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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

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将生产线上的乳化液引流

至蒸发箱中加热，受热的乳化液中的油分子由大

分子转化为小分子且浮于水的上层表面，通过撇

油带将油分子收集到油水分离箱内，蒸发箱内的

水通过泵作循环使用，分离箱内的油水进行分

离；为消除生产现场的废气，通过废气净化装置

进行净化处理，最后经一体化处理后的油、水和

废气实现达标排放。实施本发明方法，可以实现

把乳化液中的油水进行分离，废气得以收净，让

乳化液转化为具有回用价值的油料，也能使净化

系统处理后的废气达标排放，为轧钢过程和钢管

车丝行业乳化液油水分离和废气治理设备提供

升级换代，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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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生产线上的乳

化液引流至加热蒸发箱（2）中加热，加热蒸发箱（2）内设置热交换器，引流用的受液装置设

置在加热蒸发箱（2）的前端，受液装置将引入的含乳化液和水的流体流至加热蒸发箱（2）

内，加热时受热的乳化液中的油分子由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且浮于水的上层表面，然后通

过撇油带将油分子从加热蒸发箱（2）的前端拖曳至尾端，使浮于表面的油分子被收集在油

水分离箱（3）待处理，加热蒸发箱（2）内的水经过设置在箱体下方的管道与阀门，通过泵返

送至喷射系统供作循环使用；

油水分离箱（3）受撇油带刮入的油水进行分离，油水分离箱（3）内装有油毡和数个液位

传感器，当油水中的油分子堆积在油毡上方达到设定量的时候，此时油水分离箱（3）内的沉

淀水在油毡的下面由传感器触发水泵抽引，抽引沉淀水经过底部过滤管滤清后抽至加热蒸

发箱（2）内作循环使用，油水分离箱（3）内的油由分离箱内的浮力吸油装置通过连接管道负

压吸入储油罐（4）内作回收利用；

为了消除生产现场蒸发与逃逸的废气，在加热蒸发箱（2）、油水分离箱（3）和储油罐（4）

位置设置废气净化装置，以使废气进行充分的净化处理，最后经一体化处理后的油、水和废

气可以实现达标排放。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蒸汽能源加热。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石墨能源加热。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电能源加热。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引流用的受液装置呈长方形漏斗状。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水分离箱（3）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中段传感器（308），且位于油水分离箱

（3）中段偏下，传感器的靶心对准分离箱内的油毡。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水分离箱（3）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上液位传感器（307）。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水分离箱（3）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下液位传感器（309）。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废气净化装置是沸石废气净化装置（5），在净化箱体（501）内设置蜂窝状沸石吸收层

（505），在废气风机（507）的抽吸下，吸入的废气经过蜂窝状沸石吸收层（505）过滤，由连接

管道排放至外排烟囱（509）向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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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行业，涉及冷热轧轧钢时表面喷射的乳化液、钢管管口车丝喷射

的乳化液油水分离的净化系统，特别涉及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社会正在积极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创新型社会，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已成为各大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对于冷热轧轧钢生产线与钢管管口车丝生产线，

使用乳化液冷却润滑的油气分离与废气净化处理，正在受到行业关注。

[0003] 轧线在轧制钢板时，需要喷射大量的乳化液给予板面润滑与冷却，用以防止轧辊

与钢板接触时造成热划伤而引发钢板表面质量问题。钢管管口车丝同样需要喷射大量的乳

化液进行润滑和辅助降温，防止车刀过热引发车刀破口，并影响到生产的连续性作业。

[0004] 传统的乳化液处理是直接让其流入冲匝沟与工业废水汇合，由能源环保部门集中

处理；也有采用油水分离装置进行简单处置，造成现场异味难闻，该异味的油烟气影响到工

作场所环境质量，若被人体长期吸入肺中可导致化学性肺炎，长期或反复接触可造成皮炎，

严重危害到职工的身心健康。因此，需要对这部分油、水、气进行综合治理，以追求环境优美

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价值取向。

[0005] 有鉴于此，冷热轧轧钢和钢管行业净化领域科研人员致力于研发一种涉及乳化液

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装置，以改进冷热轧轧钢和钢管行业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

治理设备，进行升级换代。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任务是提供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将生产

线上的乳化液引流至蒸发箱中加热，受热的乳化液中油分子浮于水的上层表面，被收集到

油水分离箱内，蒸发箱内的水通过泵作循环使用，分离箱内的油水进行分离；为消除生产现

场的废气，通过废气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处理，最后使处理后的油、水和废气实现达标排放，

由此解决了轧钢过程和钢管车丝行业乳化液油水分离和废气治理所存在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将生产线上的乳化液引流至

加热蒸发箱中加热，加热蒸发箱内设置热交换器，引流用的受液装置设置在加热蒸发箱的

前端，受液装置将引入的含乳化液和水的流体流至加热蒸发箱内，加热时受热的乳化液中

的油分子由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且浮于水的上层表面，然后通过撇油带将油分子从加热蒸

