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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油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种类

1 用途 及分类1. 用途 及分类

2. 基本工作原理
① 主要部件 分离筒① 主要部件—分离筒

② 分水装置 和分杂装置

③ 分水机与分杂机的区别③ 分水机与分杂机的区别

④ 影响分离效果的因素

⑤ 分水机重力环的选择⑤ 分水机重力环的选择



用途用途
分油机是船舶燃油、润滑油的净化、提纯及污油再生的重
要设备。主要用于净化，去除水分和杂质。

尘埃 砂子 铁锈以及棉纱 填料等固体物质会污染燃尘埃、砂子、铁锈以及棉纱、填料等固体物质会污染燃
油。当粒度较大时，引起喷油系统故障，例如堵塞喷孔，
加剧精密偶件的磨损。即使粒度较小也会对气缸造成磨加剧精密偶件的磨损 即使粒度较小 会对气 成磨
料磨损，并易生成沉积物。

燃油被水污染，例如油舱漏水或加热盘管漏水等。
含水较多时 会引起燃烧性能恶化 使重油中的难燃部分燃烧时含水较多时，会引起燃烧性能恶化,使重油中的难燃部分燃烧时
间拖长，增加后燃，结果使气缸壁、活塞顶的温度升高形成更
多的沉积物。有资料指出：燃油含水7％时，活塞顶的温度约
升高50℃ 重油在喷油前的预热温度较高 较多的水还会使燃升高50℃。重油在喷油前的预热温度较高，较多的水还会使燃
油系统发生汽塞。

当重油被海水严重污染时，除会加剧喷油设备和高温区域的腐
蚀外 还会在活塞环区域 涡轮增压器格栅 排气管 扫气蚀外，还会在活塞环区域、涡轮增压器格栅、排气管、扫气口
和排气口等处形成大量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反过来又使燃烧条
件恶化，进而引起活塞环粘结、破坏润滑油膜、磨损加剧、燃
气泄漏 以至缸套裂纹等气泄漏、以至缸套裂纹等。



被海水污染后的燃油燃烧的沉积物被海水污染后的燃油燃烧的沉积物被海水污染后的燃油燃烧的沉积物被海水污染后的燃油燃烧的沉积物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①① 按结构按结构 碟碟((盘盘))式分离机式分离机和管式分离机和管式分离机 仅在结构上有些区仅在结构上有些区①① 按结构：按结构：碟碟((盘盘))式分离机式分离机和管式分离机和管式分离机。仅在结构上有些区。仅在结构上有些区
别，其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别，其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②② 按排渣操作方式：人工、手控、程控和连续排渣按排渣操作方式：人工、手控、程控和连续排渣②② 按排渣操作方式：人工、手控、程控和连续排渣按排渣操作方式：人工、手控、程控和连续排渣

–– 主要用途：主要用途：分水机分水机和和分杂机分杂机。分水机又称净化器，主要。分水机又称净化器，主要
用于净化油料中的水分，但也起分杂的作用；分杂机又用于净化油料中的水分，但也起分杂的作用；分杂机又用于净化油料中的水分，但也起分杂的作用；分杂机又用于净化油料中的水分，但也起分杂的作用；分杂机又
称澄清器，主要用于预净化油料中的固体杂质，而无分称澄清器，主要用于预净化油料中的固体杂质，而无分
水功能。水功能。

–– 净化对象：燃油分油机、润滑油分油机净化对象：燃油分油机、润滑油分油机

–– 连接方式：串联和并联。并联运行可以提高分油量，串连接方式：串联和并联。并联运行可以提高分油量，串
联运行不但可提高分油量，更可提高分油质量。在实际联运行不但可提高分油量，更可提高分油质量。在实际
应用中分油机串联运行时，多是应用中分油机串联运行时，多是分水机在前，分杂机在分水机在前，分杂机在
后后 即先净化器 后澄清器即先净化器 后澄清器后后，即先净化器，后澄清器。，即先净化器，后澄清器。





基本工作原理基本工作原理

离心式分油机，实际上是一离心式分油机，实际上是一
种加速沉淀设备。在离心力种加速沉淀设备。在离心力种加速沉淀设备。在离心力种加速沉淀设备。在离心力
场中实现油、水和杂质的沉场中实现油、水和杂质的沉
淀要比在重力场中沉淀的速淀要比在重力场中沉淀的速
度 效率大数千倍 其沉淀度 效率大数千倍 其沉淀度、效率大数千倍，其沉淀度、效率大数千倍，其沉淀
净化的质量也更高。净化的质量也更高。

容器高速旋转的转速一般达容器高速旋转的转速一般达
6000 8000r/min6000 8000r/min（故不能（故不能6000~8000r/min6000~8000r/min（故不能（故不能
轻易互换分油机的运动零轻易互换分油机的运动零
件），转筒的转速愈高，则件），转筒的转速愈高，则
油 水和杂质的分离就愈彻油 水和杂质的分离就愈彻油、水和杂质的分离就愈彻油、水和杂质的分离就愈彻
底，效率也愈高。底，效率也愈高。

由于离心分油机油料由于离心分油机油料分离量分离量由于离心分油机油料由于离心分油机油料分离量分离量
大，分离质量高，大，分离质量高，所以已被所以已被
船舶广泛采用，为船舶必备船舶广泛采用，为船舶必备
的辅助设备。的辅助设备。

离心式分油机的工作原理图
1-油料进口；2-集渣；3-重液出口；4-轻液出口；

的辅助设备。的辅助设备。



分水装置分水装置分水装置分水装置
将分离机的分离筒组装成能除去将分离机 分离筒 装成能除去
污油中水分和大的固体杂质。盘
架5的底部必须装上一只有孔的底
分离盘2。

