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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

生物柴油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将餐厨废弃

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中，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在

50‑70℃下搅拌均匀后静置30‑60min，过滤，得到

精制餐厨废弃油脂；S2、取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

于搅拌罐中，加入乙醇水溶液，搅拌萃取得到脱

酸餐厨废弃油脂；S3、将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

至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

S4、取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反应釜中，加入甲

醇和氢氧化钠，在55‑65℃下搅拌60‑120min，分

液，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柴油；S5、取粗生物柴

油，加入活性炭，在45‑60℃下搅拌1‑3h得到精制

生物柴油。本发明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

生物柴油的方法操作简单，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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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精制工艺：将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中，加入氯化钠水

溶液，在50-70℃下搅拌均匀后静置30-60min，过滤，得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

S2、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的脱酸工艺：取步骤S1中得到的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于搅拌罐

中，加入乙醇水溶液，在30-40℃下搅拌萃取30-45min，分液，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废弃

油脂；

S3、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2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含水

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

S4、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反应

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55-65℃下搅拌60-120min，分液得到粗生物柴油；

S5、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4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性

炭，在45-60℃下搅拌1-3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1中，所述氯化钠水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8％-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1中，所述氯化钠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所述餐厨废弃油脂粗油质量的10％-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所述萃取的次数为1-3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85％-9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所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与所述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1-1: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2中，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价＜2mg  KOH/g。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4中，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10％-2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4中，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0.5％-1.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S5中，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量的2％-5％。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175744 A

2



一种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柴油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

柴油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矿物能源的日益枯竭和人们对燃料能源的需求急剧攀升，世界各国

都在加快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步伐。

[0003] 生物柴油是指植物油(如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棉籽油等)、动物油(如

鱼油、猪油、牛油、羊油等)、废弃油脂或微生物油脂与甲醇或乙醇经酯转化而形成的脂肪酸

甲酯或乙酯。生物柴油是一种典型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具有以下优点：无毒、可生物降解，

十六烷值高，硫化物、一氧化碳等排放量少；与石化柴油相比，可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符合国家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0004] 目前，国内因植物油脂短缺的原因，生物柴油生产主要以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和

潲水油等为废弃油脂为原料。废弃油脂生物柴油生产技术方兴未艾，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

层出不穷，酸催化、碱催化、酶催化等，酶催化虽然环保但是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酸价高，

质量不达标。采用酸催化或者碱催化法操作简单，易于扩大生产，但又存在如下问题：  (1)

采用浓硫酸等酸催化剂，容易腐蚀设备，后期废水处理成本较高；(2)直接采用氢氧化钠等

碱催化剂，反应过程中容易出现皂化的现象，不利于反应的顺利进行和后期的分离除杂。

[0005] 为此，开发一种适合工业化应用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是本

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生物柴油的产率。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精制工艺：称取一定量的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

中，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在50-70℃下搅拌均匀后静置30-60min，过滤，得到精制餐厨废弃油

脂，所述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8％-15％；

[0009] S2、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的脱酸工艺：取步骤S1中得到的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于搅

拌罐中，加入乙醇水溶液，在30-40℃下搅拌萃取30-45min，分液，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

废弃油脂；

[0010] S3、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2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

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

[0011] S4、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

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55-65℃下搅拌60-120min，分液，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

柴油；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2175744 A

3



[0012] S5、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4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

性炭，在45-60℃下搅拌1-3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

[0013]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1中，所述氯化钠水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

8％-15％。

[0014]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1中，所述氯化钠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所述餐厨废

弃油脂粗油质量的10％-20％。

[0015]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2中，所述萃取的次数为1-3次。

[0016]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2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85％-

95％。

[0017]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2中，所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与所述乙醇水溶液

的质量比为1:1-1:3。

[0018]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2中，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价＜  2mg  KOH/

g。

[0019]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4中，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

脂质量的10％-20％。

[0020]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4中，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

弃油脂质量的0.5％-1.5％。

[0021] 在一些优选地实施例中，在步骤S5中，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量

的2％-5％。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对比的有益效果包括：本发明通过向所述餐厨废弃油脂粗油中

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对所述餐厨废弃油脂粗油进行盐析处理，在除去餐厨废弃油脂粗油中

磷脂、蛋白质等胶体杂质的同时，使得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粘度降低，提高了餐厨废弃油脂

