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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

置及其加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

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涉及荧光粉回收

技术领域。为了解决在对灯管收集过程中灯管破

碎后，汞蒸气排放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造成

了汞资源的浪费，破碎装置压力过大，影响使用

寿命，同时在破碎过程中，碎片会四处飞溅，降低

了回收效率的问题，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

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包括破碎机构、加热

机构和超声波清洗机构外分别套有密封罩，密封

罩靠近破碎机构一侧设置有带有密封盖的进料

口，整体工序处于密封环境内，避免有害气体污

染环境，影响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提高安全性，

通过粉碎箱将灯管罩在其内部，避免破碎过程中

灯管碎片飞溅，提高了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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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包括破碎机构(1)、加热机构(2)和超

声波清洗机构(3)，其特征在于：破碎机构(1)包括第一运输装置(11)和粉碎装置(12)，第一

运输装置(11)一侧设置有粉碎装置(12)，粉碎装置(12)由粉碎机架(121)、驱动机构(122)

和粉碎箱(123)构成，粉碎机架(121)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第一支撑架(124)上表面四周

固定连接，粉碎机架(121)内壁上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驱动机构(122)固定连接，驱动机构

(122)下端设置有粉碎箱(123)，加热机构(2)设置在靠近粉碎装置(12)一侧，超声波清洗机

构(3)设置在加热机构(2)一侧，破碎机构(1)、加热机构(2)和超声波清洗机构(3)外分别套

有密封罩，密封罩靠近破碎机构(1)一侧设置有带有密封盖的进料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

运输装置(11)由驱动电机(111)和运输带(112)构成，驱动电机(111)一侧分别通过螺栓与

第二支撑架(113)一侧固定连接，运输带(112)两端分别设置有运输辊(114)，运输带(112)

一端的运输辊(114)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第二支撑架(113)转动连接，驱动电机(111)一端

通过电机轴与主动齿轮固定连接，运输辊(114)一侧贯穿第二支撑架(113)与从动齿轮固定

连接，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运输带(112)另一端的运输辊(114)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

第一支撑架(124)转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驱动

机构(122)包括驱动气缸(1221)、移动导板(1222)和传动杆(1223)，驱动气缸(1221)上表面

分别通过螺栓与粉碎机架(121)下表面两侧固定连接，驱动气缸(1221)下端通过气缸杆与

移动导板(1222)固定连接，粉碎机架(121)内壁两侧分别设置有与移动导板(1222)相适配

的卡槽，移动导板(1222)两端分别与卡槽卡扣滑动连接，移动导板(1222)下表面两侧分别

设置有传动杆(1223)，传动杆(1223)下表面设置有粉碎箱(12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驱动

机构(122)设置为两个且分别平行设置在粉碎箱(123)上表面两侧，粉碎箱(123)呈开口向

下的“匚”型，粉碎箱(123)内壁上表面四周分别通过螺栓与弹簧(1231)固定连接，弹簧

(1231)下端通过螺栓与破碎压板(1232)上表面四周固定连接，破碎压板(1232)下表面分别

设置有均匀分布的破碎刀头(123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加热

机构(2)由加热箱(21)和第三支撑架(22)构成，加热箱(21)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第三支

撑架(22)上表面固定连接，加热箱(21)一侧分别设置有设备开关(211)和检测箱门(212)，

加热箱(21)通过销轴与检测箱门(212)开合连接，检测箱门(212)内壁安装有密封条，密封

条与加热箱(21)一侧嵌套连接，检测箱门(212)表面分别设置有把手和观察窗，加热箱(21)

内安装有第二运输装置(213)，第二运输装置(213)一端贯穿加热箱(21)一侧与粉碎装置

(12)一侧上表面接触，第二运输装置(213)另一端贯穿加热箱(21)一侧与超声波清洗机构

(3)一侧上表面接触，加热机构(2)一侧安装有排气管道(214)，排气管道(214)与汞液存储

装置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超声

波清洗机构(3)包括清洗机箱(31)和过滤机箱(32)，清洗机箱(31)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

