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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38470-2019《再生黄铜原料》，与 GB/T38470-2019 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再生青铜原料、再生白铜原料、再生高铜原料”有关内容；

b）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回收料”、“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拆解”、“破碎”、

“分选”、“处理”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再生黄铜原料”更改为“再生铜合金原料”、“水分”更改为“挥发物”、“金

属黄铜量”更改为“铜合金实物量”（见第 3 章，2019 版的第 3 章）；

——删除了“非铜金属”、“金属总量”（2019 版的第 3 章）；

c）分类：

——由 4 大类 8 小类更改为屑料和块料两大类别；原料按合金类别分黄铜屑料、青铜屑

料、白铜屑料、高铜屑料，黄铜块料，青铜块料，白铜块料，高铜块料共八小类（见

第 4 章，2019 版的第 4 章）；

——“表观特征”更改为“原料描述”（见表 2，2019 版的表 2）；

——增加“加工方式”和“包装方式”（见表 2）；

e）技术要求：

——增加了“爆炸性物品（5.2）”、“危险废物（5.3）”

——“金属黄铜量”更改为“铜合金实物量”，“水分”更改为“挥发物”，与“化学

成分”和“金属回收率”调整至附录 C（见附录 C，2019 版的 5.3、5.4）；

——删除了“金属总量”（见 2019 版的 5.3）；

——删除了放射性污染物要求中原料表面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要求（见 2019 版的

5.2）；

——删除了“其他要求”（见 2019 版的 5.5）

f）试验方法：

——增加了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的检验方法（见 6.2、6.3）；

——铜合金实物量、化学成分、金属回收率的试验方法调整至附录 C（见附录 C，2019

版的 6.5、6.6、6.7）；

——删除了附录 B 中有关放射性污染物要求中原料表面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的检验方

法内容（见 2019 版的附录 B）；

——删除了“表观特征”的检验方法。

g)检验规则：

——检验项目中“表观特征、放射性染污物、其他要求、夹杂物、金属总量、金属黄铜

量、金属回收率、水分、铜含量”更改为“放射性染污物、夹杂物、危险废物、爆炸

性物品”（见 7.4，2019 版 7.5）；

——每个检验批的质量由 50t 更改为为 25t；

——屑料的夹杂物样品质量由 10Kg 更改为 1.0Kg（表 5 原料的取样规定）；

f) 增加了“入厂检验与检查”和附录 C（见第 8章和附录 C）；

g) 删除了“质量证明书”（见 2019 版 8.4）

h）“订货单（或合同）内容”更改为“随行文件”（见 9.2，2019 版第 9 章）；

i）增加了在附录 B、附录 D、附录 E 中警示内容（见附录 B、附录 D、附录 E）；

j）附录 A增加了“再生青铜合金原料”、“再生白铜合金原料”、“再生高铜合金原料”

的典型照片（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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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铜合金原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铜合金原料（以下简称原料）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入厂检查与验收、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铜合金原料及其在流通领域中的回收与国内外贸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T 5121 （所有部分）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YS/T 482 铜及铜合金分析方法 光电发射光谱法

YS/T 483 铜及铜合金分析方法 X射线荧光光谱法（波长色散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回收料 recycling raw copper alloy

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铜及铜合金材料。

3.2

再生铜合金原料 Recycling materials for copper alloy

回收料经过分类和加工处理，获得满足本文件要求可直接生产利用的铜合金炉料。

3.3

样品 representative sample

从整批原料中抽取，并能充分代表原料属性特征的一定量实物。

3.4

夹杂物 carried-waste

在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原料中的非金属物质。

注：包括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及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污泥、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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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金属氧化物、纤维末等）等物质，但不包括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物质。

3.5

放射性污染物 radioactive materials

再生铜合金原料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

3.6

爆炸性物品 explosive materials

再生铜合金原料夹带的武器弹药、易燃易爆品、爆炸物、密闭容器等物品。

3.7

挥发物 volatile substance

在低于金属熔点的温度下经过适当的加热处理，可从原料中分离出的物质。

3.8

铜合金实物量 quantity of copper alloy

单位重量的样品，去除夹杂物、挥发物和非铜金属后的铜合金占比，以质量百分数表示。

3.9

涂层 coating materials

涂在原料表层的有机材料。

注：涂层一般包括标识油漆、防锈漆、绝缘层等。

3.10

镀层 plating materials

镀在原料表层的金属材料。

注：镀层一般包括镍、锡、锌、铝、铬等。

3.11

金属回收率 metal recovery rate

单位重量的样品，经预处理和熔化、凝固后，所得铸块重量占原样品重量的比值，以质量

分数表示。

3.12 化学成分试样 chemical composition sample

原料中直接抽取或熔融后制取的，用于检测铜及其他元素含量的试样。

3.13

拆解 dissmantling

从废弃设备中分离出来的含铜部件的工艺过程。

注：例如从电器中分离出含铜部件，从电气中分离出电线。

3.14

破碎 shredding

将拆解出来的含铜部件进一步分离的工艺过程。

注：例如从铜部件去除塑料、木材、陶瓷、绝缘层等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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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分选 sorting

拆解、破碎后的铜部件，按形状和合金类别进行分拣的工艺过程。

3.16

处理 treatment

对分选后铜物件进行清洁（去油污）、干燥、打包的工艺过程。

4 分类

4.1 名称、类别与代号

再生铜合金原料按形状和合金类别分为二大类，八小类。从形状上分为屑料和块料二大类，

从按合金类别分为黄铜屑料、青铜屑料、白铜屑料、高铜屑料、黄铜块料、青铜块料、白铜块

料、高铜块料八小类。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类别、名称和代号见表 1，典型照片及来源描述见附录 A。

表 1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名称、类别和代号

类别 名称 代号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青铜屑料 RQCu-1

白铜屑料 RBCu-1

高铜屑料 RGCu-1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RHCu-2B

RHCu-2C

RHCu-2D

青铜块料
RQCu-2A

RQCu-2B

白铜块料 RBCu-2

高铜块料 RGCu-2

4.2 原料描述、原料来源、预处理加工及包装方式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描述、原料来源、预处理方式、包装方式见表 2。

表 2 原料描述、原料来源、预处理方式、包装方式

类别 名称 代号 原料描述 原料来源
预处理加

工方式
包装方式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铜合金在铣、刨、切、锯、车、

削等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屑料，

通过分类、分选等预处理，去除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机加工过程产生的回

收料

分选→包

装

装袋、装

箱、压包/

块青铜屑料 RQC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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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杂物后获得的，符合本文件规

定的屑料。当原料过120目（筛孔

直径为0.125mm）筛子，筛下物应

不大于1%。

白铜屑料 RBCu-1

高铜屑料 RGCu-1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回收料经拆解、破碎、分选等加

工处理，去除夹杂物后获得的，

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铜合金块状

料，形状包括板、带、片、箔、

管、棒、线（丝）、型及不规则

几何状等。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普通黄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装袋、装

箱、散装、

束捆、压

包/块

RHCu-2B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镀白黄铜回收料

RHCu-2C
各类建筑管道、冷凝器、散热器等设施中

回收的黄铜管

拆解→分

选→包装

RHCu-2D

从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卫浴

水暖、建筑装潢等设施中回收的黄铜阀

门、水表、水暖洁具、连接件、装饰品及

其破碎料、铸块等构成的混合回收料

拆解→破

碎→分选

→包装

青铜块料

RQCu-2A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青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RQCu-2B

从船舶船舰、水暖洁具、建筑装潢等设施

中回收的螺旋桨、导流帽，桨壳，叶片，

法兰盖，阀门、水表等青铜铸件回收料

拆解→破

碎→分选

→包装

白铜块料 RBCu-2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白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高铜块料 RGCu-2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高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4.3 原料标记

示例 1：

原料标记按原料名称、标准编号、代号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符合本标准的再生铜合金原料，类别为黄铜屑料 代号 RHCu-1，标记为：

黄铜屑料 GB/T 38470- RHCu-1

5 技术要求

5.1 放射性污染物

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

b）原料（含包装物）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不超过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

+0.25µGy/h。

5.2 爆炸性物品

原料中不应混有废弃炸弹、炮弹、子弹、密闭容器等爆炸性物品。

5.3 危险废物

原料中应严格限制下列危险物品的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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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

b） 依据 GB 5085.1～GB 5085.6 鉴别 标准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

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其他危险废物；

原料中危险废物的质量不应超过 0.01%。

5.4 夹杂物

5.4.1 原料中夹杂物的要求应满足表 3 的规定。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粒径不大于 2mm 粉状物（粉

尘、污泥、油污、结晶盐、纤维末等）的质量分数应不大于 0.1%。

5.4.2 含有涂层的原料质量不大于原料总质量的 5%。

表 3 原料的夹杂物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夹杂物

%，不大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0.8

青铜屑料 RQCu-1 0.8

白铜屑料 RBCu-1 0.8

高铜屑料 RGCu-1 0.8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0.5

RHCu-2B 0.5

RHCu-2C 0.7

RHCu-2D 0.8

青铜块料
RQCu-2A 0.5

RQCu-2B 0.8

白铜块料 RBCu-2 0.5

高铜块料 RGCu-2 0.5

6 试验方法

6.1 放射性污染物

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检验按附录 B 的规定检验。

6.2 爆炸性物品

原料中的爆炸性物品用感官检验。

6.3 危险废物

原料中危险废物的检验按照 GB5085.1~GB5085.6 的规定执行。

6.4 夹杂物

6.4.1 原料的夹杂物和含涂层回收料采用目视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要求时，按

6.4.2～6.4.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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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抽取原料样品，称量、记录样品重量M。仔细目测，对样品实施分拣，使用2mm筛孔的

筛子对原料样品进行筛分，称量，记录筛出粒径不大于2mm的粉状物（粉尘、污泥、结晶盐、

纤维末等）的质量M1；当原料为屑料时，对筛分出来的粉状物进行人工挑选，挑出明显的铜屑

后，再对粉状物进行称量，记录其质量为M1。按公式（1）计算粉状物含量（WF ），数值以%

表示。

1001
F 

M
MW ------------------------------------------（1）

式中：

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1——粉状物重量，单位为千克（kg）。

6.4.3 继续对夹杂物实施分拣，挑出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等夹杂物。

必要时，将样品破碎，将样品破碎，将镶嵌在样品中的夹杂物机械分离。若无法分离的，整块

回收料按夹杂物处理。称量、记录分离出来的包括粉状物在内的夹杂物总重量 M2。按公式（2）

计算夹杂物含量（WJ ），数值以%表示。

1002
J 

M
MW ----------------------------------------------（2）

式中：

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2——夹杂物总重量，单位为千克（kg）。

6.4.4 继续挑出样品中含涂层的原料。称量、记录分离出来的含涂层原料质量M 3。

按式（3）计算含涂层的原料占比（WT ），数值以%表示。

1003
T 

M
MW ----------------------------------------------（3）

式中：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3——含涂层的原料重量，单位为千克（kg）。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和验收

