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XXXX-202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

术条件》标准 
 

 

编制说明 
（审定稿）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 

 

 



 

 I 

目  录 

一、 任务来源及必要性 ................................................................................................................................. 1 

（一） 任务来源 ............................................................................................................................................. 1 

（二）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 1 

（三） 标准编制的意义和目的 ..................................................................................................................... 1 

二、标准编制的原则、方法和技术依据 ....................................................................................................... 2 

（一） 编制原则 ............................................................................................................................................. 2 

（二） 编制依据 ............................................................................................................................................. 2 

（三）技术路线和工作步骤 ........................................................................................................................... 2 

三、编制过程及主要工作内容 ....................................................................................................................... 4 

（一） 编制过程 ............................................................................................................................................. 4 

（二） 主要工作内容 ..................................................................................................................................... 4 

四、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 5 

五、 标准水平分析 ......................................................................................................................................... 9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 9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 9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 9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 9 

十、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 9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10 

十二、致谢 ..................................................................................................................................................... 10 

 

 

 



GB/T XXXX-201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编制说明 

 - 0 -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及必要性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综合[2019]40 号文《关于下达 2019 年第四批国家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和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色标字[2020] 8 号文《关于转发 2020 年第一批有

色金属国家、行业、协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江苏北矿金属循环利用科技有

限公司，下文简称“江苏北科”负责 GB/T XXXX-202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

的修订任务，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汉氏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君鑫贵

金属科技材料公司、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深圳市金正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修订。标准性质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标准计划号为 20194102-T-610，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

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北矿金属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8 年，原“徐州北矿金属循环利用研究院”、“徐

州国贸稀贵金属综合利用研究所”，2010 年 4 月资产整体划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现已更名为矿冶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其二级独立法人公司。江苏北矿金属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

以稀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核心主业、学科齐全、专业配套的科学研究机构，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拥有一支素质高、人才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科技研发力量雄厚，公

司现有职工 100 余人，包括兼职院士 3 人，客座教授 5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60 人，其中，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专家 4 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8 人，高级工程师 24 人，工程师 15 人，科技人员

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二）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意义和目的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原标准是根据 2008 年以前我国铂族金属废料市场为背景，由

原徐州北矿金属循环利用研究院制定的，2008 审定，2009 年发布，并于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其规定的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均反映了当时的行业状态，对当时的铂族金属回收行业起到了良好的

规范和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铂族金属行业的发展与扩充，后续的这十年，是铂族金属应用相关行业高速发展的十

年。细分行业玻璃玻纤、石油化工、医药、化工、汽车、首饰等，我国的产能产量都是世界第一，

也带动我国铂族金属消费量、存量、废料量和回收量均占世界第一位。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铂族金属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特别是贵金属催化剂，传统领域使用的各类铂族金属催化剂不断

更新换代，从铂族金属的含量、不同活性金属组分的添加、载体的成分、载体的构架等发生了颠覆

性的变化，这对我们的铂族金属废料的分类方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使用铂族金属催化剂的

新兴行业不断涌现，煤化工、医药、精细化工等行业大规模使用新型铂族金属催化剂，这些行业产

生的铂族金属废催化剂，都没有在标准中体现，原有的铂族金属废料分类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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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铂族金属废料的分类要求。所以亟需打破原来的分类方式，建立一套新的分类方法，使其更能全

面反映现实中的铂族金属废料情况。另外，2016 年 8 月 1 日起，铂族金属废料所有含铂族金属废催

化剂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原标准规定的分类和技术条件已不符合目前的政策，对其包装、

运输、标识标记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规范要求，也必须要修订相关内容，规范含铂族金属废催化剂

为危险废物后的分类和技术条件，有利于供需双方贸易订货与产品验收，促进行业的进步。 

综上所述，原有的《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简单粗旷的分类方法已无法满足现阶段

铂族金属行业发展需求，必须对其分类方式进行调整与完善，推动铂族金属废料回收利用领域的高

质量发展，为我国铂族金属废料的综合利用技术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标准编制的原则、方法和技术依据 

（一） 编制原则 

2.1.1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修订编制。 

2.1.2 在编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满足市场需求、技术内容合理、分类方法可行的原则。 

2.1.3 制定的标准有利于铂族金属废料的分类，同时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 

2.1.4 制定的标准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5.1.5 制定标准充分考虑废料产生单位、用户和贸易商的意见和建议。 

（二） 编制依据 

2.2.1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修订征求意见反馈表。 

2.2.2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修订调研情况。 

2.2.3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修订讨论会会议纪要。 

2.2.4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三） 技术路线和工作步骤 

1、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定采用国际、国内资料调研，对铂族金属废料产生、贸易、回收使用、检测的典型企

