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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

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

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

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

理后煤化工废水；将所述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

相混合后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

剂；所述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本发明通过设置预萃取，采用特定组分作溶剂，

有效的去除煤化工废水中大部分油类和酚类；通

过将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进一

步提高多元酚的脱除率，同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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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所述预萃取

的溶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工废水的体

积比为1：10～1:30；

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

水；

将所述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混合后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所述

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萃取的温度为10℃～20℃，时

间为3min～9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酸蒸氨由单塔加压脱酸侧线采

氨的方法实现，所述单塔的塔顶温度为40℃～60℃，塔顶压力为0.35MPa～0.6MPa，塔底温

度为145℃～165℃，塔底压力为0.37MPa～0.62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剂与煤化工废水

的体积比为1:5～1:9。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剂包括甲基

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脱酚的温度为30℃～60℃。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脱酚的pH值为5～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萃取和萃取脱酚独立地为单级

萃取或二级萃取。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萃取剂再生处理的温度为18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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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化工废水中的成分较复杂，酚类含量高、毒性大。目前物理萃取脱酚是工业上应

用最为广泛的脱酚方法，目前采用的脱酚萃取剂对单元酚具有较好的效果，但对毒性更大

的多元酚萃取效果不理想，且煤化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废水处理工

艺的成本高，除酚率低，萃取脱酚后的废水中仍然含有相当浓度的多元酚，不利于处理后煤

化工废水的回用。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本发明提供的煤化

工废水的处理方法能够有效地去除煤化工废水中的酚类，提高多元酚的去除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所述预

萃取的溶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工废水

的体积比为1：10～1:30；

[0006] 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

工废水；

[0007] 将所述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混合后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

所述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0008] 优选地，所述预萃取的温度为10℃～20℃，时间为3min～9min。

[0009] 优选地，所述脱酸和蒸氨由单塔加压脱酸侧线采氨的方法实现，所述单塔的塔顶

温度为40℃～60℃，塔顶压力为0.35MPa～0.6MPa，塔底温度为145℃～165℃，塔底压力为

0.37MPa～0.62MPa。

[0010] 优选地，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剂与煤化工废水的体积比为1:5～1:9。

[0011] 优选地，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

丁酯。

[0012] 优选地，所述萃取脱酚的温度为30℃～60℃。

[0013] 优选地，所述萃取脱酚的pH值为5～8。

[0014] 优选地，所述预萃取和萃取脱酚独立地为单级萃取或二级萃取。

[0015] 优选地，所述萃取剂再生处理的温度为180℃～210℃。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

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所述预萃取的溶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

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工废水的体积比为1：10～30；将所述第

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水；将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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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混合后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所述再生萃取剂回

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本发明通过设置预萃取，并采用少量特定的组分作萃取剂，能够有

效地预先萃取去除煤化工废水中大部分油类和酚类，提高脱油率和脱酚率；通过将第一萃

取相和第二萃取相经萃取剂再生处理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进一步提高脱油率和脱酚

率，特别是对多元酚的脱除率，并可有效提高工艺处理的稳定性，同时降低成本。本发明在

预萃取过程中采用较少用量的溶剂用于萃取，在得到的第一萃取相中酚类浓度高、种类多，

多种酚类相互作用，可以促进多元酚在萃取相中的溶解，提高多元酚的脱除率；随后，在萃

取脱酚工段中，采用萃取相进行萃取，由于预萃取萃取工段已经除掉大量的单元酚和多元

酚，且废水的pH接近中性，更有利于萃取脱酚的进行，提高脱酚率。且本发明在预萃取过程

中能够脱除大部分的油类；随后，在萃取脱酚工段中，能进一步脱除剩余的少部分油类，提

高脱油率。实施例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能够高效地去除煤化工废水中油类和

酚类，其中油类的去除率为92.6％～95.7％，酚类的去除率为99.1％～99.6％，多元酚类的

去除率为85％～94.2％。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采用的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所述预

