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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总论总论总论 
 

在西屋等离子体公司，我们的使命是为将世界上的废物转化成清洁能源从而让地球

更健康而提供领先的技术平台。我们努力淘汰垃圾填埋，取代垃圾焚烧而成为垃圾

热处理的主要过程。 

 

我们的进展很好。西屋等离子体技术应用在 3座工厂以及两座新的工厂，包括一

座正在修建的 1000吨/天生活垃圾处理厂。一座西屋等离子气化工厂比起一座现代

化的垃圾焚烧厂更有效和环境友好。 

 

在这个文档里我们详细阐述了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资质和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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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缩略语表缩略语表缩略语表缩略语表 
 

 
 

Air Products 空气化工和产品公司 

Alter Alter NRG 

APCI 空气化工和产品公司 

ATT 高级热处理 

Cd 镉 

Cl 氯 

CO 一氧化碳 

CV 热值 

EPC 工程，采购和建设 

H2 氢 

Haz Waste 危险废物 

Hg 汞 

HRSG 余热锅炉 

IPGCC 集成等离子气化联合循环发电 

JWRF 日本废物研究基金 

Kaidi 武汉凯迪投资 

kPag 千帕 

kWh 千度 

MEPL Maharashtra Enviro Power Ltd. 

MJ 兆焦 

MWh 兆瓦小时 

Nm3 标准立方米 

O2 氧 

Pb 铅 

ROC 可再生能源义务补贴 

S 硫 

tpd 吨/天 

tpa 吨/年 

WESP 湿式静电除尘器 

WPC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 

Zn 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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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技术可以将广泛种类的废物转化成一种干净的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能源的合成气。  

 

 
 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在全球已经在 3座商业化设施用于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以及污水污泥。财富 500强之一的美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已经为其在英国东北部的项目购买了 1000吨/天（30万吨/年）的气化炉。  

 我们的等离子体气化技术适用于以下废物种类: 

 

• 城市生活垃圾 

• 商业垃圾 

• 工业垃圾 

• 石化废物 

• 医疗垃圾 

• 焚烧炉飞灰 

 等离子气化过程所产生的清洁合成气可以用来转化成各种能源产品： 

  

• 电力，通过燃气轮机，往复式电机以及将来的燃料电池 

• 热和蒸汽  

• 液体燃料: 

o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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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航空燃油 

o 柴油和重油 

o 甲醇 

o 丙醇 

 

我们的使命是为将世界上的废物转化成清洁能源从而让地球更健康而提供领先的技

术平台。 
 西屋在等离子体气化领域由于拥有三座商业化设施而成为行业领导者。没有其他任何一家等离子气化公司能够处理如此大量的废物。 

 我们的目标是要取代垃圾焚烧而成为废物热处理的最常用的流程，不仅仅是由于更高效率和更高价值的终产品而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带来环境效益。等离子体气化技术注定要成为废物处理的最佳实用技术。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由多伦多公开上市的加拿大公司 Alter NRG 独资拥有。 

 
 

西屋等离子体技术是将废物转化成各种有价值的能源产品的新兴技西屋等离子体技术是将废物转化成各种有价值的能源产品的新兴技西屋等离子体技术是将废物转化成各种有价值的能源产品的新兴技西屋等离子体技术是将废物转化成各种有价值的能源产品的新兴技

术术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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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离子体和等离子气化简介等离子体和等离子气化简介等离子体和等离子气化简介等离子体和等离子气化简介 
 

4.1. 什么是等离子体什么是等离子体什么是等离子体什么是等离子体?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等离子体是一种高温热能。自然界中，当闪电击中周围空气时可以产生约 2万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因为等离子体同常见的固，液和气三态，等离子体有时被称为物质的第四态。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使用等离子炬来产生等离子体。我们在炬内产生类似于闪电的电弧，让空气流过电弧而产生等离子体。这种等离子体温度高达 5000度，可以被加以控制和引入气化炉。 

 

   
 等离子炬非常复杂但是目的却非常简单 – 它们是高温加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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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什么是等离子体气化什么是等离子体气化什么是等离子体气化什么是等离子体气化?  
 等离子体气化炉是一种在缺氧状态下在非常高的温度运行的容器。由于容器内部是缺氧环境，气化炉处理的原料不能被燃烧。相反，热可以将原料分解成氢和其它简单的如一氧化碳和水等化合物。 所生成的气体被称为合成气。 

 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大部分原料都含有有机物和无机物。有机成分被转化成合成气，而如玻璃，金属和混凝土等无机成分则在炉内熔化而从底部流出，这种无毒玻璃化的炉渣可以安全地用来做建材。本文第 8章对于等离子气化和玻璃化过程有更详细的技术说明。 

 
 

 
 