业现场调研、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其中以现场调研和各单位反馈意

见为主，相关企业讨论和专家研讨为辅。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完成标准和标准编制说明的意见稿、

预审稿、初审稿和送审稿。本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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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步骤 

根据上述技术路线，本标准编制的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1）制定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 

（2）开展国内、外资料的调研、收集与整理工作； 

（3）展开标准编制工作讨论，初步确定形成标准讨论； 

（4）在调研考察、检测分析的基础上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5）在“中国有色标准质量信息网”公告《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

“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修订征求意见表”； 

（6）收集汇总调查反馈意见； 

资料调研 

编制工作计划 

 

初步确定制定内容及分类方法 

 

现场调研、编制意见稿 

 

数据对比、分析、反馈意见汇总 

开讨论会、现场调研征求意见 

 

修改并形成预审稿 

 

预审会审查并修改，形成初审稿 

 

初审会审查、修改形成送审稿 

 

批稿、征求意见、发布 

 

图1 标准编制工作程序示意图 

意见稿公布征求意见和收集反

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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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场调研与讨论“标准征求意见稿”相结合，对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预审稿”。 

（8）初审审查并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9）参加标准审定会，形成标准报批稿。 

三、编制过程及主要工作内容 

（一）  编制过程 

标准编制过程的进度和主要工作内容见表 1。 

表 1 编制进度和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进度 工作内容 

2020.04 成立《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小组； 

2020.9.7-9.9 在西安召开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制立项会议； 

2020.09-2020.12 
初步调研和讨论，进行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草稿编制； 

2020.12.7-12.9 昆明会议对《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讨论稿进行了

讨论； 

2020.12-2021.09 
调研，广泛搜集铂族金属废料产生单位、加工单位、用户和贸易商对

标准的修改意见。并进行实地调研，为标准制定分类和技术要求提供

依据。 

调研与讨论会相结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在“中国有色标准质

量信息网”公告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反馈表”； 

2021.9.26-28 安徽芜湖会议对《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进行了预

审； 

2021.09-2021.11 依据预审会专家提出意见，开展实地调研，结合调研实际情况，由标

委会安排多方进行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审定稿； 

/ 会议对《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审定稿进行了审定 

/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 

 

（二）主要工作过程及工作内容 

本标准编制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国内、外标准的收集与整理，通过技术调研、讨论会等多种渠

道广泛收集铂族废料产生单位，加工单位、用户和贸易商对 GB/T XXXX-20X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

和技术条件》的编制意见。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 

1、 国内技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收集国内外《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相关的技术规范、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技术要

求等技术资料；进行技术资料的归类与总结，为制定本标准作参考。 

2、对国内涉及含铂族金属废料的产生企业、加工使用企业、贸易企业、检验单位等进行实地调

研。具体内容为：了解现阶段铂族金属废料主要种类及名称有哪些，其载体类别和产生来源分别是

什么？该类废催化剂具有什么特征特性？该类废催化剂化学成分/主要组成及相应大概范围？目前



GB/T XXXX-201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编制说明 

 - 4 - 

该类废催化剂主要采用什么检验方法以及仲裁方法？该类废料的管理要求？包装、运输、贮存有什

么要求？对铂族金属废料、废件的分类、成分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合同内

容等进行系统的考察了解。 

3、起草标准意见稿 

2020 年 9 月 7-12 日，在西安召开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立项会议，根据与会专家及企业

代表的认真研究和讨论，确定了标准修订的主要参与单位为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汉氏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君鑫贵金属科技材料公司、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深圳

市金正龙科技有限公司。会后由标准主编单位根据会议内容进行修改，提供标准草稿给参与单位，

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0 年 12 月 7-9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了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讨论会，根据此次会

议精神，标准编制组及时修改标准讨论稿，形成《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 

4、收集、汇总反馈意见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9 月间，标准编制组组织了由多家单位参加的调研活动，调研活动主要

就现行标准版本的使用情况、建议修改内容以及对主起草单位提交的《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

件》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意见，并现场进行交流考察。调研活动涉及：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深圳市金正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正龙科技有

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中国石化催化剂有

限公司贵金属分公司、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君鑫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汉氏贵金属有限公司、中海油太原贵金属有限公司、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成都光明派特贵

金属有限公司等企业。 

同时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9 月间，标准编制组通过网络、微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在全国开展

征求意见工作，对 16 家相关铂族金属废料产废单位、回收处理企业、检测分析机构等进行了征求意

见，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16 个，回函单位数 16 个，其中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9 个，

编制组单位根据回函意见，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征

求意见稿和“《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编制征求意见反馈表”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

在“中国有色标准质量信息网”公告。 

5、组织相关企业专家预审 

2021 年 9 月 26-28 日，在安徽芜湖召开《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预审会，组织行

