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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能源消耗及废弃物排放

量的增加，以及包括矿物燃料在内的主

要能源被消耗殆尽，人类面临着一把双

刃剑难题。与此同时，人类急需应对气

候变化和全球能源利用所带来的严峻

挑战。全球范围内，Advanced Plasma 

Power (APP)在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方面

的重要地位，加上对开发可持续和可利

用能源的迫切需求，为先进的废弃物转

化为能源和燃料转换技术带来了重大机

遇。

Advanced Plasma Power (APP) 在废弃物

转化为能源和燃料转换技术方面全球领

先。 APP的革新体现在实现了废弃物处理

的可持续性，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废弃

物价值，将其转化为能源和材料资源，

同时将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APP 在打造一个更加清洁的环境和实现

可持续性废弃物管理方面进行了多方面

重要探索，研发出无污染、模块化、可

扩展的 Gasplasma® 废弃物处理流程，实

现了高效的废弃物处理，最大限度减少

废弃物填埋，同时将视觉冲击和环境影

响降至最低。

Gasplasma® 技术为打造“零浪费”经

济，并且高效，可靠地提供可再生能源

提供了真正的良机。

能源开发:

价值最大化:

废弃物管理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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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艺流程的设计和规模均能因地制

宜，为本土化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

工艺装置可安装在标准的工业厂房中，

正如在大多数城郊工业园区所常见的低

碳排放工厂。正因为此，在此工艺流程

中，废弃物运输距离可以减少，热回收

和利用可以达到最大化。

在回收了有价值的物料后，Gasplasma® 

流程可以广泛处理从市政垃圾到商业/工

业废弃物等各种非再生固体废料，将它

们全部转化为两种高价值产物：一种优

质的清洁能源 - 合成气 (syngas) 以及

另外一种固体的玻璃化产品，每种产品

都有多种用途。 

合成气可以直接用来发电，用在燃气发

动机、燃气轮机和/或燃料电池中，或者

可以转化为代用天然气 (SNG)、氢气或

液体燃料。固体产品 Plasmarok® 是一

种坚固、惰性、非浸出材料，有着非常

广泛的和有价值的终端用途，例如用作

建筑材料。

工艺流程:

转化成果:

废弃物管理技术革新
Gasplasma®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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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大量在填埋场中废弃物造成

严重的环境问题。废弃物填埋场释放的

甲烷是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同时数量

众多的废弃物填埋场会对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造成威胁。此外，考虑到近年来方

兴未艾的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废物源隔离

理念，大量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埋藏在我

们的废弃物填埋场中。废弃物填埋场再

生的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尤其

在主要能源（材料和燃料）消耗殆尽、

日益匮乏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另外，

由于许多填埋场周围都有居民区，将填

埋场复垦造地，回归为可开发用地或公

园绿地，发挥其康乐美化的价值。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 (70%) 的市政垃圾和

商业废弃物（每年数以十亿吨计）都采

用填埋方式进行处理，这不仅浪费了宝

贵的资源，同时还污染了环境。鉴于残

余废弃物中生物物质数目可观，无论从

环保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急需摒弃

目前的废弃物填埋方式，减少有害的甲

烷排放量。另一方面，这些生物物质可

以转化成优质的可再生燃料，应多佳利

用。

填埋转移:

填埋场开采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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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plasma® 流程不会产生飞灰，而是

产成一种坚固耐用、惰性、稳定的材

料，有着非常广泛的终端用途。值得称

道的是，这种材料是一种产品，而非废

物。

典型的热处理工艺是通过燃烧废弃物加

热水产生蒸汽来驱动蒸汽轮机。这从本

质上讲是一种低效工艺，且只能在现场

进行生热发电。而 Gasplasma® 则不同。

该工艺克服了传统的技术缺陷，通过将

废弃物转化为可以直接用于燃气发动

机、燃气轮机和/或燃料电池的合成气，

实现了更高的电效率。当然，这种气体

的基本成分具有全部有机化学特性，

拥有更广泛的用途，例如可以转化为氢

气、代用天然气(甲烷)或液体燃料等。

Syngas With 
Multiple 

Applications:

Plasma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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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开发人员一
直试图将废弃物转化成可直接
用在燃气发动机上用于发电或
生热的气体。APP 攻克重重技
术难关，在实现废弃物气化发
电比如驱动燃气发动机方面取
得了重大成功”

Fichtner 咨询工程师
(Fichtner Consulting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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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转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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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plasma® 流程几乎完全无需填埋，并

