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076839.5

(22)申请日 2020.10.10

(71)申请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址 102249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18号

    申请人 湛江远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阎光绪　郭绍辉　吴俊腾　孟凡华　

李阳　杨振兴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127

代理人 张丽丽　韩蕾

(51)Int.Cl.

C02F 11/143(2019.01)

C02F 11/145(2019.01)

C02F 11/121(2019.01)

C02F 11/147(2019.01)

C02F 103/36(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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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

分离方法与装置。该分离方法包括：加热浮渣至

60℃‑90℃后，与调节剂混合，完成浓缩脱水，分

离得到污油、含油污水以及浓缩浮渣；将浓缩浮

渣与剥离剂进行均相混合；将均质化反应产物进

行分离，得到含油污水与泥渣；将分离得到的泥

渣进行脱水，完成对炼油污水场浮渣的分离，处

理得到的浮渣含水率小于60％，油类物质去除率

达到60％。本发明还提供了可以用于上述分离方

法的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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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该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加热浮渣至60℃-90℃后，与调节剂混合，完成浓缩脱水，分离得到污油、含油污水以及

浓缩浮渣；脱水后的浓缩浮渣含水率95％以下；

将浓缩浮渣与剥离剂进行均相混合，均质化调节处理30min-90min，其中，剥离剂的添

加量为5g/L-15g/L；

将均质化反应产物进行分离，分离的时间为120min-240min，得到含油污水与泥渣；

将分离得到的泥渣进行脱水，完成对炼油污水场浮渣的分离，处理得到的浮渣含水率

小于60％，油类物质去除率60％以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所述调节剂为盐类水溶性化学物质，采用的

调节剂为氢氧化钠、碳酸氢钠、氢氧化钙、生石灰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调节剂的添加量为100mg/L-500m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加热后的浮渣与调节剂的混合时间为10min-

3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浓缩脱水采用重力浓缩的方法进行，其中，浓

缩脱水的时间大于120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浓缩浮渣与剥离剂的混合时间为10min-

3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方法，其中，所述剥离剂为盐类水溶性化学物质，采用的

剥离剂为次氯酸钠、氯酸钠、高氯酸钠、过硫酸钠和过硫酸钾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8.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该分离装置包括：预处理单元、均质调节单

元、稳定与分离处理单元、脱水单元以及药剂投配单元；

其中，预处理单元用于对浮渣进行浓缩脱水；

均质调节单元用于对预处理单元得到的浓缩浮渣进行均质化处理；

稳定与分离单元用于对均质调节单元处理得到的产物进行分离；

脱水单元用于对稳定与分离单元得到的泥渣进行机械脱水；

药剂投配单元用于药剂的存储、配制和投加。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分离装置，其中，预处理单元和均质调节单元相连，均质调节

单元和稳定与分离单元相连，稳定与分离单元和脱水单元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分离装置，其中，药剂投配单元和预处理单元相连；

药剂投配单元与均质调节单元相连；

药剂投配单元与脱水单元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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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浮渣泥水分离的方法和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炼油污水处理场含油

浮渣泥水分离的方法和装置，属于固体废物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含油污水，在浮选处理单元产生的“浮渣”被列入国家危险

固体废物名录，废物类别HW08，废物代码为251-004-08。浮选单元在除去乳化油过程中产生

大量含油浮渣，该浮渣成分复杂，含有大量原油、蜡质、沥青质、胶体、固体悬浮物等，还包括

人为投加的浮选剂等。鉴于此，浮渣是一种非常稳定、组成复杂的悬浮乳状液，泥、水分离效

果差。这类浮渣现有的处理方式存在技术陈旧、脱水效果差、处理后污泥含油量高等问题，

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环保与经济压力。因此，“浮渣”处理处置新技术的研发迫在眉睫。

[0003] 现有的炼化污水处理场浮渣处理均采用“重力浓缩-机械脱水-蒸汽干化”的处理

流程，处理后浮渣粘度大、油含量高、含水率高，浮渣减量化有限。对于现有技术处理后的浮

渣，大部分没有自备电厂的企业最终只能委托处理成本较高、具备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

行后续处理。

[0004] 为了使处理后的浮渣粘度大大降低、泥水分离效果好、减量化明显，并使油类污染

物有一定的去除，目前采用的几类技术虽然具有一定的处理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

性。

[0005] 生物法处理技术处理成本低、对环境影响小，但也存在处理周期长、占地面积大、

对芳烃处理效果差等问题；电化学处理技术能同时适用于重金属与有机物污染的油泥浮渣

的处理、不存在二次污染，但是电极设计复杂、电力消耗大；超声处理技术无污染、无排放、

处理能耗低，但是超声波既能破乳也能造成二次乳化，目前技术尚不成熟，存在工业化放大

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

方法和装置，该处理方法和装置可以使处理后浮渣的粘度大大降低、含水率明显降低，并使

油含量有一定的去除，大大减少固废产生量，给企业减轻一定的环保压力。

[0007]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

法，该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加热浮渣至60℃-90℃后，与调节剂混合，完成浓缩脱水，分离得到污油、含油污水

