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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讲：切削液与生态环境
刘镇昌 济南库伦特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 250101
摘 要：介绍了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概念，切削液的油雾问题、切削液废液对水资源的
危害、切削液废液残渣燃烧处理对大气环境的危害、切削液对作业环境的影响以及切削液的防
火安全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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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日益恶化。上世纪七十年代
以来发生的全球生态环境破坏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使人们从反面得到了教训：人类在
高速度地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迅速地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资源、人口已
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1992 年联合国通过的“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
和 1994 年我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都强调要依靠科技进步，节约资源，
提高效益，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相协调
的发展模式。绿色制造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 绿色制造与可持续发展【1】
绿色制造是一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制造模式，它把保护生环境与有效利用资源作为追求
目标，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提取到最终处置，包括设计、制造、包装、储运、使用、
废弃、回收、再生等环节）进行综合优化，在满足产品性能、质量、成本和市场响应速度等
其它各种企业目标的同时，特别要求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使资源利用率最高。以这
种观点确定出最终的制造策略并加以实施就是绿色制造。
1.1 绿色制造的主要内容
就制造过程而言，绿色制造包括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淘汰有毒有害材料，减少废物（废
渣、废液、废气）和有害物质的产生量，并通过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减少废物和有害物质的
排放量；就产品而言，绿色制造旨在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对人类和环境的有害影响；对服务
而言，绿色制造是指将预防性环境战略渗透到企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中。
从技术角度看，绿色制造主要包括绿色设计方法和绿色工艺技术。
（1）绿色设计方法
综合考虑产品全寿命周期的环境效应、资源消耗以及产品性能、质量、成本等因素对产
品进行综合优化设计。包括绿色材料和能源的选择、产品绿色度评价、绿色设计成本分析、
绿色产品结构设计、绿色包装设计等。
（2）绿色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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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如优化工艺系统和工艺参数、节省材料和能源消耗，少无切屑
工艺技术、精密毛坯制造技术、低能耗加工技术等；
②少无污染的工艺技术：如无毒电镀技术、无污染清洗工艺、气体淬火新工艺、洁净化
加工技术等。
③废物循环利用的工艺技术：如零部件拆卸、分解、回收和再利用技术、废物转化再生
技术等。
绿色制造必须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生产设计、能源与原材料选用、工艺技术与设备维
护管理等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从生产源头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资
源的循环利用，控制污染产生和排放，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绿色制造的发展方
向是生态化工厂，即不向大自然排放任何污染物的工厂。
1.2 可持续发展概念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1987 年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要发展、要不断满足自身的需求，但决不以损害后代人的需求为代
价。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要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
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
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
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 切削液废液对水资源的危害
切削液是金属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工艺油（液），属于消耗型产品，使用后一般不回收，
被直接或间接排放入大自然。所谓直接排放，就是不经任何处理将用过的废液直接倒入企业
的排水沟，流入江河湖海，或渗入地下；所谓间接排放，就是将用过的废液先排入企业的污
水处理池，经过处理后再排放出去。切削液中可能含有矿物油、油性剂、防锈剂、抗氧化剂、
抗泡剂、极压添加剂等各种石油产品和化学物质。如果这些物质未经处理就直接排人下水道
或地表，必将造成环境污染。
据资料介绍，在欧洲每年大约有 500 万吨废弃润滑剂，其中的 40～50％以污染环境而告
终【2】。我国每年消耗多少切削液？没有精确数据，只能大概估计。1995 年我国工业普查
表明，我国机床拥有总量为 383.5 万台【3】。按每年递增 5％计算，到 2006 年就应该是 688.8
万台了。另有文章说，建国以来，沈阳机床集团共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各类机床 70 多万台，
占同期全国机床保有量的十分之一【4】。这两个数据应该比较可信。由此可推知，我国目前
各类机床保有总量为 700 万台左右。保守估计其中的 50％使用切削液，并按每台机床平均每
月消耗切削液 80L 估算，每年切削液的消耗总量的估计值即为 336 万 m3。它们中的一小部分
耗散在大气中，大部分成为废液直接或间接渗入地下、流入江河湖海。这么多的废液进入生
态环境系统，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3 切削液废液残渣燃烧处理对大气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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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基切削液废油的最终处理一般是燃烧处理。在油基切削液的废油燃烧处理时，与普
通润滑油不同，切削液中大都含有大量作为添加剂的硫化物、氯化物等。这些化合物在燃烧
时变成硫氧化物(SO2）
、盐酸（HC1）等。这些都属于大气污染法的限制物质。日本在 1980
年修订 JIS 的切削液标准时，从防止环境污染的观点出发，规定了油基切削液中氯含量和总
硫含量的上限值；后来发现，有机氯化物在 300~600℃加热时会产生二恶烯类化合物（二氧
杂环乙烯，dioxine）
，其中有的具有强致癌性和致畸性。2000 年修订的 JIS 切削液标准中将
含氯切削液从标准中删除【5】，旨在尽可能防止燃烧处理时引起大气污染。我国 GB
13271-200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燃油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
限值以及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在燃烧处理大量油基切削液废液时，必须设置能除去某些有害物质而使排放气体净化的
设备（常采用碱液吸收的方式）
。废油中的微量硫化氢、硫醇等往往也会发臭。通过活性碳层
（吸附）或次氯酸钠层（氧化）而除去臭气很有效果。燃烧处理后的残渣物被废弃。但废弃
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水基切削液的废液一般采用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上述处
理后产生的固体废物可以进行燃烧处理；但也可以直接采用先蒸发浓缩、后燃烧处理的方式。
不管采用哪种燃烧方式，都必须严格遵守上述法令。

