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1

锅炉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锅炉是重要的能源转换设备，广泛应用于电力、供热、石化、

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多个行业。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各类锅

炉保有量约 35 万台，年消耗能源约 20 亿吨标准煤，碳排放量占全

国碳排放总量约 40%，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最大的高耗能设

备。近年来，我国锅炉生产制造技术不断提升，锅炉运行节能环保

水平显著提高。但总的看，一些工业锅炉运行能效水平依然较低，

电站锅炉系统能效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锅炉节能降碳改造潜力较

大。同时，我国废旧锅炉处置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仍存在堵点，报

废锅炉高效规范处置水平、旧锅炉及相关零部件回收利用能力有待

提升。需要统筹有序推进锅炉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

链循环畅通，推动锅炉和相关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通过实施锅炉更新改造，带动工业锅炉、电站锅

炉平均运行热效率较 2021 年分别提高 5 个百分点、0.5 个百分点，

实现年节能量约 300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8000 万吨。

废旧锅炉规范化处置和回收利用水平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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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锅炉更新改造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锅炉供给能力。鼓励锅炉生产制造企

业通过提高参数、采用新型热力循环等方式，提升新增电站锅炉能

效水平。支持锅炉生产制造企业采用《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0 年）》

等提出的先进技术，提升新增工业锅炉能效水平。鼓励锅炉生产制

造企业加强能源系统管理，对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等进行升级改造，

引导锅炉设计制造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推动锅炉生产制

造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完善产品数据库，跟踪产品使用情况，

形成有效反馈机制。燃气锅炉生产制造应按照《锅炉节能环保技术

规程》（TSG 91）设计排烟温度，鼓励生产制造冷凝式燃气锅炉。

（二）有序实施在运锅炉节能降碳改造。以供热、石化、化工、

钢铁、有色金属等持续用热用能行业为重点，支持对运行效率低于

《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TSG 91）能效限定值和《工业锅炉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能效 3 级的工业锅炉开展节能

降碳改造。鼓励结合实际采用自动化控制、燃气锅炉冷凝化、燃煤

锅炉可再生能源耦合、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燃烧优化调整、换热系

统改造等手段，协同实施工业锅炉节能降碳改造。结合煤电机组“三

改联动”工作，按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

水平（2022 年版）》有关要求，对电站锅炉实施主辅机匹配、换热

系统优化、余热深度利用、提高温度参数等节能降碳改造和灵活性

改造。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稳妥推进超期服役煤电机组锅炉的延

寿提效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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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步淘汰低效落后锅炉。严格执行《锅炉节能环保技术

规程》（TSG 91）强制性安全技术规范和《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4500）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销售能效水

平低于能效限定值和能效 3级的工业锅炉。推广大型燃煤电厂供热

改造，充分挖掘供热潜力，推动淘汰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分散燃

煤供热锅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

煤锅炉。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要求，有序

淘汰退出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固定炉排燃煤锅炉（双层

固定炉排锅炉除外）、不达标的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级及以下的常

规燃煤火电机组（综合利用机组除外）、以发电为主的燃油锅炉及

发电机组。结合淘汰煤电落后产能工作，有序退出落后电站锅炉。

（四）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加强 630℃/650℃及以上

等级高参数高效燃煤发电锅炉、低成本超低排放循环流化床锅炉、

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等装备研发应用。加强高温材料基础研究，解

决高参数锅炉卡脖子问题。推动多能及储能耦合、快速频繁变负荷

与深度调峰运行优化、传热与余热深度利用、高效低成本富氧燃烧、

固体燃料低氮燃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

燃煤耦合生物质、掺氢/氨天然气、低纯度生物天然气、大容量电热

转换等先进技术和热泵耦合燃气锅炉、蓄热式电加热锅炉等先进装

备研发应用。鼓励开发适用于特殊液体、气体的特种燃烧器。

四、规范废旧锅炉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严格依法依规处置报废锅炉。处置报废锅炉应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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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

