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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标准由再制造行业委员会（RIC）制定，并于2017年2月2日获得美

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的批准。遵守本标准的要求是自愿性的，

本标准提供了再制造产品的推荐做法，但仅供视为建议。 

RIC没有制定安全标准，也无法认证或保证按照本标准生产的任何产

品、部件或系统的安全性。RIC强烈建议按照国家认可的安全标准对

产品进行再制造和操作。 

RIC或其主管、雇员或代理人（包括个人专家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不

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任何性质的其他损害

或费用（包括法律费用）以及由于本标准的公布、使用或信赖而产

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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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再制造行业委员会（RIC）是一个商业和学术机构的战略联盟，通过合作、教

育、宣传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跨行业部门支持整个再制造行业发展。RIC致力

于促进再制造行业各个领域的发展，致力于提高认识，并在世界各地政府组织

和广大公众中提高再制造效益的声誉。 

再制造是一个综合和严格的工业过程，通过该过程，以前出售或租赁的产品或

零件通过可控的、可重复的和可持续的过程返回到性能水平和质量上的“和新

的一样”或“好于新的”形式、形态和功能。 

通常使用许多术语来描述不同的产品修复过程

1
，这些过程可能具有类似于第6

节中描述的特征。本标准中再制造过程的目的是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规范描述再

制造，并将其与其他流程区分开来。 

虽然本标准第5部分提供了再制造的一致定义，但是为了符合政府的规定，一些

行业可能会被要求使用替代术语，如翻新或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符合第7

节中详述的要求，就可以声称符合本标准。 

    

2.2.2.2.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再制造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全球性高科技行业，包括各种各样的商业部门。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再制造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委托的一项研究中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了再制造业增长的两个主要障

碍：（1）缺乏对再制造的普遍接受的定义;（2）缺乏再制造工艺的标准。RIC

的标准活动旨在解决这些缺陷，并促进对再制造行业的理解和信任。 

    

3.3.3.3.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该标准为再制造过程定义并提供了基准，并确立了再制造流程的特征，并将再

制造与其他实践区分开来。   

                                                             

1 其他相关的恢复过程可能包括翻新、重建、回收、修理和修复。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第 332332332332----525525525525 号号号号，，，，出版物出版物出版物出版物 4356435643564356。。。。再制造商品：美国和

全球工业、市场和贸易概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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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条款将促进再制造过程的持续改进，并确保再制造行业向客户提供的

产品具有可靠性、一致性的高品质。 

本标准旨在作为将来开发的特定再制造产品和产品组合的附加标准的基准。 

4.4.4.4.    其他相关标准其他相关标准其他相关标准其他相关标准    

虽然这是一个独立的标准，但以下文件在开发出确保最高质量的再制造产品的

过程中可能是有价值的： 

BS 8887 -2：2009 - 制造、拆解和到寿命后的处理（MADE） - 第2部分：

术语和定义 

BS 8887 -220：2010 - 用于制造、拆解和到寿命后的处理（MADE） - 第

220部分：再制造工艺 - 规范 

IPC 7711 / 7721B：2007 - 电子组件的返工、修改和修理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 要求 

ISO 13485：2003 - 医疗设备 - 质量管理体系 -监管目的要求 

ISO 14001：2004 - 环境管理体系 - 要求和使用指导 

5.5.5.5.定义和术语定义和术语定义和术语定义和术语    

就本标准的目标而言，适用以下定义和术语： 

（（（（aaaa））））和和和和新的一样新的一样新的一样新的一样    

从质量，性能和使用寿命的角度来看，产品恢复到可以满足其原始制造

商所要求质量、性能和使用寿命的条件。 

（（（（bbbb））））组装组装组装组装    

将合格零件（无论是再制造的还是新的）组合或连接在一起以创建出子

部件、部件、系统或再制造产品。 

（（（（cccc））））旧件旧件旧件旧件    

使用过的、受损的、失效的或者到寿命的零件，部件，或品牌或原始设

备制造商产品，其目的是通过再制造恢复或改进其原有性能，或用作零

件来源进行再制造产品。旧件可能已经投放市场使用，在生产之后、销

售之前已经损坏，或者延长了货架保存期。在逆向物流过程中，一个旧

件被保护、处理和识别以用于再制造，以避免损坏并保持其价值。旧件

不是废物或废品，并在再制造之前不打算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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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拆解拆解拆解拆解    

