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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真空低温蒸馏工艺进行废乳化液处置的中试试验，探讨真空低温蒸馏工艺处置不同来源、类型与浓度废乳化液的技术经济可行

性。结果表明：真空低温蒸馏工艺处理废乳化液的 COD 去除率可在 96 %以上，对于不同类型废乳化液的浓缩倍率在 6 倍左右；真空低温蒸馏

工艺处置废乳化液成本在 300 元/吨左右，较传统蒸发工艺可节约成本近 50 元/吨。真空低温蒸馏工艺处理效果好、操作简单、经济性好，在废

乳化液处置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废乳化液；真空低温蒸馏；浓缩倍率；中试研究；技术经济评价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1865(2019)01-0034-02 

 

Piloting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Vacuum Distillation at Low Temperature 

for Waste Emulsion Disposal 
 

Hu Na
1
, She Lingling

1
, Yao Minghui

2
, Hu Jiukun

1
, Ge Zhaowei

2
, Liu Ruiping

3 

(1. Technical Department Dongjiang Environment Co., Ltd., Shenzhen 518000；2. Technical Department Jiaxing Deda Resources Recycling Co., 
Ltd., Jiaxing 314000；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quatic Chemistr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vacuum cryogenic distill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disposal of the waste emulsion by piloting 

experiments. The concentrating efficiency towards different waste emulsion produced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COD concentrations 

is evaluated and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was evaluated thereafte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vacuum cryogenic distillation equipment may achieve the 

COD removal of as high as over 96 %, and the obtained concentration ratios were near to 6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waste emulsions. The operation cost of electricity, 

labor, and accessories is calculated to be 300 RMB to dispose 1 ton emulsion, which is near to 50 RMB low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distillation process. The vacuum 

cryogenic distillation process achieves good performance, and is potentially valuable for the disposal of waste emuls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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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液是一种含矿物油的半合成加工液，可作为冷却、润滑

与传递压力介质，广泛应用于机加工、金属压延、冶金等行业的
切削、研磨等工艺过程。经过多次循环使用后，乳化液会发生不
同程度的酸败变质，性能降低，形成废乳化液。废乳化液总排放
量较小，但COD、浊度、含油率高[1-2]，污染强度大，已被国家列
为危险废物，编号为HW09

[3]。废乳化液常见处置方法有气浮法、
膜分离法、酸化法、电化学法、化学氧化法、生化法等[4-5]。不同
处置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但往往需要多种方法联合使用才能达到
良好处置效果。此外，随着生产技术提高，乳化液稳定性也越来
越高，导致高浓度、乳化严重的废乳化液存在破乳困难、二次固
废产量大、效率低、生产操作复杂等问题。 

真空蒸馏亦称“减压蒸馏”，在真空低温的环境下蒸发、冷
凝、分离净化处理废乳化液。由于其工艺是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
所有单元操作处在密闭体系，有望彻底满足废液零排放要求，且
其可大幅降低废液体积，提高污染物浓度，这对于简化后续乳化
液处置、实现乳化液资源化具有重要意义[6]。但是，迄今为止，
真空低温蒸馏工艺在危废行业废乳化液中的应用鲜有报道。 

本研究以浙江某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收置的不同类型废乳化液
为研究对象，采用中试试验较为系统评价了真空低温蒸馏工艺对
废乳化液COD去除效果，并对浓缩倍率、经济成本构成等进行了
探讨。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废乳化液来源与性质 
 

表1  废乳化液性质表 
Tab.1  The Properties of Waste Emulsion 

序号 废液来源 COD/(mg/L) pH 颜色 

1 金属制品业 29286 6.5 乳白色 

2 金属制品业 82573 8.3 灰白色 

3 金属制品业 82921 8.3 灰白色 

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4643 9.0 深灰色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0751 6.5 深灰色 

 
 

废乳化液取自浙江某危废处置场收纳的废液，选取低、中、
高等5种不同COD浓度的废乳化液进行试验。实验所用的废乳化
液主要成分参数如表1所示。 
1.2 操作过程与实验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真空低温蒸馏中试设备原理如图1所示，其运
行操作过程如下：首先，开启设备，进料至蒸馏釜，当蒸馏釜中
废液体积至约150 L时停止进料；之后，开启储水箱进水阀，进自
来水至高水位后关闭进水阀；开启真空泵，之后开启循环泵，废
液循环时通过热交换对废液进行加热升温。当蒸馏釜中负压约为
0.096 MPa、且温度在30~40 ℃时废液开始蒸发，产生的蒸汽经内
置冷凝管冷却后形成冷凝水进入储水箱。随着蒸馏釜中废液不断
浓缩，蒸馏出水速度逐渐降低。当废液浓缩至一定程度时，排料
回收剩余乳液进行后续集中处置。 