4 油雾问题
在高速切削加工中，如高速车削、铣削、钻削、齿轮切削以及沟槽与螺纹的成形磨削加
工等，切削条件严酷，切削温度较高，经常产生油烟、油雾并分解放出有害气体；在使用高
压供液、喷雾供液的场合，容易发生油雾和油蒸汽；低黏度切削油会自然挥发。这些油烟、
油雾、油蒸汽和挥发物都会污染车间空气，恶化作业环境。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可能引
起呼吸器官损害。
使用油基切削液时与生成油雾难易程度有关的理化性能指标是黏度和闪点。
黏度和闪点越低的矿物油产生油雾的倾向越严重。水基切削液是用水稀释后使用的，油（液）
雾的质量密度较大，因而易于下沉，故在车间内飘浮的情况较少，引起操作人员发生呼吸器
官损害的情形也较少。但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如在使用乳化切削液、微乳化切削液的重负
荷切磨削加工等场合，机床周围也会发生雾状气氛。由于这种雾气中的碱性物质和表面活性
剂的作用，亦会刺激操作者的呼吸器官粘膜。
4.1 国内外相关标准
为了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我国已经制定了JB/T 9879－1999《金属切削机床油雾浓度测
量方法》（国家机械工业局1999-05-20批准，2000-01-01实施），其中的附录A推荐：金属切削
机床油雾浓度的最大值应不超过5mg / m3。这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规定的油雾浓
度容许值基本接轨。为了适应人们对工业卫生和生态环境愈来愈严格的要求，德国已经把总烃
浓度（油雾和油蒸汽的总浓度）的最大值从过去的20mg / m3降低为10 mg / m3【2】
。美国NIOSH
（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以及OSHA（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的金属加工液顾问委员
会先后于1998、1999年对空气中金属加工液的悬浮微粒浓度发布了新的推荐值：胸部微粒浓度
极限值为0.4 mg / m3；允许用总微粒浓度0.5 mg / m3代替【6】
。目前仅仅是推荐值，却被国内
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献当作法定指标引用。为了搞清此问题，作者对原文进行了检索，并将美国
的有关金属加工液的空气污染物法定极限值和几种推荐值列成表4.9供读者参考【7】。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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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A 法 令 适 用 于 一 般 工 业 （ General Industry， 29 CFR 1910) 、 造 船 厂 职 业 （ Shipyard
Employment ，29 CFR 1915）和建筑工业（Construction Industry，29 CFR 1926）
；但后二者只
有矿物油雾和总微粒两个指标，没有设立“可吸入部分”指标。
表 4.9 美国有关金属加工液的空气污染物法定极限值和几种推荐值
发布指标的部门