 从等离子炬产生的热以及相对较长的停留时间足以保证气化炉能够处理含高水分以及高惰性无机物 （如玻璃和金属等）等废物。 

 气化炉中的合成气含有灰尘（颗粒）以及其它如汞等不受欢迎的物质，需要经过气体净化过程使得其能够适合于转换成如电力，热量和液体燃料等其它形式的能量。合成气净化过程针对每一个项目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对于生活垃圾而言，气体净化过程通常包括除尘，除硫和汞等重金属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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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离子体气化同非等离子的气化的关键的不同在于温度。常规气化通常的温度是 800到
900度。而西屋等离子体气化能够达到 3000度。离开气化炉的合成气温度是 950度，而炉底流出的熔渣温度为 1650度。等离子气化炉内部形成的高温可以将结焦分解，这在常规的气化炉是做不到的。由于在下游过程中很难去除结焦，常规的气化炉产生的合成气的利用非常有限。它可以被立即烧掉，但是不能使用燃气轮机，往复式电机或者转化成液体燃料。 

 

 
 本文第 5章详细地对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同垃圾焚烧和常规气化过程进行了比较。 

 总之，西屋等离子体气化炉使得将如生活垃圾等困难的原料转化成清洁的合成气，可以适用于高效率的燃气轮机或下一代的液体燃料技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期待着使用合成气作为燃料电池的动力。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西屋等离子体公司西屋等离子体公司西屋等离子体公司专长于等离子体炬技术和等离子气化技术专长于等离子体炬技术和等离子气化技术专长于等离子体炬技术和等离子气化技术专长于等离子体炬技术和等离子气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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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屋等离子气化西屋等离子气化西屋等离子气化西屋等离子气化– 历史和商业化经验历史和商业化经验历史和商业化经验历史和商业化经验 
 

5.1.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和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的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和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的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和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的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和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的历史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等离子技术有着 1亿多美元的投入和超过 30年的研发过程。西屋等离子技术最初是用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太空计划，用于模拟宇宙飞船返回大气层时超过 5500度的材料测试。在 1983到 1990年期间，西屋公司和电力科学研究院(EPRI)共同开发了使用等离子体技术回收零散废旧金属的反应炉。在 1988到 1990年期间，西屋将等离子气化炉扩展到处理如被污染的填埋物质，PCB污染的电器，变压器和电容器等危险废物以及钢铁行业的废物。 

 

90 年代中期，西屋同日立金属合作开始了一个中试项目，以证实等离子体冲天炉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产生合成气，用来发电或者是提供蒸汽。在西屋宾州麦迪逊等离子体中心使用不用原料和不同湿度的进料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由日立金属公司要求的这些测试成功提供了为规模 24 吨/天的日本耀西城市生活垃圾气化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基础。 日立金属及西屋共同努力向日本政府证明了耀西的垃圾等离子气化设施是利用等离子能量能够可靠和经济地气化废物而产生能量。日本废弃物研究基金会于 2000 年 9 月颁发了该技术的认证证书，西屋等离子体气化反应炉正式诞生了。 

 耀西的经验在美滨三方和歌志内的商业化设施中得到利用。这两座设施分别于 2002年和
2003年投入运营并连续运行至今。由日本的这两座商业化设施中获取的经验得以运用在印度普恩的下一代气化炉。该项目在 2009年投入运行，处理来自 40多种不同工业的危险废物。 

 最近，美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为其在英格兰东北部的 1000吨/天垃圾能源化项目向西屋购买了一台等离子气化炉。 

 图 5.1  说明了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商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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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5.1 –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商业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商业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商业历史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商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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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武汉凯迪开始在中国武汉建设一座新能源工业园。该园包括了一座向西屋购买的 150吨/天等离子气化示范炉。凯迪预计该设施将在 2012 年下半年开始调试，将生物质转化成电力和液体燃料。 

 

5.2. 商业化设施商业化设施商业化设施商业化设施 
 西屋等离子技术已经在三座商业化设施得以运用，目前另外两座设施正在建设之中。表
5.1 提供了一个简介。在以下章节将针对每一座设施有着更为详细的介绍。 

 

 运行的设施 新设施 

 美滨三方 生态谷 Maharashtra 
Enviro 
Power Ltd 
(MEPL) 

提斯谷 凯迪能源工业园 地点 日本美滨三方 

日本歌志内 印度普恩 英国提斯谷 

中国武汉 拥有者  日立金属和地方政府 

SMSIL 空气化工产品公司 

武汉凯迪 能力 (tpd) 24 220 72 1000 150 原料 20 tpd – 
MSW 
4 tpd – 
sewage 
sludge 

生活垃圾 各种危险废物 

生活垃圾 生物质 

调试 2002 2003 2009 2014 Q4 - 2012 产出 热 蒸汽电力 蒸汽电力 联合循环发电 

液体燃料 

 表 5.1 – 运行设施和新设施的简介 

 