原料由供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2 组批

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个检验批应由相同类别、相同名称（或代号）的原料组成。每个

检验批应不大于 25t。

7.3 检验项目

每批原料应对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夹杂物进行检验。

7.4 取样

原料检验项目的取样应随机抽取，取样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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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原料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放射性污染物

逐批。

5.1 6.1

爆炸性物品 5.2 6.2

危险废物 5.3 6.3

夹杂物

每检验批取 1 份样品；

当原料为块料时，每份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0Kg；当

原料为屑料时，每份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0Kg。

5.4 6.4

7.5 检验结果的判定

7.5.1 检验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7.5.2 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任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

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5.3 夹杂物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批原料中另取双倍份数的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重

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合格，判该批原料合格，否则判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标准规定。

8 入厂检查与验收

需方应按照附录 C 对原料进行入厂检查与验收。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

规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如需仲裁，可委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与需

方共同取样。

9 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9.1 运输和贮存

9.1.1 在运输过程中，不同类别和名称的散装原料不应混装。

9.1.2 为充分利用舱位，当不同类别和名称的原料有独立包装时，每车、船、集装箱可以混装

两种及以上名称的原料，但应尽量隔开，并作出明显标识。

9.1.3 原料的运输和贮存应有防雨雪措施。

9.2 随行文件

每批原料的随行文件上应注明：

a）供方名称；

b）原料类别、名称或代号；

c）总重，净重；

d）夹杂物含量；

e）供方质监部门的检印；

f）本文件编号。



11

附录 A

（资料性）

再生铜合金原料典型照片

a）黄铜铣削屑 RHCu-1 b）黄铜切削屑 RHCu-1

c）青铜屑料 RQCu-1 d）白铜屑料 RBCu-1

e）高铜屑料 RGCu-1

来源说明： 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铣、刨、切、锯、车、削等机加工过程。

图 A.1 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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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 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a）普通黄铜 RHCu-2A

来源说明： 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或服役失效后的慢走

丝切割线。

b）黄铜丝 RHCu-2A

来源说明： 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c）镀白黄铜 RHCu-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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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 来源于各类建筑管道、冷凝器、散热器等工业设备中拆解、分类、分选所得的回

收料。

d）黄铜管 RHCu-2C

来源说明： 来源于服役失效后的黄铜零部件、五金制品、铸件及其破碎料构成的回收料，允

许表面带镀层。

e）混合黄铜 RHCu-2D

图 A.2 黄铜块料

来源说明： 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供需双方协商是否允

许表面含镀层。

a）青铜块料 RQCu-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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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来源于各类服役失效的螺旋桨、导流帽，可调桨桨壳，叶片，法兰盖等

b）青铜铸件 RQCu-2B

来源说明：来源于各类阀门、水表、水暖洁具、工艺品及机械零部件等

c）青铜铸件 RQCu-2B

图 A.3 青铜块料

来源说明：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供需双方协商是否允许

表面含镀层。

图 A.3 白铜块料 RB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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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图 A.3 高铜块料 RG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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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放射性污染检验方法

警示——本方法可能存在对人体有危害的物质或安全问题，使用本方法的操作人员应有相

应工作的实践经验，有责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B.1 检验仪器

检验用仪器应符合 GB 18871、GB/T 12162.3 和 GB/T 5202 的规定。

B.2 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

B.2.1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测量

B.2.1.1 在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前，应先测量并确定当地的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B.2.1.2选择能够代表当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状态，无放射性污染的平坦空旷地面的3~5个点（可

作为固定调查点）作为测量点。

B.2.1.3 将测量仪之测量探头置于测量点上方距地面 1 m 高处，测定其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

每 10s 读取测量值 1 次，取 10 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值，取各测量点测量值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正常天然辐射平均值。

B.2.2 巡回检测

B.2.2.1 原料在经口岸通道前，应进行放射性污染的巡回检测。巡回检测时，尽可能地将测量仪

器接近被测物表面或装载原料的集装箱、车体、仓体等的表面，对被测物的周体表面进行巡回

检测。

B.2.2.2 在巡回检测时已发现放射性明显超过三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判定为不合格。 对已

发现放射性污染超过三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不再进行分检或挑选。

B.2.3 测试点分布

B.2.3.1 对于装运原料的汽车、火车、集装箱、轮船或成堆摊放的散装原料，均可按网格法布点

（见图 B.1）。用直接测量法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和表面污染的检测。

图 B.1 放射性污染测量布点示意图

B.2.3.2 汽车按车厢纵向 2 线和横向 3 线的网格法布点，于网格的 6 个交点上布点和测量。

B.2.3.3 火车、集装箱按纵、横 2 个方向的网格法布点测量，但不少于 10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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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4 轮船船舱根据舱面大小，按舱面的前、中、后 3 线和左、中、右 3 线布网格，与网格的

交点上布点测量，但不少于 12 个点。

B.2.4 测量

B.2.4.1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规范操作。

B.2.4.2 将仪器探头尽可能贴近被测物表面。

B.2.4.3 待仪器的显示值稳定后开始测量和读数，每 10s 读数 1 次，取 10 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

该测点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值。

注：检测中，对管类、容器等包容体的检验，应特别注意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因屏蔽而从外部不易检测到的α、

β表面污染。

B.2.5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B.2.5.1 在役测量仪器应使用校验源进行跟踪校验（如早、中、晚各 1 次）。

B.2.5.2 将仪器探头置于无污染质干燥地面上方，稳定后每 10 s 读数 1 次，取 10 次读数的平均

值 1D 为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B.2.5.3 根据校验源之净源值（R）调整仪器之挡位，将校验源扣置于探头上并立于原处，而后

同样读数 10 次,测得校验源之平均值 2D
。

B.2.5.4 按公式（B.1）计算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Kŋ。

=
2 1

R
D

K
- D ŋ ………………………………………………(B.1)

式中：

K0——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R——校验源之净源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2D ——校验源 10 次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1D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B.2.6 测量值的修正

按公式(B.2)计算修正后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D 。

D = K1• Kŋ• cD ………………………………………(B.2)

式中:

D ——测量仪器修正后的测量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K1 ——测量仪器的刻度因子(由仪器的检定证书给出)；

Kη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cD ——测量仪器的测量值读数，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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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入厂检查与验收

C.1 检验项目与要求

C.1.1 检验项目

每批原料应对挥发物、化学成分、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进行检验。

C.1.2 要求

C.1.2.1 挥发物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挥发物应符合表 C.1 的规定。

表 C.1 挥发物的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挥发物

%，不大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CuZn-1

2.0
青铜屑料 RCuB-1

白铜屑料 RCuNi-1

高铜屑料 RCuX-1

块料

黄铜块料 RCuZn-2

0.3
青铜块料 RCuB-2

白铜块料 RCuNi-2

高铜块料 RCuX-2

C.1.2.2 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

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应符合表 C.2 的规定。

表 C.2 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的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铜合金实物量

%，不大于

金属回收率

%，不小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95.5

89.0

青铜屑料 RQCu-1 91.0

白铜屑料 RBCu-1 90.0

高铜屑料 RGCu-1 91.0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98.5 97.0

RHCu-2B 98.0 95.5

RHCu-2C 98.5 96.5

RHCu-2D 95.0 90.0

青铜块料 RQCu-2A 98.5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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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Cu-2B 96.5 92.0

白铜块料 RBCu-2 98.5 98.0

高铜块料 RGCu-2 98.5 98.0

C.1.2.3 化学成分

入厂的原料实物化学成分应符合供需双方订货单（或合同）的要求，其中铜合金主成分最

低含量应符合表 C.3 的规定。

表 C.3 原料的化学成分

类别 代号
铜合金主成分（质量分数）

%，不小于

黄铜屑料 RHCu-1

锌含量应占优势，镍含量≤6.5％，锡含量≤3.0％，且化

学成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铅黄铜：Cu≥56%

b）锰黄铜：Cu+Mn≥56%

c）铝黄铜：Cu+Al≥57%

d）镍黄铜：Cu+Ni≥56%

e）其它黄铜合金：Cu≥56%

黄铜块料 RHCu-2

青铜屑料 RQCu-1
a）加工青铜：Cu≥75%

b）青铜铸件：

——锡青铜：Cu+Sn≥80%

——铝青铜：Cu+Al≥75%
青铜块料 RQCu-2

白铜屑料 RBCu-1
Cu+Ni+Co≥53.5%

白铜块料 RBCu-2

高铜屑料 RGCu-1

Cu≥94%
高铜块料 RGCu-2

C.3 试样制取

试样制取应符合表C.4的规定。

表C.4 试样制取要求

检验项目 试样制取要求

挥发物含量
每批取2份样品；

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1.0kg

铜合金实物量 每批取1份样品；

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10kg；

铜合金实物量和金属回收率宜用同一份样品。金属回收率

化学成分

当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检测块状原料化学成分时，宜从样品中随机抽取；

当按GB/T 5121（所有部分）或YS/T482或YS/T483检测原料化学成分时，宜按附

录E规定的方法制取。

每批取1份样品，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0.1Kg。

C.4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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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挥发物含量

原料的挥发物含量的检测按附录D的规定进行。

C4.2 铜合金实物量

C.4.2.1 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首先用目视感官进行检验，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

要求时，按 C.4.2.2检测。

C.4.2.2 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的检测方法及流程如下：

a）抽取原料样品，称量，记录样品质量M；

b）对原料中的夹杂物和游离铁、铝等非铜金属物质实施分拣，必要时可进行机械破碎、

分离；

c）按附录D的方法去除原料中的挥发物。称量处理后的铜合金实物量，记录其重量M4；

按式（C.1）计算铜合金实物量（Wc）,数值以%表示。

1004
C 

M
MW -W 挥发物 ------------------------------ （C.1）

式中：

M4——铜合金金属实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4.3 金属回收率

原料的金属回收率按附录E的规定进行。

C4.4 化学成分

a）当原料为屑料时，按附录 E制备化学成分试样，并按并按 GB/T 5121（所有部分）或 YS/T

482 或 YS/T483 规定进行取样检测。

b）当原料为块状时，可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对原料化学成分进行初步检验；当需要核

验时，按附录 E 制备化学成分试样，并按 GB/T 5121（所有部分）或 YS/T 482 或 YS/T483 规定

进行取样检测。

原料化学成分仲裁时，按 GB/T 5121的规定进行。

C.5 检验结果的判定

原料的挥发物、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任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