理规则》等有关要求。对属于强制淘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

造修理价值的报废锅炉，原使用单位应依法履行报废义务，进行整

体移除，断开上下水管道，拆除电机、鼓风机、供水设备、炉门、

烟囱等主要辅助设备设施，实现去功能化，并及时按要求注销锅炉

使用登记，杜绝通过二手交易等方式重新流入市场。鼓励锅炉报废

单位与具备再生资源回收、运输、拆解、利用一体化处理能力的骨

干企业合作，提升报废锅炉规范化处置水平。

（二）规范废旧锅炉回收利用。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

企业，需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

回收经营者备案。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企业应建立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信息登记制度，对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数量、规格、新旧程度

等如实登记，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从事旧锅炉移装的

单位应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安装许可。旧锅炉移装、

改造以及零部件回收利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

要求。

（三）提升废旧锅炉拆解利用水平。鼓励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

业与废旧锅炉处置企业加强业务对接，提高废旧锅炉回收和再生资

源加工利用能力。鼓励使用剪切机、抓钢机、防辐射设备、合金快

速分析仪等机械化自动化设备，提升废旧锅炉精细化拆解和材料分

拣水平。鼓励应用废钢破碎料提纯、制块、增加体密度等加工技术

和超大超厚型废钢加工解体技术设备，提升废钢加工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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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机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电机是实现电能和机械能转换的重要设备，广泛应用于能源、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据有关机构统计测算，截至 2021

年底我国电机保有量约 30 亿千瓦，年耗电量约 4.5 万亿千瓦时，约

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 55%和工业用电量的 75%。“十一五”以来，

我国大力推广高效节能电机，推动存量电机更新改造，电机及其系

统能效水平稳步提升。但总的看，仍然存在高效节能电机市场占有

率不足、存量电机及其系统运行能效偏低等问题，电机及其系统更

新改造潜力较大。同时，我国每年有大量老旧低效电机面临退役或

淘汰，统筹完善废旧电机回收利用体系，提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水

平，规范有序发展废旧电机再制造，对畅通产业链循环、促进电机

和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在运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

效节能电机占比较 2021 年提高超过 5 个百分点，当年新增高效节

能电机占比较 2021 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实现年节电量约 600 亿千

瓦时，相当于年节能约 180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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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电机行业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水平和高效节能电机供给能

力有效提升，废旧电机回收利用体系更加完善。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电机更新改造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电机供给能力。鼓励电机生产企业通

过电机性能优化、铁芯高效化、电机轻量化等创新设计，提升电机

能效水平。加快技术创新升级，提升高性能电磁线、高磁感低损耗

冷轧硅钢片、轻稀土永磁、水性绝缘漆及防锈漆、低挥发无溶剂浸

渍漆等高效节能电机关键配套材料绿色化水平。加快推广定子正弦

绕组、转子冲片冲槽切气隙、转子低压铸铝、转子高压铸铜、转子

闭口槽等工艺，提升高效节能电机生产保障能力。加快应用定转子

冲片级进模高速冲、自动摇摆冲、自动压装、自动喷漆、自动绕线

嵌线等设备，提升电机生产自动化水平。鼓励电机生产企业和风机、

水泵、压缩机等负载设备生产企业加强合作，结合电机最终用途开

展协同设计，强化上下游技术匹配，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水平。

（二）有序实施在运电机节能降碳改造。推动电力、钢铁、有

色、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重点行业有关企业和单位开展在运

电机及其系统节能诊断，排查设备能效水平和运维情况。鼓励采用

变频调速、永磁直驱、工业伺服以及电机与拖动设备运行工况匹配

等技术，重点对能效低于准入水平（能效 3 级）的电机实施更新改

造，对风机、水泵、压缩机等负载设备开展匹配性节能降碳改造和

运行控制优化。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电机，引导企业积极采用能效达

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电机设备。推动企业结合负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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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工况、工艺过程等，针对性应用高效异步电机、同步磁阻

电机、变频调速永磁电机、低速直驱电机、高速直驱电机以及工业

伺服电机等高效节能电机。鼓励企业结合实际应用大功率电机及其

系统状态监测、远程运维等新技术。

（三）逐步淘汰低效落后电机。严格执行《电动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18613）、《永磁同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 30253）、《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30254）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销售能效水