日本美滨三方日本美滨三方日本美滨三方日本美滨三方 

 美滨三方等离子气化设施处理 20吨生活垃圾和 4吨污水厂污泥。合成气用于产生热来预供干污水厂污泥。 

 所有的渣都被利用来制成混凝土或者是铺路碎石。 

 该设施一直都是达到环境污染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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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5.2 – 日本美滨三方等离子气化设施日本美滨三方等离子气化设施日本美滨三方等离子气化设施日本美滨三方等离子气化设施 

 

生态谷生态谷生态谷生态谷 – 日本歌志内市日本歌志内市日本歌志内市日本歌志内市 

 生态谷工厂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乡村地区的歌志内市，每天可以处理高达 220吨/天的分拣后的生活垃圾。该厂有两条 110吨/天的生产线。 

 由于缺乏进料，该厂目前没有满负荷运转。  

 西屋很幸运能够获得所有的运行数据以及该厂员工的支持。该厂的运营商日立金属，在最初的几年里对气化炉进行了改造和优化。此项目的商业经验已经被纳入空气化工厂品公司的新一代的等离子气化炉的设计之中。相反，西屋等离子的竞争对手们还在忙于修建第一座示范项目。 

 该设施一直都是达到环境污染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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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5.3 – 生态谷等离子气化工厂生态谷等离子气化工厂生态谷等离子气化工厂生态谷等离子气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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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普恩印度普恩印度普恩印度普恩 

 印度MEPL 工厂处理 30多种工业危险废物。该项目的拥有者 SMSIL是西屋的合作伙伴, 双方合作起来向印度市场提供等离子气化技术。  

 如同日本生态谷项目，西屋等离子公司可以获取该工厂的运行数据和工作人员的支持。
SMSIL 还允许西屋客户利用该设施进行中试或优化测试。由于可以获取实际运行数据使得西屋能够加速其等离子气化技术的优化，这是其它竞争者们没法比拟的。 

 

   
 

   
 图图图图 5.4 – MEPL 危险废物等离子气化工厂危险废物等离子气化工厂危险废物等离子气化工厂危险废物等离子气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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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示范示范示范示范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美国宾州麦迪逊市西屋等离子气化示范项目美国宾州麦迪逊市西屋等离子气化示范项目美国宾州麦迪逊市西屋等离子气化示范项目美国宾州麦迪逊市西屋等离子气化示范项目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在美国宾州麦迪逊市拥有和运行一座示范工厂。示范项目于 1984年建立，已经进行了无数的气化测试。 

 

 此示范项目对于客户成功完成项目设计至观重要，使得西屋拥有其他竞争对手没有的优势。我们能够气化客户提供的在其项目中计划使用的各种原料。气化测试提供的合成气和渣的成分信息可以帮助客户进行工厂其余部分的设计。这些测试还可以帮助客户获取相关的环境批准。空气化工产品公司在麦迪逊示范工厂为其提斯谷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另外一个客户 Coskata拥有将合成气转化成乙醇的技术，最近刚完成其为期 2年的测试工作。西屋设施气化了生物质和生活垃圾，为 Coskata提供合成气供其转化成乙醇。 

 我们的示范工厂含有下游气体净化设备以及先进的气体成分在线检测。拥有的三种不同的进料方式可以允许任何固体或液体进料。西屋通过 VMG模拟软件，拥有包括工厂其余部分的模拟预测能力。 

 西屋示范项目测试过的原料包括: 

 

• 城市生活垃圾 

• 废物衍生燃料 

• 建筑垃圾 

• 危险废物，包括 PCB 以及污泥 

• 污水污泥 

• 废木屑 

• 蔗渣 

• 垃圾填埋场的垃圾 

• 废旧轮胎 

• 汽车粉碎残渣 

• 重油 

• 焚烧炉飞灰 

 基于在中试工厂和商业化工厂的运行结果，西屋正在继续开发其核心的等离子体炬的技术和气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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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工厂示范工厂示范工厂示范工厂 

 

 进料系统进料系统进料系统进料系统    
  热氧化器热氧化器热氧化器热氧化器 

 湿式静电除尘湿式静电除尘湿式静电除尘湿式静电除尘 

 
 

 中央控制室中央控制室中央控制室中央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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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工厂参观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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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展示了该工艺流程。 

 
 

日本商业化示范项目日本商业化示范项目日本商业化示范项目日本商业化示范项目- 耀西耀西耀西耀西 

 基于同西屋合作开发的努力，日立金属在 1999年在日本耀西建设了一座 24吨/天的示范设施。日立金属用该设施处理生活垃圾运行了一年后获得了由日本废物研究基金颁发的许可。该许可以及英文翻译分别在附件 2和 3。 

 日立金属借助于耀西工厂的成功而后来分别在日本美滨三方和歌之内市建设了等离子体气化商业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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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正在建设中的项目正在建设中的项目正在建设中的项目正在建设中的项目 
 

