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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永康市技师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顺虎铝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飞剑工贸有

限公司，永康市技师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荣东，何忠林，玄淑泽，徐海滨，王志杰，陈祯力。 

本标准由永康市技师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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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企业原料分类回收、预处理和利用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原料（以下简称再生铝原料）的分类回收、预处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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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4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8733  铸造铝合金锭 

GB/T 13586  铝及铝合金废料 

GB/T 32186  铝及铝合金铸造纯净度检验方法 

GB/T 34640  变形铝及铝合金废料分类、回收与利用 

3 术语和定义 

3.1  

分类初选 Classification of roughing 

将再生铝原料根据使用和预处理要求进行分类，单独堆放。 

3.2  

再生铝原料预处理 Pretreatment of regenerated aluminum materials 

利用清洗、机械分选（浮选、风选、涡选、射线、磁选等）的方法，将分类初选后的再生铝原料中

夹杂的其他金属和杂质分选出。 

4 典型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生产工艺流程 

典型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生产工艺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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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再生铸造铝合金生产工艺流程 

5 再生铝原料分类要求 

再生铝原料按照初始形态分为5类，如表1所示。 

表1 再生铝原料分类要求 

 

分类 再生铝原料名称 典型再生铝原料 

铸造铝合金 

铸件 
来自铸造工厂的料头、料柄、铸件、边角余料。缸体缸盖、变速箱以

及其他机械零部件。不包括铝金属以外的其他附件。 

轮毂 干净本体，不包括铝金属以外的其他附件。 

活塞 干净活塞和带撑杆活塞，不包括铝金属以外的其他附件。 

铸锭 铝合金废锭、次锭、灰锭、非标锭 

变形铝合金 

铝棒 挤压棒、管。不含其它铝以外的金属、非金属附件。 

型材 废铝合金门窗、工业型材。不含其它铝以外的金属、非金属附件。 

铝线 电线电缆，包括 6000 系线缆。 

铝板 合金铝板、厚度＞0.4mm 的板带及边角料。 

铝罐 饮料或食品包装罐体、罐盖、冲压边料、打包压缩块。 

铝箔 1000 系、3000 系、8000 系的废料和成型容器。 

水箱 汽车水箱、冷凝器、散热器。 

印刷版、天花板 铝基印刷版，铝天花板、＜0.4mm 的铝板带及边角料。 

混合铝切片 切片 
块径约 25mm—250mm 的混合片状铸造铝合金和变形铝合金废料。不

包括危险废弃物。 

机械加工铝屑 铝屑 干净无腐蚀的一种或两种以上金属混合屑。 

其他 杂料 
块径约 25mm 以下的锌，镁，黄铜，紫铜，钢，铁等不能直接回炉使

用的混合细小废料。 

配料熔化 

 

抽样检验 

 

原料预处理 

 

分类初选 原料入厂 

合金化 

 
炉前成分快速分析与调整 精炼 在线处理 

 

入库 检验包装 铸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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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铝原料回收要求 

6.1 企业外部再生铝原料的回收要求 

6.1.1 企业可按照表 1要求回收再生铝原料，该原料应符合 GB/T 13586 的规定。 

6.1.2 根据分类，外部再生铝原料验收要求按照表 2的规定执行。如需方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表2 再生铝原料验收要求 

 

6.1.3 外部再生铝原料应分类存放，宜标识供方名称、再生铝原料名称、批号、批重、进厂日期等信

息。 

6.1.4 外部再生铝原料的抽样比例、次数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外部再生铝原料抽样比例及次数 

抽样分类 单次抽样比例 

wt% 

每组批 a 抽样次数 

铸造铝合金类 ≥0.5 1 

变形铝合金类 ≥0.1 1 

混合切片类 ≥0.5 3 

机械加工铝屑类 ≥0.5 1 

其他 ≥3 3 

a
同一类再生铝原料一次进料为一个组批。 

分类 再生铝原料名称 验收要求 

铸造铝合金 

铸件 油脂＜2% 

轮毂 无电镀、无涂层 

活塞 油脂＜2% 

铸锭 氧化物、浮渣＜1% 

变形铝合金 

铝棒 表面油污＜1% 

型材 表面油漆＜10% 

铝线 氧化物、油污＜1% 

铝板 油脂＜1%，带油漆铝板＜10% 

铝罐 油污＜1%、粉碎料 4 目以下粉末＜5%、单个压缩块＜30kg。 

铝箔 非金属残留物＜5% 

水箱 铁+非金属物＜1% 

印刷版、天花板 油脂、油漆＜1% 

混合铝切片 切片 Zn＜4%，Fe＜2%，非金属＜2% 

机械加工铝屑 铝屑 20 目以下粉末＜3%，其他金属+水＜10% 

其他 杂料 铝含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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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企业内部再生铝原料的回收要求 

