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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再生切削液》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下达的 2020

年度供销合作行业标准项目计划”中的项目，其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0GH-ZD-24。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社团部提出并归

口，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研究起

草。本标准是新制定的推荐性行业标准。

1.2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资源循环利用是节能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绿色产业，

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支撑，也是培育

绿色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废旧切削液的再生利

用事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绿色发展，促进建立和完善

我国废旧切削液的再生利用市场良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属加工液指金属加工过程中所用到的助剂，主要起润滑和冷却

作用，兼具防锈和清洗作用。一般的金属加工液包括金属切削液、金

属成型液、金属保护液和金属处理液。其中，用量最大的是金属切削

液，目前，中国市场的需求量约为 57万吨/年。金属切削液在循环使

用的过程中受摩擦热、金属粉尘及周围环境介质的影响，性能会逐渐

劣化，直至失效，此时需要彻底更换，从而产生了废液。金属切削液

废液中通常含有矿物油、动植物油、表面活性剂、极压抗磨剂、杀菌

剂、金属离子、微生物和机械杂质等，此外，金属加工液废液乳化程

度高、性质稳定、有机物含量高、处理难度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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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废名录》的规定，废矿物油和废金

属切削液分别属于 HW08类和 HW09类危险废物。如果这两类废物

得不到妥善的处置或再生利用将会给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极高

的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金属切削液废液中 80%的有效成分并未变

质，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理可实现废金属加工液的再生，使其从一种严

格受控的污染物质变成宝贵的资源，不仅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还

能变相增加金属加工液的产量，节约大量资源，具有极大地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然而，由于废切削液的种类多样，来源复杂，处理工艺

不同，导致再生切削液的质量千差万别，且目前并无相关标准对其质

量进行规范，这直接制约了再生切削液的使用及推广，所以，建立再

生切削液的相关标准，对其产品质量进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特推荐本标准。

1.3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天津三一

朗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等废矿物油、废切削液回收利

用相关研究机构、协会、企业负责起草。

1.4 主要工作过程

（1）2020年 8月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接到课题任务后，成立了

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单位包括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天津三一朗

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会等。标准起草工

作组按照目标明确、任务清晰、逐项推进、科学严谨的工作思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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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2）从 2020年 9月-2021年 6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原有工作

支撑下，采取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综合方法，充分借鉴

和发挥行业及专家在标准立项、标准制定、意见处理等过程中的指导

和咨询作用，全面收集专家及相关单位意见，及时修改完善标准技术

内容，以保障标准符合制定原则和相关要求。

标准起草工作组广泛查阅整理国内外文献资料和相关标准，深入

调研切削液再生技术，研究分析行业内各企业再生切削液的检测项目

和质量要求，形成了《再生切削液》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3）在标准起草阶段，标准起草组组织召开了多次工作组讨论

会，起草组人员向有关专家及合作单位详细汇报了标准的起草过程、

主要内容及进展情况，并向相关行业企业征求意见，多次对工作组讨

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期间，标准起草工作组增加了再生切削液制备

过程中主要采用的再生原料——再生基础油和切削液回收液的技术

要求，形成了《再生切削液》标准征求意见稿。

1.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标准起草人主要由长期从事标准化工

作、废矿物油和废切削液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分析检测以及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中***主要负责标准起草的

各项具体工作及标准整体结构和各章节主要内容的起草，****主要负

责标准的各章节的修改完善工作，****等其他起草人主要负责标准文

献查找、方法验证和实验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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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为使《再生切削液》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并符合行业特征，项目

组坚持贯彻以下编制原则：

2.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2 完整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废矿物油和废切削液无害化

处置和资源化再生、和切削液利用企业的运营情况，对再生切削液的

再生技术进行了梳理、分析，对相关原料和产品的质量要求进行归纳

总结，以确保标准的完整性。

2.3 时效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 2020年以来发布的《废润

滑油薄膜蒸发再生润滑基础油》等行业标准等文件，确保本标准相关

要求的时效性。

2.4 可行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征求了废矿物油和废切削液处理企业、

资源化企业、切削液利用企业等整个产业链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保

证标准在行业内的可行性。

三、确定本标准内容依据

本标准主要立足于我国废切削液和废矿物回收处理相关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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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行业政策规定、标准要求等，在遵循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将其

作为编制本标准《再生切削液》主要的依据，主要包括：

GB/T 259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

GB/T 260 石油产品水含量的测定 蒸馏法

GB/T 265 石油产品运动粘度测定法和动力粘度计算法

GB/T 508 石油产品灰分测定法

GB/T 51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GB/T 606 化学试剂 水分测定通用方法 卡尔·费休法

GB/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995 石油产品粘度指数计算法

GB/T 3142 润滑剂承载能力的测定 四球法

GB/T 3535 石油产品倾点测定法

GB/T 3536 石油产品闪点和燃点的测定 克利夫兰开口杯法

GB/T 3555 石油产品赛波特颜色测定法(赛波特比色计法)

