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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

理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垃圾处理技术，尤

其涉及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

处理方法。提供了一种电子垃圾处理清洁化、资

源化，不产生二次污染的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

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本发明中提出了一种

电子垃圾全新的处理技术和工艺装置，能够将电

子垃圾中除显示器外的所有有用物质几乎全部

回收，处理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既解决了电子

垃圾传统处理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又将

电子中的各种资源尽可能的回收。使电子垃圾成

为“城市矿产”，实现电子垃圾处理的清洁化、资

源化。本发明具有电子垃圾处理清洁化、资源化，

不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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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人工拆解分类：

通过人工将电子垃圾拆解分类成显示器、墨盒、磁铁、导线和线路板；

1.1）显示器回收：交专业厂家处理；

1.2）墨盒回收：回收墨粉和塑料；

1.3）磁铁回收：直接回收；

1.4）导线回收：经切断和褪皮后，分选呈铜与聚氯乙烯颗粒回收；

1.5）线路板回收：将线路板依次经破碎、粉碎、分选和金属富集工序后，成为铜粉、金属

富集粉和树脂粉进行回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1）所述的导线回收：

导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一进入单轴破碎机二切成小段后通过皮带输送机三进入褪皮

分选一体机四褪皮、分选成铜颗粒和聚氯乙烯护套颗粒回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1.5）所述的线路板回收：

3.1）线路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五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六破碎成小于20mm的小

块；

3.2）然后通过螺旋输送机七输送到水冷式粉碎机八粉碎成50~80目的粉末，然后通过

水冷式粉碎机八的出料口自带的风扇排出；

3.3）从水冷式粉碎机八排出后经管道进入旋风分离器九进行气固分离；

3.4）经过3.3）步骤后分离出的粉末进入气流摇床十三，分选出大部分的铜；树脂和部

分金属的混合粉末被抽走进入布袋收尘器进行气固分离，分离后气体排放；

3.5）通过步骤3.4）后收集的粉末通过刮板输送机十一进入金属富集器，金属富集器将

粉尘分选成金属富集粉和树脂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其特征在

于，经步骤1.1）显示器回收、步骤1.2）墨盒回收、步骤1.3）磁铁回收、步骤1.4）导线回收和

步骤1.5）线路板回收后，剩余的电子垃圾处理方式为：

4.1）经进料链板输送机十四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十五，破碎成小于20mm的块状

物；

4.2）小于20mm的块状物通过跨带磁选机十六后经皮带输送机十七进入振动筛分成粗

细两部分，再分别进入分离机十九分选出其中剩余的少量铁、不锈钢和塑料后，剩余的有色

金属经皮带输送机二十进入研磨机二十一；

4.3）研磨机二十一出料经振动筛二十四分成粗细两部分，粗料通过回料皮带输送机二

十三返回研磨机二十一重新研磨，细料通过软管进入铜铝分选气流摇磨床二十五分选成铜

和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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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垃圾处理技术，尤其涉及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

清洁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据统计，全球2018年一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4850万吨，可以装满超过17.5万辆

重型卡车；中国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670万吨。这些电子垃圾中含有大量的铁、铜、铝、

金、银等，不加处理的电子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也浪费大量的资源。

[0003] 我国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废弃物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规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对回收的废弃电子产品进行处理，应当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资格。但是即使是已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其处理工艺大多还是

沿用传统的“火烧”（烧去塑料留下金属，产生大量的废气和残渣）和“水洗”（用强酸或“王

水”溶解金属，经酸浸泡的塑料废弃成为新的垃圾），浪费大量有用资源，处理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废水、废气、废渣，对空气、河流、地下水、土地等造成严重的污染；或是简单的拆解堆

放，没有消除污染和利用资源。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一种不生产二次污染、能够对废弃电子

产品中大量的有用物质进行回收利用的电子垃圾清洁处理方法和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电子垃圾处理清洁化、资源化，不产生二次污染

的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步骤：

1）人工拆解分类：

通过人工将电子垃圾拆解分类成显示器、墨盒、磁铁、导线和线路板；

1.1）显示器回收：交专业厂家处理；

1.2）墨盒回收：回收墨粉和塑料；

1.3）磁铁回收：直接回收；

1.4）导线回收：经切断和褪皮后，分选呈铜与聚氯乙烯颗粒回收；

1.5）线路板回收：将线路板依次经破碎、粉碎、分选和金属富集工序后，成为铜粉、金属

富集粉和树脂粉进行回收。

[0006] 步骤1.1）所述的导线回收：

导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一进入单轴破碎机二切成小段后通过皮带输送机三进入褪皮

分选一体机四褪皮、分选成铜颗粒和聚氯乙烯护套颗粒回收。

[0007] 步骤1.5）所述的线路板回收：

3.1）线路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五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六破碎成小于20mm的小