① 引水：分离前，先从注油口注入
一定温度的水封水（来自热水压
力柜），形成紧贴于分离筒内壁
的水封层 封住上盘3的下边缘的水封层，封住上盘3的下边缘，
以防“跑油”，直到水从比重环4
处喷出后，停止注水。

② 缓慢注入油料：油料经各分离盘6② 缓慢注入油料：油料经各分离盘6
的上升通道进入各分离盘之间的
流道进行分离。

油水分界面Y-Y ：为了保证 佳油水分界面Y Y ：为了保证 佳
分离效果和分离量，Y-Y 好控制
在分离盘的外边缘附近。必须根
据油水密度差正确选定比重环。据油水密度差正确选定比重环



分杂装置分杂装置

以除去污油中杂质为主
的分离筒装置的分离筒装置

盘架的底部必须装上一
只无孔分离盘。油液只
能绕过分离盘底外边缘能绕过分离盘底外边缘
进入上面各分离盘。由
于外边缘半径较大，离
心力亦大 分离效果可心力亦大，分离效果可
提高2%~3%。

这种装置不加水封水，这种装置不加水封水，
亦不存在油水分界面，
因此在颈盖上部环形槽
内必须装上橡胶密封挡内必须装上橡胶密封挡
环，以防油料从出水口
排出。

分杂装置的结构简图
1-杂质；2-上盘；3-颈盖；4-橡胶密封挡环；5-盘架；
6分离盘；7-无孔底分离盘；8-分离筒



分水机Purifier与分杂机Clarifier结构上的区别
① 分水机盘架有一圈分配孔 分杂机无孔① 分水机盘架有 圈分配孔，分杂机无孔。

② 分水机有重力环和出油口、出水口，分杂机只有出油口，不需
要重力环。两者只需调换个别元件即可互相转换



影响杂质和水分分离效果的因素影响杂质和水分分离效果的因素

杂质和水分分离原理见图（详见备注）

提高分离质量：从原理上来说 希望分离盘提高分离质量：从原理上来说，希望分离盘
的间距要小；转速要高，流过分离盘的时间
要长。对既定的设备，要提高分离效果：

当油料中含有较多杂质时 应减少进油流量减少进油流量① 当油料中含有较多杂质时，应减少进油流量减少进油流量

② 将油料适当加热适当加热，降低油的粘度和密度，降低油的粘度和密度

对分离质量的判断对分离质量的判断：：卸下分离盘，观察其下对分离质量的判断对分离质量的判断：：卸下分离盘，观察其下
表面粘结的黑色粘液(是重质油液和固体粒
子的混合物)。

① 若粘液接近或达到分离盘的净油出口处 则① 若粘液接近或达到分离盘的净油出口处，则
流量应减少；

② 若无黑色粘液或只有少量黑色粘液粘结在分
离盘下表面的大半径处 则可加大流量离盘下表面的大半径处，则可加大流量。



分水机重力环的选择分水机重力环的选择

油水分界面Y-Y（圆柱面） ：
为了保证 佳分离效果和分离

Rf

量，Y-Y 好控制在分离盘的
外边缘附近。

根据油水密度差正确选定比重
pw根据油水密度差正确选定 重

环。由公式知，重力环内径Dw
可根据油的密度ρf来选择。油
的密度增大，重力环的内径Dww
则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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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装置的结构简图

1 杂质；2 有孔底分离盘；3 上盘；4 比重环；5 盘架；
fρ 1-杂质；2-有孔底分离盘；3-上盘；4-比重环；5-盘架；

6-分离盘；7-分离筒





二、分油机的结构和工作过程

1. 自动排渣原理和连续排渣装置原理1. 自动排渣原理和连续排渣装置原理

2. 手控自动排渣分油机 DZY-50 型和
MPX 309：

– 工作过程和操作方法

3. 带重力盘自动排渣分油机：WHPX、
MMPX型MMPX型

– 结构、原理 和操作方法

4 可控部分排渣带定量环全自动分油4. 可控部分排渣带定量环全自动分油
机：FOPX、LOPX、MFPX型

– 结构和工作原理图2-2-1

– 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图2-2-2





DE laval MPX309型自动排渣分油机
1-放油旋塞;2-观察镜;3-加油孔;4-计速器;5-刹车装
置;6-摩擦离合器;7-配水盘;8-弹簧托盘;9-滑动圈;10-
活动底盘;11-分离筒本体；12-分离盘;l3-锁紧环;14-
分离筒盖;15-盘架;16-溢油观察镜;l7-上盖；18-压紧
螺钉；l9-上集油盖;20-下集油盖;21-分油机体;22-控
制阀;23-上轴承;24-分离筒转轴；25-小螺旋齿轮；
26-水平轴;27-污油出口;28-大螺旋齿轮



配水盘
l-分离筒本体 ;2-活动底盘 ;3-配水
盘;4-分流圈；5导水座；6-内接管;7-
外接管外接管;
D-补偿用孔;E-排出和密封用孔;M-
通滑动圈上方的孔，供排渣用;N-通
活动底盘下方的孔

配水盘上的孔 只有 个 出配水盘上的孔D只有一个，出口
在配水盘3上部的圆周表面上，距离
转轴中心 远。斜孔E有八个，出

口在配水盘上端面上，距转轴中心
近近。
通滑动圈上方的孔M只有一个，

位于与分离筒本体1一起回转的分流
圈4上。孔M进口距转轴中心的距离
介于孔 的出 与孔 的出 之间

分离筒和自动排渣系统
1-复位弹簧；2-塑料堵头；3-导水套；4-分离筒本体；5活动底盘；
6-无孔分离盘；7-主锁紧环；8-分离盘盖；9-颈盖；10-橡皮挡圈；

