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团 体 标 准      
T/CACE 00X—2020 

 

废弃电冰箱处理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waste refrigerator treatment 

（征求意见稿） 

2020–XX–XX发布 2020–XX–XX实施 

中 国 循 环 经 济 协 会   发布 





T/CACE 00x-2020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处理要求 .......................................................................... 2 

4.1  工艺过程 ....................................................................... 2 

4.2  工艺要求 ....................................................................... 2 

4.2.1  分类 ......................................................................... 2 

4.2.2  预处理 ....................................................................... 2 

4.2.3  破碎和分选 ................................................................... 3 

5  环境保护及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 5 

5.1  环境保护要求 ................................................................... 5 

5.2  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 6 

附录 A ............................................................................... 7 

附录 B ............................................................................... 8 

附录 C ............................................................................... 9 

参考文献 ............................................................................ 10 

 

  



T/CACE 00x-2020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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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目的旨在协助相关组织和企业： 

——实现高效的废弃电冰箱处理和处置； 

——促进产物回收利用； 

——促进提高回收产物的质量； 

——防止废弃电冰箱及其产物的不当处置； 

——规范了废弃电冰箱处理和处置的行为； 

——保护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 

本文件设立了分级的指标，一级指标设立的宗旨是，为该行业提供改善的方向。对未达到一级指标

的企业，应该通过技术改造和管理改善来提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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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冰箱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弃电冰箱产品处理要求、环境保护及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废弃电冰箱产品处理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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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35677  电冰箱处理企业资源化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GB/T 3288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源化水平评价导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52  破碎设备  安全要求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50.1  压力容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HJ 52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67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冰箱  refrigerator 

一个有适当容积和装置的绝热箱体，用消耗电能的手段来制冷，并具有一个或多个间室，它包括冷

藏箱（柜）、冷藏冷冻箱（柜）、冷冻箱（柜）及其它产品。 

[来源：GB/T 35677，3.1] 

3.2   

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  refrigerators containing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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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采用全氯氟烃类（CFC）、氢氯氟烃类（HCFC）、氢氟烃类（HFC）及其它含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电冰箱。 

3.3   

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  refrigerators not containing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  

制冷剂采用碳氢（HCS)、无机化合物等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 

4  处理要求 

4.1  工艺过程 

废弃电冰箱处理作业分为三个工艺过程：分类、预处理、破碎和分选。 

4.2  工艺要求 

4.2.1  分类 

通过电冰箱铭牌或者压缩机上标识的制冷剂信息来进行辨别分类，将电冰箱分为含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电冰箱和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 

因电冰箱铭牌信息模糊或标识信息缺失等原因无法辨别制冷剂类型的，根据其制冷剂是否易燃易爆

来进行分类，制冷剂属易燃易爆的按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管理，非易燃易爆的按含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电冰箱管理。 

4.2.2 预处理 

4.2.2.1  拆解前分类核查 

应在电冰箱拆解生产线的显著位置对所拆解电冰箱的类别进行标识，并对生产线上的待拆解电冰箱

进行分类核查，如有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进行退库处理。 

4.2.2.2  预先取出 

下列零（部）件、元（器）件及材料在冰箱整体破碎前应确保预先取出，在取出时应使用适宜的工

具和方法，防止拆离造成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拆下后应分类放在专用容器内保存，属于危险废物的应

按 HJ 2025中的要求进行管理，制冷剂贮存设备应符合 GB 150的规定： 

——电冰箱内杂物，属生活垃圾的应当按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电冰箱内隔板、抽屉； 

——电源线；  

——密封圈； 

——高度＞25mm，直径＞25mm或类似容积的电解电容器； 

——印刷电路板，属危险废物，HW49类； 

——含汞部件（汞开关、荧光灯管等），属危险废物，HW29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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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含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剂不属于危险废物，但存在环境风险，应当提供或委托给

具有相关资质许可的经营单位进行回收、再生利用或销毁； 

——冷冻润滑油，属危险废物，HW08类； 

——其它需预先取出的含有害物质的零（部）件、元(器)件及材料，其种类及说明见HJ 527 附录B。 

4.2.2.3 制冷剂及冷冻润滑油的回收处理及要求 

拆解回收制冷剂及冷冻润滑油的场所应具备收集液体的设施，场地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能防止地

面水、油类的混入渗透。制冷剂的回收分为含消耗臭氧层物质制冷剂的回收和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制冷

