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业环境概况



简介 
国际铜业协会（ICA）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铜的
有效使用的领先机构。其使命是汇聚全球铜工业
的力量来发展和维护铜应用市场，并为实现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国际铜业协会的39个会员企业代表了全球精炼铜产量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
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加工企业和电线电缆公司。

作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的一部分，铜工业致力于提供数据和信息，以便
铜材用户能够评估铜从原料提取到废弃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影响和
收益。

本环境概况总结了国际铜业协会的电解铜生命周期评估（LCA）的结果。编
制本概况的目的是向铜产业价值链上的参与者提供从采矿阶段到铜生产阶段
的所需信息和生命周期数据。我们也可以根据需求提供更详细的数据集，帮
助处于铜材价值链上的下游用户能够在自行开展生命周期评估研究时，充分
了解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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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什么？
铜从哪里来？
铜存在于自然界的岩石、土壤、空气和水
中，是保障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必需物质。

铜金属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为0.0068% 
（约60 mg/kg）。在部分地区，由于自然
地质和地球化学作用，铜含量会达到更高
水平。在地球表面和地下发现的含量高于
0.2%（即2,000mg/kg）的铜资源即可作为
矿体进行开采。

铜矿床的分布遍布全球。铜矿开采大国包括
智利、美国、秘鲁、中国、澳大利亚、印度
尼西亚、俄罗斯、加拿大和赞比亚。

和其他金属一样，铜100%可回收，并且回
收铜的特性（包括化学和物理性质）依然保
持不变。全世界每年有30%以上的铜需求都
是通过回收铜来满足的。

铜的回收利用具有许多环境效益，比如节约
能源、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
放、延长自然资源的使用寿命以及防止有价
值的土地用于垃圾填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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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应用于哪些领域？
如今，每年的铜使用量在2800万吨左右。

全球近70%的铜产品用于电气、导电体和通信领域，如图1所
示。

除了银之外，铜是导电率最高的金属。这一属性使铜成为发电和
输 配 电行业的理想选择（占45％），以安全高效地方式向家庭
和企业提供电力。

电气设备——作为家用电器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电路、接线和电
接点材料，这一用途占铜使用量的12.5%。

交通领域用铜量占12.5%。火车、汽车或卡车中的高纯度铜 
线束系统将电池产生的电流传送给整个车辆上的设备，如灯
具、中控锁、车载计算机和卫星导航系统等。

另外20%的铜产品用于建筑 装饰 行业——水管设施、屋顶和包
覆材料等。铜结构轻便、耐用、免于维护，且自然美观、持久
耐用、完全可回收。 

剩余的10%用于硬币、雕塑、珠宝、乐器、炊具和其他消费品。

铜的生命周期
铜具有六个主要的生命周期阶段：采矿、冶炼和精炼、半成品制
造、产品制造、使用和回收。回收使用在铜生产的冶炼和半成品
的制造过程都有发生。

国际铜业协会的电解铜生命周期清单（LCI）提供了从采矿到冶炼
和精炼的关键环境信息，因此可作为完整产品生命周期研究的重
要基础。与其它材料一样，我们建议根据使用铜的产品或应用领
域来研究铜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例如，当用作铜导线时，铜
的高导电率可以提高耗能产品的能源效率，使这些产品在使用阶
段更具可持续性。

如今，每年的铜使用量
在2800万吨左右。

其他 – 10% 发电、配电
和输电 – 45%

建筑 – 20%
家用电器和  
电子产品 – 12.5%

交通运输– 12.5%

图1：
铜的主要最终用
途[ICA/IWCC]

采矿

冶炼和精炼

半成品制造回收利用

使用阶段 产品制造

图2：铜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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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如何生产 出来 的？
从最初深埋于地下的矿藏，到应用在电线或管道等成品中，铜的生产经历了若干个阶段。

原生铜的生产始于含铜矿石的开采。铜矿开采有两种基本方式：地表采矿和地下采矿。由于铜矿分
布较广且较为分散，地表或露天采矿是世界上主要的铜矿开采方法。

采矿结束后，铜可通过两种工艺流程之一进行生产：火法冶炼或湿法冶炼。

在火法冶炼工艺流程中，开采的矿石被粉碎并研磨，然后使用浮选方法进行精矿生产。所获得的铜
精矿的平均含铜量为30%，但铜品位可在20%到40%之间浮动（国际铜业研究组织2016年数据）。
在接下来的冶炼过程中，铜矿被转化成“ 冰铜”，含铜量在50%至70%之间。冰铜要么进行闪速吹
炼，要么在转炉中进行处理，生产出含铜量为98.5%至99.5%的粗铜。下一步，粗铜经过传统工艺进
行火法精炼，或重熔、铸成阳极进行电解精炼。电解精炼的产物是精炼电解铜，含铜量在99.99%以
上。

而湿法冶炼工艺流程通过浸出、溶剂萃取（也称为溶液萃取）和电解沉积法（通常称为SX-EW工
艺）主要从低品位氧化矿和一些硫化矿中提取出铜。最终产物与通过火法冶金流程生产出来的含铜
量在99.99%以上的精炼电解铜相同。图2展示了精炼电解铜生产的基本步骤。