将装配好的产品零件按连续顺序拆解成其构成材料或零件。 

（（（（eeee））））再制造产品的生命周期再制造产品的生命周期再制造产品的生命周期再制造产品的生命周期    

从通过旧件的再制造过程，销售，再营销和使用再制造产品来恢复一次

使用到寿的产品到处理回收的到使用周期结束的再制造产品的全过程。 

（（（（ffff））））组件组件组件组件    

再制造产品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个别部件可以被组合或连接在

一起以形成子部件、部件、系统或再制造产品。 

（（（（gggg））））产品验证产品验证产品验证产品验证    

使用已建立的，形成文件的测试和/或检查程序来确认产品的预期用途

满足特定要求的过程。 

（（（（hhhh））））再制造产品再制造产品再制造产品再制造产品    

使用本标准中描述的再制造工艺进行的旧件恢复和转换所产生的新的/

类似的再制造成品。 

（（（（iiii））））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    

再制造是一个全面和严格的工业过程，通过该过程，以前出售，租赁，

使用，磨损或非功能性产品或零件可以从质量上恢复到“和新的一样”

或“好于新的”状态，通过一个可控，可重复和可持续的过程，符合本

标准第6节中列出的要求。 

（（（（jjjj））））技术技术技术技术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一组产品文档，提供技术要求的详细说明，具体的验收标准，并形成产

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过程的基础，并确保再制造的产品提供的功能和

使用寿命在功能上等同于新产品。 

6.6.6.6.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工艺要求工艺要求工艺要求工艺要求    

各种步骤的顺序可能根据再制造产品的不同而不同。用于再制造过程的一个典

型的流程图说明如本节中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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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旧旧旧件收集件收集件收集件收集/获得返获得返获得返获得返还还还还 并再制造并再制造并再制造并再制造 

旧件旧件旧件旧件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及验证及验证及验证及验证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需要替换部件需要替换部件需要替换部件需要替换部件 

检检检检验旧验旧验旧验旧件件件件 

拆解拆解拆解拆解旧件旧件旧件旧件 清洗清洗清洗清洗旧件旧件旧件旧件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测试部测试部测试部测试部件件件件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需要修理需要修理需要修理需要修理或或或或更换部件更换部件更换部件更换部件 重重重重新组装产品新组装产品新组装产品新组装产品 产产产产品喷漆品喷漆品喷漆品喷漆/后后后后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产产产产品检查及性能验证品检查及性能验证品检查及性能验证品检查及性能验证 产产产产品重新进入供应琏品重新进入供应琏品重新进入供应琏品重新进入供应琏 

  旧旧旧旧件是否需要拆解件是否需要拆解件是否需要拆解件是否需要拆解？？？？ 

 再再再再制造工艺制造工艺制造工艺制造工艺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被被被被生生生生产产产产 产产产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品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品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品达到使用寿命周期 

不不不不可用的旧件回可用的旧件回可用的旧件回可用的旧件回收处理收处理收处理收处理 

进行进行进行进行旧旧旧旧件再制造评估件再制造评估件再制造评估件再制造评估 

 

 

 

 

 

 

 

 

 

 

 

 

 

 

 

 

 

 

 

 

 

 

 

 

 

 

图1：再制造工艺的流程图示例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 可可可可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再制造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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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6.1. 6.1. 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再制造应按照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如ISO 9001：2008或ISO 

13485：2003。 

6.2. 6.2. 6.2. 6.2. 不合格产品的控制不合格产品的控制不合格产品的控制不合格产品的控制    

组织应确保不符合最低产品技术要求的产品被确认和识别，以防止重新

引入市场，详见上述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应建立具有证明文件的程序来

确定如何处理这种不合格产品的流程。 

当不合格品进行纠正后，应对此类产品进行重新验证以证明符合这些要

求。 

6.3. 6.3. 6.3. 6.3.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技术技术技术技术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组织应参考确定或制定再制造产品的技术要求，来验证与制造的原始新

