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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GB/T 38470-2019 《再生黄铜原料》、 GB/T 38471-2019 《再

生铜原料》和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国家标准已于 2020

年 7月 1日实施，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GB/T 40386-2021

《再生纯铝原料》即将于 2022 年 3 月 1日起实施。为了更好的统一和明确

生产、使用、贸易企业以及监管部门对标准的理解，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依照《国家标准化法》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

法》，针对各相关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提出的或者可能出现的各种疑问，

现解释并汇总如下：

一、共性问题

1 、问： 再生铜、铝原料标准的标准化对象是什么？

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

铝合金原料》、GB/T 40386-2021《再生纯铝原料》是针对直接入炉熔

铸/熔炼的高品质回收原料，是含铜或含铝废料经过拆解、破碎、分选、处理

后，获得满足标准要求可直接生产利用的原料。因此定位为原料产品标准。与 GB/T

13587-2020 《铜及铜合金废料》和GB/T 13586-2021《回收铝》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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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铜、黄铜原料标准实施指引 2.0

一、标准解读

1、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

未列入再生铜原料的铜废料的表观特征及来源：

漆包线,因表面含有有机涂层，在熔炼过程中，会挥发污染环境的气体，

不符合高品质原料的要求，混入的量不应超过原料总量的 5%。

铜屑,因为在加工过程中含有大量切削油（切削液），在熔炼过程中，

会挥发污染环境的气体，不符合高品质原料的要求，不应混入任何一类原

料中。

铜水箱，因其中含有水分或大量污泥，或 Pb、Sn 等重金属，而且 Pb

有环境污染影响，不符合高品质原料的要求，不应混入任何一类原料中。

2、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

未列入再生黄铜原料的铜废料的表观特征及来源：

黄铜水表壳，由于表面有大量的油漆，在熔炼过程中，会挥发污染环

境的气体，不符合高品质原料的要求，混入的量不应超过原料总量的 5%。

如表面无油漆，可归入混合黄铜类；

黄铜水箱，含有水分或大量污泥，或 Pb、Sn 等重金属，而且 Pb 有

环境污染影响，不符合高品质原料的要求，不应混入任何一类原料中。

二、标准实施通用问题

3、问：已执行的再生铜原料、再生黄铜原料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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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较多，哪些是体现高品质原料的检验项目？

答：两个国家标准适用于国内、外原料的回收和分选，标准在编制时

考虑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考虑了供需双方的贸易需要，考虑了使用

方的入炉要求， 同时兼顾海关检验的要求，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可将检验

项目划分：

——体现高品质原料的关键项目：表观特征、夹杂物、涂层、放射性

污染、其他要求（标准 5.5 危险物质）、金属铜（铜合金）量；

——一般项目：金属总量、水分、金属回收率、铜含量或化学成分、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证明书等。

4、问：GB/T 38470-2019、GB/T 38471-2019 两个标准均未明确表观特征

不符的具体限量要求，如出现少量不符的情况是否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答：GB/T 38470-2019、GB/T 38471-2019 标准中，7.6.3“表观特征、

放射性污染物、其他要求任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批原料

不符合本标准规定”，“表观特征”是全检项目，不符合要求，就是直接

判定为不合格。

对表观特征出现少量不符以及如何把握尺度，由海关根据现行规定执

行，如从环控要求角度进行排查。若目视估算夹杂物不合格，则实施检验。

5、问：两个标准不能涵盖所有的再生铜材。对于不在标准适用范围内的高

品质的再生铜材，如何处置？例如：GB/T 38470-2019 是针对黄铜合金，

GB/T38471-2019 是针对纯铜。但是除了纯铜（紫铜）、黄铜以外，还有含

镍的青铜合金以及白铜合金等。如某公司进口旧螺旋浆，成分是 Cu1(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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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青铜)、Cu2(2 级镍锰青铜)、Cu3(3 级镍铝青铜)、Cu4(4 级锰铝青铜)，

其中的任何种类的铜合金，都是青铜合金，不是黄铜合金。

答：因为标准制定过程时间紧，部分高品质原料因缺乏数据，未全部

纳入国家标准，目前两项标准均已启动修订程序。

从某公司进口的单一旧螺旋浆的成分看，无论是 Cu1(1 级锰青铜)、

Cu2(2 级镍锰青铜)、Cu3(3 级镍铝青铜)、Cu4(4 级锰铝青铜)其中的任何种

类的铜合金，都是青铜合金，不是黄铜合金。不符合 GB/T 38470-2019《再

生黄铜原料》规定的“锌含量需要大于铜以外的其他单一金属元素含量”。

因此单一旧螺旋浆不适用于 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国家标准。

鉴于有效利用战略金属资源的考虑，若符合口岸环保要求，建议参照

问题 3 中所列体现高品质原料的关键项目，对没有涵盖在标准范围内的青

铜和白铜合金进行检验或新增代码后进行申报，当然最好先征得口岸海关

的意向许可。

6、问：申报名称是再生铜，外观符合 2 号铜材，成分是铜锡合金，测得铜

含量 94.2%，锡含量 5.47%，其他项目都合格，表面很干净（如图 1），但

铜含量略低于 3号铜材不小于 96%的要求，但大于 3号铜米不小于 94%的要

求，如何判定？

图 1 锡青铜-典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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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成分和图片看，该原料是锡青铜，为加工余料。该情况类似问

题 5，建议参照问题 3中所列体现高品质原料的关键项目，进行检验申报。

7、 问：什么是再生铜、再生黄铜原料，他们是如何来的？

答：再生铜（黄铜）原料是将回收的铜（或黄铜）或其混合金属经过

拆解、破碎、分选、处理后，获得满足标准要求可直接生产利用的原料。

拆解指从系统中分离出来，如从建筑物中分离出阀门，从电气中分离

出电线，从电器中分离出含铜部件；做到“应拆尽拆”；

破碎指从拆解出来的含铜部件中进一步破碎分离，如从失效阀门中去

除玻璃、陶瓷等，从电线上去除表面的绝缘层，从铜部件中去除塑料、木

材、陶瓷等夹杂物；

分选指从拆解、破碎的物料中拣出铜及黄铜部件，做到“应选尽选”。

由于分选的原则是以铜成分为依据，因此分选后的物料物理形状和规格不

一致；

处理指把分选的物料进行清洁（去油污）、干燥处理等。

8、问：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

料》与 GB/T13587-2020《铜及铜合金废料》的关系？

答：1） 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GB/T 38470-2019《再生

黄铜原料》与 GB/T13587-2020《铜及铜合金废料》，三个标准在内容和架

构上，相互协调，没有冲突，是一种互补关系。《再生铜原料》和《再生

黄铜原料》是可以直接利用的高品质回收原料；《铜及铜合金废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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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过预处理或拆解后整理回收的废料，但是夹杂物、水分、油、非铜金