提斯谷再生能源项目提斯谷再生能源项目提斯谷再生能源项目提斯谷再生能源项目 

 空气化工产品公司已经开始了提斯谷项目的建设工作。该项目向西屋购买了一台 G65气化炉，预计在 2014年进行调试。西屋将在 2013年年初将气化炉运抵现场。 

 该设施处理 1000吨/天经过分类的生活垃圾，通过联合循环发电。联合循环发电由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和蒸汽轮机组成，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气体发电技术。 

 该设施将采用复杂的合成气净化技术来确保合成气达到燃气轮机的参数要求。 

 从该厂的污染排放将非常类似于传统的天然气电厂。空气化工产品公司从英国政府获得了该项目的审批。 

 

2012年 10月空气化工产品公司宣布在提斯谷建设第二座同样的 1000吨/天生活垃圾等离子气化工厂。此外，空气化工产品公司计划建设另外四座类似于提斯谷的生活垃圾项目。 

 
 

 英国提斯谷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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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马来西亚上船的提斯谷项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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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凯迪生物质项目武汉凯迪生物质项目武汉凯迪生物质项目武汉凯迪生物质项目 

 

2011年 12月, 作为中国最大的生物质能公司之一，武汉凯迪开始在武汉建设一座新能源工业园。该设施包括一座从西屋购买的 150吨/天的气化炉。凯迪预计该设施将在 2012 年下半年建成并调试，将生物制转化成电力和液体燃料。  

 凯迪的商业计划包括建造多座 800吨/天的生物质能工厂。 

 

 
   武汉凯迪的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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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第三方的验证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第三方的验证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第三方的验证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第三方的验证 
 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被独立的行业专家审核和认可为技术优越环境友好的废物处理技术。下表列出了六个独立审核意见。 

 专业公司 资质 审核结果 

 

R.W. Beck 为全球的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机构提供商务 咨询的专业服务 

RW Beck 审核了西屋等离子技术用于电厂改造和生活垃圾处理，没有发现重大技术挑战，而且有着评论“ 等离子气化技术是气化有机物而产生适合于锅炉燃烧的合成气的好技术，审核没有发现任何设计中的挑战” 

 

ENSR, AECOM的一个分支,提供全球环境和能源开发服务 

ENSR – AECOM 完成了工程审核，认为 750 吨/天的等离子气化炉联合循环发电工艺的排放将低于北美的排放标准。报告证实了废物的等离子气化的污染排放远远低于焚烧炉过程。 

 

AMEC 为 30多个国家提供科学，环境，工程和项目管理等服务  

AMEC/BDR 针对三种不同工艺- 联合循环发电，蒸汽发电和合成气完成了初步设计，包括过程流程图和投资分析。  

 

Golder 向全球提供土木/地质 以及环境咨询服务 

Golder  审核了歌志内和美滨三方的实际排放数据，证实了这些工厂的排放低于日本有关的污染排放标准，以及低于北美标准。 

 

Shimadzu 为健康，环境，产品和材料测试市场提供分析研究服务 

Shimadzu 测试了歌志内和美滨三方的等离子气化炉的出渣。结果表明这些玻璃化的渣是惰性的，不会污染地下水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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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在废物管理新兴技术领域是著名的独立的咨询家  

Juniper 对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在歌志内和美滨三方的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审核。Juniper  认为这些设施是世界上用等离子气化处理生活垃圾的唯一商业化的设施。Juniper 认为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比起所有其它同行竞争者有着商业化的经验，在等离子系统的设计和供应上是世界的领先者。  

 

西屋等离子体西屋等离子体西屋等离子体西屋等离子体 公司为了改进其产品和为客户降低技术风险公司为了改进其产品和为客户降低技术风险公司为了改进其产品和为客户降低技术风险公司为了改进其产品和为客户降低技术风险，，，，还在继续还在继续还在继续还在继续

总结其商业化的经验总结其商业化的经验总结其商业化的经验总结其商业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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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同其他废物处理技术的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同其他废物处理技术的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同其他废物处理技术的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同其他废物处理技术的比较 
 

6.1. 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优势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优势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优势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优势 
 

垃圾处置费和能源产品收入垃圾处置费和能源产品收入垃圾处置费和能源产品收入垃圾处置费和能源产品收入 

 不同于只能处理生活垃圾或类似原料的典型焚烧技术，等离子气化几乎可以处理任何包括固体和液体的原料，而且可以处理着这些原料的混合物。项目的拥有者可以通过优化项目的收入来源来根据热值以及处置费确定原料的比例。 

 而且，只要建成的原料预处理系统有一定的灵活性，等离子体气化设施业主可以在项目周期里改变原料，从而可以收取较高的处置费。  

 在许多市场上，等离子气化，尤其是同燃气轮机和/或往复式发动机的结合，是符合绿色能源的激励措施。在英国，空气产品公司将为提斯谷产生的每兆瓦时电力获得两个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OCs）。  

 

