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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问候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低温热分解装置EARTH CUBE”的关注。该装置是30年前开发的产品。当时分解能
力不足以及对燃烧炉和非燃烧炉的争议和类似产品的出现（能力不足以及功能不完善）没有能够普及。近
年，医疗弃物及大量废弃物处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当下非常适用，开发者已经申请了国内的专利。今后我
们希望为所有医院的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做出卓越的贡献。

製造日本MORDEN株式会社、設計開発SONDECX株式会社、

総販売HARVEST-JAPAN株式会社

制造：可持续技术有限公司 Sustainable Technology Co.,Ltd.

日本东京都中央区京桥3-3-14京桥AK-BLDG

工厂：日本静冈县滨松市东区有玉南町1550-3

日本静冈县滨松市东区有玉南町1518（事務所）



３．EARTH CUBE 特征
 安装设置成本比同等规模的燃烧型锅炉要低很多

 和以往的燃烧炉不同，是低温热分解

◼ 日常使用，维护费用低。

◼ 所有的有机物都可以分解。

◼ 在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也可以使用。

◼ 分解后残留物质是醋和陶土灰。

◼ 分解过程中不需要化石燃料（石油）。

◼ 有机物处理分解到原体积的1/200-1/300，分解物还可以作为肥料再利用。

◼ 无燃料分解机制。即使分解石油化学制品业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也会进行气
体处理。

◼ 抑制大气污染排出的气体中二噁英及氮酸化物等的浓度均在环保标准以下。

◼ 荣获2019ASIA GOLDEN STAR奖项。



４．製造工程
 日本首屈一指，秉持精湛的焊接技术并且保证20年以上不劣化的要求，产量在80台/月。

 与工业化产品不同，只能手工生产。



５．为您解决以下问题！
 有机物处理 分解为原体积的1/200-1/300,并且可以作为肥料再利用

 抑制大气污染 排出的气体中二噁英及氮酸化物等的浓度均在环保标准以下

 无燃料分解机制 即使分解石油化学制品业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也会进行气体处理

* 用途

◼ 医疗，产业废气物（金属除外） （尿
不湿、采血管、药水外袋、注射器外
管、纱布、手套、剩饭等）

◼ 海上漂浮物的垃圾的处理（瓦砾、塑
料制品类）

◼ 漁業用品处理（渔网、泡沫箱等）

◼ 鸡粪等的处理，还可以利用余热来取
暖（牲畜的粪便可以干燥后作为燃料）

◼ 废旧轮胎处理（将轮胎切小块，要取
出金属物质）

◼ 企业产生的其他废弃物（机密文书、
软盘、其他废弃物）

◼ 垃圾回收树立站

◼ 其他所有有机物的处理（例如尿不湿
等排泄物在24小时内就可以分解为陶
土

医院・养老院

生产・建筑废料

渔网

化学工厂

轮胎厂

无燃料
就可处
理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降低成本是每个企业的宿命。削减人力成本毕竟有限度，
希望我们的产品能给到您在降低成本上的支持。



６．关于二噁英

历经数次检查，一次都没有超标，非常安定。

検査風景



７．EARTH CUBE3的三大特征

 和其他类似处理产品相比，使用后成本大大降低以及处理物的范围很广，
基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处理。

低温热分解

• 安装场所面积不大

•处理能力非常强大

无需燃料

• 燃料费用 0

• 日常使用费用低

副产品

• 陶土灰的活用

• 木酸液の活用



８．可以通过低温处理的东西

基本上所有的有机物（不分品类） 都可以处理。

石油制品（塑料，泡沫制品，聚乙烯袋，垃圾袋，托盘等）
生鲜垃圾，食品残渣
纸制品（杂志，商品目录，电话本等）
树木制品（树枝，木屑，解体木材等）
水产，渔业废弃物（鱼杂，渔网等）畜类废弃物（马粪，牛粪，畜舍杂物等）
纺织品（衣服，衣物填充物等）
医疗废弃物（床褥垫，纸尿裤，注射器针筒等到）
备注：含水率比较高的东西，需要将含水量控制在70%以下。需要和纸，纸
箱等含水量低的东西混合后处理。