产品有“相等或达到更好的条件和性能”。 

6.46.46.46.4. . . . 旧件旧件旧件旧件收集收集收集收集////获得获得获得获得    

组织应使用适宜的书面文件化的质量控制过程来收集或获取旧件。 

6.56.56.56.5. . . . 旧件旧件旧件旧件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旧件应按文件化验收标准进行检查，以确定旧件是否适合再制造3

3
。文

件应包括适当的标准，如质量、状况、经济性、外观等，以及进行评估

所使用的技术，以及不符合验收标准的部件的处置方法。 

6.66.66.66.6....旧件旧件旧件旧件拆解拆解拆解拆解    

旧件应被拆解到适宜的层级，成为组成部分和/或材料。组织应通过参

考确定或创建文件，以确保和记录每个产品和过程达到适当的拆解层

级。 

6.76.76.76.7. . . . 清洗清洗清洗清洗    

在拆解之前，旧件部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清洁（如果合适的话进行消

毒）。拆解后，零部件应使用文件化的程序进行清洁，以清除所有异物

（如土壤，油脂，油漆，表面氧化等），以便在重新组装产品前对旧件

进行适当的检查。 

  

                                                             

3 在某些情况下，旧件必须在检查之前拆解（6.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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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86.86.8. . . . 部件部件部件部件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应使用文件化的程序对产品零件进行检查和功能评估，以确定其是否符

合再利用的资格。不符合文件验收标准的部件应重新制造或更换为新部

件，以保证质量和性能方面符合原始要求。 

6.96.96.96.9. . . .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组组组组装装装装    

应根据文件化的技术规范，对产品进行重新组装，应用工程变更要求，

并根据文件记载的技术要求酌情用新的或类似的新零件更换磨损或损坏

的零件。 

6.106.106.106.10. . . . 最最最最终处理终处理终处理终处理    

产品应按照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喷漆/后处理以符合必要的外观要求。 这

可能包括在适当的时候用合适的表面喷漆材料或加套保护进行喷漆/表

面处理。 

6.116.116.116.11. . . . 性能验证性能验证性能验证性能验证    

产品应使用已建立的文件化测试程序进行性能测试，以确认其性能符合

6.3节所述的技术要求。 

6.126.126.126.12. . . . 包装包装包装包装    

产品应按照适用的法律要求进行包装，并符合任何包装的现行商业惯

例。 

7. 7. 7. 7. 与标准的一致性与标准的一致性与标准的一致性与标准的一致性    

为了符合该标准，组织应该记录本标准第6节中所描述的规范一致性实施要求。

如果组织确定任何要求不适用于其产品的再制造，应详细说明任何特定要求的

偏差、变化或遗漏，以及在其过程文件中说明采用这种决定的基本原理4

4
。 

8.8.8.8.验证符合本标准验证符合本标准验证符合本标准验证符合本标准    

本组织可以向认可的第三方提出申请，以证明其自身声称符合本标准的声明。

这种应用应包括详细的书面文件，以建立本标准第6节所述过程的系统化实施。 

                                                             

4 某些行业可能被要求使用其他条款，如翻修或修复，以便符合法规要求，即

使其流程已经符合本标准中再制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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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经过认可的第三方认证的情况下，由再制造组织或代表再制造组织提出

的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有效性应被理解为是申请人承担其责任。 

9.9.9.9.产品的标记和标签产品的标记和标签产品的标记和标签产品的标记和标签    

该组织可能贴上符合或超过此标准的产品标签或标志，以证明符合本标准。标

签应在产品、相关包装或文件上清楚可见，并应包括对本标准的引用，即

RIC001.1-2016。另外，标签可能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 

� 识别产品的信息 

� “由[再制造公司名称]再制造” 

� “代表[原始设备制造商名称]再制造” 

� “[再制造公司名称]代表[原始设备制造商名称]再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