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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西安华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6年，属新三板挂牌企业

（证券简称：华诺环保，证券代码：836057），是一家专注于工业废

水深度处理、再生回用、零排放和固体废物（危废）处理处置、水

环境综合治理的综合服务商，业务涵盖石油开采、石油化工、煤化

工、精细化工、印染等行业及工业园区，可提供咨询、设计、投资、

建设、运营及设备制造等一体化服务。

公司注重产学研用相结合，先后与清华大学、西安石油大学等

国内知名院校联合建立了多个“联合研究中心”，承担“十三五”

水污染控制重大专项“精细化工行业高盐、高浓有机废水无害化处

理与废盐资源化集成技术工程示范及产业化推广”课题及省级重点

研究课题，荣获2015、2016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通

过坚持不懈的科研创新，公司目前已拥有十多项专利，其中，自主

研发的“含油污泥热解撬装化设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西安华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资质一览表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工程（总包二级）

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工程（总包三级）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

……

公司资质荣誉

作为专业的环境综合服务商，华诺环保凭借坚持不懈的奋斗收

获了众多荣誉和认可，公司属于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会员单位、陕西

省环保产业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合同节水产业创新联盟理事会员单

位，是一家集“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现已取得“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环保设计证”、

“环境工程施工证”以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www.huanuostock.com



主营业务领域

• 油田采出水
• 压裂返排液
• 高浓度高盐废水
• 高盐难降解废水

工业废水处理

• 油田含油污泥
• 炼油厂罐底泥
• 煤化工污泥及残渣
• 精细化工残渣
• 工业园区污泥

固体废物（危废）处理处置

• 天然气净化处理
• 天然气液化处理
• 非常规气处理工程
• LNG应急站

LNG清洁能源

业务
领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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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油污泥现状

 含油污泥简介：

含油污泥又称油泥，是石油天然气开采、储运、精炼过程中产生的由原油、

水和无机矿物质组成的工业固体废物。

 含油污泥现状及危害：

1.油泥中包含的石油类物质处理不当会对大气、水体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部分稠环

芳烃及其衍生物具有较强的致癌致畸作用，对人体健康及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2.油泥产量逐年攀升，国内年产超过300万吨（80%含水），全球堆存含油污泥上亿

吨，然而现有技术很难在不产生二次污染的前提下对油泥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3.中国油泥粘土含量偏高，国外成熟处理技术大多针对高石英低粘土含量原料开发，

难以适应国内的油泥处理需求。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含油污泥部分节选

中国含油污泥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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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油污泥处理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及问题

处理方法 技术特点

热 清 洗
筛分流化-药剂调质沉降/超声波-离心。适用于粘土含量较少和含油较高的油泥，回收油的品质
和排水二次处理难度较大。

萃 取
浸取-分离-再生。分配系数、萃取液与水和泥的分离效果、萃取剂的再生效果和萃取剂的流失
率等难控制。含粘泥显著影响工艺过程。

微生物处理
利用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降解污染物，直接运行费用较低。需要预处理至透水透气性好，油小
于<5%适用。降解的周期长，多环芳烃的降解难度大，需大量土地。含油含水越高，处理越困
难。

燃 烧
残渣无害化处理彻底，热能回收利用。掺入型煤等，处理简单。燃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燃烧
将造成污染。

热 解 回收率高，对环境危害小。对工艺、设备和安全要求高。

存
在
问
题

• 单一的技术不能适用所有状态的油泥。

• 污泥处理中资源不能最大化回收利用。

• 处理后残渣含油率及重金属不能完全达标；处理后产生的废水和废气不能完全达标。

• 危废转运管理严格，费用高，有潜在风险；外委处置费用高，损失原油资源。

• 处理站投资大，专业性强，运营管理困难。



 含油污泥已经作为危险废物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及《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对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的，危险废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为每次每吨1000元，若处理处置不达标，企业将付出沉重的排污成本。

 《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也要求必须对含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黑龙江《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标准DB23T 14132010》。

 陕西《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DB61T_1025-2016》 。

根据现有处理技术现状分析和国家环保要求，我公司从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稳定化四方面综合考虑，

充分汲取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并结合我国国情，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研发了经济合理的处理技术——含油