介于孔D的出口与孔E的出口之间。11-小锁紧环；12-重力环；13-盘架；14--弹簧托盘；15-分流圈；16-
固紧螺母；17-配水盘;18-分离筒转轴；19-导水座；20-内接管;21-外
接管;22-控制阀；23-有孔分离盘；24-滑动圈；25-导水销；



密封3 开启1

补偿4 空位2

G泄空水需5 6

注意事项

滑动圈上方经G泄空 上行封F断断停车或排渣结束空位2

工作状况内管
（通D）

外管
（通E）

使用时刻控制阀
位置

至K出水即转4位。若久
停，水可进M，使滑动

G泄空水需5~6s

工作水由E、N通入动盘下，
分离筒密封；余下水由D泄

K
泄

进
起动至转速正常后
或排渣结束由“空

密封3
（过渡

滑动圈上方经G泄空，上行封F；
L开

断断停车或排渣结束空位2

水箱水位太高，水会进
M，使F、L误开

停，水可进M，使滑动
圈下移F、L误开

少量水经D、N补至动盘下进断补偿4 正常分油

分离筒密封；余下水由D泄
K泄

或排渣结束由 空
位”转“补偿”前

（过渡
位）

3s~5s有排渣声

M，使F、L误开

大量水经E、 M至动圈上方断进排渣开启1



连续排渣装置连续排渣装置连续排渣装置连续排渣装置
排渣装置：在筒壁上装有8~12个喷嘴，在排渣装置：在筒壁上装有8 12个喷嘴，在
分离筒底部有一个比重环

工作原理：被分离出来的水和淤渣从喷嘴
排出流入循环水箱 经沉淀 淤渣从水箱排出流入循环水箱。经沉淀，淤渣从水箱
底部排出，水则经过循环水泵从分离筒底
部送入。为保持油、水分界面稳定，不使
净油从喷嘴排出，循环水的充入量必须大循环水的充入量必须大净油从喷嘴排出，循环水的充入量必须大循环水的充入量必须大
于喷嘴的排出量，以补充分离筒内的水封于喷嘴的排出量，以补充分离筒内的水封
水，水，余下部分的水从开口的底部比重环溢
出流至循环水箱。出流至循环水箱

特点：特点：

①① 被分离出来的渣和水，可连续不断地从喷被分离出来的渣和水，可连续不断地从喷
嘴排出，简化了净化程序，提高了分离效嘴排出，简化了净化程序，提高了分离效嘴排出，简化了净化程序，提高了分离效嘴排出，简化了净化程序，提高了分离效
能。能。

②② 油料的密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无需更油料的密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无需更
换比重环，仅需改变循环水的温度换比重环，仅需改变循环水的温度((即改变即改变

连续排渣装置
l-顶部比重环；2-分离盘；3-油水分界面；4-分
离筒；5-底部比重环；6-循环水泵；7-循环水箱；

水的密度水的密度))，以确保油水分界面位置不变。，以确保油水分界面位置不变。
离筒；5 底部比重环；6 循环水泵；7 循环水箱；
8-喷嘴



αα--LAVAL WHPXLAVAL WHPXαα LAVAL WHPXLAVAL WHPX



手动操作方法手动操作方法手动操作方法手动操作方法

①① 起动和密封分离筒：起动分油起动和密封分离筒：起动分油
机，待达到额定转速后，打开机，待达到额定转速后，打开
阀阀1616 进行密封进行密封阀阀1616，进行密封，进行密封

②② 封水：开启进水阀封水：开启进水阀1010，出水口，出水口
55有少量水流出为准有少量水流出为准有 水 为准有 水 为准

③③ 分油作业：缓慢进油分油作业：缓慢进油
–– 若需补充密封水，可打开阀若需补充密封水，可打开阀1616进进

行行行行

④④ 排渣：停止进油，并进行内部排渣：停止进油，并进行内部
冲洗和赶油。打开水阀冲洗和赶油。打开水阀1515，油，油冲洗和赶油。打开水阀冲洗和赶油。打开水阀 55，油，油
渣从渣从66排出排出

–– 若需继续分油作业，可重复上述若需继续分油作业，可重复上述
操作 若需停机 便可直接停机操作 若需停机 便可直接停机操作，若需停机，便可直接停机操作，若需停机，便可直接停机



进油口

•取消了传统的重力环
净 油 出 口

出水口
水封水/置换水

•取消了传统的重力环，

以流量控制阀代替，与

EPC400控制单元、水分传

向 心 水 泵

向心油 泵

感器和排水阀等联合使

用。分油机开启、分离筒

密封后可直接进油 排渣向心油 泵

进口管

密封后可直接进油，排渣

时也无须停油，所分油的

密度 大可达1013kg/m3

•排水有两种情况：通过排水电

磁阀或排渣口

筒盖

泄水阀

开 启 水 腔

密 封 水 腔

配水盘



1、输入信号1、输入信号
PT1——温度开关（高

温）
PT2——温度开关（低

温）
温度传感器PT3 ——温度传感器

FS   ——低流量开关
F14 ——净油流量表
PS1 ——压力开关（净油

压力）压力）
PS2 ——压力开关（排渣

反馈）
XT1 ——温度传感器（排

渣口温度）渣口温度）
WT200 ——水分传感器图

2-2-3
按钮开关
2、输出信号
MV15 ——操作水电磁阀

（P1管）
MV16 ——补偿水电磁阀

（P2管）
MV10 置换水电磁阀MV10 ——置换水电磁阀
MV5   ——排水电磁阀
MV1   ——进油电磁阀
1.2------发光二极管
3 基本控制过程图2 2 43、基本控制过程图2-2-4





