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超强氧化还原
废水处理装置冶获应用

野超强氧化还原废水处理
装置冶日前通过中国高科技产
业化研究会组织的科技成果
评价遥

工业废水处理难袁 特别是
对多种重金属离子并存或者高
浓度有机废水遥面对新形势袁电
化学处理技术应运而生遥 新乡
市天盛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在其专利技术脉冲电解废水处
理装置基础上袁 开发研制出又
一种废水处理装置袁 具有超强
氧化还原的功能袁 不仅去除重
金属袁大大降低 COD尧而且大
大提高可生化性遥 装置适用于
电镀尧乳化液尧有机尧化工尧医
药尧农药尧电池行业尧垃圾渗透
液尧重金属尧染料等行业废水处
理遥被列入 2011 年国家重点高
新技术项目袁 并获多项实用新
型和发明专利遥

渊来源院中国有色网冤
河南建成国内

首条动力锂电池回收生产线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新和
反复试验袁日前袁河南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成功设计建
成国内首条 5000 吨/年干法全
自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生产
线袁实现了动力锂电池的高效尧
环保回收处理遥

得益于河南省电科院博士
赵光金的不懈努力袁 省电科院
创新建成国内首条干法全自动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生产线遥 该
生产线摒弃了传统火法尧 湿法
等高能耗尧 高污染回收处理技
术袁 具有回收效率高尧 节能环
保尧无二次污染等特点袁每小时
处理量为 800 千克袁 年处理量
达到 5000 吨袁废旧锂电池有价
组分回收利用率达到 90%以
上遥 该生产线实现了电池材料
的循环利用袁 解决了储能及新
能源汽车可持续发展的野瓶颈冶
和野后顾之忧冶袁为促进我国能
源清洁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遥

渊来源院 河南日报冤
首创野铸锻铣一体冶
金属 3D打印技术

在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
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实验基地袁 张海鸥团
队在全球首创野铸锻铣一体冶金
属 3D 打印技术袁 并制造出世
界首批 3D 打印锻件遥

2010 年袁大型飞机蒙皮热
压成形模具的诞生袁 验证了张
海鸥在 3D 打印中复合锻打的
可行性遥 其后袁 该技术不断完
善袁打印出飞机用钛合金尧高温
合金尧海洋深潜器尧核电用钢等
高端金属锻件袁 其性能均稳定
超过传统制件遥 团队自主研制
的微铸锻同步复合设备袁 首次
将铸尧锻尧铣一体化袁同时采用
高效廉价的热弧为热源袁 实现
了低成本尧高效能袁为全球制造
业带来颠覆性创新袁获得了 20
多项中国和国际发明专利遥

渊来源院 湖北日报冤

本报讯 8 月 31 日袁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号站 2016 年度第四批鉴
定考试工作在华峰日轻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袁公司 6 名员工参加了火法冶炼工渊技师冤的
理论考试遥

本报讯 9 月 21 日袁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号站 2016 年度第五批鉴定
考试工作在上海帅翼驰铝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举行袁公司 8 名员工参加了火法冶炼工技师与高
级工的应知应会考试遥

近期袁 美国商务部连续对中国输
美不锈钢尧冷轧板尧耐腐蚀板等钢铁产
品裁出高税遥 9 月 7 日袁美国商务部初
裁认定中国输美碳合金钢定尺板产品
存 在 补 贴 行 为 袁 反 补 贴 税 率 高 达
210.5%遥

美国铝行业也在指责中国为铝材
生产发放补贴袁打压了全球铝价遥 美国
铝业协会称袁将于今日的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渊USITC冤的听证会上袁呼吁行业
重视来自中国铝产能过剩的挑战袁并鼓
励 USITC 对此进行调查遥

该协会主席 Heidi Brock 在会前准
备的发言稿中提到袁希望美国政府能将
中国引入野有意义的探讨冶袁并增强野非
常需要的透明度冶遥 Brock 称袁中国铝的
需求在放缓袁但对铝业的补贴使得产量
不减反增袁 不得不向世界消化产能袁而
这带来了美国原铝行业岗位剧减遥

路透报道称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渊CNIA冤及部分铝材生产商也将参
与听证会遥中国商务部将率团参加本次
听证会袁CNIA 副会长文献军也将在听
证会上为中国铝材行业辩护遥

中方显然已经注意到了电解铝行
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遥 G20 期间的野习奥
会冶后袁中美元首会晤中方成果清单中
提到院

中美双方认识到袁由于全球经济复
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袁电解铝行业产
能过剩增加袁成为全球性问题袁需要集
体应对遥 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袁应对全
球电解铝产能过剩问题遥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此前
声明称袁不认可野中国本土需求放缓袁大
量铝材出口美国冶的说法院

过去十年来袁中国一直是全球铝应
用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遥 近五年来袁中
国扩大国内铝应用渊尤其是在交通运输
和建筑方面冤的努力和成果在全球铝业

界更是有目共睹袁 在 2015 年全球铝消
费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袁中国铝消费
仍然保持 8%左右的增长速度袁 而当年
除中国以外的市场铝消费增速仅为
1.5%遥事实上袁近十年来袁中国每年的铝
材净出口量占铝材总量比例不到 10%袁
绝大部分铝材都由国内市场消化遥

同时袁中国出口美国的铝材占中国
出口总量的比例并不高袁根据中国海关
统计袁2013 年到 2015 年这一数据分别
为 10.1%尧11.5%尧11.7%遥 与此同时袁中
国也从美国进口铝材遥 从 2013 年到
2015 年袁 中国从美国进口铝材占中国
进口铝材总量的比例达到 7.1%尧6.2%尧
7.0%遥 全球化背景下互有进出袁这是世
界产能分工尧 产品结构互补的结果袁而
不应被单方面解读为野倾销冶遥