污泥热解处理技术。该技术现场应用效果较好，运行稳定，对环境无二次污染，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www.huanuostock.com

3、国家及地方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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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原理

含油污泥热解技术是指在无氧条件下利用温度驱动油泥中的矿物油等

有机质组分发生热裂解反应转化为轻质油、可燃气和固体残渣，将含油污

泥危险废物转化为清洁能源和普通固废。过程中产生的轻质油及可燃气可

直接作为系统自身所需能源回收利用，固体无机质可作为建材等。

石油及天然气的形成

煤或炭的形成

煤油的形成

1840s, Abraham Gesner, 
通过热解，煤油和油灯的
发明者

含油污泥高挥发分的特性适合于高温无氧裂解的热解技术：

含油污泥

炭

高温馏分

油

固体材料

水 不凝气

冷凝分
离

绝氧加
热

矿物质
可燃气

热解炭

轻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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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解工艺特征

工艺特征之一: 排放的烟气量少，工艺过程消耗的能量为油泥热解

本身产生的汽油类成分和氢气、一氧化碳类气体，根据标准

（GB13271-2001），不同燃料，空气过剩系数不同，以固废

（油泥）产生的热解气作为燃料，产生的烟气量仅为固废直接燃烧

烟气量的1/2~2/3，减少了烟气净化设备规模及运行费用。

工艺特征之二：大气污染因子少，固废（污泥）热解气化产生的气

体为燃料排放的大气雾霾烟尘、SO2、NOx、重金属等危害因子比

固废直接燃烧一般少1/2以上。

固废（污泥）
热解区：
500-600℃

可燃气
燃烧区：
≥850℃

1、O2

3、适宜温度

4、金属催化物

1、O2

3、适宜温度4、金属催化物

2、Cl

2、Cl

烟气热量
冷却利用
＜200℃

工艺特征之三: 抑制或分解二噁英，固废（污泥）热解区的无氧

环境抑制二噁英的合成，可燃气燃烧区无金属催化媒介及高温

（>850 ℃ ）抑制产生或分解原物料存在的二噁英。

项目 燃煤限值 燃油限值 燃气限值

颗粒物 50 30 20

SO2 300 200 50

氮氧化物 300 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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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解工艺特征

工艺特征之四: 油泥减量程度高，油泥原料转化为清洁气体或轻质

油分和无机残渣，无机残渣含油率低，减量化高（90%以上），

且可用于建材原料等资源利用。

油泥原料 出料残渣

工艺特征之五: 资源高质化，油泥中重质油污染物转化为可燃气

燃烧为系统提供热解能源，系统能耗低，经济性好；也可分离

回收轻质油分。

回收可燃气回收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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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环境影响最小化，资源回收最大化

系统集成：预处理系统，干化热解系统，热解固体回收系统、余油回收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智能化系统

3、集成技术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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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系统，干化热解系统，热解固体回收系统、余油回收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智能化系统

集成系统

2、热解固体回收系统：干燥后的油泥进入热解反应段，在550-650℃左右的工况下完成热解反应，将油泥中的有机质完全转

变成CO、烃、烷等小分子CH化合物等热解气，在干燥和热解段设有氮气发生装置，设有氮气保护。热解反应器出来的油泥残渣经

设有间接水冷夹套、星型卸灰阀、重力卸灰阀的螺旋输送机，然后用吨袋密封储存，吨袋储存在经防渗处理过的储存棚内。

1、干化热解系统：含油污泥经预处理脱水后，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至锁风过渡料仓，螺旋输送机设有热水夹套，热水来源于