属含量较高，无法直接利用，基本是回到精炼工序。

2）区别原料与废料的原则在于：a）原料是经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含

铜回收料进行预处理后得到的，如光亮线经剥离电线电缆表面的塑料绝缘

皮等；b）原料标准的夹杂物、放射性污染物、金属总量、金属铜量等指标

远远严于废料标准；C）废料即便经过适当分类，大多仍属于混合杂料，而

原料则表现出理化特性上更好的均一性。

9、问：关于 GB/T 38470-2019 和 GB/T 38471-2019 标准的化学成分检测方

法。根据标准，铜含量测定选用 GB/T 5121.1《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1部分：铜含量的测定》作为仲裁方法，YS/T 482（直读光谱法）、YS/T 483

（X 荧光光谱法）作为筛选方法。GB/T 5121.1 包括三种测定铜含量的方法，

均涉及使用电解器装置，对于某些实验室在检测设备上带来不变因素，而

且检测时间较长。YS/T 482（直读光谱法）、YS/T 483（X荧光光谱法）比

较快速，但准确性欠佳。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测定方法供选择？

答：可以用 GB/T 5121.27-2008《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27部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量杂质元素，然后计算余量得到铜

含量。也可采用 YS/T 521.1《粗铜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铜量的测定 碘

量法》通过化学滴定法测定铜量。下次标准修订再可增加一些适用的方法

标准。

10、问：GB/T 38470-2019 和 GB/T 38471-2019 标准中的金属铜量、铜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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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GB/T 38470-2019 标准中的铅含量等检验项目在现场难以直接获取样

品数据，实际中需如何操作？

图 2 现场借助便携式 XRF 或便携式光谱仪测量

答：金属铜量在现场是用称重法获得，方法简单。铜含量及铅含量，

也就是原料的化学成分，是要在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现场时可以借助便

携式 XRF 或便携式光谱仪进行（见图 2），如果有问题，再送实验室检测确

定。

11、问：铜含量测定，需要手工挑选出金属铜和铜合金，但是金属铜或铜

合金与其他金属从外观较难区别，所以手工挑选较难实现，金属铜含量测

定也存在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铜含量的测定需要取样，熔化制样，熔化前对样品预处理，尽可能

挑出夹杂物和非铜金属，即使不完全，熔化过程还要进行清渣，对铜含量

的测定没有什么影响。

另外，检测实验室如果不具备按照标准进行大质量样品的熔样时，可

缩减样品质量至实验室可以接受的程度再进行熔样检测。

12、问：组批问题，目前企业和海关对组批的理解不一致，应如何确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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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答：国家标准中的“组批”是指“组成的检验批”，适用于国内、外

原料回收和分选的检验。标准中规定一个检验批不大于 50t，一个运单可以

分为多个检验批。例如一个运单为 500t 的原料，应分为 10个检验批。

13、问：同一批次是否接受分批运输？标准 8.3.1“不同类别散装原料不应

混装”的界定，是否为不应混装对象仅指不同类别散装原料？对有包装的

不同类别原料如何规定和执行？

答：同一批次的原料应同一批次运输。标准 8.3.1 规定“散装原料不

应混装”，不应混装对象仅指不同类别的散装原料，不包括有独立包装的

原料。为了充分利用舱位，不同类别原料有独立包装时，可以混装，但同

一独立包装单元内不应混装。

14、问：实际中口岸进来的部分再生金属原料是多种部件和物料的混杂，

外观差异极大，如何申报？如何判定？

答：按标准提出的“每批应由同一名称或代号的原料组成”的要求（GB/T

38470-2019 的 7.3 条、GB/T 38471-2019 的 7.3 条）严格执行。

例如：再生铜原料进口时，必须按照 GB/T 38471-2019 中“表 2 原料

的表观特征及来源”的规范名称进行申报，按照其要求对货物进行表观特

征符合性检验。若“同一柜货物的成分、规格及来源显然来自不同原料”

要看是否符合 “混合黄铜料”或“铜加工材”，按 GB/T 38470-2019 的 7.3

条、GB/T 38471-2019 的 7.3 条结合标准中“原料的表观特征及来源”的规

定进行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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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问：对再生铜和黄铜的标准争议之一在于什么是危险物质？标准 5.5.2

规定的“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是否就是“危险废物”？建议予以明

确的定义。

答：标准 5.5.2 规定的“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就是指“危险废

物”。原料中禁止混有：

a）废弃炸弹、炮弹等爆炸性物品；

b）密闭容器、压力容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

16、问：货物中混入了废旧线路板，含有害物质的电子元气件等，是否按

一般夹杂物处理？货物中混入的机油，是否可以按危险废物处理，认定货

物中混入了危险废物，不符合标准要求？

答：混入了废旧线路板，含有害物质的电子元气件等按标准 5.5.2“原

料中禁止混有密闭容器、压力容器、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执行。“机

油”是属于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混入明显滴漏的机油，则不符合标

准 5.5.2 条要求。

17、问：GB/T 38470-2019、GB/T 38471-2019 对货物的包装、运输、贮存

及质量证明书有明确规定，目前一线进口的产品均不符合该规定，是否判

定货物不符合 GB/T 38470-2019 或 GB/T 38471-2019 标准要求？还是请在

业界对该规定进行明确阐述？

答：经询问，该问题主要是货物未按要求提供质量证明书。标准中的

“质量证明书”条款是指供方应提供产品的质量信息，如未提供或不符合

标准要求，应当补充完善。“质量证明书”不符合时，不作为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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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依据。

