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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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479252.2

(22)申请日 2020.05.29

(71)申请人 涧纳（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1512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秋实

路688号1号楼5单元313室Q座

(72)发明人 稽靖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世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320

代理人 王贺玲

(51)Int.Cl.

C02F 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及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

及处理方法，回收装置主要包括：循环浓缩罐与

进料泵相连接，进料泵通过泵前管道与循环泵相

连接，循环泵通过进料管道与管式无机超滤膜相

连接；管式无机超滤膜的浓缩液出口与第一循环

管道相连接，并通过第一循环管道与第二循环管

道、泵前管道、循环泵和进料管道形成循环回路；

在第一循环管道或第二循环管道上，设有浓缩液

管道与循环浓缩罐相连接；管式无机超滤膜的滤

出液出口与滤出液储罐相连接；循环浓缩罐的还

与排料泵相连接，排料泵与浓缩液罐相连接。本

发明简化了超滤膜的操作条件，操作压力和温度

范围扩大，提高了超滤膜的抗污染性，在线清洗

方便且恢复能力强，延长了超滤膜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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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循环浓缩罐（4）和管式无机

超滤膜（7）；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出料口与进料泵（5）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进料泵（5）的

出料口通过泵前管道（L3）与循环泵（6）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循环泵（6）的出料口通过进料

管道（L4）与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的进料口相连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浓缩液出口

与第一循环管道（L1）相连接，并通过所述第一循环管道（L1）与第二循环管道（L2）、所述泵

前管道（L3）、所述循环泵（6）和所述进料管道（L4）形成循环回路；在所述第一循环管道（L1）

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L2）上，设有浓缩液管道（L5）与所述循环浓缩罐（4）相连接；所述管式

无机超滤膜（7）的滤出液出口与滤出液储罐（8）通过产水管路（L6）相连接；所述循环浓缩罐

（4）的出料口还与排料泵（9）相连接，所述排料泵（9）与浓缩液罐（10）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浓缩液管道

（L5）上，设有回液阀（V2）；在所述泵前管道（L3）上设有进料阀（V3）；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

出料口与所述排料泵（9）相连接的管道上还设有排料阀（V4）；在所述产水管路（L6），设有产

水阀（V5）；在所述的循环管路（L2）上，设有循环回流阀（V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浓缩罐（4）

的进料口与过滤器（3）的出料口相连接；所述过滤器（3）的进料口与原液泵（2）的出料口相

连接，所述原液泵（2）的吸入口与原液罐（1）的出料口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3）为孔

径≤200um的滤袋式过滤器；所述过滤器（3）与所述循环浓缩罐（4）之间的管道上，还设有原

料阀门（V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

（7）的无机材料选自二氧化钛、不锈钢和碳化硅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其超滤膜孔径≤

100n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

（7）为至少一套并列设置的管式无机超滤膜设备，每套管式无机超滤膜（7）配有一个单独的

循环泵（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泵（5）和所

述循环泵（6）为变频控制的双机械密封离心泵；所述排料泵（11）为螺杆泵。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线清洗系统，所述在线清洗系统主要包括：冲洗罐（11）的出料口和CIP清洗罐（12）的出料

口分别与清洗泵（13）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清洗泵（13）的出料口通过清洗管道（L7）与所述

泵前管道（L3）相连接，在所述清洗管道（L7）上设有清洗阀（V9）；在所述第一循环管道（L1）

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L2）上，设有冲洗排放管（L8）与所述滤出液储罐（8）相连接，还设有清

洗回流管（L9）与所述CIP清洗罐（12）相连接；在所述产水管路（L6）上，设有清洗产水回流管

（L10）与所述CIP清洗罐（12）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冲洗罐（11）

的出料口外设有冲洗出料阀（V7）；在所述CIP清洗罐的出料口外设有清洗出料阀（V8）；在所

述冲洗排放管（L8）上设有冲洗排放阀（V10）；在所述清洗回流管道（L9）上设有清洗回流阀

（V11）；在所述的清洗产水回流管路L10上设有清洗产水回流阀（V12）。

10.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8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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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收装置，包括以下步骤：a、稀丙烯酸废液送入所述原液罐（1）储存，由所述原液泵（2）送

