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制冷电器
专业化处置废旧冰箱制冷电器
实现气候保护

废旧冰箱制冷电器专业化拆解处置实现气候保护:

臭氧层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
分，每天都在保护着我们免受来自
太阳紫外线的强烈照射。化学平衡
态确保了臭氧层保持着相对稳定的
厚度。来自地球的挥发性氯氟化
碳（VFC）很容易进入地球大气
层，并到达臭氧层所在的20KM高
空。CFC的存在会阻止臭氧的生
成。地方性臭氧层的减少就是后
果。在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发
现造成这一作用的主要来自于用于
工业领域的VFC,并且开始减少应
用。1989年共有195个国家签署了
蒙特利尔协议，不再使用温室效应
气体。而具有相近物理特性但是更
加环境友好的替代品如今开始广泛
应用。然而，我们必须清楚VFC应

CFC减少臭氧层:

用在了诸多方面，尽管欧洲禁止了
相关的加工，但是VFC仍然包含于
那些过去的产品当中。市场上仍然
有大量的废旧冰箱制冷电器，其中
不仅含有聚氨酯泡沫保温层，同时
制冷剂中含有VFC成分。这一事实
表明，这些冰箱制冷电器必须得到
恰当的处置，且通过合适的工艺分
离CFC。URT环保回收技术有限公
司有20年设备建造经验，通过设备
将冰箱制冷电器经多个步骤拆解，
分解出各个成分，部分再输入回收
工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工
艺流程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进
行，才能避免VFC气体逸散到大气
中。

臭氧不同的分布在大气中，并在气
候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温层
的气体确保将太阳光紫外线的绝大
部分吸收。因此，臭氧还起到保护
的功能：紫外线能够破坏动植物的

应并破坏它：一个氯原子可以消灭达
100,000个臭氧分子：
Cl• + O3 → ClO• + O2
ClO• + O3 → Cl• + 2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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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替代材料的应用
给冰箱拆解线提出了
新的挑战:
从1995年开始欧洲就不再使用
CFCs生产冰箱。近20年生产的采
用了替代材料的冰箱现在占了很大
比重。所有替代型制冷剂和发泡剂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材料
易燃。因此，所有的拆解线必须设
计为防火防爆的。URT公司成功践
行了各种设计理念。对于新处理设
备，很有必要有区别的处理VHC（
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和CFC/PFC
废旧冰箱电器的，因为采用不同的
处理系统可以显著减少运营成本。

细胞，对人类会造成比如皮肤癌这
样的伤害。这意味着臭氧对人类是
非常有用的。然而，同温层的保护
性臭氧层却容易被氯氟化碳CFC
消灭。氯离子与臭氧分子发生反

CFC/PFC引起全球变暖:
以下例子论证了如何计算一台冰箱
制冷电器的GWP-潜能值 (全球变
暖潜能值)。废旧冰箱制冷电器的
制冷剂是CFC R 12. CFC R 11
被用作发泡剂:

制冷剂 R 12:
一台废旧冰箱的压缩机中含有约
0.1 kg 的 CFC R 12。
CFC R 12的 GWP-潜能值合计
10 200。
那么恰当的处置一个冰箱压缩机
就可以减少10200的 GWP-潜能
值。

发泡剂 R 11:
一台冰箱的聚氨酯泡沫保温层中含有
约 0.28 kg 的 CFC R 11。
CFC R11的 GWP-潜能值合计6 300.
那么恰当处置保温棉可以减少GWP潜能值 1746 。

这意味着正确处置一台家用冰箱相
当于减排2000kg的CO2 。
时间

相当于一台车子行驶
10.000 km 排放的CO2 的量。

第一步拆解设备:

对冰箱压缩机油和制冷剂的抽取采
用钻头和冲孔夹钳。抽出的制冷剂
(VHC 或 VFC) 在负压条件下液
化，并送到储存桶内。系统设计为
可以处理不同比例的易燃(VHC) 和
不易燃的 (VFC) 制冷剂。集成的机
油后处理系统（加热及表面膨胀）
确保卤素残留值任何情况都低至 0.2
% 以下。

通过在冰箱压缩机上钻孔对
制冷剂和制冷机油取样:

压缩机的拆解在第一步拆解最后完成：

废旧冰箱制冷电器预拆解
在进行第一步和第二步处理之前，
先要进行人工拆解。玻璃，外部电
线，食物残留，以及尤其是两类带
有危险可能的部件必须拆除。这些
带有危险可能的部件是水银开关和
冷凝器。

