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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西安瑞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金 500 万元。是目前国内领

先的废水资源化回收利用及油水分离系统的设计者、供应商和服务商。 

    公司做为中美合资亚太区总公司—正昌伟思(亚太）有限公司在中国西北(陕西、宁夏、

青海、新疆、甘肃）的总代理商，经营正昌公司所有的产品、服务以及市场拓展。正昌集

团的伟思振动膜处理技术在废乳化切削液浓缩和排放、印制废水中高价值染料的回收、线

路板 PCB 显影废液回用染料回收、太阳能晶圆切割液废液回用等行业具有卓越的使用性

能。 

公司致力于废水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开发、石油化工领域精细油水分离、湿法冶金的

有色金属萃取有机相回收等现代化水处理技术；公司对新材料的开发及相应水处理技术装

备的研究、成套撬装装备的生产制造和技术服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目前废水资源

化技术领域已有包括比亚迪汽车、惠安化工、上海固废处理中心等国内诸多企业客户。油

水分离系统已有中海油、中石油、延长石油，长庆油田，华北油田、陕西煤业化工、陕西

有色金属、中国黄金、中航集团、金川集团、包钢稀土、美国 Flour 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客户。 

    多年来公司出色的产品表现，优质的配套服务以及良好的商业信誉，让我们在市场中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并逐渐引起广大海外客户的关注。 

    我们始终坚信“最好的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先进，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客户生产的实

际问题”，不断在用户的生产现场探寻最佳的解决方案，持续贴近现场工作人员优化产品

设计，坚持做连接新技术与用户生产实际的桥梁。 

2 设计说明 

    本方案针对西安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废乳化切削液水质情况以及处理要求，制定合理

的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以实用、经济、可靠为原则，采用高效率、低能耗的处理设备。 

2.1 设计原则如下 

    技术合理：采用先进成熟、经济高效的处理工艺技术，对废液变化适应性强，出水达

标稳定性高，实现废水处理达到回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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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自动化程度，简化管理，操作管理方便，设备可靠。根据建设企业发展的总体规

划和排水规划以及水环境保护的目标，合理规划建设规模，合理布局，占地面积小。 

3 设计方案 

3.1 废乳化液处理工艺简图 

 

 

 

 

 

 

  

 

 

 

3.2 工艺流程描述 

废乳化液是极其难处理的化学污染，COD 含量极高，切油水深度乳化，深度处理达标

排放成本较高，使用纳滤（NF)可除油除固避免排放，过滤图谱如下： 

 

 

 

 

 

   废乳化液 

   筛网 

VSEP 震动薄膜纳系统    20% 

   浓液 

   危废处理 

    80%滤液 

 回配切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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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以看出，使用纳滤过滤精度为 0.001~0.01um，纳滤(NF)是一种介于反渗透和

超滤之间的压力驱动膜分离过程，纳滤过程对单价离子和分子量低于 200 的有机物截留较

差，而对二价或多价离子及分子量介于 200～500 之间的有机物有较高脱除率，基于这一特

性，基于这一特性，纳滤过程主要应用于水的软化、净化以及相对分子质量在百级的物质

的分离、分级和浓缩（如染料、抗生素、多肽、多醣等化工和生物工程产物的分级和浓缩）、

脱色和去异味等。使用 NF 可以去除乳化液中的乳液/乳胶、细菌、细粉尘、溶剂、色素等

物质，实现乳化废水的分离回用。 

废乳化液的污水治理，采用现有的膜处理技术各有限制和不足。膜的发展一直受到低

抗阻塞，低浓缩比限制，绝少能成功应用于废工业水处理上。采用伟思振动膜过滤技术可

以抗阻塞，增大浓缩比有效解决废乳化液处理难的问题。 

3.3 VSEP震动薄膜超滤系统的技术优势 

    VSEP 是新一代革命性技术膜分离技术，有别于传统膜分离技术，VSEP 系统借助超频

震动，在膜表面产生剪切力，从而大大减小淤塞，并能减低整体运营成本。 

http://baike.so.com/doc/2956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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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VSEP膜分离技术具有如下特点： 