18、问：关于镀白紫铜，是否必须先去除镀层后，再测试铜的含量？镀层

是否算原料范畴？实践中有时会遇到样品的镀层比较厚且无法在制样时去

除，导致熔样测定的铜含量结果偏低而不合格的情况，无法去除镀层时怎

么办？

答：镀白紫铜测试铜含量时，应当尽量去除镀层。标准中有镀白紫铜

类别，就是允许原料带有镀层，镀层是原料的范畴。镀层一般为镍、锡、

锌、铝、铬等金属元素，含镀层铜原料在后续利用时对环境没有影响，无

法去除镀层时，建议按铜+镀层金属含量（如：镍、锡、锌、铝、铬等金属）

≥97%判定。镀白黄铜料也可以类似处理。

19、问：2 号铜材中含有表面镀层的原料，如图 3所示，如何判定？

图 3 2 号铜材中含有表面镀层的原料

答：GB/T 38471-2019 标准中“2号铜材”的表观特征规定“允许表面

有镀层”，图 3符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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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问：有镶嵌带有一点油脂在样品中的夹杂物需机械分离，现场操作量大、

准确计量存在困难，按标准的试验方法检验得出的夹杂物可能与夹杂物定义不

符，该问题如何处理？如图4所示，某些申报为“混合黄铜” 的物料是各种

未经拆解的水龙头、阀门等部件的混杂，其中的塑料件、铁质部件等不是黄铜

材质的部件。如何判定？

图 4 混合黄铜物料

答：未经拆解的，镶嵌在样品中的塑料等非金属物质，其整体部件按“夹

杂物”计量。未经拆解的带铁质等其他金属的整体部件按“非铜金属”计

量，参加“金属铜量”或“金属黄铜量”的差减。

21、问：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和 GB/T 38471-2019《再生铜

原料》标准规定，水分包括了水及乳化液，但对两者并未进一步加以区分。

部分类别的原料有水分含量的要求，但也有部分类别的原料水分含量要求

为“-”，究竟是表示不作要求还是不允许有，亦或是仅允许微量需明确。

由于口岸卸货查验场地多为露天，如遇雨天，货物的水分含量难以认定，

如送实验室检测也容易出现水分逸失的风险，水分不合格应如何处置需明

确。

答：标准中水分的检测方法，是首先采用酒精清洗溶解残留的乳化液（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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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液是切削液、切削油、拉拔油的总称，含有油脂和有机物），然后用纯水

清洗，最后在 105℃下干燥，就是统一考虑了水和乳化液等物质，没有必要进

一步加以区分。对于水分含量要求为“-”的某些原料类别，原则上是不要求，

也不用检测。原料中“水分”的要求，不是关键指标要求，如遇雨天，货物的

水分含量难以认定时，可以酌情忽略。

22、问：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和 GB/T 38471-2019《再生铜

原料》中的“附录 D.5.4 熔化过程中应添加适量的覆盖剂和清渣剂”。覆

盖剂和清渣剂分别是什么试剂，加入的量与样品的比例是多少？

答：覆盖剂主要成分是木炭，清渣剂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和二氧化硅。覆盖

剂以覆盖整个熔融液面为准，清渣剂使用比例是0.1%～0.3%。

23、问：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标准将再生铜原料按照原料来源

及加工方式、表观特征及化学成分等分成了 5 大类 11 个名称或代号。如铜

线分为光亮线（RCu-1A）、1 号铜线（RCu-1B）、2号铜线（RCu-1C），其

对夹杂物、金属总量、金属铜量、金属回收率要求逐级下降，是在分类基

础上进行的分级。若货物申报品名为光亮线，但部分指标不符合光亮线技

术要求，但符合 2 号铜线（RCu-1C）要求时，应如何判定？ 可否归入不同

类别，如 1）金属铜量小于 98%的 3号铜米样品不符合标准中的 3 号铜米，

但是达到了 3 号铜材金属铜量 97%的要求； 2）铜含量不符合 2 号铜线的样

品，但是实际上达到了 3 号铜加工材的含量要求；金属回收率项目也是类

似情况，可否将铜米、铜线归入铜加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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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同类别可降级判定，跨类别不可降级判定。铜米、铜线和铜加工材还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铜米是指电线电缆切碎加工分离，去除绝缘层后所得的颗

粒物；铜线主要是指电线电缆经剥离去除绝缘层后所得；铜加工材主要是指各

类铜板带棒型等，来源不同，不应将铜米、铜线归入铜加工材，用铜加工材的

指标判别。

24、问：标准中的取样规定，就其操作性，有何建议？

答：关于取样，标准中规定 50t 为一个检验批，各检验项目的取样量见

标准中表 5。取样应有代表性，应为随机取样，具体操作可采用盲抽（或将

原料倒箱平摊，分为九宫格，每格平均随机取样）。

三、关于 GB/T 38470-2019 再生黄铜原料的问题

25、问：如图 5 所示的没有分拣的杂料，海关之前都是按“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进口”的，目前如何判定？

说明：

表观特征，由黄铜铸块，或服役失效的铸件、轧件、铜制品等混合组成

图 5 没有分拣的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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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该图片是来自标准中的图片，其所示原料主要来源于服役失效的

各种零部件，因此物理形状多种多样，但都是黄铜类。经有效分选或预处

理的该类原料成分符合标准要求，铜锌含量很高，直接投炉使用时，不需

要再额外添加铅等新金属原料，属于符合标准要求的高品质原料，因此列

入了 GB/T 38470-2019 中的混合黄铜 RCuZn-4C 类料，但要求一定全部是经

拆分的。据估算，之前按“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的物料，约有 28%

的低品质再生黄铜原料不符合 GB/T 38470-2019 标准要求，不能进口了。

26、问：针对“5.3 夹杂物含量、水分含量、金属总量及金属黄铜量”条

款中规定的混合黄铜中含有涂层的原料质量应不大于原料总质量的 5%，1）

其中 5% 具体指哪两个重量的比值？2）实际中如何检测含涂层原料的质量

占比？3）来源于各类阀门、水表等拆解件的混合黄铜绝大部分有涂层或镀

层，该料如何判定？如图 6 所示含标识色的原料，是否属于含涂层的原料，

如何判定？

图 6 含有标识色等涂层的原料

答：1）其中 5%是指有涂层的物料的重量不超过总物料重量的 5%；2）

具体的检测方法应按照标准中 6.3.4 条检测；3）来源于各类阀门、水表等

拆解件的混合黄铜绝大部分有涂层或镀层，镀层表面一般是镍、锡、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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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铬金属，后续利用对环境没有影响，但表面的有机涂层在熔炼过程中