批原料中另取双倍份数的样品，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合格，判该批原

料合格，否则判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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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挥发物检测方法（试验验证中）

警示——本方法存在高温烫伤、灼伤的风险，操作人员应佩戴石棉手套、防护面罩及防护服。

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措施。

D.1 方法提要

将试样加热至固定温度并保温至恒重，测量质量损失计算挥发物。

D.2 检测设备或装置

D.2.1 电子秤：最大称量不小于 2Kg，精度为 0.01g。

D.2.2 干燥箱：温度控制范围为 300℃±5℃。

D.2.3 试样盘。

D.2.4 干燥器。

D.3 试验步骤

D.3.1 将试样盘在 230℃保温 30min 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质量，记为 m0。

D.3.2 从干燥器中取出试样盘，放入试样平摊，称量质量，记为 m1。

D.3.3 若试样分为若干份时，独立进行试验，每份称量质量，记所有试样质量之和为 m1。

D.3.4 将装有试样的试样盘放入干燥箱中，升温至 230℃，保温 30min 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

至室温后，称量质量，并记录。

D.3.5 再次装装有试样的试样盘放入干燥箱中，升温至 230℃，保温 30min 后放入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后，称量质量并记录，重复至称量结果之差不大于 0.5g，称量质量，记为 m2。

D.3.6 若试样分为若干份，独立进行试验，所有份试样恒重质量之和为 m2。

D.4 结果计算

按公式（D.1）计算试样的挥发物含量（W 挥发物 ）,数值以%表示：

100
01

21 




mm
mmw挥发物 ………………………………………（D.1）

式中：

m1——步骤 D.3.2 或 D.3.3 中初始试样及干燥盘质量，单位克（g）；

m2——步骤 D.3.5 或 D.3.6 最后一次称量的试样盘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步骤 D.5.1 干燥盘重量，单位克（g）。

原料的挥发物以 2 份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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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化学成分试样的制备及金属回收率检测方法

警示——本方法存在高温烫伤、灼伤的风险，操作人员应佩戴石棉手套、防护面罩及防护服。

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措施。

E.1 方法提要

抽取原料样品，经预处理后，放入熔化炉内，充分熔化、清渣，制取化学成分试样，待熔

体凝固后，所得铸块重量与样品重量的比值，即为金属回收率。

E.2 试验试剂

E.2.1 熔炼覆盖剂和清渣剂（如木炭、盐、硼砂等）。

E.3 试验装置

E.3.1 熔化电炉。

E.3.2 坩埚，宜为石墨坩埚。

E.3.3 模具。

E.3.4 电子秤（精度 0.01Kg）。

E.4 试验步骤

E.4.1 取样

在每一检验批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重量不少于 10Kg。
E.4.2 称重

称重并记录样品重量 m3。

E.4.3 预处理

将混入样品中的夹杂物和非铜金属尽可能拣出。

E.4.4 熔化、保温

将预处理后的样品投入熔化电炉中（单次不能加完，可在熔化过程中继续再加入），加热

至样品充分熔化后，保温 5min。熔化过程中应添加适量的覆盖剂和清渣剂。覆盖剂以覆盖整

个熔融液面为准，清渣剂使用比例宜为 0.1%～0.3%。
E.4.5 清渣

充分搅拌、捞渣。

E.4.6 制取化学成分试样、铸块

取清渣后的熔体倒入模具中，制取化学成分试样，称重并记录化学成分试样重量 m4，化

学成分试样重量不少于 0.1kg；剩余熔体全部浇注或随炉冷却，得到重熔铸块，清除铸块表面

的灰尘及熔渣，称重并记录铸块重量 m5。

E.5 试验数据的处理

按公式（E.1）计算该批次原料金属回收率（WH ）,数值以%表示。

100
m3

54
H 


 ）（

mmW ………………………………………（E.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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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化学成分试样重量，单位千克（kg）；

m5 ——重熔后铸块重量，单位千克（kg）；

m3——样品重量，单位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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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铜合金原料》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1.1 2019 年初，在全国有色标委、再生协会、中国环科院、中国海关以及主要铜加工企业、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等通力协作和努力下，启动了“再生黄铜原料”标准制定，该标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2020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再生黄铜原

料、再生铜原料和再生铸造铝合金原料进口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上述两个标准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1.2 上述标准自实施以来，国标委、有色标准、协会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标准的宣贯落地；组

织开展了《再生铜铝原料预处理技术白皮书》编制工作，帮助国内外企业更好的了解标准技术指标和要求，

改进和选择更好的预处理工艺装备确保原料质量达标；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国外供货商、

国内收货人资质认定工作，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原料品质，坚决禁止洋垃圾进口。在标准实施期间，从海

关和供、需求方实际操作方面，标准也存在品种不全、操作难度大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原料品种覆盖不全面。在启动铜原料标准制定时，主要考虑当时铜和黄铜原料需求量和进口量最

大，急需解决没有标准的问题，因此率先启动了“再生铜原料”和“再生黄铜原料”标准制定，而青铜、

白铜和高铜类由于进口量不大，数据不全，没有纳入标准之中，使得标准覆盖不全，青铜、白铜和高铜类

原料无标准可依，也无法进口的局面。

2）标准操作层和供应、需求层全面兼顾，标准操作难度大。《再生黄铜原料》标准在编制时考虑到

了国际、国内两个原料市场，考虑了供需双方的贸易需要，考虑了使用方的入炉要求， 同时还兼顾海关

检验的要求，因此标准严格按产品标准制定，标准规定的内容包括“分类”、“表观特征”、“放射性污

染物”、“夹杂物”、“水分”、“金属总量”、“金属黄铜量”、“化学成分”、“金属回收率”、“其

他要求”、“粉状物”、“涂层”、“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等 17 项。标准发布实施

时，针对进口再生原料，海关全部引用该标准文件，实施全面抽样检验，一方面造成了海关实施检验难度

大，操作困难，另一方面原料滞留港口时间长，海关对商品保存、管理压力大，企业原料紧张，成本大幅

上升。

1.3 基于以上情况，本标准在发布一年多的情况下提出修订。经过国标委答辩专家评审，根据国标委

发【2021】41 号文，国家标准项目《再生铜合金原料》（计划号 20214652-T-610）立项批复。

2、项目编制组单位及工作情况

标准主编单位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铜及铜合金基础材料研发与制造和高端

热工装备及军工新材料研发与制造的集团化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于 2007 年 9 月在深交所上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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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代码：002171），公司总部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目前拥有 16 家全资子公司，员工 5000 余人，总资产 66

亿元，2021 年营业收入 330 亿。公司连续 10 年稳居安徽省民营企业 1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2017 年

被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评为“中国铜板带材十强企业”第一名。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铜基

材料为主导产业的材料加工制造产业集群，包含铜及铜合金板带材、合金线材和导体材料三个产品事业部，

2021 年共完成产销规模 65 万吨，再生铜及铜合金原料综合利用占比 60.6%，形成了以资源循环利用技术

为基础打造优质性价比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公司拥有“国家级资源综合利用（废铜再生利用）行业技术

中心”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员单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利废技术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公司自主研发的“废杂铜生产高精度铜合金板带”技术荣获中国

综合利用协会科技一等奖。公司拥有自主创新发明专利 100 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 18 项，且研发出

30 余种针对性和适用性强的高新技术产品，参与国际、行业标准 21 项。公司设立理化实验室，专门负责

公司的理化检测工作，通过多年的建设在铜及铜合金材料检测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设备优势，为产品的

各项检测提供保障。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6 年 10 月，产业涉足铜加工、高新材料、加工贸易等

领域，主要产品有标准阴极铜、无氧铜线、各类铜及铜合金线、棒、板、带、管、漆包线、阀门、水表、

磁性材料等。公司先后承担国家 863 项目 1 项，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3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

目 10 项，市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4 项，主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订 24 项，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66 项，获

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10 项。公司拥有超过 30 多年的铜加工和再生铜生产利用经验，再生铜使用量占总

量 46%以上。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4 年，具有年产 10 万吨再生环保型高精度铜材加工的能力，是“中

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再生黄铜工程研究中心”，2013

年获 “中国铜棒线材十强企业” ，是浙江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多年来一直专注利用国内外回收的废杂

铜生产环保型易切削高精密铜棒、线及型材产品，致力于工艺技术研究和适用装备的研发，年投入研发经

费 3 千万元左右，已形成综合利用、绿色利用成套技术。

3、主要工作过程

3.1 2020年12月22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海口组织召开了再生原料研讨会，会议邀请了

广州海关、青岛海关、楚江新材、金田集团、长振铜业等单位参加。会议主要针对“再生铜原料”、“再

生黄铜原料”两项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海关对原来的判定程序和鉴定方法。同时会议提

出针对青铜、白铜等铜合金原料也应尽快制定相应标准，对高品质原料予以进口，且会议落实由全国有色

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制定再生铜、铝原料标准实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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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1年4月21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标准年会，会议对“再生铜原料”、“再

生铜合金原料”两项标准进行立项实施汇报，并顺利通过专家审议，立项予以通过。同月，由全国有色金

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铜铝标准宣贯及标准实施指引发布会。

3.3 2021年6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两项标准初稿研讨会，会议基本确定了标准

的修订原则。一是增加再生青铜、再生白铜和再生高铜三大类原料品种；二是针对原标准中17项技术指标

做结构性调整，标准正文中规定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夹杂物等要求，其它一般商务指

标列于附录中。

3.4 2022年1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组织了再生铜铝原料标准实施2.0发布会，会上针对原标

准实施操作过程中的部分指标、原料鉴定程序和要求等进行宣讲，作为两项标准后续修订的指导原则。

3.5 2022年1月25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了再生铜合金原料标准第一次讨论会，会上大

家对标准结构、分类分级、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并落实了部分指标的后续验证等任务。

3.6 2022年2-3月份，标准编制组针对青、白、高铜原料组织相应的企业，对上述指标进行试验验证，收

集相关数据，作为标准后续技术指标的编制依据。

3.7 2022年4月8日，标准编制组第二次组织线上讨论会，会上大家对标准分类、技术指标及相关条款描述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后编制组再次对标准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1. 遵守国家的各种关于铜及铜合金回收料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标准。

2. 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将洁净的高品质原料进行回收利用，拒绝混杂的、有害环境的垃圾。

3. 和《铜及铜合金废料》形成互补关系，相互协调，没有冲突。在内容和架构上，《再生铜合金原料》

和《再生铜原料》是可以直接利用的高品质回收材料，部分高品质原料从铜及铜合金废料中摘除出来，归

入到再生铜合金原料中，如1#、2#黄铜屑、1级青铜屑料、1级白铜屑料、1级高铜屑料等。

4、《再生铜合金原料》标准，要统一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供需情况，术语定义和分类兼顾海关、