a. VSEP是一次性过滤，无需多次循环操作； 

b. VESP分离浓缩过程不发生相变，也没有相变的化学反应，所以能耗少； 

c. 膜分离过程不需要从外界加入其他物质，可以节省原材料和化学药品； 

d. 膜分离过程一种物质得到分离，另一种物质被浓缩，分离与浓缩同时进行，从而回收

有价物质； 

e. 根据膜的选择透过性和膜孔径大小不同，可以将不同粒径的物质分开，大分子与小分

子物质分开，因此使物质得到纯化，而不改变他们的原有属性； 

f. VSEP膜分离工艺适用性强，处理规模可大可小，操作维护方便，实现全自动化控制； 

g. VSEP膜清洗是一种专利技术，其过程也可以实现全自动控制。 

3.3.2 VSEP与传统膜技术比较 

为减少膜污染引起的通量下降，膜分离系统在操作方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深度过滤

和交错流过滤。 

    深度过滤类似于粗过滤，被截留微利都沉积在膜表面上，随着过滤进行而形成滤饼，

滤芯一次性使用，一般适用于小规模和含固量低的液体。 

    在交错流操作中，进料流体的流动方向与膜平面方向平行，由于流体在一定流速下会

产生湍流，膜表面会产生剪切力，使部分沉积在膜表面上的微利重新返回流体。增大流速

可以提高湍流程度而降低边界层厚度，使污染程度减轻，但实际操作中受剪切力低和膜的

耐压能力所限制，而且能耗增加，因此膜污染仍不能得到有效改进。 

    VSEP 采用整栋操作方式使沉积在膜表面的微粒返回流体，能够有效的解决膜污染的

问题。VSEP 有一个震动体系，由扭力杆和偏心振动器和上端的膜组件组成，VSEP 的膜组

件内包括多张薄膜，平行排列，并以垫片分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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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器上安装电动机和偏心轮，在电动机驱动下产生偏心运动，振动器因配重而产生一定

的惯性力矩，扭力杆另一端因自重而产生反方向的惯性力矩，一定惯性力矩产生一定振幅，

一定振幅可以给膜表面流体产生一定剪切力。VSEP 震动膜产生的剪切力比传统的错交流

产生的剪切力高出 10 倍。 

    高剪切力的好处：防止多种物质淤塞，膜表面不会形成凝胶层，大大增加过滤效率，

减少薄膜清洗费用，延长薄膜使用周期。因高剪切力使薄膜的处理量增加到原来的 1.5~3

倍。高剪切力实现了物料的一次性过滤，而无需多次循环过滤。高剪切力可处理高含固量

料液，可获得很高的浓缩度。高剪切力提高了回收量，一次性回收率可达到 95%。 

VESP 过滤系统与传统错交流过滤系统抗污染原理示意图如下： 

 

VESP 过滤系统与传统错交流过滤系统抗污染性能比较 

主要性能 传统错流式过滤系统 VESP过滤系统 

操作压力 高 低 

污垢积聚 多 少 

回收率（%）以纳滤计 50% 80% 

薄膜冲洗周期 短 长 

占地面积 1 1/10 

能源耗用效率 25~30% 95~98% 

适用范围 含固量低 高含固含油 

 

3.4 设计进出水指标 

    根据业主要求，设计处理废乳化液量为 40t/月，通过对西安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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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乳化液水样进行的试验分析，得到如下数据（单位：mg/L）： 

设计出水指标： 

项  目 进水指标（mg/l） 设计处理出水指标（mg/l） 

COD 300000 5000 

浓缩比 100% 80% 

PH 7~8 7~8 

悬浮物 依实际情况 ≦5 

3.5 设备选型 

3.5.1 设备的主要部件 

机架:2" 钢管结构，表面经环氧树脂喷粉处理，以防止化学或风雨侵蚀。 

震动器:此专利组件含一个10-20HP马达，马达驱动偏心轮，产生偏心运动。扭力弹簧

将剪切力传至膜组。 

管道:可采用雪弗龙、PP、聚氯 乙烯、不锈钢等材料，视乎个别情况。 

膜组:VSEP 膜组外壳采用高级玻璃钢，内藏不锈钢片、PP或kynar疏水层再用环氧树

脂密封。正昌可配合各类现有的薄膜材料。 

薄膜:膜孔径范围很宽，可按过滤图谱查考适用级别。反渗透级(RO)可分离98%以上的

溶解物。纳滤级(NF)可分离10%-98%以上的溶解物。超滤级(UF)主要是分离分子量在1000

至100,00da或一些不溶解悬浮物。微滤级(MF) 主要是分离0.05至3.0微米的悬浮物或沉淀

物。VSEP i 系列膜组膜面积由450至1500平方呎，圆盘有效直径19吋。整套膜组由正昌生

产及质量检定。 

电控:VSEP的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国际著名品牌，控制箱达到NEMA4防水级或以上。 . 控