GB/T 4472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

定

GB/T 4945 石油产品和润滑剂酸值和碱值测定法(颜色指示剂

法)

GB/T 5096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 6144-2010 合成切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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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488 液体化工产品 折光率的测定(20℃)

GB/T 6986 石油产品浊点测定法

GB/T 11007 电导率仪试验方法

GB/T 11143 加抑制剂矿物油在水存在下防锈性能试验法

GB/T 17040 石油和石油产品中硫含量的测定 能量色散X射线

荧光光谱法

GB/T 17144 石油产品残炭测定法(微量法)

GB/T 21524 无机化工产品中粒度的测定 筛分法

GB 22114 牙膏用保湿剂 甘油和聚乙二醇

GB/T 22235 液体粘度的测定

GB/T 30902 无机化工产品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ICP-OES)

GB/T 34500.2 稀土废渣、废水化学分析方法 第 2部分：化学

需氧量(COD)的测定

HJ 1000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皿计数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测规则

SH 0164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SH/T 0193 润滑油氧化安定性的测定 旋转氧弹法

SH/T 0604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U形振动管法）

SH/T 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它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

（紫外荧光法）

SH/T 0753 润滑油基础油化学族组成测定法（薄层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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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 0806 中间馏分芳烃含量的测定 示差折光检测器高效液

相色谱法

四、标准的内容结构

本标准共分为 5部分及附录，主要内容框架如下：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产品分类

（5）技术要求

（6）检验规则

（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研究的深入，先后完成了标准草案、标

准工作组讨论稿、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内容不断完善，不断趋于科

学合理。其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为：

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切削液基础油、切削液回收液和再生切削液的

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废矿物油或废切削液回收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的相关机构和企业。

本文件适用于由废矿物油或废切削液回收处理后获得再生切削

液。



10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标准、文件等。：

5.3 术语定义

给出了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废切削液：使用切削油和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不能

继续被使用的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废矿物油：矿物润滑油在润滑机械过程中，因受杂质污染，氧化

和热的作用，润滑和保护性能降低，被更换下来可再生利用的油。

再生切削液基础油：以废矿物油或废切削液为原料经沉淀、离心

过滤、减压蒸馏、汽提脱味、吸附脱色等工艺处理得到的，可用于生

产再生切削液的基础油。

切削液回收液：以废切削液为原料经过滤、蒸发、吸附等方法（絮

凝- 沉淀、膜分离、电凝法、吸附、生物降解、高级氧化等一种或几

种方法）处理后提取的可用于配制切削液的有效成分。

再生切削液：再生切削液基础油或切削液回收液为主要基础原料

生产的达到回用标准的切削液。

5.4 产品分类

再生切削液按成分分为三大类：再生切削油、再生半合成切削液、

再生全合成切削液。

5.5 技术要求

该部分对再生切削液基础油、切削液回收液、再生切削油、再生

半合成切削液、再生全合成切削液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各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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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指标要求和实验方法主要参考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并

调研了相关企业和专家意见。

5.5.1 再生切削液基础油

通过参考行业标准《废润滑油薄膜蒸发再生润滑基础油》（HG/T

5679-2020）中给出的再生废润滑基础油的技术要求，基于制备切削

液的使用要求，结合企业和专家意见，研究提出了再生切削液基础油

的技术要求，见表1。

表 1 再生切削液基础油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基本

检测

项目

外观 透明、无悬浮物 目测

运动粘度，40℃，mm2/s 12-60 GB/T265
运动粘度，100℃，mm2/s 报告 GB/T265

粘度指数 报告 GB/T 1995

密度，20 ℃，g/cm3 报告

GB/T 1884 或SH/T
0604，以GB/T 1884

为仲裁法

水分(质量分数)，% ≤ 5 GB/T 260
倾点，℃ ≤ -9 GB/T 3535

闪点（开口），℃ ≥ 150 GB/T 3536
机械杂质(质量分数），% ≤ 0.5 GB/T 511

硫含量，mg/kg ≤ 300
GB/T 17040或SH/T
0689，以GB/T
17040为仲裁法

氧化安定性（旋转氧弹法），min ≥ 180 SH/T 0193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 259

铜片腐蚀（100℃，3h）/级 ≤ 1 GB/T 5096

可选

检测

项目

颜色，赛波特颜色号 报告 GB/T 3555
酸值（mg（KOH）/g） ≤ 0.05 GB/T 4945

浊点，℃ 报告 GB/T 6986
饱和烃含量（质量分数），% ≥ 90 SH/T 0753

多环芳烃含量（质量分数），% 报告 SH/T 0806
残炭 ≤ 0.15 GB/T 17144

灰分(质量分数)，% ≤ 1 GB/T 508
基本检测项目用于再生切削液基础油的基本评价，可选检测项目可根据客户要求和由供需双方

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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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切削液回收液

