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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产业的绿色制造与可持续发展"

杨金堂 龙 华 李公法
（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湖北 武汉 345567）

摘 要：从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回收、汽车的绿色再制造等方面论述了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

推行绿色维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针对目前在制造、维修过程中的废弃物处理方式及其危害性，从

设计、制造及回收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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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行

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传统的汽车

产业建立在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的基础之上，随着

汽车使用量的增加，报废汽车的数目也与日俱增，报废

汽车的堆放造成了严重的土地、空气和水域污染。在

环保压力和资源紧缺的形势下，为了谋求长远发展，如

何在保持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和

能源的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汽车绿色设计是汽车绿色制造的基础

绿色设计可以将污染和浪费在制造的源头加以限

制。产品绿色设计应该能够充分利用资源，有较高的

原材料利用率，产品无害于人体的健康和生态环境。

反之，则要受到淘汰和限制。另外，在设计过程中，还

应该注意到生产的规模，它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和污染

物排放量的多寡以及经济效益有直接影响。例如，汽

车制造企业废钢材回收的经济效益与制车的规模密切

相关，日产 755 台的造车厂为废钢材回收的最小规模，

日产 355 台车和更大规模的造车厂才有可能产生废钢

材回收的经济效益。

汽车绿色设计除考虑传统设计所满足的产品技术

功能目标和经济目标外，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7）汽车产品的原理设计与结构设计，要便于

退役汽车零部件的重用或补修，材料要综合利用，报废

零件要便于材料分类处理；（1）合理使用原料；（4）考

虑汽车产品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3）合理利用

能源；（Q）汽车产品制造工艺的合理性；（R）设计合理

的产品包装材料；（S）不可再生废物的利用。

从能源角度设计电力或清洁燃料的汽车，并且在

其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到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等过程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环境性能作为设计目标和出发

点，力求汽车成为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最小、资源效率

最高、能源消耗最低，在特定的技术标准下生产出来的

绿色产品。因此，绿色汽车集新能源技术、高新材料技

术、应用电子技术、环保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先进制造

技术等现代高科技于一身，并成为无污染、健康、安全

和节能的交通运输工具。

/ 汽车产品的绿色材料

对于材料资源，从可选用的材料中遵循选取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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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原则，少用短缺或稀有的原材料，多用废料、余