萃取的溶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工废水

的体积比为1：10～1:30；

[0020] 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

工废水；

[0021] 将所述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混合后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

所述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0022] 本发明将煤化工废水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后，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

所述预萃取的溶剂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

工废水的体积比为1：10～1:30。

[0023] 在本发明中，所述煤化工废水的单元酚的含量优选为1000～9000mg/L，多元酚的

含量优选为1000～20000mg/L，油的含量优选为200～2000mg/L。本发明对所述隔油的具体

操作及参数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隔油方式及参数即可。本发对所

述预萃取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预处理方式即可。

在本发明中，所述预萃取优选在萃取装置中进行，本发明对所述萃取除油装置没有特殊的

限定，采用本领域常规萃取除油装置即可。在本发明优先采用一级或两级搅拌澄清槽进行

预萃取。在本发明中，所述预萃取的温度优选为10℃～20℃，进一步优选为20℃，每级的预

萃取的时间优选为3min～9min，进一步优选为8min。在本发明中，所述预萃取的溶剂包括甲

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甲苯、煤油或乙酸丁酯，所述溶剂与煤化工废水的体积比为1：10～

1：30，进一步优选为1：15～1：25。本发明通过设置预萃取，并采用少量特定的组分作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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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地去预先去除煤化工废水中大部分油类和酚类，再经过后续的萃取脱酚工段，可

以有效提高脱油率和脱酚率，特别是对多元酚的去除率。

[0024] 得到第一萃余液后，本发明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蒸氨和萃取脱酚，得

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水。

[0025] 在本发明中，所述脱酸蒸氨优选由单塔加压脱酸侧线采氨的方法实现，所述脱酸

蒸氨优选在汽提塔中进行，所述汽提塔的塔顶温度优选为40℃～60℃，进一步优选为45℃

～55℃，塔顶压力优选为0.35MPa～0.6MPa，进一步优选为0.4MPa～0.5MPa，塔底温度优选

为145℃～165℃，进一步优选为150℃～160℃，塔底压力优选为0.37MPa～0.62MPa，进一步

优选为0.45MPa～0.55MPa。在本发明中，所述塔顶压力和塔底压力优选为表压力。本发明对

所述单塔加压脱酸侧线采氨的方法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单塔加压

脱酸侧线采氨的方法即可。在本发明中，所述萃取脱酚的温度优选为30℃～60℃，进一步优

选为40℃～50℃，pH值优选为5～8，进一步优选为6～7。在本发明中，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

剂优选包括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丙醚或乙酸丁酯，所述萃取脱酚的萃取剂与煤化工废水的

体积比优选为1：4～1：8，进一步优选为1:5～1:6。在本发明中，所述萃取脱酚优选为单级萃

取或二级萃取。本发明通过设置预萃取，并采用少量特定的组分作溶剂，能够有效地去预先

去除煤化工废水中大部分油类和酚类，再经过后续的萃取脱酚工段，可以进一步提高脱油

率和脱酚率，特别是对多元酚的去除率。

[0026] 得到第一萃余相后，本发明将所述第一萃取相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

取剂，所述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萃取剂再生处理的温度优选为180℃～210℃。本发明对所述萃

取剂再生处理具体操作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操作方式即可。

本发明通过萃取剂再生得到再生萃取剂和粗酚。在本发明中，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的再生

萃取剂与新鲜萃取剂成分基本相同，性能相同，本发明直接将再生萃取剂回用于萃取脱酚

工段，能够降低成本；通过设置预萃取，可提高对煤化工废水除油、除酚的效率，特别是较大

提高了对多元酚的去除效率。本发明优选将所述粗酚进行精制处理后，用于其他工艺制备

相应产品。本发明对所述精制的具体工艺参及操作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

人员熟知的精制的具体工艺参及操作方式即可。

[0028] 得到处理后煤化工废水后，本发明将所述第二萃取相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

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在本发明中，所述萃取剂再生处理与上述萃取剂再

生处理的步骤一致，不在此一一赘述。本发明将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经萃取剂再生处