容许极限浓度

空气污染物

/(mg/m3）

矿物油雾
OSHA（职业安全与

未分类的微粒，

可吸入

卫生管理局）
，现行

适用于所有其它

部分②

金属加工液①

总微粒

NIOSH（国立职业
安全与健康研究

矿物油雾

所）
，1992
ACGIH（美国政府工
业卫生学家协商会）

5（法定）

加权平均8h/d

5（法定）

加权平均8h/d

15（法定）

加权平均8h/d

5（推荐）

加权平均10h/d、 40h/w

10（推荐）

15min短期接触

5（推荐）

加权平均8h/d、40h/w

矿物油雾

1994

10（推荐）
胸部微粒②

0.4（推荐）

或总微粒

0.5（推荐）

OSHA金属加工液

胸部微粒

0.4（推荐）

顾问委员会，1999

或总微粒

0.5（推荐）

NIOSH，1998

暴露时间

15min短期接触，不超过4次/d，
每次间隔时间不少于60min
加权平均40h/w、10h/d
加权平均40h/w、8h/d

① 原文：Currently two OSHA air contaminant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s apply to MWFs. They
are 5 mg/m3 for an 8-hour time weighted average (TWA) for mineral oil mist, and 15 mg/m3
(8-hour TWA) for Particulates Not Otherwise Classified (PNOC) [applicable to all other
metalworking fluids], 29 CFR 1910.1000. No other requirements exist【6】.
② 可吸入部分（respirable fraction）与胸部微粒（thoracic particulate）均指平均粒径小于10μm、
可吸入肺部的微粒。――作者注
4.2 油雾危害的评价试验方法
对于油雾的危害性可采用小白鼠动物试验法来评价。文献【8】介绍的试验方法是让小白
鼠在浓度为 200 mg/m3 的油雾空气下生活，每日观察统计其活动量（在笼内转圈数）的变化。
实验表明，初期在无油雾条件下生活的对照组运动量只随年龄的增大略有减少；而在油雾下生
活者运动量减少幅度很大，每当停止施放油雾时，活动量有所恢复，施放油雾后又下降；精制
度高的加氢法制得的油品副作用较小。
4.3 降低油雾量和预防油雾损害的措施
（1）使用油基切削液场合，选择挥发性低、闪点高、黏度指数高、深度精制的油品；在
切削油泵的允许能力范围内换用黏度高较的切削油；推荐使用含油雾抑制剂的切削油；
（2）即时清除切削油中的油污，可减少油雾发生量；
（3）改变供液方法、增大供液量以降低切削温度；
（4）在机床附近安装油雾吸收和分离装置，并设置防止雾气飞散的覆盖物或隔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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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装空气循环装置，改善整个车间的换气系统；
（6）操作人员戴防护面罩。

5 切削液对作业环境的影响
除此而外，切削液还会在作业过程中弄脏机床周围的地面。这往往是由于操作不慎或防
护不力造成的。比如：采用过大的压力、流量导致切削液飞溅，装卸零件和运出切屑时带走
的切削液洒落地面等。尤其在使用油基切削液的场合，这种现象更容易发生，且更不易清洁。

6 切削液的防火安全性
根据 GB/T 50156－1992《小型石油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及其条文说明，易燃和可
燃液体根据其闭杯闪点分为甲、乙、丙三类。闭杯闪点低于 28℃的油品为甲类；闭杯闪点高
于 28℃而低于 60℃的油品为乙类；闭杯闪点高于 60℃的油品为丙类。行业标准 SH/T0364－
1992《硫化切削油》中曾规定：运动黏度（50℃）为 20~25mm2/s，开杯闪点不低于 140℃（按
GB/T267 规定的方法测定）
。一般说来，切削油和乳化油的闭杯闪点远高于 60℃，故属于丙类
可燃液体。防火安全性较高。但是，在使用低黏度切削油的场合，也不能掉以轻心，仍然存在
着发生火灾的危险。在高速切削加工中应当避免使用油基切削液，特别是低黏度油基切削液。
此外，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有关消防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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