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605886.8

(22)申请日 2020.06.29

(71)申请人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710068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含光路

111号

(72)发明人 胡开达　杨涛　李小锋　郭峰祥　

孟坚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姚咏华

(51)Int.Cl.

C10G 53/04(2006.01)

C10M 175/02(2006.01)

C10M 17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

及系统，包通过对待处理废矿物油进行预处理脱

除固体，然后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在100℃‑

200℃下进行初馏分离，去除粗油和水分，在通过

将初馏分离后的废矿物油经过加热至260℃‑300

℃经过多级减压蒸馏，采用多级减压蒸馏方法，

能够实现废矿物油的真空切割，不需要进行分子

蒸馏，简单可靠，将减压蒸馏后的气相产物换热

冷凝形成液体产物，将液体产物通过溶剂萃取精

制得到符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即可实现废矿

物油的分离可再生，提高废矿物油的重复利用

率，本发明工艺简单、原料适用性广、投资和运行

成本低、收率高、工艺过程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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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对待处理废矿物油进行预处理脱除固体；

步骤2)、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在100℃-200℃下进行初馏分离，去除粗油和水分；

步骤3)、将初馏分离后的废矿物油经过加热至260℃-300℃经过多级减压蒸馏，将减压

蒸馏后的气相产物换热冷凝形成液体产物，将液体产物通过溶剂萃取精制得到符合标准的

润滑油基础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废矿物油自原料罐

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分离设备进行预处理，将废矿物油中的固体废物脱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的，将预处理

后的废矿物油加热至100℃-200℃送入脱水塔，废矿物油在入脱水塔的塔顶将水分和低沸

点的粗油蒸出，水份经凝后废水送污水处理，低沸点的粗油送进罐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脱水塔塔顶压力为

常压或者负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采用糠

醛、苯酚、N-二甲基酰胺或N-甲基吡咯烷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加热方式为导

热油、熔盐炉或者燃料气加热炉。

7.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油液固体分离设备(1)、脱水塔(2)和

多级减压塔(3)，液固体分离设备(1)的液体出料口与脱水塔(2)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

脱水塔(2)的液体出料口与多级减压塔(3)的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多级减压塔(3)的

气相出口通过冷却管道连通至储液槽，多级减压塔(3)的塔釜产品出口连接至塔釜产品存

储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脱水塔(2)的气相出

口通过冷凝管连接至冷凝处理。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油液固体分离设备

(1)具体采用离心机。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多级减压塔(3)采用

三段减压塔或者为三个单减压塔依次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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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矿物油再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及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废矿物油是因受杂质污染、氧化和热的作用，改变了原有的理化性能而  不能继续

使用而被更换下来的矿物油，主要来自于石油开采和炼制产生的油  泥和油脚，车辆、机械

维修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  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它是

由多种物质组成的复杂混合物，主要  成份有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酚类

等，对人体有特定的  毒性和危害性，直接排放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已被列入《国

家危 险废物名录》。

[0003]

[0004] 目前废矿物油的再生方法通常包括物理法和化学法两种方法，物理法即  采用絮

凝、过滤、离心、沉降、蒸馏、薄膜蒸发、溶剂萃取等方法对废矿物  油进行回收；化学法则以

氧化精制(如酸洗)和加氢精制为主。将上述两种  方法进行组合可以形成多种再生工艺，比

如蒸馏－酸洗－白土工艺、蒸馏－  加氢工艺、蒸馏－溶剂精制工艺、膜分离工艺等。蒸馏－

酸洗－白土工艺在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酸、废水、废气和废渣，造成严重的二次污

染， 并且产品质量低下，逐渐面临淘汰。蒸馏—加氢工艺不产生酸渣和酸水，环  境污染小，

产品质量高，但是废油加氢精制对于工艺路线和催化剂性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废油中的

各种杂质对于催化剂的性能和寿命影响非常大。蒸  馏—溶剂精制工艺也是一种环境友好

型工艺，是国家鼓励发展的除加氢工艺  之外的另一种工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溶剂损耗

大，基础油收率相对较低，  基础油产品硫含量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及系统，以克服现有  技术的

不足。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对待处理废矿物油进行预处理脱除固体；

[0009] 步骤2)、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在100℃-200℃下进行初馏分离，去除  粗油和水

分；

[0010] 步骤3)、将初馏分离后的废矿物油经过加热至260℃-300℃经过多级减  压蒸馏，

将减压蒸馏后的气相产物换热冷凝形成液体产物，将液体产物通过  溶剂萃取精制得到符

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

[0011] 进一步的，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分离设备进行预处理，  将废矿

物油中的固体废物脱除。

[0012] 进一步的，具体的，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加热至100℃-200℃送入脱  水塔，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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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在入脱水塔的塔顶将水分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水份经凝后  废水送污水处理，低沸点