底座(311)固定连接，清洗机箱(31)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机箱(32)固定连接，清洗机箱(31)

内安装有震动钢板(312)，震动钢板(312)表面分别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气泡发生孔(313)，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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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机箱(31)下表面分别设置有换能器(314)，换能器(314)上端与震动钢板(312)下表面固

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过滤

机箱(32)包括主过滤箱(321)和副过滤箱(322)，副过滤箱(322)一侧与主过滤箱(321)固定

连接，副过滤箱(322)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水泵(323)固定连接，过滤水泵(323)上端设置有

抽水管(324)，抽水管(324)上端安装有压力表(325)，抽水管(324)一侧通过螺栓与过滤滤

芯(326)固定连接，过滤滤芯(326)另一侧通过管道与清洗机箱(31)一侧上端固定连接，管

道上安装有开关阀。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过

滤箱(321)内安装有第一过滤网(327)，主过滤箱(321)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废料排污口

(35)，废料排污口(35)分别与第一排污管道(33)固定连接，主过滤箱(321)下端分别设置有

与其上端一致的荧光粉排污口(36)，荧光粉排污口(36)分别与第二排污管道(34)固定连

接，主过滤箱(321)上端另一侧设置有进水口(328)，主过滤箱(321)一侧设置有与副过滤箱

(322)相适配的开口，开口内安装有第二过滤网(329)。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

过滤网(327)设置在高于副过滤箱(322)上表面的主过滤箱(321)内，废料排污口(35)分别

设置在第一过滤网(327)上表面两侧，第一过滤网(327)的滤孔大于第二过滤网(329)的滤

孔，第一排污管道(33)一端与废料收集箱固定连接，荧光粉排污口(36)一端与荧光粉干燥

收集箱固定连接。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的加工

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通过第一运输装置(11)将废灯管输送至粉碎装置(12)下端，驱动机构(122)带

动粉碎箱(123)下降，将废灯管罩在其内部，破碎刀头(1233)配合破碎压板(1232)对废灯管

进行破碎处理；

步骤二：第一运输装置(11)将破碎后的灯管碎片输送至第二运输装置(213)一侧，第二

运输装置(213)将灯管碎片输送至加热箱(21)内进行加热，灯管碎片上的汞受热变成汞蒸

汽，由排气管道(214)输送至汞液存储装置内冷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

步骤三：灯管碎片继续通过第二运输装置(213)运输至清洗机箱(31)内进行超声波清

洗，清洗后的玻璃碎片和清洗脱离的荧光粉分别排入主过滤箱(321)，第一过滤网(327)分

别过滤出大片金属和塑料，通过废料收集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329)过滤板出荧光粉，

通过荧光粉干燥收集箱进行烘干收集。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4453379 A

3



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荧光粉回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

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的稀土废料回收重点均集中在稀土储氢材料和永磁材料领域，而作为

稀土应用发展的第三大应用方向的稀土荧光材料，有关的技术成果和建设项目却鲜有提

高。由于生产工艺及使用因素，各环节会产生大量的英冠分废料，稀土荧光粉及应用产品的

产量都将进一步扩大。废灯管是常见的有害垃圾，废灯管内含有大量的荧光粉，因荧光粉价

格昂贵，废弃的灯管难以利用，直接废弃既不环保，又造成浪费，因此采取对废灯管的回收

进行荧光粉的收集，然而，目前市面上的设备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0003] 1、由于灯管内含有汞和荧光粉等有害物质，由于汞的燃点较低，在对灯管收集过

程中灯管破碎后，无法对汞进行处理，汞蒸气排放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造成了汞资源的

浪费；

[0004] 2、传统的废灯管处理装置破碎装置通常采用压板挤压进行破碎，由于圆柱形结构

稳固，导致破碎装置压力过大，影响使用寿命，同时在破碎过程中，碎片会四处飞溅，造成工

作人员的安全性低，造成浪费，降低了回收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

艺，整体工序处于密封环境内，避免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影响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提高安