制的精密度按个别应用的复杂性而定。对一些简单的过滤，输出点和输入点较少，控制比

较简单。对一些要求高的浓缩，可能需要较精密的控制。VSEP 浓缩比是利用压力或流速

控制浓液排出口的大小。控制系统亦结连清洗系统，可全自动或半白动控制各冲洗步骤和

警号装置，亦可连结网上遥距监控。正昌多年来改善VSEP的控制系统，尽量提高可靠度，

减低人为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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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系统CIP:CIP是一组预接管道、阀门、罐、泵等，用程控各冲洗步骤。清洗剂按

不同的结秽有不同的选择。管道可采用雪弗龙、PP、聚氯 乙烯、不锈钢等材料。 

3.5.2 设备选则型号 

设备型号为我公司P系列具体指标如下所示： 

型号 P 喉管  

机身尺寸： 
约 76cm X 61cm X 

194cm 
最大可受压力： 41 bar 

机体重量： 273 kg(已包括薄膜模块) 喉管材质： 1/2英寸316L 不锈钢喉管 

过滤面积： 16.6平方英尺 震动系统声量  

操作温度： 4-90°C 最大声量： 80分贝 

操作压力：纳滤 約 2-3.5MPa 供电要求  

pH 值限制： 1~13 供电电压： 380V AC 3相 50Hz 

弹性体材质： 
EPDM 最大负载电流： 20A 

(另可选用 BUNA 或 Viton) 外界温度  

钢盘片材质： 
304L 不锈钢 (另可选用

316) 
操作时外界温度： 0-40°C 

正常负载电流： 1.5A 储存外界温度： 0-40°C 

 

4 供货范围及相关参数 

4.1 使用方提供 

电源：380V，3相5线；频率：50Hz；总功率：5 KW以内 

电源需要提供到现场配电箱总制进线端，水管需提供到设备1米范围内。 

1个2m³的切割液混合储槽），1个2m³过滤后液储槽，以及1个1m³的浓缩液储槽和1m³

的清洗液储槽。 

4.2 设备运行条件 

本套设备需要安装在室内，避免阳光直射。 

http://www.dunwellgroup.com/ProductsServices/DVMAT/VSEP/Images/P.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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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效益分析 

5.1 总体投资规模 

公司目前的废乳化液的产量约为40~50t/月，选用P系列每月处理量为54t，设 

备投资额约为80万元。 

5.2 设备运行费用（年度） 

设备年度运行时间每年为300天，则运行费用见下表： 

运行费用包括：电费、耗材及人工 

运行费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1 电耗 7200kw 1 7200  

2 清洗剂 44L 25 1100 每3天清洗一次 

3 人工成本   50000  

4 膜组  45000 22500 膜组2~3年更换一次 

年运行费用合计 80800  

5.3 设备年度经济效益 

设备年度运行时间每年为300天，浓缩度按照75%计算，则年度经济效益见下表 

项目 废乳化液处理量（t） 处置单价（元） 处置费用（万元） 备注 

现有处置方案 594 3000 178.2  

浓缩处置废弃物 118.8 3000 44.55  

运行费用 8.08  

直接经济效益 125.57  

直接经济效益=原处置费-现处置费-运行费=178.2-44.55-8.08=125.57万 

 

采用伟思震动膜技术减排废乳化液后，企业年处置费由原来的178.2万元降低至52.6

万元，直接经济效益为125.57万/年。设备设计使用寿命为十年，则可为企业创造经济价

值125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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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优势说明 

    本项目符合国家提出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战略方针。将废乳化液经过纳滤膜

过滤工艺处理后，实现废乳化液减量化排放，分离清液达到企业回配乳化液的要求，有利

于，节约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项目实施后，处理后的出水全部用于回用，减少企业

工业用水量，降低企业生产陈本，降低废水处理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地方环境建设。 