的粗油送进罐区。

[0013] 进一步的，脱水塔塔顶压力为常压或者负压。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溶剂采用糠醛、苯酚、N-二甲基酰胺或N-甲基吡咯烷酮。

[0015] 进一步的，采用加热方式为导热油、熔盐炉或者燃料气加热炉。

[0016] 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包括油液固体分离设备、脱水塔和多级减  压塔，液

固体分离设备的液体出料口与脱水塔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脱  水塔的液体出料口与

多级减压塔的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多级减压塔的  气相出口通过冷却管道连通至储

液槽，多级减压塔的塔釜产品出口连接至塔 釜产品存储罐。

[0017] 进一步的，脱水塔的气相出口通过冷凝管连接至冷凝处理。

[0018] 进一步的，油液固体分离设备具体采用离心机。

[0019] 进一步的，多级减压塔采用三段减压塔或者为三个单减压塔依次串联。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1] 本发明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包通过对待处理废矿物油进行预处  理脱除

固体，然后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在100℃-200℃下进行初馏分离，  去除粗油和水分，在通

过将初馏分离后的废矿物油经过加热至260℃-300℃  经过多级减压蒸馏，采用多级减压蒸

馏方法，能够实现废矿物油的真空切割，  不需要进行分子蒸馏，简单可靠，将减压蒸馏后的

气相产物换热冷凝形成液  体产物，将液体产物通过溶剂萃取精制得到符合标准的润滑油

基础油，即可  实现废矿物油的分离可再生，提高废矿物油的重复利用率，本发明工艺简单、 

原料适用性广、投资和运行成本低、收率高、工艺过程安全环保。

[0022] 进一步的，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分离设备进行预处理，  方法简

单，去除效率高。

[0023] 进一步的，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加热至100℃-200℃送入脱水塔，废  矿物油在

入脱水塔的塔顶将水分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水份经凝后废水送污  水处理，低沸点的粗油

送进罐区，通过预处理方法，能够提高废矿物油中水  分和低沸点的粗油的处理，提高后期

多级减压蒸馏精度和效率。

[0024] 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包括油液固体分离设备、脱水塔和多级减  压塔，液

固体分离设备的液体出料口与脱水塔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脱  水塔的液体出料口与

多级减压塔的入料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多级减压塔的  气相出口通过冷却管道连通至储

液槽，多级减压塔的塔釜产品出口连接至塔  釜产品存储罐，采用多级减压蒸馏方法，能够

实现废矿物油的真空切割，不 需要进行分子蒸馏，简单可靠。

[0025] 进一步的，油液固体分离设备具体采用离心机，结构简单，成本低。

[0026] 进一步的，多级减压塔采用三段减压塔或者为三个单减压塔依次串联。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废矿物油工艺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油液固体分离设备；2、脱水塔；3、多级减压塔；4、储液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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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1)、对待处理废矿物油进行预处理脱除固体；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  通过泵送

入离心机分离设备进行预处理，将废矿物油中的固体废物脱除；

[0033] 步骤2)、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在100℃-200℃下进行初馏分离，去除  粗油和水

分；

[0034] 具体的，将预处理后的废矿物油加热至100℃-200℃送入脱水塔，废矿  物油在入

脱水塔的塔顶将水分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水份经凝后废水送污水 处理，低沸点的粗油送

