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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器循环技术研究所 

电器循环技术研究中心隶属于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是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循环利用领域重要科研机构。从1998
年开始，开展与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循环利用有关的国内外政
策、法规、技术和标准的研究，为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
保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技术支撑，并参与相
关标准的制定工作。 

同时，中心致力于研发和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再生利用技术和装备，承担科技部863计划、“十
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取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 
   



为国家WEEE回收处理管理立法、政策提供技术支撑，参与行业相关标准的
制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起草WEEE管理条例、研究目录制度和目录产品评估； 

国家环保部：参与WEEE管理条例的行业规划、资格许可制度、基金制度等
制度；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研究制定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 

国家商务部：研究欧盟WEEE指令和ROHS指令对我国出口家电产品的影响
等 。 

国家科技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技术清单优选等 。 

目前，积极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政策层面 



技术层面 

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环保、经济、适用。 

手工拆解+专用设备，提高回收材料附加值。 

 

(1)电冰箱箱体钢板切割装置 

(2)电视机阴极射线管屏锥分离技术和设备 

(3)电视机锥玻璃清洗技术和设备 

(4)利用电视机屏玻璃制作泡沫玻璃技术 

(5)液晶的回收利用技术（正在进行中） 

(6)含铅玻璃综合利用技术（正在进行中） 

(7)冰箱聚氨酯综合利用技术（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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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研究白皮书2011 

第一部分：管理篇 
第二部分：理论报废量测算 
第三部分：行业调研 
第四部分：技术调研 
第五部分：前景展望 



第一部分：管理篇 

1. 发达国家与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处理及综合利用管理政策法规 
 
2.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

利用管理 

1.1 国际公约 
1.2 欧盟 
1.3 美国 
1.4 加拿大 
1.5 日本 
1.6 韩国 
1.7 印度 
1.8 澳大利亚 
1.9 中国台湾 
1.10 中国香港 2.1 人大立法 

2.2 政策法规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 
2.4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2.5 环境保护部 
2.6 国家财政部 
2.7 国家商务部 
2.8 标准体系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2011年版）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2011年度）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 



第二部分：理论报废量测算 
2011年我国主要电器电子产品产
量、进出口量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电视机 
40% 

电冰箱 
11% 

洗衣机 
17% 

房间空调器 
2% 

微型计算机 
30% 

2011年我国主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理论报废比例 

2011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
理论报废量为：电视机2753.67万
台；电冰箱761.10万台；洗衣机
1213.91万台；房间空调器154.58万
台；微型计算机2068.76万台；总
计6952.02万台。 



第三部分：行业调研 

5. 发达国家与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调研 

6.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调研 

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材料组成和回收价格比较分析 

8.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企业研究 

9. 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综合利用企业研究 

10. 典型企业介绍 



2011年，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行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者不再是以个体回收为主
的回收大军，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有合理布局、覆盖面广、拥有运输工
具、以及信息统计系统的回收企业。截至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
1125家中标家电以旧换新回收企业。 

2011家电以旧换新废旧家电回收数量 

根据商务部家电以旧换新统计数据，2011年，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回收废旧家电约6129.2万
台。回收率为88%。其中，废旧电视机
5149.7万台，废电冰箱222.8万台，废洗衣
机472.7万台，废房间空调器22.4万台，废
微型计算机261.5万台。 



到2011年12月，我国家电“以旧换新”指定拆解处理企业105家，列入环
保部电子废物拆解处置名录的企业84家，获得环保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质的企业53家，除去重复计算，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共
140多家。 

根据商务部家电以旧换新统计数据，2011年，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拆解处理废旧家电约
5633.1万台，占家电以旧换新废旧家电回收
数量的91.9%，与2010年相比，有较大程度
的提高。 
其中，废电视机拆解4733.4万台，电冰箱拆
解226.8万台，洗衣机拆解435.3万台，房间
空调器拆解27.1万台，微型计算机拆解
210.4万台。 

2011年家电以旧换新废旧家电拆解数量比例 



产品名称 

省市 
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房间空调器 微型计算机 

北京 3-35 3-40 3-45 60-240 15-30 

上海 5-20 20-30 20-30 50-200 10-30 

江苏 20-100 50-80 80-100 60-500 20-100 

浙江 10-100 50-60 40-80 60-550 20-50 

福建 3-30 5-40 5-30 60-700 10-30 

安徽 5-35 35-45 5-30 50-350 15-40 

山东 15-20 40 20-40 30-120 20-30 

家电以旧换新旧家电回收参考价格(单位:元) 

废家电材料价值越高，回收价格越高 
废家电型号多，回收价格跨度大 
回收指导价格具有地区差异性 



企业经验分享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纬润高新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青岛新天地生态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第四部分：技术调研 

11.发达国家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12.我国鼓励的拆解处理技术名录 

13.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发展趋势 

14.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综合利用企业技术应用现状 

15.行业技术需求及发展趋势 

 



2011年底至2012年初，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针对105家指定的拆解处理企业进行
调研，通过现场考察、问卷调查和电话调研等方式，内容主要涉及拆解处理企
业对第一批目录产品的回收处理情况及技术应用现状，包括规划年处理能力、
2011年实际处理量、回收渠道及拆解处理工艺等。返回有效问卷26份，返回率
25%。 

五种产品的回收渠道 



技术需求： 
高效、柔性拆解工艺设计 

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技术 

CRT含铅玻璃综合利用技术 

冰箱聚氨酯综合利用技术 

混合塑料的智能分选技术 

小部件的高效处理技术 

技术发展趋势 
提高技术的可靠性 

提高破碎分选效率 

综合性与专业性 

技术跨行业发展 



第五部分：前景展望 

16.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回收者自行拆解处理现象普遍 
缺少对回收企业的激励机制 

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和落实 
资金压力大 
技术水平层次不齐，资源综合利用率低 
原料问题 
危废部件处置问题 
缺乏行业信息管理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下游渠道不畅通或失控 

回收环节 

处理环节 



17.行业发展建议 

 

 

加快基金制度的制定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管理 
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制度 
建立行业信息管理制度 
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与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机制 
建立人员培训上岗制度 
加大对回收处理产业链的管理 
加强对循环型产品的鼓励政策 
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处理及综合利用企业加强产学研技术研发和推广 
建立和扩展回收渠道 
扩展业务领域 
处理及综合利用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增加效益 
积极参与政策标准的制定工作 

政策层面 

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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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名录2011 



    在本期企业名录中，共介
绍8位行业风云人物，4个优秀
企业，140多家处理企业。其
中，获得以旧换新拆解资质的
企业105家，环保部电子废物
拆解处置名录的企业84家，环
保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
质的企业53家。 



    本期企业名录尝试了对处理企业进行星级评估。本次企业星级评
估侧重于企业信息管理与资源综合利用的评估。对于信息管理系统完善
和资源综合利用好的企业，我们给与了本次评估的最高等级两颗星。今
后，我们将完善企业评估的指标体系，使之更科学合理。同时也希望今
后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我们每年初组织的企业调研。 



www.cheari.org/recycling  

http://www.cheari.org/recycling�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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