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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轮毂产业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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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汽车产业发展，铝合金轮毂得到广泛使用，其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尚缺乏系统分析和研究。为有效防控 

污染，保护企业生产环境和保障人员健康安全，结合典型铝合金轮毂企业生产加工工艺和监管实践,剖析各类污染因素产生来源 

和组成情况，进而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污染防治和管控对策。为顺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贯彻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围绕源头管 

控治理、产业链绿色发展、智能化水平提升等，多角度思考提出铝合金轮毂产业绿色发展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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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luminum alloy whee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However, there is no public system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pollution problem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
ing proces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pollution, protect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of the enter
prise and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nel,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supervision practice of typical aluminum alloy wheel enterprises, analyze the sources and composition of various 
pollution factors, and then study and propose targe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order to com
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source control and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hain, improvement 
of intelligent level,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via multi -angle thinking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aluminum alloy 
wheel industry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luminum alloy wheel industry;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 research; gree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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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0年前，汽车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 

柱产业W;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成为世界汽车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汽车产销量均居世 

界第一。轮毂是汽车重要配件之一，根据材料主要分 

为铝合金轮毂和钢质轮毂，其中，铝合金轮毂因性能 

优势得到广泛使用，装车率已超过70%。铝合金轮 

毂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较严重的污染，但缺少关 

于这些污染问题和防治对策的系统研究报道。我国 

铝合金轮毂生产企业有3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有 

200多家,随着轮毂市场需求和产能扩大，各种污染 

物的产生总量和排放强度势必将不断增加。因此,污 

染问题若得不到有效监管和防治，将极大损害职工 

身体健康、腐蚀车间设备、污染外环境。本文以典型 

企业生产加工工艺为基础，结合监管工作和生产实 

践,剖析重点污染因素,提出针对性防治对策，以期 

为环境管理和相关工业企业的污染防治提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 

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 

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包 

含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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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内容⑶，绿色发展也成为未 

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⑷。 

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强调“绿色”与“发 

展”的有机统一。因此,结合对铝合金轮毂产业污染 

防治的分析，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指导要求融入 

产业发展规划，思考提出该产业向绿色发展方式转 

变的路径。

2污染因素剖析

2.1典型企业工艺简要分析

以年生产能力达到700万件、年产值20亿元、 

全球轮毂行业制造系统能力前5名、亚太地区智能 

化程度领先、国内单体工厂产能最大的某高端轮毂 

制造企业为研究基础，分析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工 

艺。工艺基本流程为:熔炼、模具、低压铸造、热处理、 

机加工、表面涂装。其中，表面涂装又分为预处理、底 

粉喷涂、色漆喷涂、透明粉喷涂等工序。工艺流程见 

图1。

图1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示意

各工序主要内容为:（1）熔炼,采用熔炼炉溶解 

铝锭生产铝液的过程。（2）模具，选取轮毂铸造模具 

后预热和喷涂。（3）低压铸造,铸造是用模具将铝液 

铸造成型的过程，低压铸造是目前90%的工厂采用 

的主流工艺。（4）热处理，对毛坯轮毂进行高温固溶 

处理和水溶液淬火处理。（5）机加工，热处理后的轮 

毂进一步车加工、钻装饰孔、钻气门芯孔等,并打磨 

抛光。（6）表面涂装，预处理工序主要是用药品通过 

化学反应在轮毂表面形成钝化膜，底粉喷涂工序主 

要是喷涂厚度60-100 pim的静电粉末，色漆喷涂工 

序主要是喷涂液体亮漆或清漆，透明粉喷涂工序是 

喷涂透明粉以提升抗击防划性能和美观效果。

2.2各工序产生污染概况

结合同类企业的监管实践和经验,各工序废气、 

废水、噪声個体废物（含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等污 

染因素、产生和排放情况见表lo

表1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工艺产生污染情况

序号 工艺流程 废气废水噪声-

固体废物

一般 

固废

危险 

固废

1 熔炼 • • •

2 模具 •

3 低压铸造 • •

4 热处理 • •

5 机加工 • • •

预处理 • • • •

底粉喷涂 •
a 丰而冷壮衣凹1/Jx

色漆喷涂 • • •

透明粉喷涂 •

注:■表示在某工艺阶段产生此类污染并较显著影响环境。

2.3各类污染来源和组成

结合表1,进一步详细分析废气、废水、噪声和 

固体废物的污染来源和组成。

2.3.1废气污染

废气在铝合金轮毂的熔炼、模具、热处理、表面 

涂装等工艺阶段均有产生，一般为成分复杂的气溶 

胶⑸，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将对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 