会挥发污染环境的气体。为了确保原料的高品质，若带涂层的原料大于原

料总质量的 5%，应判不符合要求不予进口，以杜绝对环境的污染。

如图 6所示的材料有涂层的物料重量远超过 5%，判该原料不符合要求，

不予进口。难以判断含量的应送去筛分，进行检验鉴定，鉴定不符合要求

的为不合格。

图 7 所示的材料属于典型的有涂层的物料，重量远超过 5%，判该类原

料不符合要求,不予进口。

图 7 典型有涂层的物料-漆包线、黄铜水表壳

27、问：标准中“6.3.4 涂层”是在“6.3 夹杂物”列项之下，涂层是属于

夹杂物范畴吗？

答：“涂层”和“夹杂物”是两个检验项目，在标准第 5 章中“涂层”

是以脚注的形式规定，没有单独列项，在标准第 6章中，按检验顺序，“涂

层”就列入“6.3 夹杂物”列项之下。下次标准修订时应调整列项。

28、问：标准中没有找到“1号黄铜屑”的定义，不知道“1号黄铜屑”表

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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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黄铜屑”指由黄铜材经机加工产生的黄铜屑料，由于黄铜的合

金牌号众多，又常常作为加工零部件的材料，特别是铅黄铜是易切削铜合

金，会产生大量的铅黄铜屑料。因此将“黄铜屑”的回收料分为“1 号黄铜

屑”、“2号黄铜屑”、“3号黄铜屑”。“1 号黄铜屑”是单一铅黄铜类，

“2 号黄铜屑”是由除铅黄铜以外的单一合金系列的黄铜屑料组成的屑料，

如铋黄铜屑、锑黄铜屑等。“3 号黄铜屑”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合金系列

的黄铜屑料混合而成的屑料。“1 号黄铜屑”由于成分单一，不含锉屑和磨

屑，纳入了 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标准中。“2号黄铜屑”、

“3 号黄铜屑”就归入 GB/T 13587-2020《铜及铜合金废料》中。

29、问：标准中的 1 号黄铜屑表观特征为由加工产生的黄铜屑组成，不含

锉屑和磨屑。实际中如何区分锉屑和磨屑和加工出来的屑？

图 8 黄铜屑（含有极细屑料）

答：可以通过颗粒的大小进行区分。切铣屑料的颗粒较大或者是一定

长度的条。锉屑磨屑颗粒非常小，含水或者油分过大（见图 9），不易清洗，

且入炉时烧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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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锉屑、磨屑

30、问：“红铜”是否指的就是“紫铜”？该品名《铜及铜合金术语》（GB/T

11086）中没有列入。

答：红铜不是紫铜，GB/T 11086-2013《铜及铜合金术语》中的确对 “红

铜”没有定义，该品名是行业内的惯称，是指铜含量在 75%以上的黄铜，由

于铜含量较高，呈红色，因此行业内称为“红铜”，国际上叫“Red Brass”。

下次修订 GB/T 38471-2019 时，将其明确定义。

31、问：申报名称是再生黄铜，外观符合 1#黄铜屑，成分是铜镍锌合金，

测得铜含量 44.9%，镍含量 11.5%，铅含量 1.7%，锌含量约 30%，其他项目

都合格，表面很干净（图 10），但铜含量低于 1#黄铜屑不小于 56%的要求，

如何判定？

图 10 黄铜屑（铜镍锌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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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成分看，该原料成分符合 GB/T 5231《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

化学成分》标准中的锌白铜，从图片看该原料为加工余料。由于镍属于国

家重点战略物质资源，回收价值远高于铜；鉴于有效利用战略金属资源的

考虑，若符合口岸环保要求，且铜+镍≥56%，建议按再生黄铜原料处理。

32、问：黄铜屑原料中的油污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油污时如何判定？

答：黄铜加工材经过切削机加工产生黄铜屑，切削机加工时需要切削液（也

称乳化液或切削油，成分为：90%水+10%有机皂化液）加以冷却润滑，切削所

得黄铜屑含有一定的金属粉末及金属氧化物粉末，加上残余带粘性的有机皂化

液，在过筛时不能完全去除粉末状物质，形成了“油污”。判定时，建议“油

污”按粉状物计算；“油污”的测定，可以参照标准中附录C的方法，用酒精

清洗烘干后，过2mm筛，粉末状物质的质量分数应不大于0.1%。

四、关于 GB/T 38471-2019 再生铜原料的问题

33、问：如图 11 所示的刨花状的铜屑如何归类？其铜含量较高，可达

96%-99%以上。

图 11 刨花状的铜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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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标准，黄铜有屑料，紫铜没有屑料项。虽然具有较高铜含量，

但一般含有比较多的油和杂物，不符合高品质再生铜原料标准要求，此类

归入了 GB/T 13587-2020《铜及铜合金废料》中。

34、问：某些再生铜材、破碎铜是由铜材和其他金属材料（如铝材等）融

合在一起（见图 12），手工挑选无法分离，也无法破碎后机械分离，因此

无法分别定量，如何判定？

图 12 某些再生铜材、破碎铜

答： 对此种不能分离开的镶嵌金属，在检验“金属铜量”时，整体上

按照“非铜金属”计算。

35、问：氧化导致铜原料颜色深浅不一，表观颜色不一致，如图 13所示，

如何判定？

图 13 氧化导致铜原料颜色深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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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GB/T 38471-2019 标准中“1号铜线”的表观特征规定“表面允许

有氧化”。有氧化的铜线原料，对后续利用及环境没有影响。

五、典型物料图例感官判断及检验结果详见表 1。

表 1典型物料图例感官判断及检验结果

序

号
图例 表观 表观特征判断依据 检测结果

1

表面

含有

镀层、

氧化

2号铜材：由纯铜管、

带、板、棒、线及其他

形状纯铜件混合组成。

允许含有直径 1.6mm

以上的经过燃烧处理

的纯铜线、焊接头及表

面镀层。

感官判断：合格

铜含量

99.93%；

金属回收率

98.7%

夹杂物含量

0.01%

判定：合格

2

表 面

含 有

镀层

2号铜材：由纯铜管、

带、板、棒、线及其他

形状纯铜件混合组成。

允许含有直径 1.6mm

以上的经过燃烧处理

的纯铜线、焊接头及表

面镀层。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99.25%；

金属回收率

96.3%

夹 杂 物

0.38%

判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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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 有

