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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规胍胶压裂返排液残渣净化处理过程中，只考虑残渣的含量是否达到排放标准，并没有对净化处理后残渣粒径是

否达到排放标准进行研究。以残渣粒径不大于 1 μm 作为评价标准，采用“絮凝处理 + 活性炭处理”的方法进行压裂返排液净

化处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明矾、聚合氯化铝（PAC）、聚合硫酸氯化铁铝（PAFCS）等 3 种常用絮凝剂处理后的残渣粒径处于

1~2 μm，其中 PAFCS 絮凝处理效果最好，其最优实验条件为：加量 2.5 g/L，粒径 0.25~0.3 mm，搅拌时间 20 min，静置时间 30 
min；明矾、PAC、PAFCS 絮凝处理后的液体中分别加入 4.5 g/L、4 g/L、3.5 g/L 活性炭，净化处理后残渣粒径小于 1 μm，残渣粒

径及残渣含量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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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ventional purification of discharged residual guar fracturing fluid, only residue content is required 

to meet applicable discharging standard, but no consideration has been given to granular diameters of such residues after purification. 

Taking the residual grain diameter of no more than 1 μm as the benchmark for assessment, “flocculation+active carbon” treatment was 

used for purification of discharged fracturing fluid. Test results show three conventional flocculants: alum, polymeric aluminum chlo-

ride (PAC) and polymeric aluminum-ferric chloride sulfate (PAFCS) can be used to produce residues with grain diameters of 1~2 μm. 

Among them, PAFCS displays the best flocculation performance at optimal test conditions as follows, Volume of agent is 2.5 g/L, grain 

diameter is 0.25~0.3 mm, stirring time is 20 min, settling time is 30 min, active carbon with concentration of 4.5 g/L, 4 g/L and 3.5 g/L, 

respectively, were added to the fluid produced upon completion of flocculation involving alum, PAC and PAFCS. After completion of 

purification, all residues have grain diameters less than 1 μm, and both grain diameter and content of residues conform to applicable 

discharging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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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压裂是改造储层、提高产量的行之有效的

措施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压裂采用胍胶和羟丙基

胍胶为主的水基压裂液。国内油田常规压裂施工作

业后，压裂返排液体积为 100~200 m3，且返排液成

分复杂，含多种添加剂，对环境污染严重［1］。因此，

压裂返排液的有效净化处理是油田企业亟需解决的

问题。目前，效果较好的压裂返排液处理方法一般

为初步分离、氧化处理、絮凝、微电解、生化法、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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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步骤不同次序组和而成的多步法处理工艺［2］，处

理后液体的 COD 值、悬浮物含量等指标均低于标

准值。其中悬浮物含量是压裂返排液排放的重要

指标，多步法处理工艺中去除悬浮物的主要方法是

絮凝处理和活性炭吸附。根据石油企业执行的 GB 
18918—200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悬浮物的最大排

放量为 50 mg/L，因此大多数学者以净化处理后返排

液的悬浮物含量作为评价指标［1，3］，使处理后液体中

悬浮物含量低于标准值，并没有评价悬浮物粒径是

否达到排放标准。目前，有部分学者对破胶液中胍

胶残渣及固相颗粒粒径进行了测量［4-5］，其中胍胶残

渣粒径达几十微米，但对净化处理过程中残渣粒径

变化规律及处理后残渣粒径是否达到排放标准并没

有报道。大庆油田针对低渗透油田提出了废水中残

渣粒径需小于 1 μm 的排放要求［6］，并按照该要求对

废水进行处理。笔者以残渣粒径中值小于 1 μm 作

为悬浮物排放标准，优化絮凝处理及活性炭吸附过

程中的各个实验条件，使处理后液体残渣粒径及残

渣含量均达到污水排放要求。

1　实验部分
Tests

1.1　仪器与试剂

Instruments and agents
广角激光光散射仪，美国布鲁克海文仪器公司；

JB300-D 型强力电动搅拌机，上海标本模型厂。羟

丙基胍胶由昆山石油物质公司提供；有机硼交联

剂、助排剂、黏土稳定剂、甲醛杀菌剂、过硫酸铵、明

矾、聚合氯化铝（PAC）、聚合硫酸氯化铁铝（PAFCS）
由成都科龙化工试剂厂提供；标准检验网，成都市

企航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Test method
1.2.1　破胶液配制　取 500 mL 实验用水置于烧杯