粗油液体的均一性和分散性；采用乙醇水溶液对精制餐厨废弃油脂中的游离脂肪酸进行萃

取时，搅拌过程中，乙醇水溶液与精制餐厨废弃油脂易于充分混合，萃取剂与精制餐厨废弃

油脂中的游离脂肪酸接触更加充分，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精制餐厨废弃油脂脱酸工艺中乙醇

水溶液对游离脂肪酸的萃取效率；通过上述盐析和萃取工序的组合作用，使得精制餐厨废

弃油脂中的游离脂肪酸得以有效地脱除，另外，将精制餐厨废弃油脂中的水分进行脱除，使

得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价低于2mg  KOH/g，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低于0.05％，为后

续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反应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除去胶体杂质、脱酸、脱水后的

餐厨废弃油脂在氢氧化钠的作用下与甲醇发生酯交换反应，得到粗生物柴油，粗生物柴油

的产率高达99.25％，经活性炭脱色后，得到精制生物柴油；本发明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

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避免使用浓硫酸等强腐蚀性催化剂，对设备要求较低，采用工业化

常规设备即可完成生物柴油的制备，操作简单，适合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具体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阐释本发明的原理，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

围。

[002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中使用的餐厨废弃油脂粗油为回收的餐厨废弃油脂经过滤

固体杂质，静置分层，分离出水层后的餐厨废弃油脂，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酸价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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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gKOH/g。

[0025] 酸价的测定：

[0026] 油品的酸价是指中和1g油品中游离脂肪酸所需要的KOH的毫克数，该值反映了油

品中游离脂肪酸的含量高低。本发明中各实施例中油品酸价的测定方法按照GB/T5530-

1998中的要求进行。

[0027] 酸价的计算公式为：

[0028]

[0029] 其中，AV-油品酸价，单位mgKOH/g；

[0030] V-滴定中消耗KOH标准液的体积，单位mL；

[0031] c-所用KOH标准液的实际浓度，单位mol/L；

[0032] m-所称试样的质量，单位g；

[0033] 56.1-KOH的摩尔质量，单位g/mol。

[0034] 水分的测定：

[0035] 本发明采用甲苯蒸馏法测定油品中水分的含量，具体步骤如下：

[0036] 准确称取50g油品于250mL单口瓶中，加入100g甲苯，加入一粒干燥沸石，连接好集

水器和冷凝管，加热回流1h，读取集水器中水的体积V，按照如下公式计算油品中的含水率：

[0037]

[0038] 式中，A-油品中水分含量，单位％；

[0039] V-集水器中水的体积，单位mL；

[0040] m-称取的样品的重量，单位g；

[0041] 1.0-水的密度，单位g/mL。

[0042] 粗生物柴油产率计算公式：

[0043]

[0044] 式中，W-生物柴油的产率，单位％；

[0045] m1-粗生物柴油的质量，单位g；

[0046] m2-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质量，单位g。

[0047] 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实施例和对比例使用到的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酸价为

144mgKOH/g。

[0048] 实施例1

[0049] 本实施例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0]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精制工艺：称取1000g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中，

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在50℃下搅拌均匀后静置30min，过滤，得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所述氯

化钠水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8％，所述氯化钠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所述餐厨废弃油脂

粗油质量的10％；

[0051] S2、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的脱酸工艺：取步骤S1中得到的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于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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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罐中，加入乙醇水溶液，在30℃下搅拌萃取30min，静置分层，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废

弃油脂，重复上述萃取过程3次，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95％，所述精制餐厨

废弃油脂与所述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3，按照公式(1)计算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

价，结果见表1；

[0052] S3、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2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

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

质量的20％，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1.5％，按照公式(2)

计算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结果见表1；

[0053] S4、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

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55℃下搅拌60min，静置分层，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柴

油，按照公式(3)计算粗生物柴油的产率，结果见表1；

[0054] S5、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4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

性炭，在45℃下搅拌1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

量的2％。

[0055] 实施例2

[0056] 本实施例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精制工艺：称取1000g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中，

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在65℃下搅拌均匀后静置45min，过滤，得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所述氯

化钠水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12％，所述氯化钠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所述餐厨废弃油脂

粗油质量的15％；

[0058] S2、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的脱酸工艺：取步骤S1中得到的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于搅