剂的回收。使用同一台设备回收不同类别的制冷剂时，应符合再利用需求或处置要求，回收的制冷剂应

优先考虑再利用。制冷剂回收设备的适用介质应与所回收的制冷剂相适应。 

a)  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制冷剂的回收处理： 

01. 其制冷剂应采用专用设备及工装夹具，直接在压缩机制冷管路上进行穿刺抽吸，抽吸过程中应

确保不泄漏； 

02.  回收设备应具备油气分离装置，回收的制冷剂和废润滑油经分离后，制冷剂贮存于密闭压力钢

瓶中，润滑油贮存于密闭容器中； 

03. 全氯氟烃类制冷剂除特殊用途外已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应作销毁处置。 

b)  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制冷剂的处理： 

01. 其制冷剂应宜在具有防雨棚的、通风良好的室外场地进行释放； 

02. 经释放后的电冰箱应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放置72小时以上方可进行拆解； 

03. 贮存和处理场所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专用排风设备，排风口要设在接近地面

处，排风设备及场地内电器应选用防爆型设备； 

04. 制冷剂释放、电冰箱贮存和处理场所内不宜设置沟槽及凹坑，防止制冷剂积存，在制冷剂释放

口周围15米内不应有明火出现，区域周围应设立禁止烟火的警示标志，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c)  应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电冰箱制冷剂进行回收，回收场所和设施应符

合相应安全要求，采取必要的防爆措施。 

4.2.2.4 压缩机及冷冻润滑油的回收处理及要求 

拆解回收压缩机及冷冻润滑油的场所应具备收集液体的设施，场地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能防止地

面水、油类的混入渗透。使用机械或火焰切割处理压缩机时，应采取必要的消防措施，切割场地及操作

工位应设置防护挡板。 

a）压缩机与固定板存在拆离困难时，可使用切割工具或其它辅助工具进行分离；压缩机在切割分离

前应清除机内的油脂类物质，油脂类物质属危险废物，应按HJ 2025中的要求进行管理； 

b）拆解下的压缩机应放在专用的工作台或设备上进行冷冻润滑油的回收，待压缩机中的冷冻润滑油

完全被回收后，再将压缩机和回收的冷冻润滑油分别用专用容器存储，冷冻润滑油属危险废物，应按HJ 

2025中的要求进行管理。 

4.2.3 破碎和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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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经过预处理后的电冰箱，应在密闭负压的处理设备内进行破碎，处理设备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

装置，设有防爆安全运行装置。 

4.2.3.2  破碎设备的安全应符合GB 18452的规定，根据工艺的不同，破碎可以分一级、多级破碎，以满

足金属、塑料及聚氨酯泡棉等不同产物的分选和回收。 

4.2.3.3  处理设备应具备分选能力，利用密度、磁力、涡电流和光学等分选方法，将破碎产物中的聚氨

酯泡棉、磁性金属（铁）、非磁性金属（铜铝）和塑料分离出来。 

4.2.3.4  分选出来的聚氨酯泡棉，应当进行压缩减容处理，处理和减容聚氨酯泡棉应采取防爆、阻燃措

施，聚氨脂泡棉贮存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4.2.3.5  塑料产物中的聚氨酯泡棉含量，金属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根据分选设备的能力进行分级，

分为一级，二级，分级指标要求见表1。 

4.2.3.6  分选产物纯净度和磁性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指标要求见表2。 

4.2.3.7  能效指标根据GB/T 32885-2016的式（1）进行计算，处理企业按每季度为一个评价周期，根据

评价周期内统计的废弃电冰箱处理的耗电量和处理量，计算出废弃电冰箱处理的单位质量的耗电量，根

据处理企业的设备能力对能耗指标进行分级，处理企业应达到能效分级二级标准，能效分级指标见表3。 

表1  拆解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分级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1 塑料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0%-3.5% 3.5%-6.0% 

2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0%-0.3% 0.3%-3.5% 

3 磁性金属（铁）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0%-0.15% 0.15%-3.5% 

注1：表中数值下限不含本数，上限含本数 

注2：测试及计算方法参照附录A 

表2  分选产物纯净度和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1 磁性金属（铁）产物纯净度 % ≥98 

2 塑料产物纯净度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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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纯净度 % ≥92 

4 磁性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 吨/立方米 ≥0.8 

注：纯净度测试及计算方法参照附录B，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测试及计算方法参照附录C 

表3  能效分级指标 

序号 能效分级 单位 要求 

1 一级 Kwh/t ＜48 

2 二级 Kwh/t 48-75 

注：1、表中数值范围上限和下限都含本数 

5  环境保护及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5.1  环境保护要求 

5.1.1  对废弃电冰箱产品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应进行收集处理，经处理的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16297的控制要求；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的控制要求；厂界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的控制要求；

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5.1.2  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应按 GB 18597 和 HJ 2025 的要求进行收集、贮存、运输，并交由有资质

单位进行处理；经鉴别属于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应符合 GB 18599 的要求，综合利用、处理和处置

