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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丰厚历史正是优势所在
MRT 系统公司成立于 1979 年，1978 年注册首项专利，历经

四十多年，现已跻身汞回收技术领域主导者和研发推动者之

列。

    全球范围内设有 300 多个 MRT 系统公司的装置，遍

布所有大洲。通过专精的代表网络，MRT 系统公司充分实现

全球本土化，可提供卓越服务并开展业务。

 

安全和经济

专注于在再利用过程中处理作为一种有害副产品的汞的过程

中的安全性，同时依然要确保最高的效率以及所回收材料尽

可能最高的价值，这是 MRT 各种解决方案的首要目标。考

虑到汞对于生物体的毒性和影响作用，所有 MRT 解决方案

都必须 100 % 地专注于保持设备操作人员所在作业环境的安

全性和保护性。其次，所有设备均配置有过滤系统，确保没

有有害物排放会影响到周边环境。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产出

物在洁净度和分离方面保持符合最高标准要求，确保所回收

材料的最大价值。

创新、服务和支持

MRT 系统公司是一间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始终处于研发最

前沿。高水平创新带来众多专利技术，而且我们还极为关注

各种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合规性。为配合用户运营，MRT 系统

公司提供覆盖范围广博的服务和支持包，确保用户始终快捷

方便地得到原装零备件以及服务和建议。

    总之，MRT 系统公司致力于向其用户提供设备，使其运

营和材料产出实现最高价值。

回收专家

MRT SYSTEM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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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介绍

汞污染问题出现在不同领域。举例而言，回收废旧产品，如

平板、光源和电池。这种问题在采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

也屡见不鲜。在建筑过程中，土壤可能受到污染，需进行净

化。我们所关注的是识别出汞问题，然后将其转化为可盈利

的业务机会。

 

建筑和采矿

随着城市扩张，旧有工业用地都成为市区，要求进行勘测和

开发，使其成为住宅用地。一夜之间，工业用地纳入市区范

围，这些工业用地紧邻各种办公大楼和住宅楼，对于有害

材料的要求也变得日趋严苛。由于土壤和岩石构造中天然地

存在汞，使得在建筑工地现场检测汞变得越来越普遍。在采

矿作业中，汞天然存在于挖掘出的土壤和矿石中。尤其是煤

矿，在挖掘和处理过程中可能会释放出高浓度的汞。在金矿

开采过程中，采用汞进行黄金提取是提纯工艺中的最后一个

步骤。

石油和天然气

在勘探和炼制过程中，汞会在很多阶段都会产生影响和造成

污染。汞天然存在于土壤和岩层中，石油和天然气矿床中也

很常见。其结果就是钻井泥浆和污泥、钻井管道和钻井四

通，以及各种软管和催化剂所造成的污染非常普遍。

再利用

汞在以前曾经用于光源制造，不仅用于房间照明的各种灯

具，亦用于电视和显示屏光源。汞还广泛地用于电池，覆盖

日常使用的各类小工具。在对包含汞的物品进行材料的再利

用时，拆解和再利用前必须对其进行去污染处理。

受到汞污染的废弃物

受到汞污染的、不同种类的废弃物是全球性问题。常见的污

染源，举例而言，包括各种电池、温度计以及来自于补牙的

汞合金。  

领域



4

解决方案

概要介绍

针对不同的用途，MRT 系统提供一系列优异、专用的汞回收

解决方案。我们的灯具处理机、平板处理机和批次蒸馏器将

帮助您实现安全和高效的汞回收。在过程的几乎每一个步

骤中，我们的解决方案都能提供利润率。从受污染废弃物拆

解、粉碎和各部分离，到蒸馏和体积小型化。

 

拆解 —— WEEE 电子电器废弃物

我们针对平板再利用的解决方案在设计上确保高价值零部件

的快速和安全的拆解，在移除含汞零部件的过程中，不会降

低安全性要求。FPP 裁切机自动地在面板的周界上进行两次

切割，实现清洁和安全地分离，比传统方法更为高效。

灯具处理

处理灯具废弃物时，随着目前灯具中的技术含量与日俱增，

因此目前越来越关注材料的再利用。为再生材料价值，必须

分离出各个部分，纯度越高越好，并确保高价值的组件可进

行回用。

    在我们的 LP 系列中所采用的 MRT 灯具处理技术所给

出的解决方案将可产生最高的产出价值，同时分离出含汞材

料。

蒸馏

从任何基材中回收汞最清洁和最环保的方法就是加热。在 

MRT 蒸馏器中，汞是在完全封闭的过程中进行提取，此举可

确保最安全和最清洁的结果，且排放水平最低，汞清洁度最

高。

    根据基材和数量，批次蒸馏器 (BPD) 或是连续处理蒸

馏器 (CPD) 均可提供多种选择。批次蒸馏器适合于数量较

小，或是存在很多种不同的材料，要求进行分离操作。如果

是数量很大的同种材料，则连续处理蒸馏器最为适用，这种

工艺可 24/7 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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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介绍

无论面临何种汞污染问题，MRT 都可提供解决方案。请参

阅以下内容并了解我们产品如何处理汞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

可盈利的业务机会。

 