商检和市场多年习惯名称，以避免或减少标准实施后因产品名称及内容不同而引起混乱。

5. 符合国标产品标准编写要求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还要满足海关（监管部门）

快速通关的检验需求。

6. 广泛征求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再生金属分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再生黄

铜企业等相关单位意见。

三、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名称

本标准立项名称为“再生铜合金原料”，英文名称“Recycling materials for copper alloy”。本



4

标准增加了再生青铜原料、再生白铜原料、再生高铜原料”有关内容，和“再生铜原料”互补，涵盖铜及

铜合金所有品类的高品质原料。

2 术语和定义

2.1 本标准对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阐述说明，具体如下：

——增加了“回收料（3.1）”、“放射性污染物（3.5）”、“爆炸性物品（3.6）”、“拆解（3.12）”、

“破碎（3.13”）、“分选（3.14）”、“处理（3.15）”的术语和定义；

——修订了“再生黄铜原料”为“再生铜合金原料（3.2）”、“水分”的定义为“挥发物（3.7）”、

“金属黄铜量”的定义为“铜合金实物量（3.9）”。

——删除了“非铜金属”、“金属总量”的术语和定义；

2.2 本标准修订后的术语和定义如下：

1）回收料 recycling raw copper alloy：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

弃的铜合金材料。

2）再生铜合金原料 Recycling materials for copper alloy：回收料经过分类、加工处理，获得满

足本文件要求可直接生产利用的铜合金炉料。

3）样品 representative sample：从整批原料中抽取，并能充分代表原料属性特征的一定量实物。

4）夹杂物 carried-waste：在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原料中的非金属物质。

注：包括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及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污泥、

结晶盐、金属氧化物、纤维末等）等物质，但不包括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物质。

5）放射性污染物 radioactive materials：再生铜合金原料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

6）爆炸性物品 explosive materials：再生铜合金原料夹带的武器弹药、易燃易爆品、爆炸物、密

闭容器等物品。

7）挥发物 volatile substance：在低于金属熔点的温度下经过适当的加热处理，可从原料中分离

出的物质。

8）金属回收率 metal recovery r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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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合金占比，以质量分数表示。

9）铜合金实物量 quantity of copper alloy：单位重量的样品，去除夹杂物、水分和非铜金属后

的铜合金占比，以质量百分数表示。

10）涂层 coating materials：涂在原料表层的有机材料。

注：涂层一般包括标识油漆、防锈漆、绝缘层等。

11）镀层 plating materials：镀在原料表层的金属材料。

注：镀层一般包括镍、锡、锌、铝、铬等。

11）拆解 dissmantling 从废弃设备中分离出来的含铜部件的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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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例如从电器中分离出含铜部件，从电气中分离出电线。

12）破碎 shredding：将拆解出来的含铜部件进一步分离的工艺过程。

注：例如从铜部件去除塑料、木材、陶瓷、绝缘层等夹杂物。

13）分选 sorting：拆解、破碎后的铜部件，按形状和合金类别进行分拣的工艺过程。

14） 处理 treatment 对分选后铜物件进行清洁（去油污）、干燥、包装处理的工艺过程。

3 分类

3.1 分类的目的

市场上流通的铜合金回收料种类很多，在铜加工企业实际使用过程，原料的分类也是一项很重要工作，

但从原料的使用目的来讲，分类的目的是为更好的控制成分，而不是形状。因为生产单位根据产品需求不

同，所需原料配比也不相同，因此对原料的化学成分需求也不同，但原料在贸易流通市场上，若按使用要

求进行分类，就会导致五花八门，太过于细致，不便于贸易人员直观判定，反而更容易混淆。因此本标准

根据检验方和原料使用方，将原料的精细分选放到入厂检查与验收中，供需双方可以在合同或者订货单中

进行约定，如生产普通黄铜的企业，所需再生铜合金原料为普通黄铜原料+其它原料，生产易切削黄铜棒

材时，所需再生原料为混合黄铜或者普通黄铜等；而为便于口岸检验人员的直观判定，所以本标准按原料

的物理形状分为屑料和块料，同时为避免不同合金类别的原料混合，又将原料分为黄铜屑料、青铜屑料、

白铜屑料、高铜屑料，黄铜块料，青铜块料，白铜块料，高铜块料共八小类。

市场上流通和贸易的黄铜屑料、青铜屑料、白铜屑料、高铜屑料，通常是下游加工企业在铣、刨、锯、

切、削等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最为常见的是铜合金易切削料，如铅黄铜、铋黄铜等，这类原料在使用过

程中，建议同牌号或者同系列使用，应严格控制多系列混合。同时这类原料在产生过程中，均需用切削油、

乳化液等作为冷却润滑剂，这类挥发性物质若大量存在，在投炉熔化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挥发性气

体，因此这类回收料在交易和使用前，应进行预处理，去除绝大部分的挥发物。

块状原料中，黄铜块料和青铜块料占比达70%以上，原《再生黄铜合金原料》标准中的“普通黄铜”、

“黄铜丝”、“黄铜管”、“镀白黄铜”、“混合黄铜”全部归入黄铜块料中，是再生铜合金原料中占比

最大的。这些原料主要来源分两大类，普铜黄铜、黄铜丝、镀白黄铜等原料主要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

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这类原料均为铜合金加工材的边角料，均属于新料，相对成分单一、夹

杂物含量较少；黄铜管、混合黄铜等这类原料主要来源于服役失效的铜合金制品、五金件、铸件及其破碎

料，这类原料通常是使用后报废，失去原有功能的回收料，均属于旧料的范畴。同样，青铜块料也同样来

源于两大途径，一类是青铜加工材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通常为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

料及不合格品等，外观干净清洁，夹杂物含量少，为新料；另一类是铸造青铜，常见的有螺旋桨、法兰盖、

导流帽、风叶、阀门、表壳等，来源于服役失效的青铜零部件，外观看有使用的痕迹，通常表面会有氧化、

尘诟等，为旧料。而白铜、高铜块料，大多以铜板带、棒线等加工材产生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GB/T1176《铸造铜及铜合金》中铸造白铜只有2个牌号，分别为10-1-1镍白铜，30-1-1镍白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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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再生铜合金原料分类和代号

结合以上原料分类目的、使用要求及流通市场回收规范，为便于实际操作，再生铜合金原料分为二大

类八小类，并分别给予名称和代号。

再生铜合金原料代号使用字符和数字标识，按GB/T29091《铜及铜合金牌号和代号标识方法》进行规

定。具体分类情况列于表1。

——R取recycling首字母；

——H表示黄铜，Q表示青铜，B表示白铜，G表示高铜；

——数字“1、2”表示形状名称；

——字母“A、B、C、D”表示牌号等级。

表 1 原料的类别、名称、代号

名称 类别 代号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青铜屑料 RQCu-1

白铜屑料 RBCu-1

高铜屑料 RGCu-1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RHCu-2B

RHCu-2C

RHCu-2D

青铜块料
RQCu-2A

RQCu-2B

白铜块料 RBCu-2

高铜块料 RGCu-2

3.3 原料描述、来源、预处理方式及包装方式

3.3.1 原料描述

符合本标准原料是铜合金屑料是铜合金在铣、刨、切、锯、车、削等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屑料，通过

分类、分选等预处理，去除夹杂物后获得的，可直接作为铜合金产品生产使用的原料。当铜合金在磨削或

者锉削过程中，会产生极细的粉末状的磨屑和锉屑，而铜合金在机加工过程通常会使用乳化液或切削油作

为冷却润滑剂，这类物质若含量过高，在直接投炉时，会产生挥发性气体，而磨屑和锉屑因颗粒尺寸太小，

表面粘附的挥发物不易去除，而且极易粘染灰尘，导致屑料表面“油污”含量过高，因此本标准中的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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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锉屑和磨屑，为更直观判定和辨别，本标准在原料描述中列明：当屑料过120目（0.125mm）筛孔时，

筛下物应不大于1%。

符合本标准原料是铜合金屑料是回收料经拆解、破碎、分选等预处理加工方式，去除夹杂物后获得的，

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铜合金块状料，形状包括板、带、片、箔、管、棒、线（丝）、型及不规则几何状等。

3.3.2 原料来源

在原料的分类目的中，有描述原料来源。从原料的直接来源来说，原料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新

料，包括铜加工及下游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等，这些原料都是是生产铜

合金产品或制品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未经使用过的。这类原料通常表面清洁、干净，但在生产和回收过程

中，可能会存在少量的非铜金属、非金属等物质夹杂，同时原料在产生过程中，表面通常会粘附少量的水、

油等挥发性物质。另一类来源是旧料，是铜合金产品生产制造成各类零部件、五金水暖件等制品后，作为

机器设备、船舶舰艇、交通工具、日用五金、服装首饰等零配件，进入人类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这类

物品到一定使用年限后再进行报废，废旧拆解企业或人员对这类物品和含铜部件进行拆解、破碎、分选等

预处理方式，这类含铜部件已丧失原有使用功能，但又可以作为原料重新循环到铜合金产品的生产中。这

类铜合金回收料从表观来看，通常会有使用痕迹，如表面氧化、灰垢、标识漆、防锈漆等，而且这类回收

料因来源复杂，通常形状多种多样，作为铜加工企业来讲，形状并不影响其作为原料的功能发挥，企业只

需对原料的化学成分进行合理控制即可。如混合黄铜，其中可包括板带管棒线型及各种铜合金零部件、日

用五金等，这类原料是除再生铜原料外，最大的一个品种，占再生黄铜原料80%以上。

3.3.3 预处理加工方式

原料的预处理加工方式包括拆解、破碎、分选等工艺过程，拆解是指从废弃机器设备等中分离出来的

含铜部件的工艺过程，例如从电器中分离出含铜部件；破碎是指将拆解出来的含铜部件进一步分离的工艺

过程，如从铜部件去除塑料、木材、陶瓷、绝缘层等夹杂物；分选是指拆解、破碎后的铜部件，按形状和

合金类别进行分拣的工艺过程；处理对分选后铜物件进行清洁（去油污）、干燥工艺过程。

3.3.4 包装方式

铜合金回收料外形异常复杂，包括板、带、管、棒、型、铸锭、锻件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料及几何