入所述过滤器（3）中过滤，再送入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b、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的料液由

所述进料泵（5）送入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在所述循环泵（6）的推动下，料液进入所述管

式无机超滤膜（7）中，在压力下产出的滤出液被送入所述滤出液贮罐（8）中；c、一部分的浓

缩液通过所述浓缩管道（L5）回流至所述循环浓缩罐（4），与新鲜的丙烯酸废液混合；其余的

浓缩液通过所述循环回路（L1～L2）回流至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送入所述管式无机超

滤膜（7）中继续进行浓缩；d、当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的浓缩液的剩余体积或含固量达到要

求后停机，将所述循环浓缩罐（4）和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中残存的浓缩液从所述排料泵

（9）全部排出，送入所述浓缩液罐（10）中。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浓缩

液回流至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量为所述进料泵（5）流量的1/4～1/2；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

（7）中的膜操作压力控制在0.2～1.0Mpa，表面流速控制在3～6m/s，操作温度控制在10～80

℃。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清洗过程：

e、进行水冲洗：冲洗水从所述冲洗罐（11）中流出，经所述清洗泵（13）送入所述清洗管道

（L7）中；冲洗水经过所述清洗阀（V9）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冲洗后的废水流经所述

冲洗排放管（L8）流入所述滤出液储槽（8）；f、进行化学清洗：清洗液从所述CIP清洗罐（12）

中流出，经所述清洗泵（13）送入所述清洗管道（L7）中，清洗液经过所述清洗阀（V9）进入所

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清洗后的清洗废液流经所述清洗回流管（L9）流回所述CIP清洗罐

（12），产水流经所述清洗产水回流管（L10）流回所述CIP清洗罐（12）；g、重复步骤e再进行一

次水冲洗；即可完成清洗过程。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CIP清洗罐

（12）中的清洗液为温度为60～80℃、质量分数为1%～5%的NaOH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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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及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液处理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及处

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丙烯酸乳液是一种微小粒径的聚合物乳液，具有优异的光泽、透明性以及良好的

抗粘连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广告业、建筑业、交通业及IT行业等多种核心行业，是一种与国

民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化工原料。

[0003] 在丙烯酸乳液生产过程中，定期的清洗不锈钢设备和管道产生大量的稀丙烯酸乳

液，其丙烯酸的含固量约0.5%～2%、粒径大于100nm、贡献COD均15000mg/l。目前，该稀丙烯

酸乳液主要通过投加大量的混凝剂进行混凝沉淀，沉淀的上清液再混合工厂的其它废水进

行生化处理达标排放，沉淀产生的大量污泥通过脱水后作为危险废弃物外运处置。例如，国

内某外企生产丙烯乳液工厂，对稀丙烯酸乳液采用投加6000ppm的聚合硫酸铁进行混凝沉

淀，处理后上清液COD小于1000mg/l，每吨废水产生湿污泥量约16.2kg。每年需要外运处置

的危险废弃物高达100吨以上。稀丙烯酸乳液通过混凝沉淀方法降低COD，随后作进一步的

生化处理，不仅消耗大量的药剂，产生大量的污泥，而且浪费了具有价值的丙烯酸乳液。为

了保护环境、降低生产成本，丙烯酸乳液的回收必须进行。

[0004] 在现有的类似乳液的回收方法中，通常采用超滤法浓缩回收高分子乳液，主要的

研究集中在采用不同类型的超滤膜（中空超滤膜或平板超滤膜），根据超滤膜的不同，采用

不同的工艺方法进行浓缩回收乳液。例如：在申请号为CN199210004394.0的专利中，发明人

提出超滤法从白水中回收聚合物胶乳，其中涉及到采用中空纤维的超滤膜错流过滤白水，

浓缩回收白水中的聚合物胶乳。在申请号为CN200010018658.3的专利中，发明人提出从白

液中回收聚合物胶乳的超滤法，其中涉及到采用震动平板超滤膜喘流过滤白水，浓缩回收

白水中的聚合物乳液。但是，实际针对于稀丙烯酸乳液，无论采用中空超滤膜或者采用平板

超滤膜进行浓缩回收，都存在操作压力和温度受限、膜受胶体COD的污堵严重、常规化学清

洗膜通量恢复难、以及超滤膜的使用寿命短等诸多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及处理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