玻璃细管水银开关和电容器

第一步拆解设备，有输送线，穿孔夹钳和可翻转工作台:

处理设备step II
第一步拆解设备:
首先，家电产品进行破碎，然后固
体物料如铁、铝和其他剩余物料主
要是塑料被各自分离开来。同时聚
氨酯泡沫也会经过比重分选的方式
分离出来。保温层泡沫会经过所谓
的挤压排气后处理来确保CFC残留
量低至0.2%。
而在破碎和挤压排气过程中释放出
来的发泡剂（VHC和VFC）经废气
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和液化。随后
灌装储存和运输。对于废气处理工
艺，URT可以提供活性炭吸附设备
或者低温冷凝设备。发泡剂冷凝物
后续再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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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过程/RS100-4-S;RS50-4-S

戊烷浓度<10%

戊烷浓度>10%

戊烷
浓度测量系统

<10%

无动作

通过调节阀注入
氮气

>30%

N2

N2

注入

旁路注入

<30%

减少氮气需求

冰箱破碎通过主动抑爆方式防爆:

至今UNTHA生产制造四轴剪切破碎超过了 35
年。对于冰箱破碎我采用一级破碎或者两级破
碎。且一级破碎机和二级破碎机都是采用四轴剪
切破碎，也都装配了筛网。该筛网的作用可以定
义输出尺寸，且针对冰箱的破碎来说还能够清除
粘附在金属和塑料上的PUR。剪切破碎的优点是:
•高强度刀具系统，减速箱和机身
•转速最低(约 25 min -1),
粉尘和爆炸风险最小化
•更换刀具时不需要拆除刀轴，变速箱或电机

停止进料，料仓翻板关
闭，升降台上位，破碎
机停止，排风系统持
续运行

>40%

紧急停机

Description of the safety concept
Shredding
EXPLOSION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pentane concentration will be monitored redundantly (two
independently working measuring sensors IR-measuring
cells, with defferent measuring points) according to LEL
(Lower Explosion Level) in the filling h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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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limit values are adjusted:
0% - <10%: no measure
>10% - <30%: add nitrogen directly out of the tank
installation via regulating valve; flow volume
will be monitored
>30% - < 40%: stop of the feeding, closing the hopper flap.
Extract system continues; maybe, increase
nitrogen feeding (FLOODING) –
about 250 m³/h
>40%:
EMERGENCY STOP, feeding; stop shredder,
extract system continues; nitrogen feeding
continues

1

If the value falls
<30%
plant continues to run
<10%
close the nitrogen valve
There are also two delivery points for nitrogen in the filling
hopper which are positioned at different spots. The filling
hopper has a entrance door for maintenance work and a
smaller revision door which are equipped with safety limit
switches.

锁闭系统让逸散最小化
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就是如何将冰箱投入破碎
系统中。进料方式越开放，越多的VFCs和
VHs会不受控制的逸散。这就是所谓的“扩
散流失”。过去10多年，URT设计制造了
结合进料和锁闭系统的废旧冰箱进料系统，
给第二部分设备送料。基础原则就是每台冰
箱都要经由一个锁闭空间进入另一个。这就
意味着不会有破碎空间与厂房空间相连的情
况。所有3组锁闭仓（参见图4）都在入口和
出口处配备了锁闭门。
破碎过程中释放的
VHC 和 VFC在2号和3号仓被抽走。单台冰
箱的称重在1号仓进行

冰箱制冷电器回收拆解线工艺流程图
空调拆解线
制冷剂抽吸

压缩机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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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详细流程图）

PUR处理

铜铝，塑料
料仓

挤压排气
塑料/其他
过滤+清洗
过滤器

“X”
铝/铜

冷却螺旋
PUR颗粒

发泡剂

废气回收系统

有色金属和塑料出料皮带输送机

处理设备step II
设备审核
这张照片来自于年度设备检查。为
了评估铁，有色金属和塑料成分，
每小时进行一次取样。最后所有的
样品混合在一起，再各自取1kg的样
品，分析PUR残留量。

将10次各个物料取样样品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分出小份来。
相应得出的样品仔细检查，将所有的泡棉分离下来，并通过
高精度秤称重（精度0.05g）

