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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黑液治理技术在三次采油中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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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造纸行业是污染大户 , 因环保治理设施投资大 、运行费用高 , 很多企业采用偷排直排等方式违规生产 , 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破坏和潜在的危害。简要分析了造纸黑液的组成 ,综述了目前国内外造纸黑液治理技

术的最新进展 , 如碱回收同步除硅技术 、黑液气化技术 、电解制氢技术和膜分离技术 , 同时综述了造纸黑液在三次

采油中的资源化利用前景 ,重点介绍了造纸黑液在稠油油田 、低渗和特低渗油田及裂缝发育油田的资源化利用情

况 , 探讨了造纸黑液在三次采油中的资源化利用研究新思路 , 指出可依据造纸黑液的特点 ,研制具有综合作用的多

功能自适应型油田化学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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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纸工业是一个高能耗 、高污染 、高收益的行

业 ,产生的工业废水腐蚀性强 ,对环境危害极大 。日

本 、美国分别将造纸工业废水列为六大公害和五大

公害之一
[ 1]
。目前 ,除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工厂用

浓缩燃烧法回收碱和能源外 ,大多数年产小于 5 000

t的工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采用直排或偷排的方

式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造纸废液直接排入附近的

河流中 ,这种做法不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直

接破坏和潜在的危害 ,而且严重威胁造纸行业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

造纸厂按工序排出 3股水 ,一是制浆蒸煮废液 ,

通称造纸黑液;二是分离黑液后纸浆的洗 、选 、漂水 ,

也称中段水;三是抄纸机上的白水。其中黑液所含

的污染物占到了污染排放总量的 90%以上 ,化学需

氧量 COD值高达 20 000mg/L,比废水排放标准 400

mg/L高出 50倍。

对此 ,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大量科研人员开

展了对造纸黑液的综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研究 ,尤

其是在三次采油中 ,引入造纸黑液及其改性产品 ,变

废为宝 ,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陕北地区有丰富

的油气资源 ,也有大量中小型造纸企业 ,如果能将造

纸黑液进行资源化利用 ,必将对本地区节约能源 、保

护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造纸黑液成分简析

黑液的组成比较复杂 ,大体上可分为有机物和

无机物 2种。根据制浆原料和生产条件的不同 ,黑

液的组成也有所不同。一般有机物含量占 70%左

右 ,无机物为 30%左右 。

黑液固形物中 ,有机物的组成主要是制浆原料

在蒸煮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生成物 、溶出物及不同程

度的降解产物 。有机物中木质素含量占 40%左右 ,

挥发性有机酸占 8% ～ 17%,同时还含有一定量的

半纤维 、与钠化合的脂肪酸和树脂酸(松香),以及

少量悬浮在溶液中的小纤维等。无机物主要来自蒸

煮用的碱及硫酸盐 ,其主要成分是有机化合钠 、游离

氢氧化钠 、硫酸钠 、硫化钠 、碳酸钠 、硫代硫酸钠等 ,

无机物中全碱占 85%以上 。此外 ,还含有少量的二

氧化硅 、碳酸钙 、铁铝氧化物及其他杂质
[ 2]
。

2　造纸黑液治理技术进展

对造纸黑液的治理 ,国内外采用的常规方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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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碱回收技术
[ 3, 4]
、酸析木素技术

[ 5, 6]
、资源化联

产技术
[ 7, 8]
、厌氧处理技术

[ 9, 10]
、萃取沉淀技术

[ 11]
、

絮凝沉降技术
[ 12]
等 ,其投资规模 、运行成本 、除污效

果等列于表 1。各国对造纸黑液的治理研究仍在不

断深入 ,目前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

2.1　碱回收同步除硅技术
[ 13-15]