进罐区。脱水塔塔顶压力为常压或者负压。

[0035] 步骤3)、将初馏分离后的废矿物油经过加热至260℃-300℃经过多级减  压蒸馏，

将减压蒸馏后的气相产物换热冷凝形成液体产物，将液体产物通过  溶剂萃取精制得到符

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

[0036] 所述溶剂采用糠醛、苯酚、N-二甲基酰胺或N-甲基吡咯烷酮。

[0037] 具体采用加热方式为导热油、熔盐炉或者燃料气加热炉；最优采用导热  油加热，

结构简单，能够最大利用初馏和闪蒸后余热。

[0038] 将最后一级减压蒸馏后的塔釜产品送至真空脱焦系统进一步分离。

[0039] 如图2所示，一种废矿物油分离处理系统，包括油液固体分离设备1、  脱水塔2和多

级减压塔3，液固体分离设备1的液体出料口与脱水塔2入料 口通过加热管道连通，脱水塔2

的液体出料口与多级减压塔3的入料口通过  加热管道连通，多级减压塔3的气相出口通过

冷却管道连通至储液槽4，多  级减压塔3的塔釜产品出口连接至塔釜产品存储罐。脱水塔2

的气相出口通 过冷凝管连接至冷凝处理。

[0040] 油液固体分离设备1具体采用离心机。脱水塔2与多级减压塔3之间设  有初馏塔，

用于对脱水塔处理后的液体进一步去粗油处理，提高液体提纯率。

[0041] 本申请多级减压塔3采用三段减压塔或者为三个单减压塔依次串联。三  段减压塔

内的三段压力分别为2.5-12.5KPaA、0.5-2.5KPaA、0.1-0.5KPaA；  三个单减压塔依次串联

中第一级单减压塔的压力为2.5-12.5KPaA，第二级单  减压塔的压力为0.5-2.5KPaA，第三

级单减压塔的压力为0.1-0.5KPaA。

[0042] 以下采用具体的实施例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以下  实施例

中公开的内容。

[0043] 实施例1

[0044] 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进行离心分离，将废矿物油中的  固体废

物脱除。废矿物油随后经加热至140℃进入常压脱水塔，塔顶将水份  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

冷凝后废水送污水处理，粗油进罐区；

[0045] 脱水塔底部废矿物油经导热油加热至300℃，进入三段塔的第一级单减  压塔，在

5KPaA操作压力下，废矿物油在第一级单减压塔发生闪蒸，第一级  单减压塔塔顶气相经换

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一，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经导热  油加热至310℃送至第二级单减压塔

蒸馏分离；第二级单减压塔塔顶操作压  力为1KPaA，第二级单减压塔塔顶气相经换热冷凝

后送至中间罐二，塔釜产 品由泵抽出后经导热油加热至320℃送至第三级单减压塔进行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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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分离，第  三级单减压塔塔顶操作压力为0.2KPaA，第三级单减压塔塔顶气相经换热冷  凝

后送至中间罐三，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送至真空脱焦系统进一步分离。

[0046] 减压蒸馏分离得到150SN、250SN、350SN的基础油进不同中间罐产品， 随后进入溶

剂精制系统进一步萃取精制，从而得到符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

[0047] 实施例2

[0048] 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进行离心分离，将废矿物油中的  固体废

物脱除。

[0049] 废矿物油随后经与脱水塔及减压塔的采出换热，然后加热至160℃进入  常压脱水

塔，塔顶将水份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冷凝后废水送污水处理，粗  油进罐区。

[0050] 脱水塔底部废矿物油经经导热油加热至260℃，进入三段塔的第一级单  减压塔，

在6KPaA操作压力下，废矿物油在减压一塔发生闪蒸，塔顶气相经  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

一，废矿物油在第一级单减压塔发生闪蒸，第一级单  减压塔塔顶气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

间罐一，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经导热油  加热至280℃送至第二级单减压塔蒸馏分离；第二

级单减压塔塔顶操作压力  为1.2KPaA，塔顶气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二，第二级单减

压塔塔顶气  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二，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经导热油加热至300℃ 

送至第三级单减压塔进行蒸馏分离，第三级单减压塔塔顶操作压力为  0.2KPaA，塔顶气相

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三，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送至 真空脱焦系统进一步分离。

[0051] 减压蒸馏分离得到150SN、250SN、350SN的基础油进不同中间罐产品， 随后进入溶

剂精制系统进一步萃取精制，从而得到符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

[0052] 实施例3

[0053] 废矿物油自原料罐区通过泵送入离心机进行离心分离，将废矿物油中的  固体废

物脱除。

[0054] 废矿物油随后经与脱水塔及减压塔的采出换热，然后加热至180℃进入  常压脱水

塔，塔顶将水份和低沸点的粗油蒸出，冷凝后废水送污水处理，粗  油进罐区。

[0055] 脱水塔底部废矿物油经导热油加热至300℃，进入三段塔的第一级单减  压塔，在

10KPaA操作压力下，废矿物油在第一级单减压塔发生闪蒸，塔顶  气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

间罐一，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经导热油加热至320℃  送至第二级单减压塔进行蒸馏分离，

第二级单减压塔塔顶操作压力为2KPaA，  塔顶气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二，塔釜产品

由泵抽出后经导热油加热至  330℃送至第三级单减压塔进行蒸馏分离，第三级单减压塔塔

顶操作压力为  0.4KPaA，塔顶气相经换热冷凝后送至中间罐三，塔釜产品由泵抽出后送至 

真空脱焦系统进一步分离。

[0056] 减压蒸馏分离得到150SN、250SN、350SN的基础油进不同中间罐产品， 随后进入溶

剂精制系统进一步萃取精制，从而得到符合标准的润滑油基础油。

[0057] 尽管上文已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是  需要指

明的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这些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而是由  权利要求书来确定。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据本发明的技术构想对上述实施  方式进行各种等效改变和适当修

改，其所产生的功能作用仍未超出说明书所  涵盖的精神时，均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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