减少启动和运行的风险减少启动和运行的风险减少启动和运行的风险减少启动和运行的风险 

 西屋正在为空气化工产品公司的提斯谷项目提供第四代气化炉。通常在第一代技术的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已经经历并得到解决。 绝大多数西屋的直接竞争者都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第一座商业化的设施。 西屋在日本生态谷项目获得的调试和运行经验，可以缩短新项目的调试周期，为客户第一年的运行带来更高的可用性。 

 一旦在建的提斯谷项目和凯迪项目开始运行后，西屋还将从中获得更多的调试和运行经验。 

 

缩短批准时间和过程缩短批准时间和过程缩短批准时间和过程缩短批准时间和过程 

 西屋的技术在联合循环式或往复式发动机的应用，将满足所有的欧盟废物焚烧指令
要求。空气化工产品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环境部发出的环境许可证就可以证明。此

外，该技术是先进的热处理技术，从而可以比焚烧等传统热技术获得更多的优惠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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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环境表现优越的环境表现优越的环境表现优越的环境表现 

 等离子气化的优越环境表现包括: 

• 更少的污染排放 

• 副产品的利用，减少垃圾填埋 

• 更小的温室气体排放 

 每一项在下文中有着详细介绍。 

 更少的污染更少的污染更少的污染更少的污染 

 一个等离子体气化联合循环电厂或往复式发动机厂从污染排放的角度来看同焚烧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垃圾焚烧时通过焚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能量的，而西屋的技术是使用很高温度将城市生活垃圾分解成包括氢气和一氧化碳的合成气。合成气被净化成类似天然气，然后在联合循环式或往复式发动机中应用。这种清洁的合成气在燃气轮机或往复式发动机中燃烧产生电能。从这种工厂的污染排放将是同天然气发电厂的排放非常相似。  
 表 6.3 具体比较了等离子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同焚烧厂的污染排放区别。 

 合成气，净化后可以达到以下标准。如果需要可以达到更严格的标准。 

 
 

 参数 硫 < 200 ppmw 碱性金属 < 1 ppmw 挥发性金属 < 1 ppmw 卤素 < 1 ppmw 颗粒物 < 20 ppmw 合成气热值 7-12 MJ/Nm3 

 
 表 6.1 – 净化后的合成气的成分 

 

ENSR/AECOM, 一家全球能源和环境开发服务公司，提供了一下评论： 

  西屋的 750吨/天的等离子气化设施比起通常的垃圾填埋而言将能产生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而且可以提供最先进的排放控制： 

• 二氧化硫 (SO2)  

• 酸性气体如氯化氢 (HCl) 和 氟化氢(HF)  

• 氮氧化物(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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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 (Hg)  

• 颗粒物 (PM, PM10 and PM2.5，包括非汞的重金属 

• 挥发性有机物(VOC) 包括二恶英，呋喃和多环碳氢化合物 

 

“ 这些排放量将大大低于传统的大规模焚烧或垃圾衍生燃料过程。避免城市生活垃

圾的填埋（形成强效的温室气体甲烷）会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有机原料

为消费后的生活垃圾，该项目是一个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 
 

 有用的副产品有用的副产品有用的副产品有用的副产品 vs. 底灰和飞灰底灰和飞灰底灰和飞灰底灰和飞灰 

 西屋等离子气化炉产生玻璃化的渣作为副产品。这些渣是惰性的可以安全地用作建材等应用。这些渣不会污染土壤或者饮用水。美滨三方的渣经历了许多标准的测试，如 JLT-46, 

NEN-7341 和 TCLP分析。两个独立的实验室 Shimadzu Techno-Research Inc. 和 ALS 

Laboratory Group 分别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美滨三方的渣组分低于检测限度，被认为是非浸出性的. 下表列出了 JLT-46 测试的一些结果: 

 
 非浸出性玻璃化渣: 美滨三方渣 JLT-46 测试结果 重金属 单位 检测上限 平均测量值 JLT-46 限度 砷 mg/L 0.001 < 0.001 0.01 镉 mg/L 0.001 < 0.001 0.01 镍 VI mg/L 0.005 < 0.005 0.05 铅 mg/L 0.001 < 0.001 0.01 汞 mg/L 0.0001 < 0.0001 0.005 硒 mg/L 0.001 < 0.001 0.01 

 注: 

1) mg/L – parts per million  

2) JLT -46 performed by Shimadzu Techno Research Inc. 美滨三方的渣样测试 

 表 6.2 – JLT 渣分析的结果 

 美滨三方的 100%的渣目前都用来制造混凝土产品。 

 西屋等离子气化炉也会产生在下游合成气的净化过程被除去的颗粒物。然而，这些颗粒物能够被循环回到气化炉进行处理，从而不需要任何后续处理。 

 相反，垃圾焚烧厂会产生底灰和飞灰。飞灰在许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危险废物而需要特殊处置。假设颗粒物被引回气化炉，只有大约 2-4% 的等离子气化炉的进料需要被填埋，而相比之下，大约 20-30%的焚烧炉的进料需要被送往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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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 

 科学认证系统(“SCS”)，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在 2010年针对等离子气化炉，现代焚烧炉，带填埋气回收的垃圾填埋场的生命周期进行了详细分析。  

 以下是 SCS的报告： 

 “ 垃圾处置系统 的比较结果表明，等离子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少。表
6.1 显示出不同垃圾处置系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数据。该研究还证实了等离子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几乎同天然气发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一样。 

 由于减少的污染排放，减少的填埋需要，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使得等离子气化技术有着最好的环保表现。” 

 
 
 

 
 注: 

1) 4种发电形式的 20年的温室气体积累  

2) 比较基于 1,000,000 MWh. 