铁样品的总重是1270.8g，皮重485.2g，净重为785.6g。
泡棉部分的质量为0.7g净重（总重26.7g，皮重26g）
含量0.09%，低于比重0.3%的限值。

塑料样品总重1072.7g，毛重485.2g，净重587.5g。
泡棉部分的质量为1.2g（27.1g总重和25.9g皮重）

保温层发泡剂分析仪
在回收拆解电子废弃物时会有很多
种冰箱制冷电器收集过来。不仅会
有不同种类的制冷剂，而且会有多
种多样的保温材料在保温层中。早
期型号采用的矿物棉或者聚苯乙烯
泡棉为保温层。然而大量的是采
用聚氨酯泡沫。过去，CFC(VFC)
R11常常被用作发泡剂。在CFC被
禁止用于这类制冷电器之后，具有
相似物料特性的替代型发泡剂开始
应用。如今，碳氢化合物（VHC）
环戊烷占据主要地位。

含量0.2%，低于比重0.5%的限值。

有色金属样品总重624.8g，皮重242.6g，净重为382.2g。
泡棉部分的质量为0.3g（总重26.3g，皮重26.0g）
含量0.08%，低于比重0.3%的限值。

这里:便携检测仪器

挤压除气
使用挤压除气设备可以让CFC的残
留量 < 0.2% 。排出的发泡剂会被
收集并处理。

这一仪器可以将制冷电器定义为三类：
1. VFC (探测到 R11)
2. VHC (探测到环戊烷)
3. 其他保温材料.

处理设备step III

URT提供一套专利系统，将气候有
害气体直接转化为气候无害气体。
在所谓的“裂解工艺”中，气态
CFCs和HCFCs会在约1200℃条件
下进行分子拆解。目的是将氯分子
和氟分子生成含水氢氟酸和盐酸。
这些酸类物质不再对气候有害，而
且可以应用到化工中。一套合适的
测量系统会持续监测CFCs的销毁。

CFCs直接焚烧工艺的优点:
•对于来自step I 和 step II 的VFCs无另外处置成本
•符合 EN 50574 标准要求

入口

•对冷冻机油不需另外处置成本

天然气（燃料）

•不消耗液氮

助燃空气

•更少的能源消耗

紧急烟囱

水

•VHCs 可以用作燃料
•还可无害化处理外来的 VFCs

来自step I的CFC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产生CO2-证书

来自step II的CFC

出口

燃烧

空气

来自step I的机油
来自step II的冷凝水
外来的CFC

酸液
冷却

废气排气清洁系统和稀酸液生产:

Process of “CRACKING THE CFC”

由URT提供的位于巴西的Step III 设备

step III 工艺化学反应

气体洗涤器I

气体洗涤器II

烟囱

遍布世界的案例-过去10年内20条完整生产线

分别在以下国家地区改造或优化来自竞争对手的设备：
• 瑞士
• 波兰
• 荷兰
• 西班牙
• 英格兰
• 比利时
• 法国
• 芬兰
• 中国

• 台湾
• 意大利
• 德国

美国费城ARCA(AAP)

中国·荆门 格林美公司

巴西累西腓Revert Brazil

波兰 马佐夫舍地区格罗济斯克Terra Recycling S.A.

巴西圣保罗Fox&Earth

西班牙，圣克鲁斯-特内里费，爱可 E-Waste Canarias S.L.

瑞典霍娃 REVAC Sverige AB

德国汉诺威 Veolia Umweltservice West GmbH

规划、制造、交付及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卡尔施塔特工厂

售后服务

设计中心

舒满星
中国区代表
URT环保回收技术公司
德国卡尔施塔特市Am
Hammersteig
UNTHA
Recyclingtechnik
GmbH5a

电话/传真： +86 0724 23 73 369
移动电话： +86 137 255 982 39
m.shu@urt-recycling.de
德国卡尔施塔特市
Am Hammersteig
www.urt-recycling.com
www.urtchina.com

街 5a 号

电话/传真 +86 0724/23 73 369
URT UmweltRecyclingtechnik
GmbH
移动电话
+86 und
137 255
982 39
Am Hammersteig 5a, 97753 Karlstadt, Germany
邮箱：m.shu@untha.de，www.untha.de

Fon: +49 (0) 9353 9068-0, Fax: +49 (0) 9353 9068-68
www.urt-recycling.com, info@urt-recycl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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