经 过

燃 烧

处 理

的 纯

铜线

2号铜材：由纯铜管、

带、板、棒、线及其他

形状纯铜件混合组成。

允许含有直径 1.6mm

以上的经过燃烧处理

的纯铜线、焊接头及表

面镀层。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99.31%；

金属回收率

97.1%

夹杂物含量

0.2%

判定：合格

4

含 少

量 漆

包 线

的 原

料

2号铜材：由纯铜管、

带、板、棒、线及其他

形状纯铜件混合组成。

允许含有直径 1.6mm

以上的经过燃烧处理

的纯铜线、焊接头及表

面镀层。按标准中含涂

层原料重量应不大于

原料总质量 5%。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99.58%；

金属回收率

96.2%

夹 杂 物

0.35%

涂层比例2%

判定：合格

5
混 合

黄铜

混合黄铜：由黄铜铸

块，或服役失效的铸

件、轧件、铜制品等混

合组成。直接入炉使

用，形状对使用不影

响；检验指标符合原料

标准的，按标准中对应

原料名称申报和判定。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59.8%；

金属回收率

95.8%

夹杂物含量

0.3%

判定：合格

6
混 合

黄铜

混合黄铜：由黄铜铸

块，或服役失效的铸

件、轧件、铜制品等混

合组成。直接入炉使

用，形状对使用不影

响；检验指标符合原料

标准的，按标准中对应

原料名称申报和判定。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57.3%；

金属回收率

94.8%

夹杂物含量

0.8%

判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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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号铜

米

3 号铜米：由混有涂

层、镀层的颗粒状、短

棒状或片状的纯铜组

成，允许含有微量的其

他金属颗粒。

感官判断：合格

铜 含 量

97.58%；

金属回收率

95.2%

夹杂物含量

0.05%

判定：合格

9

有 独

立 包

装 的

混装

根据标准7.3和8.3.1

要求：“不同类别的散

装原料不应混装”。但

有独立包装的混装，标

准中没有明确不允许。

感官判断：合格。但同

一包装单元中内不应

有混装。

建议按不同

名称分别申

报进境

10

含 涂

层 的

漆 包

线

不 符 合 GB/T

38471-2019 再生铜原

料标准。

感官判断：不合格

含涂层铜材

比例 85%

判定：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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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漆 包

线 比

例 超

标

不 符 合 GB/T

38471-2019 再生铜原

料标准。

感官判断：不合格

含涂层铜材

比例 13%

判定：不合

格

12

不 同

类 别

的 散

装 原

料 混

装

根据标准7.3和8.3.1

要求：“不同类别的散

装原料不应混装”。

感官判断：原料合格

铜 含 量

59.7%；

金属回收率

93.4%

夹杂物含量

0.6%

判定：虽然

原料品质合

格，但不同

类别的原料

不应混装，

因此整体判

为不合格。

13

混 合

黄铜，

夹 杂

物 粉

尘 含

量 明

显 超

标

根据标准规定“夹杂

和沾染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

污泥、结晶盐、金属

氧化物、纤维末等）

应不大于 0.1%。”

感官判断：不合格

粉状物0.6%

判定：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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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 面

氧 化

及 其

严重，

附 着

着 大

量 绝

缘皮

未 拆

解 完

全

感官判断：不合格

15

杂 物

过多，

且 粉

尘 较

多

感官判断：不合格

16

附 着

的 含

有 大

量 未

去 除

的 绝

缘皮，

夹 杂

物 较

高

感官判断：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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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实施指引 2.0

一、前言

1、问：什么是再生铝原料？

答：满足 GB/T 38472《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GB/T 40382《再生变形

铝合金原料》、GB/T 40386《再生纯铝原料》要求的、原料级品质的消费

流转料（铝产品消费、流转使用后，用于重熔制造纯铝或铝合金的物料）。

按其中的铝材料成分与再生铝原料用途分为以下三类：

1）其中的铝材料由铸造铝合金和/或变形铝及铝合金材料构成，用于重

熔制造铸造铝合金的再生铝原料，称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2）其中的铝材料由变形铝及铝合金材料构成，用于重熔制造变形铝合

金的再生铝原料，称为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

3）其中的铝材料均为纯铝（铝元素含量大于 99%），可用于重熔制造纯

铝或各类铝合金的再生铝原料，称为再生纯铝原料。

2、问：再生铝原料如何使用？

答：“再生铝原料”主要用于生产铝铸锭（或铝液）。铝铸锭（或铝液）

按产业用途分为铸造铝合金工业用、变形铝及铝合金工业用和其他工业用

（如铝粉、泡沫铝等产业）三大类。铝铸锭（或铝液）按化学成分，分为

纯铝（即高柔韧、低强度 1系纯铝）、高铜合金（即 2系高强铝合金）、

高硅铜镁合金（即 3系高强耐磨铸造铝合金）、高锰合金（即中等柔韧性、

低强度的 3系变形铝及铝合金）及高硅合金（即 4系耐磨铝合金）、高镁

合金（即 5系耐蚀中强铝合金）、高镁高硅合金（即中强、易成型、易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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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 6系变形铝合金）、高锌合金（即 7系超高强铝合金）和以其他元素

为主要合金元素的合金（即 8系铝合金或 9系铸造铝合金）。

铝铸锭（或铝液）按用途从上述系列中选出适宜牌号，并确定具体成分，

根据成分选择相宜的再生铝原料【根据 “原料来源”（见 GB/T 38472-2019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等再生铝原料标准的表 1）推测原料成分类型】。