3) Northeast Power Coordinating Council region.  Y-轴的值代表该地区每产 1 million 

MWhs电能时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 

 表 6.1 – SCS 温室气体生命周期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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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西屋等离子气化同其它热处理技术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同其它热处理技术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同其它热处理技术比较西屋等离子气化同其它热处理技术比较 
 

同焚烧的比较同焚烧的比较同焚烧的比较同焚烧的比较 表 6.3显示了等离子气化同生活垃圾焚烧相比的许多好处： 

 

 
 

西屋等离子气化 焚烧 进料的灵活性 允许混合进料： 

• 生活垃圾 

• 工业废物 

• 商业 & 工业废物 

• 有毒废物 

• 废旧轮胎 

• 生物质 (比如木屑)  

生活垃圾和其他种类的垃圾 

产生燃料 合成气 (一氧化碳和氢) 不适用 终产品 • 天然气和石油的替代品 

• 蒸汽发电  

• 联合循环或往复式发电 

• 燃料电池发电 (将来) 

• 过程蒸汽 

• 液体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 氢 

• 化肥产品 

电能 （ 蒸汽 或高压蒸汽 ） 

工厂总体效率 联合循环过程: 1 吨生活垃圾可以产生 1000 度电 

蒸汽发电过程: 1 吨生活垃圾可以产生 500~600 度电 排放 联合循环过程: 

• 氮氧化物 (NOx): <36 ppmvd 

• 二氧化硫 (SO2): <1.05 ppmvd 

• 汞 (Hg): <1.4 μg/dscm² 

• 氮氧化物(NOx): 110-

205 ppmvd 

• 二氧化硫(SO2): 26-

29 ppmvd 

• 汞(Hg): 28-80 μ
g/dscm² 二恶英和呋喃 高的运行温度 (>1000°C)，加上缺氧的环境可以破坏进料中的任何二恶英

/呋喃，也消除了生成二恶英/呋喃的可能。 合成气的快速水冷也能防止二恶英/呋喃的再生成。  

氧，氯和颗粒物的存在构成了形成二恶英/呋喃的潜在条件 副产品 惰性无毒非浸出的玻璃化的可以用作制作建材或者是保温棉。 从合成气净化过程中回收的渣通常都 有毒飞灰，洗涤塔残渣以及底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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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收 

 表 6.3 – 西屋等离子气化 vs. 焚烧 

 
 

同其他同其他同其他同其他等离子等离子等离子等离子气化技术的比较气化技术的比较气化技术的比较气化技术的比较 

 

 西屋等离子气化技术 别的等离子气化技术 商业化工厂 三座商业化工厂运行，2座正在建设中. 

决大多数没有商业化运行设施   运行经验 超过 10年 没有，除了有些公司有着小型中试经验外。 示范工厂 是的，50 tpd 一些竞争者有示范工厂。一些在实验室小试阶段，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试验设施。 等离子气化炉设计 

简单的单炉设计 绝大多数的竞争者采用多步法设计.  等离子炬 30年的炬经验. 由西屋等离子公司开发和拥有 

必须购买等离子炬，自己没有炬技术 规模 单台炉可以处理高达 1000 tpd . 有些竞争者可以处理 150吨
/天. 一些竞争者采用序批式进料  

 表 6.4 – 西屋等离子气化同别的等离子气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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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非等离子气化的比较同其他非等离子气化的比较同其他非等离子气化的比较同其他非等离子气化的比较 

 西屋等离子气化同非等离子气化相比的好处类似于西屋等离子气化同焚烧的比较。 

 
 

 西屋等离子气化 非等离子气化技术 合成气的质量 不含焦油的合成气可以净化后进入燃气轮机，往复式电机，液体燃料和燃料电池 

合成气净化后必须立即进行燃烧   

进料灵活性 允许混合进料： 

• 生活垃圾 

• 工业废物 

• 商业 & 工业废物 

• 有毒废物 

• 废旧轮胎 

• 生物质 (比如木屑) 

对于非生活垃圾的其它垃圾处理能力有限. 