平低于能效 3级的电机。落实《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

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2 年版）》有关要求，严格实施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

准入水平的电机；新建年耗能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项目，以及获得

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采购使用能效

低于节能水平的电机，优先采购使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的电机。

（四）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加强电机本体、控制装置

和风机、水泵、压缩机等负载设备系统节能降碳技术攻关。推动研

制不同工况条件下电机系统节能降碳改造技术规范。优化电机控制

算法与控制性能，加快突破永磁电机效率最优控制和无位置传感器

磁阻电机参数精确辨识等技术。开展细分负载特性及不同工况的电

机专用化研究，加快开发直驱用超低速电机、超高速电机、传统行

业电能替代专用电机，以及针对液压和气压系统电动化的特种电

机。结合港口、矿山、纺织、建材、大型水利排灌等领域作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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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结构、性能等有效匹配的专用电机。

四、规范废旧电机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畅通废旧电机回收处置。鼓励电机使用企业按照资产管

理相关规定，规范电机报废处置流程，明确电机报废鉴定标准，及

时开展退役设备报废鉴定，提升报废资产处置效率。车用电机要严

格通过正规汽车报废程序进行拆解或再制造。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

营活动，需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

源回收经营者备案。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企业应建立生产性废旧

金属回收信息登记制度，对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数量、规格、新旧程

度等如实登记，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二）规范开展废旧电机再制造。鼓励对大功率和高压电机进

行高水平再制造，通过减薄绝缘结构、转子永磁化、单速改多速（双

速、三速）等，最大程度再利用原电机零部件。再制造电机质量特

性和安全环保性能不得低于原型新品，能效不得低于准入水平（能

效 3级），并鼓励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级）及以上。鼓励采用降

低各类损耗的设计技术，运用新型结构及无损、环保、无污染拆解

工艺技术，并结合风机、水泵、压缩机等负载设备功率分布特点，

提升再制造电机功率密度以实现功率节能匹配。

（三）提升废旧电机拆解利用水平。鼓励废旧电机精细化拆解。

在磁性能未衰退或劣化的前提下，提高钕铁硼磁体转子或钕铁硼磁

体直接再使用率，采用苛性钠或二甲基甲酰胺水解、涂层热处理技

术对钕铁硼磁体合金再加工。鼓励应用剪切机、抓钢机、防辐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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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合金快速分析仪等机械化自动化设备进行废旧电机拆解。鼓励

采用火法冶金法、湿法冶金法和电解法对稀土等原料进行提取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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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力变压器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电力变压器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电、输变电、配

电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城市社区

等领域。目前，我国在网运行电力变压器数量约 1700 万台，总容

量约 110 亿千伏安，电力变压器损耗约占输配电电力损耗的 40%，

节能降碳改造潜力较大。我国废旧电力变压器再生资源加工水平较

低，原材料再利用率不高，需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积极稳妥推进电

力变压器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在运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

效节能电力变压器占比较 2021 年提高超过 10 个百分点，当年新增

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占比达到 80%以上，实现年降低电力损耗约

160 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能约 48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

约 930 万吨。形成一批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骨干优势制造企业和产

业集群。废旧电力变压器回收处置体系更加完善。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电力变压器更新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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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供给能力。鼓励电力变压

器生产制造企业与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加强合作，开展非晶合金带

材、硅钢片、绝缘材料等关键工艺提升，降低材料损耗，改进材料

性能。提升叠片整形、卷铁芯卷绕及拼装、线圈绕制等生产装备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推进电力变压器制造装备用核心器件、专用软件

质量提升和规模化应用。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提高基于

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变压器、直流变压器、电容变压器、柔性变压器、

新能源变压器等生产能力。支持电力变压器生产制造企业选用优质

原材料、组部件，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升高

效节能电力变压器生产质量和供给水平。

（二）有序实施在运电力变压器节能降碳改造。综合考虑供电

可靠性、能效提升、设备使用价值等因素，积极稳妥推进在运电力

变压器节能降碳改造。加快电网企业电力变压器能效提升，推动电

网企业开展在运电力变压器状态评估，建立电力变压器能效监测机

制，在确保电力供应安全的前提下，优先改造老旧主变压器和 S7

（含 S8）型高耗能配电变压器，加快改造老旧铝线圈、存在本体缺

陷、低电压台区和重过载的变压器。推动电网企业推行绿色采购管

理，新采购电力变压器应为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

的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推动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

