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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制造背景及内涵 

农业文明 



一、绿色制造背景及内涵 

工业文明 



一、绿色制造背景及内涵 

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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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952年“伦敦大烟雾”期间的泰晤士河 

1958年，洛杉矶街头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全球制造业转移发展—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等） 

       1970年开始，发达国家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重的制造

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避免了增长的极限控制线。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挑战： 

 国际“绿色贸易壁垒”：ROHS、WEEE、ErP、REACH…，食品、机

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等行业出口贸易受限。 

环境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

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温室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 

 资源问题：资源进入匮乏期，资源效率低下，资源成本日益增加；大量

产品面临报废，亟待高效高附加值循环再利用。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绿色制造(Green Manufacturing, GM)，是一种综合考虑资源消

耗和环境影响的现代制造模式。绿色制造是当前世界各国学术界、

政府、以及工业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领域，是21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方

向。相关的术语还有： 

环境友好制造（Environmentally Benign Manufacturing，

EBM）； 

环境意识制造（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Manufacturing，

ECM）； 

生命周期工程（Life Cycle Engineering，LCE）； 

可持续制造（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SM）。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绿色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

源消耗的现代制造模式，其目标是使得产品从

设计、制造、包装、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对环境负面影响小、资源利用率高、

综合效益大，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

到协调优化。” 

摘自：刘飞.绿色制造.见：全国先进生产模式与制造哲理研讨会论文集.大连，1997 

              刘飞. 21世纪制造业的绿色变革与创新. 机械工程学报，2000.1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绿色制造生命周期过程示意图 

一、绿色制造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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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发展的资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7-2005年开始起步-主要从CIRP-生命周期工程（LCE）、SME-《
Green Manufacturing 》蓝皮书开始，主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863计
划前沿探索项目资助； 

第二阶段：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
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成立绿色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全国绿色制造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时得到多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 

第三阶段：2011-2015年“十二五”期间，国家设立绿色制造科技重点专项，全面
支持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资助了973、863、科技支撑等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一批
重要的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 

第四阶段：“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2025》发布，绿色制造形成共识，并上升
至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的五大工程之一，绿色创新深入大各个学科和产业技术创新领
域，绿色制造专项一直处于讨论中，亟待创新； 



网络协同制造 

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13项重点任务 

重点面向我国制造业发展中高

能耗、高污染的问题，以提高

资源能源效率和降低环境负荷

为主线，以绿色产品、绿色工

厂为目标，掌握生态设计理论

与工具、绿色制造方法与工艺

、试验验证平台、绿色标准与

规范等基础共性技术，推广基

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流程工业

绿色化技术，提升通用设备产

品能效、工业废弃物回收再制

造与再资源化等生态效率水平 

     2017年4月，科技部明确了“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的总
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为推动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创新
能力提升，组织制定《“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智能机器人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 

新型电子制造关键装备 

增材制造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智能工厂 

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示范工程 

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 

工业传感器 

激光制造 

智能装备与先进工艺 

绿色制造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

向制造强国，并明确说明“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专栏4：绿色制造工程 

       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

等专项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

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

，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头防治专项。制定绿色产品、绿色

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 

  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

推广万种绿色产品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出现拐点，重点行

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

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为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工信部
制定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一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大力推进能效提升，加快实现节约发展 

二 扎实推进清洁生产，大幅减少污染排放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持续推动循环发展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积极促进低碳转型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发展壮大绿色制造产业 

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进工业绿色协调发展 

实施绿色制造+互联网，提升工业绿色智能水平 

着力强化标准引领约束，提高绿色发展基础能力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工业绿色开放发展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进制造强国建设，2016年9月工信
部、发改委、科技部以及财政部正式发布了《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年)》，旨在实现制造业高效清洁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促
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 

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重点任务 

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二、国家绿色制造科技及产业政策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牵头单位名称 

1 互联网制造模式下智能电子电器产品绿色设计平台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 中芯北方绿色制造技术升级项目  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3 新型智能绿色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 

... 