停止待分油进分油机，发出声光报警

关排水阀，

注入置

关排水阀
开排渣口

换水后
排渣



三、分油机运行管理三、分油机运行管理三、分油机运行管理三、分油机运行管理
1.1. 合理选择比重环合理选择比重环

22 确定 佳加热温度确定 佳加热温度2.2. 确定 佳加热温度确定 佳加热温度

3.3. 确定 佳分油量确定 佳分油量

4.4. 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4.4. 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

5.5. 热水清洗热水清洗

6.6. 手控自动排渣分油机操作要点（手控自动排渣分油机操作要点（DZYDZY--5050型）型）

①① 分油机起动前的检查工作分油机起动前的检查工作

②② 起动和运转起动和运转

③③ 排渣排渣③③ 排渣排渣

④④ 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

7.7. 全自动排渣分油机的操作要点全自动排渣分油机的操作要点

①① 起动前的检查起动前的检查

②② 起动和运转起动和运转

③③ 排渣排渣③③ 排渣排渣

④④ 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



合理选择比重环合理选择比重环

比重环又叫重力环，是离心式分油机正常工比重环又叫重力环，是离心式分油机正常工

作的重要部件。作的重要部件。

分油机出厂时配有分油机出厂时配有比重环比重环选择表或图，使用选择表或图，使用

时可时可根据比重或密度根据比重或密度及及加热温度加热温度进行选用，进行选用，时可时可根据比重或密度根据比重或密度及及加热温度加热温度进行选用，进行选用，

以保证分油机的分油效果，避免跑油。以保证分油机的分油效果，避免跑油。



确定 佳加热温度确定 佳加热温度
油料在分离前 要经过分油机加热器进行油料在分离前 要经过分油机加热器进行油料在分离前，要经过分油机加热器进行油料在分离前，要经过分油机加热器进行
加热，以降低粘度，提高杂质、水和油之加热，以降低粘度，提高杂质、水和油之
间的密度差，使油水混合物易于分离，提间的密度差，使油水混合物易于分离，提
高分离效果高分离效果高分离效果。高分离效果。

船用分油机著名制造厂船用分油机著名制造厂AlfaAlfa--LavalLaval提出，在提出，在
分油温度下，两者密度之差应不小于水密度分油温度下，两者密度之差应不小于水密度
的的1 61 6％ 据此确定％ 据此确定 0 9840 984是燃油在分油机是燃油在分油机的的1.61.6％。据此确定，％。据此确定，0.9840.984是燃油在分油机是燃油在分油机
中分离水分的极限密度。长期以来，海船一中分离水分的极限密度。长期以来，海船一
直遵循这个规定，取得了良好的实效。直遵循这个规定，取得了良好的实效。

加热温度加热温度必须保证将油料粘度降至必须保证将油料粘度降至加热温度加热温度必须保证将油料粘度降至必须保证将油料粘度降至
44.7mm44.7mm22/s(80s)/s(80s)以下。但是油温又不能太以下。但是油温又不能太
高，因为当温度超过一定值高，因为当温度超过一定值((一般为一般为9595℃℃))
时，分离出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而混入净时，分离出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而混入净时，分离出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而混入净时，分离出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而混入净
油中，甚至渗入分油机润滑油箱中。因此，油中，甚至渗入分油机润滑油箱中。因此，
在这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在这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 佳的加热温度佳的加热温度。。
这个温度取决于油料的闪点、水的沸点和这个温度取决于油料的闪点、水的沸点和这个温度取决于油料的闪点、水的沸点和这个温度取决于油料的闪点、水的沸点和
油料的品质，一般油料油料的品质，一般油料((如润滑油如润滑油))以不超以不超
过过8585℃℃为宜。各种低级重质燃油的为宜。各种低级重质燃油的 佳分佳分
油温度可查表油温度可查表。。



确定 佳分油量和分油温度确定 佳分油量和分油温度
分油机的分油量分油机的分油量(L/h)(L/h)与与
它的分离效果有一定的它的分离效果有一定的
联系。分油量越小，分联系。分油量越小，分联系。分油量越小，分联系。分油量越小，分
离效果越好。但是，分离效果越好。但是，分
油机的分油量必须满足油机的分油量必须满足
船舶的消耗量，所以不船舶的消耗量，所以不船舶的消耗量，所以不船舶的消耗量，所以不
能过分追求小的分油量。能过分追求小的分油量。

根据实践经验，根据实践经验，一般一般
佳的分油量多采用分油佳的分油量多采用分油佳的分油量多采用分油佳的分油量多采用分油
机额定分油量的机额定分油量的1/31/3；；重重

质燃油分油量为额定分质燃油分油量为额定分
油量的油量的1/21/2左右左右。。

可根据油料的品种，选可根据油料的品种，选
择加热温度、 佳分油择加热温度、 佳分油
量（量（30%~50%30%~50%）。）。量（量（ % %% %））





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选择 佳的工作方式

三种工作方式：三种工作方式：三种工作方式：三种工作方式：

①① 单机工作：处理全部流量单机工作：处理全部流量

②② 并联工作 处理总流量的并联工作 处理总流量的50%50%②② 并联工作：处理总流量的并联工作：处理总流量的50%50%
③③ 串联工作：前一台分水机，后一台为分杂机每台串联工作：前一台分水机，后一台为分杂机每台