操作压力和温度受限、常规化学清洗膜通量恢复难、以及超滤膜的使用寿命短等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循环浓缩罐和管式无机超滤

膜；所述循环浓缩罐的出料口与进料泵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进料泵的出料口通过泵前管

道与循环泵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循环泵的出料口通过进料管道与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的

进料口相连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浓缩液出口与第一循环管道相连接，并通过所述第一

循环管道与第二循环管道、所述泵前管道、所述循环泵和所述进料管道形成循环回路；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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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循环管道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上，设有浓缩液管道与所述循环浓缩罐相连接；所述

管式无机超滤膜的滤出液出口与滤出液储罐通过产水管路相连接；所述循环浓缩罐的出料

口还与排料泵相连接，所述排料泵与浓缩液罐相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还包括在线清洗系统；所述在

线清洗系统主要包括：冲洗罐的出料口和CIP清洗罐的出料口分别与清洗泵的吸入口相连

接；所述清洗泵的出料口通过清洗管道与所述泵前管道相连接，在所述清洗管道上设有清

洗阀；在所述第一循环管道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上，设有冲洗排放管与所述滤出液储罐相

连接，还设有清洗回流管与所述CIP清洗罐相连接；在所述产水管路上，设有清洗产水回流

管与所述CIP清洗罐相连接。

[0008] 本发明的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本发明所述的稀丙烯

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包括以下步骤：a、稀丙烯酸废液送入所述原液罐储存，由所述原液泵送

入所述过滤器中过滤，再送入所述循环浓缩罐中；b、所述循环浓缩罐中的料液由所述进料

泵送入所述循环泵的吸入口，在所述循环泵的推动下，料液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中，在

压力下产出的滤出液被送入所述滤出液贮罐中；c、一部分的浓缩液通过所述浓缩管道回流

至所述循环浓缩罐，与新鲜的丙烯酸废液混合；其余的浓缩液通过所述循环回路回流至所

述循环泵的吸入口，送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中继续进行浓缩；d、当所述循环浓缩罐中的

浓缩液的剩余体积或含固量达到要求后停机，将所述循环浓缩罐和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中

残存的浓缩液从所述排料泵全部排出，送入所述浓缩液罐中。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浓缩液回流至所述循环浓缩罐的量为所述进料泵流量的

1/4～1/2；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中的膜操作压力控制在0.2～1.0Mpa，表面流速控制在3～

6m/s，操作温度控制在10～80℃。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循环浓缩罐中浓缩液的最终含固量要求为20%以上。

[0011]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方法，还包括清洗过程：e、进行水冲

洗：冲洗水从所述冲洗罐中流出，经所述清洗泵送入所述清洗管道中；冲洗水经过所述清洗

阀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冲洗后的废水流经所述冲洗排放管流入所述滤出液储槽；f、

进行化学清洗：清洗液从所述CIP清洗罐中流出，经所述清洗泵送入所述清洗管道中，清洗

液经过所述清洗阀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清洗后的清洗废液流经所述清洗回流管流回

所述CIP清洗罐，产水流经所述清洗产水回流管流回所述CIP清洗罐；g、重复步骤e再进行一

次水冲洗；即可完成清洗过程。

[0012] 本发明的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和处理方法，具有如下显著的优点和特

点：实现了丙烯乳乳液高附加值的回收，丙烯乳乳液的回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可以减少

废水处理量5%、减少药剂量90%、减少污泥量90%，降低了废水的总体运行成本；简化了超滤

膜的操作条件，操作压力和温度范围扩大，提高了超滤膜的抗污染性，在线清洗方便且恢复

能力强，延长了超滤膜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的示意图；

其中：1-原液罐，2-原液泵，3-过滤器，4-循环浓缩罐，5-进料泵，6-循环泵，7-管式无机

超滤膜，8-滤出液储罐，9-排料泵，10-浓缩液罐，11-冲洗罐，12-CIP清洗罐，13-清洗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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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第一循环管道，L2-第二循环管道，L3-泵前管道，L4-进料管道，L5-浓缩液回流管，