 低的温度限制了其进料的灵活性 终产品机会 • 天然气和石油的替代品 

• 蒸汽发电  

• 联合循环或往复式发电 

• 燃料电池发电 (将来) 

• 过程蒸汽 

• 液体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 氢 

• 化肥产品 

蒸汽发电 

副产品 惰性无毒非浸出的玻璃化的可以用作制作建材或者是保温棉。 

 从合成气净化过程中回收的渣通常都可以回收 

同焚烧类似 – 有毒飞灰，洗涤塔渣和底渣 

 表 6.5 – 西屋等离子气化 vs. 非等离子气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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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西屋西屋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技术同别的技术相比可以增加收入等离子体公司的技术同别的技术相比可以增加收入等离子体公司的技术同别的技术相比可以增加收入等离子体公司的技术同别的技术相比可以增加收入，，，，降低运行风降低运行风降低运行风降低运行风

险险险险，，，，提供好的环境表现提供好的环境表现提供好的环境表现提供好的环境表现。。。。我们是唯一的商业化的等离子气化技术我们是唯一的商业化的等离子气化技术我们是唯一的商业化的等离子气化技术我们是唯一的商业化的等离子气化技术，，，，3

座运行加上座运行加上座运行加上座运行加上 2座新厂正在建设座新厂正在建设座新厂正在建设座新厂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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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气化炉类型和处理能力气化炉类型和处理能力气化炉类型和处理能力气化炉类型和处理能力  
 

7.1. 西屋等离子气化炉性西屋等离子气化炉性西屋等离子气化炉性西屋等离子气化炉性 
 西屋有着三种大小的等离子气化炉.  表 7.1 列出了三种炉的典型的处理能力以及其它信息. 

 气化炉气化炉气化炉气化炉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进料进料进料进料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tpd) 产生的合产生的合产生的合产生的合成气成气成气成气 
(Nm

3
/hr)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meters) 空吹空吹空吹空吹 氧吹氧吹氧吹氧吹 顶部顶部顶部顶部直径直径直径直径 

底部直底部直底部直底部直径径径径 

炉体高炉体高炉体高炉体高度度度度 
安装高度安装高度安装高度安装高度 低低低低 高高高高 低低低低 高高高高 

G65 
MSW 540 620 1000 1000 

65,000 9 4 24 30 
Haz Waste 430 720 830 1000 

W15 
MSW 120 140 240 290 

15,000 6 2.5 15 18 
Haz Waste 100 160 190 300 

P5 
MSW 40 50 80 100 

5,000 4 2 10 13 
Haz Waste 30 50 60 100 

 注解: 

1) 生活垃圾的热值范围: 9.3 - 14.0 MJ/kg (4000 - 6000 Btu/lb) HHV basis 

2) 有毒垃圾的热值范围: 14.0 - 23.3 MJ/kg (6000 - 10,000 Btu/lb) HHV basis 

3) 从地面到合成气出口的距离. 合成气管道长度不计入（取决于项目）. 

 表 7.1 – 气化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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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气化炉的产能气化炉的产能气化炉的产能气化炉的产能 
 西屋的技术可以被用来产生电能，液体燃料，热和合成气来取代化石燃料。表 7.2 提供了用西屋等离子体气化技术处理生活垃圾典型的产能。  

 气化炉类气化炉类气化炉类气化炉类型型型型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tpd of 
MSW) 

产生的合成产生的合成产生的合成产生的合成气气气气(NM
3
/hr) 

合成气合成气合成气合成气，，，，化学能源化学能源化学能源化学能源, 

HHV 
(GJ/yr)

 

联合循环发联合循环发联合循环发联合循环发电电电电(MW 

gross and 
net)

 

FT 液体燃料液体燃料液体燃料液体燃料 
BPD / BPY

 
化学燃料化学燃料化学燃料化学燃料 替代替代替代替代 

(bbls/year)
 

G65 1000 65,000 4,100,000 58 / 39 785 / 287,000 670,000 

W15 290 15,000 976,000 14 / 9 188 / 68,000 160,000 

P5 100 5,000 323,000 4.5 / 3 62 / 23,000 50,000 

 注解: 

1) 基于 14 MJ/kg (6000 Btu/lb) HHV Basis 

 表 7.2 – 气化炉的典型能量产出 
 西屋等离子气化炉的实际输出取决于实际使用的进料和实际工厂的配置。 

 气化炉能够同满足于任何需要的下游流程相匹配而相应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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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供货范围和技术支持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供货范围和技术支持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供货范围和技术支持西屋等离子体公司的供货范围和技术支持 
 
 西屋等离子公司的专长在于等离子气化炉和其子系统（在第 9章里有更详细的描述）.  西屋等离子为客户设计，建造和递交等离子气化炉。 

 虽然有些客户只是向西屋购买气化炉，大多数客户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方案。西屋，同一个全球性的工程总包公司一起可以为客户设计和建造完整的等离子气化工厂。   

 每一个等离子气化工厂都是特殊的。西屋，同工程合作伙伴一起，能够在整个项目的开发阶段提供客户技术和商业的支持。我们能在初期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且还可以在后期提供更为详细的工程服务（如前端工程设计）。西屋还提供现场的调试服务。 