中，向其加入 2.5 g 羟丙基胍胶，以 500 r/min 的搅拌

速度进行搅拌，并加入一定量的助排剂、黏土稳定

剂、杀菌剂，直至胍胶分散均匀。将搅拌后的溶液放

置 25 ℃恒温水浴锅一段时间，直至溶液黏度基本稳

定。取一定量配制的 0.5% 胍胶溶液置于烧杯中，按

0.5% 交联比向其加入有机硼交联剂形成冻胶。取

一定量冻胶，以 500 mg/L 的比例向其加入一定量的

过硫酸铵，80 ℃下破胶 3 h。
1.2.2　絮凝处理　向多个烧杯中分别加入 100 mL
破胶液，并加入不同量、不同粒径的絮凝剂，以 200 r/
min 的转速搅拌一定时间，形成絮体后，静置一段时

间，取出上部液体并用激光光散射仪测试处理后液

体中悬浮物的粒径。

1.2.3　活性炭处理　取烧杯若干，向每个烧杯中分

别加入 100 mL 不同絮凝剂絮凝处理后的上清液，向

上清液中加入不同量的活性炭，以 200 r/min 的转速

搅拌 30 min，用滤纸过滤，测定过滤后液体中悬浮物

的粒径。

2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2.1　絮凝剂用量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Impact of flocculant volu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按照絮凝处理的实验流程，向返排液中加入不

同量的未进行粒径分选处理的絮凝剂，以 200 r/min
的转速搅拌 10 min，形成絮体后，静置 10 min，取出

上部液体进行粒径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1 所示。可

以看出，相同加量下 PAC 和 PAFCS 絮凝处理效果

相对较好，胍胶残渣粒径相对较小，明矾絮凝处理

的效果较差，残渣粒径相对较大。这是因为 PAC 和

PAFCS 溶于水中能提供大量的络合离子，这些离子

能够强烈吸附残渣微粒，致使 PAC 和 PAFCS 絮凝的

效果优于明矾。进一步分析可知，明矾絮凝处理的

体系中，残渣粒径随着絮凝剂加量的增加呈不断减

小的趋势。当明矾加量为 3.5 g/L 时，增加絮凝剂加

量对残渣粒径的影响十分小，因此明矾最佳用量为

3.5 g/L。PAC 和 PAFCS 处理的液体体系中，残渣粒

径随絮凝剂加量的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这

主要是因为 PAC 和 PAFCS 中络合离子主要是利用

吸附、桥架、交联作用使残渣凝聚，当絮凝剂加量超

过一定值后，架桥作用所必须的离子表面吸附活性

点被絮凝剂包裹，使架桥作用变得困难，吸附效率降

低［7］。由图 1 可知，PAC 最佳用量为 3 g/L，PAFCS
最佳用量为 2.5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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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絮凝剂量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Fig. 1 Impact of flocculant volu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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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絮凝剂粒径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Impact of flocculant diameter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按照絮凝处理的实验流程，在各絮凝剂最佳

用量的条件下，加入不同粒径的絮凝剂进行絮凝处

理。由图 2 可知，随着絮凝剂粒径由 0.85~2 mm 减

小至 0.25~0.3 mm，胍胶残渣粒径不断减小。这主

要是因为随着絮凝剂粒径的不断减小，单位质量絮

凝剂的比表面积不断增加，这有利于吸附更多的固

相颗粒，致使残渣粒径不断减小。当絮凝剂粒径由

0.25~0.3 mm 减小至 0.15 mm，胍胶残渣粒径不断增

大。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絮凝剂粒径的进一步减小，

吸附颗粒沉降速率十分缓慢，絮体短时间沉降困难，

导致上清液残渣粒径增大。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絮

凝剂粒径为 0.25~0.3 mm 时，3 种絮凝剂絮凝处理后

胍胶残渣粒径最小，絮凝处理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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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絮凝剂粒径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Fig. 2 Impact of flocculant diameter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2.3　搅拌时间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Impact of stirring ti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按照絮凝处理的实验流程，在絮凝剂用量及絮