处理过程中不需要燃料

可碳化
物品



９．无需燃料处理费低

无需燃料处理费用低

电磁效应装置内使其产生离子，特殊的离子通过和空气作用使炉内温度保持在180～250度，
在这个状态下进行熏制处理
在最开始的阶段让炉心启动后，在这之后完全不需要助燃料。
（该装置本体不发生费用，配套的除臭、除烟装置所需的水电费约600元/月）
日常维护的话只需要将分解后的焦油，灰等掏出，再次和垃圾一起投入分解。

不需要火的
熏制处理机

制



１０．处理对象外物质

处理对象外物质

金属类、玻璃、石材、石膏板、石棉、混凝土、电池等
挥发性、爆炸性物质
另外，含水率超过70%的有机物请不要直接投入到该机器中，需脱水、晒
干后再处理
不能炭化的物质

不能碳化的
物质



１１．副产品的可能性

排出液（醋）
机器本身的排水管里会排出弱酸性的液体。焦油状的残渣可以投入炉中继续分
解处理。排除的醋液可以经过500-1000倍的稀释做成市面上一般销售的杀虫剂。

陶土灰
强力负离子作用下产生的原物质体积１/２００～１/３００的灰状陶土
废弃物本身变为含有磁性的负离子陶土灰，如需再进一步提纯需要再通过14-17

天的循环分解。因其带有高浓度的负离子可以用作硅藻泥及土地的肥料。



１２．低温热装置 EARTH CUBE
 没有石油产品的有机物 12小时(2次/日投入)

 有机物，包括石油产品 24小时(1次/日投入)