废料，还有使用过的洁净的回收料，为了方便运输及回收利用，原料包装方式主要有散装、装袋、装箱、

束捆、压包/压块等方式。

综合以上分析，原料的描述、来源、预处理方式及包装方式见表 2。

表 2 原料描述、原料来源、预处理方式、包装方式

类别 名称 代号 原料描述 原料来源
预处理加

工方式
包装方式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铜合金在铣、刨、切、锯、车、

削等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屑料，

通过分类、分选等预处理，去除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机加工过程产生的回

收料

分选→包

装

装袋、装

箱、压包/

块青铜屑料 RQC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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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杂物后获得的，符合本文件规

定的屑料。当原料过120目（筛孔

直径为0.125mm）筛子，筛下物应

不大于1%。

白铜屑料 RBCu-1

高铜屑料 RGCu-1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回收料经拆解、破碎、分选等加

工处理，去除夹杂物后获得的，

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铜合金块状

料，形状包括板、带、片、箔、

管、棒、线（丝）、型及不规则

几何状等。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普通黄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装袋、装

箱、散装、

束捆、压

包/块

RHCu-2B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镀白黄铜回收料

RHCu-2C
各类建筑管道、冷凝器、散热器等设施中

回收的黄铜管

拆解→分

选→包装

RHCu-2D

从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卫浴

水暖、建筑装潢等设施中回收的黄铜阀

门、水表、水暖洁具、连接件、装饰品及

其破碎料、铸块等构成的混合回收料

拆解→破

碎→分选

→包装

青铜块料

RQCu-2A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青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RQCu-2B

从船舶船舰、水暖洁具、建筑装潢等设施

中回收的螺旋桨、导流帽，桨壳，叶片，

法兰盖，阀门、水表等青铜铸件回收料

拆解→破

碎→分选

→包装

白铜块料 RBCu-2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白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高铜块料 RGCu-2
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

不合格品所构成的高铜回收料

分选→包

装

3.4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典型照片

本标准根据原料的分类、主要来源，将原料典型照片列于附录A，具体情况如下图：

3.4.1 再生铜合金原料 — 屑料

a）黄铜铣削屑 RHCu-1 b）黄铜切削屑 RHC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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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青铜屑料 RQCu-1 d）白铜屑料 RBCu-1

e）高铜屑料 RGCu-1

图 1 屑料—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铣、刨、切、锯、车、削等机加工过程

3.4.2 再生铜合金原料 — 块料

1）黄铜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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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普通黄铜

图 2 黄铜块料 RHCu-2A—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或慢走丝切割线服役

失效后的回收料

e）~f）镀白黄铜

图 3 黄铜块料 RHCu-2C—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g）~h）黄铜管

图 4 黄铜块料 RHCu-2D—来源于各类建筑管道、冷凝器、散热器等工业设备中拆解、分类、分选所得的回

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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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混合黄铜

图 5 黄铜块料 RHCu-2E—来源于服役失效后的黄铜零部件、五金制品、铸件及其破碎料构成的回收料，允

许表面带镀层

2）青铜块料

k）~l）同牌号或同系列青铜块料

图 6 青铜块料 RQCu-2A—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供需双方协商是否允

许表面含镀层

m）~n）同牌号或同系列青铜铸件

图 7 青铜块料 RQCu-2B—来源于各类服役失效的螺旋桨、导流帽，可调桨桨壳，叶片，法兰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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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同牌号或同系列青铜铸件

图 8 青铜块料 RQCu-2C—来源于各类阀门、水表、水暖洁具、工艺品及机械零部件等

3）白铜块料

q）~r）同牌号或同系列白铜块料

图 9 白铜块料 RBCu-2—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供需双方协商是否允

许表面含镀层

4）高铜块料

s）~t）同牌号或同系列白铜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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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高铜块料 RGCu-2—来源于铜加工及下游企业加工余料、几何废料及不合格品

4 要求

本标准针对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技术要求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涉及到环境有关的如放射性污染物、爆炸

性物品、危险废物等技术要求，以及涉及高品质原料属性判定的，如夹杂物，这类技术要求列于标准正文

中；另外一部分，涉及到原料商品属性的技术要求，如外观质量、化学成分、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

等指标，则列于标准附录中，这样既可以兼顾国内外原料市场流通和使用，也更便于海关和供需双方的实

际操作。

4.1 放射性污染物

4.1.1 目的、依据和要求

放射性污染物是必须严格禁止和隔离的，对于每批次再生铜合金原料，必须进行放射性污染检验。结

合相应标准要求，本标准中规定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要求如下：

a）未混有放射性物质；

b）原料（含包装物）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不超过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0.25 µGy/h；
c）与原标准相比,删减了 c）原料表面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为：表面任何部分的 300cm2的最大检测

水平的平均值α不超过 0.04 Bq/cm2，β不超过 0.4 Bq/cm2。依据海关检测中心反馈意见，α、β放射性

污染水平一般不作检测，对于再生铜合金原料来说一般是不会有α、β放射性污染的，因此取消该条要求

和相应检测方法。

4.2.2 放射性物质检测方法

本标准按海关对货物放射性物质检验检测方法，特制定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检验方法，示

于附录 B。

4.2 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

4.2.1 目的、依据和要求

本标准根据环保部门相关要求（GB 16487.7-201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有色金属），规定再生铜合金原料的爆炸性物品和危险废物要求如下：

1）原料中爆炸性物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a）原料中不应混有易燃物；

b）原料中不应混有废弃炸弹、炮弹、子弹、密闭容器等爆炸性物品。

2）原料的危险废物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

b） 依据 GB5085.1~GB5085.6 鉴别 标准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

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其他危险废物；

原料中危险废物的质量不应超过 0.01%。

4.2.2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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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爆炸性物品和危险废物的检验检测按照海关进口货物相关检验检疫流程进行，其中爆炸性物

品采用感官检验，危险废物按 GB5085.1-GB5085.6的方法执行。

4.3 夹杂物

4.3.1 目的

a）因原料初始状态为社会回收的铜合金回收料，如在预处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标准执行，容易造成

夹杂物超标，形成新的污染。

b）在铜合金熔炼时，非金属夹杂过多，各种精炼剂无法完全彻底去除，导致铜合金内部组织疏松和

气泡，从而影响产品表面质量和性能。

c）非金属夹杂物是区别与原料与废料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符合国家大力打击洋垃圾进口的初衷。

4.3.2 夹杂物制定依据

4.3.2.1 含涂层回收料

为更好地践行国家绿色环保的要求，本标准中针对表面带涂层回收料占原料总重量比值规定不超过 5%。

该技术要求由原标准角注修订为正文条款，列于本标准第五章 第 5.4 章，第 a)条。

部分铜合金制品在使用过程中，通常会在表面涂上一层防锈漆或者标识漆，如水表壳、阀门、螺旋桨

等，该涂层区别于漆包线表面有机绝缘材料，同时相对涂层占铜材比重非常小，在回收料实际使用过程中，

因原料使用单位均配置有相应的环保设施，少量含涂层回收料直接投炉使用，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因

此本标准中规定原料中含涂层回收料不应超过原料总重量的 5%。相关示图如下：图 11a）从目视感官上检

验，无法判定含涂层回收料是否超过 5%，需进一步检测后再判定该批原料是否符合要求；图 11b）目测含

涂层回收料≥5%，需对表面涂层进行去除处理。

实际样本企业统计结果见图 12，其中 0~0.5%共 5 个，1%~3.68%共 30 个，32.5%1 个（为国内混合青铜

料，怀疑数据异常），该样本统计结果，除 1 个数据异常外，其它检测结果均合格。

a）含少量涂层回收料 b）含涂层回收料超 5%，不合格，涂层需处理

图 11 含涂层回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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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样本企业含涂层回收率实测数据统计

4.3.2.2 非金属夹杂物

根据国家绿色行动计划的要求，尽量减少国外进口再生铜合金原料的非金属夹杂物的要求，比照国家

强制标准 GB 16487.7-2017 明确规定原料中的夹杂物（包括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粒

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等其他物质）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应≤1%，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灰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等）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应＜0.1%。

1）屑料：黄铜屑料、青铜屑料、白铜屑料、高铜屑料

《再生黄铜原料》标准，1#黄铜屑代表铅黄铜屑，是黄铜屑料中最为常见，也是贸易流通最多的一类

屑料，为全面覆盖黄铜屑料的品种，本标准对黄铜屑料也进行了修订，表示同牌号或同系列黄铜屑，原标

准规定屑料的夹杂物要求为 0.8%。通过对国内外黄铜屑料样本数据统计验证，黄铜屑料的实际夹杂物检测

数据统计见表 3 和图 13。

表 3 黄铜屑夹杂物实测数据统计表

名称 类别 代号 标准值 实测样本数 实测值范围 合格率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0.8 45 0.62-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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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黄铜屑料夹杂物实测值

类似于黄铜屑，青白高铜屑料也常见于易切屑铜合金在机加工过程中产生，如铁青铜系列，锡青铜

QSn4-4-4（T53500）、锰白铜、碲铜等。因屑料来源和预处理方式都和黄铜屑料相近，因此本标准对青、

白、高铜屑料夹杂物均取值为 0.8%。具体样本数据统计分析见表 4 和图 14~图 16，从实际样本统计结果来

看，绝大多数屑料的夹杂物满足标准要求。

表 4 青、白、高铜屑料夹杂物实测值

名称 代号 样本数 实测数值 算术平均值，% 标准方差δ，% 选定值，%

青铜屑 RCuB-1 30 0.54~0.84 0.66 0.082 0.8

白铜屑 RCuNi-1 30 0.42~0.82 0.596 0.106 0.8

高铜屑 RCuX-1 30 0.54-0.83 0.669 0.057 0.8

注：选定值=算术平均值+2×δ， 为严格规范， 并舍去第 2 位小数

图 14 青铜屑料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17

图 15 白铜屑料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图 16 高铜屑料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2）块料：黄铜块料、青铜块料、白铜块料、高铜块料

比照《再生黄铜原料》标准中四类块料的夹杂物规定，通过对国内外黄铜块料的跟踪调研，统计的样

本数据与原标准比较见表 5。

表 5 再生黄铜原料夹杂物实测值

名称 代号 原标准分类 标准值 实测样本数 实测值范围 合格率

块料

RHCu-2A 普通黄铜 0.5 10 0.11-0.5 100%

RHCu-2B 镀白黄铜 0.5 10 0-0.45 100%

RHCu-2C 黄铜管 0.7 10 0.25-0.7 100%

RHCu-2D 混合黄铜 1.0 30 0.4-0.8 100%

同时，也对青铜块料、白铜块料、高铜块料进行了调研数据统计和分析，具体见表 6，实测统计分布

图见 17~图 20。

表 6 青、白、高铜块料夹杂物实测值

名称 代号 样本数 实测数值 算术平均值，% 标准方差δ，% 选定值，%

青铜块料

RQCu-2A 30 0.26-0.51 0.368 0.075 0.5

RQCu-2B 25 0.11-0.93 0.527 0.234 0.8

白铜块料 RBCu-2 30 0.26-0.51 0.397 0.067 0.5

高铜块料 RGCu-2 30 0.24-0.51 0.375 0.078 0.5

注：选定值=算术平均值+2×δ， 为严格规范， 并舍去第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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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青铜块料 RQCu-2A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图 18 青铜块料 RQCu-2B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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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白铜混合物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图 20 高铜混合物夹杂物实测分布图