59 船用柴油机关重件绿色设计平台建设及示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重庆船舶工业公司 

60 基于先进电子材料的LED绿色制造工艺与装备应用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1 金属切削机床绿色设计平台建设与集成示范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81 家电业绿色供应链系统构建  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82 面向新能源汽车的电能替代绿色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3 手机、路由器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及实施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2016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公示 

        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以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关键工艺突破及绿色供应

链系统构建为主要任务，重点解决机械、电子、食品、纺织、化工、家电等行业

绿色能力不强的问题，最终建设100个左右绿色设计平台和200个左右典型示范

联合体，打造150家左右绿色工厂，建立100项左右绿色制造行业标准。 

典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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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基于产业共生和资源循环的工业生态模式(Industry 

Ecology)、生态工厂（Eco-factory）、效能工厂（ The η-Factory ） 、生产者延

伸责任制（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等产业创新模式。 

工业生态园 
大众零排放生态工厂（ Eco-factory ）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一）工业生态与绿色工厂模式创新 



        绿色设计对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度可达70-80%，直接影响产品

供应链、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的绿色性。 

Reduce 

Reuse 

Recycle 

3R          

绿色设计的原则即“3R”的原则，不
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
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要使产品及零部
件能够方便的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
重新利用。 

（二）绿色产品创新—绿色设计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仿生材料 

复合材料 

可回收材料 

合金材料 

1 

2 

3 

4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Wen Yang等

发明了一种新型的仿生结构材料，该材料

结构的韧性和抗损伤性有了显著地提高； 

丹麦科技大学的Holmes, John 等利用一

种新型竹基复合材料作为风力电机叶片的

材料，改善其环境性能。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Kam Booi H等将回

收材料作为绿色生产的一部分，推广使用可

回收材料来减小环境影响。 

含Y2O3的MCrAIY涂层是发动机涡轮叶片、
导向叶片等发动机热端部件用的可设计成
分的第三代涂层，已在国外高性能、长寿
命发动机上得到应用。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1）绿色材料替代设计 



      节能控制技术-机电混合汽车优化内燃机的最佳工作状况，

把能耗指标大幅度降低，超出现行高效节能汽车效率一倍以上。 

通用汽车雪佛兰Volt

采用了一套独特的电力

驱动装置来提高车辆的

行驶效率，降低电动机

的总转速，提高车辆整

体行驶效率。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2）节能性设计 



      目前研究主要包括轻量化材料的运用、结构轻量化设计与

优化、先进的净成形工艺等方面，涉及产品包括工业装备、家

电产品、电器电子产品、汽车和飞机等运输工具。 

x 

y z differential construction 

interio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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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  -52% 
source: TU Chemnitz, SLK 

rib 
thickness  
40 mm 

结构轻量化设计 

减重 -19% 

2. 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 

1. topology    
optimization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替代轻量化设计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3）轻量化设计 



材料相容性设计 可拆卸连接设计 

          在设计阶段，考虑零部件多寿命周期服役、材料相容

性、可拆解性等因素，提高产品生命终期（EOL）的回收、

拆解效率，零部件再制造的服役安全寿命。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4）面向回收/拆卸/再制造的设计 



        绿色制造工艺及装备的创新是实现制造业绿色

发展的基础保障: 

       (1) 新工艺原理发现 

       (2) 绿色工艺装备研制 

       (3) 替代性工艺技术 

       (4) 工艺链集成优化; 

       (5) 辅助物料(切削油液、溶剂等)的环保化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三）绿色工艺创新 



铸造-Casting 

污染源： 

 有害气体； 

 废水排放； 

 固体废弃物等。 

先进技术： 

 在线工艺质量控制技术，提高成品率； 

 无模铸造及砂型涂层技术； 

 基于工艺模型的环境评估； 

 热管理及废热回收技术； 

 近净成形精密铸造新工艺技术； 

 ……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可持续性提升领域： 

 加工效率; 

 模具制造; 

 成形系统润滑; 

 …… 

先进技术： 

 单点渐近成形技术(SPIF)  

 模具激光熔覆再制造 

 轻量化构件液力成形 

 模具涂层 

 近净成形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成形加工-Forming 



1）机床零部件由再生材料制造； 

2）机床的重量和体积减少50%

以上； 

3）提高能效30%～40%； 

4）减少污染排放50%～60%； 

5）报废后机床的材料100%可回

收。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切削与磨削-Machining and Grinding 

