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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属于

润滑油技术领域。它包括如下步骤：1)将废润滑

油经沉降、干燥处理，得第一混合物；2)将第一混

合物采用萃取剂和絮凝剂精制得第二混合物，萃

取剂为C3～C5醇中的至少两种及以上，絮凝剂为

乙醇胺；3)将第二混合物经离心、蒸馏处理，得到

再生油。该回收方法的再生油产率在92 .5％以

上，溶剂回收率为85.5％以上，所得再生油指标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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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它包括如下步骤：

1)将废润滑油经沉降、干燥处理，得第一混合物；

2)将第一混合物采用萃取剂和絮凝剂精制得第二混合物，所述萃取剂为C3～C5醇中的

至少两种及以上，所述絮凝剂为乙醇胺；

3)将第二混合物经离心、蒸馏处理，得到再生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剂

与第一混合物的质量比为4～7: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絮

凝剂与第一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0～1.5: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精

制温度为35～40℃，精制时间为20～3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

取剂为异丙醇与异丁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与异丁醇的质量比为1:1～4。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

取剂为异丙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1:1～2。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

取剂为异丁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丁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1:1。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于绿色溶剂的废油处理及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

取剂为异丙醇、异丁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异丁醇及异戊醇的质量比为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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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油再生的处理方法，属于润滑油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基于绿色溶

剂废油处理。

背景技术

[0002] 润滑油通常由润滑油基础油和润滑油添加剂等组成，其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变质

和混入杂质等现象，使其质量指标降低而成为废润滑油。由于废润滑油中含有大量的、很有

价值的润滑油基础油，如果直接将废润滑油作为废弃物处理或作为燃料应用，不仅造成极

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加剧环境污染。因此，通过合适的技术工艺将废润滑油再生，转化成为

可重新利用的润滑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健康、节约石油资

源和降低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等方面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3]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厂家主要采用传统的硫酸-白土精制工艺再生废润滑油，该生

产工艺首先通过沉降、过滤、聚结、减压闪蒸等净化步骤，脱除水、部分轻质油和机械杂质，

然后采用浓度为90％～96％的硫酸对废润滑油进行酸洗，在适当的温度下搅拌，除去废润

滑油中的含氧、含硫和含氮等化合物，硫酸的用量因油品质量而异，一般在10％以下，20min

～30min后，经沉淀除去酸渣；再将白土加入酸洗后的废润滑油中进行吸附精制，白土的用

量也因油品质量和对再生油要求的质量而异，一般也在10％以下；最后通过沉降、离心和过

滤等方法将吸附杂质的白土去除，得到润滑油基础油。

[0004] 由于该生产工艺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和白土，原料易得、成本较低，并且工艺流程比

较简单，对设备的要求较低，因而在国内应用较多。但是，该生产工艺的润滑油基础油即再

生油的收率一般在70％以下，收率较低，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该回收方法的再生

油产率在85.9％以上，溶剂回收率为85.5％以上，所得再生油指标较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它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废润滑油经沉降、干燥处理，得第一混合物；

[0008] 2)将第一混合物采用萃取剂和絮凝剂精制得第二混合物，所述萃取剂为C3～C5醇

中的至少两种及以上，所述絮凝剂为乙醇胺；

[0009] 3)将第二混合物经离心、蒸馏处理，得到再生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萃取剂与第一混合物的质量比为4～7:1。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絮凝剂与第一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0～1.5:100。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精制温度为35～40℃，精制时间为20～30min。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萃取剂为异丙醇与异丁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与异丁醇的质

量比为1:1～4。

[0014] 优选的，此时精制温度为40℃，精制时间为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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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异丙醇与异丁醇的质量比为1:3，絮凝剂用量为第一混合物质量的1.2％，

得到的再生油质量相对最好，且生产成本及能耗较低。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萃取剂为异丙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与异戊醇的质

量比为1:1～2。

[0017] 优选的，此时精制温度为40℃，精制时间为25min。

[0018] 优选的，异丙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2:3，再生油产率及溶剂的回收率都能得到保

证。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萃取剂为异丁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丁醇与异戊醇的质

量比为1:1。

[0020] 优选的，此时精制温度为40℃，精制时间为25min，絮凝剂用量为第一混合物质量

的1.5％，所得再生油质量相对最好。

[0021] 进一步地，所述萃取剂为异丙醇、异丁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所述异丙醇、异丁

