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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属熔炼行业作为玉环县水暖阀门、汽摩配两大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全县有熔炼企业 300 多家,

为 52%的水暖阀门、汽摩配企业提供配套支撑。目前玉环熔炼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能耗高、污染重、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发展玉环金属熔炼行业的建议性对策。
[关键词] 金属熔炼行业；现状；对策
1 熔炼行业现状

熔炼种类包括再生铜、再生铝和再生锌,而玉环当地需求的

根据生产工艺不同,玉环熔炼企业分为废旧有色金属熔

铝锭、锌锭基本上以外购为主,对县内的再生铝、再生锌熔

炼、有色金属铸造和钢铁铸造三大类,以生产铜、铝、锌、

炼企业依存度较小,这部分企业通常环境污染相对较大,且

钢、铁等金属产品为主。现状还存在生产的企业有 384 家,

国家规定的准入条件较为严格,不适合在玉环当地发展。

现存熔炼企业具体情况见表 1。
企业类型

企业数
量,家

产值,万元 产能,吨

金属原料
使用量,吨

998600.7 420061.2 432206.8

2.3 工艺设备落后
用电量,万度

吨

地面积,m2

25211.76

425764

212891.9

废旧金 再生铜

268

属熔炼 再生铝
企业 再生锌

3

11594

7322

7560

156

16050

3400

7

6197

9957

9795

65

413

4050

有色金 铜铸造

27

67275.21

8092.63

9777.75

1214.76

28328

6925

属铸造 铝铸造
企业 锌铸造

22

113299

23674.59 25223.01

2770.17

68847

6761.74

14

18941

8974.58

491.88

27500

2566

30130

34398.2

4427

6500

钢铁铸

铸铁

33

70450

86798

造企业

铸钢

10

16733

9607

合计

9174.58

117376.9 1987279.9
12295

5245

384 1303089.91 574487 623409.04 2022434.47 601459 277492.84

表1

玉环县熔炼企业数量较多,县域内企业“低、小、散”

用水量, 熔炼车间占

玉环熔炼产业现状情况

2 熔炼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空间布局不合理
玉环县熔炼行业企业遍布玉环各乡镇街道,虽然部分企
业位于县级工业区内,但还有大部分企业分布于工业集聚区
之外或者在乡村中,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城市发展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由于熔炼行业发展较早,加
上城镇建设的不断扩大,现有的大部分企业已逐步被居民住
宅包围,且多数企业使用废杂金属作为原料,为再生金属生
产企业,使得大部分企业离居民区距离达不到相关防护距离
要求,对附近居民的环境影响较为严重。
2.2 产业结构不合理

现象普遍存在,虽然一些规模上的大企业工艺设备相对较先
进,但是一些非法熔炼个体户和小企业,不仅存在产能不足、
规模达不到要求等问题,工艺设备还较落后,仍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土炉等落后生产设备。
2.4 污染防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金属熔炼企业产生的污染物对外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废
气和固体废物,在废气处理上,只有部分企业建有较为完善
的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引风机或直接排
放,对局部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和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
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使用废杂金属作为原料,
这些原料含有塑料、橡胶、油漆、油污等含氯物质,在不完
全燃烧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但是绝大部
分可能产生二噁英的企业未建设二噁英防治设施。在固体废
物存储和处置上,大部分企业的固废临时堆场都极不规范,
部分企业为露天堆放,且地面未做任何防渗处理,危险废物
转移处置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虽然金属熔炼企业基本
无工艺废水排放,但是地面上携带重金属、有机物的油污或
泥土可能随雨水和地面冲洗废水进入外环境,对水环境造成
一定的污染。

熔炼行业作为玉环县主导产业汽摩配、水暖阀门的配套

3 熔炼行业发展的建议性对策

产业,目前经营方式主要为对外加工和企业自己配套生产。

3.1 熔炼行业发展定位

这些企业大小参差不齐,从非法小企业、小个体户到规模上

(1)布局合理,企业入园,形成产业集聚群。

企业都有存在,且多数企业生产规模偏小,80%以上的废旧金
属熔炼企业年产量低于 3000 吨,铜棒含铅量在 1.5%~3%之间,
熔炼产品附加值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绝大部分企业

(2)通过兼并重组,对外加工为主的企业形成规模化,提
升熔炼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使玉环熔炼行业处于省内及国内
领先水平。

使用废旧金属原料为主,金属熔炼技术、装备水平和清洁生
产水平不高,综合能耗、污染物排放、资源回收利用率等关

(3)优化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熔
炼产品。

键指标与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产品档次不高。
此外产业内产品结构也不合理,目前,玉环县废旧金属