块；

3.2）然后通过螺旋输送机七输送到水冷式粉碎机八粉碎成50~80目的粉末，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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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式粉碎机八的出料口自带的风扇排出；

3.3）从水冷式粉碎机八排出后经管道进入旋风分离器九进行气固分离；

3.4）经过3.3）步骤后分离出的粉末进入气流摇床十三，分选出大部分的铜；树脂和部

分金属的混合粉末被抽走进入布袋收尘器进行气固分离，分离后气体排放；

3.5）通过步骤3.4）后收集的粉末通过刮板输送机十一进入金属富集器，金属富集器将

粉尘分选成金属富集粉和树脂粉。

[0008] 经步骤1.1）显示器回收、步骤1.2）墨盒回收、步骤1.3）磁铁回收、步骤1.4）导线回

收和步骤1.5）线路板回收后，剩余的电子垃圾处理方式为：

4.1）经进料链板输送机十四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十五，破碎成小于20mm的块状

物；

4.2）小于20mm的块状物通过跨带磁选机十六后经皮带输送机十七进入振动筛分成粗

细两部分，再分别进入分离机十九分选出其中剩余的少量铁、不锈钢和塑料后，剩余的有色

金属经皮带输送机二十进入研磨机二十一；

4.3）研磨机二十一出料经振动筛二十四分成粗细两部分，粗料通过回料皮带输送机二

十三返回研磨机二十一重新研磨，细料通过软管进入铜铝分选气流摇磨床二十五分选成铜

和铝。

[0009] 本发明中提出了一种电子垃圾全新的处理技术和工艺装置，能够将电子垃圾中除

显示器外的所有有用物质几乎全部回收，处理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既解决了电子垃圾传

统处理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又将电子中的各种资源尽可能的回收。使电子垃圾成

为“城市矿产”，实现电子垃圾处理的清洁化、资源化。本发明具有电子垃圾处理清洁化、资

源化，不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处理工艺流程结构示意图，

图2是导线回收处理结构示意图，

图3是线路板回收处理结构示意图，

图4是剩余部分电子垃圾结构示意图；

图中1是进料皮带输送机一，2是单轴破碎机二，3是皮带输送机三，4是褪皮分选一体机

四，5是进料皮带输送机五，6是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六，7是螺旋输送机七，8是水冷式粉

碎机八，9是旋风分离器九，  10是布袋收尘器，11是刮板输送机十一，12是金属富集器，  13

是气流摇床十三，14是进料链板输送机十四，15是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十五，16是跨带磁

选机十六，17是皮带输送机十七，  18是振动筛十八，19是分离机十九，20是皮带输送机二

十，21是研磨机二十一，22是皮带输送机二十二，  23是回料皮带输送机二十三，24是振动筛

二十四，25是铜铝分选气流摇磨床二十五。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参考图  1-4所示，一种高效回收电子垃圾有用物质的清洁处理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人工拆解分类：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3732005 A

4



通过人工将电子垃圾拆解分类成显示器、墨盒、磁铁、导线和线路板；

1.1）显示器回收：交专业厂家处理；

1.2）墨盒回收：回收墨粉和塑料；

1.3）磁铁回收：直接回收；

1.4）导线回收：经切断和褪皮后，分选呈铜与聚氯乙烯颗粒回收；

1.5）线路板回收：将线路板依次经破碎、粉碎、分选和金属富集工序后，成为铜粉、金属

富集粉和树脂粉进行回收。

[0012] 步骤1.1）所述的导线回收：

导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一1进入单轴破碎机二2切成小段后通过皮带输送机三3进入褪

皮分选一体机四4褪皮、分选成铜颗粒和聚氯乙烯护套颗粒回收。

[0013] 导线处理设备由进料皮带输送机一1、单轴破碎机二2、皮带输送机三3和褪皮分选

一体机四4（《多层撞击有色金属细碎研磨机ZL201720837191 .6》和《铜铝分离气流摇床

ZL201720837640.7》技术组合）组合而成。

[0014] 步骤1.5）所述的线路板回收：

3.1）线路板经进料皮带输送机五5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六6破碎成小于20mm的