有较大影响。废气基本为有组织排放,主要成分有烟 

气、二氧化硫（SO?）、氮氧化物（NOJ、含铝化合物、生 

产性粉尘（AI2O3）及少量其他粉尘等。

2.3.2废水污染

废水污染主要在热处理和表面涂装的预处理、 

色漆喷涂阶段产生。热处理时采用水冷却技术，长时 

间使用的大量冷却循环水将会夹带杂质和悬浮物等 

污染物。表面涂装的预处理、色漆喷涂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成分复杂⑹，主要含有铝粉、填料、树脂、有机 

溶剂以及稀释剂等。

2.3.3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主要发生在熔炼、低压铸造、机加工以 

及表面涂装的预处理过程中，可分为频发噪声和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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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噪声。频发噪声指频繁发生、发生的时间和间隔有 

一定规律、单次持续时间较短、强度较高的噪声,如 

液压站、空压机、加工设备等动力系统运转噪声;偶 

发噪声指偶然发生、发生的时间和间隔无规律、单次 

持续时间较短、强度较高的噪声,如机械撞击声、轮 

毂撞击声等。

2.3.4固体废物污染

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包 

括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主要在低压铸造、机加工及表面 

涂装的预处理阶段产生，主要为废铝、废弃边角料 

等;危险固体废物主要在熔炼、机加工及表面涂装的 

预处理和色漆喷涂阶段产生，主要包括铝灰、废切削 

液、废乳化液、废泡沫油、废活性炭、废漆渣、废漆桶， 

以及生产废水污泥、车间第一类污染物废水浓缩液 

和泥渣等。

3污染防治对策

3.1废气污染防治

根据生产加工工艺特点、废气产生来源和组分 

等，按工序分段分类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熔炼废气 

等不含硫不含硝的烟尘颗粒物废气采用布袋除尘法 

收集处理。表面涂装的底粉喷涂、透明粉喷涂产生的 

废气，可在涂装车间设置自带清洁过滤系统,在粉体 

喷房内完全封闭形成负压空间，将含粉末废气吸入 

回收系统，用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色漆喷涂产生的 

含漆雾废气,可对每个产生环节进行全封闭集气，最 

大程度地通过酸雾净化反应器集中综合处理，或通 

过水旋文丘里和水帘柜等方式处理，产生的含漆粒 

废渣须按危险固体废物处理。产生的其他VOCs废 

气可采用转轮浓缩+蓄热燃烧（RTO）方法进行经济 

有效的处理。各类废气防治处理方法详见表2。

表2废气防治处理方法

废气种类 主要产生工序 防治或处理方法 备注

不含硫不含硝的烟尘颗粒物废气 

底粉喷涂、透明粉喷涂产生的废气

含漆雾废气

其他VOCs废气

熔炼

表面涂装底粉喷涂、 

透明粉喷涂

表面涂装色漆喷涂

布袋除尘法

在涂装车间设置回收系统，用袋式除尘器 

收集处理粉尘

用酸雾净化反应器处理，或用水旋文丘里 

和水帘柜处理

转轮浓缩+蓄热燃烧（RTO）法处理

产生的含漆粒废渣须

按危险固体废物处理

3.2废水污染防治

严格控制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产生的含锯、锌 

等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收集与处理。含第一类污染 

物废水可通过膜处理系统处理后，将出水通过管网 

全部回用至清洗工段，浓缩水回用至槽液不外排。表 

面涂装预处理产生的酸碱废水可经中和凝集沉淀工

面涂装喷涂喷漆废气的处理废水，可经废水处理站 

处理后循环使用。含油废水可采用絮凝气浮法处理, 

废水经处理后与综合废水排入厂区内的综合污水处 

理站处理,满足中水回用标准后，可用于地面清洗、 

厂区绿化等。各类废水的主要处理方法和处理后的 

出水去向详见表3。

艺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表

表3废水处理方法及出水去向情况

废水种类 主要产生工序或来源处理方法 处理后出水去向

含锯、镰等第一类污染物废水表面涂装预处理 膜处理系统出水通过管网全部回用至清洗工段，浓缩水回用至槽液不外排

酸碱废水 表面涂装预处理中和凝集沉淀 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喷涂喷漆废气的处理废水 表面涂装色漆喷涂废水处理站 循环使用