表 1　碱法造纸黑液治理技术

治理技术 纸厂规模
每吨纸投资规模

/元
复杂程度

每吨浆运行费用

/元

COD去除率

/%

色度去除率

/%

每吨浆回收产品

/t

碱回收 大型 3000 复杂 300 0.2 ～ 0.3碱
酸析木素 中小型 6000 简单 200 50 ～ 60 80 ～ 90 0.3 ～ 0.33木素
资源化联产 中小型 688 复杂 120 0.3 ～ 0.33木素
厌氧处理 中小型 1000 复杂 200 50 ～ 70 80 0.15 ～ 0.2糖类
萃取沉淀 中小型 300 一般 220 65 ～ 80
絮凝沉降 中小型 250 一般 150 85 ～ 90 95

　　非木质材料造纸黑液中二氧化硅含量一般为

1.5% ～ 15%,而草浆黑液的二氧化硅含量为 4% ～

5%,二氧化硅的存在会给后续化学回收利用操作带

来较大困难 。印度 CRRPI公司采用烟道气中的

CO2对麦浆黑液进行碳酸化 ,控制 pH值以使得二

氧化硅选择性沉淀而木质素不共沉淀 ,如此处理后

黑液中残留的二氧化硅含量仅为 0.4g/L,除硅率接

近 90%,黏度降低 60%,而溶胀体积比增加了 1.5

倍 。除硅技术改进了黑液的性质 ,使其更适宜于黑

液的进一步资源化利用。国内此项技术也取得了一

定进展 ,除硅率可达 70%,与此同时 ,碱回收率提高

将近 10%,蒸发效率提高 19%。

2.2　黑液气化技术
[ 16-18]

黑液中的木质素及其降解物能够燃烧 ,其热值

大约为 14 ～ 16 MJ/kg。 1978年 , Rockwell试验证明

了将黑液气化为可燃气体原料的可能性 ,通过气化 ,

黑液中的有机物转化为清洁的可供燃气轮机使用的

燃料气体。燃气轮机将气化产生的气体作为燃料燃

烧来发电 ,将会比传统的燃烧回收炉更有效。另外 ,

黑液气化排放较少的 CO2和废水 ,有益于环境。

2.3　电解制氢技术
[ 19]

造纸黑液和碱性水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电解 ,黑

液制氢节能效率可达 84% ～ 97%,相互电极电势为

1.17V,而碱性水制氢节能效率不会超过 66%,在

没有电解氢生成的情况下相互电极电势低于 1.31

V;此外 ,在黑液电解制氢的同时 ,在阳极还会析出

28 ～ 46 mg/mg的碱木素 ,由于其较好的热值 ,可提

高电解工艺整体能源的利用效率。

2.4　膜分离技术
[ 20-22]

近几年来 , 有些国家将膜分离技术 , 如超滤

(UF)、反渗透(RO)和电渗析(ED)等应用于造纸工

业废水的处理。在实践中成功应用的是采用超滤法

处理中小型造纸厂的造纸黑液 ,主要是提取黑液中

的木质素并降低 CODCr和 BOD5。应用超滤技术可

从造纸黑液中提取木质素制备活性炭 ,该方法是黑

液综合治理的一条新途径 。经超滤处理过的黑液 ,

CODCr去除率达到 60% ～ 70%, BOD5去除率达到

80%以上 ,黑液中木质素提取率达到 80% ～ 85%,

由木质素制成的活性炭收率高 ,吸附容量大 。

3　黑液在三次采油中的资源化利用前景

三次采油(EOR)是一种较有效的提高采收率

的方法。三次采油的方法很多 ,尤以表面活性剂和

微生物驱油受到人们的重视 ,而表面活性剂驱油则

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但表面活性剂大多成本较

高 ,使用条件苛刻 ,且容易吸附在油藏岩石的表面而

造成损失 ,制约了其在石油工业的发展 。于是 ,人们

的目光投向了造纸黑液 ,将黑液及其改性产品在三

次采油中进行资源化利用 ,制备新型 、高效 、价廉的

化学驱油剂和堵水调剖剂 ,取得了较好的研究进展。

3.1　在稠油油田的资源化利用
[ 23-26]