L6-产水管路，L7-清洗管道，L8-冲洗排放管，L9-清洗回流管，L10-清洗产水回流管；

V1-原料阀门，V2-回液阀，V3-进料阀，V4-排料阀，V5-产水阀，V6-循环回流阀，V7-冲洗

出料阀，V8-清洗出料阀，V9-清洗阀，V10-冲洗排放阀，V11-清洗回流阀，V12-清洗产水回流

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本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而并非用

作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内对实施例进行变换、变型都可在本发明权

利要求的范围内。

[0015] 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主要包括：循环浓缩罐4和管式无机超滤膜7；所述

循环浓缩罐4的出料口与进料泵5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进料泵5的出料口通过泵前管道L3

与循环泵6的吸入口相连接，所述循环泵6的出料口通过进料管道L4与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

7的进料口相连接；所述进料泵5将所述循环浓缩罐4内的丙烯酸废液供给所述管式无机超

滤膜7，并为膜分离提供动力，所述循环泵6为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提供足够的表面流速；

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浓缩液出口与第一循环管道L1相连接，并通过所述第一循环管道L1

与第二循环管道L2、所述泵前管道L3、所述循环泵6和所述进料管道L4形成循环回路；在所

述第一循环管道L1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L2上，设有浓缩液管道L5与所述循环浓缩罐4相连

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的滤出液出口与滤出液储罐8通过产水管路L6相连接；所述循环

浓缩罐4的出料口还与排料泵9相连接，所述排料泵9与浓缩液罐10相连接。

[0016] 进一步地，在所述浓缩液管道L5上，设有回液阀V2，用于控制返回所述循环浓缩罐

4的浓缩液的量；在所述泵前管道L3上设有进料阀V3；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出料口与所述排

料泵9相连接的管道上还设有排料阀V4，用于控制浓缩液的排出；在所述产水管路L6，设有

产水阀V5，用于控制产水的量；在所述的循环管路L2上，设有循环回流阀V6，用于控制循环

浓缩液的量。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进料口与过滤器3的出料口相连接；所述过滤器3的

进料口与原液泵2的出料口相连接，所述原液泵2的吸入口与原液罐1的出料口相连接，为所

述循环浓缩罐4供应新鲜的稀丙烯酸废液。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器3为孔径≤200um的滤袋式过滤器。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器3与所述循环浓缩罐4之间的管道上，还设有原料阀门V1，用

于控制所述循环浓缩罐4的进料量。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的无机材料选自二氧化钛、不锈钢和碳化硅中的

一种或两种以上；其超滤膜孔径≤100nm。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为至少一套并列设置的管式无机超滤膜设备，每

套管式无机超滤膜7配有一个单独的循环泵6，为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提供足够的表面流

速，弥补料液在管式无机超滤膜内产生的压力损失，保持滤出液流量稳定。

[0022] 进一步地，所述进料泵5和所述循环泵6为变频控制的双机械密封离心泵，例如格

兰富的CL系列泵，便于流量和压力的调节；所述排料泵11为螺杆泵。

[0023]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一种稀丙烯酸乳液的回收装置，还包括在线清洗系统，所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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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清洗系统主要包括：冲洗罐11的出料口和CIP清洗罐12的出料口分别与清洗泵13的吸入

口相连接；所述清洗泵13的出料口通过清洗管道L7与所述泵前管道L3相连接，在所述清洗

管道L7上设有清洗阀V9；在所述第一循环管道L1或所述第二循环管道L2上，设有冲洗排放

管L8与所述滤出液储罐8相连接，还设有清洗回流管L9与所述CIP清洗罐12相连接；在所述

产水管路L6上，设有清洗产水回流管L10与所述CIP清洗罐12相连接。

[0024]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冲洗罐11的出料口外设有冲洗出料阀V7；在所述CIP清洗罐的

出料口外设有清洗出料阀V8；在所述冲洗排放管L8上设有冲洗排放阀V10；在所述清洗回流

管道L9上设有清洗回流阀V11；在所述的清洗产水回流管路L10上设有清洗产水回流阀V12。

[0025] 实施例1

国内某外企稀丙烯酸乳液处理回用小试：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量1000L，介质的浓度

100CP，丙烯酸固体含量1.35%；处理过程为：

（1）稀丙烯酸废液送入原液罐1储存，由原液泵2送入200um的滤袋过滤器3中过滤，再送

入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

（2）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的丙烯酸废液由所述进料泵5送至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与回