与废弃物回收形成互补。若与现有的废

弃物回收机制配合使用，在移除了有价

值的物料后, 将无法回收的废物转化为

能量。该流程生产出一种高价值建筑材

料 Plasmarok®，这是一种产品，而非废

物。这样还消除了人们对焚化炉及其他

热处理工艺所产生的有毒底灰的担忧，

彻底移除了有毒灰尘带来的环境、法规

和商业风险。

与传统的热处理工艺相比，APP 的 

Gasplasma® 技术具有更多独特的优势。

它可以将废弃物转化成气体, 通过燃气发

动机、燃气轮机或燃料电池直接发电，

极大提高了换能效率，将电力输出最大

化。同时，这种气体还可以转化成代用

天然气通过现有供气网络输送到千家万

户，也可转化成氢气或液体燃料。

实现能效最大化:

最大程度的减少填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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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转化效率

堆填沼气

厌氧消化

集中焚烧

气化处理

Gasplasma®

完全转化
Gasplasma® 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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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设备为异地制造，因此，该

装置的建设安装工期只需 18 个月，而其

他替代工艺则可能需要 24-30 个月，因

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制造工作需要在现场

完成。

Gasplasma® 工艺装置高约 15m，适用于

城郊工业园区随处可见的标准车间。该

装置的碳排放非常低，烟囱只需高出厂

房 10m 左右即可。如果用于生产燃料，

则碳排放可以忽略不计，无需安装烟

囱。

极低的环境影响使得该工艺装置可以毫

不张扬地建在城市周边，就近从城中运

出废弃物进行处理，然后向城中供电供

热。这是一个完美的本地化社区级解决

方案，可以圆满处理当地的废弃物，发

展可持续的能源。将装置选址尽可能靠

近人口中心还会带来其他好处，比如极

大缩短了废弃物运输距离而减少碳排放

量。此外，将装置靠近供用户（无论是

工业还是民用）还能进一步提高能效。

改善环境减少视觉
冲击:

本地解决方案:

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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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Gasplasma® 装置的构成：

1) 废弃物接收场和材料回收设备(MRF)

2) Gasplasma® 核心技术，包含流化床
气化炉和等离子转换器;

3) 气体净化设备，用于对合成气进行
冷却、清洁和调整等

4)  动力机组，用于生成再生性电力和
热能.

流化床气化炉用于将废弃物原料中的有

机物质转化为粗杂未提炼的合成气。这

一流程是在 800°C 高温和可控的还原环

境中完成的。气化炉本身所产生的合成

气含有可凝结焦油，无法用于高效的燃

气发动机或燃气轮机。

Gasplasma® 的核心技术是先进的两次

转化工艺，它将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两

项成熟技术（气化技术和等离子转化

技术）巧妙结合，形成了一套独具特

色的工艺装置。在去除有价值的可回

收材料后，Gasplasma® 流程可以广泛

处理市政垃圾和商业/工业废弃物等各

种非再生固体废料，将它们全部转化

为两种高价值转化成果：优质清洁能

源 - 合成气 (syngas) 以及固体玻化产

品 (Plasmarok®)，每种产品都有多种用

途。Gasplasma® 可为您带来真正具有革

命性和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打造一个零浪

费的光明未来。

Gasplasma® 核心技
术:

全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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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气通过传统的湿式和干式除尘器进

行冷却、清洁和调整（去除其中的酸性

成分），之后即可直接用于由往复式燃

气发动机或燃气轮机构成的动力机组，

输出可再生性电力和热能。自 2008 年至

今，APP 公司在其斯温登工厂采用一台

燃气发动机组进行发电。在人们到处寻

找新型可持续的废弃物处理方案和可替

代再生能源的今天，Gasplasma® 无疑是

一款可同时应对这两种全球性挑战的一

流解决方案。

粗杂的合成气接着被送入独立的等离子二

次转换器，来自等离子电弧的炽热和强

烈的等离子紫外线会“击碎”可凝结焦油

分子和其他长链有机物分子，转化成富

含氢气的清洁合成气。气化炉产生的底灰

（主要成分是无机物）也被送入等离子转

换器，经过玻化处理后生成一种产品， 

Plasmarok®。这种材料具有极强的机械强

度和耐浸出等特性，用途非常广泛 (相较

于其他废弃物热处理工艺所产生的底灰).

最终产品:

动力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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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之 所 以 选 择 

APP 作为我们的 BioSNG 示

范项目合作伙伴，共同生产

代用天然气，是因为他们在

废弃物气化方面的技术专长

和 Gasplasma® 流程所生产

的优质合成气。”

Marcus Stewart 
战略开发经理
国家电网 (National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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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lasma Power Ltd
Marston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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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成熟技术
Gasplasma®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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