国内稠油资源丰富 ,探明地质储量大约为 16.4

×10
8
t,稠油的突出特点是沥青质 、胶质含量高 ,原

油黏度可达几万至十几万毫帕·秒。开采此类油藏

的核心问题是提高驱油剂的洗油能力 ,可供采取的

措施是乳化 、降黏 、降凝 。

草浆黑液中的碱性物质(如氢氧化钠 、碳酸钠 、

硅化物)与稠油中的环烷酸 、脂肪酸和芳香酸等反

应 ,可以生成表面活性物质 ,加之黑液中的碱木素及

其降解产物亦属活性物质 ,由此可降低油水的界面

张力 ,稠油与黑液形成乳状液 ,降低了稠油的黏度 ,

使稠油易于采出。黑液的黏度大于水 ,在驱油过程

中可降低水油流度比 ,黑液的表面张力低于水 ,并对

地层岩石有良好的润湿性 ,这些都是提高采收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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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因素。

现场试验表明 ,黑液可有效降低原油的黏度 ,降

黏率达 94%,并且不同温度下稳定性较好 ,有较强

的洗油能力 。造纸黑液可提高原油采收率 6.5%以

上 ,降低注入蒸汽压力 1 ～ 2 MPa。

3.2　在低渗 、特低渗油田的资源化利用
[ 27-29]

在国内陆上动用的石油地质储量中 ,低渗透油

层(<50×10
-3
μm

2
)储量占 11%左右 ,在探明未动

用的石油地质储量中 ,低渗透油层储量占 50%以

上 ,而在近几年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中 ,低渗透油层

储量占 60%以上 。开采此类油藏的核心问题是提

高驱油剂的波及系数 ,可供采取的措施是降低油水

界面张力。

黑液酸析碱木素本身降低水溶液表面张力的能

力有限 ,不能形成油水之间超低界面张力 ,通常将碱

木素与其他表面活性剂协同使用或经过化学改性后

使用。美国 Texaco石油公司用对木质素进行改性

前后的表面活性剂体系做了吸附和采收率的实验 ,

发现未加木质素磺酸盐的体系 ,每克 CaCO3吸附表

面活性剂 21.6 mg,采收率 64.5%,而加入改性木质

素磺酸盐后 ,每克 CaCO3仅吸附表面活性剂 1 mg,

采收率达 84.1%。

PS碱木素磺酸盐(简称 PS剂 )是由造纸黑液

经浓缩加入酚 、醛和硫酸等 ,在高温下复配或反应后

提炼出的一种新型表面活性剂。将水驱油与注 PS

剂驱油进行比较可知 ,注入水中加入少量的 PS剂 ,

可以明显改善水驱油效果 , 驱油效率分别提高了

7.1% ～ 13.1%。对其进行室内模拟试验 ,结果表明

PS剂具有降低油水界面张力和原油黏度的能力 。

从注 PS剂现场应用情况来看 , PS剂驱油受效井数

多 、有效期长 ,可以改善水驱油效果 ,提高原油采收

率 。

华北油田以造纸黑液为基本原料 ,引入亲水 、亲

油和抗硫基团 ,制成 PS驱油剂并进行了现场试验 ,

结果表明:PS剂浓度从 0.05%增至 1%,赵 108块

原油与 PS剂水溶液之间的界面张力由 13.91 mN/

m降至 6.83mN/m;当 PS剂浓度达到 2%时 ,原油

乳化 ,几乎不形成油水界面 ,界面张力达 7.5×10
-5

mN/m。室内驱替实验表明 , PS剂驱可提高采收率

10%。

3.3　在裂缝发育油田的资源化利用
[ 30 -32]