小块；

3.2）然后通过螺旋输送机七7输送到水冷式粉碎机八8粉碎成50~80目的粉末，然后通

过水冷式粉碎机八8的出料口自带的风扇排出；

3.3）从水冷式粉碎机八8排出后经管道进入旋风分离器九9进行气固分离；

3.4）经过3.3）步骤后分离出的粉末进入气流摇床十三13，分选出大部分的铜；树脂和

部分金属的混合粉末被抽走进入布袋收尘器10进行气固分离，分离后气体排放；

3.5）通过步骤3.4）后收集的粉末通过刮板输送机十一11进入金属富集器12，金属富集

器12将粉尘分选成金属富集粉（含铜、金、银、锡等多种金属）和树脂粉。金属富集粉出售给

专业厂家或自行进行提纯（电解或冶炼等）出铜、金、银、锡等。

[0015] 线路板处理设备由进料皮带输送机五5、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六6（专利号

ZL201720837726.X）、螺旋输送机七7、水冷式粉碎机八8、旋风分离器九9、气流摇床十三13

（《采用授权专利技术，铜铝分离气流摇床ZL201720837640.7》）、布袋收尘器10、刮板输送机

十一11和金属富集器12（采用授权专利技术，从粉尘中富集金属的装置ZL201821752030.8）

组成。

[0016] 经步骤1.1）显示器回收、步骤1.2）墨盒回收、步骤1.3）磁铁回收、步骤1.4）导线回

收和步骤1.5）线路板回收后，剩余部分电子垃圾处理方式为：

4.1）经进料链板输送机十四14进入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十五15，破碎成小于20mm的

块状物；

4.2）小于20mm的块状物通过跨带磁选机十六16（分选出绝大部分的铁）后经皮带输送

机十七17进入振动筛分成粗细两部分，再分别进入分离机十九19分选出其中剩余的少量

铁、不锈钢和塑料后，剩余的有色金属（铜、铝混合物）经皮带输送机二十20进入研磨机二十

一21；

4.3）研磨机二十一21出料经振动筛二十四24分成粗细两部分，粗料通过回料皮带输送

机二十三23返回研磨机二十一21重新研磨，细料通过软管进入铜铝分选气流摇磨床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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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选成铜和铝。

[0017] 主体处理设备由进料链板输送机十四14、一体化复合破切碎料机十五15（采用专

利号为ZL201720837726.X技术）、跨带磁选机十六16、皮带输送机十七17、振动筛十八18、分

离机十九19（采用专利技术，《双粒度并联三分离机ZL201720837665.7》）、皮带输送机二十

20、研磨机二十一21（采用专利技术，《多层撞击有色金属细碎研磨机ZL201720837191.6》）、

皮带输送机二十二22、振动筛二十四24、回料皮带输送机二十三23和铜铝分选气流摇磨床

二十五25（采用专利技术，《铜铝分离气流摇床ZL201720837640.7》）组成。

[0018] 上述处理过程中如破碎、分选产生的含尘气体全部通过管道抽到布袋收尘器10进

行气固分离，尾气达标排放，不产生二次污染。

[0019] 经过上述处理，电子垃圾被处理成铁、铜、铝、不锈钢、塑料、聚氯乙烯颗粒、树脂粉

和金属富集粉并全部回收。

[0020] 本发明创新点：

1、电子垃圾全物理处理方法。通过机械、磁、电等物理方法将混合各种物质的电子垃圾

自动处理成铁、铜、铝、不锈钢、塑料、聚氯乙烯、金属富集粉等并且全部回收利用；

2一次将破碎后的混合电子垃圾自动分选成铁、有色金属、不锈钢和非金属的四分离技

术；

3从粉尘中富集贵金属粉的技术；

4整套装置全自动运行，实现了电子垃圾的资源化、精细化、清洁化、自动化高效处理。

[0021] 本发明的使用效果

利用本发明技术开发的“电子垃圾资源化精细处理成套装备”子垃圾，混合电子垃圾被

自动分选成铁、铜、铝、不锈钢、塑料、非金属（塑料）和轻质物（碎纸片、碎薄膜等）并全部回

收。

[0022]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分离率：

铁：接近100%；铜：≥99%；铝：≥98%；

不锈钢：≥90%；塑料：≥99%；聚氯乙烯≥99%；

粉尘中金属富集率：≥97%。

[0023] 尾气排放浓度：＜30mg/Nm3。

[0024] 本发明技术及装置处理电子垃圾，具有清洁环保、高效节能、运行智能、资源回收

率高等优点，是电子垃圾处理技术工艺的革命性突破。

[0025] 对于本案所公开的内容，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本案所公开的实施例附图只涉及到与本案所公开实施例所涉及到的结构，其他结

构可参考通常设计；

（2）、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案所公开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以得到

新的实施例；

以上，仅为本案所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公开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本案所公

开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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