理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再生萃取剂与新鲜萃取剂的组成及性能相同，能够降低成本。

本发明采用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能够使废水中生物毒性较大的多元酚浓

度大幅度下降，处理后出水的COD、氨氮等浓度更低；相应也更有利于处理后煤化工废水的

回用。

[0029] 图1为本发明采用的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本发明将煤化工废水

依次进行隔油和预萃取，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将所述第一萃余液依次进行脱酸

蒸氨和萃取脱酚，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水；将所述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

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所述再生萃取剂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煤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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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31] 实施例1

[0032] 隔油后的煤气化废水，油含量为980mg/L、酚含量为10300mg/L，其中单元酚含量

6100mg/L，多元酚含量4200mg/L，以甲基异丁基酮为萃取剂，在10℃条件下在搅拌澄清槽中

进行预萃取，时间为7min，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甲基异丁基酮与废水的体积比为

1:20；将第一萃余液在塔顶温度为48℃，压力为0.48MPa(G)，塔底温度为152℃，压力为

0.5MPa(G)的条件下依次进行脱酸脱氮，以甲基异丁基酮为脱酚萃取剂，在45℃，pH值为6.5

的条件下进行三级逆流萃取脱酚，萃取剂甲基异丁基酮与含酚废水的体积比为1:6，得到第

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水；将得到的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在203℃的条件下进行

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并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工段；对处理后煤化工废水

进行检测，测得煤化工废水中油含量降为43mg/L，酚含量降低至320mg/L，其中单元酚含量

30mg/L，多元酚含量290mg/L,对应油去除率为95.6％，单元酚去除率为99.5％，多元酚去除

率93.1％。

[0033] 实施例2

[0034] 隔油后的煤气化废水，油含量为980mg/L、酚含量为10300mg/L，其中单元酚含量

6100mg/L，多元酚含量4200mg/L。以二异丙醚为萃取剂，在20℃条件下在搅拌澄清槽中进行

预萃取，时间为3min，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溶剂与废水的体积比为1:10；将第一

萃余液在塔顶温度为40℃，压力为0.35MPa(G)，塔底温度为145℃，压力为0.37MPa(G)的条

件下依次进行脱酸脱氮，随后以二异丙醚为脱酚萃取剂，在45℃，pH值为6.5的条件下进行

萃取脱酚，萃取脱酚的方式为三级逆流萃取，萃取剂二异丙醚与含酚废水的体积比为1:5，

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水；将得到的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在180℃的条件

下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取剂，并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工段；对处理后煤化

工废水进行检测，测得煤化工废水中油含量降为72mg/L，酚含量降低至683mg/L，其中单元

酚含量53mg/L，多元酚含量630mg/L,对应油去除率为92.6％，单元酚去除率为99.1％，多元

酚去除率85.0％。

[0035] 实施例3

[0036] 隔油后的煤气化废水，油含量为1680mg/L、酚含量为17600mg/L，其中单元酚含量

9740mg/L，多元酚含量7860mg/L。以乙酸丁酯为萃取剂，在20℃条件下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

预萃取，时间为8min，得到第一萃取相和第一萃余液，萃取剂与废水的体积比为1:30；将第

一萃余液在塔顶温度为60℃，压力为0.6MPa(G)，塔底温度为165℃，压力为0.62MPa(G)的条

件下依次进行脱酸脱氮，以甲基异丁基酮为脱酚萃取剂，在45℃，pH值为6.5的条件下进行

三级逆流萃取脱酚，萃取剂与含酚废水的体积比为1:6，得到第二萃取相和处理后煤化工废

水；将得到的第一萃取相和第二萃取相在210℃的条件下进行萃取剂再生处理，得到再生萃

取剂，并回用于预萃取和萃取脱酚工段；对处理后煤化工废水进行检测，测得煤化工废水中

油含量降为67mg/L，酚含量降低至493mg/L，其中单元酚含量35mg/L，多元酚含量458mg/L，

对应油去除率为95.7％，单元酚去除率为99.6％，多元酚去除率94.2％。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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