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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要资源循环利用工程 
（技术推广及装备产业化）实施方案 

 

一、引言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

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废弃物综合利用、保护环境提供

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的产业，其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大，吸纳

就业能力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本工程主要涵盖资源循

环利用产业中的城市矿产（再生资源）、再制造、产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以及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四个领域。 

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重要资源循环利用

工程的实施，根据《“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发[2012]28 号）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

发[2013]5 号）的总体部署，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背景情况 

（一）国内外发展情况 

随着工业化发展，自 20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对回收利用废

弃物中再生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日趋完

善，回收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据

国际回收局统计,目前世界主要有色金属产量中，来自于资源回

收再利用的比例均超过了 30%，同时稀贵金属、废纸、废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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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玻璃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也受到重视。2010 年发达国家废

旧商品产业规模已达 1.8 万亿美元。 

“十一五”以来，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创造

了巨大需求。据初步测算，2013 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

值超过 1.4 万亿元，从业人数 2000 万人，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

齐全的产业体系。开发了一系列具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废有

色金属、稀贵金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高值化回收利用技术和

装备；我国自主研发创新“尺寸恢复和性能提升”再制造模式，

再制造零件尺寸精度、性能指标和质量标准均不低于原型新品质

量水平，积极推进汽车零部件、机床、工程机械等再制造试点；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近 20.6 亿吨，磷石膏生产硫酸联

产水泥技术、尾矿生产加气混凝土技术等 1000 多项技术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在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方面，我国 2013 年

废旧商品回收总量约为 1.6 亿吨，回收总值达 4817 亿元人民币，

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处理工艺水平快速提升。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仍处在发展初期，企业规模小，经营

分散，总体产业化水平低，龙头型、骨干型和支柱型企业数量偏

少。特别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及装备的产业化不

足，已成为制约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

素。一方面，企业技术水平低、研发能力差，行业内的科技人员

比重远低于其他行业，加工利用技术水平不高，精深加工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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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高品质、高性能的优质再生资源作为加工低端、低档次产

品的原料使用的现象。另一方面，装备产业化能力不足，先进技

术和装备依赖进口，自有知识产权不足，资源循环利用装备产业

化程度较低，使得资源循环利用产品质量不高。此外，管理制度

不完善，技术研发和推广的促进机制不健全，产学研衔接不紧密，

相关技术、装备标准和产品标准建设相对滞后，产业规范化发展

程度低，难以支撑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 

（三）实施本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

要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战略选

择。但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程度较低。实施本工程有助于解决资源循环利用行业

技术落后，加工利用水平技术不高，产业化水平低、先进技术装

备推广动力不足等问题，形成完善的推进机制，促进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和装备升级。 

三、工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17 年，基本形成适应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技术研

发、推广和装备产业化能力，攻克一批技术障碍，技术储备能力

显著增强，企业重大科技成果集成、转化能力大幅提高，掌握一

批具有主导地位的关键核心技术，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

形成主要资源循环利用装备的成套化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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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目标 

城市矿产（再生资源）：到 2017 年，废钢铁、废有色金属（稀

贵金属）、废塑料、废橡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资源化利用技

术和成套装备产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

套化技术及装备 20 项，企业拥有及新申请相关专利 50 项以上。 

再制造：到 2017 年，机械产品再制造损伤检测、体积修复

等再制造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发取得突破，实现再制造成套装备的

完全国产化和体系化，再制造纳米电刷镀技术装备、电弧喷涂等

成熟表面工程装备得到大范围示范应用。 

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到 2017 年，在共伴生矿产资源、

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建筑废

物等领域研发 60-70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推广

50-60 项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到 2017 年，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

建设一批分拣技术先进、环保设施完备和劳动保护措施健全的回

收分拣中心和回收分拣集聚区，对电子废弃物等品种开展智能回

收试点。 

四、重点任务和领域 

（一）城市矿产（再生资源） 

1.废钢铁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发废钢破碎料提纯、制块、增加体

密度的加工技术、超大超厚型废钢加工解体技术设备，研发废钢

尾渣有色金属提取技术、不锈钢机械化拆解及分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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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普及剪切机、抓钢机和防辐射设备、