以及浓缩浮渣；脱水后的浓缩浮渣含水率95％以下；

[0009] 将浓缩浮渣与剥离剂进行均相混合，均质化调节处理30min-90min，其中，剥离剂

的添加量为5g/L-15g/L；

[0010] 将均质化反应产物进行分离，分离的时间为120min-240min，得到含油污水与泥

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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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将分离得到的泥渣进行脱水，完成对炼油污水场浮渣的分离，处理得到的浮渣含

水率小于60％，油类物质去除率60％以上。

[0012] 本发明的分离方法针对的是炼油污水场浮渣，这类浮渣主要由油类物质、水和固

体杂质组成，含水率一般在97％左右。其中，浮渣中的固体杂质含量一般为1-2％，含油率一

般小于1％，油类物质以轻质的饱和分和芳香分为主；固相物质主要是原油开采过程中采出

液携带的固体悬浮物、细菌、腐蚀产物等与污水处理过程中投加的无机、有机絮凝凝聚产生

的絮体钒花，比重较小，并吸附一定量的油类物质形成稳定的悬浮乳状液。

[0013] 本发明的分离方法包括对浮渣进行浓缩脱水的步骤。将浮渣加热后与调节剂混合

进行浓缩脱水，使脱水后的浓缩浮渣含水率低于95％以下。

[0014]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将浮渣在加热罐中进行加热，加热方式可以是电

加热和蒸汽加热。比如，加热的温度可以为70℃、75℃、80℃、85℃。

[0015]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采用的调节剂为盐类水溶性化学物质。比如，采用

的调节剂可以为氢氧化钠、碳酸氢钠、氢氧化钙、生石灰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16]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的实施方式中，调节剂的添加量为100mg/L-500mg/L。比如，调

节剂的添加量可以为200mg/L、250mg/L、300mg/L、350mg/L、400mg/L、450mg/L。

[0017]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加热后的浮渣与调节剂的混合时间为10min-

30min。比如，15min、20min、25min、30min。

[0018]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加热后的浮渣与调节剂充分混合后，可以通过重

力浓缩的方式进行浓缩脱水。比如，可以在重力浓缩罐中进行重力浓缩。

[0019]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重力浓缩时间大于120min。比如，150min、180min、

210min、240min。

[0020] 具体地，浓缩分离出的污油，送入污水处理场的污油罐，进行回收及回炼处理；分

离出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分离出的浓缩浮渣进行后续的均质调节。

[0021] 本发明的分离方法包括将分离出来的浓缩浮渣进行均质化处理的步骤。是将分离

出来的浓缩浮渣依次进行充分均相混合、均质化处理。

[0022] 其中，均相混合可以在均相器中将浓缩浮渣与剥离剂进行充分均相混合，保证二

者的均相分布。

[0023]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浓缩浮渣与剥离剂充分均相混合时间为10min-

30min。比如，10min、15min、20min、25min。

[0024] 其中，对与剥离剂充分均相混合后的浓缩浮渣进行均质化处理。

[0025]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采用的剥离剂可以为盐类水溶性化学物质。比如，

采用的剥离剂可以为次氯酸钠、氯酸钠、高氯酸钠、过硫酸钠、过硫酸钾中的一种或两种以

上的组合。

[0026]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具体的实施方式中，剥离剂的添加量可以为6g/L、8g/L、10g/L、

12g/L、14g/L。

[0027]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均质化调节处理的时间可以为40min、50min、

60min、70min、80min。

[0028] 本发明的分离方法包括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进行分离的步骤。其中，均

质化调节处理后的产物可以在稳定器中进行，实现固相与液相的稳定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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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均质化处理后的产物在稳定器中稳定分离的时间

可以为120min、150min、180min、210min。

[0030] 具体地，分离出的含油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分离出的泥渣进行后续的

机械脱水。

[0031] 本发明的分离方法包括将分离得到的泥渣进入到脱水的步骤。脱水后的污泥含水

率降至60％以下，油类物质去除率达到60％。

[0032]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脱水可以为机械脱水，采用的方法可以是本领域

常用的离心脱水、压滤脱水和挤压脱水。其中，脱水的时间可以为10min-180min，当采用离

心脱水时，脱水时间较短；采用压滤、挤压脱水时，时间稍长。比如，脱水的时间可以为

20min、40min、50min、100min等。

[0033] 具体地，脱水产生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

[003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

[0035] 具体地，该装置包括预处理单元、均质调节单元、稳定与分离处理单元、脱水单元

以及药剂投配单元；

[0036] 其中，预处理单元用于对浮渣进行浓缩脱水；

[0037] 均质调节单元用于对预处理单元得到的浓缩浮渣进行均质化处理；

[0038] 稳定与分离单元用于对均质调节单元处理得到的产物进行分离；

[0039] 脱水单元用于对稳定与分离单元得到的泥渣进行机械脱水；

[0040] 药剂投配单元用于药剂的存储、配制和投加。

[0041] 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预处理单元和均质调节单元相连，均质调节单元