裂缝是油气渗透的通道 ,也是注水窜流的条件 ,

但如果天然裂缝十分发育 ,且呈不规则的三维空间

展布时 ,会导致地层水窜 、水淹现象严重 ,因此 ,必须

对天然裂缝十分发育的油藏认真对待 ,可采取的措

施是调剖和堵水。

木质素分子结构非常复杂。一类主要含有甲氧

基 、羟基 、醛基 、双键 、醚键 、羧基 、芳香基和磺酸基

等 ,来源于造纸黑液的木质素常与聚丙烯酰胺混用 ,

以重铬酸钠或水玻璃为交联剂 。重铬酸钠中的

Cr
6+
经木质素分子中的还原糖及羟基和醛基还原为

Cr
3+
,将木质素与 HPAM交联起来形成混合冻胶 ,

主要用于调剖 ,也可用于堵水。另一类主要由愈创

木基丙烷 、紫丁香基丙烷 、4-羟基苯丙烷构成 ,其与

甲醛反应可增加碱木素的酚化程度 ,使羟甲基之间

脱水缩合程度增加 ,形成凝胶状态的可以耐高温的

交联结构 ,生成类似于酚醛树脂的产物 ,可作为高温

调剖剂 ,用于高温地层堵水调剖。

当草浆黑液用酸酸化时 ,碱木素生成不溶性沉

淀物同时 ,硅化物生成胶状物沉淀 。而黑液中的碳

酸钠在加酸过程中又可生成 CO2 ,使黑液产生泡沫。

沉淀物的封堵作用和泡沫的 Jamin效应 ,可以 、改变

非均质地层中的渗透规律 ,起到双效堵水效果。

3.4　在三次采油中的资源化利用研究新思路

在油田开发中 ,油井通常同时伴有出砂 、结蜡 、

高含水 、稠油 、低渗透 5大问题 ,水井也有出砂 、吸水

剖面不均匀或水注不进去等问题。为了提高采收

率 ,频繁的堵水 、防砂 、防蜡 、降黏使得油田开发费用

越来越高 ,针对这些现状 ,应发展具有综合作用的多

功能自适应型油田化学剂。这类药剂可根据地层实

际情况同时或部分时间发挥固砂 、增注 、驱油 、降黏 、

防蜡 、防垢 、缓蚀等作用 。对于这类药剂不仅要求成

本低 、来源广 ,而且要求强度高 ,具有一定的耐酸性

及良好的选择进入性。造纸黑液是高浓度碱性有机

废水 ,其中含有碱 、碱木素 、表面活性剂 、固体纤维等

多种有用化学物质 ,通过分离 、改性和复配 ,再辅以

引入不同活性基团 ,完全可以在三次采油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目前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已经

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思路 。

4　结论

造纸黑液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同时也浪

费了宝贵的资源 ,与国家正在提倡的 “建设环保型 、

节约型社会 ”的要求背道而驰。目前 ,很多油田的

开发已步入关键时期 ,研究开发全封闭 、自动化 、智

能化的造纸黑液资源化利用技术 ,不但可以很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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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原油采收率低问题 ,还可以顺利解决造纸黑液对

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问题 。对造纸黑液进行综合处

理并将其应用于三次采油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生

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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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profilecontroltechnologyofGelmicrospheresat
Liu28 faultblock.XIONG Ting-jiang, LIU Wei, LEI
Yuan-li, ZHANGJie, LUODong-xiang, LUOHong-mei.
ODPT, 2007, 29 (4):64-67

Abstract:DuringtheinjectiontestofLiu-28
faultblockinLiuzanOilfieldin2002, thewaterflood-
ingcharacteristicindicatethatthereisagoodreservoir
connectivity, heavilymonolayerbreakthroughandrap-
idupraisingofwaterpercentage.Overallwaterflooding
wasformallyconductedin2006.Tocontroltheriseof
waterpercentageandenhancetheoilrecoveryrate,
onlinetechnologiestocontrolprofilesofgelpolymer
microsphereswithpore-throatscaleareconductedin
theblock.Basedontheevaluationandanalysisoflab
experiments, thefieldconstructionplaniscarefully
designedandimplementedandhencethedailyoilout-
putoftheblockincreasesto130 tfrom72 t.Theris-
ingofwatercutiseffectivelycontrolled, theenhanced
oilrecoveryisincreased, andtheeffectofwaterflood-
ingisimproved.Thenewtechnologycanfulfillthere-
quirementsofdeepprofilecontrolinreservoirs, provi-
dingreferencesforenhancingoilrecoveryofotherhet-
erogeneousoilreservoirs.

