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特色内燃机再制造技术装备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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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效 拆 解 、组装技术与装备

高效绿色清洗技术与装备

无损检测及寿命评估技术与装备

再制造加工技术与装备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工程应用及产业化

无损拆解技术与装备

有损拆解技术与装备

组装技术与装备

拆解信息管理技术与设备

物理清洗技术与装备

化学清洗技术与装备

废旧件检测剩余寿命评估技术与设备

再制造件检验与寿命评估技术与设备

再 制 造 材 料

再 制 造 技 术

再 制 造 装 备

产品深加工技术与装备

标 准 及 规 范

再制造产品可靠性及安全性评价技术

体 系 与 模 式

示 范 应 用

再制造园区建设

规 模 化 生 产



附件 2 内燃机再制造工程关键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

1
再制造毛坯的无

损检测技术

再制造毛坯的应力集中与内部裂

纹检测技术

利用金属磁记忆、涡流和超声定量测量技

术，无损检测裂纹大小

再制造毛坯的剩余寿命评估技术
评估废旧零部件的剩余寿命与再制造零件

的使用寿命

2
废旧零部件的拆

解及分类技术

废旧零部件的高效无损拆解技术

拆解零部件的快速分类技术
对不同用途及采用不同再制造加工技术的

废旧零部件进行快速分类

3
废旧零部件的清

洗技术

环保高效物理清洗技术
对拆解前后的废旧零件进行无害化、无污染

清洗

高温、超声零件清洗技术
清洗拆解后的零部件表面及内部油污、锈

迹、水垢、氧化物等

绿色化学清洗技术（废水废气处

理技术）

快速清洗拆解后的零部件表面及内孔油污、

锈迹、水垢等

4

废旧零部件尺寸

恢复及性能提升

技术

纳米电刷镀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微纳米等离子喷涂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高速电弧喷涂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微弧等离子熔覆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激光熔覆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表面裂纹及划伤治理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裂纹划伤缺陷、提升零件结构

强度

5
自动化再制造技

术

自动化激光熔覆再制造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能

自动化纳米电刷镀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

能，提高再制造生产效率

自动化高速电弧喷涂技术
恢复零件表面磨损缺陷、提升零件表面性

能，提高再制造生产效率

6
再制造产品的质

量检测技术

再制造涂层的表面检测技术
考察再制造产品涂层厚度及表面形貌，确保

其致密无气孔和砂眼，无裂纹、起皮和剥落

再制造涂层的性能检测技术
考察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耐磨损、耐高

温、防腐蚀、抗疲劳等性能测

7 重新装配技术 产品的快速无损重新装配技术
结合合格的再制造零部件及部分新件重新

装配成再制造产品

8
再制造产品质量

检验技术

再制造产品的部件及整机性能测

试技术
层层工序把关，确保产品质量



附件 3 内燃机再制造重点工程汇总表

序号 名称 目 标 主 要 内 容 主要实施单位

1

内燃机整

机及关键

零部件再

制造示范

工程

2015 年，中、重型商用车

用发动机再制造达到18万

台生产能力。

以潍柴、锡柴、复强、东康等发动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校为技术支撑，

建设中重型商用车发动机再制造示范工程，实现再制造生产高效绿色清洗

技术、成形技术、表面修复技术、损伤检测和寿命评价等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带动产业链关键零部件企业再制造能力提升，形成中、重型商用车用

发动机领域再制造示范效应。

潍柴、锡柴、复强、

东康等相关企业

2015 年，乘用车用发动机

再制造达7万台生产能力。

以瑞贝德、大众一汽等乘用车用发动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校为技术支

撑，建设乘用车发动机再制造示范工程，通过不断吸收和利用国外先进再

制造技术，带动乘用车用发动机再制造领域的整体推进，起到良好的示范

作用。

瑞贝德、大众一汽

等相关企业

2015 年，工程机械用发动

机再制造达到 6 万台生产

能力。

以玉柴、上柴、潍柴及卡特彼勒、康明斯等整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校

为技术支撑，建设工程机械发动机再制造示范工程，实现整机再制造的成

形技术、性能质量检测、过程质量控制等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应用，

提升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实现规模化生产，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工