凝剂粒径最佳的条件下，测试不同搅拌时间下 3 种

絮凝剂的絮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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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搅拌时间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Fig. 3 Impact of stirring ti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由图 3 可知，随着搅拌时间的增加，返排液中残

渣粒径呈不断减小的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絮凝剂与

残渣的接触和作用时间的增加，被絮凝剂吸附的污

染物也增加。但当絮凝剂吸附一定时间后，残渣粒

径不再发生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吸附和解吸附达到

动态平衡。同时，由图 3 可知，明矾最佳絮凝时间（达

到吸附平衡的时间）为 25 min，PAC 和 PAFCS 最佳

絮凝时间为 20 min。这主要是因为 PAC 和 PAFCS 是

高聚物，溶于水中能提供大量的络合离子，提高了颗

粒吸附效率，致使其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比明矾短。

2.4　静置时间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Impact of settling ti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按照絮凝处理的实验方法，在絮凝剂加量、絮凝

剂粒径及搅拌时间最佳的条件下，将处理后的液体

静置不同时间，测试液体中颗粒的粒径，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残渣粒径随着静置时间的增加而

不断减小，当静置时间到达一定时，即使延长时间，

残渣粒径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主要由于静置

一定时间后，较大的絮体完成了沉降，上部清液只剩

较小的絮体，这些絮体自然沉降速度慢，短时间内无

法完成沉降，因此即使继续延长静置时间，上部清液

残渣粒径也无明显的减小。由图 4 可知，明矾最佳

静置时间为 40 min，PAC 和 PAFCS 最佳静置时间为

30 min，明矾最佳静置时间相对较长。这主要是由

于 PAC 和 PAFCS 是高聚物，水解后能形成相对较

大的絮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相对较好

的固液分离效果。3 种絮凝剂处理后的残渣粒径处

于 1~2 μm 之间，为使处理后的残渣粒径小于 1 μm，

下一步进行活性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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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静置时间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Fig. 4 Impact of settling time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2.5　活性炭加量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Impact of the volume of active carbon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按照活性炭吸附处理的实验方法，向絮凝处理

后的液体中加入不同量的活性炭，根据前人的研究

确定活性炭吸附的时间为 30 min［8］，测试活性炭处

理后液体中颗粒的粒径，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

随着活性炭加量的增加，胍胶残渣粒径不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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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的物理吸附性主要取决于孔隙结构、细孔的

构造和分布情况的差异，宏观上表现为表面积的差

异。活性炭表面积越大，吸附能力越强。随着活性

炭加量的增加，活性炭吸附胍胶残渣的量增加，因此

上部液体中残渣粒径不断减小。由图 5 可知，明矾、

PAC、PAFCS 絮凝处理后的液体中分别加入 4.5 g/L、
4 g/L、3.5 g/L 活性炭，液体净化处理后残渣粒径小于

1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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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活性炭加量对残渣粒径的影响
Fig. 5 Impact of the volume of active carbon on the granular 

diameter of residues

对絮凝剂和活性炭处理的液体进行残渣含量

测试，由测试结果可知，明矾、PAC、PAFCS 絮凝处

理后的液体进一步采用活性炭处理后，液体残渣含

量分别为 1.58 mg/L、1.21 mg/L、0.96 mg/L，达到 GB 
18918—2002 颗粒悬浮物一级排放标准，进一步说明

该处理方法对胍胶残渣的处理效果较好。

3　结论
Conclusions

（1）以“絮凝处理 + 活性炭处理”的方法对压裂

破胶液残渣进行处理，处理后残渣粒径均小于 1 μm，

残渣含量为 0.96~1.58 mg/L，达到国家颗粒悬浮物一

级排放标准。

（2）在 3 种絮凝剂中，PAFCS 絮凝处理效果最佳，

其最佳絮凝处理条件为：絮凝剂的加量为 2.5 g/L，
最佳粒径 0.25~0.3 mm，最佳搅拌时间 20 min，最佳

静置时间 30 min。
（3）活性炭能有效吸附破胶液中胍胶残渣，进一

步减小残渣粒径。对于明矾、PAC、PAFCS 絮凝处理

后的液体，活性炭最佳加量分别为 4.5 mg/L、4 mg/L、
3.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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