醇及异戊醇的质量比为2:2:3。

[0022] 优选的，此时精制温度为40℃，精制时间为25min，絮凝剂用量为第一混合物质量

的1.2％，所得再生油质量相对最好。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如下：

[0024] 本发明设计的回收处理方法根据低分子脂肪醇溶剂绿色环保的特点，重点研究了

低分子脂肪醇，尤其是混合脂肪醇作为萃取溶剂，与乙醇胺作为絮凝剂协同作用用于精制

再生废油，使再生油产率在92.5％以上，溶剂回收率为85.5％以上，所得再生油指标较好。

[0025] 本发明首次采用混合脂肪醇作为萃取溶剂，三碳醇、四碳醇、五碳醇再生废油；如，

异丙醇与异丁醇、异丙醇与异戊醇、异丁醇与异戊醇、异丙醇、异丁醇及异戊醇在保证再生

油质量良好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提高产率及溶剂回收率，为我国废油回收体系不完善，废油

再生工业规模小、技术薄弱提供了适合我国中小规模企业的废油再生技术及工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主要内容，但

本发明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7] 实施例1(异丙醇与异丁醇)

[0028] 本实施例公开了基于绿色溶剂废油处理，它包括取废润滑油自然沉淀24h，过滤除

去上层漂浮的杂质和底部沉淀的大颗粒机械杂质，然后常压蒸馏除去水分及轻组分油，备

用。利用GB/T8929方法测定水含量，要求预处理后废油的水含量为痕量。

[0029] 取40g预处理后废油置于烧杯中，加入160g异丙醇与异丁醇的混合溶剂及4.8g乙

醇胺，其中异丙醇与异丁醇的质量比为1:3，加热至40℃，反应25min，将剂/油混合液转移至

离心管中，转速3000r.min-1，离心分离一定时间；将离心分离后上层剂/油混合液进行减压

蒸馏，控制在适宜的温度蒸出低分子脂肪醇以回收利用，蒸馏后所得剩余油品即为再生油，

计算得到再生油产率为92.5％，溶剂回收率为85.5％；所得再生油与废润滑油相比，质量有

了很大提升，具体如表1、表2所示；且当采用单一溶剂如异丙醇，计算得到再生油产率为

76.8％，溶剂回收率为81.6％；当采用单一溶剂如正丙醇，计算得到再生油产率为70.4％，

溶剂回收率为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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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表1异丙醇-异丁醇再生油的理化指标

[0031]

[0032] 表2异丙醇-异丁醇再生油元素含量

[0033]

[0034] 实施例2(异丙醇与异戊醇)

[0035]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替换萃取剂为异丙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且异丙醇与异戊

醇的混合溶剂质量为200g，其中，异丙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2:3，乙醇胺为6g；

[0036] 得到再生油产率为95％，溶剂回收率为87.4％；

[0037] 所得再生油与废润滑油相比，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具体如表3、表4所示；

[0038] 表3异丙醇-异戊醇再生油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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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表4异丙醇-异戊醇再生油元素含量

[0041]

[0042] 实施例3(异丁醇与异戊醇)

[0043]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替换萃取剂为异丁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且异丁醇与异戊

醇的混合溶剂质量为160g，其中，异丙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1:1，乙醇胺为6g；

[0044] 得到再生油产率为94.2％，溶剂回收率为90.7％；

[0045] 所得再生油与废润滑油相比，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具体如表5、表6所示；

[0046] 表5异丁醇-异戊醇再生油理化指标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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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表6异丁醇-异戊醇再生油元素含量

[0050]

[0051] 实施例4(异丙醇、异丁醇及异戊醇)

[005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替换萃取剂为异丙醇、异丁醇及异戊醇的混合溶剂，且异丁

醇与异戊醇的混合溶剂质量为280g，其中，异丙醇、异丁醇与异戊醇的质量比为2:2:3，乙醇

胺为4.8g；

[0053] 得到再生油产率为96.6％，溶剂回收率为88.6％；

[0054] 所得再生油与废润滑油相比，质量有了很大提升，具体如表7、表8所示；

[0055] 表7异丙醇-异丁醇-异戊醇再生油理化指标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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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表8异丙醇-异丁醇-异戊醇再生油元素含量

[0059]

[0060] 对比例2

[0061] 本实施例仅改变实施例1的絮凝剂为聚丙烯酰胺，所得再生油与废润滑油相比，质

量有了很大提升，得到再生油产率为71.3％，溶剂回收率为85.6％。

[0062] 以上实施例仅为最佳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除上述实施例

外，本发明还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

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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