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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邦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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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材
料
基
地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9481万元

定位：集团总部、新材料基地，占地近10万㎡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定位： 电池循环基地，占地约43万㎡

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00万元

定位：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循环基地，占地近3万㎡

电
池
循
环
基
地

汽
车
循
环
基
地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承担企业

电池资源回收处理规模和循环产能跃居中国首位

2017年实现人民币35亿营业收入

累计申请专利144件；起草制定国家地方及行
业标准7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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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动电回收政策

二、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三、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1. 中国动电回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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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发布时间 颁布部门 摘要

1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2004.05.21 发改委
第八条 国家引导和鼓励发展电动汽车、车用动力电池等新型动力的研究和产
业化，重点发展混合动力汽车技术，促进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和使用。

2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2006.06.02 发改委、 科技部等
第十五条 电动汽车（含混合动力汽车等）生产企业要负责回收、处理其销售的
电动汽车的蓄电池。

3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2007.05.01 商务部、 环保部等
对从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经营规则作出相关要求，以及各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
的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责划分作出要求。

4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

2010.10.10 国务院
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
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相关前沿技术研发，大力推进高能效、
低排放节能汽车发展。

5
关于进一步做好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
通知

2011.10.14 财政部、 工信部等
第二章 第五条 规定了整车或电池租赁企业要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处理体系，落实
动力电池回收责任，制定相关的回收服务承诺，建立相应的处理能力。

6 关于印发电池行业清洁生产
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1.12.25  工信部
落实《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加大对废旧电池再生利用行业
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

7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2012.06.28 国务院
提出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建立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理体系；
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加强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电池回
收利用企业。

8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的指导意见

2014.07.21 国务院
第三章 第十条 研究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政策，探索利用基金、押金、强制回
收等方式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建立健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

9 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

2015.03.26 工信部
第七章 第二十一条 规定企业应会同汽车整车企业研究制定可操作的废旧动力蓄
电池回收处理、再利用的方案。

10
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的通知

2015.04.22 财政部等四部委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企业应承担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主体责任；
补贴政策退坡：2017－2018 年补助标准在2016 年基础上下降20%，2019－
2020 年补助标准在2016 年基础上下降40%

1.1 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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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发布时间 颁布部门 摘要

11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

2015.09.29 国务院 第四章 第二十条 规定依托示范项目加强电池梯次利用。

12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2015年版）

2016.01.05 
发改委、 工

信部等
建立上下游企业联动的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落实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13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条件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2016.02.04 工信部
从企业布局、规模、装备、工艺、资源利用、能耗和环保等多方面对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提出了要求。

14 关于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企业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2016.04.29 工信部
为规范企业申报流程和要求，贯彻实施动力蓄电池相关标准，对材料符合性
和地方初审要求、产品标准符合性要求和年度报告提交要求进行了规定。

15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16.06.14 环保部
未将锂离子电池列为危险废物，动力电池也未列为危险废物。新增了危险废
物豁免管理清单。

16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2016.07.29 工信部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地区各选择一个城市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并以试点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区域辐射。实施年限为
2年。

17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

2016.08.12 工信部
第十七条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为每一辆新能源
汽车产品建立档案，跟踪记录汽车使用、维护、维修情况（包括动力电池回
收和处置情况）。

18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
分并行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6.09.21 工信部
2018 至 2020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8%、10%、12%。
2020 年以后的比例要求另行制定。
新能源汽车积分可自由交易，但不可结转。

19
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7年）
（征求意见稿）

2016.11.22 工信部
第七章（二十四）规定企业应满足国家和地方关于动力电池产品回收利用相
关的政策法规要求。

20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6.12.01 工信部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模式，加强动力电池回收管理。

1. 中国动电回收政策

1.2 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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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发布时间 颁布部门 摘要

21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2016.12.26 环保部
贯穿废旧电池的分类、收集、运输、综合利用、贮存和处理处置等全过程，为全过
程污染防治提供了参考依据。

22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
方案

2017.01.03
国务院
办公厅

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应负责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络，利用售后服务网
络回收废旧电池，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应实行产品编码，建立全生命周期追溯系
统。

23
关于加快推进再生资源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7.01.25
工信部

等三部委
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建立完善废旧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标
准体系，推进废旧动力电池梯级利用。

24
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
展行动方案

2017.03.01
工信部

等四部委

持续提升现有动力电池的性能质量和安全性，降低成本，2018年前保障高品质
动力电池供应；大力推进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2020年实现大规
模应用；着力加强新体系动力电池基础研究，2025年实现技术变革和开发测试。

25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04.25

工信部、
发改委、
科技部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推进动力电池梯
级利用。

26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
级利用产品标识认定制度

讨论中 工信部

27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电
池产品编码规则

讨论中 工信部

28
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
及溯源管理体系建设

讨论中 工信部 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对动力蓄电池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

1. 中国动电回收政策

1.3 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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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产量/万辆 销量/万辆

2009 0.52 0.52 

2010 0.72 0.59 

2011 1.28 0.82 

2012 1.26 1.28 

2013 2.39 2.48 

2014 7.85 7.48 

2015 37.89 33.11 

2016 51.70 50.70 

2017年1-5月 14.72 13.57

累计 118.33 110.55

2009年~至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情况一览表

中国动力电池报废量预测（万吨）

预计 2018 年动力电池的报废量增长率较高，主要原因是 2014-2015 年动力电池快速增长，集中

在 2018 年左右大规模退役。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动力电池的报废量还会逐年增长，到

