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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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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再制造，是指通过专门的工艺和技术手段，将蕴涵使用价值、由于功能性损坏或技术性淘汰等原因

不再使用的废旧产品进行修复、改造或升级，使之达到或超过原型新品所拥有的品质和性能。

再制造可实现废旧产品的再利用，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并减少温室气体等有害物

质的排放。再制造有助于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的铸造大国，也是铸造机械生产和使用大国，现行使用的不少铸造设备都属于老旧产

品，亟需更新换代，如果直接淘汰报废，将产生大量的废弃物，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发展铸造机械的

再制造非常必要。目前，我国铸造机械行业已出现有专业再制造企业，一些大型铸造机械生产商也已具

备一定的再制造技术和能力，但尚未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的再制造产业，尤其是缺少相关标准对铸造机

械再制造进行规范管理。

本文件旨在为再制造企业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可操作和符合经济性的有关铸造机械再制造的通用技

术规范，其目的在于：

——为铸造机械再制造提供要求和技术指导；

——提升铸造机械再制造产品的品质要求；

——促进铸造机械再制造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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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机械 再制造 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铸造机械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铸造机械再制造的基本要求、回收、拆解和清

洗/清理、零部件检测和再制造性评估、再制造设计、加工与装配、出厂验收、标识、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机械的再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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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711 铸造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7611 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通用要求及标识

GB/T 28619 再制造 术语

GB/T 31208 再制造毛坯质量检验方法

GB/T 32811 机械产品再制造性评价技术规范

GB/T 33221 再制造 企业技术规范

GB/T 35978 再制造 机械产品检验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6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再制造毛坯 remanufacturing workblank

蕴含使用价值，但由于功能性损坏或技术性淘汰等原因不再使用的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零部件。

[来源：GB/T 28619—2012,2.1，有修改]

3.2

再制造 remanufacturing

对再制造毛坯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其质量特性不低于原型新品水平的过程。

注1：其中质量特性包括产品功能、技术性能、绿色性、经济性等。

注2：再制造过程一般包括再制造毛坯的回收、检测、拆解、清洗、分类、评估、修复加工、再装配、检测、标识

及包装等。

[来源：GB/T 28619—2012,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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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产品 remanufactured product

经过再制造过程并达到再制造要求，重新上市销售的铸造机械产品（整机或零部件）。

4 基本要求

4.1 铸造机械再制造（以下简称再制造）过程应按设定的工艺流程进行（见附录 A），每一步骤完成

后均应进行评估，方可进入下一流程。

4.2 再制造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不应低于原型新品相关文件的要求。

4.3 再制造产品出厂前应按原型新品的要求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4.4 检验合格出厂的再制造产品应标注再制造标识。

4.5 再制造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装箱单、使用说明书，以及备/附件清单等同类新品所要求

的随机技术文件。

4.6 从事再制造产品的生产和/或服务性企业应符合 GB/T 33221 的规定。

5 回收、拆解和清洗/清理

5.1 回收

5.1.1 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零部件回收前应进行初步评估，以判断其是否适合于再制造。

5.1.2 对于判断有再制造价值的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零部件，应视为再制造毛坯进行回收；。

5.1.3 对于确定回收的尚在用户使用现场的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生产线，回收时应进行保护性拆除。

5.2 拆解

5.2.1 再制造毛坯拆解前，应根据其功能和性能状态制定合理的拆解方案。

注：拆解方案通常有：

a) 按拆解深度不同，可分为完全拆解、部分拆解、目标拆解；

b) 按拆解损伤程度不同，可分为破坏性拆解、部分破坏性拆解、无损拆解；

c) 按拆解工艺不同，可分为顺序拆解、并行拆解。

5.2.2 对于所有再制造毛坯，宜采用完全拆解，将其拆解至最小不可拆解单元。

5.2.3 拆解过程宜采用无损拆解，避免破坏性拆解。

5.2.4 拆解过程应根据再制造毛坯的具体情况选用相应的拆解方法。

注：常用的再制造拆解方法有：击卸法、拉拔法、顶压法、温差法、加热渗油法、切割加工法。

5.3 清洗/清理

5.3.1 拆解后的废旧铸造机械零部件（以下简称零部件）清洗/清理前首先应进行分类处理。

注：按清洗/清理去除的对象进行分类，可分为油污清洗、水垢清洗、表面涂装物清洗、锈蚀清理等。

5.3.2 零部件清洗/清理前应根据零部件的不同物理形状和拟去除的对象选择相应的清洗/清理方法。

注：常用的再制造清洗/清理方法有：手工清洗、溶剂清洗、酸/碱洗、饱和蒸汽清洗、超声波清洗、高压水射流清

洗、高温分解清洗、喷砂清理等。

5.3.3 零部件在清洗/清理及转运过程中，不应出现腐蚀、损伤零部件现象。

5.3.4 清洗/清理后的零部件应有防腐、防锈措施。

5.4 安全与环保

5.4.1 拆解过程中，应注意和防止燃油等易燃物引发火灾和烧伤、烫伤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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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优先选用安全、环保的拆解和清洗/清理工艺，选择无毒、无害的清洗剂。