针对每种废乳化液样品，选择约800 L进行试验；实验过程中
每隔2 h取样，测定蒸馏出水COD浓度，直至800 L废乳化液处理
完毕。 

 

 
1. 蒸发器；2. 水泵；3. 热泵压缩机；4. 冷凝器；5. 真空泵；6. 膨胀阀 

图1  真空低温蒸馏设备原理图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vacuum cryogenic dist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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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算方法 

COD去除率和浓缩倍率计算方法如式(1)和式(2)所示： 
COD去除率=(样品处理前COD-样品处理后出水COD)/样品处理

前COD                                               (1) 
浓缩倍率=样品进液量/浓缩液排出量                  (2) 

2 结果与讨论 
2.1 COD去除效果 

分别针对表1所述的5种废乳化液进行实验，蒸发浓缩完毕后
取样，测定最终出水蒸馏水COD浓度，结果如图2所示。 

 

 
■蒸馏出水COD浓度；■COD去除率 

图2  不同废乳化液处置后COD去除效果 
Fig.2  Removal efficiency of COD after disposal of different waste 

emulsion 
 
从图2可以看出，真空低温蒸馏对不同浓度范围的废乳化液都

有很好的COD去除效果。对于不同类型废乳化液，出水COD浓度
均可维持在2000 mg/L以下，而COD去除率可在96 %以上，特高
浓度废乳化液的COD去除率甚至可达99 %以上。一般而言，常温
蒸发对有机废液COD去除率为85 %~95 %之间，低温蒸发浓缩工

艺能更为有效地去除高浓度有机废液中的有机物，这可能是由于
真空负压条件更利于水分子蒸发逸散所致。 
2.2 废液浓缩倍数 

图3给出了低温蒸发浓缩工艺处理不同废乳化液的浓缩倍率。
可以看出，不同废乳化液的浓缩倍率有一定差别，这可能与废乳
化液的性质有关。总的说来，不同废乳化液的浓缩倍率基本6倍左
右。结合图2所示的COD去除率效果可以看出，低温负压条件下
高浓度废乳化液有机物可有效去除，但由于原液有机物浓度较高，
导致浓缩倍率仍相对较低。 

 

 
■废液原始COD浓度；■浓缩倍率 
图3  不同废乳化液浓缩倍率 

Fig.3  The obtained concentration ratiosof different waste emulsion 
 

2.3 处置成本分析 
真空低温蒸馏浓缩工艺的直接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电、辅料(添

加剂)、人工等，在设备正常运行条件下(不计设备损耗、折旧)，
每吨废乳化液的直接处置成本如表2所示。 

 
表2  真空低温蒸馏浓缩工艺成本分析表 

Tab.2  The cost analysis of vacuum cryogenic distillation process 

序号 项目 单位 
真空低温蒸发浓缩工艺 传统蒸发浓缩工艺 

吨废液消耗 成本(元/吨) 吨废液消耗 成本(元/吨) 

1 电 Kw/h 230 234 20 20 

2 辅料 Kg 0.55 38 0 0 

3 人工 人 1 24 1 24 

4 蒸汽 吨 0 0 1.1 296 

5 合计 296  340 

 
可以看出，真空低温蒸馏浓缩工艺处理废乳化液的直接运行

成本为 296元/吨。其中，处置每吨废液的电耗为 230度电，约合
234元/吨；辅料与人工费用分别为 38元/吨和 24元/吨。对比而言，
传统蒸发浓缩工艺电耗仅为 20 度电/吨，远低于真空低温蒸馏浓
缩工艺，但每吨乳化液需要蒸汽 1.1 吨，约合成本为 296 元/吨。
传统蒸发浓缩工艺的直接运行成本为 340元/吨，较真空低温蒸馏
浓缩工艺高 44 元/吨。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成本分析未考虑初期
设备投资与折旧、废乳化液预处理、浓缩液处置、蒸馏出水处理
等成本。 

3 结论 
真空低温蒸馏浓缩工艺中试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蒸发浓缩

工艺相比，该工艺处理废乳化液具有如下优势：(1)COD去除率高，
平均COD去除率在96 %以上，高浓度废乳化液则可高达99 %以
上；(2)系统运行温度和压力低，可降低热损、避免结垢，热利用
效率高；(3)运行成本相比于传统的蒸发浓缩工艺较低。真空低温
蒸馏浓缩工艺在废乳化液处置与资源化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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