(4)企业设备先进、技术领先,拥有各类先进熔炼工艺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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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完备,环保技术装备水平先进,节能
减排和综合利用达到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6)熔炼企业规模适度,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超过
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
3.2 发展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

干型铸造工艺。提倡采用中频炉替代冲天炉,大批量生产铸铁
件产品采用冲天炉、电炉双联熔炼工艺,推广采用大容量(10 吨
以上)、长炉龄(一次开炉连续使用 4 周以上)、富氧、外热送
风、带有布袋除尘的冲天炉。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减少铸造
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3.2.1 发展布局调整

金属压延加工企业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对生

以熔炼工业园建设为重点,合理规划熔炼工业园,逐步聚
集选址不合理企业,进行集中发展、集中治污。
3.2.2 产业结构调整

产车间工段的布置应优化合理,缩短物料输送距离。尽可能采用
新型高效低噪设备,合理布置高噪设备在车间内的位置,及时淘
汰落后设备、废旧设备,避免因设备不正常运转产生高噪声。

玉环熔炼行业的种类有：废旧有色金属熔炼(再生铜、再

3.3 发展规模及总量控制

生铝、再生锌)、铸钢和铸铁、有色金属铸造(铜铸造、铝铸造、

3.3.1 发展规模控制

锌铸造)、金属压延加工等。根据玉环县各行业对各种类型熔

为了实现整个产业链的良性发展、以及经济效益与环境

炼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以及不同熔炼企业准入条件不同,引

效益的相协调,熔炼行业应保持与汽摩配、水暖阀门行业同

导和优化再生铜熔炼、铸钢和铸铁、有色金属铸造、金属压延

步发展速度,但是,考虑目前再生铜企业的铜棒产量已相对

加工等企业的发展。目前,再生铜熔炼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为

过剩,应适当放慢发展速度,防止产能过剩对环境容量造成

低端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低,今后重点发展技术含量

的压力。因此,建议到 2020 年,再生铜企业总体规模控制在

和附加值高的产品,控制黄铜棒中铅含量在 2%以下,重点发展

68 万吨以下,铸铁企业总体规模控制在 15 万吨以下,铸钢企

无铅铜棒。

业总体规模控制在 2.0 万吨以下,铜铸造企业总体规模控制

鉴于《铝行业准入条件》和《铅锌行业准入条件》中对于
再生铝和再生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较高,而且目前玉环绝大部

在 2.0 万吨以下,铝铸造企业总体规模控制在 6.0 万吨以下,
锌铸造企业总体规模控制在 2.0 万吨以下。

分企业使用的铝锭、锌锭以购自外地为主,对于本地再生铝、

3.3.2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再生锌熔炼企业依赖性较小,玉环当地再生铝、再生锌企业本