拌罐中，加入乙醇水溶液，在35℃下搅拌萃取40min，静置分层，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废

弃油脂，重复上述萃取过程3次，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90％，所述精制餐厨

废弃油脂与所述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2，按照公式(1)计算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

价，结果见表1；

[0059] S3、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2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

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

质量的15％，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1％，按照公式(2)计

算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结果见表1；

[0060] S4、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

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60℃下搅拌80min，静置分层，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柴

油，按照公式(3)计算粗生物柴油的产率，结果见表1；

[0061] S5、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4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

性炭，在50℃下搅拌2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

量的3％。

[0062] 实施例3

[0063] 本实施例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4]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精制工艺：称取1000g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置于搅拌罐中，

加入氯化钠水溶液，在70℃下搅拌均匀后静置60min，过滤，得到精制餐厨废弃油脂，所述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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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钠水溶液中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15％，所述氯化钠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所述餐厨废弃油脂

粗油质量的20％；

[0065] S2、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的脱酸工艺：取步骤S1中得到的精制餐厨废弃油脂置于搅

拌罐中，加入乙醇水溶液，在40℃下搅拌萃取45min，静置分层，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废

弃油脂，重复上述萃取过程3次，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95％，所述精制餐厨

废弃油脂与所述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3，按照公式(1)计算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

价，结果见表1；

[0066] S3、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2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

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

质量的20％，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1.5％，按照公式(2)

计算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结果见表1；

[0067] S4、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

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65℃下搅拌120min，静置分层，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柴

油，按照公式(3)计算粗生物柴油的产率，结果见表1；

[0068] S5、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4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

性炭，在60℃下搅拌3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

量的5％。

[0069] 对比例

[0070] 本实施例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省

略了实施例1中的步骤S1，直接对餐厨废弃油脂粗油进行脱酸，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71] S1、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脱酸工艺：取餐厨废弃油脂粗油1000g置于搅拌罐中，加

入乙醇水溶液，在30℃下搅拌萃取30min，静置分层，取下层液，得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重

复上述萃取过程3次，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95％，所述餐厨废弃油脂粗油与

所述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1:3，按照公式(1)计算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价，结果见

表1；

[0072] S2、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脱水工艺：将步骤S1中得到的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蒸馏至

含水率低于0.05％，得到脱水餐厨废弃油脂，所述甲醇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

质量的20％，所述氢氧化钠的加入量为所述脱酸餐厨废弃油脂质量的1.5％，按照公式(2)

计算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结果见表1；

[0073] S3、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酯交换工艺：取步骤S2中得到的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置于

反应釜中，加入甲醇和氢氧化钠，在55℃下搅拌60min，静置分层，取上层液，得到粗生物柴

油，按照公式(3)计算粗生物柴油的产率，结果见表1；

[0074] S4、粗生物柴油的脱色工艺：取步骤S3中得到的粗生物柴油置于反应釜中，加入活

性炭，在45℃下搅拌1h，过滤，得到精制生物柴油，所述活性炭的用量为所述粗生物柴油质

量的2％。

[0075] 检测结果：

[0076] 表1.各实施例及对比例中油品检测结果

[0077] 检测结果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脱酸餐厨废弃油脂的酸价mgKOH/g 0.45 0.23 0.35 2.87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2175744 A

7



脱水餐厨废弃油脂的含水率(％) 无 无 无 无 

粗生物柴油的产率(％)   98.12 99.25 98.56 83.25 

[0078] 由上表可知，本具体实施方式中的高酸价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能够

有效地降低餐厨废弃油脂中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和水分的含量；通过与对比例对比分析得

知，餐厨废弃油脂粗油中胶体杂质的去除，可以有效地提高乙醇水溶液对精制餐厨废弃油

脂中游离脂肪酸的萃取效率，从而提高精制餐厨废弃油脂中游离脂肪酸的脱除效率，进而

提高粗生物柴油的产率。因此，本具体实施方式步骤S1中的盐析处理工序不仅可以除去餐

厨废弃油脂粗油中的胶体杂质，还能改善餐厨废弃油脂粗油的溶液环境，与后续的乙醇水

溶液萃取脱酸工序相互配合协同提高脱酸效率，进而提高粗生物柴油的产率。

[007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2175744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