发箱的前端拖曳至尾端，使浮于表面的油分子被收集在油水分离箱待处理，加热蒸发箱内

的水经过设置在箱体下方的管道与阀门，通过泵返送至喷射系统供作循环使用；

油水分离箱受撇油带刮入的油水进行分离，油水分离箱内装有油毡和数个液位传

感器，当油水中的油分子堆积在油毡上方达到设定量的时候，此时油水分离箱内的沉淀水

在油毡的下面由传感器触发水泵抽引，抽引沉淀水经过底部过滤管滤清后抽至加热蒸发箱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3893580 A

3



内作循环使用，油水分离箱内的油由分离箱内的浮力吸油装置通过连接管道负压吸入储油

罐内作回收利用；

为了消除生产现场蒸发与逃逸的废气，在加热蒸发箱、油水分离箱和储油罐位置

设置废气净化装置，以使废气进行充分的净化处理，最后经一体化处理后的油、水和废气可

以实现达标排放。

[0008]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蒸汽能源加热。

[0009]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石墨能源加热。

[0010] 所述热交换器使用电能源加热。

[0011] 所述引流用的受液装置呈长方形漏斗状。

[0012] 所述油水分离箱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中段传感器，且位于油水分离箱

中段偏下，传感器的靶心对准分离箱内的油毡。

[0013] 所述油水分离箱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上液位传感器。

[0014] 所述油水分离箱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下液位传感器。

[0015] 所述废气净化装置是沸石废气净化装置，在净化箱体内设置蜂窝状沸石吸收层，

在废气风机的抽吸下，吸入的废气经过蜂窝状沸石吸收层过滤，由连接管道排放至外排烟

囱向外排放。

[0016] 按本发明的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将生产线上的乳

化液引流至蒸发箱中加热，受热的乳化液中的油分子由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而浮于水的上

层表面，然后通过撇油带从蒸发箱的前端拖曳至尾端，将浮于表面的油分子收集在油水分

离箱内待处理，蒸发箱内的水通过泵返送至喷射系统供作循环使用。油水分离箱受撇油带

刮入的油水进行分离，分离箱内放置油毡，使油水中的油分子堆积在油毡上方，水沉淀在油

毡的下面由水泵抽引至蒸发箱内作循环使用，分离箱内的油由箱内上引的管道负压吸入储

油罐内作回收利用。为了消除生产现场蒸发与逃逸的废气，在蒸发箱、油水分离箱和储油罐

位置设置废气净化装置，以使废气进行充分的净化处理，经本发明一体化处理后的油、水和

废气可以实现达标排放。

[0017] 实施本发明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可以实现把乳化液

中的油水进行分离，废气得以收净，让乳化液转化为具有回用价值的油料，也能使净化系统

处理后的废气达标排放，为轧钢过程和钢管车丝行业乳化液油水分离和废气治理设备的升

级换代提供新的选项，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一体化装置中的加热蒸发箱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按图2所示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一体化装置中的油水分离箱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按图4所示的俯视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一体化装置中的储油罐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按图6所示的俯视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的一体化装置中的沸石废气净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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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附图标记：

2为加热蒸发箱，201为加热蒸发箱体，202为受油护板漏斗，203为蒸汽阀门，204为

蒸汽接管，205为热交换器进口端，206为热交换器出口端，207为蒸汽出气接管，208为出气

阀门，209为热交换器组件，210为循环水连接管，211为循环水阀门，212为撇油装置导轨A，

213为撇油装置导轨B，214为撇油装置，215为撇油带，216为撇油口导板；

3为油水分离箱，301为分离箱体，302为受油连接板，303为沉淀水接管，304为沉淀

水阀门，305为吸油接管，306为吸油阀门，307为上液位传感器，308为中段传感器，309为下

液位传感器，310为浮力油毡；

4为储油罐，401为储油罐体，402为吸油连接管，403为吸油透明软管，404为抽真空

接管，405为抽真空透明软管，406为真空泵连接管，407为真空泵，408为液位报警传感器；

5为沸石废气净化装置，501为净化箱体，502为废气吸入口A，503为废气吸入口B，

504为废气吸入口C，505为蜂窝状沸石吸收层，506为废气上引连接管，507为废气风机，508

为出气连接管，509为外排烟囱，510为废气捕集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0028] 参看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将生产

线上的乳化液引流至加热蒸发箱2中加热，加热蒸发箱2内设置热交换器，热交换器使用蒸

汽能源加热，或者使用石墨能源加热，也可以使用电能源加热。引流用的受液装置设置在加

热蒸发箱2的前端，如图1中所示，该受液装置呈长方形漏斗状。

[0029] 受液装置将引入的含乳化液和水的流体流至加热蒸发箱2内，加热时受热的乳化

液中的油分子由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且浮于水的上层表面，然后通过撇油带将油分子从加