合金快速分析仪等机械化、自动化检测设备，在年加工利用能力

100 万吨以上的废钢铁回收利用企业推广超宽履带输送装备、预

碾压设备、磁力分选设备等。 

2.废有色金属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重点突破废杂铜制备空心异型铜合金

材料技术、废旧铅酸电池清洁回收和强化熔炼关键技术与设备、

废弃纸铝塑复合包装物再生利用技术、废铝预处理及废铝罐低烧

损还原技术，加强废有色金属快速检测技术和设备研发。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有色金属机械化拆解预处理技

术、废电线电缆自动筛选分离处理设备。 

3.废稀贵金属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稀贵金属再生和深加工关键技

术，开发金、银、铂、钯、铑、铟、钴、镍等稀贵金属的高效回

收、精细分离和提纯等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开发废电器电子产品、

感光材料、化工产品、医药材料中的稀贵金属高附加值加工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旧稀贵金属成分快速检测设

备、高效电解银工艺技术和工业废料中多金属复合回收技术。 

4.废塑料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发废塑料改性等高值化利用技术、

废塑料回收利用二次污染控制技术及专用设备，研发阻燃塑料、

纸塑、铝塑、钢塑复合材料等分离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旧塑料破碎分选改性造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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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废塑料自动识别及分选技术。 

5.废橡胶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废橡胶新型环保再生技术与装

备、废轮胎常温粉碎和深加工技术与装备、活化胶粉改性道路沥

青技术与装备。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旧轮胎回收精细胶粉全自动设

备、硫化橡胶粉常压连续脱硫成套装备。 

6.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报废手机、液晶面板、复印机和

荧光灯管预处理与分离关键技术和设备，开发电路板元器件高效

脱除及贵重金属提取技术、废锂电池金属提取技术和成套设备，

研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的非金属材料拆解产物综合利用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冰箱整体拆解与多组份资源化

利用一体化设备、废印制电路板粉碎分离回收技术及成套设备。 

 

重 点 领 域 

1.报废手机。研发报废手机高值化回收处理技术及成套设备，突破报废手机中稀贵金属

快速识别及回收利用技术，报废手机液晶屏幕检测及再利用技术，废手机电路板回收及处理

处置技术等，开发专用拆解处理线及设备，依托企业建设 100 万部/年报废手机一体化回收

处理示范中心。 

2.废电池。针对报废一次性干电池、废铅酸电池、废锂电池，研发废电池处理利用技术

及专用设备，重点研发废镍镉电池、锌锰电池、锂电池中金属高效提取及非金属材料处理处

置技术及专用装备，建设 5000－10000 吨/年废锂电池回收利用示范工程，建设废镍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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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锌锰电池回收利用示范工程。 

（二）再制造 

1.再制造高效无损拆解方面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展可拆解性设计、产品结构干涉分

析等方法研究，研发废旧复杂机电产品拆解工艺，开发针对大型、

复杂和高端装备的再制造生产技术与自动化装备。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快速、无损、自动化拆解装备。 

2.再制造损伤检测与寿命评估方面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多参量多信息融合的先进无损检

测技术及设备，建立高可靠度的再制造毛坯件剩余寿命预测模

型，研发适用再制造产品表面涂覆层残余应力状态及与基体结合

强度的快速无损检测技术，研发再制造专用寿命评估设备。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涡流/磁记忆无损检测技术与装

备、超声/相控阵无损检测技术与装备。 

3.再制造先进成形与加工方面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制智能化、自动化纳米复合再制造

设备，研发自动化再制造成形加工系统，实现再制造加工过程的

一体化，具备表面再制造与三维立体再制造的能力。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全自动化纳米复合表面工程技术

装备。 

 

重 点 领 域 

1.再制造专业技术装备生产。提供再制造技术装备生产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研发再制造



8 
 

旧件拆解、清洗、无损检测、装配、再制造品检测等技术和成套装备。研发激光熔覆、喷涂

等表面修复的成套技术设备。 

2.培育再制造服务产业。支持专业化公司利用表面修复、激光等技术为工矿企业设备的

高值易损部件提供个性化再制造服务，建立再制造旧件回收、产品营销、溯源等信息化管理

系统。推动构建废弃物逆向物流交易平台。 

 

（三）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共伴生矿产资源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低品位共伴生矿高效选冶、稀贵