烟气急冷换热器的热水，再经水平螺旋进料送到上反应器内干燥，利用燃烧炉膛的温度作为干燥热源，将含水量为50%左右

的油泥中的水分蒸发，该阶段主要是完成干燥的功能。

3、烟气净化系统：烟气从炉膛出来后依次进入二次燃烧室、脱硝装置、急冷旋风除尘器（含换热器）、碱式喷淋塔（含除雾器）、
烟囱，最后达标排放。烟气在二次燃烧室燃烧温度达到1100℃以上，然后经喷射氨水实现脱销，去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再经具有
急冷功能的换热器将烟气中的余热置换出来，为污泥预处理系统提供热源；烟气从换热器出来后进入旋风除尘装置进行除尘，将烟气
中的细小颗粒除去，旋风除尘出口处烟气温度降低到200℃以下；烟气再进入急冷碱式喷淋塔，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及细微粉尘，
此时烟气温度已降低到50℃左右；再经除雾器除雾后达到国家环保尾气排放要求，烟气约30℃左右由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4、污水处理系统：工艺中产生含油污水的环节主要来源于污泥预处理系统中的叠螺机出水、碱式喷淋塔废水，其处理工艺主要

是污水经反应罐、斜管沉降罐、过滤器处理后达标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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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干化-热解-燃烧主体设备

可移动撬装模块干化-热解-燃烧集成装置

设备技术特点

针对各类含油污泥，选择适用优势技术，

采用优化组合的全过程解决方案

把握油泥特性开发安全高效的热解-燃烧耦合处理工艺

处理残渣用于油田铺设井场或作为井场建筑材料使用；

对烟气进行清洁处理，水处理达到油田注水标准

或系统回用标准。

采用撬块化处理装置，在油泥分散集中点进行

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集中与分散结合

集成化高，投资小、运营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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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解集成装置优势

所需工程设施少，对建地用地要求低。

占地面积小，可以利用距离油田较近的

空地上建设

1、建设投资省

2、建设周期短

3、出泥效果好

四大撬装模块化，干化热解模块、残渣

及余油回收模块、烟气净化模块、系统

控制模块，设备集成化高

6、集成化程度高

建设周期为4～6个月，包括设计、施

工、竣工进泥

工艺可以内循环，最大程度实现循环利

用，劳动定员只需要常规的30%，工艺

设备有分离回收系统、控制柜等装置

处理能力在较大范围内可调整，适合国

内各大油田，避免了污泥来源不同造成

的影响；热量效率高，无焦油堵塞、热

量自供

4、操作管理方便

5、运行稳定

实现了污泥处理、污水处理、生态建

设的有机结合，既对原油的回收利用，

又使污泥的处理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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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泥热解基础实验研究

热重分析仪 典型原料油泥热重分析

油泥基质及残炭中低熔点钠、镁、钙盐

类含量较高，直接焚烧易导致炉膛结焦

腐蚀，以及二噁英类的生成。

热重分析结果表明油泥热解过程主要分

为水分蒸发、矿物油分解、无机质分解

三个阶段，650℃以前前两阶段基本结

束，650-700℃主要为无机矿物质分解

失重阶段。

油泥炭扫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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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泥热解基础实验研究

油泥小试实验设备简图 油泥小试产物分布及气体产物分析结果

气液固三相产物

油气回收率在600-650℃之间达到最高，温度超过650℃由

于无机质碳酸盐分解，气体产物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可燃

气热值降低；应将处理温度控制在600-650℃之间。

油泥炭主要由无

机矿物质组成，

经过分析，有机

质含量低于填埋

标准限值。

油泥炭热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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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延长油田吴起污油泥站

 处理规模：2吨/天

 工程占地面积约40㎡

 核心技术：清华华诺研发中心-含油污

泥热解撬装化技术

 建设时间：2016年10月-2016年12月

2t/d含油污泥热解示范现场

2、油泥热解集成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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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泥物料由进料仓及输送螺旋送入高温热解炉内，边热解边由炉内输送系统向出料口处缓慢推进。待物料在炉内停

