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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显示器技术升级换代，CRT 显示器逐渐被平板显示器所取代，导致其

废弃量逐年递增，其中废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占较大比例。废 CRT 显示器

中含铅 CRT玻璃属于危险废物，已成为电子废物处理关注的重点。本文从废 CRT

玻璃的处理处置现状出发，总结并归纳了目前我国废 CRT玻璃处置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该些问题提出了有效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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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T technology and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the 

amazing speed of changing the IT products has induce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electronic 

wastes in which scrap cathode ray tubes take up a large proportion. Cathode ray tube 

glass is one kind of hazardous waste, thus it has to be disposed of in safe and reasonable 

way. In this study, the problem from how to dispose of scrap cathode ray tube glass was 

summariz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olutions had been addressed. 

 

Keywords: scrap cathode ray tube glass; e-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recycling;  

building material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阴极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 CRT) 是工业化生产最早、应用最广泛的显示技

术，具有技术成熟、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作为电视机、计算机显示器

以及示波器等电子设备的主要显示设备

[1]
。目前，我国现有电视机的社会保有量超

过 4 亿台，其中绝大多数为 CRT 电视机，计算机 CRT 显示器的保有量也已超过

4000 万台
[2]
。随着电子显示设备技术的快速发展，液晶显示器的出现以及其独特

优越性严重地冲击了 CRT显示器的市场占有额，加速了其淘汰速度。 

目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消费大国，大量电器电子产

品已到了淘汰报废的高峰期。从 2009年 6月 1日我国家电产品“以旧换新”政策

推广实施，截止到 2010 年 5 月底，共计回收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约 1500 万台，其

中电视机约占 82%。全国 28 个试点省市共回收约 1200 万台显示器，几乎全部是

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而 CRT显示器中黑白电视机约占 2/3。随着显示器技

术升级换代，CRT显示器逐渐被平板显示器所取代，如何处置/利用数量如此庞大

的废 CRT显示器，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一一一、、、、    CRT 玻璃特性玻璃特性玻璃特性玻璃特性    

CRT显示器分为黑白和彩色两种，CRT玻璃是 CRT显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占总质量的 50%，黑白和彩色 CRT玻璃在化学组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黑白 CRT

玻璃由含铅量在 0～4%之间的碱性铝硅酸盐玻璃均质材料组成，而彩色 CRT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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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屏玻璃、锥玻璃，其含铅质量分数分别为 0～4%和 12～28%。 

CRT玻璃中铅是一种毒性较大的重金属。李金惠

[3]
采用水平振荡法对彩色 CRT 

和黑白 CRT 玻壳样品进行了铅浸出实验,探讨了粒径和浸取液 pH 值对铅元素浸出

的影响。王喆

[4]
采用水平振荡法、翻转法、硫酸硝酸法以及醋酸缓冲溶液法四种方

法研究了 CRT显示器玻璃中铅的浸出毒性，得出结果是废 CRT玻璃无论填埋还是

直接进入土壤或水体环境，都存在环境风险。以后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废 CRT

玻璃问题尽量避免以填埋方式进行解决。Stephen E. M, Timothy G. T等
[5～7]

人采用

美国 EPA的 TCLP 毒性浸出标准对废 CRT玻璃铅进行了浸出毒性实验。结果发现，

黑白 CRT玻璃中铅的浸出浓度均没有超过美国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5mg/L，而彩色

CRT 玻壳中的铅浸出浓度平均值约为 18.5mg/L，远远超出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表 1中列出了上述实验结果。 

同时，CRT玻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资源。据估算，全国在用的 CRT玻璃重量

约 600万吨，其中总含铅量约 50万吨。炼铅的原料主要是硫化铅矿，采出的矿石

品位一般低于 3%, 须经选矿得到铅精矿再行冶炼，而彩色 CRT 锥玻璃中铅品位则

达到 20%左右。表 2中列出了循环再利用废玻璃所带来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表 1 浸出毒性实验中 CRT玻璃各部分的浸出液中的铅浓度(mg/L)  