EARTH CUBE

⚫ 二噁英、恶臭检查基准-合格

⚫ 可应对《感染性医疗废弃物处理

法》

⚫ 产业垃圾等需要热处理的东西
也可以通过空气和磁力的作用
进行低温热

型号 150型 220型

处理容量
3.0㎡

（1日1.5㎥）
4.5㎡

（1日2.2㎥）

产品尺寸
Ｄ2,610×

W1,950×Ｈ2,490

Ｄ2,910×
Ｗ2,680×2,780

产品重量 約2.6t 約3.7t

锅炉 热分解装置

各省市申請 初回140,000 支付协议费用即可

电费 40,000/月 25,000/月
安装面積 3.3平方米以上计算 1.5台停车位大小

年检 每年一次 不需要

燃料费 30万/月 无
燃焼率 1/50 1/200～1/300

最终分解物
处理

掩埋处理 可以做土地肥料

每日处理时
间

每次处理时间不等 2小时/1次作业

二噁英 需要专门处理装置 极微小
年间费用合

计
408万＋
初回14万

30万
单位：日元

的情况下150型



１３．器械构造
 尺寸 H：2723×W2210×D1950（约一台停车位大小）

① 除烟机

为了让机器产生的蒸汽，搭载2个喷水机，同时
利用空气的流动将机器产生的蒸汽用于气体的清
洁。

② 取灰口

储存机器在处理有机物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配备
螺旋装置，取出残留更高效

③磁力盒子

和机器本体的喷嘴相连接，配备永久高性能磁铁

④ 投入口

双重盖，避免因有机物的投放导致蒸汽外泄

侧面

①

② ③

④



１４．器械构造
 机器内部，氧气浓度5-10%（在基本处于无氧状态下，也不会产生二噁英）

 在没有火的情况下通过炭化和磁力分解

 经过磁性流体的作用，在无氧状态下也可以对有机物进行分解

⑥ 点検口

通过此处可以清除积压的油脂类物质。（2

次/ ）

⑦ 搅拌口

有机物干燥后变轻容易使机器内部的垃圾
处理运行停止，通过这个可以用铁棒进行
搅拌

⑧ 烟囱

排出蒸汽

正面

⑧

⑥

⑦



水分 酸素 磁力

１５．机械原理

■粉碎处理。由于是热传导型，有机物不是处于
粘结状态的话热能不能进行充分分解。

■低温热分解装置是基于磁性体的分解理论空气

的磁作用=在炉内产生负离子作用

■促进碳化空气中、有机物的水分通过磁力的作
用进行弱电解，分离成氢离子和氢氧离子。有机
物的碳分子碰撞到有磁性的离子就会产生热量，
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热分解。



１６．机械原理２

木酸液积存氧气进入 磁性流体

化学反应
蒸汽流向除

烟器

2次喷雾清洗蒸汽

前一天的碳化

排気

水分 酸素 磁力
电子产生



１７．与燃烧类锅炉的区别

锅炉 热分解装置

燃料 化学燃料 不要

炉内

温度

800℃以上 180～250℃

燃焼

方式

火 磁気式低温熱分解

副産

物

炉灰 磁性陶土（可做肥料）

公害 容易产生二噁英 极少

燃烧和热分解的区别

①燃烧是通过充足的氧气供应，通过火的充分
燃烧产生灰烬。热分解是用最少的氧气干燥分
解，达到不使用火的熏制状态让物体变为灰。

②热分解产生灰烬体积较燃烧产生的灰烬的体
积的大大减少。
仅有原处理物体积的1/200-1/300。



１８．处理流程（以纸箱为例）
①将纸箱粉碎保存

②在处理新的有机物之前，将残留物通过突起口用搅拌棒进行

充分搅拌

③放一些碎纸箱，放一些有机物，再如此循环。根据投放物的

水分多少来控制总量

④12-24小时后，有机物干燥后体积会有所减少。此后再放新

的有机物。因为增加了重量，所以对残留物形成自然的压力，

热传导会进行地更加顺利。

⑤72小时后，所投放的有机物就会变成原体积1/200〜1/300

的陶土灰。



１９．粉粹机的作用

 粉碎后，通过传输带传输到EARTH CUBE分解装置中

粉碎机



２０．机器的特征

炉内 高斯磁力的磁石电陶装置内部 内装部分

机器内部，氧气浓度5-10%（在基本

处于无氧状态下，也不会产生二噁英）

在没有火的情况下通过炭化和磁力分解

（经过磁性流体的作用，在无氧状态下

也可以对有机物进行分解）

磁力设置场所 管线



２１．日常维护及使用费用

确认机器温度是
否有升降。

确认及其有无异
常漏烟。

确认除烟，除臭装
置有无堵塞。

使用费用
・水费・电费（100Ｖ・200Ｖ）每天使用的话2-3万日元/月

・除臭用空气压缩机使用的话电费大约在7.5w日元/月

・1次/年针对各地政府要求进行地二噁英的检查（不实施不发生）

最终分解物陶土
在10天左右清理

一次。

确认排出物存
储槽以及排水

量。



２２．月例维护和保养
 需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维护直前关闭炉体

・不关闭磁力作用装置，不切断电热器电源

・对炉内进行清扫
・对附着在机器上未处理完成物进行清扫

・清扫炉内PS检修口

・清扫除臭除烟装置

・清除出水槽浮游物
• 排出出水槽内的水
• 清除内部其他废物

保养（不停止机器使用）

1.一年2次，每半年1次

2.机械内部是双重构造，底部会
囤积醋液，所以要将凝固了的醋
液从检修口去除。凝固了的醋液
可以再次投入机器中使其循环分
解。

3.除烟器的上下水的处理

4.排水管上下水的处理

5.密封情况确认



非常感谢！

制造商：日本MORDEN株式会社、
「EARTH CUBE」获得2019 ASIA GOLDEN STAR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