金属分离提取等技术，研发弱磁性铁矿高梯度磁选抛尾技术，推

进低品位铝土矿浮选脱硅工艺技术优化，开发黄金尾矿硫化物深

度分选及有价组分提取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微细粒磁铁矿全磁分选、贫磁铁

矿预选、贫磁铁矿弱磁-反浮选技术，推广异步混合浮选、电化

学控制浮选、低品位铜、镍、铅、锌、铝等矿产加压浸出技术，

复杂难处理金矿循环流态化焙烧等工艺技术，推广大型机械搅拌

式充气浮选机等高效选矿装备。 

2.尾矿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发尾矿中有价非金属矿物的高效分

离提取技术、生物技术回收有色多金属矿尾矿中有价元素的共性

技术、尾矿中残余贵金属提取过程中氰化替代技术、黑色及有色

金属选矿尾矿连续充填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铁尾矿有价元素综合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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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多金属矿尾矿中有价元素综合利用技术，加强富硅尾矿生产

超耐久性尾矿高强混凝土技术、尾矿高效充填采空区技术应用。 

3.煤矸石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煤矸石低温活化矿井填充技术、

煤矸石生态治理技术、煤矸石制岩面保温材料及提取超细纤维造

纸技术、煤矸石制备环保材料技术及尾渣利用技术、煤矸石代替

粘土烧制彩瓦等技术、煤矸石生产复合净水剂等高值产品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煤矸石不上井置换煤柱技术、煤

矸石生产硅酸铝纤维技术、煤矸石烧制空心砖和陶粒技术、含白

矸（硬岩）和黑矸（可燃煤矸石）混杂煤矸石分选技术。 

4.粉煤灰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大掺量粉煤灰混凝土路面材料技

术，突破粉煤灰提取碳粉、玻璃微珠等高值产品技术及装备、粉

煤灰制备环保材料技术，开发高铝粉煤灰大规模生产氧化铝联产

化工、建材产品的成套技术与装备，开发高铝粉煤灰低能耗冶炼

硅铝合金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粉煤灰分选和粉磨等精细加工技

术、粉煤灰筑高速公路路堤技术、大掺量粉煤灰混凝土技术和少

熟料粉煤灰胶凝材料技术、粉煤灰超细化及改性升级技术。 

5.工业副产石膏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脱硫石膏质量在线监测技术，加

强低能耗磷石膏制硫酸钾副产氯化铵等技术和利用副产石膏改

良土壤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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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湿法磷酸萃取工艺控制和优化技

术、低能耗磷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磷石膏制硫酸钾副产氯

化铵技术、低品质磷石膏生产矿井充填专用胶凝材料技术。 

6.冶炼渣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冶炼渣热能回收技术、冶炼渣熔

态利用技术、压罐式钢渣余热自解稳定化处理工艺技术、微膨胀

型充填采矿专用胶凝材料技术、铜镍冶炼冷态渣深度还原磁选提

铁综合利用技术、铜镍冶炼渣热态提铁和深度综合利用技术、铅

电解阳极泥中提取金银的工艺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高钛高炉渣提钛技术、钢渣棒磨

机宽带磁选提纯技术，推广采用选矿法从冶炼渣中回收金属铜技

术、铜冶炼阳极泥及废渣（料）综合利用技术及装备、锌浸出渣

中提取铟技术及装备。 

7.赤泥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赤泥低成本脱碱技术、高铁赤泥

及赤泥铁精矿深度选铁技术、赤泥中多组分回收技术、脱碱赤泥

无害化制环保建材及环境修复材料技术、赤泥制备路基固结材料

技术、赤泥循环流化床脱硫技术、赤泥生产复合材料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拜耳法赤泥旋流分级综合利用技

术、赤泥胶结充填技术、拜耳法高铁赤泥砂浆生产铁质原料技术、

拜耳法高铁赤泥高效选铁技术、赤泥制备新型燃煤脱硫剂技术、

赤泥制备工业窑炉用耐火保温材料技术。 

8.建筑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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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发建（构）筑物的拆除技术、建筑

