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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沉淀步骤：获取生产线上使用后的清洗

剂废液，并使之沉淀分层，得到沉淀层和沉淀层

上的浮油层；浮油处理步骤：去除浮油层；过滤步

骤：多次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以除去清洗

剂废液中的杂质，并得到杂质废液、乳化剂残液

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后处理步骤：在所述清

洗剂再生液半成品中加入添加剂，得到清洗剂再

生液成品。本发明的清洗剂再生方法，清洗剂再

生液半成品的质量与清洗剂废液质量的比值在

90％以上，及清洗剂的回收再生效率较高，有效

的延长了清洗剂的使用寿命，延长使用寿命到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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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沉淀步骤：获取生产线上使用后的清洗剂废液，并使之沉淀分层，得到沉淀层和沉淀层

上的浮油层；

浮油处理步骤：去除浮油层；

过滤步骤：多次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以除去清洗剂废液中的杂质，并得到杂质废

液、乳化剂残液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

后处理步骤：在所述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中加入添加剂，得到清洗剂再生液成品；所述

过滤步骤中包括

粗过滤步骤：采用布袋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中颗粒物；

精过滤步骤：在粗过滤步骤后，采用振动过滤机过滤清洗剂废液中的颗粒物和乳化剂； 

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包括

初步过滤：所述振动过滤机中采用超滤膜，该超滤膜的过滤孔的直径为1nm-100nm；

二次过滤：所述振动过滤机中采用型号为CF-500级别过滤膜，以分离乳化液和清洗剂，

得到乳化剂残液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布袋上的过滤孔的直径为

8um-12u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滤膜为亲水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将清洗

剂废液的温度保持在25℃-30℃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浮油处理步骤中，采用

皮带式撇油机去除浮油层中的浮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粗过滤步骤后，还包括

回流步骤：返回经所述粗过滤步骤处理后的部分清洗剂废液至生产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剂为碱性清洗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后处理步骤中，所述添

加剂包括碱性添加剂、杀菌剂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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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生产、清洗剂处理等领域，具体为清洗剂再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清洗剂常用表面活性剂：阳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两性表面活

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一般低泡沫清洗剂常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0003]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清洗剂主要用于设备的清洗，特别是在汽车生产过程中，需要

对曲轴、发动机等部件进行清洗。在循环使用过程中，会混入杂质，如金属屑、灰尘等颗粒

物，同时清洗剂中还会混入乳化剂。因此，在清洗剂循环使用过程中，需要对清洗剂进行维

护和管理，以保障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以及对机械设备的正常防护。

[0004] 现有的清洗剂在循环使用后，对其进行维护，通常工序较为简单，只是将清洗剂进

行沉淀，然后通过滤布过滤，一般现有技术中使用的滤布的孔径较大，在50um以上，因此，经

过现有技术维护或处理后的清洗剂，其品质不高，难以达到清洗剂的正常效用。这种方法使

得清洗剂循环使用的次数不高，极大的降低了清洗剂的使用寿命。一般情况下，清洗剂使用

寿命为1-2个月。1-2个月以后杂物过多，影响零部件表面清洁度，只能排放更换新清洗剂。

而且排放的清洗剂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不利于环保。虽然现有技术也有提高清洗剂品质的

再生方法，但这种方法通常是采取的是蒸馏法进行处理，这种方法成本较高，设备价格昂

贵。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清洗

剂使用寿命短、无法去除杂油/乳化液/细小杂质/细菌等问题。

[0006]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沉淀步骤：获

取生产线上使用后的清洗剂废液，并使之沉淀分层，得到沉淀层和沉淀层上的浮油层；浮油

处理步骤：去除浮油层；多次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以除去清洗剂废液中的杂质，并得

到杂质废液、乳化剂再生液半成品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后处理步骤：在所述清洗剂再生

液半成品中加入添加剂，得到清洗剂再生液成品。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步骤中包括粗过滤步骤：采用布袋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

中颗粒物；精过滤步骤：在粗过滤步骤后，采用振动过滤机过滤清洗剂废液中的颗粒物和乳

化剂。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包括初步过滤：所述振动过滤机中采用超滤膜，该超

滤膜的过滤孔的直径为1nm-100nm；二次过滤：所述振动过滤机中采用型号为CF-500级别过

滤膜，以分离乳化液和清洗剂，得到乳化剂残液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布袋上的过滤孔的直径为8um-12um。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超滤膜为亲水膜。

[0011] 进一步的，在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将清洗剂废液的温度保持在25℃-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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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在所述浮油处理步骤中，采用皮带式撇油机去除浮油层中的浮油。

[0013] 进一步的，在所述粗过滤步骤后，还包括回流步骤：返回经所述粗过滤步骤处理后

的部分清洗剂废液至生产线。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剂为碱性清洗剂。

[0015] 进一步的，在所述后处理步骤中，所述添加剂包括碱性添加剂、杀菌剂中的至少一

种。

[0016]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的清洗剂再生方法，能够有效的去除生产线使用后的清

洗剂中的颗粒物、浮油等杂质，而且能够使得乳化液和清洗剂分离，最大程度上使得清洗剂

再生液的各项性能达到使用标准，而且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的质量与清洗剂废液质量的比

值在90％以上，及清洗剂的回收再生效率较高，有效的延长了清洗剂的使用寿命，延长使用

寿命到1年以上。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释。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清洗剂再生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式，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