业专家共同对标准进行了。与会专家提出的标准修改意见汇总及处理情况如下： 

序

号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 

意见 
注不采纳原因 

1 3 章 
分类方式建议按照处置工艺等方向

分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采纳 

不同物料有不

同的处置工

艺，种类太多

且不成体系 

2 3 章 
载体分类的不同物料技术要求需要

细化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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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章表 1 
均相类和铂盐类有重叠交叉部分，分

类定义需要修改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采纳  

4 3 章表 1 
针对易燃的废催化剂一般加入水湿

润后再进行包装和运输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贵金

属分公司 
采纳  

5 3 章表 1 
部分废催化剂含氟含硫，处置过程中

需考虑其无害化处置。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纳  

6 3 章表 1 

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不仅只有汽车

产生、还有其他类农业机械、重型机

械、矿山大型装置等气体净化装置产

生的催化剂，建议改成机动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 

江西省君鑫贵金属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采纳  

7 5.1 建议增加手持荧光快速检测方法 江西汉氏贵金属有限公司 采纳  

8 3 章表 1 

硅藻土吸附的废料量也比较大，建议

其他含铂废料中建议增加硅藻土吸

附沉淀物种类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贵金

属分公司 
采纳  

9 3 章表 2 
含钯废催化剂中氧化铝-氧化硅载体

种类比较少见，建议去掉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采纳  

10 3 章表 2 
含钯废催化剂建议增加机动车尾气

净化催化剂 
成都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 采纳  

11 5.1 

铑的仲裁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方法按

YS/T561 的规定玻璃封管加压消解

执行,该方法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

铂、钯浸出还可以，但是铑的浸出率

并不理想，建议更换成碱熔法。 

深圳市金正龙科技有限公司 采纳  

 

6、经过预审会的审查，并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审定稿 

7、审定会召开情况 

四、 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代替 GB/T 23608-2009《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与 GB/T 23608-2009 相比，本

文件做了如下修改：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了修订，增加了 2009 年以来新颁布实施的相关标准；删除了 GB/T 

19720 铂合金首饰铂、钯含量的测定  氯铂酸铵重量法  丁二酮肟重量法；SH/T0570 重整催化剂铂

含测定方法；SH/T0684 分子筛和氧化铝基催化剂中钯含量测定方法； 

——对属于危险废物的铂族金属废料进行了标注； 

——对含铂族金属废催化剂分类方式及要求进行了修改，修改为按不同载体类型的分类方式以

及增加了相应技术要求；包括：（1.对含铂废催化剂（危废）的分类方式及要求进行了修订；2.对含

钯废催化剂（危废）的分类方式及要求进行了修订；3.对含铱废催化剂（危废）的分类方式及要求

进行了修订；4.对含钌废催化剂（危废）的分类方式及要求进行了修订；）。 

——对其他含铂废料的分类方式进行了修订，包括：1.铂盐及其他含铂化合物等修订为含铂化

合物；2.电镀废液，均相铂催化剂、使用含铂液体的沉淀物等修改为电镀废液，使用含铂液体的吸

附树脂、硅藻土吸附沉淀物等；3.同时修订了含铂的各种废元器件、线路板、玻纤废托砖等含铂耐

火材料、使用铂的工业炉窑产生的烟道灰等技术要求； 

——对其他含钯废料的分类方式进行了修订，包括：1.含钯均相催化剂及含钯工业废液，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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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含钯工业废液，使用含钯液体的吸附树脂及沉淀物等；2.含钯的烟道灰、沉淀物修订为含钯的烟

道灰；3.同时修订了其他含钯废料的技术要求。 

——对含铑废催化剂的分类方式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固体含铑废催化剂和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

剂类别，同时对含铑废催化剂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补充修订。 

——对含铱废催化剂的分类方式进行了修订，修改为均相含铱废催化剂和其他含铱废催化剂。 

——对废催化剂中铂含量、钯含量的仲裁分析方法进行了明确； 

——对铂及铂基合金废料取样方法进行了明确； 

——增加了手持荧光初步分析方法； 

——增加了废料属性（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内容； 

——对属于危险废物废料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方法进行了明确； 

——增加了供方地址、电话 

  

五、 标准水平分析 

制定的 GB/T XXXX-20xx《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标准具体明析，符合国内铂族金属

废料产生单位、用户和贸易商利益要求，利于推广应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指标选定、检验项目的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性的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本标准是以我国铂族金属废料的实际现状为基础，全面覆盖了铂族金属废料、废件的分类、要

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合同等内容，建议标准发布后相关单位组织专项标准宣

贯会进行系统学习，积极宣传和贯彻实施。同时在标准发布后，应保证标准纸质文本或电子文本材

料的充足供应，确保相关单位等都能及时获得本标准文本，促进新标准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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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之日，代替GB/T 23608-2009《铂族金属废料分类和技术条件》。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