等重点行业企业加快更新改造能效低于准入水平（能效 3 级）的电

力变压器，优先采购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效

节能电力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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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步淘汰低效落后电力变压器。严格执行《电力变压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

销售能效水平低于能效 3级的电力变压器。落实《重点用能产品设

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2 年版）》有关要求，

严格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不得

采购使用能效低于准入水平的电力变压器；新建年耗能 1万吨标准

煤及以上项目，以及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原则上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节能水平的电力变压器，优先采购使

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的电力变压器。鼓励可再生能源电站、电动汽

车充电站（桩）、数据中心、5G 基站、采暖等领域使用能效达到

节能水平（能效 2级）及以上的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

（四）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加强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

生产制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高牌号取向电工钢带、高压大功

率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超净交联聚乙烯（XLPE）绝缘

料、特高压直流套管、非晶合金带材、新型合金绕组、环保型绝缘

油、绝缘纸（板）、硅橡胶等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用材料创新和技

术升级。加强立体卷铁芯结构、绝缘件、低损耗导线、多阶梯叠接

缝等结构设计与加工工艺技术创新。开展精细化无功补偿技术、宽

幅无弧有载调压、智能分接开关、智能融合终端、状态监测可视化

等智慧运维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创新，提高电力变压器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四、规范废旧电力变压器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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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畅通废旧电力变压器处置。鼓励电力变压器使用企业按

照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规范电力变压器退役处置流程，明确电力变

压器报废鉴定标准，及时开展退役设备报废鉴定，提升退役资产处

置效率。将退役电力变压器作为生产性废旧金属处理的，应按照《再

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中关于交售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有关规定，与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签订收购合同，约定回收废旧电力变压器数量、

规格等，规范化开展报废处置。

（二）规范废旧电力变压器回收。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

需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

营者备案，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企业应建立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

信息登记制度，对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如实

登记，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对涉及含油的废旧电力变

压器应有废油回收储存设备和相关处理措施。鼓励电力变压器生产

企业结合实际通过以旧换新等方式回收旧电力变压器。

（三）提升废旧电力变压器拆解利用水平。鼓励相关企业开发

使用节能、环保、高效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提升废旧电力

变压器精细化拆解水平。加强废旧电力变压器精细化检测、拆解技

术的攻关研究，积极开发废旧电力变压器成套自动化智能化拆解设

备。鼓励企业编制废旧电力变压器集中拆解台账，规范处置硅钢片、

铜、铝等材料。变压器绝缘油应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

定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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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制冷设备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制冷设备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和居民家庭等领域，是满足生产生

活需要的重要终端用能产品。近年来，我国制冷行业快速发展，制

冷设备应用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类型和应用边界不断拓展。从应用

领域看，制冷设备主要分为工商业使用的制冷空调设备、冷链制冷

设备、信息通信设施冷却设备等，以及居民家庭使用的制冷空调设

备、家用冰箱冷柜等。有关机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运制冷设备

保有量约 11.5 亿台（套），年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比重较高。

在用制冷设备中，能效低于节能水平（能效 2级）的比重超过 50%，

节能降碳更新改造潜力较大。同时，我国各类制冷设备年报废量约

5000 万台（套），相关主机及零部件规范化回收利用水平有待提升，

制冷剂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置需进一步规范。统筹推进制冷设备更新

改造和回收利用，对推动制冷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在运工商业制冷设备、家用制冷设备中，能效达

到节能水平及以上的高效节能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40%、60%，当年

新生产高效节能工商业制冷设备占比达到 55%，当年新生产高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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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家用制冷设备占比达到 80%，实现年节电量约 1000 亿千瓦时，

相当于年节能约 300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5800 万吨。

废旧制冷设备回收利用、制冷剂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水平进一步提

升。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制冷设备更新改造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制冷设备供给能力。鼓励制冷设备生