2020 年动力电池报废量将达到 24.8万吨。

报废量, 

2014, 0.72

报废量, 

2015, 1.02

报废量, 

2016, 1.39

报废量, 

2017F, 

2.79

报废量, 

2018F, 

6.39

报废量, 

2019F, 

13.65

报废量, 

2020F, 

24.76报废量

2. 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2.1 新能源汽车及报废动力电池规模



2. 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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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下游合作

Finished by Brunp Elvs

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



2.3 合作经验--电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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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普以废旧电池为研发和回收对象，采用先进的分离和合成技术，短程、高效回收电池中镍、钴、

锰、铜、铁、铝、锂等元素，再通过企业独创的“逆向产品定位设计”，生成性能卓越的高端NCM前

驱体材料，是实现废旧电池到电池材料的定向循环关键。

2. 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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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作经验—整车企业

邦普以新能源汽车上的动力电池为回收对象，首先获得整车企业的授权，作为旗下动力电池的定点回

收商，回收途径分为：

①整车企业试验阶段报废的动力电池；②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在使用过程去4S店更换的车载动力电池；

③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报废汽车时随车报废的动力电池

整车生产企业

营销网络（4S
店）

消费者

邦普

新车销售

随车报废更换动电

试验报废

使用报废

新车销售

2. 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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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通知邦普

邦普制定计划

邦普反馈供方

按计划运输

告知时间、地点、数量、车型

运输公司：具有专业运输资质、经验丰富

运输时间：正常4天，不可抗力因素下10天

运输路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简便安全的路线

邦普在全国有112个网点

24小时内上门提供一条龙全流程服务

0731-87701817

2.5 回收网点

2. 动电回收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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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世界电池回收技术

3. 动电收回技术概况

国家 公司 回收技术

比利时 Umicore
高温处理，回收多金属合金；多金属合金再经湿法分离提纯各种盐产
品。

日本

三菱金属
镍氢电池处理技术先进，利用镍氢电池直接生产镍铁合金，产品质量
好、回收率高、能耗低。

JX（日矿） 利用湿法冶金工艺，从锂电中回收硫酸镍、硫酸钴等；

美国 Retriev Tech.

Retriev Technologies公司有近30年电池回收经验，其主要工艺是利
用机械法和湿法冶金工艺。首先用液氮冷却放完电的电池，然后进行
破碎处理，再将破碎处理物进行分离，得到塑料混合物和金属混合物。
金属氧化物通过湿法浸取得到钴盐、锂盐、镍盐。

英国 AEA
AEA公司在低温下破碎分离电池外壳，以乙腈为介质提取电解液，以
N-甲基吡咯烷酮为介质溶解粘合剂。然后对固体分选得到铜、铝和塑
料。在LiOH溶液中电沉积回收钴，得到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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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邦普动力电池循环工艺

回收动力电池

探伤检测

模组无损拆解

单体拆解

分选

短程回收

粗制金属

定向循环

循环正极材料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有限资源，无限循环！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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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研发和设计 Independentl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自动进料
Auto-feed

激光测距视觉系统
Vision System for laser ranging

三轴精密定位系统
ALI-Mate 3X

自动切割单体
Automatic dismantling cell 

自动分离电芯
Automatic separating cell

新一代全自动单体拆解机

3.3 动力电池自动拆解技术



3.4 动力电池信息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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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山电脑 PDA

采购与库存
Purchase and stock

触控屏Touch Screen电脑PC

信息输入
Input infor.

记录与追踪
Record and trace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3.5 镍钴锰定向循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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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锂离子电池
放电池

（放电）

电池储仓 电池热处理提升机

天然气

尾气处理系统

烟囱

输送机

热处理后料储仓

旋风分离器

分选系统一

铜渣仓 铁渣仓破碎系统二

电池分料

旋风分离器

输送机

分选系统二

电池粉
（A）

电池粉
（B）

铜渣

铁渣

电池电芯Battery core

破碎
Crush

铁
Te

铜铝
Al.Cu

正极粉
Positive 
powder
（PP）

分选
Screenin

铜箔
Copper 

foil

分选
separation

铝箔
Aluminu

m
foil

分选
separation

PP

石墨粉
Graphite 
powder
(GP）

杂质铁
admi-
xture 
iron

GP

（1） 预处理技术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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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纯、合成技术

电池粉Battery powder

酸浸Acid 

leaching

化学除杂
Chemical 
purified

萃取
Solvent

extraction 

镍钴锰氢氧化物
Nickel cobalt manganese 

hydroxide

镍钴锰酸锂
NMC cathode materials

碳酸锂
Lithium 

carbonate

共沉淀
Co-

precipitation

煅烧

Sintering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3.6 氨氮废水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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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水去储罐

氨水泵

氨水周转罐
（氨水中NH3含量

≥12%）

冷凝塔

冷却水循环泵

凉水塔

废氨水缓冲罐 提升泵 废水去中和池
（氨水中NH3含量

≥12%）

离心泵

废氨水收集池

热交换器

汽提塔

蒸汽来自
锅炉房

氨氮废水资源化利用项目

是邦普与中国科学院过程研究

所合作开发项目，在行业内率

先实现了利用精馏塔板原理从

废水中分离、浓缩、提纯、回

收利用氨氮的工业应用，是锂

电和镍氢材料领域第一个实现

氨水循环利用的项目。

处理前废水：3-4g/L    
处理后废水：＜15mg/L
处理能力 ：600t/d

氨氮资源回收率≥99%   
回收氨浓度：12-16%wt

技术指标：

3. 动电回收技术概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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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关 注！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