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5.1.3  废弃电冰箱产品处理企业应对排放的废水、废气及噪声进行定期监测。监测项目及频次可参照表

4执行。 

表4  环境监测 

类  别 监 测 项 目 

最低监测频次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废水 

废水总排放口 

PH、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总磷、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氟化物、铅、

汞、铜 

季度 半年 

雨水排放口（雨天

进行监测） 

PH、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总磷、

氟化物、铅、汞、铜 
季度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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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厂界浓度、非甲烷总烃 半年 / 

有组织废气 
汞及其化合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有

机氟 
每季 / 

噪声 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 每季 / 

5.2  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应遵守国家相关的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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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塑料、金属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的计算方法 

 

A.1  取样及测试方法： 

在正常生产时，随机对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磁性金属（铁）产物及塑料产物分别进行 10次取

样，每次取样 1000g。取样完成后，按产物类别分别将 10次取样进行混合，混合均匀后堆成锥形，用铁

板从锥顶向底部压成厚度均匀的圆饼形状，用铁片画十字线，用四分法去掉任意对角的两份样品，按上

述方法缩分 3 次后，进行准确称重，记录该重量为 M（g），然后进行分离取出各样品中聚氨酯泡棉及粘

附在各个产物上的聚氨酯泡棉。对分离出的聚氨酯泡棉进行称重，记录该重量为 m1（g），以此计算各产

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A.2  计算方法： 

塑料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a =
𝑚1

𝑀
× 100%；                    …………………………[A.1] 

式中： 

a --------塑料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M--------塑料产物的样品取样量，g； 

𝑚1-------塑料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聚氨酯泡棉含量，g；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b =
𝑚1

𝑀
× 100%；      …………………………[A.2] 

式中： 

b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样品的聚氨酯泡棉含量，%； 

M--------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样品的取样量，g； 

𝑚1-------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聚氨酯泡棉含量，g； 

 

磁性金属（铁）产物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c =
𝑚1

𝑀
× 100%；          …………………………[A.3] 

式中： 

c --------磁性金属（铁）产物样品中聚氨酯泡棉含量，%； 

M--------磁性金属（铁）产物样品的取样量，g； 

𝑚1-------磁性金属（铁）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聚氨酯泡棉含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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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废弃电冰箱产品破碎分选产物的纯净度测算方法 

 

B.1  取样及测试方法 

在正常生产时，随机对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磁性金属（铁）产物及塑料产物分别进行 10次取

样，每次取样 1000g。取样完成后，按产物类别分别将 10次取样进行混合，混合均匀后堆成锥形，用铁

板从锥顶向底部压成厚度均匀的圆饼形状，用铁片画十字线，用四分法去掉任意对角的两份样品，按上

述方法缩分 3 次后，进行准确称重，记录该重量为 M（g），然后进行分离取出各样品中的杂质，对分离

出的杂质进行称重，记录该重量为 m1（g），以此计算产物纯度。 

B.2  计算方法 

磁性金属（铁）产物纯净度，a =
𝑀−𝑚1

𝑀
× 100%；                  …………………………[B.1] 

式中： 

a --------磁性金属（铁）产物纯净度，%； 

M--------磁性金属（铁）产物样品取样量，g； 

𝑚1------磁性金属（铁）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杂质量，g； 

 

塑料产物纯净度， b =
𝑀−𝑚1

𝑀
× 100%；                             …………………………[B.2] 

式中： 

b --------塑料产物纯净度，%； 

M --------塑料产物样品取样量，g； 

𝑚1--------塑料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杂质量，g；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纯净度， c =
𝑀−𝑚1

𝑀
× 100%；                …………………………[B.3] 

式中： 

b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纯净度，%； 

M -------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样品取样量，g； 

𝑚1--------非磁性金属（铜铝）产物样品中分离出的杂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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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废弃电冰箱磁性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的测算方法 

 

C.1  取样及测试方法 

取一个内尺寸约 170mm*170mm*140mm 的置物框，称其重量，记录为 m1（kg），然后随机取样，将破

碎分选后的磁性金属（铁）产物装入置物框，直到装满不能再装后，用刮尺刮平进行称重，记录为 m2（kg），

以此计算磁性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 

C.2  计算方法 

磁性金属（铁）破碎后堆积密度，e =
𝑚2−𝑚1

0.17∗0.17∗0.14
（𝑘𝑔/𝑚³）         …………………………[C.1] 

式中： 

e --------磁性金属（铁）产物破碎后堆积密度，𝑘𝑔/𝑚³； 

𝑚1--------物料框空重，kg； 

𝑚2--------物料框装满磁性金属（铁）后重量，kg； 

C.3  结果判断 

按上述方法随机取样测试 5次，其中测得值 3次及以上≥1，结果判断为≥1；否则判断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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