产企业和研发单位加强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新方法开发应用，

提升制冷设备及系统能效水平。引导企业采用低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制冷剂，提高变频、湿（温）度精准控制等绿色高端产品

供给比例。加速淘汰氢氯氟碳化物（HCFCs）制冷剂，限控氢氟碳

化物（HFCs）使用。鼓励企业优先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的涂料、油墨、胶粘剂和清洁剂。鼓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为工商业

用户提供按需定制、精准适配的高效节能制冷设备及系统，推动从

“制造”向“产品/工程+服务”转变。

（二）有序实施在运制冷设备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高效节能制

冷设备及系统在产业园区、公共机构、大型公建、交通基础设施、

冷链物流、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推广应用。鼓励运用智能管控、系统

优化、能量回收、自然冷源、多能互补、自然通风等技术手段，有

序实施老旧低效制冷设备更新改造。支持相关企业对在用冷库（包

括冻结间、冷却设备等）和冷冻冷藏领域低温加工、贮存等设备实

施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冷藏车、冷藏集装箱等设备制冷效率。推动

老旧数据中心（包括公共机构数据中心）实施节能降碳改造，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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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设备布局、制冷架构、外围护结构等方式，使用液冷服务

器、热管背板、间接式蒸发冷却、行级空调、自动喷淋等高效制冷

系统，因地制宜采用自然冷源，与机械制冷高效协同，提升数据中

心能效水平。

（三）逐步淘汰低效落后制冷设备。严格执行《单元式空气调

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6）、《冷水机组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7）、《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4）、《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1455）、《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7480）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

产、销售能效水平达不到标准规定的制冷设备。落实《重点用能产

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2 年版）》有关要

求，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准入水平的制冷

设备；新建年耗能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项目，以及获得中央预算内

投资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节能水

平的制冷设备，优先采购使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的制冷设备。

（四）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加强直流调速、变频控制、

高效压缩机、紧凑轻量化高效传热、高性能润滑油、新型蓄冷材料、

高精度测试评价、量值传递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革命性制冷

技术探索与储备。鼓励大数据、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制

冷设备及系统中的应用。加强低温加工、贮存、销售、配送等环节

绿色冷链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积极开发新型绿色低碳高效制冷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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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

四、规范废旧制冷设备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畅通废旧制冷设备处置。鼓励制冷设备使用单位科学制

定老旧制冷设备及系统更新方案，建立规范化、可追溯的设备应用

档案。鼓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销售企业、使用单位和废旧设备回

收拆解企业开展业务对接，逐步建立上下游互通互融的回收和拆解

体系。支持发展“互联网+”模式和回收、运输、拆解、利用一体

化模式，提升废旧制冷设备处置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二）规范废旧制冷设备回收。从事制冷剂回收利用等经营活

动的单位，应严格落实《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有关要求，根

据生态环境部门有关规定，规范开展氢氯氟碳化物（HCFCs）和氢

氟碳化物（HFCs）制冷剂回收、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提高制冷

剂回收比例。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需按照《再生资源回收

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鼓励回收企

业开展废旧制冷设备回收信息登记，对收集、存放、转运、处理等

环节进行信息化管理，实现可查询可追踪。

（三）提升废旧制冷设备拆解水平。加强废旧制冷设备精细化

检测和拆解技术研发应用，开发成套自动化智能化废旧制冷设备拆

解设备。加强制冷剂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技术设备研发。鼓励开发

废旧压缩机自动化上线打孔和自动高效滤油装备，提升拆解效率。

支持优质拆解处理企业做大做强，严厉打击非法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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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照明设备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照明设备应用广泛，是满足工业及服务业、城市道路、交通运

输、公共机构、居民家庭等领域照明需求的重要产品。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照明设备生产、消费和出口国，照明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半