处理全部流量处理全部流量处理全部流量。处理全部流量。
这种这种 方式效果 好，主要针对过去带有重力环分油机，方式效果 好，主要针对过去带有重力环分油机，

油水分界面随工作参数波动而变化的需要所采取的，若油水分界面随工作参数波动而变化的需要所采取的，若
前级分水效果差些后级的分杂仍能保持较好的分离效前级分水效果差些后级的分杂仍能保持较好的分离效
果。启动时须按分水机果。启动时须按分水机——分杂机顺序进行，停机时须按分杂机顺序进行，停机时须按
分杂机分杂机——分水机顺序。分水机顺序。

随着无重力环分油机的普及，不再使用串联方式，而多随着无重力环分油机的普及，不再使用串联方式，而多
采用并联方式。应注意分油机的供和排油管路（决定油采用并联方式。应注意分油机的供和排油管路（决定油
流量）应足够 其次在相关的管路中应设置单向阀 防流量）应足够 其次在相关的管路中应设置单向阀 防流量）应足够，其次在相关的管路中应设置单向阀，防流量）应足够，其次在相关的管路中应设置单向阀，防
止一台分油机工作时，发生油倒灌入另一台的情况。止一台分油机工作时，发生油倒灌入另一台的情况。



热水清洗热水清洗

当油料中的含水量不大于当油料中的含水量不大于6%6%时，为了去除油料中的时，为了去除油料中的

水溶性灰分水溶性灰分((一般燃油中多是钠的化合物 如氯化钠一般燃油中多是钠的化合物 如氯化钠水溶性灰分水溶性灰分((一般燃油中多是钠的化合物，如氯化钠一般燃油中多是钠的化合物，如氯化钠

等等))，在分离油料的同时，打开引水阀，把热水注入，在分离油料的同时，打开引水阀，把热水注入

分离筒清洗油料 清洗后的污水和油中的水分一起被分离筒清洗油料 清洗后的污水和油中的水分一起被分离筒清洗油料，清洗后的污水和油中的水分 起被分离筒清洗油料，清洗后的污水和油中的水分 起被

分离出来。注水量不可太多，约为分油量的分离出来。注水量不可太多，约为分油量的1%1%，热，热

水的温度要比油料的分离温度高水的温度要比油料的分离温度高55℃℃~6~6℃℃。。水的温度要比油料的分离温度高水的温度要比油料的分离温度高55℃℃ 66℃℃。。

在分离滑油时，也可以加热水冲洗，以便去掉机油中在分离滑油时，也可以加热水冲洗，以便去掉机油中

的酸，延长机油的使用期限的酸，延长机油的使用期限的酸，延长机油的使用期限的酸，延长机油的使用期限

考虑到形成乳化液问题，著名专家考虑到形成乳化液问题，著名专家ShellShell不主张推荐这种作不主张推荐这种作

法。应该提醒的是，分油机只能分离不溶于油的物质，对于法。应该提醒的是，分油机只能分离不溶于油的物质，对于

重油中存在的油溶性金属盐，分油机无能为力。重油中存在的油溶性金属盐，分油机无能为力。



分油机起动前的检查工作分油机起动前的检查工作

分油机是一种高速回转的机分油机是一种高速回转的机
械，起动前的检查工作极为械，起动前的检查工作极为
重要 首先 检查各转动部重要 首先 检查各转动部重要。首先，检查各转动部重要。首先，检查各转动部
件的灵活性，防止卡死。它件的灵活性，防止卡死。它
包括包括

打开机盖检查分离筒有无卡死打开机盖检查分离筒有无卡死
现象现象

刹车装置固定杆是否已脱开刹车装置固定杆是否已脱开刹车装置固定杆是否已脱开刹车装置固定杆是否已脱开

电动机轴是否卡死等。电动机轴是否卡死等。

检查齿轮箱润滑油是否适量检查齿轮箱润滑油是否适量

油泵处的油杯润滑油脂是否通油泵处的油杯润滑油脂是否通
畅畅

燃油分离油温是否合适等。燃油分离油温是否合适等。

参考图



起动和运转起动和运转
1) 起动：检查各部件均属正常后，起动电动机。
2) 分离筒的密封：

待分离筒达到全速（起动后约经5min），再把控制阀转到密封位置。当待分离筒达到全速（起动后约经5min），再把控制阀转到密封位置。当
看到工作水从指示管k流出时，表示分离筒的密封已经完成，再把控制阀
转到分油位置—补偿。

3) 引水封水：
油机 上端的 水阀 将水封水 离筒 水 察镜 水打开分油机 上端的引水阀，将水封水引入分离筒，当出水观察镜出水

时，关闭引水阀。表示分离筒内水封水已经建立。

4) 进油作业：
缓慢开启进油阀 逐渐增至所要求的分离量 同时应察看出水观察镜的缓慢开启进油阀，逐渐增至所要求的分离量。同时应察看出水观察镜的
情况。

进油阀不可开得太快，若突然加大进油量，则猛烈进入分离筒的油料可能冲破
水封区而引起大量跑油和溢油。当发生此类现象时，应立即切断进油，重新进
行水封 再缓慢进油行水封，再缓慢进油。

当采用分杂机时，在把分离筒密封好后，进油应该快一些。因为它没有水封区，
不存在油料将水封冲破的问题。而且，进油加快后，还能使油料中的杂质不易
沉淀在分离筒底的转轴附近，从而提高分离效果。