废物的分类与再生骨料处理技术、建筑废物资源化再生关键装

备、新型再生建筑材料应用技术工艺。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品制备关键技

术、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品施工关键技术、再生无机料在道路工程

中的应用技术。 

9.废矿物油 

关键装备技术研发：研发重金属添加剂高效分离及综合利用

技术、物理破乳技术、微乳化、固相催化等精炼技术、废油生产

微乳柴油技术、废润滑油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废油高速离心沉降预处理技术装

备、废矿物油蒸馏—加氢再炼制技术装备、废油絮凝吸附分离技

术、餐厨废油脂肪酸固体酸催化气相反应制备生物柴油技术装

备、餐厨废油气相脂化反应技术装备。 

 

重 点 领 域 

资源循环利用装备制造。针对共伴生矿产资源、尾矿、粉煤灰、煤矸石、脱硫石膏、赤

泥、建筑废弃物、废矿物油等领域，研发各类产业废物回收利用成套设备，推广应用尾矿生

产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建筑垃圾、道路沥青处理及利用设备。 

（四）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 

  1.回收交易环节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发大宗废弃物、易污染环境的重点

废旧商品回收技术，研发自动回收机等先进废旧商品回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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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基于物联网的再生资源收运系统监测技术和传感识别装备，

推动再生资源交易平台建设。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改造标准化

居民固定或流动式废旧商品回收网点，安装自动回收设备，建设

网上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平台。 

2.分拣加工环节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重点研发 PET 瓶、PS 泡沫塑料、农

地膜等废塑料的分拣加工技术，废玻璃光学分拣技术和设备，废

纸脱墨技术和设备。 

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广：推广分拣加工拆解成套装备及配套设

备，推进产业化。 

 

重 点 领 域 

建立完整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产业链。推动智能化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建设智能回收设

施、信息平台与现代物流相结合的回收体系。支持废旧商品分拣加工处理企业采用现代分拣

分选设备，推动废旧商品分选、拆解、破碎、加工利用的技术和装备升级，逐步实现废旧商

品自动化、精细化分拣处理。 

五、组织实施 

坚持企业为主，地方具体组织推动、国家引导及培育示范的

实施格局。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

用，在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中强化对先进技术与装备推

广的要求，支撑循环经济重大工程任务目标完成。结合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要求，加强循环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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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统筹，实施“十三五”循环经济科技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任

务中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各有关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发挥各自职能，加强部门间协调

配合，突出各自优势，推动技术研发，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

组织相关示范和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工作，推动形成产学研机制，

强化各领域标准制修订，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确保本实施方案确

定各项工作重点落到实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科技部等有关

部门适时组织开展实施方案的中期评估和后评估。地方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并结合地方实际，抓好任务的分

解落实。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落实相关保障措施。有关行业协

会和中介组织要发挥专业技术和信息优势，配合有关管理部门开

展技术咨询论证、政策解读、方案评审、技术筛选和推介等工作，

为企业开展相关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提出有力支撑。 

六、保障措施 

（一）加大支持力度，引导资金投入 

各地方应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通过各自循环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等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产业化。本工程涉

及研发的相关任务，需要财政资金支持的，按照深化中央财政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要求纳入国家有关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统筹给予支持。创新支持方式，组织示范推广，

建立公共服务平台等，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投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领域。 

（二）加强政策引导，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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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立长效机制，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强化相关标准的设定，为在各行业推广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和装备提供倒逼机制。研究采取综合措施推动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研发、推广和装备的产业化。将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和技术

纳入《国家鼓励的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和设备名录》等给予引导

支持。加大风险防控力度，减少各类风险的影响。 

（三）创新体制机制，发挥目标导向作用 

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引进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鼓励企业和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技术

创新和转让平台，组织联合攻关，共同解决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和

装备发展中的关键和共性问题。推动专业化技术研发机构发展，

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支持资源循环利用服务业公司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发挥资源产出率的目标导向作用，建立企业、

园区的资源产出率统计评价体系，开展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

评价，增强企业加强废弃物利用的积极性和动力。 

（四）发挥部门合力，形成共同推进机制 

按照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要求，对有关

研发推广平台进行梳理，优化布局。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和装备

研发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中，推动相关产学研机制的形成。鼓

励企业加大技术和装备方面的投入，加强企业与国内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合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发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

资源优势，加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教育、科技和产业的集聚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