含油废水
涉油机械设备等絮凝气浮法排入厂区内综合污警豎，豎;響用标准兄可用于地 

面清洗、厂区绿化等



87

3.3噪声污染防治

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根据 

噪声来源和工作人员对噪声的接受情况，可采取控 

制声源、削减传播过程和做好工作人员个人保护等 

防控措施。对噪声源可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 

对于一些噪音特别大的生产设备或者是生产流程可 

将其单独隔离开来的，可置于单独隔音室中进行工 

作。生产车间和厂房内壁可使用吸声消声材料，墙体 

可采用隔声板并填充吸声填充物等措施，以削减噪 

声的传播。车间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穿戴相关专业防 

护用具,佩戴耳塞或者耳罩等隔音降噪器具,注意加 

强自身防护。按噪声防护的对象不同,采取的主要措 

施详见表4。

表4不同防护对象的噪声防护措施

防护对象 防护途径 防护措施

噪声源 控制声源 隔声，减振，置于单独隔音室

车间和厂房 削减传播 内壁使用吸声消声材料,墙体采用隔声板并填充吸声填充物

工作人员 个人防护 穿戴防护用具，佩戴隔音降噪器具

3.4固体废物处置

铝合金轮毂生产加工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进 

行合理严格分类，按规范暂存或处置。危险固体废 

物，需安排专人负责收集和管理工作,确保安全妥善 

处理处置。待转运危险固体废物，要设置专门容器储 

存,并放置在专门的危废放置场地,做好安全防范措 

施,然后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和处置, 

确保全过程安全。一般固体废物，按规范贮存清运, 

具有经济价值的废铝、边角料等可转售或重复再利 

用。固体废物的产生、分类和具体处置要求见表5。

表5固体废物分类处置要求

主要固体废物 产生工序或来源 类别 处置要求

废铝、废弃边角料等 低压铸造、机加工、表面涂装预处理 一般固体废物 贮存清运、转售，或重复再利用

铝灰 熔炼

废切削液 机加工

废乳化液

漆渣

表面涂装预处理

表面涂装色漆喷涂
危险固体废物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进行清运和处置

车间第一类污染物废水浓缩液和泥渣 废水处理

废漆桶等 涉漆工序

4产业绿色发展的思考与讨论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绿色 

发展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作 

为高污染的铝合金轮毂产业，应积极破解资源环境 

制约,探寻绿色发展之路。因此，铝合金轮毂产业的 

绿色发展,既是产业长远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引要求。

第一,从源头有效管控污染。生态环境部门在进 

一步创新环境治理模式的同时，积极服务和引导铝 

合金轮毂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协调第三方帮助有 

需要的企业制定和实施具体可行的环境治理方案， 

并持续做好日常监督管理。铝合金轮毂企业应认真

（下转90页）



分别计算A市及其6个县、区环保部门2016年 

绩效评估正理想点和负理想点的距离,核算贴近度, 

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A市(县、区)水环境管理能力绩效评估贴近度计算结果

评估区域 A市 A1 A2 A3 A4 A5 A6

贴近度值 0.620 0.531 0.461 0.380 0.349 0.370 0.142

5结论

根据贴近度计算结果，对A市及其6个县、区环 

保部门水环境管理能力进行排名o由表3可以看出， 

A市(县、区)水环境管理能力排名顺序依次为:A 

市、A1、A2、A3、A5、A4、A6。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A 
市环保局作为市级环保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均比 

县、区级环保部门。对比分析水环境管理能力排名第 

二位的A1与排名最后的A6水环境管理能力调查 

数据可以发现,A1在人员业务培训次数、跨部门协 

助次数、信访案件处理数量、应急预案数量、修建污 

水处理厂数量等方面均好于A6。该评估结果已与A 

市环保局进行了反馈,评估的结果与县、区环保局水 

环境管理能力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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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确保污染物依法依 

规处理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探索采用先进的环保 

型污染防控和处理系统，以进一步减少污染物对厂 

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第二,促进产业链绿色发展。在铝合金轮毂生产 

中，优先使用绿色环保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从源头和 

产品生命周期促进铝合金轮毂产业污染物减量减 

排。提升铝产业链绿色发展能力，稳步推动“铝矿 

石一原铝一工业铝型材一铝精深加工制品”上下游 

配套产业链条发展，协同打造上下游企业绿色、集 

约、高效生产和发展模式。

第三,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加快推动铝合金轮 

毂产业智能化生产加工系统构建，以智能化发展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升管理效率,提高 

企业效益。推动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智能加工工艺发 

展,不仅能减少操作人员生产暴露时间,提升职工职 

业健康水平，更有利于进一步倒逼铝合金轮毂产业 

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加快促进产业走向 

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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