FPP 平板处理机

平板处理机是一种多功能机器，可拆解品类繁多的 LCD 面

板。该处理机可安全地提取出各种荧光灯，然后分离到不

同的部分。该处理机可手工进料或是通过传送带进行机械进

料。FPP 裁切机自动地在面板的周界上进行两次切割，实现

清洁和安全地分离。该处理机所能处理的面板最大规格是  

1 600 mm x 1 200 mm 以及 60 kg。

LP 灯具处理机

MRT 的灯具处理机在设计上是针对各种荧光灯以及不同形状

和类型的灯管。该机器将材料进行粉碎和分离，归入玻璃部

分、荧光粉末部分、电子件/插座/端盖部分。该机器配有两

个手工进料站，一个是 140 L 手工带轮料箱翻转装置，用于 

CFL 和经过粉碎预处理的灯具，一个是手工水平进料台，用

于 TL, 旨在优化产出品的质量。所有各部分材料都是出料

到 200 L 的钢桶之中，玻璃例外，是出料到一个 1 m3 的大

料袋里。

BPD 批次处理蒸馏器

此 BPD 的设计是针对所有品类的汞污染废弃物。其过程全

自动化，通过尽可能减少人工失误的风险实现最高水平的安

全性。所有需要的功能参数，如压力、温度和过程时间等，

都可进行调整，以便配合所处理的废弃物。这种功能可实现

最优效率。

CPD 连续处理蒸馏器

CPD 蒸馏工艺与 BPD 工艺一样高效、安全而且也是全自动

化。CPD 在设计上是针对 24/7 的运行，特别适合大量处

理同种材料。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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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介绍

MRT 设备的性能和运行成本完全决定其价值所在。因此，

我们总是建议使用经过 MRT 认证的零部件，并按照建议进

行定期设备检修。凭借 MRT Premium™ 理念的优势，保证

轻松获取原装零部件、检修技师和在线支持。所有的 MRT 

解决方案在供应时均提供包括一个路由器，是一种安装标

配，我们的用户可通过该设备得到远程支持和重要功能的服

务。MRT 最了解 MRT 的机器。

 

MRT PREMIUM™ 模块

MRT Premium™ Connect (MRT Premium™ 连接）– 远程服

务和监测。

MRT Premium™ Spares (MRT Premium™ 备件）– MRT 解决

方案中的所有零部件都经过精心挑选，而且主要的零部件专

为 MRT 量身定制。原装零部件性能更好、使用时间更长，

成本更低。

MRT Premium™ Service (MRT Premium™ 服务）– 我们的技

术人员最了解 MRT 机器。

MRT Premium™ Trade (MRT Premium™ 交易）– 完整的检

修日志可让您在转让设备时实现更高价值。通过 MRT Pre-

mium™ 理念，MRT 可在您想要在二手设备市场上售出时提

供促销活动。

MRT PREMIUM™ 总结

您设备的价值最终是由其性能和状态决定。举例而言，毫无

疑问地，定期检修并且使用来自于 MRT 的原装零部件将实

现：

• 保持高品质

• 避免不必要的停机时间

• 对维护和周转进行计划

简而言之，凭借 MRT Premium™，您将可优化品质、生产效

率，实现投入的高效性和盈利能力。

MRT PREMIUM™



7

汞这种元素天然地存在于岩石、土壤、水体，甚至是在空气

中。这是唯一一种在室温下呈现液态的金属，而且广泛地应

用于各种产品的制造，比如，灯具、电池、温度计、补牙材

料，还应用于采金行业。同时，汞残留经常会与土壤、钻井

液以及其他油气开采时的副产品相混合。

 

为什么汞会造成问题？

汞的毒性很高，其工业用途经常导致渗透和污染。接触任何

剂量的汞都会导致损害大脑、心脏、肾脏、肺部以及免疫系

统——基本上是全身性受损！ 

    人体接触到汞主要是通过受到污染的食物——尤其是海

产品。燃烧危险废物时会释放大量的汞或产生氯，含有汞的

产品或是废弃物处理不当以及处置不当时也会如此。在煤

中也发现汞的存在，因此在煤燃烧的过程中会将汞释放至环

境。无论是何种具体的来源或是方法，汞都会渗入到大气

中，最终融入生态系统。

解决方案

复杂的问题当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各种法律和法规、公

众意识更强、新技术的开发以及负责任的高水平再利用都是

至关重要的关键要素。举例而言，欧盟采取措施保护措施，

防止汞污染。从 2011 年开始，欧盟成员国禁止汞的出口。

在储存和矿藏方面也作出规定，对于安全运输和使用也有规

定，还有关于汞的限值的水俣公约，并且从 2020 年开始，

禁止在各种产品和工业过程中使用汞。

MRT 系统发展历程

MRT 系统公司成立于 1979 年，而且在 1978 年注册第一个

专利，MRT 系统是第一个引入完整的在利用系统的公司，

也是将高效、可靠性和用户方便性方面置于首位的第一个系

统。我们还提供针对采矿、油气、加工工业、土壤净化的各

种蒸馏器，还有针对灯具和平板再利用的蒸馏器。在承担当

今世界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减少汞污染方面，MRT 系统

将是您专业的合作伙伴。 

一个地球——所有人的责任



MRT SYSTEM AB 
Lumavagen, SE-371 47 Karlskrona, Sweden.
+46 455 30 28 70 | info@mrtsystem.com
www.mrtsystem.com

您是否是 MRT 
系统的下一个
合作伙伴？
我们将帮助您将汞的 

各种问题转化为可盈 

利的业务方案。

我们将客户视为合作伙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最有价值的资产，

他们不断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终端用户观点和全新实际视角。 

这些关系和合作推动我们开发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我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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