留30分钟以上充分热解后，残渣由排渣系统排入出料仓密封保存。热解过程中产生的可燃裂解油气经回燃系统引入外

层焚烧炉点燃为系统供能。燃烧产生的烟气经过烟气处理系统脱硫脱硝除尘后外排。

连续进料：油泥在螺旋连
续推进下通过高温炉膛，
其中大分子有机质发生热
裂解和复杂化学反应转化
为小分子及残炭。

分段燃烧：含硫氮及重金
属的重质成分被固定在残
渣中，轻质油气分离出来
单独焚烧。

回燃供能：回燃系统能够以热
能的形式回收利用热解油气产
物，从而实现部分能量自给。

适应性好：能够适应高粘土
高水高含油物料

2、油泥热解集成示范研究



关于我们--华
诺环保

www.huanuostock.com

编
号

油泥含油
率（%）

油泥含水
率（%）

残渣含
油率

热解温
度（℃）

1 13.0 16.3 0.71 620-680

2 13.0 14.3 0.86 620-680

3 12.8 15.9 0.85 620-680

处理残渣 油水产物分析

C

（%）

H

（%）

N

（%）

S

（%）
H/C 热值（MJ/kg）

裂解油 70.9 8.6 1.5 0.6 1.46 34.4

裂解油元素分析及热值

馏出物体积百分数（%） 馏出温度（℃）
初馏点 90

10 95

20 100

30 102

40 102

50 105

60 110

70 113

80 115

90 117

终馏点 121

裂解油馏程分析

mg/L COD 悬浮物 含油量
水产物 4477 16.3 97.9

水产物分析结果

烟气在线跟踪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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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名称：含油污泥热解处理撬装化装备

 处理危废类型：落地油泥、罐底泥及炼油“三泥”等含油污泥

 项目地点：延长油田污泥处理站

 处理规模：20t/d

 核心技术：清华华诺研发中心-含油污泥热解撬装化技术

 撬装式设备可并联使用，两组或三组同时使用，可以满足处

理量达到40t/d、 60t/d，并且并联使用在现场设备检修时，

不影响单组设备正常运行。

3、20t/d油泥热解集成化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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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油泥热解固相产物分析

固体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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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渣检测指标 综合利用污染物限值 残渣检测结果 达标情况

含油率（%） ≤1 0.143 合格

含水率% ≤40 0.24 合格

pH 6-9 8.98 合格

铬Cr  mg/kg / 141 合格

砷As  mg/kg / 11.6 合格

铜Cu  mg/kg / 26 合格

锌Zn  mg/kg / 86.2 合格

镍Ni  mg/kg / 43 合格

铅Pb mg/kg / 10.1 合格

镉Cd mg/kg / 4.5 合格

汞Hg  mg/kg / 0.011 合格

4、油泥热解固相产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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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油泥热解气相产物分析

气体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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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监测《GB 18484-2001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污染物
不同焚烧容量时排放浓度限值

（mg/m³）≤300（kg/h）
监测结果
(mg/m3)

达标情况

烟气黑度 林格曼1级 合格 合格

烟尘 100 8.6 合格

一氧化碳（CO） 100 8 合格

二氧化硫（SO2） 400 未检出 合格

氟化氢（HF） 9.0 0.021 合格

氯化氢（HCl） 100 5.16 合格

氮氧化物（以NO2计） 500 65 合格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1 0.0027 合格

镉及其化合物（以Cd计） 0.1 0.0025 合格

砷、镍及其化合物（以As+Ni计） 1.0 0.0193 合格

铅及其化合物（以Pb计） 1.0 0.041 合格

铬、锡、锑、铜、锰及其化合物（以
Cr+Sn+Sb+Cu+Mn计）

4.0 未检出 合格

非甲烷总烃 5.0 0.65 合格

二噁英类 0.5 TEQng/m³ 0.01 TEQng/m³ 合格

噪音 白天65、夜间55 白天43.1、夜间41.5 合格

5、油泥热解气相产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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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达到《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标准和国家排放标准《危险废

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 ）

废水：设备冷凝水循环使用，其他少量废水经处理后，进入油田水处理系统。

废渣：含油率低于1%，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处理后的污泥可垫井场、铺路、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符合陕西省地方标准《含油污泥处置利用控制限值》（DB61T_1025-2016）中的要求和黑龙江

《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DB 23/T 1413-2010）中的要求。

6、油泥热解产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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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领域-业务范围

清华华诺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热解撬装化处理技术及装置除了适用于油田行业中含油污泥的处理外，同时可广

泛应用于石化行业、煤化工行业、精细化工等行业中污泥的处理。

应
用
于
多
领
域

设备名称 含油污泥热解撬装化处理设备

处理物质类型
落地油泥、罐底泥及炼化“三泥”、受浸油

土等含油污泥

处理危险废物类别 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应
用
现
场



美丽中国，华诺是行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