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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线路板非金属组分中玻璃纤维的脱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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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中的玻璃纤维会影响其回收再利用效率。为改善此现状，本研究利用试验室
摩擦静电分选系统探究从非金属组分中脱除玻璃纤维的可行性。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和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对非金属组分原料及其分选产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中含有大量的玻璃纤
维，且其主要元素为铝、硅、钙。无机组分与有机组分具有明显的荷电差异，这为摩擦电选分离出玻璃纤维提
供了理论基础。在摩擦电选试验中玻璃纤维荷正电，富集在负极产品中，而塑料颗粒荷负电，富集在正极产品中。
XRF 和 SEM 结果表明摩擦电选可以有效地从废弃电路板非金属组分中脱除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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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设备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和自身寿

原料 [8]。Panyakapo 等将非金属组分作为一种掺和

命的限制，大量的废弃电子产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

剂应用在轻质混凝土中 [9]。牟鹏等研究了非金属组

生活中。作为电子设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件，废弃

分在复合板制作中的应用 [10]。在目前应用较多的低

线路板的数量也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2020 年

温热解技术回收非金属组分的过程中，玻璃纤维不

我国电子电器废弃物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仅影响了热解效率，而且容易对热解产品造成污染，

Equipment，WEEEs) 产生量将达到 963×10 t，而废

并且热解后残留玻璃纤维需要用水冲洗数次以收集

4

[1]

弃印刷线路板约占 WEEEs 的 3.1% 。废弃线路板

低分子有机产品，容易产生二次污染 [11]。另一方

通常由 30% 的金属组分及 70% 的非金属组分构成

面，在作为填料用来制备建筑材料和复合材料的过

[2]

程中，玻璃纤维严重影响了新材料的机械性能，降

。金属组分包含铁、铜、铝、镍、铅等，非金属
[3]

组分则由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塑料等组成 。从

低了其利用率 [12-13]。虽然玻璃纤维会影响废弃线路

保护环境和二次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出发，废弃电

板非金属组分的利用效率，但目前对其脱除的研究

路板的回收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废弃

鲜有报道。

线路板中金属组分的回收已做了大量研究，且均取
[4-7]

脱除玻璃纤维是提高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综

。而对于非金属组分，

合利用效率的关键。前期研究表明，作为无机物的

目前研究较多的主要有热解法及将其作为复合材料

玻璃纤维与非金属组分中其他有机成分在与聚甲基

得了较高的金属回收率

的填料进行回收。Guan 等利用热解技术将废弃线
路板中有机成分分解成低分子产品用作燃料或化工

丙烯酸甲酯（PMMA）摩擦时荷电性质相反，荷质
比差异较大 [14]，这为摩擦电选脱除非金属组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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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利用试验室摩擦电
选系统对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进行摩擦静电分选
研究，并利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和电子显微镜对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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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2.1 原物料的矿物学分析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原物料的形貌及组分特

选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征进行分析，见图 1。图中棒状结构的组分为玻璃

1 试

纤维，颗粒状结构为其他有机类物质。可以发现非

验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的非金属组分从废弃线路板回收线上收
集得到。在该废弃线路板回收线上，带有电子元件

金属组分中有大量的玻璃纤维，且绝大部分已与环
氧树脂解离。玻璃纤维的主要元素为硅、钙、铝等
无机元素，其他颗粒的主要成分为碳基体。

的废弃线路板被破碎至 1 mm 以下后利用静电分离
技术回收金属组分。在回收线的末端，分别获得金
属组分和非金属组分，非金属组分即为本试验所用
原物料。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采用自主设计制造的摩擦电选系统进
行，包括送风系统、给料设备、摩擦荷电设备、
旋风分离系统及静电分离器。非金属组分通过螺

图 1 非金属组分的形貌及组分特征

旋给料机给入到管道后被气流送入摩擦荷电装置

Fig .1 SEM image and EDS analysis of nonmetallic fractions

中。物料在旋风分离器内发生气固分离的同时摩

将非金属组分用等离子灰化器在 200℃的条件

擦荷电被进一步强化。荷电后的非金属粉末落入

下焙烧，然后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剩余物的

静电分离器内，玻璃纤维与其他颗粒由于荷电特

化学成分。其中有机物的含量通过烧失量得到，

性的差异，在电场力作用下沿着不同的轨迹下落，

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非金属组分的主要

从而达到分离的效果。分离器的宽度为 30 cm，高

成分为有机物质，含量达到了 60.57%，而硅、铝

度为 100 cm，底部设计有七个尺寸一致的产品收

和钙作为玻璃纤维的主要元素，含量分别达到了

集槽，从负极板至正极板分别编号为 1 ～ 7。为了

11.72%、5.53% 和 3.23%。
表 1 非金属组分的主要组分的含量分布 /%

更方便地对结果进行分析，1 ～ 2 槽收集的产品被
标记为负极产品（NP），3 ～ 5 槽收集的产品被
标记为中间产品（MP），6 ～ 7 槽收集的产品被
标记为正极产品（PP）。
1.3 测试方法