全性，通过破碎压板对灯管挤压，破碎刀头有效的降低了破碎压板的压力，提高了破碎效

率，延长了破碎压板的使用寿命，粉碎箱将灯管罩在其内部，避免破碎过程中灯管碎片飞

溅，提高了回收效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包括破碎机构、加热机构和超声波

清洗机构，破碎机构包括第一运输装置和粉碎装置，第一运输装置一侧设置有粉碎装置，粉

碎装置由粉碎机架、驱动机构和粉碎箱构成，粉碎机架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第一支撑架

上表面四周固定连接，粉碎机架内壁上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驱动机构固定连接，驱动机构

下端设置有粉碎箱，加热机构设置在靠近粉碎装置一侧，超声波清洗机构设置在加热机构

一侧，破碎机构、加热机构和超声波清洗机构外分别套有密封罩，密封罩靠近破碎机构一侧

设置有带有密封盖的进料口。

[0008] 进一步的，第一运输装置由驱动电机和运输带构成，驱动电机一侧分别通过螺栓

与第二支撑架一侧固定连接，运输带两端分别设置有运输辊，运输带一端的运输辊两端分

别通过轴承与第二支撑架转动连接，驱动电机一端通过电机轴与主动齿轮固定连接，运输

辊一侧贯穿第二支撑架与从动齿轮固定连接，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运输带另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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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辊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第一支撑架转动连接。

[0009] 进一步的，驱动机构包括驱动气缸、移动导板和传动杆，驱动气缸上表面分别通过

螺栓与粉碎机架下表面两侧固定连接，驱动气缸下端通过气缸杆与移动导板固定连接，粉

碎机架内壁两侧分别设置有与移动导板相适配的卡槽，移动导板两端分别与卡槽卡扣滑动

连接，移动导板下表面两侧分别设置有传动杆，传动杆下表面设置有粉碎箱。

[0010] 进一步的，驱动机构设置为两个且分别平行设置在粉碎箱上表面两侧，粉碎箱呈

开口向下的“匚”型，粉碎箱内壁上表面四周分别通过螺栓与弹簧固定连接，弹簧下端通过

螺栓与破碎压板上表面四周固定连接，破碎压板下表面分别设置有均匀分布的破碎刀头。

[0011] 进一步的，加热机构由加热箱和第三支撑架构成，加热箱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

第三支撑架上表面固定连接，加热箱一侧分别设置有设备开关和检测箱门，加热箱通过销

轴与检测箱门开合连接，检测箱门内壁安装有密封条，密封条与加热箱一侧嵌套连接，检测

箱门表面分别设置有把手和观察窗，加热箱内安装有第二运输装置，第二运输装置一端贯

穿加热箱一侧与粉碎装置一侧上表面接触，第二运输装置另一端贯穿加热箱一侧与超声波

清洗机构一侧上表面接触，加热机构一侧安装有排气管道，排气管道与汞液存储装置固定

连接。

[0012] 进一步的，超声波清洗机构包括清洗机箱和过滤机箱，清洗机箱下表面分别通过

螺栓与底座固定连接，清洗机箱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机箱固定连接，清洗机箱内安装有震

动钢板，震动钢板表面分别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气泡发生孔，清洗机箱下表面分别设置有换

能器，换能器上端与震动钢板下表面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的，过滤机箱包括主过滤箱和副过滤箱，副过滤箱一侧与主过滤箱固定连

接，副过滤箱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水泵固定连接，过滤水泵上端设置有抽水管，抽水管上端

安装有压力表，抽水管一侧通过螺栓与过滤滤芯固定连接，过滤滤芯另一侧通过管道与清

洗机箱一侧上端固定连接，管道上安装有开关阀。

[0014] 进一步的，主过滤箱内安装有第一过滤网，主过滤箱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废料排