 西屋等离子技术人员富有经验。不像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已经设计和调试过等离子气化炉。 我们知道如何为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客户提供合适的工程服务。 

 西屋等离子为等离子气化炉提供性能保证。我们西屋等离子的合作伙伴可以为整个工厂提供性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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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典型的等离子气化设施典型的等离子气化设施典型的等离子气化设施典型的等离子气化设施 
 

9.1.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节详细描述了一个集成的使用城市生活垃圾作为原料的等离子气化联合循环（IPGCC）发电厂。空气化工产品公司的提斯谷再生能源设施的配置为 IPGCC。正如前面所描述，等离子气化产生的合成气经过净化，然后将其转换为液体燃料或通过燃料电池或往复式发动机等技术平台来产能。对于所有这些应用中，用于处理废物而产生清洁的合成气这部分工艺将是大同小异的。  

 图 9.1显示了 IPGCC厂的工艺块状流程图。 

 
 

9.2. 项目总览项目总览项目总览项目总览 
 生活垃圾，流化物，和焦炭被传递到工厂的接收设施。被计量过的各种原料加到一个共同的输送机输送到气化炉。该设施包括一个连续运行的等离子气化炉。在气化炉内进料被转化成合成气。合成气经过雾化水局部冷却后，由气化炉的顶部两个喷嘴排出。 

  进料中的金属和灰分含量形成熔渣，由气化炉底部的出渣口排出。熔渣然后经过骤冷和造粒，由此产生的玻璃化的颗粒被输送和装上卡车运输到客户现场。 

  合成气通过加碱液的文丘里管冷却和洗涤器系统。冷却后的合成气通过一系列的合成气清洗工艺，以除去颗粒物，氯，硫和汞。中度压缩和冷却的步骤能够除去合成气中的水分。  

 清洁的合成气在多级压缩机中压缩，并送入燃气轮机来产生电能。燃气轮机的烟道气中回收热量可以通过热回收而进入蒸汽发生器（HRSG）。从 HRSG的蒸汽被收集起来并供给到多级的蒸汽轮机以产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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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9.1 IPGCC 工厂的工艺流程图工厂的工艺流程图工厂的工艺流程图工厂的工艺流程图 

 



 

资质小结 38 保密信息 

 

9.3. IPGCC 工厂的典型输入和输出工厂的典型输入和输出工厂的典型输入和输出工厂的典型输入和输出 
 图 9.5提供了一个 1000 吨/天 IPGCC工厂的典型输入和输出的例子。  

 如图 9.5所示，IPGCC厂每天处理 1000吨城市生活垃圾，将产生约 49兆瓦的电力。它也将产生的约 250吨/天的炉渣出售。气化炉产生的大约 20 吨/天的粗颗粒可以重新作为进料回到气化炉。其余 20 吨/天的细颗粒物，其中含有如镉，汞等元素，必须得以妥善处置。换句话说，IPGCC的工厂将转换 1000 吨/天城市生活垃圾，只产生 20 吨/天的残留物需要长期处置。其余 980吨/天被转换成电能或者是有益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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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9.5 –1000 吨吨吨吨/天天天天 IPGCC 工厂的输入和输出工厂的输入和输出工厂的输入和输出工厂的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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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厂经济性工厂经济性工厂经济性工厂经济性估算估算估算估算 
 等离子气化厂的经济性包括诸多因素。西屋等离子体公司开发了一个带有知识产权的经济性估算模型，被用来帮助客户在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进行经济性估算。 

 如图 10.1所示的是一个 IPGCC项目的经济性模型估算的例子。该项目处理 1000 吨/天垃圾衍生燃料。  

 西屋的经济性估算模型使得客户能够快速评估不同变化假设对经济性的影响，例如： 

 

• 工厂处理能力 

• 进料种类 (生活垃圾，垃圾衍生燃料,  废旧轮胎, 电子垃圾, 汽车粉粹残渣, 等) 

• 废物处置费 

• 电力/液体燃料的价格 

• 发电配置 (联合循环, 往复式发电机，液体燃料, 等) 

• 工厂员工的工资 

• 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 

• 利率 

• 债务和股权水平 

• 设备安装的特定地理因素 

• 应急措施 

 西屋经济型估算模型包括: 

 

• 资本投入估算 

• 运行成本估算 

• 内部收益率 

• 资产收益率 

 西屋经济型估算模型仅仅提供指示性的资本成本估算和项目回报。其目的不是提供
明确的成本和收益。在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和假设分析中这个模型是一个非常有用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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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10.1 – 西屋经济性模型的输出例子西屋经济性模型的输出例子西屋经济性模型的输出例子西屋经济性模型的输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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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 等离子体气化工厂工艺流程图等离子体气化工厂工艺流程图等离子体气化工厂工艺流程图等离子体气化工厂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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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文原件日文原件日文原件日文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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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 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日本废物研究基金会的证书 (英文翻译版英文翻译版英文翻译版英文翻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