                            彩色 CRT                     黑白

CRT 

组成 屏玻璃 锥玻璃 屏玻璃 锥玻璃 

Timothy G. Townsend  0.22 75.3 0.03 0.03 

李金惠 — 45.0 — — 

王喆 — 11.3 — — 

“—”表示没有实验数据。 

 

表 2 循环再利用 1 吨废玻璃所带来的经济及环境效益 

石英砂 纯碱 长石粉 煤炭 电能 空气污染 水污染 

720Kg 250Kg 60Kg 10t 400KW·h 减少 20% 减少 50% 

    

二二二二、、、、    CRT 玻璃技术研究及我国玻璃技术研究及我国玻璃技术研究及我国玻璃技术研究及我国 CRTCRTCRTCRT 玻璃处理面临的问题玻璃处理面临的问题玻璃处理面临的问题玻璃处理面临的问题    

（一） CRT玻璃技术研究现状 

进入 2000年后，随着废 CRT产生量的急剧增加，其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

问题才逐渐被关注。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对废 CRT玻

璃实行资源化再利用是最合理方式。目前，废 CRT玻璃的再利用主要分为两种途

径

[8,9]
：(1) 闭环循环，即将废 CRT玻璃返回原制造流程用于新玻壳的再制造；(2) 

开环循环，即将 CRT玻璃转化为其他产品运用于其他领域，实现其资源化。国内

外研究学者针对废 CRT玻璃处理处置方法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CRT玻

壳再生产、填埋

[10]
、作为建筑原材料

[11～14]
以及铅提取

[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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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 CRT玻璃处理面临的问题 

经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拆解后产生的黑白 CRT玻璃数量庞大，而目

前黑白 CRT显示器几乎已经退出市场。技术上，CRT玻璃生产企业可以使用黑白

CRT玻璃作为彩色CRT锥玻璃生产的部分原材料。但由于黑白CRT玻璃含铅量低，

在生产彩色CRT锥玻璃过程中需再投入金属铅，导致CRT玻璃生产企业成本过高，

无法进行大批量使用。 

目前，废彩色 CRT玻璃主要作为 CRT玻璃再生原料，并且仍具有很好的再利

用市场。我国大多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缺乏 CRT玻璃的锥屏玻璃分离和

清洗技术，难以进行深度资源化再利用。同时 CRT玻璃来源分散、可行的 CRT处

理设施少、技术类型单一、运输距离长等原因，造成部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企业存在 CRT玻璃堆积局面。 

 

三三三三、、、、CRTCRTCRTCRT 玻璃的解决方案玻璃的解决方案玻璃的解决方案玻璃的解决方案    

由于黑白 CRT玻璃与彩色 CRT玻璃结构及成分不同，重金属铅浸出毒性也不

相同，为了安全、科学地解决该问题，需对二者分别进行处理。黑白 CRT玻璃屏、

锥玻璃化学组分相同，进行处理处置时无需进行屏锥分离，可以整体处理。而彩

色 CRT玻璃中屏、锥玻璃含铅量存在很大差异，需将二者分离后分别处理。 

（一）再制造 CRT玻璃 

废 CRT玻璃再生利用于新 CRT玻璃是解决其的最佳途径，但由于 CRT显示

器市场萎缩原因，目前国内 CRT玻璃生产企业仅剩 3家，分别为咸阳彩虹公司、

郑州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和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废黑白CRT玻壳的屏锥玻璃都含铅，因此只能作为新彩色CRT锥玻璃的原料，