为了确保熔炼行业发展过程中减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

身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生产过程环境污染较大。因此,控制再

需对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做到增产不增污。熔炼

生铝、再生锌熔炼企业发展,不再新建再生铝、再生锌熔炼企

行业基本无生产废水排放,污染物主要是以废气为主,废气

业。

污染物中,以烟尘为主,还含有少量的铜、锌、铅等金属和金

根据企业性质不同进行分类管理,鉴于对外加工企业与配

属氧化物以及氟化物等。因此,总量控制选取综合指标烟尘

套加工企业各自发展重点不同,引导其进行科学合理发展,对

和重金属指标铅作为总量控制因子。

外加工熔炼企业向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配套加工企业有

3.4 新建熔炼企业准入要求

条件地限制废旧金属熔炼生产,鼓励直接采用铜锭(紫铜)、铝

新建项目要与淘汰区域内落后产能相结合,现有熔炼企

锭、锌锭等产品铸造金属制品,配套加工企业进行废旧金属熔

业的改、扩建和技改项目,必须坚持新增产能与淘汰产能“等

炼的,须建立规范化的熔炼车间及其污染防治措施。

量置换”或“减量置换”的原则,鼓励“上大压小”
、
“扶优汰

3.2.3 工艺设备改进

劣”,提倡熔炼企业兼并重组,以腾出的能源、环境指标,在熔

再生铜熔炼宜采用生产效率高、工艺先进、能耗低、环保

炼园区、县级工业功能区内适当发展一批规模大、技术先进

达标、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快速熔化感应电炉、倾动式阳极

的建设项目,促使一批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产业的健康发展。

炉、竖炉及其它新型强化熔炼炉。提升再生有色金属熔炼工艺

3.4.1 用地指标和规模要求

智能化控制技术和再生有色金属物料自动配比水平。

熔炼企业环境准入指标具体见表 2。

对各种废杂金属原料,宜采用干燥器中热处理除油、介质

表2

环境准入指标

分离和磁选去除含铁物质、表层碾磨处理(须有有效的收尘系

生产规模
类别

统并回收其他金属)、风力或密度分选、离心分选等先进预处
理工艺及其他机械化预处理设施,分离混杂在废金属中的塑
料、橡胶、钢铁、树脂、油污、油漆等其他物质并尽量综合利
用,减少后续熔炼过程中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产生。
钢铁铸造行业要根据所生产铸件的材质、品种、批量,合
理选择粘土湿型砂、树脂自硬砂、水玻璃自硬砂、熔模精铸、
消失模铸造、金属型铸造(重力、离心、高压压力、低压等)先
进的造型工艺,以及冷芯盒、覆膜砂壳芯、热芯盒等制芯工艺；
有选择地采用机械化、半自动及自动造型生产线；淘汰粘土砂
22

用地指标

再生铝

废旧有
色金属

再生铜

熔炼

再生锌
铜铸造

有色金
属铸造

铝铸造

铸钢和
铸铁

铸铁
铸钢

锌铸造

污染物指标

=0.8m 2/吨 产 品
=1.5m 2/吨 产 品
=1m 2 /吨 产 品
2

=1m /吨 产 品

新建
= 5 万 吨 /年

改 造 、扩 建
= 3 万 吨 /年

= 2 万 吨 /年

= 1 万 吨 /年

= 5 万 吨 /年

= 2 万 吨 /年

=2000 吨 /年

=1000 吨 /年

=1000 吨 /年

= 500 吨 /年

= 10000 吨 /年
=8000 吨 /年

=5000 吨 /年
=4000 吨 /年

废气收集率
除尘效率

= 99%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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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工艺装备要求

(3)新、改、扩建熔炼项目须采用高效布袋收尘+水喷淋、

(1)鼓励采用清洁能源,有色金属熔炼铸造、金属压延禁

高效布袋收尘+沉降室、旋风除尘器+水喷淋等二级联合处理

止使用燃煤或焦炭,宜采用感应电炉,或采用轻柴油或天然

工艺对熔炼废气进行治理,确保除尘效率在 99%以上。采用

气等清洁燃料；钢铁铸造宜采用感应电炉或采用外热送风水

脱硫塔、弱碱性喷淋塔对熔炼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硫酸

冷长炉龄大吨位(15 吨/小时以上)冲天炉。

雾、氟化物等气体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吸收。

(2)新建熔炼项目禁止采用无磁轭的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无芯工频感应电炉、GGW 系列中频无心感应熔炼炉、直
接燃煤的反射炉、熔化率≤5 吨/小时的冲天炉等国家及省
相关产业政策已淘汰设备。

(4)产生二噁英污染的熔炼企业须建立有效的二噁英污
染防治措施。
3.4.3.3 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置措施
(1)固体废弃物处置应符合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

(3)金属熔炼过程中应选用环保型的覆盖剂、熔剂、精

要求。设置规范的固废堆场,各类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存放

炼剂等,降低添加剂可能带来的污染。选用环保高效的清渣

场所应符合《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国家相关法律

剂代替传统的清渣剂。

法规要求。

3.4.3 污染防治措施要求

(2)对于熔炼废渣、飞灰等固废,要求统一按危险固废来

3.4.3.1 水污染防治措施

进行管理和处置,并建设符合国家要求的危险废物临时贮存

(1)加强企业的废水收集和处理,实现清污分流和污污

场所,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同时严格执行危

分治,并配套合适的废水处理设施。
(2)应当有效预防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废水管道应满足
防腐、防渗漏要求,易污染区地面应进行防渗处理。废物收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3.4.3.4 其他污染防治措施
(1)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集场所的地面应硬化、防渗处理,四周建围堰并宜采取防雨

(GB12348-2008)。新建项目必须在厂界噪声排放达标后才能

措施,雨水排放口应设置检查井。

正式投产。

(3)废气喷淋水、堆场渗滤液、初期雨水、场地冲洗水
和生活污水应纳入相应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
(4)冷却水应循环使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80%。
3.4.3.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排放均应分别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 准 》 (GB9078-1996)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采用火法对废金属危险废物进行预处理的,应当满足《危险
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中有关要求和有关
地方标准的规定。
(2)金属熔炼、精炼、浇铸、清理和废旧金属原料的预
处理、中间物料破碎等产生污染物的部位,可采取局部密闭、
整体密闭和密闭小室等不同的密闭方式,安装良好的负压集

(2)企业须有防止粉尘、有害气体、噪声等职业危害防
治措施,并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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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统,并配套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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