运行管理5) 运行管理：
力求保持油料加热温度、流量变化的稳定。保证分离效果良好

随时注意分油机工作状态。发现运转不正常或噪声和振动太大时，应立
即停车检查即停车检查。
观察出水口和排渣管的情况。是否有大量油料和是否有溢油现象。

参考图



排渣排渣

人工排渣、手控排渣式分油机连续工作一段人工排渣、手控排渣式分油机连续工作一段人工排渣、手控排渣式分油机连续工作 段人工排渣、手控排渣式分油机连续工作 段
时间后，必须进行分离筒的排渣工作，否则，时间后，必须进行分离筒的排渣工作，否则，
积聚在分离筒内壁的污渣将显著降低分离效积聚在分离筒内壁的污渣将显著降低分离效积聚在分离筒内壁的污渣将显著降低分离效积聚在分离筒内壁的污渣将显著降低分离效
果。果。

排渣的时间间隔决定于油料中的杂质含量和排渣的时间间隔决定于油料中的杂质含量和排渣的时间间隔决定于油料中的杂质含量和排渣的时间间隔决定于油料中的杂质含量和
分油量的多少。若已知燃油中的杂质百分比分油量的多少。若已知燃油中的杂质百分比
和分油量 则可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图表大致和分油量 则可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图表大致和分油量，则可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图表大致和分油量，则可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图表大致
选定排渣的时间间隔。为保证分油机的正常选定排渣的时间间隔。为保证分油机的正常
工作，排渣时间间隔工作，排渣时间间隔应不超过应不超过4h4h工作，排渣时间间隔工作，排渣时间间隔应不超过应不超过4h4h

参考图



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
当完成分离作业时，切记不能直接关闭电动当完成分离作业时，切记不能直接关闭电动

机！应按下述步骤停止分油机机！应按下述步骤停止分油机机！应按下述步骤停止分油机：机！应按下述步骤停止分油机：

–– 首先切断进油。如果分离的是重油或重柴首先切断进油。如果分离的是重油或重柴

油，为了防止停车后油料在管系中凝固，油，为了防止停车后油料在管系中凝固，油，为了防止停车后油料在管系中凝固，油，为了防止停车后油料在管系中凝固，

可在切断进油前改用轻质柴油以冲管路可在切断进油前改用轻质柴油以冲管路

（此时可关闭加热器，然后关闭燃油输送（此时可关闭加热器，然后关闭燃油输送

泵） 或把有关管系的油吸出 放掉 然泵） 或把有关管系的油吸出 放掉 然泵），或把有关管系的油吸出、放掉，然泵），或把有关管系的油吸出、放掉，然

后开启引水阀，回收分离筒内的剩油，再后开启引水阀，回收分离筒内的剩油，再

进行排渣动作。进行排渣动作。

–– 排渣完毕后，将控制阀转到排渣完毕后，将控制阀转到空位空位位置，切位置，切

断工作水，以断工作水，以防止高置水箱的水经配水盘防止高置水箱的水经配水盘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

–– 后，切断电动机电源，停止分油机运转。后，切断电动机电源，停止分油机运转。



起动前的检查起动前的检查起动前的检查起动前的检查

切记分离筒切记分离筒 及各联结部件及各联结部件
装复牢固后 方可启动分装复牢固后 方可启动分装复牢固后，方可启动分装复牢固后，方可启动分
油机。油机。

启动前除应检查齿轮箱油启动前除应检查齿轮箱油
位、刹车装置、分离筒和位、刹车装置、分离筒和位、刹车装置、分离筒和位、刹车装置、分离筒和
摩擦离合器、各种阀件的摩擦离合器、各种阀件的
开关位置是否符合要求开关位置是否符合要求
外，还应检查加热器、空外，还应检查加热器、空
气气源是否正常气气源是否正常 EPCEPC气气源是否正常，气气源是否正常，EPCEPC--
400400各设定参数（如电源频各设定参数（如电源频
率及电压等）是否符合要率及电压等）是否符合要
求。求。求。求。

启动马达后，检查转向指启动马达后，检查转向指
示器转动方向与箭头指示示器转动方向与箭头指示
方向是否一致，否则会造方向是否一致，否则会造方向是否 致 否则会方向是否 致 否则会
成轴承损害或导致锁紧圈成轴承损害或导致锁紧圈
等松脱。还应观察分油机等松脱。还应观察分油机
空载转速在铭牌规定的范空载转速在铭牌规定的范
围 以验证滑动摩擦片是围 以验证滑动摩擦片是围，以验证滑动摩擦片是围，以验证滑动摩擦片是
否结合良好。否结合良好。



起动和运转起动和运转

首先启动供油泵，启动分油机首先启动供油泵，启动分油机
加热器，然后启动分油机。注加热器，然后启动分油机。注
意观察分油机启动器上的电流意观察分油机启动器上的电流意观察分油机启动器上的电流意观察分油机启动器上的电流
表指针是否正常，应确保加速表指针是否正常，应确保加速
过程中无不正常噪声或振动发过程中无不正常噪声或振动发
生，待分油机达到正常转速，生，待分油机达到正常转速，生，待分油机达到正常转速，生，待分油机达到正常转速，
油温加热到所要求温度后，便油温加热到所要求温度后，便
可按下控制单元上的程序开关可按下控制单元上的程序开关
按钮，进行分油作业。按钮，进行分油作业。