导体照明等高效节能产品加快普及。据有关机构测算，我国相关领

域在用照明设备已超过 100 亿只（盏）。一些领域在用照明设备的

能效水平仍然偏低，节能降碳更新改造潜力较大。同时，我国照明

设备年报废量大，其中蕴藏的铝、铜、钢铁、塑料、玻璃等材料具

有回收利用价值。积极稳妥推动照明设备更新改造，做好废旧照明

设备回收利用，对推进全社会节约用能、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效节

能照明设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在用通用照明设备（不包括专

业照明、特殊用途照明设备）中能效达到先进水平（能效 1 级）及

以上的占比提升到 20%，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占比

提升到 50%，实现年节电量约 1000 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能约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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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5800 万吨。废旧照明设备规范化

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照明设备更新改造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照明设备供给能力。鼓励照明设备生

产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升级，通过改善光学材料透光率及抗紫外线

（UV）性能、优化发光二极管（LED）器件光谱和二次光学配光设

计、提升灯用控制装置效率和性能等技术手段，提升产品综合性能。

鼓励采用多功能传感器、智能芯片和低功耗待机元件，开发照明设

备智能控制技术，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和能效水平。鼓励生产企业

开发适合各类应用场景的智能照明设备，提升中高端 LED 照明设

备生产比重。鼓励生产企业通过 3D 打印、模块化设计等技术，提

升按需定制、柔性制造能力，从“产品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

型。鼓励相关企业建立重点产品质量分级制度，引导用户按需选用

高效节能照明设备，充分释放市场需求。

（二）有序实施在用照明设备节能降碳改造。支持产业园区、

公共机构、城市道路、大型公建、轨道交通、机场、车站、码头（港

口）等结合实际开展照明设备更新改造，推广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

效 2级）及以上的照明设备。推动公共机构、中央企业、国有企业

带头使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能效 1 级）的照明设备。鼓励采用智

能控制技术，实现照明系统二次节能。支持对产业园区、大型公建、

城市道路、景观照明等重点项目开展照明设备用能监测，强化节能

降碳管理。加大照明设备节能降碳知识普及，鼓励零售企业、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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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等通过设置高效节能照明设备销售专区、突出显示专有标识等

措施，引导消费者积极选用高效节能照明设备。

（三）逐步淘汰低效落后照明设备。严格执行《普通照明用气

体放电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7896）、《普通

照明用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044）、《高压钠灯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3）、《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4）、《室内照明用 LED 产品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5）、《普通照明用卤钨灯能效限定值及

节能评价值》（GB 31276）《道路和隧道照明用 LED 灯具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7478）、《普通照明用 LED 平板灯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8450）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

销售能效水平达不到标准规定的照明设备。落实《重点用能产品设

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2 年版）》有关要求，

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准入水平的照明设

备；新建年耗能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项目，以及获得中央预算内投

资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采购使用能效低于节能水平

的照明设备，优先采购使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的照明设备。结合《关

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进程，落实《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路线图》

有关要求，有序淘汰白炽灯、荧光灯等低光效高污染落后产品。

（四）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加强超高能效、高品质、

全光谱半导体照明核心材料、器件、光源、灯具等重大共性关键技

术研究。加强单灯控制、系统集成调控、传感自适应、软件兼容性



21

和网络安全等智能化技术研发。加强光健康基础理论研究。开展

LED 光源接口、驱动电源和灯具功率、控制通信协议等标准化研究。

推动照明与电子信息、智能控制等技术融合创新。鼓励无荧光粉

LED 照明技术开发。开发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照明用发光材

料，研究新型 OLED 器件与照明设备。

四、规范废旧照明设备回收处置，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畅通废旧照明设备处置。照明设备使用单位要规范照明

设备报废处置流程，明确照明设备报废鉴定标准，及时开展退役设

备报废鉴定，提升废旧照明设备处置效率。支持照明设备上游制造

厂商、中游零售企业、下游回收处理企业开展合作，建立更加规范

的回收和拆解体系。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需按照《再生资

源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鼓励

回收企业开展废旧照明设备回收信息登记，实现收集、存放、转运、

处理等环节信息化管理，实现可查询可追踪。

（二）规范废旧照明设备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从事属于危险废

物的含汞废旧照明设备回收利用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具有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对含汞废旧照