5.4.3 应对拆解和清洗/清理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如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5.4.4 拆解和清洗/清理场地应根据不同的拆解和清洗/清理工艺要求设置通风、除尘、降噪、防渗等

设施。

5.4.5 拆解和清洗/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要求。

6 零部件检测和再制造性评估

6.1 零部件检测

6.1.1 拆解、清洗/清理后的零部件首先应进行检测，以便于再制造性评估。

6.1.2 零部件检测应根据零部件的不同特征和要求选择检测方法，如：

a) 目测：通过目测判断零部件表面是否有裂纹、刮伤、剥落、折断、缺口、重大变形、严重磨损、

烧蚀、腐蚀等缺陷；

b) 测量：对零部件的几何尺寸、几何公差、表面粗糙度等进行检测；

c) 耐压检测：对有耐压要求的零部件进行耐压试验；

d) 无损检测：在不损伤被检测对象的条件下，利用材料内部结构异常或缺陷存在所引起的对热、

声、光、电、磁等物理量的变化，来探测零部件内部或表面存在的缺陷。

6.1.3 零部件表面裂纹、内部质量，以及特殊性能的检测应按 GB/T 31208 的规定进行。

6.1.4 零部件检测应做相应的检测记录，检测记录应便于保存和查询。

6.2 再制造性评估

6.2.1 对于经拆解、清洗/清理并检测后的零部件，应在进行工况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技术、经济、环

境、安全等因素，按 GB/T 32811 的规定进行再制造性评估。

6.2.2 根据再制造性评估结果,应将检测后的零部件进行分类，分为直接使用件、可再制造件和弃用件。

6.2.3 直接使用件和可再制造件应分类存放，存放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7 再制造设计、加工与装配

7.1 再制造设计

7.1.1 再制造设计首先应根据再制造性评估结果及原型新品技术要求，制定再制造方案。

7.1.2 再制造方案应明确规定再制造产品的质量要求和再制造加工方法。

7.1.3 再制造方案确定后，应进行再制造产品的再制造图样和工艺设计等。

7.2 再制造加工与装配

7.2.1 再制造加工应严格按照相关设计图样和工艺规程进行。

7.2.2 再制造加工过程中添加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环保要求。

7.2.3 经表面工程技术加工的再制造零部件应对涂层质量进行检验及判定。

7.2.4 再制造产品的装配应参照原型新品装配要求及相关的规定进行。

7.2.5 零部件装配前应清洗干净，并符合原型新品的规定。

7.2.6 装配现场待装的零部件(包括更新件)应在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7.2.7 再制造产品的涂装应符合再制造设计要求并参照原型新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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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厂检验

8.1 再制造产品均应经再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再制造合格证明书后方可出厂。

8.2 再制造产品的检验应符合 GB/T 35978 的规定。

8.3 再制造零部件产品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外观、标识、出厂文件和包装。

8.4 再制造整机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按照原型新品出厂检验要求进行，并应包括再制造标识。

9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识

9.1.1 再制造产品生产商应在再制造产品外表面明显部位标注再制造产品标识；如果零部件外表面无

法标注标识的，应在零部件外包装标注标识。

9.1.2 标注在再制造产品上的标识应清晰可见、不易脱落，且不应损害产品的使用功能。

9.1.3 再制造产品标识的图形样式和规格应符合 GB/T 27611 的规定。

9.2 包装、运输和贮存

9.2.1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如适用）的明显位置上应有再制造产品标识。

9.2.2 再制造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应符合 GB/T 257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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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铸造机械产品再制造工艺流程

铸造机械产品再制造工艺流程见图A.1。

图 A.1 铸造机械产品再制造工艺流程图



GB/T XXXXX—XXXX

6

参 考 文 献

[1] GB/T 28619—2012 再制造 术语

[2] GB/T 32809—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清洗技术规范

[3] GB/T 32810—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技术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引  言
	铸造机械  再制造  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铸造机械再制造（以下简称再制造）过程应按设定的工艺流程进行（见附录A），每一步骤完成后均应进行评估，
	4.2　再制造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不应低于原型新品相关文件的要求。
	4.3　再制造产品出厂前应按原型新品的要求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4.4　检验合格出厂的再制造产品应标注再制造标识。
	4.5　再制造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装箱单、使用说明书，以及备/附件清单等同类新品所要求的随机技术文件
	4.6　从事再制造产品的生产和/或服务性企业应符合GB/T 33221的规定。

	5　回收、拆解和清洗/清理
	5.1　回收
	5.1.1　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零部件回收前应进行初步评估，以判断其是否适合于再制造。
	5.1.2　对于判断有再制造价值的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零部件，应视为再制造毛坯进行回收；。
	5.1.3　对于确定回收的尚在用户使用现场的废旧铸造机械整机或生产线，回收时应进行保护性拆除。