4.3.3 夹杂物的测定

1）原料的夹杂物和含涂层回收料采用目视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要求时，按2）~4）检验。

2）抽取原料样品，称量、记录样品重量M。仔细目测，对样品实施分拣，使用2mm筛孔的筛子对原料样品

进行筛分，筛出粒径不大于2mm的粉状物（粉尘、污泥、结晶盐、纤维末等）的质量M1；当原料为屑料时，

对筛分出来的粉状物进行人工挑选，挑出明显的铜屑后，再对粉状物进行称量，记录其质量为M1。按公式

（1）计算粉状物含量（WF ），数值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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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F 

M
MW ------------------------------------------（1）

式中：

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1——粉状物重量，单位为千克（kg）。

继续对夹杂物实施分拣，挑出木废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等夹杂物。必要时，将样品

破碎，将样品破碎，将镶嵌在样品中的夹杂物机械分离。若无法分离的，整块回收料按夹杂物处理。称量、

记录分离出来的包括粉状物在内的夹杂物总重量 M2。按公式（2）计算夹杂物含量（WJ ），数值以%表示。

1002
J 

M
MW ----------------------------------------------（2）

式中：

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2——夹杂物总重量，单位为千克（kg）。

4） 继续挑出样品中含涂层回收料。称量、记录分离出来的含涂层回收料质量m3。

按式（3）计算含涂层回收料占比（WT ），数值以%表示。

1003
T 

M
MW ----------------------------------------------（3）

式中：M——样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M3——含涂层的原料重量，单位为千克（kg）。

4.3.4 本标准规定的夹杂物要求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本标准规定再生铜合金原料夹杂物要求如表 7。

表 7 原料的夹杂物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夹杂物

%，不大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0.8

青铜屑料 RQCu-1 0.8

白铜屑料 RBCu-1 0.8

高铜屑料 RGCu-1 0.8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0.5

RHCu-2B 0.5

RHCu-2C 0.7

RHCu-2D 0.8

青铜块料 RQCu-2A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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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Cu-2B 0.8

白铜块料 RBCu-2 0.5

高铜块料 RGCu-2 0.5

5 检验规则

5.1 检查和验收：原料出厂前应由供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5.2 组批：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个检验批应由相同类别、相同名称（或代号）的原料组成。每个检验

批应不大于 25t。

5.3 检验项目：每批原料应对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夹杂物进行检验。

5.4 取样：原料检验项目的取样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原料的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放射性污染物

逐批检验。

5.1 6.1

爆炸性物品 5.2 6.2

危险废物 5.3 6.3

夹杂物

每检验批取不少于 1份样品；

当原料为块料时，每份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0Kg；当

原料为屑料时，每份样品的质量不少于 1.0Kg。

5.4 6.4

5.5 检验结果的判定

1）检验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2）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任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3）原料的夹杂物检验应事先确定双倍样本。当第一次检验不符合要求时，可对第二份样品进行检验，并

与第一次检验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加权平均计算结果符合表 8规定时，判定该批原料合格；否则判定该批

原料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6 运输、贮存、随行文件

6.1 运输和贮存

1）在运输过程中，不同类别的散装原料不应混装。

2） 为充分利用舱位，当不同类别和名称的原料有独立包装时，每车、船、集装箱可以混装两种及以上名

称的原料，但应尽量隔开，并作出明显标识。

3）原料的运输和贮存应有防雨雪措施。

6.2 随行文件

每批原料的随行文件上应注明：供方名称；原料类别、名称或代号；总重，净重；化学成分；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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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供方质监部门的检印；本文件编号。

7 入厂检查和验收

根据本标准修订的指导原则，有色标委会、部分企业与海关协商，将外观质量、挥发物含量、铜合金

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等要求列于本标准附录 C。

需方应按照附录 C 进行入厂检查与验收。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不符时，应以

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如需仲裁，可委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与需方共同取样。

7.1 挥发物含量（方法验证中，根据验证后试验数据调整）

7.1.1 目的

本标准修订了《再生黄铜原料》中水分的术语和定义，在再生黄铜原料标准中，对水分的定义为：在

生产、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附着在原料上的水及乳化液，是根据欧盟标准 BS EN 12861 -2018《铜

与铜合金回收料》中 moisture引用而得。考虑到再生铜铝等标准的统一性，本标准对水分的术语和定义进

行了修订，修订术语为挥发物，其定义为：在低于金属熔点的温度下经过适当的加热处理，可从原料中分

离出的物质。

原料粘附水分通常是原料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尤其是海运情况下，温差较大，遇雨水天气等原因，导

致水汽吸附在原料表面，水分本身对环保没有太大影响。但原料水分含量过高的话，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重

量有偏差，另一方面含水分原料直接投炉使用，水分遇热蒸发产生水蒸气，溶体极易因吸气而导致气孔。

另外铜材在生产、下游加工和使用过程中，通常会使用乳化液、冷却油、切屑油、润滑油等作为冷却润滑

剂，从而导致回收料表面粘附以上物质，当这类原料直接投炉时，一方面容易引起安全事故，另一方面也

会引起铜合金夹杂缺陷。

因此本标准对包括水分在内的挥发物含量做了要求，并将该技术要求列于附录 C。

7.1.2 制定依据

考虑到青、白、高铜屑料来源及加工产生途径类同于黄铜屑，通常都是易切屑铜合金在机加工过程中

产生，通过对国内市场回收的青、白、高铜屑料挥发物含量进行现场测试，检测结果为 1.3~2.5%，具体见

表 9。综合考虑 GB/T38470《再生黄铜原料》中 1#黄铜屑挥发物含量≤2%的规定，本标准规定黄、青、白、

高铜屑料的挥发物含量仍按≤2%的要求进行控制。

表 9 样本企业屑料挥发物含量实测数据

样本企业 青铜屑 白铜屑 高铜屑

企业 1

1.3 1.5 0.8

1.5 1.5 1.1

1.52 1.93 1.4

1.65 2.3 2

1.9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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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 1.0 1.0 1.0

企业 3 0.5 0.5 0.5

企业 4 2.4 - -

同时考虑到块料来源复杂，尤其是混合黄铜和青铜铸件块料，很多都是服役失效的零部件或者机械设

备中拆除出来的，表面极易粘附少量润滑油等挥发性油脂，标准对青铜、白铜、高铜三类块料挥发物含量

按要求按 GB/T38470《再生黄铜原料》中混合黄铜 0.3%的规定进行控制。而且通过对样本企业的挥发物含

量进行现场测试，结果结果为 0.01-0.2%，均符合标准规定的控制要求，具体见图 29。

图 21 块料挥发物实测值

普通黄铜、镀白黄铜、黄铜管三类再生黄铜原料，因其来源相对单一，很少会产生油污粘附，因此本

标准对这三类原料的挥发物含量不设定指标，通过原料外观质量目视检测，表面需洁净，不含明显油污。

综合以上，再生铜合金原料挥发物含量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表 11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挥发物含量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挥发物

%，不大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CuZn-1

2.0
青铜屑料 RCuB-1

白铜屑料 RCuNi-1

高铜屑料 RCuX-1

块料

黄铜块料 RCuZn-2

0.3

青铜块料 RCuB-2

白铜块料 RCuNi-2

高铜块料 RCu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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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挥发物的检测（待验证后补充）

7.3 铜合金实物量

7.3.1 目的和依据

在再生铜合金回收过程中，铜合金实物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一来是因为反映了原料本身洁净程

度，二来是可利用铜合金原料的含量，对铜加工企业来说，则直接影响原料的价值和后续生产中合金成分

的控制。若原料中有其他金属，如铝、铁、锌等，虽然部分复杂铜合金中也需要加入这些金属，但是需要

严格按照化学成分进行配置，因此，需要在投炉前进行各种预处理将其挑选出来，再经过合理的配料计算

才能使用，所以在回收再生铜合金原料的过程中，铜合金实物量越高越好。

在 GB/T38470《再生黄铜原料》中规定了金属总量、金属黄铜量，这两项指标加上水分、夹杂物等几

项指标，从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平衡关系，即：原料总质量=金属总量+夹杂物+水分=金属黄铜量+非铜金属

+夹杂物+水分。实际上标准对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金属黄铜量）、夹杂物、水分进行了控制要求，本质

上对其他非铜金属的要求也包含在内，因此本标准删除了金属总量的规定。

同时考虑到 GB/T38471《再生铜原料》中，有金属铜量和铜含量的术语、定义和要求，在标准实施后，

很容易对这两个术语产生歧义，因此作为同系列标准，本标准对金属黄铜量的术语和定义也进行了修订，

修订该术语为“铜合金实物量”，这样更直观，也更易于理解和记忆。青白高铜屑料和块料调研样本数据

统计如表 12和图 21。

表 12 屑料铜合金实物量实测值

名称 类别 代号 铜合金实物量 平均值 选取值

屑料

青铜屑料 RQCu-1

95.28%

95.1%

95%

95.32%

94.71%

白铜屑料 RBCu-1

94.76%

95.26%95.20%

95.83%

高铜屑料 RGCu-1

95.17%

94.72%94.61%

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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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块料铜合金实物量实测值分布图

7.3.2 铜合金实物量的检测

1）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首先用目视感官检验，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要求时，按 2）检测。

2）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的检测方法及流程如下：

a）抽取原料样品，称量，记录样品质量M；

b）对原料中的夹杂物和游离铁、铝等非铜金属物质实施分拣，必要时可进行机械破碎、分离；

c）按附录D的方法去除原料中的挥发物。称量处理后的铜合金实物量，记录其重量M4；

按式（5）计算铜合金实物量（Wc）,数值以%表示。

1004
C 

M
MW ------------------------------ （5）

式中：

M4——铜合金金属实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7.4 金属回收率

7.4.1 目的和依据

a）在再生铜合金回收料的回收过程中，金属回收率一方面是可有效回收利用的铜合金含量，另外一

方面回收重熔过程中的金属烧损情况，是再生铜合金回收率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在相同熔炼条件下，金