分油期间应常注意出水 和排分油期间应常注意出水 和排分油期间应常注意出水口和排分油期间应常注意出水口和排
渣口是否跑油、滑油油位、日渣口是否跑油、滑油油位、日
用油柜和沉淀油柜油位、高置用油柜和沉淀油柜油位、高置
水箱水位 分油机和供油泵的水箱水位 分油机和供油泵的水箱水位、分油机和供油泵的水箱水位、分油机和供油泵的
运转情况等。注意分油机各种运转情况等。注意分油机各种
故障报警并排除故障。故障报警并排除故障。

在启动、运转以及停车过程中，在启动、运转以及停车过程中，在启动、运转以及停车过程中，在启动、运转以及停车过程中，
应保证分油机的各种操作用水应保证分油机的各种操作用水
的持续供应。在此期间，如遇的持续供应。在此期间，如遇
异常振动，需通过“应急停车”异常振动，需通过“应急停车”
按钮紧急停止分油机按钮紧急停止分油机按钮紧急停止分油机。按钮紧急停止分油机。



排渣排渣排渣排渣

当运行到选定的当运行到选定的当运行到选定的当运行到选定的
时间时，由程序时间时，由程序
自动引发进行排自动引发进行排自动引发进行排自动引发进行排
渣，排渣后又恢渣，排渣后又恢
复正常分油作业。复正常分油作业。
注意排渣时 出注意排渣时 出注意排渣时，出注意排渣时，出
油口背压会降低油口背压会降低
（属正常现象），（属正常现象），（属正常现象），（属正常现象），
在出油口如设压在出油口如设压
力传感器，力传感器，
EPCEPC 400400控制单控制单EPCEPC--400400控制单控制单
元自动屏蔽警报。元自动屏蔽警报。



停止分油机运转停止分油机运转

当需要停止分油时，只要再当需要停止分油时，只要再
次按下程序按钮，分油机便次按下程序按钮，分油机便
自动先完成排渣，然后自动自动先完成排渣，然后自动
停止分油机 并将其启动开停止分油机 并将其启动开停止分油机，并将其启动开停止分油机，并将其启动开
关锁住关锁住3min3min，即在停机后，即在停机后
3min3min内不能再启动。然后人内不能再启动。然后人
工关闭分油机加热器，当工关闭分油机加热器，当油油工关闭分油机加热器，当工关闭分油机加热器，当油油
温下降后再停供油泵温下降后再停供油泵。。

为了确保停车后分离筒内为了确保停车后分离筒内
残油排除干净，可以再次残油排除干净，可以再次残油排除干净 可以再次残油排除干净 可以再次
启动分油机马达持续启动分油机马达持续1min1min
后停机。分油机出现故障，后停机。分油机出现故障，
需等待分油机马达完全停需等待分油机马达完全停
转后方可对相关零部件进转后方可对相关零部件进转后方可对相关零部件进转后方可对相关零部件进
行拆检。行拆检。

由上可见，全自动分油机由上可见，全自动分油机
需要人工启动的设备依启需要人工启动的设备依启需要人工启动的设备依启需要人工启动的设备依启
动的先后顺序为动的先后顺序为供油泵、供油泵、
加热器和分油机加热器和分油机，停止分，停止分
油时的停止顺序与启动顺油时的停止顺序与启动顺
序相反 而且序相反 而且 定等温度定等温度序相反，而且序相反，而且一定等温度一定等温度
下降后下降后才能停止供油泵才能停止供油泵



四 分油机常见故障分析四 分油机常见故障分析四、分油机常见故障分析四、分油机常见故障分析
1.1. 故障分类故障分类1.1. 故障分类故障分类

①① 燃油品质、分油温度和分油流量：分离效果降低的原因？燃油品质、分油温度和分油流量：分离效果降低的原因？

②② 装配质量：工作的可靠性？装配质量：工作的可靠性？②② 装配质量：工作的可靠性？装配质量：工作的可靠性？

③③ 自身故障：堵、漏？自身故障：堵、漏？

22 常见故障原因常见故障原因2.2. 常见故障原因常见故障原因

1.1. 分离筒达不到规定转速分离筒达不到规定转速

22 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2.2. 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

3.3. 出水口跑油出水口跑油

44 排渣口跑油排渣口跑油4.4. 排渣口跑油排渣口跑油

5.5. 不能排渣不能排渣

66 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6.6. 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



分离筒达不到规定转速分离筒达不到规定转速

①① 制动器未松开；制动器未松开；

②② 摩擦离合器内混入油脂摩擦离合器内混入油脂

使摩擦片打滑，或磨擦使摩擦片打滑，或磨擦

片损坏片损坏片损坏；片损坏；

③③ 电动机或电气设备故障电动机或电气设备故障③③ 电动机或电气设备故障。电动机或电气设备故障。

参考图



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不能进油或分油过程断油
①① 齿轮油泵或管路的故障齿轮油泵或管路的故障①① 齿轮油泵或管路的故障：齿轮油泵或管路的故障：

I.I. 油泵传动齿轮锥销折断；油泵传动齿轮锥销折断；

II.II. 泵磨损，间隙太大；泵磨损，间隙太大；泵磨损 隙太大；泵磨损 隙太大；

III.III. 转速太低；转速太低；

IV.IV. 吸入管漏气；吸入管漏气；

VV 油柜用空油柜用空V.V. 油柜用空。油柜用空。

②② 泵吸入压力过低或燃油温度高，泵吸入压力过低或燃油温度高，
发生“气穴”现象，其原因有：发生“气穴”现象，其原因有：发生 气穴 现象，其原因有发生 气穴 现象，其原因有