流的浓缩液混合后，通过所述循环泵6送至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在所述循环泵6的推动

下，丙烯酸废液在管式无机超滤膜7的内表面平行流动，在进料泵5的压力（0.41MPa）下水和

小分子物质透过滤膜被分离，作为滤出液送入所述滤液贮罐8中；丙烯酸乳液被截留后作为

浓缩液排出所述第一循环管路L1；初始膜通量175LMH，浓缩终点的膜通量51LMH；

（3）进料泵流量的1/3的浓缩液通过所述浓缩管道L5回流至所述循环浓缩罐4，与新鲜

的丙烯酸废液混合，其余的浓缩液通过所述第一循环回路L1和所述第二循环回路L2回流至

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循环过滤；浓缩的过程中，料液的温度由初始的30℃上升至60℃；

（4）所述循环浓缩罐中的丙烯酸乳液的含固量达到20%后停机，通过排料泵9将所述循

环浓缩罐4和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中残存的浓缩液全部排出，送入浓缩液罐12中；最终得

到透明清澈的滤出液1865L，COD为684mg/l；得到浓缩液65L，固含量20%。

[0026] 清洗过程：每批分离过程结束后，为恢复系统的过滤能力，使下一批乳化液分离顺

利进行，需要对系统进行清洗：

（1）进行水冲洗：打开冲洗进料阀V7，冲洗水从冲洗罐11中流出，经清洗泵13送入清洗

管道L7中；此时，进料阀V3关闭、循环泵6、循环回流阀V6和产水阀V5关闭，清洗阀V9和冲洗

排放阀V10打开；冲洗水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中，冲洗出的废水流经冲洗排放管L8流

入滤出液储槽8中；

（2）进行化学清洗：温度为65℃、质量分数为5%的NaOH溶液作为CIP清洗液；打开清洗进

料阀V8，清洗液从CIP清洗罐12中流出，经清洗泵13送入清洗管道L7中；此时，进料阀V3关

闭、循环泵6、循环回流阀V6、产水阀V5和冲洗排放阀V10关闭，清洗阀V9、清洗回流阀V11和

清洗产水回流阀V12打开；清洗液进入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中，清洗液流经清洗回流管L9

流回CIP清洗罐，产水流经清洗产水回流管L10流回CIP清洗罐；

（3）重复步骤（1）再进行一次水冲洗；即可完成清洗过程。

[0027] 实施例2

国内某民企稀丙烯酸乳液处理回用小试。稀丙烯酸乳液的处理量2000L，处理的丙烯酸

固体含量0.5%，电导率429us/cm，pH值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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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为：

（1）稀丙烯酸废液送入原液罐1储存，由原液泵2送入150um的滤袋过滤器3中过滤，再送

入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

（2）所述循环浓缩罐4中的丙烯酸废液由所述进料泵5送至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与回

流的浓缩液混合后，通过所述循环泵6送至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在所述循环泵6的推动

下，丙烯酸废液在管式无机超滤膜7的内表面平行流动，在进料泵5的压力（0.38MPa）下水和

小分子物质透过滤膜被分离，作为滤出液送入所述滤液贮罐8中；丙烯酸乳液被截留后作为

浓缩液排出所述第一循环管路L1；初始膜通量250LMH，浓缩终点的膜通量40LMH；

（3）进料泵流量的1/4的浓缩液通过所述浓缩管道L5回流至所述循环浓缩罐4，与新鲜

的丙烯酸废液混合，其余的浓缩液通过所述第一循环回路L1和所述第二循环回路L2回流至

所述循环泵6的吸入口循环过滤；浓缩的过程中，料液的温度由初始的30℃上升至65℃；

（4）所述循环浓缩罐中的丙烯酸乳液的含固量达到20%后停机，通过排料泵9将所述循

环浓缩罐4和所述管式无机超滤膜7中残存的浓缩液全部排出，送入浓缩液罐12中；最终得

到透明清澈的滤出液1955L，COD为576mg/l；得到浓缩液45L，固含量22%。

[0028] 清洗过程：每批分离过程结束后，为恢复系统的过滤能力，使下一批乳化液分离顺

利进行，需要对系统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与实施例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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