污口，废料排污口分别与第一排污管道固定连接，主过滤箱下端分别设置有与其上端一致

的荧光粉排污口，荧光粉排污口分别与第二排污管道固定连接，主过滤箱上端另一侧设置

有进水口，主过滤箱一侧设置有与副过滤箱相适配的开口，开口内安装有第二过滤网。

[0015] 进一步的，第一过滤网设置在高于副过滤箱上表面的主过滤箱内，废料排污口分

别设置在第一过滤网上表面两侧，第一过滤网的滤孔大于第二过滤网的滤孔，第一排污管

道一端与废料收集箱固定连接，荧光粉排污口一端与荧光粉干燥收集箱固定连接。

[0016] 本发明提供另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的加工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7] 步骤一：通过第一运输装置将废灯管输送至粉碎装置下端，驱动机构带动粉碎箱

下降，将废灯管罩在其内部，破碎刀头配合破碎压板对废灯管进行破碎处理；

[0018] 步骤二：第一运输装置将破碎后的灯管碎片输送至第二运输装置一侧，第二运输

装置将灯管碎片输送至加热箱内进行加热，灯管碎片上的汞受热变成汞蒸汽，由排气管道

输送至汞液存储装置内冷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

[0019] 步骤三：灯管碎片继续通过第二运输装置运输至清洗机箱内进行超声波清洗，清

洗后的玻璃碎片和清洗脱离的荧光粉分别排入主过滤箱，第一过滤网分别过滤出大片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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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塑料，通过废料收集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过滤板出荧光粉，通过荧光粉干燥收集箱进

行烘干收集。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破碎

机构、加热机构和超声波清洗机构外分别套有密封罩，密封罩靠近破碎机构一侧设置有带

有密封盖的进料口，整体工序处于密封环境内，避免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影响工作人员的身

体健康，提高安全性。

[0022] 2.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通过

破碎压板对灯管挤压，破碎刀头有效的降低了破碎压板的压力，提高了破碎效率，延长了破

碎压板的使用寿命，粉碎箱将灯管罩在其内部，避免破碎过程中灯管碎片飞溅，提高了回收

效率。

[0023] 3.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通过

加热箱对破碎灯管进行加热，灯管内的汞受热变成汞蒸汽，由排气管道输送至汞液存储装

置内冷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便于二次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加环保。

[0024] 4.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分别

通过第一过滤网分别过滤出大片金属和塑料，废料收集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过滤板出

荧光粉，荧光粉干燥收集箱进行烘干收集，收集效率高，提高回收荧光粉的质量，过滤水泵

将副过滤箱内的液体通过过滤滤芯过滤后输送至清洗机箱内，循环使用，减少资源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立体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破碎机构立体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驱动机构立体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加热机构立体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超声波清洗机构立体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的清洗机箱剖视立体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的过滤机箱与过滤水泵连接立体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的过滤机箱剖视立体图。

[0033] 图中：1、破碎机构；11、第一运输装置；111、驱动电机；112、运输带；113、第二支撑

架；114、运输辊；12、粉碎装置；121、粉碎机架；122、驱动机构；1221、驱动气缸；1222、移动导

板；1223、传动杆；123、粉碎箱；1231、弹簧；1232、破碎压板；1233、破碎刀头；124、第一支撑

架；2、加热机构；21、加热箱；211、设备开关；212、检测箱门；213、第二运输装置；214、排气管

道；22、第三支撑架；3、超声波清洗机构；31、清洗机箱；311、底座；312、震动钢板；313、气泡

发生孔；314、换能器；32、过滤机箱；321、主过滤箱；322、副过滤箱；323、过滤水泵；324、抽水

管；325、压力表；326、过滤滤芯；327、第一过滤网；328、进水口；329、第二过滤网；33、第一排

污管道；34、第二排污管道；35、废料排污口；36、荧光粉排污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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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请参阅图1，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包括破碎机构1、加热机

