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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传统制浆的浆渣系统
变废为宝



 � 符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

 � 如垃圾填埋规定

 � 降低处理和运输成本

 � 预处理用于产生燃料的浆渣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

 � 物质回收产生额外经济效益（如：金属或塑料）

优点

为了使运行成本更低，每条回收纤维

线都需要一个适当的水、污泥以及浆

渣处理系统。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将资

源（水、电）的成本和废物处理的费

用降到最少。另外，浆渣是有利用价

值的，它可以产生财富。比如说金属

可以做原料，塑料可以做能源资源。

因此，来自回收纤维系统里的浆渣需

要经过恰当的处理。处理过程要经济

简易又能满足特定需求以确保浆渣或

它们的组份可以被热利用（如：生产

燃烧或气化），可以变卖或二次利用

（如：颗粒化后）或可以用最少的人

力和物力将其处理掉。所有这些都要

求对浆渣进行精细处理，并对每个工

艺过程都需要有全面的认识。主要的

独立工序，比如撕碎、金属和重质颗

粒分离、污泥脱水、挤压、干燥，以

挑战：将废物转变为现金

1  撕碎，设定合适的颗粒尺寸

缓慢转动的耐磨切刀把粗大颗粒破

碎到想要的尺寸。筛孔大小决定了破碎后

颗粒体的大小。撕碎机通常用来破碎碎浆

系统和粗筛系统的粗渣。该机器容易安装

且有很好的易接近性，另外它坚固的设计

使得其运行可靠、维修成本低。

2 金属分离，分离含铁金属和非铁金属

含铁金属用磁力上悬带式分离器来

分离，而非铁金属则由涡流分离器分离。

为了保护后续阶段的设备，大块的含铁金

属要在工艺过程中尽早除去，小块含铁金

属和非铁金属通常会在撕碎阶段之后才被

分离以达到更高的分离效率。

3 金属探测，探测任何种类的金属材料

大块颗粒会引发故障并损坏机械，

有效的金属探测可以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大金属块可引起电磁场变化，因此可以被

探测。金属探测系统可以发信号到输送系

统控制装置以确保大金属块可以立刻从系

统中被分离。

4 挤压，机械方式挤压粗渣和细渣到

最高干度

尾渣通过螺旋输送到挤压机，并通过两个

液压缸产生的背压进行压缩。抗磨损、重

载设计的筛筐保留固形物，而滤液通过筛

孔收集在接水盘里。最终的干度取决于尾

渣的组份和纤维含量。

及颗粒化后燃烧或气化，都必须正确

组合和排列才能达到最初计划的最大

效益。

5 分离不想要的成分，去除含有PVC的

物料

各种各样的塑胶材料（PP,PE,PVC等等）

都可以被近红外技术（NIR）探测和区分

出来。根据回收得到的物料的最终应用目

的（如来自PVC的氯化物导会致锅炉严重

腐蚀），一种或几种被探测出来的组份可

被压缩空气喷嘴喷出去除。分离器要求物

料有一定的干度和颗径大小分布。 

6  干燥，将余热用于污泥和浆渣干燥

预脱水后的浆渣被均匀地分布在一

个可渗透带的上面，热风沿逆流方向从上

面吹向浆渣，而从渗透带的背面吸走，低

温度和长停留时间保证了有效的干燥。灵

活运用低级的能源（从热水或燃烧装置回

收的余热等）能使干燥成本更低。

7 沙子和重颗粒沉淀，通过重力将沙

子、玻璃和其它重质颗粒除去

轻杂质以及其中含有的大量重杂质---比较

有代表性的譬如除渣器工段的尾渣---需要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尾渣悬浮物被送

进重力沉淀室，沉淀下来的重粒子通过斜

螺旋排出。足够的停留时间和最佳的机械

设置确保高滤液品质和低维修成本。

8 地沟污水过滤，保护污水处理系统

在污水处理厂、生化过滤设备和类

似的工厂之前要求有一套保护系统，同时

也可以实现固形物回收。一个旋转的、无

端的并带有特殊捞齿设计的滤带浸没在地

沟中来收集固形物。高强度滤带的目数决

定了水的品质。由于紧凑坚固的设计，该

设备可以快速地被安装在各种地沟内，操

作简易可靠、维修成本低。

 浆渣压实机，主要的组件之一

 用于包装纸生产线的传统磨浆浆渣处理系统

解决方案：安德里茨浆渣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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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合和理念
在开发每个工艺步骤设备的过程中，

我们也掌握了如何让单台设备在整

个系统里面运行到最好。所以我们把

Andritz浆渣系统设计得至臻精细，

但却足够坚固。在全世界安装运行的

实例使我们有了扎实的基础，让我们

能够为不同的需求量身订造不同的解

决方案。

整个系统中的核心部份
Andr itz浆渣处理系统可以被整

合在“废料变能源”的系统里，

这是一项能够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技

术。ANDRITZ在备木和燃料制备工

艺，以及生物质干燥、精炼和细磨、颗

粒化还有生物质过滤盒气化装置方面有

着多年的丰富经验。浆渣处理系统完善

了从制浆造纸工厂废料中产生能源的子

系统链。

主要驱动力
 � 从2011年开始欧盟不再允许垃圾 

 掩埋

 � 垃圾掩埋费用逐步上涨

 � 低比重和湿材料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 能源成本逐步上涨

 � 浆渣是一种高热值的能源资源

 � 工厂内部的废料回收能提高能源和 

 成本的独立性

作为一个在全球运作的技术引导者，以环境保护为己任，提供“把废料变能源”的系
统是我们重大的使命。

把浆渣转变成有价值的资源和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