但美国铝业协会认为袁中国消化产
能是美国原铝岗位在铝市场不断扩大
时袁工作岗位反而减少的重要原因遥 过

去十年中袁 中国铝产量一直在增长遥
2000 年袁 中国生产的原铝仅为全球产
量的 11%袁而目前已经增至 55%遥

该协会的统计显示袁美国原铝相关
产业的就业机会在三年间剧减近 60%袁
而同期铝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却上升了 15%要要要铝是产量和用量仅
次于钢铁的金属袁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依
赖铝的产品袁 如铝车身的节能汽车袁依
赖铝模板的绿色建筑等遥美国成为仅次
于中国的铝市场袁2013 年以来袁在美的
铝业新增投资超过 26 亿美元遥

美国铝企纷纷指责中国对亏损的
生产商进行补贴导致全球铝业价格大
幅下挫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渊ITC冤4
月时已启动对铝贸易的调查袁分析师称
此举旨在阻止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出铝遥

野我们很高兴看到委员会已经启动
对中国铝业产能过剩的调查袁冶Brock
称袁野我们将为全球铝行业的健康发展
和不断增长而努力袁并希望所有的生产
商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遥 冶

2014 年来袁铝期货价格下滑 20%遥
渊来源院 华尔街见闻冤

揖公平贸易铱

美国铝业协会加强对中国补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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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上海蓄电池环保
产业联盟尧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尧
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尧
上海三井鑫云贵稀金属再生利用有
限公司在日本签署意向书袁 将共同
推进新能源电池回收与利用技术研
发与市场营运遥

随着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量
的爆发性增长袁 作为新能源汽车最
重要零部件之一的动力电池将在未
来若干年也将逐渐进入批量报废阶
段遥 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专家
预测袁到 2020 年袁我国电动汽车动
力电池累计报废量将达到 12 万-17
万吨的规模遥 研究发现袁废弃锂离子
电池含钴尧锰尧铜等重金属袁处理不
当会污染环境袁甚至危及人体健康遥
为此袁新能源电池的回收尧处置尧再

利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
各方的重视遥

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在
非铁金属资源的开发和生产袁
在提供铜尧铅尧贵金属等基础材
料方面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
史袁 其在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
技术研发上具有显著优势遥

上海蓄电池环保产业联盟
作为铅酸蓄电池行业首个环保
产业联盟袁 积极探索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新模式袁 打造上海
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创新体
系袁 目前已经与上海鑫云贵稀

金属再生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了宝
山尧金山两大专业化回收基地袁并布
局网点的建设袁试行蓄电池野销一收
一冶尧野以旧换新冶袁 在市场回收网络
和社会资源上具有优势袁 也为新能
源汽车电池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上海三井鑫云贵稀金属再生利
用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贵稀金属再生
利用工厂袁 有研发和承接新能源电
池回收利用项目的能力与优势遥

意向书中指出袁上述四方将各自
利用各方在产业链社会资源尧信息尧
回收网络体系尧研发技术尧客户资源
等优势袁强强联合袁逐步形成一个规
范化尧区域性的回收体系袁共同开发
新能源回收利用技术袁 探讨合资建
设新能源电池回收再生利用工厂的
可能性遥

本报讯 9 月 20 日袁上海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专家
对叶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
标准化示范试点曳项目进行了
验收遥该项目由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承担袁是上海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 2014 年第一批循
环经济和节能环保标准化试
点计划项目之一遥

验收会议由上海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领导主
持遥专家组成员听取了承担单
位的工作汇报袁审查了项目总
结报告和其他材料袁并对承担
单位代表进行了质询袁然后根
据验收程序对项目各环节的
工作进行评分遥 评分结果为院
基本分 93 分袁特色加分 7 分遥
项目通过验收遥

专家认为袁项目承担单位
组建了领导小组和课题组袁并
拥有经过培训的专兼职标准
化人员遥 工作目标任务明确袁
项目实施计划完整袁工作责任
落实到位遥承担单位按照标准
化体系的要求袁提出了项目的
标准体系明细表袁制订了叶铅
酸蓄电池市场运营及回收管
理规范曳团体标准袁
初 步 形 成 了 以 法
规尧 国标和行标为
基础袁 团体标准为
核心袁 技术标准和
管理标准为支撑的
标准体系雏形遥 同
时袁 制定了铅酸蓄
电 池 配 送 回 收 流
程袁 成立了配送回

收中心袁 并建立了两个基地袁
有了基本完整的管理制度袁构
建了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
系遥 项目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袁
获得了国家和本市有关政府
部门的赞许或肯定遥

专家组建议袁承担单位需
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和标准
化管理制度袁 不断持续改进袁
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铅酸蓄电
池配送回收处置工作做出应
有的贡献遥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秋丽尧上海蓄电池环保产业联
盟副秘书长薛本锡和标准起
草执笔人唐宗平代表承担单
位与会并作了汇报说明遥刘秋
丽表在认真听取专家评述后
表示袁将依据专家组评审意见
与建议袁对体系的标准化工作
不断完善与改进遥 她说袁试点
工作结束后袁协会将继续跟踪
标准的执行情况袁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和完善袁努力推进在上
海落实电池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袁建设起有效的废铅蓄电
池闭环式逆向回收网络袁为城
市绿色发展作贡献遥

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
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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