Keywords:earlyprofilecontrol;gelmicro-
sphere;onlineinjection;testevaluation;measur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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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newprofilecontrolagentssuitabletooffshoreoil-
fieldsanditsapplication.ZHENGJian, ZHANGGuang-
yan, WANGHai-ying.ODPT, 2007, 29(4):68-70

Abstract:Thispaperdescribesthedifficultyin
andnecessityofimplementingprofilecontrolofwater
injectionwellsinoffshoreChengdaoOilfield.Basedon
theadaptabilityanalysisofseveralkindsofprofilecon-
trolagents, anewtypeofbrinyagentisdeveloped,
whichconsistsofmodifiedmaeromoleculepolyacrylam-
ideandCr

3 +
organiccomplexandmetallicioncomple-

xingagent.Theresultsshowthatthecrosslinkingtime
canbecontrolled, thestrengthofgelcanbeadjusted,
andthepluggingrateishigh.ItisusedinWell
CB251A-6, goodresultareobtained.Theresultalso
providesgoodreferencetootherwellsofChengdaoOil-
field.

Keywords:injectionwell;profilecontrolagent;
performanceevaluation;effectanalysis;ChengdaoOi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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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totreatblackliquorofpapermakingindustry
anditsutilizationintertiaryoilrecovery.XUHai-sheng,
PUChun-sheng, XUEGang-lin.ODPT, 2007, 29(4):71-
74

Abstract:Papermakingindustryisaheavypol-
lutionindustry.Sincetheinvestmentforenvironmental
controlfacilitiesislargeandtherunningcostishigh,
soalargenumberofenterprisesstealthilyorbrazenly
dischargewastematerialstoproduce, whichbringse-
normousdirectdestructionandpotentialdamageto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Thispaperbrieflydiscusses
thecompositionofthepapermakingblackliquor,
summarizingthelatestprogressofthetechnologyto
treatitbothinChinaandabroad, suchasthetechnol-
ogyofalkalirecoverywhileremovingsilicon, theblack
liquorgasificationtechnology, thehydrogenproduction
technologythroughelectrolysis, andthemembrane
separationtechnology.Meanwhile, itsumsupthe
prospectofutilizingofblackliquorintertiaryoilre-
covery, layingemphasisonintroducingtheutilization
ofpapermakingblackliquorinheavyoilfields, low
permeabilityandultra-lowpermeabilityoilfields, and
fracturedevelopmentoilfields.What'smore, thispaper
discussesthenewthoughtofutilizingblackliquorin
tertiaryoilrecovery, pointingoutthatmorecompre-
hensive, functional, andself-adaptiveoilfieldchemi-
calswillbedevelopedbasedonanalyzingthecharac-
teristicsofblackliquor.

Keywords:papermakingblackliquor;lignin;
utilizationasresource;tertiaryoil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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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hysicalandnumericalsimulationofnitrogen
hot-waterfoam flooding.LV Guang-zhong, ZHU Gui-
fang, ZHANGJian-qiao, GUOYing-chun.ODPT, 2007,
29 (4):75-79

Abstract:Technologyoffoamfloodingisstudied
forthepurposeofenhancingoilrecoveryinoilreser-
voirsofhighheterogeneity.Basedonusingthemateri-
alsoffoamingagentsandcrudeoilobtainedfromoil-
fields, thispaperstudiesthemechanismofnitrogen
hot-waterfoamfloodingenhancingoilrecoveryusing
physicalsimulationandreservoirsimulation.Athree-
dimensional, three-phase, and multiple-component
modelisdeveloped, andthesoftwareforthree-dimen-
sion, three-phase, andmultiple-componentreservoir
simulationisestablishedonthebasisofmodularization
theory.Phaseequilibriumandeffectsoftemperature
andinterfacialtensiononmultiple-phaseflowinporous
mediaaretakenintoaccountinthemodel, andthe
modelcancomprehensivelydescribethemechanisms
ofnitrogenhot-waterfoamflooding.Theresultsofex-
perimentandsimulationshowthatthenitrogenhot-wa-
terfoamfloodingcansignificantlyenhancedisplace-
mentefficiency, loweringtheremainingoilsa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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