[0020]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清洗剂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沉淀步骤：获取生产线上使用后的清洗剂废液，并使之沉淀分层，得到沉淀层和沉

淀层上的浮油层。本实施例中，具体将生产线上使用后的清洗剂废液置入沉淀槽中，使之沉

淀。

[0022] 浮油处理步骤：去除浮油层，在所述浮油处理步骤中，采用皮带式撇油机去除浮油

层中的浮油。带式撇油器为利用传动带回收水面溢油的机械装置，传动带的运转将水面的

溢油粘附在上面，经过刮片将油导入到集油槽中，再由泵抽取到储存装置。刮油带是用特殊

耐蚀钢和特殊设计的高分子材料制成，耐磨持久。

[0023] 过滤步骤：多次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以除去清洗剂废液中的杂质，并得到杂

质废液、乳化剂残液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所述过滤步骤中包括粗过滤步骤和精过滤步

骤。

[0024] 粗过滤步骤采用布袋过滤沉淀层的清洗剂废液中颗粒物。布袋上的过滤孔的直径

为8um-12um。一般布袋上的过滤孔的直径在10um。如果孔径过大，难以过滤直径较小的颗粒

物，在具体过滤时，可以将布面叠层使用，以减小过滤孔的直径。粗过滤步骤可以多次过滤，

如三次，三次过滤后，一般能够将清洗剂废液中直径在10um以上的颗粒物过滤。

[0025] 精过滤步骤：在粗过滤步骤后，采用振动过滤机过滤清洗剂废液中的颗粒物和乳

化剂。具体的，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包括初步过滤、二次过滤。初步过滤：采用振动过滤机过滤

清洗剂废液中的颗粒物。振动过滤机，其振动频率为75-80Hz，振幅15～30mm，振膜过滤时的

操作压力为0.1～2.0MPa。振动过滤机中具有超滤膜，该超滤膜的过滤孔的直径为1nm-

100nm，优选为40nm。一般的超滤膜的过滤孔越小，其除杂能效果越好，但考虑到经济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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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及客户对于清洗剂的品质要求，因此，一般超滤膜的过滤孔的直径在50nm即可。需要

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超滤膜为亲水膜，超滤膜大多由醋酯纤维或与其性能类似的

高分子材料制得，一般厚度为0.1mm-2mm。最适于处理溶液中溶质的分离和增浓，也常用于

其他分离技术难以完成的胶状悬浮液的分离。因此，亲水膜的作用不仅能够过滤清洗剂中

的颗粒状的杂质，也能够进一步出去清洗剂中的未完全去除的浮油，特别是溶于水中部分。

二次过滤中，所述振动过滤机中采用型号为CF-500级别过滤膜，CF-500级别过滤膜孔径为

0.05-1.0um，以分离乳化液和清洗剂，得到乳化剂残液和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通过高频振

动，在膜表面上产生剪切波，使得需过滤的清洗剂中的杂质处于悬浮状态，同时能够进一步

分离清洗剂和乳化液，而使杂质和大部分乳化液不能沉淀到膜表面上。

[0026] 在所述精过滤步骤中，将清洗剂废液的温度保持在25℃-30℃之间。一般不能超过

30℃，如果温度超过30℃，则会造成清洗剂中某些成分的挥发、溶解，影响生菌/清洗剂稳定

性。

[0027] 后处理步骤：在所述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中加入添加剂，得到清洗剂再生液成品。

在后处理步骤中，首先对经过滤后的清洗剂进行检测，检测内容包括检测清洗剂的外观(一

般为颜色、透明度等)、浓度、PH值等等。这些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均为现有技术，对此不在

一一详述。检测完后，根据检测的结果，向清洗剂再生液半成品中添加各种添加剂。由于本

实施例中，清洗剂一般采用碱性清洗剂，因此，添加剂也采用碱性添加剂和，即如发现清洗

剂再生液本成品中的PH值为酸性，则根据PH值在清洗剂再生液本成品中添加一定量的碱性

添加剂，以使乳化剂再生液成品中的PH值满足要求。还可以进一步添加杀菌剂，以去除清洗

剂中的细菌、微生物。

[0028] 表1为经过本发明清洗剂再生方法得到的缸盖线清洗剂再生液与在线使用过程中

的清洗剂的各种测试参数。

[0029] 测试项目 使用标准 在线清洗剂 再生后清洗剂

浓度(滴定法) 2-4％ 0.014 0.0241

防锈性能 2D 无 无

细菌(24h) 无 10^2 无

pH值 9.4-10.5 9.3 10

[0030] 由表1可见，经过本实施例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得到的清洗剂再生液，其性能完全符

合使用标准，能够进一步提升清洗剂的品质。而且经过本发明的清洗剂再生方法得到的清

洗剂再生液半成品的质量与清洗剂废液质量的比值在90％以上，及清洗剂的回收再生效率

较高。

[0031] 实施例2：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所述粗过滤步骤后，还包括回流步骤：

返回经所述粗过滤步骤处理后的部分清洗剂废液至生产线。如果在经粗过滤步骤之后，得

到的清洗剂，经检测，其各项性能标准还能够满足使用标准，那么，为了减少后续工序的处

理量，本实施例中，可以将一部分粗过滤后的清洗剂重新投入生产线再次使用。这样能够节

省成本和时间。

[003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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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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