绿色机床 



减少上游工艺的冷却润滑残留； 

开发低热量的热处理工艺替代整体热处理，如超声、激光、微波处理等； 

采用选择性局部热处理工艺，如热喷涂替代整体表面电镀工艺； 

减少有毒有害溶剂的使用和提高回收再利用。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清洗与改性处理-Cleaning and Finishing  



      绿色制造的一个重要挑

战是如何快速、可靠地量化

检测和评价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产

品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就是为此而设计的一种方法

和工具。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四）绿色制造评价及标准 



       发达国家基于ISO14040国际标准开发的产品生命周期

评估软件及其基础数据库为绿色制造提供了量化决策分析工具。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非常注重绿色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行为，形成绿色贸易壁垒，如：。 

《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

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

ROHS》  

报废的电子电气设备回收指令

WEEE Directive (2002/96/EC) 

用能产品指令Energy related 

Products 

(ErP )2009/125/EC 

绿色机床国际标准 

（ISO 14955）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五）产品生命终期工程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成套装备在役再制
造技术服务 

整机及零部件
再制造 

废旧产品资源
化回收再利用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1）高端智能装备再制造——促进工业技术服务产业的发
展，提高重大装备服役安全和可靠性以及多生命周期工程升级
换代 

      在同一家企业集中实施整机回收，拆解、清洗、再设计、再制造；再制造后

的零部件大部分或全部仍应用于再制造后的机床；通过新技术应用、新零部件的

更换提高再制造机床的整机产品功能、性能。目前几乎不进行单纯的零部件再制

造并销售。 

再制造百万千瓦级核电转子槽铣床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2）零部件再制造——实现零部件材料及制造价值的循环
再利用 

      回收，拆解、清洗、再制造可分散在不同企业进行，再制造后的零部

件主要进入售后备件市场，不需要进行再设计创新，再制造强调几何尺

寸的修复和性能恢复或强化。 

激光修复废旧轴 



三、绿色制造模式及技术创新进展 

    （3）废旧产品资源化回收再利用——通过拆解、分类、破
碎、分选进行材料级的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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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色制造发展趋势与战略 

    （一）绿色设计工具将逐步成熟并与现有设计系统集成为
绿色设计平台，绿色产品消费将由理念转变为基本需求 

发改委、中宣部、科技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着力培育绿色消费理念 

积极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 

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带头绿色消费 

大力推动企业增加绿色产品和服
务供给 

深入开展全社会反对浪费行动 

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 



四、绿色制造发展趋势与战略 

    （二）“绿色”、“高效”在工艺及装备创新中的深度
融合，大大提升并改造传统加工工艺与核心制造装备 
         

传统滚齿机结构 高速干切滚齿机床 

 缩短单件加工时间（提高切削速度） 

 延长工具使用寿命来降低工具费用 

 降低切削油剂的使用和废弃费用 

 防止因油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防止废油处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绿

色 

高

效 

体积约减少30%； 
重量约减少20%； 

再生塑料使用率约达
76.3％ 

热分析模拟实验，设
计出高效的基板配置
和散热路径 

索
尼
摄
像
机 



四、绿色制造发展趋势与战略 

    （三）绿色化与智能化将在生产装备、车间、工厂实现
融合，形成智能化绿色车间和工厂新模式 

智能化绿色工厂架构 



  （五）工业物联网与大数据将在绿色增效中得到广泛应用 

四、绿色制造发展趋势与战略 

基于物联网（IOT）实施资源流实时监控，实现对生产线，

产品，工厂及工业园区等的资源消耗及其排放实时定量监测

与优化管理，将成为实施绿色制造的基础。 



四、绿色制造发展趋势与战略 

    （六）资源循环再利用技术与装备将得到快速发展，成为
支撑循环经济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关键驱动力 

资源循环再利用技术 相关典型装备 

再 
制 
造 

 

 自动化高效无损拆解技术； 
 损伤检测与寿命评估技术； 

 增材再制造先进成形与加
工技术； 

城 
市 
矿 
产 

 钢破碎料提纯、制块、增加
体密度的加工技术； 

 废旧铅酸电池清洁回收和强
化熔炼技术； 

 稀贵金属再生和深加工技术；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材料拆解
技术； 

... ... ... 

激光 

熔覆 

装备 

电路 

板自 

动拆 

解装 

备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

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

，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不仅要从

政策上加强管理和保护，而且要从全球

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依

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摘自习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
技三会”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