I.I. 油柜油位太低；油柜油位太低；

II.II. 分油机前滤器堵塞或管路堵塞；分油机前滤器堵塞或管路堵塞；

IIIIII 油温太低 粘度太大油温太低 粘度太大III.III. 油温太低、粘度太大；油温太低、粘度太大；

IV.IV. 油加热温度太高或含水过多。油加热温度太高或含水过多。

参考图



出水口跑油出水口跑油出水口跑油出水口跑油
①① 水封未能建立或受到破坏：水封未能建立或受到破坏：

I.I. 起动时水封水未加或加得太少；起动时水封水未加或加得太少；

II.II. 进油阀开得太猛，水封被破坏；进油阀开得太猛，水封被破坏；

III.III. 油温太高，水封水被蒸发；油温太高，水封水被蒸发；

IV.IV. 转速不足使水封压力不够；转速不足使水封压力不够；

分离片间脏堵或排油泵不能正常分离片间脏堵或排油泵不能正常V.V. 分离片间脏堵或排油泵不能正常分离片间脏堵或排油泵不能正常
排油。排油。

②② 油水界面外移至分离盘外 其油水界面外移至分离盘外 其②② 油水界面外移至分离盘外，其油水界面外移至分离盘外，其
原因有：原因有：

II 重力环：内径选得过大；重力环：内径选得过大；I.I. 重力环：内径选得过大；重力环：内径选得过大；

II.II. 油料：密度大或油温未加到要求油料：密度大或油温未加到要求
数值。数值。

参考图



排渣口跑油排渣口跑油

••由于排渣口未能封闭。只有当滑动圈上方的水通过由于排渣口未能封闭。只有当滑动圈上方的水通过GG孔泄净，滑动圈上孔泄净，滑动圈上
移堵住移堵住FF孔、工作水进入活动底盘下方、底盘上移贴紧分离筒盖，才能密孔、工作水进入活动底盘下方、底盘上移贴紧分离筒盖，才能密
封排渣口 妨碍上述过程的原因有以下几类封排渣口 妨碍上述过程的原因有以下几类

①① 滑动圈不能上移堵死滑动圈不能上移堵死FF孔，原因是：孔，原因是：
I.I. 分离筒上小孔分离筒上小孔GG堵塞，不能泄水；堵塞，不能泄水；

封排渣口。妨碍上述过程的原因有以下几类：封排渣口。妨碍上述过程的原因有以下几类：

I.I. 分离筒上小孔分离筒上小孔GG堵塞，不能泄水；堵塞，不能泄水；
II.II. 滑动圈下方弹簧失效；滑动圈下方弹簧失效；
III.III. 滑动圈上方塑料堵头失密；滑动圈上方塑料堵头失密；
IV.IV. 在在""密封密封""位时指示管位时指示管KK出水后停留过出水后停留过

久。久。

②② 活动底盘下方缺工作水，原因是：活动底盘下方缺工作水，原因是：
I.I. 高置水箱无水；高置水箱无水；

管道 控制阀堵塞管道 控制阀堵塞II.II. 配水管道或控制阀堵塞或严重泄漏。配水管道或控制阀堵塞或严重泄漏。

III.III. 活动底盘下方漏泄严重，“补偿”活动底盘下方漏泄严重，“补偿”
位补水来不及：活动底盘周向密封位补水来不及：活动底盘周向密封
环失效。环失效。环失效。环失效。

③③ 底盘与分离筒盖不能贴紧：底盘与分离筒盖不能贴紧：
I.I. 底盘上端面主密封环失效；底盘上端面主密封环失效；

IIII 传动齿轮和轴承过度磨损使立轴下传动齿轮和轴承过度磨损使立轴下II.II. 传动齿轮和轴承过度磨损使立轴下传动齿轮和轴承过度磨损使立轴下
沉沉

参考图



不能排渣不能排渣不能排渣不能排渣

这种故障多数是缺少压这种故障多数是缺少压

下滑动圈的工作水，可下滑动圈的工作水，可下滑动圈的工作水，可下滑动圈的工作水，可

能的原因有：能的原因有：

①① 高置水箱无水高置水箱无水①① 高置水箱无水；高置水箱无水；

②② 配水管或控制阀堵塞或配水管或控制阀堵塞或

严重漏泄严重漏泄严重漏泄；严重漏泄；

③③ 有关工作水孔脏堵不通，有关工作水孔脏堵不通，

如如MM管道不通管道不通如如MM管道不通；管道不通；

④④ 滑动圈圆周面密封环失滑动圈圆周面密封环失

效效效。效。

参考图



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出现异常振动或噪声

主要原因可能是：主要原因可能是：
①① 分高筒分高筒——安装不正确、紧固件安装不正确、紧固件①① 分高筒分高筒 安装不正确、紧固件安装不正确、紧固件

松动或与机盖、配水盘擦碰；松动或与机盖、配水盘擦碰；

②② 传动齿轮传动齿轮——因安装质量差或润因安装质量差或润
质量差 损坏质量差 损坏滑质量差而损坏；滑质量差而损坏；

③③ 轴承轴承——过度摩损而立轴下沉；过度摩损而立轴下沉；

④④ 进 排油泵进 排油泵 卡阻或损坏卡阻或损坏④④ 进、排油泵进、排油泵——卡阻或损坏；卡阻或损坏；

⑤⑤ 磨擦离合器磨擦离合器——损坏或过度磨损，损坏或过度磨损，
质量不均匀；质量不均匀；质量不均匀；质量不均匀；

⑥⑥ 排渣不净，分离筒内积渣不均。排渣不净，分离筒内积渣不均。

参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