热蒸发箱2的前端拖曳至尾端，使浮于表面的油分子被收集在油水分离箱3待处理，加热蒸

发箱2内的水经过设置在箱体下方的管道与阀门，通过泵返送至喷射系统供作循环使用。

[0030] 油水分离箱3受撇油带刮入的油水进行分离，油水分离箱3内装有油毡和数个液位

传感器，当油水中的油分子堆积在油毡上方达到设定量的时候，此时油水分离箱3内的沉淀

水在油毡的下面由传感器触发水泵抽引，抽引沉淀水经过底部过滤管滤清后抽至加热蒸发

箱2内作循环使用，油水分离箱3内的油由分离箱内的浮力吸油装置通过连接管道负压吸入

储油罐4内作回收利用。

[0031] 油水分离箱3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设有中段传感器308，且位于油水分离箱

3中段偏下，传感器的靶心对准分离箱内的油毡。油水分离箱3内安装的数个液位传感器中

还设置上液位传感器307及下液位传感器309，分别对流体的上液位及下液位作出感应。

[0032] 为了消除生产现场蒸发与逃逸的废气，在加热蒸发箱2、油水分离箱3和储油罐4位

置设置废气净化装置，以使废气进行充分的净化处理，最后经一体化处理后的油、水和废气

可以实现达标排放。

[0033] 如图1中所示，废气净化装置是沸石废气净化装置5，在净化箱体501内设置蜂窝状

沸石吸收层505，在废气风机507的抽吸下，吸入的废气经过蜂窝状沸石吸收层505过滤，由

连接管道排放至外排烟囱509向外排放。

[0034] 为了说明本发明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所涉及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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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置，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描述该一体化装置的具体结构。

[0035] 参看图2和图3，加热蒸发箱2设有加热蒸发箱体201，加热蒸发箱2前端设置引流用

的受液装置，受液装置装有受油护板漏斗202。加热蒸发箱2内设置热交换器组件209，热交

换器组件209位于加热蒸发箱2内的下部。加热蒸发箱2内还设置位于含乳化液和水的流体

之上的撇油装置214以及撇油装置导轨A212和撇油装置导轨B213，撇油装置214装有撇油带

215，撇油装置214运行在撇油装置导轨上，撇油带215将浮于流体上层表面的油分子从加热

蒸发箱前端拖曳至尾端，在加热蒸发箱2尾端与撇油带215相平行的位置安装撇油口导板

216，导出油分子并进入油水分离箱3。

[0036] 加热蒸发箱2通过一些阀门、连接端口和管件进行工作，其中有蒸汽阀门203、蒸汽

接管204、热交换器进口端205、热交换器出口端206、蒸汽出气接管207、出气阀门208、循环

水连接管210、循环水阀门211。

[0037] 参看图4和图5，油水分离箱3设有分离箱体301，油水分离箱3内设置上液位传感器

307、中段传感器308和下液位传感器309，中段传感器308位于油水分离箱3中段偏下位置，

浮力油毡310安置浮于流体上层表面，传感器的靶心对准分离箱内的浮力油毡310。上液位

传感器307设置在中段传感器308之上，下液位传感器309设置在中段传感器308下方。

[0038] 与加热蒸发箱2邻接的油水分离箱3前端安装受油连接板302，浮力油毡310连接吸

油接管305，吸油接管305通向油水分离箱3后端并安装吸油阀门306，油毡上的油分子通过

接管被抽吸到分离箱后端通入储油罐4。油水分离箱3还安装有沉淀水接管303和沉淀水阀

门304，便于适时抽引沉淀水。

[0039] 参看图6和图7，储油罐4设有储油罐体401，储油罐4安装有吸油连接管402、抽真空

接管404、真空泵407以及液位报警传感器408。吸油连接管402连接吸油透明软管403，抽真

空接管404连接抽真空透明软管405，真空泵407与真空泵连接管406连接，再按序连接抽真

空透明软管405。真空泵407通过连接管道将油水分离箱3内的油抽吸入储油罐4作回收利

用。

[0040] 参看图8，沸石废气净化装置5设有净化箱体501、蜂窝状沸石吸收层505、废气风机

507、废气吸入口、废气上引连接管506、出气连接管508以及外排烟囱509。蜂窝状沸石吸收

层505安装在净化箱体501内，废气吸入口通过管道与净化箱体501连接。净化箱体501顶部

连接废气上引连接管506，废气上引连接管506连通至废气风机507，出气连接管508一端连

接废气上引连接管506，另一端连接外排烟囱509。

[0041] 如图8中所示，废气吸入口可以设置为废气吸入口A502、废气吸入口B503、废气吸

入口C504，在废气吸入口B503和废气吸入口C504的进口端加装废气捕集罩510。在废气风机

507的抽吸下，从废气吸入口吸入的废气通过连接管道最后由外排烟囱509向外达标排放。

[0042] 综上所述，实施本发明的乳化液油水分离与废气净化的一体化处理方法，可以实

现把乳化液中的油水进行分离，废气得以收净，让乳化液转化为具有回用价值的油料，也能

使净化系统处理后的废气达标排放，为轧钢过程和钢管车丝行业乳化液油水分离和废气治

理设备的升级换代提供新的选项，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0043] 当然，本技术领域内的一般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上述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

明，而并非用作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上述实施例的变化、

变型等都将落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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