6 装置维修及故障解决 

6.1 保养 

   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延长其使用寿命，必须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 

使用前必须认真阅读说明书，熟悉机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运行参数应控制在规定的范围

内。 

做好运行记录，对设备的运转情况及出现的问题记录备案，有故障及时维修，不能带

病运行。 

经常检查罐体和管道的密封性能。 

    在腐蚀介质和潮湿的环境下工作的设备，要注意防腐、防潮，经常进行绝缘性和动作

可靠性检查，对动作不灵活或准确度差的元件一经发现要立即更换或修理。 

6.2 故障和处理方式 

    本方案在设计时，在处理前加筛网对固体物进行粗过滤，避免乳化液中的沉渣进入膜

组系统中对膜产生损伤。 

我公司一般有设备易损易耗件库存，设备如发生故障，可立即响应， 

7 设备检验、验收及质量安全控制程序 

7.1 技术文件控制  

    根据 ISO9001：2008 标准，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质量手册，在手册中规定了产品

的设计﹑制造﹑检测﹑安装调试和维护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质量管理手册为本公司质量

管理最高文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并持续改进，向客户证实本公司具有能力稳定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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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满足客户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产品。 

    根据质量管理手册，当采购部门下达采购任务后，根据所采购设备的大小、数量成立

专门的质量管理小组，进行管理和检查；并制定质量控制文件，编制质量控制程序，以控

制在生产加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需要进行改进的地方进行跟踪。在

生产过程中，纠正或预防在生产过程产生不合格品的几率。提供改进建议，以提高产品的

质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得到满足。 

7.2 原材料控制 

    技术部门提供设备所需材料的清单，包括材料名称，数量，规格，性能参数等。通过

与顾客的沟通，了解顾客的需求，结合公司的情况，下达给分包商最终的设备所需材料的

清单，由分包商提供所用材料的合格证明文件，包括材料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生产批

号，性能检测报告，出厂合格证等，分包商还要提供材料的采购时间，规格，检测报告，

入库单等。 

    我公司将对分包商提供的材料进行取样保留。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分包商使用的其他

材料，将根据实际情况，由我公司技术人员认可后，可以使用。所有的材料必须符合相应

的国家标准，当国家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用行业标准来代替。 

7.3 加工过程控制 

    在生产过程中，根据质量控制文件我公司现场技术人员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

行检查，填写相应质量报告，确定产品在每道工序加工完成后都能够达到设计要求。在产

品的重要零、部件加工完毕后要进行严格的检测，防止产品出现缺陷，影响到整个设备出

现问题。 

7.4 检测控制 

    产品加工完毕后，根据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相应的检测，填写相应的质量检测报

告。需要进行到有关政府部门备案的设备由分包商来完成，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7.5 贮存和运输控制 

    产品加工完成后，经检验合格后，进行贮存，在贮存前要进行相应的保护，或按客户

的要求进行防护，经过检查合格后，可以入库进行贮存。当产品组装成完整的设备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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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输到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时，在整个过程中，有专业人员进行全程跟踪，防止设备在

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降低设备的使用性能。 

8 售后服务 

8.1 保修期： 

    产品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 1 年，终身维护。 

8.2 验收标准： 

    浓缩度达到设计要求。 

8.3 技术指导： 

    我方负责提供安装相关的技术文件，使用方据此进行安装。如使用方有需要，我方可

以派遣技术人员根据使用方的要求对设备的安装、调试进行技术指导。 

8.4 免费培训： 

    为确保使用方顺利使用设备以及处理平时运行中各种异常，我方免费为使用方管理人

员、操作人员或维修工人提供培训。 

8.5 快速维修：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如发生使用方难于解决的较大故障，我方需接到请求起三个工作

日内进行处理。在保修期内，所有费用（差旅费）均由我方出具；如果是使用方操作不当

引起，我方只收取换用零配件的费用。保修期过后，只收取差旅费和更换零配件的费用，

免收检查费及服务费。 

8.6 跟踪回访： 

我方需对使用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如有必要可到现场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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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系方式 

西安瑞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大道豪盛花园 D 座 203 室 

联系人：孙鸿桥（总经理 18829580538）           党威（技术 18629654074/18966897937) 

电话：029-86217821 

10 附件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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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系列型号设备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