属回收率受回收率形态、大小等相关，也是企业对原料进行商务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b）再生铜合金原料的金属回收率量样本企业数据调研见表 12。（块料金属回收率待补充）

表 12 屑料金属回收率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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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别 代号 金属回收率 平均值 选取值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87.3~90.4 89.03% 89.0%

青铜屑料 RQCu-1

91.42%

91.24% 91.0%91.55%

90.75%

白铜屑料 RBCu-1

88.75%

89.66% 90.0%89.72%

90.52%

高铜屑料 RGCu-1

91.38%

91.06% 91.0%91.01%

90.87%

7.4.2 金属回收率的检测

1）方法提要：抽取原料样品，经预处理后，放入熔化炉内，充分熔化、清渣，制取化学成分试样，待熔

体凝固后，所得铸块重量与样品重量的比值，即为金属回收率。

2）试验试剂：熔炼覆盖剂和清渣剂（如木炭、盐、硼砂等）。

3）试验装置、熔化电炉、坩埚（宜用石墨坩埚）、模具、电子秤（精度 0.01Kg）。

4）试验步骤

a）取样：在每一检验批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重量不少于 10Kg。

b）称重，并记录样品重量 m3。

c）预处理：将混入样品中的夹杂物和非铜金属尽可能拣出。

d）熔化、保温：将预处理后的样品投入熔化电炉中（单次不能加完，可在熔化过程中继续再加入），

加热至样品充分熔化后，保温 5min。熔化过程中应添加适量的覆盖剂和清渣剂。覆盖剂以覆盖整个熔融液

面为准，清渣剂使用比例宜为 0.1%～0.3%。

e）清渣：充分搅拌、捞渣。

f）制取化学成分试样、铸块：取清渣后的熔体倒入模具中，制取化学成分试样，称重并记录化学成

分试样重量 m4，化学成分试样重量不少于 0.1kg；剩余熔体全部浇注或随炉冷却，得到重熔铸块，清除铸

块表面的灰尘及熔渣，称重并记录铸块重量 m5。

5）试验数据的处理

按公式（6）计算该批次原料金属回收率（WH ）,数值以%表示。

100
m3

54
H 


 ）（

mm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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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4 ——化学成分试样重量，单位千克（kg）；

m5 ——重熔后铸块重量，单位千克（kg）；

m3——样品重量，单位千克（kg）。

综合 7.3~7.4所述，再生铜合金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的规定见表 13。

表 13原料的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要求

名称 类别 代号
铜合金实物量

%，不大于

金属回收率

%，不小于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95.0

89.0

青铜屑料 RQCu-1 91.0

白铜屑料 RBCu-1 90.0

高铜屑料 RGCu-1 91.0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98.5 97.0

RHCu-2B 99.5 95.5

RHCu-2C 99.3 96.5

RHCu-2D 98.7 90.0

青铜块料
RQCu-2A 98.5 98.0

RQCu-2B 96.5 92.0

白铜块料 RBCu-2 98.5 98.0

高铜块料 RGCu-2 98.5 98.0

7.6 化学成分

7.6.1 目的和依据

1）化学元素反映的是再生铜合金原料的内在纯净度，主元素含量越高杂质就越少，代表原料的内在

成分越纯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原料的品级。但化学成分并不是判定原料属性的因素，因为不同

企业原料利用水平不同，因此在生产中对原料的使用结构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很多企业的核心盈利技术和

竞争力之一。

2）同一化学元素，对产品来讲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如在生产拉链、纽扣、标牌等服装配件用

铜合金产品时，铅因其金属属性，是应该严格控制的一项杂质元素，如楚江新材在生产服辅黄铜带时，铅

含量控制通常在 50ppm以下，甚至部分产品要求控制在 30ppm以下。但是铅元素，对易切屑铅黄铜来讲，

是主动添加元素，《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国家标准中HPb57-4对铅含量的控制要求为3.5~4.5%。



28

3）再生铜合金原料都是在铜合金材料生产或下游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而铜合金的化学成分体系非常

复杂，针对不同的产品及其不同的应用领域，每个牌号、每个产品系列的化学成分都不尽相同。在 GB/T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国家标准中，列举的铜及铜合金加工材就有四大品种，五十五个系列，

近五百个牌号，涉及到的主元素、杂质元素包括：Cu、Fe、Pb、Al、Mn、Sn、Si、Ni、B、As、Zn、Mg、

Sb、Bi等等，这还不包括铸造行业中铜及铜合金的品种和牌号。同时，不同牌号或不同系列的产品产生的

原料，也不代表不能互相使用，如镀锡黄铜带，因锡元素是生产锡黄铜必须元素，和使用电解锡锭相比，

直接使用镀锡黄铜或镀锡紫铜作为锡元素的来源，既符合当前双碳战略，从企业角度来讲也更为经济。

4）综上所述，本标准对原料的化学成分只对铜或铜+主元素含量按下限值进行规定，当需方对原料的

铜元素及其他元素有特殊要求时，供需双方可在合同或者订货单中另做约定。

5）再生铜合金原料的产生，是因为有铜合金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因此铜合金产品的化学成分决定了

再生铜合金原料的化学成分，所以本标准对再生铜合金原料的铜含量制定依据主要来源于 GB/T5231《加

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及部分特定行业产品标准。

通过对相关标准梳理，同时对样本企业实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情况见表 14表。

表 14 GB/T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产品牌号和化学成分

高铜

分类 镉铜 铍铜 镍铬铜 镍铜 铬铜 镁铜 铅铜 锡铜 铁铜 锌铜 钛铜 -

标准规定
≥96%

-

差减最低铜含量 -

黄铜（铜锌合金）

分类
普通黄

铜

硼砷铬

黄铜
铅黄铜 锡黄铜 铋黄铜 锰黄铜 铁黄铜 锑黄铜 硅黄铜 铝黄铜 镁黄铜 镍黄铜

标准中最低 Cu

含量
57 60.5 56 58 57 53 56 58 56 55 59 54

Cu+主元素
Cu+Mn

≥56%

Cu+Al

≥57%

Cu+Ni

≥56%

青铜

分类 锡青铜 铬青铜 锰青铜 铝青铜 硅青铜 - - - - - - -

标准规定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 - - - - - -

差减最低铜含量 86.218 93.295 80.218 77.46 88.22 - - - - - - -

白铜（铜镍合金）

分类 普白铜 铁白铜 锰白铜 铝白铜 锡白铜 锌白铜 硅白铜 钴白铜 - - - -

标准规定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38 余量 余量 - - - -

标准中最低 Cu

含量
62.334 62.6 53.986 80.087 82.13 - 86.85 79.2 - - - -

Cu+主元素 Cu+Ni+Co≥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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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螺旋桨用铜合金的典型化学成分

名称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u Al Mn Zn Fe Ni Sn Pb

1级锰青铜（Cu1） 52-62 0.5-3.0 0.5-4.0 35-40 0.5-2.5 ≤1.0 ≤1.5 ≤0.5

2级镍锰青铜（Cu2） 50-57 0.5-2.0 1.0-4.0 33-38 0.5-2.5 3.0-8.0 ≤1.5 ≤0.5

3级镍铝青铜（Cu3） 77-82 7.0-11.0 0.5-4.0 ≤1.0 2.0-6.0 3.0-6.0 ≤0.1 ≤0.03

4级锰铝青铜（Cu4） 70-80 6.5-9.0 8.0-20.0 ≤6.0 2.0-5.0 1.5-3.0 ≤1.0 ≤0.05

说明：当前船用螺旋桨铜合金材料大多使用 Cu3和 Cu4，因此仅将 3级镍铝青铜和 4级镍铝青铜船用

螺旋桨回收料列入本标准中。

7.6.2 原料化学成分的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本标准对原料的化学成分的要求见表 16。

表 16 原料的化学成分

类别 代号
Cu或Cu+主元素（质量分数）

%，不小于

黄铜屑料 RHCu-1

a）锌含量应占优势，镍含量≤6.5％，锡含量≤3.0％，

且化学成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b）铅黄铜：Cu≥56%

c）锰黄铜：Cu+Mn≥56%

d）铝黄铜：Cu+Al≥57%

e）镍黄铜：Cu+Ni≥56%

f）其它黄铜合金：Cu≥56%

黄铜块料 RHCu-2

青铜屑料 RQCu-1
a）加工青铜：Cu≥75%

b）青铜铸件：

锡青铜：Cu+Sn≥80%

铝青铜：Cu+Al≥75%
青铜块料 RQCu-2

白铜屑料 RBCu-1
Cu+Ni+Co≥53.5%

白铜块料 RBCu-2

高铜屑料 RGCu-1
Cu≥94%

高铜块料 RGCu-2

说明：

a）因每家铜加工企业要根据实际生产的产品和原料配比要求，对铜含量及其他元素的要求更细致，

因此本标准只对铜及主要元素做最低限量的要求，入厂的原料实物化学成分根据供需双方合同（订单）的

约定。

b）根据 GB/T 11086-2013《铜及铜合金术语》，当原料为再生黄铜原料时，其他元素化学成分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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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锌含量应占优势，超过其他任一合金元素；b）镍含量≤6.5％；锡含量≤3.0％的要求。

7.6.3 原料化学成分的实测值

表 17 样本企业铜含量实测值

名称 类别 代号 样本数 实测值 合格率

屑料

黄铜屑料 RHCu-1 55 Cu：56.17~68.76 100%

青铜屑料 RQCu-1 30
Cu+Sn≥80%

Cu+Al≥75%
100%

白铜屑料 RBCu-1 30 Cu+Ni：57.54~63.75 100%

高铜屑料 RGCu-1 30 Cu：98.31~99 100%

块料

黄铜块料

RHCu-2A 915 Cu：60~96 100%

RHCu-2B 222 Cu：60~90 100%

RHCu-2C 50 Cu：63.5~77.7 100%

RHCu-2D 30 Cu：56.88~61.68 100%

青铜块料

RQCu-2A 30 Cu：91~92.7 100%

RQCu-2B 20
Cu+Sn≥80%

Cu+Al≥75%
100%

白铜块料 RBCu-2 50 Cu+Ni：57~95.46 100%

高铜块料 RGCu-2 30
Cu：96.01~98（不含镀层）

Cu：94.07~96.01（含镀蹭）
100%

a：《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国家标准中，高铜是指铜含量为 96~99.3%的铜合金，但考虑到高铜产品在下游加工

和使用过程中，大多数都会进行表面镀锡或者镀镍，表 15中高铜原料的铜含量实测值包括带镀层的高铜回收料铜含量实测

值，因此本标准规定高铜铜含量下限值为 94%。

7.6.4 化学成分的检测

为方便海关初步检验和操作，对来料形状相对单一的块状原料，可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对原料的化