并且只能少量掺入废彩色 CRT 锥玻璃中使用，目前国内玻壳生产企业可以以 20%

的比例掺入废彩色 CRT 锥玻璃中再利用。据估算废黑白 CRT玻壳社会保有量约为

70万吨，而通过玻壳企业再利用每年消化量约为 2万吨。如按彩色 CRT显示器 5

年内退出市场，彩色 CRT玻壳生产企业可消化约 10万吨废黑白 CRT玻璃。 

废彩色 CRT玻壳屏锥玻璃的组分不相同，用于再制造时需要将两者分离、清

洗，分别制造屏、锥玻璃。若不将屏锥玻璃分离，也可将两者整体清洗后用于锥

玻璃再制造。据估算废彩色 CRT 玻壳的社会保有量约 525 万吨（其中屏玻璃 350

万吨，锥玻璃 175万吨），通过彩色 CRT玻壳企业利用废 CRT玻壳进行再制造，

每年消化量约为 28万吨。如按 CRT显示器 5年内退出市场，彩色 CRT玻壳企业

可消化约 140万吨废彩色 CRT玻璃。 

（二）制备建筑材料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和能源的紧缺，人们开始意识到废 CRT玻璃是个不

小的可再生利用的资源。将废 CRT玻璃实行资源化再利用是其合理、可行的解决

途径。废 CRT玻璃可用于制造泡沫玻璃、玻璃陶瓷、陶瓷釉料等建筑用材是目前

研究的热点。 

但结合我国目前 CRT处理面临实际现状，提出了以下可行途径： 

1、泡沫玻璃 

泡沫玻璃是一种耐酸、耐碱的保温隔热材料，在建筑、石油化工、船舶等领

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生产性能要求不是太高的泡沫玻璃时，使用的原材料上

可以是一些工业废玻璃，故为废 CRT玻璃资源化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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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黑白CRT玻璃和彩色CRT屏玻璃可用作生产节能环保建筑材料—泡沫玻璃

的原材料。目前，我国约有 20家泡沫玻璃生产厂家，主要分布在江浙地区。而我

国电子废物主要产生地也集中在这些地区或周边。如果将废 CRT玻璃用于制造泡

沫玻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国内泡沫玻璃生产厂家主要是以废平

板玻璃为基本原料生产泡沫玻璃。对废黑白 CRT玻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制备泡沫

玻璃的配方加以研制，利用现有泡沫玻璃生产线即可。黑白 CRT 玻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替代废平板玻璃生产泡沫玻璃具有发泡温度低，降低能耗的优点，据估算

