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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愿景

•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成果文件《改变我们
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未来十五年世界发展的经济
增长性、社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挑战。

• 我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对生态环境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Development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Our Common Future (Brundtland Report)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贫矿中获取原材料的代价

从贫矿中获取原材料的高能耗和原材料生产的环境影响，是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全球经济的变革

• 绿色制造模式: 能量效率和材料效率成为另一种资源
• 到2030年，循环经济模式将使世界经济的年产值增加4.5万
亿美元，成为25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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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wood的材料效率定义：在减少材料生产和加工的同时
提供同样的材料服务

材料效率



提高再使用、再利用、回收利用的经济效益和降低排放强度，
在减少材料生产和加工的同时提供相同的材料服务。

M0、 P0、 C0 —— 初级矿石供给的材料质量、产值（利润）和排放
Mu、 Pu、 Cu —— 再使用产品供给的材料质量、产值（利润）和排放
Mm、 Pm、 Cm —— 再制造产品供给的材料质量、产值（利润）和排放
Mr、 Pr、 Cr —— 再利用供给的材料质量、产值（利润）和排放
Mrov、Prov、Crov —— 能量回收利用供给的材料质量、产值（利润）和排放

材料效率的定义



• 降低Mp/D ——通过轻量化设计等可
持续设计方法降低材料输入。

• 提高Mu/Ms、Mm/Ms ——通过优化
拆解策略、研究深度拆解工艺、开发
再制造技术，提高汽车产品再使用、
再制造率。

• 提高Mr/Ms ——通过研究机械化破
碎、分选工艺，开发高附加值再利用
技术，提高汽车产品材料再利用率。

• 提高Mrov/Ms ——通过开发能量回收
利用技术，提高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率。

汽车报废环节提高材料效率的主要措施

• 提高Pu/Mu、Pm/Mm、Pr/Mr、
Prov/Mrov ——通过技术创新，提高
单位再使用、再制造产品，单位再利
用、回收利用材料的产值（利润），
促进汽车产品再使用、再利用、回收
利用率的提高。

• 降低Cr/Pr、Crov/Prov ——通过技术
进步，降低汽车产品再利用或能量回
收利用过程中的单位产值的平均排放。



回收利用的法规要求

• 各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法规普遍要求回收利用率达到95%
 欧盟“关于报废汽车的指令”
 韩国“资源循环法”
 日本“关于报废汽车再资源化的法律”
 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发布时间 我国主要的政策法规文件 对象
2001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 常规燃料汽车
2006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常规燃料汽车
2007 《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348-2007） 常规燃料汽车
2008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 22128-2008） 常规燃料汽车
2010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常规燃料汽车
2012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常规燃料汽车
2016 《报废汽车拆解指导手册编制规范》(GB/T 33460-2016) 常规燃料汽车
2016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新能源汽车
2018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新能源汽车

制定中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 22128修订版）
常规燃料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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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回收利用的绿色设计体系
 为达到可再利用率，可回收
利用率和禁用、限用物质管理
法规的要求，生产商必须建立
面向回收利用的绿色设计体系



环保预处理-深度拆解-机械化压缩、剪切、打包-电炉重熔

报废汽车回收利用技术路线(1/2)

深度拆解拆解环保预处理 压缩、剪切

打包打包



环保预处理-零部件拆解-机械化破碎-机械化分选-ASR回收利用

报废汽车回收利用技术路线(2/2)

环保预处理 / 拆解 破碎处理 破碎残余物ASR的分离

（大众-SiCon工艺）
环保预处理 / 拆解 破碎处理 破碎残余物ASR的分离

（大众-SiCon工艺）



报废汽车绿色拆解工艺流程
工艺原则：精拆细选，有利于开展再利用零部件业务、有效控制拆解过程的环境污染

 拆卸包含有毒物质的
部件；
 拆卸催化转化器及消
声器、转向锁总成、停
车装置、倒车雷达及电
子控制模块；
 拆卸有色金属部件、
塑料部件、橡胶部件及
玻璃等；
 拆卸和切割大型金属
部件

流程1 报废汽车进场登记

流程2 环保预处理

流程3 再使用、再制造零部件拆卸

流程4 内外饰件、发动机、变速箱拆卸

流程5 报废汽车拆卸、切割、分类

流程6 再制造坯料热清洁处理



• 通过建立拆解工艺信息系统，采用节拍式拆解工艺，避免
了拆解过程的随意性和破坏性，提高了退役乘用车的拆解
效率和零部件可再使用性。

退役乘用车柔性拆解生产线



• 实现对整车车身材料的高效破碎、识别分选

车身大规模连续破碎分选成套装备



制造阶段能耗高，延长使用寿命=节能 使用阶段能耗高，提早更换=节能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汽车破碎残余物的回收利用



• 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是提高资源效率、实现汽车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

• 在汽车生产企业建立汽车产品绿色设计与生产体系，实施汽
车生产者的减量化责任和信息公开责任，从源头控制开始，
提高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率

• 通过技术创新，推进汽车产品回收拆解和再利用行业的集约
化、信息化、标准化发展，推广再使用、再制造和再生材料
零部件，探索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机制，提
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 通过深化落实汽车产品回收利用率、禁用物质和危险废物的
处置与管理，配合相应的激励政策来引导、促进和推动整个
回收利用产业链的共同参与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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