通过参考现有废切削液回收处理的技术和基于制备切削液的使

用要求，结合企业和专家意见，研究提出了切削液回收液的技术要求，

见表2。

表 2 切削液回收液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外观 透明、无悬浮物 目测

细菌总数 无 GB 4789.2
COD (mg·L−1) ≤ 1000 GB/T 34500.2

pH 7-10 GB/T 6144中5.3
电导率 (μS·cm−1) ≤ 150 GB/T 11007

折光读数 0 GB/T 6488
碱值/ (mg·g−1) ≤ 30 GB/T 4945

机械杂质 ≤ 1% GB/T 511
固体颗粒粒径 ＜ 100 μm GB/T 21524

5.5.3 再生切削油要求

通过参考行业现有切削油的技术要求和，结合企业和专家意见，

研究提出了再生切削油的技术要求，见表3。

表 3 再生切削油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外观 透明、无悬浮物 目测

运动粘度（40℃）/（mm2/s） 20-30 GB/T 265

密度 报告
GB/T 1884 或SH/T 0604，
以GB/T 1884为仲裁法

倾点（℃） ≤ -9 GB/T 3535
闪点(开口，℃） ≥ 150 GB/T 3536

铜片腐蚀（100℃，3h）/级 ≤ 1 GB/T 5096
液相锈蚀试验（蒸馏水） 无锈 GB/T 11143

四球烧结负荷 ≥ 350 GB/T 3142
水分(质量分数，%） ≤ 1% GB/T 260

机械杂质 ≤ 1% GB/T 511

5.5.4 再生切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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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考行业现有切削液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于切削液的

使用要求，结合相关企业和专家意见，研究提出了再生切削液的技术

要求，见表 4。

表 4 再生切削液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再生半合成切削液 再生全合成切削液

外观
无分层、无沉淀、

均匀液体

无分层、无沉淀、

均匀液体
目测

贮存安定性

无分层、相变及胶

状等，试验后能恢

复原状

无分层、相变及胶

状等，试验后能恢

复原状

GB/T 6144-

透明度 透明或半透明 透明或半透明 GB/T 6144
pH 值 8.0~10.0 8.0~10.0 GB/T 6144

消泡性 (mL/ 10 min) ≤ 2 ≤ 2 GB/T 6144
表面张力（mN/m） ≤ 40 ≤ 40 GB/T 6144

腐蚀试验（55±2 ℃）/（h）
一级灰口铸铁，A级

≥ 24 ≥ 24
GB/T 6144

紫铜，B级 ≥ 8 ≥ 8
LY12铝，B级 ≥ 8 ≥ 8

防锈性实验

GB/T 6144单片，24 h 合格 合格

叠片，4 h 合格 合格

最大无卡咬负荷 PB值/N ≥ 686 ≥ 686 GB/T 3142
减摩性 μ值 ≤0.15 ≤0.13 GB/T 3142

对机床油漆的适应性

允许轻微失光和变

色，但不允许油漆

气泡、开裂和脱落

允许轻微失光和变

色，但不允许油漆

气泡、开裂和脱落

GB/T 6144
附录A

NO2
﹣
浓度检测 报告 报告 GB/T 6144

密度（20 ℃，g/cm3） 1.120-1.130 1.120-1.130 GB/T 4472
粘度（20 ℃ mPa·s） 45~55 45~55 GB/T 22235

机械杂质(质量分数，%） ≤ 0.5 ≤ 0.5 GB/T 511
闪点（开口，℃） ≥ 150 ≥ 150 GB/T 3536
折光率（20 ℃） 1.4550~1.4640 1.4550~1.4640 GB/T 6488

电导率（原液 20℃ μS/cm） ≤ 10 ≤ 10 GB/T 11007
Na＋含量（ppb） 106 106 GB/T 30902
K＋含量（ppb） 106 106 GB/T 30902
Cu＋

含量（ppb） ＜ 102 ＜ 102 GB/T 30902
Fe＋

含量（ppb） ＜ 102 ＜ 102 GB/T 30902

5.5.5 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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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规定了再生切削液基础油、切削液回收液、再生切削液的

净含量的规定和检测方法。

5.6 检测规则

本部分规定了再生切削液基础油、切削液回收液、再生切削液的

产品检测规则，包括出厂检验、组批、取样和复验规则。

5.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规定了再生切削液基础油、切削液回收液、再生切削液的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六、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效果分析

6.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标准制定过程中，工作组依据各项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对再生切

削液基础油、再生切削油和再生切削液进行了各项性能的检测实验，

验证了其各项性能的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对本标准产品的适用性。

6.2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再生切削液》标准实施后，为废矿物油和废切削液资源化利用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依据，能够促使资源化利用产品的推广和应

用，从而推动我国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的进步，实现危险废物的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一方面能够解决资源短缺，另一方

面降低其对社会、自然环境的污染，具有极大地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引导作用。

七、标准中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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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

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九、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协调一致的。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一、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

其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以后，由标准归口单位组织生产企业、各有关部门进行

标准宣贯。企业可按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产品标准进行制修订。企

业、产品检测机构等可将本标准作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检测、判定

产品的方法依据，建议实施日期为批准发布后 3个月。

十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四、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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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再生切削液》起草工作组

202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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