学成分进行初步检验；对供需双方需要核验时，则按化学成分试样制取办法制取试样，再按照 GB/T 5121、

YS/T 482或 YS/T483规定的方法进行，采用直读光谱或化学滴定方法测定。

经商讨，化学成分试样的制备以规范性附录列于附录 E。

7.7 入厂检验项目取样规定

本文件规定原料入厂检验项目检测试样制取应符合表18的规定。

表18 试样制取要求

检验项目 试样制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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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物含量
每批取2份样品；

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1.0kg

铜合金实物量 每批取1份样品；

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10kg；

铜合金实物量和金属回收率宜用同一份样品。金属回收率

化学成分

当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检测块状原料化学成分时，宜从样品中随机抽取；

当按GB/T 5121（所有部分）或YS/T482或YS/T483检测原料化学成分时，宜按

附录E规定的方法制取。

每批取1份样品，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0.1Kg。

7.8 入厂检验结果的判定

7.8.1 原料的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8.2 挥发物含量、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任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批原料中另

取双倍份数的样品，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合格，判该批原料合格，否则判该批原

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四、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根据在前期再生黄铜原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其他的再生铜合金回收料的需求及市场情况进行

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通过文献搜索及网上查询，国内关于铜及铜合金废料的标准有一项，为 2020年发布，2021年 8月 1

日正式实施；另外还有欧盟 BS EN12861-2018《铜及铜合金回收料》和美国标准 ISRI《废料规范手册》，

这些文献资料都不是目前铜加工企业外购再生原料的初级产品标准。和上述文献资料相比，本标准的先进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4.1 和铜及铜合金废料相比，本标准收录了一部分原来无法纳入再生黄铜原料标准的铜合金原料，如单一

牌号和单一系列的青铜、白铜、高铜及其屑料，并从分类、放射性污染物、危险废物、爆炸性物品、夹杂

物、外观质量、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等指标上进行了规定和要求，明确技术指标要求。

4.1.1 原料的分类：本标准根据原料的来源、属性，以及不同类别的原料在铜合金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

途径也不同，对原料实施分类，能更有效的控制产品成分，同时也能有效的避免原料的质量过剩，符合原

料质量提升的要求。

4.1.2 原料的标识：在分类的基础上，本标准结合原料的类型和交易过程中习惯名称，对每种原料分别给

予相应名称和代码，方便流通、贸易，也有利于海关的操作，符合标准立项的初衷。

4.1.3 原料的技术要求：原料的技术要求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回收料固废属性判定的技术指标，包括放射

性污染物、危险废物、爆炸性物品、夹杂物，这是海关商检的重要指标；另一部分是原料商务属性判定的

技术指标，包括外观质量、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设红线，也设底线，综合考虑了海关、

需求方、供应方不同立场的不同需求，比原标准适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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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和美国 ISRI 废料规范手册相比较，手册仅对市场上常见的流通的回收料做了来源的定性描述，但在原

料的实际回收贸易过程中，尤其是混合料的回收过程中，原料可能来源不一样，但成分和用途却相同，这

类原料如果仅仅是从原料来源上来进行细分的话，对原料的直接利用来说意义并不大，我们的本质是在于

用，而不是过度分拣，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浪费，并不符合企业原料利用的初衷。当然，本标准作为

一个国内外市场原料流通的重要依据，既要考虑实际使用情况，也要考虑国外原料的进口问题，而且 ISRI

手册也是目前国际上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公开文件，本标准也是结合了国内外情况，收录了部分 ISRI

手册中的原料，同时加以更多的技术指标要求，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原料产品标准，要求更高、更严，这也

符合我们当前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导向。

4.3 和欧盟欧盟 BS EN12861-2018《铜及铜合金回收料》相比：本标准在修制订的过程中，参考了该标准

的部分内容，一方面是考虑到标准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是吸收欧盟标准中先进部分。和该标准相比，

本标准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

4.3.1 针对再生铜合金原料增加了放射性污染物、危险废物、爆炸性物品、夹杂物等环保要求，从源头上

控制真正的“洋垃圾”进口。

4.3.2 对原料的技术指标要求更全面、更严格：

1）夹杂物：本标准对夹杂物的要求为：原料中的夹杂物（包括木材、纸、塑料、橡胶、玻璃、石材、纺

织物、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等其他物质）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最大的不超过 1%，甚至部分原料

的夹杂物最多不超过 0.5%，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粉尘、污泥、油污、结晶盐、

纤维末等）的质量与原料质量的比值应小于 0.1%。欧盟标准多数为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定量指标要求。

2）放射性污染物：欧盟标准要求没有放射性物质或者吸附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料是可以接收的，本标准规

定的放射性物质要求为：原料的放射性污染物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a）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b）原料（含

包装物）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不超过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0.25µGy/h。

3）爆炸性物品、危险废物：欧盟标准中没有规定爆炸性物品的要求，另外对危险废物的要求为原料中不

应含有云母、石棉、塑料....等，考虑到国内对危险废物描述的方法和所包含的物质和国外有所区别，而且

海关对这类物质的检验检测也有相对成熟的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因此本标准中对爆炸性物品和危险废物

以遵循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为基本原则，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国法。

4）挥发物：本标准大多类原料的挥发物都做了详尽的要求，若挥发物不合格，该批次原料则判定为不符

合本标准要求，欧盟标准中，挥发物最后的判定结果为差减或双倍差减，可妥协接收。因此本标准对挥发

物的要求及其判定更为严苛。

5）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欧盟标准对铜合金实物量没有规定，大多金属回收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本标准对铜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都做了明确的细分要求，一方面对原料的品级分级要求更为严格，

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铜合金原料外的其他金属的过多混入，从而导致原料本身的资源属性降级。

6）化学成分：和欧盟标准相比，本标准仅对铜含量做定量要求，其他化学元素成分主要根据原料利用企

业自身对原料的需求和利用水平而确定，供需双方可在合同中另行协商确定，这样更有利于满足不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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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而不是一刀切，把很多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无形中屑弱，这并不利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因

此，针对当前国内对再生原料的高技术水平的利用现状，本标准仅规定铜含量下限值，更符合当前国内的

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促进国内对再生原料这类资源的更高效、高质利用技术水平的推动。

综上所述，再生铜合金回收料作为原料使用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和技巧，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实行

原料的分类，一是便于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针对不同需求的产品使用不同的原料，减少有价金属的资源浪

费。二是利于原料的分类处理、装运和检验检测等。该标准区别于以上各类标准和文献资料，核心体现在

原料不需要经过处理即可用于其原始用途的生产，由其作为原料生产出来的铜板带、棒材、线材、管材、

铜排等产品均能达到或高于国家、国际产品标准，该标准既和国际市场接轨，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原料使

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本标准在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上更胜一筹。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制定与国家环保政策保持一致，技术指标符合环保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强制推荐的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不作为强制性标准，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发布后，不能替代海关检验标准，海关检验标准以 2021年出台的再生铜铝原料检验检疫规

程为准，建议海关面向国内相关企业开展相关的宣贯和执行。

2、本标准发布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和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加强本标准的宣传力

度，要求回收铝生产厂家按新标准组织订货、生产和检验验收，以促进我国铜合金回收料产品质量上档次。

3、本标准发布后，再生金属分会应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对本标准进行及时宣贯，推荐各生产

厂家积极按新标准组织订货和复验验收，提升我国铜合金回收料企业加快实现技术设备的现代化、自动化、

智能化，提高分拣加工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加强再生铜绿色制造成套设备的研究和

应用。更加注重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自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 GB/T38470《再生黄铜原料》国家标准。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34

十一、预期效果

11.1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从根本上解决再生青铜、白铜、高铜合金原料不能的进口的问题，极大的纾解

企业的原料来源瓶颈。

11.2 本标准实施后，将简化海关的操作流程，既严格把关控制了原料的安环要求，也兼顾了供需双方的商

务指标，更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和需求。针对原料的金属回收率这类不影响安全环保因素的指标，海关可以

简化操作，将极大的缩短检测流程，提高通关效率。

11.3 本标准预期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效果也将是显著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践行国家对环境保护、禁止洋垃圾进口的要求。过去铜废碎料中因含铜等资源，列为废七类，为

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实施进口。为了保护环境、提高产品竞争力，党中央、国务院对进口废物的管理

日益深入，2018年 12月 25日，我国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调整《进

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2018年第 68号），为进一步规范固体废物进口管理，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环

境部等多部门对现行的《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目录》进行调整：将铜废碎料、铝废碎料等 8个品种从非限制类列为限制类，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到 2020年实施全面禁止。洋垃圾的禁止进口已成为政府、社会、人民的共

识，也是作为企业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我们应积极践行。但在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中，存在着

大量的可循环资源，这些固体废物若经科学、合理的预处理，将成为优质资源，变废为宝，对国民经济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对进口废物的管理，把洋垃圾挡在国门之外，区分废

物与资源，把有用的资源为我所用，我们特制订该项标准，从源头杜绝生产过程中低品质铜废料对环境的

污染。

2）使用再生铜合金原料是缓解我国铜资源匮乏现状的重要途径。我国铜资源的人均储量是全球人均水平

的 1/6，自给率不足 20%。且国内铜资源禀赋不佳，平均品位只有 0.8%，矿体复杂，开采成本高、难度大，

品位大于 1%储量的只占资源量的 35%。贫铜的现状使得我国铜精矿对外依赖程度达 70%，这种状况对我

国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使用再生黄铜，可以缓解我国铜资源大量依赖进口的现状，保障我国铜

原料需求，实现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鼓励发展再生铜合金原料符合国家绿色制造的需求。《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绿色发展基本方针：“发

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鉴于各类铜加工材

在整个制造体系中应用的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再生原料的利用优势显而易见。相比于铜精矿，再生原料

产出产品，每吨可节能约 1054千克标煤、节水约 395千克、减少固废排放约 380吨、减排二氧化硫约 0.173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5万吨。且产品的硬度、耐腐蚀性、抗磨性等性能与原生金属生产的产品并无

差别。此外，与铜精矿相比再生黄铜价格较低，可以降低铜产业链整体制造成本，提升铜加工材的国际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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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标准的制定，不仅规范了各类再生铜合金原料的技术要求，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目前，全国

已有各类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5000~6000家，回收网点约 15万个，从业人数 1500~1800万人。有色金属再

生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从东南沿海向江西、广西等地区延伸，已成为区

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力促进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再者，使用再生原料可有效地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降低能耗。再生黄铜不需要原生矿的采选、冶炼等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量大的工序环节，使生态环境

免遭破坏，有效实现节能减排。

《再生铜合金原料》国家标准编制组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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