程机械用发动机再制造领域的发展。

玉柴、上柴、潍柴

以及卡特彼勒、康

明斯等相关企业

2015 年，农业机械用发动

机再制造达到 2 万台生产

能力。

以一拖、云内动力、锡柴等整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校为技术支撑，建

设农业机械发动机再制造示范工程，通过农业机械用发动机再制造企业技

术和生产能力建设，运用成熟的绿色清洗、表面修复等技术，带动农机发

动机再制造领域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一拖、云内动力、

锡柴等相关企业



2015 年，固定式发电用、

船用、石油钻井用和铁路

机车用发动机再制造达到

2 万台生产能力。

以济柴、潍柴、淄柴、二七轨道等整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校为技术支

撑，建设固定式发电用、船用、石油钻井用和铁路机车用发动机再制造示

范工程，通过再制造成形技术的应用，推动再制造产品的技术进步，提升

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实现规模化生产，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固定式

发电用、船用、石油钻井用和铁路机车用发动机再制造领域的发展。

济柴、潍柴、淄柴、

二七轨道等相关企

业

2015 年，气缸体、气缸盖、

曲轴、连杆等关键零部件

再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得

到大幅提升。

以内燃机整机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为主体，积极推动再制造产业链的技

术交流和生产协作，大幅提升内燃机关键零部件再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

满足市场需求。

相关整机、关键零

部件再制造企业

2

关键配套

件再制造

示范工程

2015 年，废气涡轮增压器

再制造达到50万台生产能

力。

以康跃、天雁等相关企业为主体，建设废气涡轮增压器再制造技术示范工

程，通过开展增压器的无损拆解组装、绿色清洗技术研究，再制造重点进

行测量、装配、平衡工艺研究，形成较为完整的再制造技术规范和管理流

程，形成废气涡轮增压器再制造示范效应。

康跃、天雁等相关

企业

2015 年，发电机、起动机

再制造达到 150 万台生产

能力。

以三立、柏科、东风电器等相关企业为主体，建设发动机用发电机、起动

机再制造技术示范工程，通过发电机、起动机性能质量检测、寿命评估、

过程质量控制等技术的研究和成果应用，带动两机再制造领域的发展。

三立、柏科、东风

电器等相关企业

2015 年，水泵、机油泵、

燃油泵再制造达到80万台

生产能力。

以西峡水泵、盛瑞传动、湖南机油泵、威孚高科、龙口龙泵等相关企业为

主体、建设水泵、机油泵、燃油泵再制造技术示范工程，重点研究三泵寿

命评估、无损拆解组装、绿色清洗技术，开展测量、修复、装配工艺研究，

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规范，带动三泵再制造领域的发展。

西峡水泵、盛瑞传

动、湖南机油泵、

威孚高科、龙口龙

泵等相关企业



3

内燃机高

效清洁升

级再制造

示范工程

2015 年，高效清洁再制造

内燃机达到 2 万台生产能

力。

以潍柴、锡柴、富瑞特装等整机企业为主体，以天大、同济等科研院校为

技术支撑，建设内燃机高效清洁再制造示范工程，主要开展综合运用燃油

系统升级、替代燃料适应性改造、动力优化匹配等技术，对存量内燃机高

效化、清洁化改造，提升再制造产品主要性能参数、提高燃料经济性、实

现排放水平显著升级，形成示范推广效应。

潍柴、锡柴、富瑞

特装等整机企业，

以及天大、同济等

相关院校

4

再制造工

艺技术及

装备提升

工程

2015 年，内燃机再制造先

进适用工艺技术及装备得

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再制

造产业技术水平大幅提

升。

重点支持《机电产品再制造技术及装备目录》所列再制造成形与加工、拆

解与清洗、无损检测与寿命评估等技术以及典型机电产品再制造技术及装

备的研究开发、产业化示范和应用推广。支持加快内燃机再制造工艺技术

及装备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升内燃机及其零部件再制造过程智能化程

度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再制造装备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及产品再制造率，