企业内部再生铝原料依据本标准要求分类后，按单一牌号分类存放。企业内部典型的再生铝原料回

收如表4所示。 

表4 企业内部再生铝原料回收要求 

名称 典型再生铝原料 要求 

次锭 不合格产品 分牌号堆放 

渣锭 热炒灰锭 统一堆放 

碎料 扒铁表面附着铝块、现场掉落碎块 统一堆放 

 

6.3 铝与其他金属、其他材料的复合材料，应分解后按合金类别回收。 

6.4 有机涂层应去除涂层后回收。 

6.5 再生铝原料保管存放过程中应避免潮湿、腐蚀及油污等现象发生。 

6.6 企业应根据生产实际，制定再生铝原料管理制度。 

7 预处理要求 

7.1 典型的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工艺流程 

典型的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工艺流程见图2。 

 

 

图2 典型预处理工艺流程 

7.2 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工序指标 

7.2.1 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典型工序指标应符合表 5要求。 

表 5  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典型工序指标要求 

工序名称 工序内容 指标要求 

原料清洗 对废铝中的粉尘进行水洗 清洗后粉尘含量≤ 0.3% 

初选 
将废铝料中目视容易辨识的铜、铁、锌金属材料及非金属

材料如塑料、橡胶等分拣出来 
选出率 95% 

浮选 将初选后的铝料浮选分出，其他锌铜铁等杂料也分出。 选出率≥98% 

介质清洗 清洗浮选后废铝表面附着的介质 介质含有量≤ 0.3% 

烘干 将分选好的铝料中水分烘干 烘干后废铝的含水量≤ 0.3% 

7.2.2 如选择其他预处理方式，由企业参照表 5自行制定工序指标要求。 

预拆包 成分分析 存储 破碎 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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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生铝原料利用原则 

8.1 应保证再生铝原料使用时干燥，避免熔炼过程中因原料不干燥引起爆炸。 

8.2 同批次、同牌号宜单一利用，数量较大的再生铝原料宜保质保级生产同牌号铝合金材料。 

8.3 再生铝原料预处理后宜直接投炉使用。 

8.4 杂料由于化学成分不确定,应取得确定的化学成分再投炉使用。 

8.5 再生铝原料使用宜采取先进先出原则。 

8.6 再生铝原料不提倡降级使用。 

9 熔炼 

9.1 配料时应根据加工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及用户的使用情况，制定工艺技术文件，确定各类再生铝

原料的数量配比。 

9.2 熔化工艺宜采用“低温浸没”原则，以降低熔炼过程中的铝损及能源损耗。 

9.3 炉料熔化后应充分搅拌,取样进行炉前快速分析,按检测结果调整化学成分,满足标准要求后,宜进

行炉内精炼,精炼后须静置,然后开始铸造。 

9.4 针对不同品质要求的铝及铝合金铸锭产品，在铸造时宜配备相应的在线净化设备,必要时可以使用

在线测氢、测渣等检测仪器，以保证铸锭的内部金属纯净度，熔炼工艺及设备可参照 GB/T 34640 要求

执行，纯净度参照 GB/T 32186 要求执行。 

10 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产品要求 

10.1 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产品牌号、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外观质量、锭形、锭重等应符

合 GB/T 8733 的要求。 

10.2 再生铸造铝及铝合金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等参照 GB/T 8733 执行。 

10.3 如需方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11 环境保护与排放 

11.1 预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应经厂内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 

11.2 再生铝原料回收、预处理与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各类污染物必须妥善处理,应

满足 GB 31574 的要求。 

11.3 再生铸造铝合金生产过程的环境保护应同时满足国家或地方政府环保法律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