和稳定与分离单元相连，稳定与分离单元和脱水单元相连。

[0042] 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药剂投配单元和预处理单元相连。

[0043] 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药剂投配单元与均质调节单元相连。

[0044] 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药剂投配单元与脱水单元相连。

[0045] 上述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具体用于分离炼油污水厂浮渣泥水时，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6] 将含水率在97％左右的炼油污水场浮渣通过污泥提升泵提升到预处理单元的加

热罐中加热至60℃-90℃，同时将调节剂溶液送入加热罐中充分混合，调节剂投加量为

100mg/L-500mg/L，混合时间为10min-30min。

[0047] 通过自流的方式将上述充分混合浮渣样送入预处理单元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浓

缩脱水，浓缩时间一般为120min以上，浓缩浮渣含水率降至95％以下。浓缩罐最上层分离出

的污油送入污油罐，中上层分离出的含油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

[0048] 为使浓缩罐中的浓缩浮渣能顺利进入后续的均质调节单元，建议采用污泥泵将浓

缩浮渣泵入均质调节单元的均相器中，以防止采用自流的方式造成的堵塞，同时将剥离剂

溶液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的均相器中，使得剥离剂与浓缩浮渣能达到充分均相

混合。剥离剂溶液的投加量为5g/L-15g/L，均相混合时间为10min-30min，均质化调节时间

为30min-90min。

[0049]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利用液位差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的稳定器

中，进行固相、液相分离，稳定分离时间为120min-24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12225432 A

5



水处理场。

[0050] 将稳定器下部得到的泥渣通过污泥泵送至污泥储罐，再送至脱水单元，通过机械

脱水装置脱水后的泥渣含水率低于60％，油类物质去除率达到60％，脱出的污水送入污水

处理场处理。

[0051] 分离出的污水，油含量、COD含量均满足污水处理场的进水要求。

[0052] 本发明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针对回收价值不高的炼厂低浓度含油

浮渣，主要在加热的条件下通过化学药剂均质化调节达到改变浮渣理化性质的目的，均质

化调节后的浮渣粘度大大降低、固液分离性能明显改善、油类物质也有了一定的去除，为后

续机械脱水创造有利的操作条件。整套处理工艺流程具有操作简单、分离效率高、经济性高

等优点，处理后的泥渣粘度大大降低、脱水性能显著改善、易于与水分离。

[0053] 本发明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分离出的污水中油含量(油含量低于

75mg/L)、COD含量低(COD低于320mg/L)，均满足污水处理场进水要求，脱水效果优异，最终

处理的脱水泥渣含水率小于60％、油类物质去除率达到60％。

[0054] 本发明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具有本发明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

分离方法同样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55] 图1为实施例1中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56] 图2为实施例1中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的方法工艺流程图。

[0057] 主要附图符号说明

[0058] 1、预处理单元；2、均质调节单元；3、稳定与分离单元；4、脱水单元；5、药剂投配单

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有益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以下详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可实施范围的限定。

[0060] 实施例1

[0061] 本实施例首先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装置，其结构如图1所示，该

分离装置包括：预处理单元1、均质调节单元2、稳定与分离单元3、脱水单元4以及药剂投配

单元5；

[0062] 其中，预处理单元1和均质调节单元2相连，均质调节单元2和稳定与分离单元3相

连，稳定与分离单元3和脱水单元4相连。

[0063] 药剂投配单元5和预处理单元1相连；

[0064] 药剂投配单元5与均质调节单元2相连；

[0065] 药剂投配单元5与脱水单元4相连

[0066]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其

可以通过图1所示的装置完成，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7] 将浮渣以500L/h的流量泵入预处理单元1的加热罐中通过蒸汽加热至70℃，将药

剂投配单元5中的5％氢氧化钠调节剂溶液通过药剂泵送入加热罐中，投加量为200mg/L，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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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间控制为20min，通过自流的方式进入预处理单元1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浓缩脱水

180min，浓缩浮渣含水率降至95％以下。浓缩罐最上层分离出的污油送入污油罐，中上层分

离出的含油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

[0068] 将都得到的浓缩浮渣与药剂投配单元5送入的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采用污泥泵以

