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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废钢轧制油的处理领域，公开了

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1)在可选加入的催化剂和溶剂

的存在下，使废钢轧制油在氢气气氛中进行加氢

反应；(2)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固液分离，将分

离出的液相进行蒸馏，得到汽油和柴油馏分。本

发明所述的方法经济有效、简便易行，可将危废

废钢轧制油变废为宝，既可产生经济效益，也能

产生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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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可选加入的催化剂和溶剂的存在下，使废钢轧制油在氢气气氛中进行加氢反应；

(2)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液相进行精馏，得到汽油和柴油馏

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氢气分

压为2-15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反应温

度为250-370℃。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的用量为所述废

钢轧制油重量的0-10％。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溶剂为甲苯、

苯、甲醇和乙酸乙酯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的用量为所述废钢轧制油重量的

0-200％。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固液分离

为过滤或离心分离。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将固液分

离过程中分离出的固相回用于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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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钢轧制油的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冶金工业中广泛使用轧制油，每年全国都有大量的废轧制油产生。多年来废轧

制油的利用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大部分企业把废轧制油作为燃料油烧掉或当

废油卖掉，不但污染环境，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0003] 废轧制油类别很多，有废铝轧制油，废钢轧制油等，废钢轧制油的特点是固体铁含

量高，含水、表面活性剂、油酸、油脂甚至矿物油等，分离难度大，特别是其中的铁颗粒粒度

在几十到几百纳米之间，采用传统的方法如过滤、离心等手段只能在实验室完成，且时间

长，分离量小，无法实现工业化分离，造成废钢轧制油只能作为危废进行焚烧。但废钢轧制

油中含有大量的未变质的有效成分，如固相中铁粉质量含量达到95％以上，油相中有效成

分质量含量达到90％以上，焚烧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105754706A、CN101665741A公开了两种再生废轧制油的方法，分

别采用加碱、加絮凝的方法处理废轧制油，但只能处理固含量很低的乳液，对于固含量在

10-40％的半固体状态的废钢轧制油没有分离效果。针对目前技术不足，本发明专利将危废

的废钢轧制油进行资源化处理，将其中的固相中铁粉转化为化工原料，将油相转化为乳液

原材料，将危废废钢轧制油变废为宝，既可产生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现有的处理废钢轧制油的方法只能处理固含量很低的乳液，对于固含量在10-

40％半固体状态的废钢轧制油没有分离效果。针对目前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

过对废钢轧制油进行加氢以实现回收利用废钢轧制油的方法。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通

过加氢反应，使得废钢轧制油的粘度大大降低，从而使得原本难以分离的纳米级铁粉通过

简单的固液分离即可分离出来，固液分离后的固相含有大量的铁粉，可以作为催化剂回用

于加氢反应过程中，也可以作为化工原料；固液分离后的液相通过精馏可以获得汽油和柴

油馏分，实现危废废钢轧制油的变废为宝。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7] (1)在可选加入的催化剂和溶剂的存在下，使废钢轧制油在氢气气氛中进行加氢

反应；

[0008] (2)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液相进行蒸馏，得到汽油和柴油

馏分。

[0009] 优选地，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氢气分压为2-15MPa。

[0010] 优选地，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反应温度为250-370℃。

[0011]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的用量为所述废钢轧制油重量的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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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步骤(1)所述的溶剂为甲苯、苯、甲醇和乙酸乙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3] 优选地，所述溶剂的用量为所述废钢轧制油重量的0-200％。

[0014]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固液分离为过滤或离心分离。

[0015]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将固液分离过程中分离出的固相回用于步骤(1)所述的

加氢反应中。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可有效地将废钢轧制油中纳米级的铁颗粒分离出，并且通过

对分离出的液相进行精馏可以获得汽油和柴油馏分，从而实现了废钢轧制油的资源化处

理。

[0017] 而且，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不受废钢轧制油中固体含量的限制，操作简便，易于实现

产业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19]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些范围或

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之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或多个

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2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废钢轧制油资源化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在可选加入的催化剂和溶剂的存在下，使废钢轧制油在氢气气氛中进行加氢

反应；

[0022] (2)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固液分离，将分离出的液相进行蒸馏，得到汽油和柴油

馏分。

[0023] 在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氢气分压为2-

15MPa，更优选地，氢气分压为3-12MPa，例如可以为3MPa、3.5MPa、4MPa、5MPa、6MPa、8MPa、

10MPa或12MPa。

[0024] 在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过程中，反应温度为250-

370℃，例如可以为250℃、260℃、270℃、280℃、290℃、300℃、310℃、320℃、330℃、340℃、

350℃、360℃或370℃。

[0025]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的反应方式可以为固定床反应、

流化床反应、浆态床反应或釜式间歇反应。在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当所述加氢反应为釜式

间歇反应时，加氢反应的反应时间为30min至10h，优选为1-5h。

[0026]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可以不额外加入催化剂(即加氢

催化剂)，也可以额外加入催化剂。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不需要额

外加入催化剂，因为废钢轧制油中的铁(纳米尺寸)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0027] 在可替换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额外加入催化剂。所述催化剂可