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国家工程中心、重

点实验室、董氏镀

铁、大陆激光、长

沙一派等

5

再制造逆

向物流体

系建设示

范工程

2015 年，主要内燃机和关

键零部件企业依托自身售

后服务网络建立起相对完

善的旧件回收体系，在全

国形成12个旧件回收示范

基地，初步形成年 300 万

台件内燃机整机及关键零

部件回收体系。

以潍柴、玉柴、锡柴等整机企业为主体，加快内燃机再制造逆向物流体系

建设，拓展回收渠道，形成稳定的旧件回收网络体系。重点依托内燃机整

机销售维修网络，以及充分利用其他社会化回收渠道，构建具有规模化、

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等现代物流显著特征的优质、高效、低成本的内

燃机再制造逆向物流体系，引导再制造企业与内燃机用户、专业物流服务

机构、维修服务企业等建立协议采购、以旧换再、替代大修等长期稳定的

回收模式，促进内燃机再制造产业的发展，并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潍柴、玉柴、锡柴

等整机企业及相关

零部件企业



6

再制

造配套服

务体系建

设计划

2015 年，完成再制造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构建内燃机再制造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促进旧件及再制造产品交易，实现

对旧件回收、生产、服务、技术和交易等信息的发布，对产品需求信息的

查询和反馈等功能。

中内协、潍柴、玉

柴等

2015 年，建立再制造检测

分析技术服务平台。

重点建设“内燃机再制造零部件缺陷检测与失效分析平台”、“内燃机磨损

量检测与寿命评估平台”、“内燃机再制造物联网远程检测分析服务平台”

和“内燃机再制造物联网远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中内协牵头，以测

控实验室、山大、

大连理工、合肥工

大等科研院校为依

托，相关企业参与

2015 年，立项和完成我国

内燃机再制造标准 22 项，

建立相对完善的内燃机再

制造标准体系。

在已有再制造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制定内燃机再制造工艺技术、

产品质量、生产管理、产品标识等标准，组织开展再制造标准的研究及推

广应用工作。构建以再制造产品认定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提高再制造生产

行为和再制造产品鉴别能力，严格区分简单翻新与再制造，规范再制造产

品生产，确保再制造产品质量。

中内协、内燃机标

委会、天内所及相

关企业



附件 4

相关单位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简称 企业所在地

1 潍柴动力(潍坊)再制造有限公司 潍柴 山东潍坊

2 无锡大豪动力有限公司 锡柴 江苏无锡

3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 复强 山东济南

4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东康 湖北襄阳

5 上海幸福瑞贝德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瑞贝德 上海

6 大众一汽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 大众一汽 辽宁大连

7 玉柴再制造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玉柴 江苏苏州

8 上柴发动机再制造有限公司 上柴 上海

9 康明斯（襄樊）机加工有限公司 康明斯 湖北襄阳

10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 上海

11 一拖（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一拖 河南洛阳

12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内动力 云南昆明

13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再制造中心 济柴 河北青县

14 淄博柴油机总公司 淄柴 山东淄博

15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二七轨道 北京

16 山东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跃 山东潍坊

17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天雁 湖南衡阳

18 三立（厦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三立 福建厦门

19 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 柏科 江苏常熟

20 东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东风电器 湖北襄阳

21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机油泵 湖南衡阳

22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西峡水泵 河南南阳

23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盛瑞传动 山东潍坊

24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孚高科 江苏无锡

25 龙口龙泵燃油喷射有限公司 龙口龙泵 山东龙口

26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富瑞特装 江苏张家港

27 机械产品国家再制造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中心 北京

28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

29 大连海事大学董氏镀铁有限公司 董氏镀铁 辽宁大连

30 沈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大陆激光 辽宁沈阳

31 长沙一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长沙一派 湖南长沙

32 天津大学 天大 天津



33 同济大学 同济 上海

34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内协 北京

35 现代测控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测控实验室 北京

36 山东大学 山大 山东济南

37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 辽宁大连

38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大 安徽合肥

39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内燃机标委会 上海

40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天内所 天津

注：以各单位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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