及药剂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2的均相器中，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的浓度为

10％，投加量为6g/L，均质化调节时间为45min。

[0069]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3的稳定器中，进行固

相、液相分离，达到稳定，稳定分离时间为15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

场，切出的污水油含量为72mg/L、COD为305mg/L、pH值为7.6。

[0070] 将得到的下部泥渣通过污泥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污泥储罐，存储时间根据脱水单

元4的机械脱水装置的处理规模和运行时间确定，可以按1-3天泥渣的产量确定。为保证较

好的脱水效果，可以通过药剂投配单元5向泥渣中投加适量的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类污泥

调节剂，最终脱水后的浮渣含水率为58％，脱出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处理。

[0071] 实施例2

[0072] 本实施例将浮渣以500L/h的流量泵入预处理单元1的加热罐中通过蒸汽加热至80

℃，将药剂投配单元5中的5％氢氧化钠调节剂溶液通过药剂泵送入加热罐中，投加量为

300mg/L，混合时间控制为30min，通过自流的方式进入预处理单元1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

浓缩脱水210min，浓缩浮渣含水率降至95％以下。浓缩罐最上层分离出的污油送入污油罐，

中上层分离出的含油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

[0073] 将都得到的浓缩浮渣与药剂投配单元5送入的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采用污泥泵以

及药剂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2的均相器中，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的浓度为

10％，投加量为10g/L，均质化调节时间为50min。

[0074]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3的稳定器中，进行固

相、液相分离，达到稳定，稳定分离时间为18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

场，切出的污水油含量为60mg/L、COD为275mg/L、pH值为7.5。

[0075] 将得到的下部泥渣通过污泥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污泥储罐，存储时间根据脱水单

元4的机械脱水装置的处理规模和运行时间确定，可以按1-3天泥渣的产量确定。为保证较

好的脱水效果，可以通过药剂投配单元5向泥渣中投加适量的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类污泥

调节剂，最终脱水后的浮渣含水率为57％，脱出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场处理。

[0076] 对比例1

[0077]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78] 将浮渣以500L/h的流量泵入预处理单元的加热罐中通过蒸汽加热至50℃，将药剂

投配单元中的5％氢氧化钠调节剂溶液通过药剂泵送入加热罐中，投加量为80mg/L，混合时

间控制为8min，通过自流的方式进入预处理单元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浓缩脱水90min。

[0079] 将都得到的浓缩浮渣与药剂投配单元送入的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采用污泥泵以

及药剂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的均相器中，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的浓度为

10％，投加量为6g/L，均质化调节时间为45min。

[0080]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的稳定器中，进行固

相、液相分离，达到稳定，稳定分离时间为15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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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切出的污水油含量为110mg/L、COD为525mg/L、pH值为7.4。

[0081] 对比例2

[0082]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83] 将浮渣以500L/h的流量泵入预处理单元的加热罐中通过蒸汽加热至70℃，将药剂

投配单元中的5％氢氧化钠调节剂溶液通过药剂泵送入加热罐中，投加量为60mg/L，混合时

间控制为20min，通过自流的方式进入预处理单元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浓缩脱水180min。

[0084] 将都得到的浓缩浮渣与药剂投配单元送入的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采用污泥泵以

及药剂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的均相器中，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的浓度为5％，

投加量为4g/L，均质化调节时间为45min。

[0085]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的稳定器中，进行固

相、液相分离，达到稳定，稳定分离时间为15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

场，切出的污水油含量为130mg/L、COD为560mg/L、pH值为7.2

[0086] 对比例3

[0087]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的分离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88] 将浮渣以500L/h的流量泵入预处理单元的加热罐中通过蒸汽加热至40℃，将药剂

投配单元中的5％氢氧化钠调节剂溶液通过药剂泵送入加热罐中，投加量为50mg/L，混合时

间控制为5min，通过自流的方式进入预处理单元的重力浓缩罐中，进行浓缩脱水100min。

[0089] 将都得到的浓缩浮渣与药剂投配单元送入的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采用污泥泵以

及药剂泵送至带有搅拌器的均质调节单元的均相器中，次氯酸钠剥离剂溶液的浓度为5％，

投加量为2g/L，均质化调节时间为15min。

[0090] 将均质化调节处理得到的产物自流进入到稳定与分离单元的稳定器中，进行固

相、液相分离，达到稳定，稳定分离时间为150min。稳定器上部切出来的污水送入污水处理

场，切出的污水油含量为230mg/L、COD为885mg/L、pH值为7.3。

[0091] 以上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炼油污水场浮渣泥水额分离方法和装置分离出的污水

中油含量、COD含量低，满足污水处理场进水要求，机械脱水后的泥渣对比进样浮渣含水率

可以达到57％，油类物质去除率可以达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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