构2和超声波清洗机构3，破碎机构1包括第一运输装置11和粉碎装置12，第一运输装置11一

侧设置有粉碎装置12，粉碎装置12由粉碎机架121、驱动机构122和粉碎箱123构成，粉碎机

架121下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第一支撑架124上表面四周固定连接，粉碎机架121内壁上表

面分别通过螺栓与驱动机构122固定连接，驱动机构122下端设置有粉碎箱123，通过粉碎装

置12对废灯管进行粉碎，加热机构2设置在靠近粉碎装置12一侧，超声波清洗机构3设置在

加热机构2一侧，破碎机构1、加热机构2和超声波清洗机构3外分别套有密封罩，密封罩靠近

破碎机构1一侧设置有带有密封盖的进料口，整体工序处于密封环境内，避免有害气体污染

环境，影响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提高安全性。

[0036] 请参阅图2‑3，第一运输装置11由驱动电机111和运输带112构成，驱动电机111一

侧分别通过螺栓与第二支撑架113一侧固定连接，运输带112两端分别设置有运输辊114，运

输带112一端的运输辊114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第二支撑架113转动连接，驱动电机111一端

通过电机轴与主动齿轮固定连接，运输辊114一侧贯穿第二支撑架113与从动齿轮固定连

接，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运输带112另一端的运输辊114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第一支

撑架124转动连接，驱动机构122包括驱动气缸1221、移动导板1222和传动杆1223，驱动气缸

1221上表面分别通过螺栓与粉碎机架121下表面两侧固定连接，驱动气缸1221下端通过气

缸杆与移动导板1222固定连接，粉碎机架121内壁两侧分别设置有与移动导板1222相适配

的卡槽，移动导板1222两端分别与卡槽卡扣滑动连接，移动导板1222下表面两侧分别设置

有传动杆1223，传动杆1223下表面设置有粉碎箱123，驱动机构122设置为两个且分别平行

设置在粉碎箱123上表面两侧，粉碎箱123呈开口向下的“匚”型，粉碎箱123内壁上表面四周

分别通过螺栓与弹簧1231固定连接，弹簧1231下端通过螺栓与破碎压板1232上表面四周固

定连接，破碎压板1232下表面分别设置有均匀分布的破碎刀头1233，通过第一运输装置11

将废弃的灯管输送至粉碎箱123下端，驱动机构122带动粉碎箱123下降，破碎压板1232对灯

管挤压，破碎刀头1233有效的降低了破碎压板1232的压力，提高了破碎效率，延长了破碎压

板1232的使用寿命，粉碎箱123将灯管罩在其内部，避免破碎过程中灯管碎片飞溅，提高了

回收效率；

[0037] 请参阅图4，加热机构2由加热箱21和第三支撑架22构成，加热箱21下表面分别通

过螺栓与第三支撑架22上表面固定连接，加热箱21一侧分别设置有设备开关211和检测箱

门212，加热箱21通过销轴与检测箱门212开合连接，检测箱门212内壁安装有密封条，密封

条与加热箱21一侧嵌套连接，检测箱门212表面分别设置有把手和观察窗，加热箱21内安装

有第二运输装置213，第二运输装置213一端贯穿加热箱21一侧与粉碎装置12一侧上表面接

触，第二运输装置213另一端贯穿加热箱21一侧与超声波清洗机构3一侧上表面接触，加热

机构2一侧安装有排气管道214，排气管道214与汞液存储装置固定连接，通过加热箱21对破

碎灯管进行加热，灯管内的汞受热变成汞蒸汽，由排气管道214输送至汞液存储装置内冷

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便于二次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加环保。

[0038] 请参阅图5‑8，超声波清洗机构3包括清洗机箱31和过滤机箱32，清洗机箱31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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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别通过螺栓与底座311固定连接，清洗机箱31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机箱32固定连接，清

洗机箱31内安装有震动钢板312，震动钢板312表面分别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气泡发生孔313，