再生铝原料投入熔炉中熔化后，配入相应的成分调节或组织调节用材料，

包括原生铝锭、镁、铜等金属或半金属“硅”、铝中间合金、成分添加剂等其

他材料，熔化、精炼后即得到化学成分符合相应要求的铝铸锭（或铝液）。

铝液（或铝铸锭重熔）用于浇注铸造铝合金锭（或铸件），或浇注/喷

射成形变形铝及铝合金铸锭/铝及铝合金粉，或连铸轧/挤制成铝板/带/棒/

管等变形铝及铝合金产品。铸造铝合金锭通常经重熔、铸造和热处理制成

铸件，铸造铝合金锭也可切制成一定形状直接使用。变形铝及铝合金锭通

常经轧制、挤压、拉伸、锻造、旋压等压力加工和热处理，化身成铝板、

带、箔、管、棒、型、线、锻件等产品形式。铸造铝合金锭（或铸件）和

变形铝及铝合金锭显微组织形貌均呈铸态，晶粒粗大，韧性和抗疲劳等性

能偏低。铸造铝合金锭（或铸件）后续不需要承受压力加工变形，终极产

品性能要求与变形铝及铝合金亦不同，对杂质元素及其他合金元素含量的

控制水平不及变形铝及铝合金锭严格。所以，铸造铝合金锭对其原料品质

的要求不及变形铝及铝合金锭严格。可用于变形铝及铝合金锭的原料，也

一定可用作铸造铝合金锭原料。由于变形铝及铝合金锭后续需要承受压力

加工变形，为防止形成不利塑性变形和影响终极产品性能（强度、耐腐蚀

性能、导电性、柔韧性、抗疲劳性能等）的化合物或相组织，变形铝及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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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锭成分要求严格，杂质元素含量须控制到很低水平，其他合金元素含

量也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区间范围内，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变形铝及铝

合金锭对其原料品质的要求极端严格。

通过调整添加在铝液中的元素种类、元素含量，和调整产品生产工艺，

即可得到不同品性的、适于不同应用需求的铝产品。再生铝原料的生成与

使用流程示意图见图 1。

图 1 再生铝原料的生成与使用流程

3、问：再生铝原料标准是如何定位的，标准化对象是什么？不符合再生铝

原料标准的货物是否判为固废？

答：再生铝原料根据产业用途划分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仅适用铸造

铝合金行业）和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主要用于铝加工行业，也适用于铸

造铝合金行业）及再生纯铝原料（适用各行各业）三大类。

目前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标准化对象为直接入

炉熔铸/熔炼的高品质回收原料，即：含铝废料经过拆解、破碎、分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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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处理后得到的清洁高品质的（铝及铝合金含量高、熔化烧损少、夹杂

量小、挥发物含量低）可直接投入普通熔炉熔炼的原料（GB/T 40382-2021

《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和 GB/T 40386-2021《再生纯铝原料》为行业需求

的、品质更高的、在生产中对原料各项指标有特殊要求的产品标准）。再

生铝原料标准中未涉及可直接投炉熔炼的一般品质的回收铝，如：涂层料

等回收铝，其品质虽不符合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等原

料标准，但仍可直接投炉生产汽车板、笔记本电脑或拉伸罐等高端产品用

铝铸锭（或铝液）。

所以，不符合再生铝原料标准的货物，可判为不合格品。是否属于固

体废物，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以

及 GB 34330-2017《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的准则进行鉴别。

特别提醒：根据对各相关方的咨询，不符合再生铝原料标准要求的货

物，如果证据确凿无误，鉴别机构通常会判为固体废物，提醒企业一定要

引起高度重视。

4、问：再生铝原料来源于哪里？

答：“再生铝原料”来源于“回收铝”，“回收铝”来源于“废铝”。

废弃的铝产品，作为“废铝”进入社会回收环节，常常附着可利用的其他

金属、半金属及其他材料或杂物。对 “废铝” 进行初选分类或基本预处

理加工，即得到“回收铝”。回收铝经拆解、破碎、分选、加工、处理后

转化出的清洁高品质原料。所以，回收铝是再生铝原料的原料。

如：再生铝原料标准的“原料来源”中，列出了产生原料的主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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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种类，以便溯源再生铝原料的成分属性，方便使用。目前回收市场最常

见的回收铝为[挤压料“10/10”]及[门窗铝材]。

[挤压料“10/10”]，根据国家标准 GB/T 13586-2021《回收铝》，是

以 6063（属铝-镁-硅系合金）牌号为主，含少量(不大于 10%)6061（属铝-

镁-硅系合金）牌号的新、旧挤压铝材（其中带有机涂层的挤压铝材不大于

10%）构成的回收铝。将该类回收铝进行预处理后，可得到符合标准要求的

再生铝原料。

[门窗铝材]，根据国标 GB/T 13586-2021《回收铝》，是由洁净的 6XXX

系挤压铝材（以 6063 牌号为主，带有机涂层和隔热条或隔热胶）构成的回

收铝。将该类回收铝进行预处理后，可得到符合标准要求的再生铝原料。

5、问：GB/T 13586《回收铝》标准化对象是什么？与再生铝原料标准的区

别？

答：回收铝是废铝经历初级回收处理后的产物。回收铝根据回收用途、

回收工艺、可回收铝及铝合金量划分为不同种类，并对应不同品质要求。

为界定回收铝种类，GB/T 13586《回收铝》标准仅对不同种类的回收铝门

槛指标进行了规定，而对具体品质要求及检验方法大多未明确说明（交由

供需双方协商）。GB/T 13586《回收铝》是界定回收铝种类的重要依据，

但 GB/T 13586《回收铝》不属于再生铝原料标准。

二、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解析

6、问：典型的符合标准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主要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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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标准通过实际调研和分析比较，夹杂物含量情况和金属回收率，

以及重熔造渣及废气排放情况，明确了以下经过分选、加工、预处理后，

获得可直接入炉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1）干净的废旧铝铸件

以硅、铜、镁、锌为主合金化元素的铸造铝合金产品或制品，如图 2 可

作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图 2 干净的废铝铸件

（2）再生铝锭

采用回收铝熔铸成的铝锭，如图 3 可作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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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再生铝锭

（3）铝块

铝破碎料、车辆破碎料、混合金属破碎料等预处理后获得的可作为铸造

铝合金原料使用的干净铝块，其中含有硅及铜、镁、锌等其他金属，如图 4。

图 4 铝块

如图 5、图 6 和图 7，表面无有机涂层的铝门窗、飞机铝板、铝管等以

镁、硅、铜、锰、锌为主要合金化元素的变形铝合金产品，及纯铝裸线、

导电母线等，简单分选后符合铝块料的要求，可用于铸造铝合金生产，属

于铝块的类别，在标准修订时将进一步明确。

但该类属于质量优等的再生铝原料，更适宜作为再生纯铝或再生变形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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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原料使用，用于铸造铝合金生产属降级使用。