	5.2　拆解
	5.2.1　再制造毛坯拆解前，应根据其功能和性能状态制定合理的拆解方案。
	a) 按拆解深度不同，可分为完全拆解、部分拆解、目标拆解；
	b) 按拆解损伤程度不同，可分为破坏性拆解、部分破坏性拆解、无损拆解；
	c) 按拆解工艺不同，可分为顺序拆解、并行拆解。
	5.2.2　对于所有再制造毛坯，宜采用完全拆解，将其拆解至最小不可拆解单元。
	5.2.3　拆解过程宜采用无损拆解，避免破坏性拆解。
	5.2.4　拆解过程应根据再制造毛坯的具体情况选用相应的拆解方法。

	5.3　清洗/清理
	5.3.1　拆解后的废旧铸造机械零部件（以下简称零部件）清洗/清理前首先应进行分类处理。
	5.3.2　零部件清洗/清理前应根据零部件的不同物理形状和拟去除的对象选择相应的清洗/清理方法。
	5.3.3　零部件在清洗/清理及转运过程中，不应出现腐蚀、损伤零部件现象。
	5.3.4　清洗/清理后的零部件应有防腐、防锈措施。

	5.4　安全与环保
	5.4.1　拆解过程中，应注意和防止燃油等易燃物引发火灾和烧伤、烫伤等危险。
	5.4.2　应优先选用安全、环保的拆解和清洗/清理工艺，选择无毒、无害的清洗剂。
	5.4.3　应对拆解和清洗/清理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如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5.4.4　拆解和清洗/清理场地应根据不同的拆解和清洗/清理工艺要求设置通风、除尘、降噪、防渗等设施。
	5.4.5　拆解和清洗/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要求。


	6　零部件检测和再制造性评估
	6.1　零部件检测
	6.1.1　拆解、清洗/清理后的零部件首先应进行检测，以便于再制造性评估。
	6.1.2　零部件检测应根据零部件的不同特征和要求选择检测方法，如：
	6.1.3　零部件表面裂纹、内部质量，以及特殊性能的检测应按GB/T 31208的规定进行。
	6.1.4　零部件检测应做相应的检测记录，检测记录应便于保存和查询。

	6.2　再制造性评估
	6.2.1　对于经拆解、清洗/清理并检测后的零部件，应在进行工况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技术、经济、环境、安全等因素，
	6.2.2　根据再制造性评估结果,应将检测后的零部件进行分类，分为直接使用件、可再制造件和弃用件。
	6.2.3　直接使用件和可再制造件应分类存放，存放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7　再制造设计、加工与装配
	7.1　再制造设计
	7.1.1　再制造设计首先应根据再制造性评估结果及原型新品技术要求，制定再制造方案。
	7.1.2　再制造方案应明确规定再制造产品的质量要求和再制造加工方法。
	7.1.3　再制造方案确定后，应进行再制造产品的再制造图样和工艺设计等。

	7.2　再制造加工与装配
	7.2.1　再制造加工应严格按照相关设计图样和工艺规程进行。
	7.2.2　再制造加工过程中添加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环保要求。
	7.2.3　经表面工程技术加工的再制造零部件应对涂层质量进行检验及判定。
	7.2.4　再制造产品的装配应参照原型新品装配要求及相关的规定进行。
	7.2.5　零部件装配前应清洗干净，并符合原型新品的规定。
	7.2.6　装配现场待装的零部件(包括更新件)应在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7.2.7　再制造产品的涂装应符合再制造设计要求并参照原型新品的规定。


	8　出厂检验
	8.1　再制造产品均应经再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再制造合格证明书后方可出厂。
	8.2　再制造产品的检验应符合GB/T 35978的规定。
	8.3　再制造零部件产品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外观、标识、出厂文件和包装。
	8.4　再制造整机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按照原型新品出厂检验要求进行，并应包括再制造标识。

	9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识
	9.1.1　再制造产品生产商应在再制造产品外表面明显部位标注再制造产品标识；如果零部件外表面无法标注标识的，应在
	9.1.2　标注在再制造产品上的标识应清晰可见、不易脱落，且不应损害产品的使用功能。
	9.1.3　再制造产品标识的图形样式和规格应符合GB/T 27611的规定。

	9.2　包装、运输和贮存
	9.2.1　再制造产品包装物（如适用）的明显位置上应有再制造产品标识。
	9.2.2　再制造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应符合GB/T 25711的规定。


	附录A
	(资料性)
	铸造机械产品再制造工艺流程
	图 A.1  铸造机械产品再制造工艺流程图
	参 考 文 献
	[1]  GB/T 28619—2012  再制造 术语
	[2]  GB/T 32809—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清洗技术规范
	[3]  GB/T 32810—2016  再制造 机械产品拆解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