明设备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并进行汞、端盖、玻璃和荧

光粉废料的分离等无害化处理，防止汞泄漏造成环境污染。鼓励参

照《废弃荧光灯回收再利用技术规范》（GB/T 22908）对废旧荧光

灯进行处置和再利用。加大废旧照明设备可再生利用物质提取技术

和设备研发，推广废玻璃光学分拣先进技术设备。



22

附件 6

家用电器更新升级和回收利用实施指南
（2023 年版）

一、基本情况

家用电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产品。近年来，我国

家电生产制造技术水平和保有量持续提升，高效节能家电市场占有

率稳步提高。据有关机构测算，我国主要家电保有量已超 20 亿台，

年运行能耗超 1万亿千瓦时；报废量逐年增加，2021 年主要家电报

废量约 2亿台，大量家电已到更新换代阶段。总的看，我国家电更

新升级潜力大，农村及部分地区家电保有量仍有提升空间，高效节

能家电仍需大力推广，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体系需进一步健全。统筹

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家电更新升级，对提升家电产品供给质

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家电及上下游关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高效节

能家电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在用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

热水器、吸油烟机、燃气灶等主要家电中能效达到节能水平（能效

2 级）及以上的占比较 2021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实现年节能量约

1500 万吨标准煤，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2900 万吨。废旧家电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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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处理率进一步提升，家电生产、销售、服务、回收、拆解等产

业链循环更加顺畅，家电更新升级对扩大消费的支撑能力有效增

强。

三、推广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实施家电更新升级

（一）持续提升高效节能家电供给能力。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品绿色设计，积极采用高效节能环保工艺和绿

色制造技术，强化高效节能家电等高端产品供给。推广使用低（无）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剂和清洁剂。鼓励家电生产

企业加快产品创新迭代，优化家电产品功能款式，积极开展个性化

定制业务，推进产品节能设计与制造一体化。支持产业上下游协同

合作，推动家电行业实现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鼓励建设

高水平绿色低碳家电工厂、园区和供应链体系。按照《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和环境准入等政策要求，有序推动低效

落后家电产能退出。严格执行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生产、销

售能效水平达不到标准规定的家电产品。

（二）大力推动家电更新升级。结合开展全国家电“以旧换新”

活动，鼓励通过政府支持、企业促销等方式，促进高效节能家电更

新升级。鼓励相关企业以县城、乡镇为重点，改造提升家电销售网

络、仓储配送中心、售后维修和家电回收等服务网点，推动高效节

能家电下乡。鼓励零售企业、电商平台通过设置产品销售专区、突

出显示专有标识等措施，积极引导消费者选购高效节能家电。支持

企业完善家电售后服务、维修、回收利用等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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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实现消费增值。大力普及家电节能和安全使用年限知识，

引导消费者及时淘汰能耗高、安全性差的家电产品。

（三）不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家电产业链协同创新，

加强家电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技术协同攻关，积极开展变频、高精

度传感、系统优化与仿真、芯片、功率模块等基础性共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研究。加强高效节能家电核心零部件、集成电路、智能化控

制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家电产品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

能语音、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算法、5G 等新兴技术融合发展。

四、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加快促进产业链循环畅通

（一）畅通废旧家电回收处置。完善废旧家电回收设施网络布

局，支持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城市、街道、社区、家庭相贯通的

回收体系。鼓励上游制造厂商、中游零售企业、下游回收处理企业

开展合作，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系。推动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收目

标责任制行动，助力畅通家电产业链循环。支持家电销售企业拓展

废旧家电回收业务，通过上门回收、免费拆装等方式，进一步提升

废旧家电回收率。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需按照《再生资源

回收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鼓励回

收企业开展废旧家电回收信息登记，加强收集、存放、转运、处理

等环节信息化管理，实现可查询可追踪。

（二）提升废旧家电拆解利用水平。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分选、

拆解、处理等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提高废旧家电回收利用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废旧线路板处置、元器件无损化高效处理、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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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提取等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再生塑料绿色处置和利

用，促进废塑料高纯度分选和高值化改性。加强废旧液晶面板、聚

氨酯、热固性塑料、玻璃（碳）纤维等低值材料资源化利用技术创

新，提高废旧家电及再生资源处理附加值。推进优质拆解处理企业

做大做强，严厉打击非法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