料或回收材料作为原材料，尽量寻找短缺或稀有原材

料的代用材料；减少所用材料种类，并尽量采用相容性

好的材料，以利于废弃后产品的分类回收，尽量少用或

不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优先采用可再利用或再循环

的材料。在汽车零部件设计时，采用模块化设计，减少

零部件数目，增加汽车的可拆卸性与回收性。如德国

奔驰汽车公司把汽车可回收性作为主要的目标列入开

发计划，提出下一个目标是开发一切都能回收的汽车。

绿色汽车整体设计时，应考虑到汽车在运行及停放时

占用空间的问题，尽量缩小体积。现代汽车设计中为

了达到美观、耐用、耐腐蚀等要求，大量使用涂镀材料，

这不仅给汽车废弃后回收再利用带来困难，而且大部

分涂料本身有毒，涂镀工艺过程也会给环境带来很大

的污染。因此，要减少涂镀工艺。

原材料的质量对制造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生产

的产出率和废物的产生量。如果原材料含有过多的杂

质，生产过程中就会发生一些不期望的反应，产生一些

不期望的产品，这样既加大了处理、废物的工作量和费

用，同时增加了原材料和废物的运输成本。

绿色材料选择技术是一个系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

复杂问题，具体表现在：（4）绿色材料尚无明确界限，

实际中选用很难处理；（1）选用材料时，不能除考虑其

绿色性，还必须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和成本等多方面

的要求，这些更增添了面向环境的产品材料选择的复

杂性。

! 汽车产品的绿色回收

产品回收是产品废弃以后，对产品进行回收处理

的过程。传统设计方法很少考虑产品的回收阶段。而

在绿色设计中，产品回收则是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

为绝大部分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报废回收阶

段。产品的回收一般包括重用、零部件回收、材料回收

和废弃物处理等。重用是指产品经过稍微的修理或更

新以后，直接用于和原来相同的场合。零部件回收是

指产品不能整体重用，只有部分零部件可以用于和其

设计目的相同的场合。材料回收是指对没有使用价值

的零部件或产品回收其构成材料。废弃物处理是指无

法回收的材料经过无害化处理后进行填埋或焚烧。产

品的回收一般先要进行回收决策，按照最大回收资源

和能源的原则进行回收。

对产品的绿色使用目前主要集中在延长产品的使

用周期和减少使用中的能源浪费及环境污染。延长产

品生命周期可以最终减少产品报废后的各种处置工

作，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增

加产品的可维护性是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方

法。为此，必须在设计阶段就考虑产品的拆卸性，尤其

是易损件的拆卸和维修。

绿色处理技术，一方面是指在具体的产品生产过

程中，要注意对流失的物料和产生的废料进行回收，返

回到流程中或经处理后作为原料回用或被用做其它生

产中的原料再利用，建立从原料投入到废物循环回收

利用的生产闭合回路，使工业生产过程不对环境构成

任何危害或危害最小化。另一方面，主要是指产品生

命周期终结后，要采用绿色处理技术对其进行回收处

理，若不回收处理，将造成资源浪费并导致环境污染。

目前的研究认为面向环境的产品回收处理是个系

统工程，从产品设计开始就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并作

系统分类处理。产品寿命终结后，可以有多种不同的

处理方案。各种方案的处理成本和回收价值都不一

样，需要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与评估，确定出最佳的回

收处理方案，从而以最少的成本代价，获得最高的回收

价值，即进行绿色产品回收处理方案设计。评价产品

回收处理方案设计主要考察三方面：效益最大化、重新

利用的零部件尽可能多、废弃部分尽可能少，如图4。

" 绿色汽车的再制造技术

实施汽车绿色再制造工程不仅可以尽可能地回收

废旧汽车中可利用的零部件和材料，而且还可以最大

（下转第 21 页）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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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目前已成为高速、超高速磨削领域研究的热

点。高速、超高速磨削加工装备采用超高速、大功率主

轴系统，砂轮自动平衡，砂轮数控精密修整，精密微量

进给，磨削液高效率精密过滤系统，高压冷却系统，在

线精密测量，多传感器融合，合理机床布局，电主轴和

直线导轨，高刚度，高稳定性机床结构，高热稳定性，高

抗吸振性，高力学性能的先进机床材料，高性能数控系

统，全数字化精密伺服驱动，智能化控制等多种新技

术，也将会提高机床工艺系统的整体绿色水平［44 5 41］。

! 结语

绿色磨削作为现代磨削技术的新发展方向，符合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绿色制造的必然要求，近年

来已引起国内外工程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绿色磨削

机理的研究，以绿色磨削数据库和知识库为支撑，借助

于计算机仿真与数字化技术、信息集成技术及磨削专

家系统，优化改进现有磨削工艺，开发新型绿色磨削加

工技术和机床设备，对磨削工艺过程进行合理规划并

开发绿色磨削新工艺，科学合理地评价磨削工艺绿色

度，从而推进绿色磨削工艺和技术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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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利用在汽车全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能量和材

料，如在汽车维修阶段换下的材料，既可采用绿色再制

造技术进行修复、再生，也可以进行材料回收、重熔，使

之作为汽车的原材料，也可稍加改变而作为材料参与

其他产品的生命周期循环，如图 2。

! 结语

中国被公认为最近几年来最大的汽车市场，如果

我国不能顺应环境与能源挑战的新趋势，那么我国的

汽车工业必将被时代所淘汰，因此我国更有必要加快

发展自己的“绿色”汽车。“绿色”汽车的研发将是我

国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汽车成型初期期间，

绿色零件设计的开发和对绿色材料的选用，及汽车使

用中和报废后对零件或材料维修后的再利用，可大大

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环境与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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