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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万吨。这其中“小家电”
和“IT”类占很大比例，同时家
用大型家电的增长，如冰箱，
将模拟家用电器数量的发展，
比如近年来关于通信和娱乐电
子产品在德国家庭装备水平显
著增加，手机尤其发展快，相
对于总量来说，单体重量却很
低。发展趋势是电器的更换周
期和效率越来越短。

IT产品定义
标题中的IT，URT的定义是指
废旧电子电器中的3类WEEE的
所有组成。另外还包括信息和
电信设备如电话、手机、传真
机、打印机、复印机和电脑，
以及所有消费类电子产品如录
像机，CD / DVD播放器，游戏
机，数码相机。在实践中，来
自该收集组的电子设备产品常
常与小家电一起处理。可以混
合一起或分批次单独处理的模

式。例如取决于URT的生产线
设计，也可以对物料进行差异
化的处理。比如在该类物料中
的含显示屏类产品如电视机，
或者电脑显示器，就需要另外
独立的处理。根据联合国大学
的StEP（解决电子垃圾问题）
倡议，在2012全球电气和电
子废物的总量为4890万吨。
根据他们的计算，2017这一
数据将增加30%以上，超过

小家电定义
标题下的“小型家用电器”
，URT的定义是废旧电子电器
中的5类WEEE的所有组成。
除了家电之外的如真空吸尘
器，家用咖啡机、烤面包机、
电熨斗、微波炉、体育和休
闲设备、电动玩具以及电动和
电子（手）工具等也包含在
内。URT可以为这一类产品的
完整机械式处理厂提供专业的
设计和建造，并针对不同的分
选深度提供独特客制化配置的
设备，这其中也有模块化的部
分。

预分拣
为了在后续的物理处理工艺中
获得最佳产出物，并满足特定
国家现行的法规要求，在将物
料投入URT设计的机械式处理

设备之前，需要对废旧电子电
器产品进行预分拣。因此，比
如打印机和传真机里的硒鼓墨
盒，电脑及消费电子产品里的
硬盘和媒体，家电里的玻璃部

件和真空吸尘滤袋，以及充电
电池和一般电池等都可以人工
捡出来，外部电线和插头可以
拆除。另外，污染的物料和可
见的杂乱物体也可以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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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
在经过相应的预分拣之后，要
处理的物料被输送到URT设计
的处理设备中。这一过程一般
是通过坑式输送系统或者是持
续性的如进料输送带来完成。
第一步的关键在于一台强大的
双轴旋转剪切机，带有特制的
剪切系统设计。在刀具之间有
相应的巨大自由空间，由此经
过预处理的独立物料可以直接
通过而不被再次破坏。为了去
除后续产生的部件以及满足特
定国家关于去除有害物质的强
制规范，这在这一步的处理中
是绝对必要的。这里破碎设备
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开盒器，让
物料在第一步的机械式处理中
得到好的分离。接下来，物
料经过巨大的悬挂磁选机被分
离，磁选机装在出料皮带上
方。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铁料
是第一样可以直接市场销售的
物料，只需把铜线圈和变压器
从铁料分拣皮带拣出。

在有色金属输送带侧的人工分
拣强度相对更高。根据后续工
艺设计的不同，分拣也有所差
异。某些单一的特别物料如
印刷线路板将被分拣出来。同
时也会有内部电
线，有害物质如
进料输送机
电容，电池，充
电电池及其他废
弃物主要有木料，纸和薄膜等
也可以剔除出来。剩下留在分
拣线的物料就是可再利用的富
集料，或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入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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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更多其他不同货源的
差异化要求，上述提到的悬挂
磁选机可以选择设计为电磁
选。在关闭电源后，整个经过
预破碎的物料都一起经过分选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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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 + STEP II

在原料经过URT处理线的第一
步预处理之后，剩下的物料在
第二步首先通过UNTHA带筛
网的低速四轴旋转剪切
破碎机做进一步处理。 进料输送机
经过破碎及整合的物料
结构分离之后，再次进行铁分
选。然后是涡流分选把剩下的
非铁物料划分为塑料和有色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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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电和IT通讯电子产品 – 处理技术第二步 III
STEP I + STEP II + STEP III
URT处理线第三步是提供给某
些单独物料的进一步分选提
纯。这里可能还要用到如额外
破碎步骤。另外，风选单元，
筛分以及感应技术
都 能 够 提 供 。 最 进料输送机
后可以获得不含金
属的塑料。为了确保系统的高
度灵活性，并满足不同的大量
独立物料流，独立处理步骤应
该设计为“离线“结合会比较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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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

URT全球客户

西班牙帕伦西亚

以色列特拉维夫

法国里昂

德国爱斯波尔坎普

罗马尼亚布泽乌

挪威林纳斯塔

西班牙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Planung, Fertigung, Lieferung und Service aus einer Hand
规划、制造、交付及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卡尔施塔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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