图 5 无涂层、无复合材料的铝合金片

图 6 纯铝裸线 图 7 导电母线

7、问：GB/T 38472-2019 标准技术要求内容较多，各技术要求针对的侧重

点如何划分？

答：适用于监管部门对进口再生原料监管的检验，应主要侧重于：

（1）外观检验：目视检验原料类型与品质。

（2）再生铝锭断口组织检验：通过检测原料内部夹杂、防止不符合原料品

质要求的回收铝（如图 8 所示）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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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假冒的再生铝锭（内部非致密的铸造组织的回收铝）

（3）夹杂物检验：易燃物、爆炸物、密闭容器、压力容器、危险废物

及掺杂或附着在原料中的非金属物质（如：木材、纺织物、塑料、

玻璃、石材、纸、沙、橡胶、污泥、油污、结晶盐、纤维末、干

漆墨及水、油等流体，不包括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需使用的其

他物质）。

（4）挥发物检验：检测附着在原料表面的有机物含量。

（5）铝及铝合金含量检验：估测可回收的铝材料质量。

（6）放射性及其他环保要求。

原料投炉熔炼工艺或经济效益相关，适用于货物入厂检验，主要侧重

于金属总含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等。

三、标准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解释

1、问：标准未明确表观特征不符的具体限量要求，如出现少量不符的情况

是否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答：通过外观检验可大致评定出原料品质的好坏。很多时候，可凭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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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积累的外观检验经验，快速判定原料是否合格。怀疑未定量规定的检验

项目不符时，以相关项目的实测结果判定货物是否符合原料标准规定：

——怀疑原料来源不符，可采用仪器检验材料属性。

——怀疑油脂过多，应仔细检验挥发物是否合格。

——怀疑有机涂层过多，应仔细检验挥发物是否合格（通常表面覆盖有

机聚合物涂层的料块质量与原料总质量的比值小于 5%时，挥发物含量不

会超出标准规定）。

——怀疑夹杂严重，应仔细筛查夹杂物质量或断开内部检验夹杂是否合

格。

——怀疑夹杂过多其他来源的铝材料（如铝箔、铝水箱、铝屑），应检

验金属回收率及挥发物是否合格。

——表面氧化腐蚀严重（如图 9）时，应由供需双方协商，检验金属回收

率是否合格。

图 9表面腐蚀严重的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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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GB/T 38472-2019 标准的“5.6 铝及铝合金含量”条款中规定了铝

块的铝及铝合金含量不得少于 91%，但来源于废铝切片加工处理后的铝块其

铝含量约 70%-92%，与标准有明显差别。如何理解？

答：“铝”是各类纯铝（含精铝）及铝合金的统称。“但来源于废铝切片加

工处理后的铝块其铝含量约 70%”指代的是铝元素含量，“铝及铝合金含量不

得少于 91%”指代的是铝材料的含量，两者概念不同。

3、问：GB/T 38472-2019 标准的"5.2 尺寸规格"条款中对铝块的尺寸(大

块、中块、小块)均有筛分通过率的要求，但若铝块的尺寸有混杂且与条款

规定略有不符时，如何判定是否合格？

答：通常目视检验铝块尺寸规格，存疑时进行筛分，尺寸规格检测结果

不符合要求时，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检验结果仍不合格

时，建议贸易双方协商处理。铝块尺寸规格主要方便投炉使用，并非对原

料品质监管时需关注的指标。

4、问：GB/T 38472-2019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的“5.11 其他要求”

条款中，没有提出是否可以允许含有线路板，也未明确限量要求。对于线

路板是不允许混有还是列入为夹杂物计算？货物中混入了线路板，电子元

气件等，GB/T 38472-2019中未规定禁止危险废物，是否按一般夹杂物处理？

关于其他“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危险废物）”如何规定？

答：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危险废物）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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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中未规定禁止危险废物含

量要求。目前货物中未处理干净的废电路板可作为夹杂物处理。

5、问：关于变形铝的混入,现场货物多为变形铝和铸铝的混合，从来源上

来说可否认定未经分解？现场还收到 100%为变形铝的货物，应该不在 GB/T

38472-2019 的标准适用范围内，如何判定？货物中混入了部分不是再生铸

造铝合金原料的铝件，该如何处理？

答：“原料来源”仅表示各类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可能的出处，并非技

术要求。变形铝合金的碎块属于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

铝块类别，可以作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使用。但变形铝和铸铝的混合货

物不可作为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使用。变形铝和铸铝的混合不宜作为判别

原料是否经预处理的依据。

“100%变形铝”可按新制定的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

标准判定，也可按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判定。但符合

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指标要求的产品一定符合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

对于“货物中混入了部分不是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的铝件”的情况，

实际生产中常见的铝件都可用于铸造铝合金生产，属于再生铸造铝合金原

料的范围，若按 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检验各关键检验

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则认为该原料合格，再由需方对货物进行入厂检验。

6、问：化学成分不符合再生铝原料标准规定的货物如何处理？近来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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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铝合金锭”较多，是用回收铝等废金属为主熔炼生产而来，有的在

合同中还有一定的元素含量要求，其外观和断口均合格，但某些元素含量

不符合关于再生铝锭标准的要求，比如锌含量高、铁含量高、镁含量高等，

该如何处理？

答：化学成分显示为非铝材料（回收铝中的夹杂物以及非铝金属）时判

不合格，其他超出标准规定的情况建议贸易双方协商处理。

合金化元素的含量超过供需双方认定标准的物料称为高成分料，主要

包括:高锌料、高镁料、高硅料、高铜料、高锰料等。其中船舶、飞机等领

域应用较多的 5系耐蚀中强铝合金、7 系超高强铝合金在市场上较为少见，

但可以在重熔时添加纯铝冲淡其成分含量，用于生产常规的合金产品。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制定时，列出了最典型的化学成分要

求，其通常来源于常见的电子电气产品、家具、机械设备、拆解汽车等铝

破碎料，没有涉及专门针对高成分料的内容，并非表示高成分料不可用于

铸造铝合金的生产。

7、问：对于再生铝锭出现较严重的飞边和气孔如何处理？

答：申报再生铝锭的货物外观质量上出现了严重的飞边（浇铸过程溢出

型腔的多余铝料，但并不影响再生铝锭使用）和气孔（可能伴随内部夹杂），

怀疑其品质时，应检验再生铝锭断口组织。

8、问：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对水分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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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是挥发物，对其中 105℃下恒温失去的挥发物不作要求，但对其他挥