以为本领域常规使用的加氢催化剂。所述加氢催化剂可以为金属催化剂(如Ni、Mo、Co、Pd或

Pt)；也可以为负载型催化剂，如金属活性组分负载于无机载体的无机负载型金属催化剂，

其中，金属活性组分可以为Ni、Mo、Co、Pd或Pt，无机载体可以为Al2O3、SiO2、多孔陶瓷、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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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或分子筛，在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负载型催化剂为Mo2C/β-沸石催化剂。

[0028] 在可替换的实施方式中，当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额外加入催化剂时，所述催化

剂的用量为所述废钢轧制油重量的0％-10％，具体地，例如可以为0.1％、0.2％、0.5％、

1％、2％、3％、4％、6％、8％或10％。

[0029]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可以不额外加入溶剂，也可以额

外加入溶剂。所述溶剂为本领域的常规选择即可，例如可以为甲苯、苯、甲醇或乙酸乙酯中

的至少一种。在可替换的实施方式中，当所述加氢反应的过程中额外加入溶剂时，所述溶剂

的用量为废钢轧制油重量的0-200％，更优选地，溶剂的用量为废钢轧制油质量的0-100％，

具体地，例如可以为废钢轧制油的0.1％、0.5％、1％、2％、5％、10％、20％、30％、40％、

50％、60％、70％、80％、90％或100％。

[0030]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2)中，所述固液分离可以为过滤或离心分离。所

述离心分离的操作条件可以包括：转速为2000-10000rpm(具体地，例如可以为2000rpm、

3000rpm、4000rpm、5000rpm、6000rpm、7000rpm、8000rpm、9000rpm或10000rpm)，离心分离时

间可以为1min-60min(具体地，例如可以为1min、2min、4min、6min、8min、10min、20min、

30min、40min、50min或60min)。

[0031]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2)中，所述精馏可以按照本领域常规的方式实

施。所述精馏的过程中可以将油相切割为汽油馏分、柴油馏分和重油组分(也称为渣油)。所

述汽油馏分和所述柴油馏分可选地进行调配后用作汽油产品或柴油产品。所述重油组分可

以作为原料应用于其他原料油加工工艺。

[0032]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步骤(2)所述的固液分离过程中分离出的固相主要是铁

组分，其可作为催化剂回用于步骤(1)所述的加氢反应中，也可用作其他化工原料，例如可

以用于涂料制品的制作工艺中。

[0033]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0034] 实施例1

[0035] 取1000g废钢轧制油加入反应釜中，接着向反应釜中通入氢气，使氢气分压达到

3.5MPa，氢油体积比为500，在搅拌下升温至280℃，保温反应3h。

[0036] 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离心分离操作，离心转速为3500rpm，离心时间为10min，分

离出固相。

[0037] 将分离出固相后的液相放入精馏塔中进行精馏，收集汽油馏分、柴油馏分和重油

组分，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38] 实施例2

[0039] 取1000g废钢轧制油加入反应釜中，接着向反应釜中通入氢气，使氢气分压达到

4MPa，氢油体积比为500，在搅拌下升温至300℃，保温反应2h。

[0040] 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离心分离操作，离心转速为4000rpm，离心时间为8min，分

离出固相。

[0041] 将分离出固相后的液相放入精馏塔中进行精馏，收集汽油馏分、柴油馏分和重油

组分，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2] 实施例3

[0043] 取1000g废钢轧制油加入反应釜中，接着向反应釜中通入氢气，使氢气分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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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Pa，氢油体积比为500，在搅拌下升温至320℃，保温反应1.5h。

[0044] 对反应后的混合物进行离心分离操作，离心转速为4000rpm，离心时间为10min，分

离出固相。

[0045] 将分离出固相后的液相放入精馏塔中进行精馏，收集汽油馏分、柴油馏分和重油

组分，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6] 实施例4

[0047] 按照实施例3的方法对废钢轧制油进行回收利用，所不同的是，额外向反应釜中加

入10g雷尼镍，产品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48] 实施例5

[0049] 按照实施例3的方法对废钢轧制油进行回收利用，所不同的是，额外向反应釜中加

入50g甲苯，产品的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50] 对比例1

[0051] 取1000g废钢轧制油，直接放入精馏塔中进行精馏。结果，废钢轧制油无法分离出

油相和固相。

[0052] 表1

[0053]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固相组分 375g 371g 368g 376g 378g

汽油馏分 257g 253g 263g 247g 256g

柴油馏分 211g 223g 207g 229g 221g

重油组分 157g 153g 162g 148g 145g

[0054] 由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以及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按照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可以实

现对废钢轧制油进行回收利用，具体地，可以从废钢轧制油中回收汽油和柴油馏分，实现废

钢轧制油的资源化处理。

[0055]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发明的技

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包括各个技术特征以任何其

它的合适方式进行组合，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797002 A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