清洗机箱31下表面分别设置有换能器314，换能器314上端与震动钢板312下表面固定连接，

通过换能器314与震动钢板312作用，产生空腔气泡，对玻璃进行超声波清洗，将玻璃表面的

荧光剂与其脱离，过滤机箱32包括主过滤箱321和副过滤箱322，副过滤箱322一侧与主过滤

箱321固定连接，副过滤箱322一侧通过管道与过滤水泵323固定连接，过滤水泵323上端设

置有抽水管324，抽水管324上端安装有压力表325，抽水管324一侧通过螺栓与过滤滤芯326

固定连接，过滤滤芯326另一侧通过管道与清洗机箱31一侧上端固定连接，管道上安装有开

关阀，主过滤箱321内安装有第一过滤网327，主过滤箱321一侧上端分别设置有废料排污口

35，废料排污口35分别与第一排污管道33固定连接，主过滤箱321下端分别设置有与其上端

一致的荧光粉排污口36，荧光粉排污口36分别与第二排污管道34固定连接，主过滤箱321上

端另一侧设置有进水口328，主过滤箱321一侧设置有与副过滤箱322相适配的开口，开口内

安装有第二过滤网329，第一过滤网327设置在高于副过滤箱322上表面的主过滤箱321内，

废料排污口35分别设置在第一过滤网327上表面两侧，第一过滤网327的滤孔大于第二过滤

网329的滤孔，第一排污管道33一端与废料收集箱固定连接，荧光粉排污口36一端与荧光粉

干燥收集箱固定连接，通过清洗机箱31将玻璃碎片和荧光粉脱离，依次通过第一过滤网327

分别过滤出大片金属和塑料，废料收集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329过滤板出荧光粉，荧光

粉干燥收集箱进行烘干收集，收集效率高，提高回收荧光粉的质量，过滤水泵323将副过滤

箱322内的液体通过过滤滤芯326过滤后输送至清洗机箱31内，循环使用，减少资源的浪费。

[0039] 一种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一：通过第一运输装置11将废灯管输送至粉碎装置12下端，驱动机构122带动

粉碎箱123下降，将废灯管罩在其内部，破碎刀头1233配合破碎压板1232对废灯管进行破碎

处理；

[0041] 步骤二：第一运输装置11将破碎后的灯管碎片输送至第二运输装置213一侧，第二

运输装置213将灯管碎片输送至加热箱21内进行加热，灯管碎片上的汞受热变成汞蒸汽，由

排气管道214输送至汞液存储装置内冷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

[0042] 步骤三：灯管碎片继续通过第二运输装置213运输至清洗机箱31内进行超声波清

洗，清洗后的玻璃碎片和清洗脱离的荧光粉分别排入主过滤箱321，第一过滤网327分别过

滤出大片金属和塑料，通过废料收集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329过滤板出荧光粉，通过荧

光粉干燥收集箱进行烘干收集。

[0043] 综上所述，本稀土废料回收用废灯管荧光粉回收装置及其加工工艺，整体工序处

于密封环境内，避免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影响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提高安全性，通过破碎

压板1232对灯管挤压，破碎刀头1233有效的降低了破碎压板1232的压力，提高了破碎效率，

延长了破碎压板1232的使用寿命，粉碎箱123将灯管罩在其内部，避免破碎过程中灯管碎片

飞溅，提高了回收效率，通过加热箱21对破碎灯管进行加热，灯管内的汞受热变成汞蒸汽，

由排气管道214输送至汞液存储装置内冷却，形成液态泵后密封储存，便于二次利用，提高

了资源利用率，更加环保，分别通过第一过滤网327分别过滤出大片金属和塑料，废料收集

箱进行收集，第二过滤网329过滤板出荧光粉，荧光粉干燥收集箱进行烘干收集，收集效率

高，提高回收荧光粉的质量，过滤水泵323将副过滤箱322内的液体通过过滤滤芯326过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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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至清洗机箱31内，循环使用，减少资源的浪费。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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