发物含量要求应不大于 1%。由于口岸卸货查验场地多为露天，如遇雨天，

货物的水分含量难以认定，如送实验室检测也容易出现水分逸失的风险，

水分不合格应如何处置？

答：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规定水分由供需双方协

商，标准中不做具体限量要求；水分是否合格的问题需贸易双方在相关交

货文件中注明，协商解决。

9、问：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中金属回收率的检

测需要使用熔化电炉和坩埚。再生铝合金原料需要 100kg 的熔化电炉，对

一般理化检测实验室难以操作。是否可缩小再生铝合金原料样品量，优化

检测方法？

答：金属回收率反映的是可获得的铝合金及其他可利用金属总量，是

供需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关注的重要条款，需要样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但

金属回收率不涉及安全、卫生、环保、反欺诈等，为一般检验项目，并非

监管部门必须检验的技术指标。在后续修订时改为入厂检验的内容。

10、问：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取样，按照标准要求，铸件和铝块每 20吨需

要取 1 份样品，每份样品至少 1 吨，再生铝锭每 20捆需要取 1 份样品，每

份样品至少 1 捆，取样量过大、实际操作困难，如何处理？对于单件样品

量比较大的样品（如再生铝锭、铝制轮毂等），是否允许在现场切割后再

取样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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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夹杂物含量要求为例，一般检验为目视，怀疑其不符合要求时，

进行仲裁检验，而仲裁检验所需的样品量较大，只为具有代表性，避免误

判。例如一批铝块货物共 10个货柜（每个货柜 20t，共 200t），每个货柜

中抽取 1t样品（共 10t）；若报关的货柜数为 2个（每个货柜 20t，共 40t），

则按照每批至少抽取 2个样品处理。

标准并未限定取样地点，在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在

集装箱、船舱、货车斗或卸货场地等其他任何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制取试样，

实验室对符合标准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试样进行检验即可。

11、问：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规定的夹杂物检测

时，仲裁检验采用了振筛机进行筛分。是否可以考虑一般理化检测实验室

或口岸检验现场的实际情况增加手工筛分方法？

答：夹杂物含量的一般检验为平铺后目视，振筛机进行筛分为仲裁检

验的需求；且 GB/T 38472-2019中 6.4.2.2及附录 B规定的振筛机为资料性

附录，任何满足要求的筛网或其他试验设备均可用于夹杂物的仲裁检验，

但通常手工筛分难以达到振筛机的筛分效果。

12、问：同类铸件-铝活塞与车辆铝铸件是否属于同一类?相同来源-是指同

一名称(铝块) 、还是指不同的品种(如废旧家电和机械设备)但同一批处理

(处理工艺相同)抑或是指相同的品种(如均是旧家电加工而来)相同的加工

工艺?

答： “同类铸件”“相同来源”均指来自 GB/T 13586-2021《回收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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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同一名称的回收铝经预处理后用作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在同一批

次货物中有铝活塞和车辆铝铸件，属于“回收铝”中的混合铝铸件。

13、问：原料是否允许混装？

答：通常为弥补亏舱，可装两个以上类别的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应

尽量隔开，并作出明显标识。

散装原料不应混装。同一独立包装单元内不应混装。

14、问：目前存在试图以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名义进口旧铝合金轮毂的情

况。旧轮毂作为汽车零部件属于我国《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内产

品，是禁止进口的。产生了外观完整的旧铝合金轮毂能否以再生铸造铝合

金原料名义进口的争议。旧铝合金轮毂应满足何种要求才能被作为再生铸

造铝合金原料？

答：GB/T 38472-2019《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列出了高品质的可

以用于铸造铝合金生产的原料，包括铸件、再生铝锭、铝块等，其中典型

图示中给出的铸造车轮，仅表明其可以用作铸造铝合金生产，在国内大部

分再生铝企业中，均有此类。且标准在原料来源中明确了铸件的原料来源

为“铝活塞、铸造铝合金车轮等车辆铝铸件及其他用途的铝铸件或铸造铝

合金边角料构成的回收铝”，GB/T 13586-2021《回收铝》标准中明确了“失

去原使用功能的、洁净无涂层的同牌号铸造车轮构成”的基本要求，GB/T

38472-2019中的铸造车轮并非针对“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若对此存

在争议，建议生产企业、贸易商等相关方，将铸造车轮再次进行切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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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或破碎处理，同时去除表面涂层后，变成失去原使用功能的再生铸造铝

合金原料，再行报关。未经切分、压扁或破碎处理的货物，建议相关部门

对铝合金轮毂后续是否作为原料使用进行监督或稽查。

图 10 GB/T 13586-2021《回收铝》标准正文部分内容

15、问：电脑散热板能视为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吗？

图 11 电脑散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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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铸造铝合金生产角度来讲，电脑散热板（其化学成分属于再生

变形铝合金原料范畴）为生产用的优质原料，属于 GB/T 38472-2019《再生

铸造铝合金原料》标准中的铝块类别。

16、问：经过加工分选抛光的铝块，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形成氧化层（氧化

铝），氧化铝不影响熔炼使用，不影响产品质量，不会造成污染（只会降

低回收率），铝块表面的氧化铝是否可不计入夹杂物？

答：铝块在运输过程中形成的氧化层，不影响产品质量，不会造成污

染，可不计入夹杂物，但通常腐蚀严重的铝块表面为结晶盐，应按标准规

定的筛分方法，对货物夹杂物含量进行检验，判断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17、问：为何 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与 GB/T 38472-2019

《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关于金属回收率的定义不同？

答：变形铝及铝合金产品对其原料中的元素种类与含量控制要求极端

苛刻，所以不愿接受不明来历的非铝金属，而将非铝金属视为夹杂。

为此 GB/T 40382-2021《再生变形铝合金原料》的金属回收率规定为：

原料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方法进行预处理和熔炼处理后产出的铝合金占比。

铸造铝合金产品对其原料中的元素种类与含量控制要求不及变形铝合

金严格，可接受不明来历的非铝金属作为其成分添加物质，所以，其金属

回收率中包括了非铝金属产出率。

18、问：再生铝原料在进行小于 2mm 粉尘夹杂物筛选时，当筛下物是铝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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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泥土粉尘混合物时如何处理及称重，是否可以将该混合物统一算作粉尘

夹杂物？

图 12 再生铝块 2mm 筛下物

答：粒径小于 2mm的铝屑与泥土粉尘等的混合物，统一算作粉尘夹杂

物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