年可回收再利用几万吨 CRT玻璃。 

随着我国建筑保温材料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泡沫玻璃市场的扩大，废玻璃原料

需求量也将逐步增大。 

2、人造大理石水晶板材 

废黑白 CRT 玻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可以用于生产人造大理石水晶板材，替

代人造大理石，用于室内、外的装修。该技术可以通过科研单位与玻璃生产厂家

进行洽谈、合作，该方法经济可行，可解决人造大理石制造成本高等问题。目前，

我国人造大理石年生产量为 3000 万平方米。通过该方法，每年大约可以消纳 30

万吨废 CRT玻璃。 

3、粘土砖、陶瓷制品的助熔剂以及釉料 

废黑白 CRT 玻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可以作为熔剂原料，辅以廉价的化工原

料和天然陶瓷原料，生产外墙砖、彩釉砖和面釉的釉料。目前，据估算中国每年

需釉料约为 8万吨。国内已成功利用废工业玻璃制备出釉料，如使用黑白 CRT 玻

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制备釉料，只需要在技术上加以研究即可，但通过该方法再

利用废 CRT玻璃规模有限。 

4、制备玻璃用品 

（1）生活玻璃用品 

废黑白 CRT 玻璃和彩色 CRT 屏玻璃可以用于制备除餐饮用具外的小型生活

玻璃用品，如笔筒、烟灰缸、烛台等。目前，国内仅生产烟灰缸数量高达上亿只，

重量达 10万吨之多。该途径在技术、经济以及环境效益等方面均是可行的。目前，

该途径在国内尚没有实例，主要是由于国内废玻璃收集体系不完善，没有固定的

废玻璃来源。 

（2）制备琉璃工艺品 

废彩色 CRT 锥玻璃可作为生产琉璃工艺品的原材料。在琉璃的生产过程中，

需要加入氧化铅以增加其产品的料性、光泽性以及重金属感。其含铅量约为 24%，

与彩色 CRT 锥玻璃相当。 

目前，每年我国大约生产 5 万吨以上琉璃工艺品，并出口到东南亚及欧洲国

家。以质量分数为 60～70%的 CRT显像管锥玻璃作为原材料，加入其他部分原材

料和着色金属，通过特定烧制工艺即可得到琉璃产品。本产品已经在上海某家玻

璃公司成功试制。若通过该法每年可以处理约 2.5 吨废彩色 CRT 锥玻璃。 

（三）铅冶炼和制备防辐射玻璃 

CRT玻璃可作为铅和铜冶炼助熔剂。在金属铅和铜冶炼过程中需加入助熔剂，

目的是促进正硅酸铁矿渣的形成，常用的助熔材料主要是硅砂。CRT 锥玻璃与冶

金助熔剂在化学成分上比较相似，可采用 CRT玻璃代替部分天然助熔剂用于冶金

工业。美国一家最大的铅冶炼与回收厂，Doe Run 公司，就利用了废 CRT玻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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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冶炼助熔剂，但具体运行情况、实际处理量并不清楚。 

与其它方法相比，该法比较简单、直接。但 CRT 锥玻璃中硅的含量较低(约为

硅砂的 50％)，需要两倍的玻璃来代替硅砂。这样会产生更多的炉渣，处理更多的

炉渣（炼铅炉渣中含铅量为 1～4%）势必会提高生产成本。不同 CRT玻璃生产厂

家的 CRT玻璃成分不稳定，存在一定技术难点; 工艺改动，成本投入大 ，经济效

益不理想，冶炼企业对此兴趣不大，在推动方面具有一定难度。 

防辐射玻璃是一种含铅量在 60%以上防护玻璃，主要用于核工业及医疗机构 X

射线防护方面。将废彩色 CRT 锥玻璃制备成防辐射玻璃存在可能性，但对 CRT玻

璃的使用量非常有限，并不能作为一条主要的使用途径。 

（四）填埋 

从废 CRT产生初期到本世纪初，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填埋是废 CRT玻璃的主

要处理方式。甚至现在，部分国家或地区仍将填埋作为处理处置废 CRT玻璃主要

方式。但随着 CRT玻璃在填埋场时间的推移，废 CRT玻璃中重金属铅将会溶出而

进入地下水，将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城市固体废物中 98.7%金属铅来源于电子废物，其中 29.8%就来自于废 CRT

玻璃。目前，美国大部分州已经规定，禁止废彩色 CRT玻璃以填埋方式进行处置。

我国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没有特别针对 CRT玻璃入场进行规定。 

黑白 CRT玻璃的浸出毒性结果，建议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可以

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但为了避免铅污染以及玻璃资源化再利用的需要，

不推荐使用填埋方法。 

 

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关于废 CRT玻璃处理处置技术研究，国内尚是一片空白，需要政府、科研单

位以及企业三方全面合作推动。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下几方面： 

（1）目前，CRT 玻璃主要还是用于再生产新 CRT 玻璃，为延长该途径的生

存时间，应加大对 CRT玻壳生产行业的扶持力度 

（2）解决废 CRT玻璃问题，单纯使用一种方案难以全面解决，应当因地制宜

采取多种方案来处理废 CRT玻璃； 

（3）政府应对废 CRT玻璃资源化再利用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及政策扶持，提

高再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促进废 CRT玻璃资源化利用的顺利推广； 

（4）废 CRT玻璃作为原料生产建材制品是一条可行解决途径，但须尽快出台

相关标准以指导和规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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