Table 1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main nonmetallic fractions
OM

Si

Al

Ca

60.57

11.72

5.53

3.23

2.2 分选产品分析
在前期探索性试验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摩擦

试 验 中， 利 用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EM, FEI

电选试验条件为：给料速度 300 g/min，电压 30 kV，

quanta 250, America) 对原物料及分选产品的形貌及

气速 50 m3/h。三种分选产品的产率和有机物含

组分特征进行分析；利用等离子灰化器 (K1050X

量在图 3 中给出。可以看出，NP 和 PP 产率要高

Plasma Asher, UK) 焙烧原物料及分选产品，计算其

于中间产品产量。从 NP 到 PP，有机物的含量由

烧失量，进而得到各物料中有机物的含量；利用 X

49.29% 逐步升高到 74.19%，而无机物质含量逐渐

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 Bruker S8 Tiger, Germany) 对

降低。表明了摩擦电选可以有效地脱除废弃线路

焙烧后原物料及分选产品的主要组分进行分析。

板非金属组分中的无机物质，玻璃纤维主要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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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P 中。MP 的有机物含量为 60.99%，与原物料
的有机物含量（60.57%）接近，MP 应进行再次分

Si

含量 /%

选。图中显示正极产品中的有机物质含量最高，
但是也仅达到了 74.19%，这与线路板基板的塑料

Al

颗粒中仍含有大量未解离的无机增强体材料有关。

Ca

百分数 /%

产品

图 4 每种分选产品中硅、铝、钙的分布规律
Fig .4

3

The distribution of Si, Al and Ca elements in each
product

结

论

本文在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荧光
产品

图 2 每种分选产品的产率和有机物的含量
Fig .2 The yield and OM concentration of each product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三种分选产品中玻璃
纤维的分布规律进行观察，结果见图 3。可以看出，
NP 中棒状结构的玻璃纤维含量较高，在 MP 中明
显减少，而在 PP 中绝大部分为颗粒状有机物，棒
状结构基本去除。

光谱仪分析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的矿物学性质
基础上，探讨了采用摩擦静电分选法脱除废弃线
路 板 非 金 属 组 分 中 玻 璃 纤 维 的 可 行 性。 结 果 表
明，从 NP 到 PP，有机物的含量从 49.29% 增加到
74.19%；玻璃纤维中的三种主要无机元素，铝、

硅和钙的含量逐渐减少；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也
证明了从 NP 到 PP，棒条状玻璃纤维的含量逐步
递减。因此，本研究证明了摩擦静电分选技术脱
除废弃电路板非金属组分中玻璃纤维的可行性，
为提高废弃线路板非金属组分的利用率提供了一
种新的方法。

图 3 三种分选产品的 SEM 图像
Fig .3

SEM images of each product

利用 X 射线荧光仪对三种分选产品中硅、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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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moval of Glass Fibers from Nonmetallic Fractions of Wast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Feng Yi1, He Yaqun1,2,3, Wang Haifeng1, Zhang Tao3, Zhang Guangwen1
（1.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China;2. Shanghai Cooperative Centre for WEEE Recycling,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3. Advanced Analysis & Computation Center,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recycling efficiency of nonmetallic fraction from wast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was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glass fib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us quo, the feasibility of removing glass fibers from
non-metallic fraction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laboratory triboelectric separation system. Minera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nmetallic fractions and the separation products were analyzed by X-ray fluorescence
(XRF)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large amounts of glass fibers
remain in nonmetallic fractions, and their main elements are Al, Si and Ca.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ribocharg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organic fractions and organic fractions,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moval of glass fibers by triboelectric separation. In the experiments, glass fibers tribocharge
positively and are concentrated in negative product, while plastic particles tribocharge negatively and are
concentrated in positive product. The XRF and SEM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riboelectric separation can
remove glass fibers from nonmetallic fractions efficiently.
Keywords: Wast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Nonmetallic fractions; Triboelectric separation; Glass fibers;
Recyc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