再生铜的生产利用了各种含有再生铜的材料，例如在半成品或成品制造过程中废弃的金属中的铜废
料（新废料）或陈旧的报废产品（旧废料），以及电子废料和其他复合材料。含有再生铜的材料在
炉中熔炼成冰铜或黑铜，并在转炉中经过进一步处理形成粗铜。粗铜通过火法精炼形成阳极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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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估
生命周期评估是一项决策工具，用于
确定环境负荷和评估商品或服务在其
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潜在影
响。生命周期评估已经在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的带头下进行了标准化，
并成为了许多研究产品系统生命周期
影响的管理方法和标准的概念基础。

典型的生命周期评估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如图4所示。

目标和范围——确定研究的参比单位、范围和界限、 
受众和用途；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对产品系统进行建模，并将所 
有相关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收集到系统中；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评估与所研究系统相关的潜在 
环境影响；以及

解读——对评估结果进行解释，帮助决策者了解与整 
体环境概况最为相关的因素，并确定产品系统更改可 
能产生的影响。

图4：生命周期评估框架*

清单分析

目标与范围的
确定

影响评估

解读

目标与范围的确定
该研究的系统范围包括从矿山中开采铜
矿石到生产电解铜（原生铜和再生铜）
的整个生命周期清单。该研究是根据ISO 
14040系列“生命周期评估”标准进行
的，并经过了专家小组的严格审查。

该研究的具体目标是：

• 为国际铜业协会的会员的电解铜生
产创建最新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 推动在主流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库中
采用电解铜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以及

• 为今后编制含铜中间产品和最终成
品的生命周期概况提供依据。

本次收集的数据涵盖了2013年度铜生产工
艺的所有技术流程的代表性数据，即火法
冶炼流程、湿法冶炼流程和再生电解铜生
产。背景数据代表2010-2013年数据。该
研究的功能单位是1000kg的电解铜。

本文件中描述的生命周期影响评估审查了
电解铜的生产活动对环境指标的影响，
包括一次能源的需求、全球温室效应、土
地酸化、富营养化、烟雾形成和臭氧消
耗等。

*ISO.（2006）.ISO 14044.“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估–要求与导则”，国际
标准化组织，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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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流程 铜精矿  
（28% Cu）

电解铜 单位

能源来源 原油 4,700 15,000 MJ
无烟煤 4,800 17,000 MJ
褐煤 580 2,600 MJ
天然气 2,700 11,000 MJ
铀 200 1,500 MJ
水力发电的一次能源 1,100 2,800 MJ
太阳能的一次能源 290 950 MJ
风力发电的一次能源 130 450 MJ

物质资源 铜矿石 – 湿法冶炼流程 
（平均含铜率0.4%）

- 81,000 Kg

铜矿石 – 火法冶炼流程 
（平均含铜率0.6%）

40,000 85,000 Kg

石灰岩 58 150 Kg
沙 0.6 190 Kg
用水量（输入） 850,000 2,100,000 Kg
再生铜材 
（铜含量不定）

- 210 Kg

堆积物 表土 2,100 6,300 Kg
矿渣 - 300 Kg
尾矿 29,000 47,000 Kg

尾矿（浸出） - 110,000 Kg
废石 59,000 180,000 Kg
废物（堆积） 9.0 130 Kg
有害废物（堆积） 0.0029 0.0030 Kg

大气排放物 CO2 990 3,800 Kg
CH4 1.7 6.5 Kg
N2O 0.13 0.36 Kg
NOx 4.3 17 Kg
SO2 4.9 43 Kg
NMVOC 0.54 1.8 Kg

CO 1.8 12 Kg
灰尘 （> PM10） 0.098 0.36 Kg
灰尘 （PM10） 1.3 2.0 Kg
灰尘 （PM2.5 - PM10） 0.20 0.64 Kg
砷 0.00015 0.14 Kg
铜 0.00050 0.0011 Kg
铅 0.00038 0.0021 Kg
锌 0.0011 0.0029 Kg

水体排放物 铵盐或氨（NH4+/NH3） 0.021 0.069 Kg
硝酸盐（NO3-） 0.10 0.38 Kg

磷酸盐（PO43-） 0.011 0.031 Kg
生物需氧量 0.017 0.10 Kg
化学需氧量 2.2 7.2 Kg
砷 0.00068 0.0078 Kg
铜 0.0010 0.0026 Kg
铅 0.00067 0.0017 Kg
锌 0.00023 0.00081 Kg

生命周期清单
生命周期清单是生命周期评估过
程中的关键一步。生命周期清单
对产品系统的所有环境输入和输
出数据进行分类。可以从关键活
动的测量和估算中收集一手数
据，或者基于现有生命周期清单
数据库获取信息。

对于电解铜的全球生命周期清单
而言，本研究的具体原始数据由
国际铜业协会的会员公司提供，
并使用GaBi 2014数据库进行建
模。该数据集包含来自四大洲的
生产数据，代表2013年度全球电
解铜产量的21%。

表1中摘取了完整生命周期清单中
的部分数据，显示了电解铜和铜
精矿的分析结果，以及用于生产
原生铜的主要上游材料。

表 1：1公吨电解铜和铜精矿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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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的生产和回收能够从初级和次生原料中回收许多有价值的金
属和非金属副产物，有贵重金属（例如金和银）、硫酸镍、
锌、铅、锡、硫酸和硅酸铁等。

副产品的加工处理是电解铜生产的一个关键方法学问题。副产
品的加工处理基本上分为三种程序：细分、分配和通过替代法
来实现系统扩展。考虑到副产物类目繁多，分配和通过替代法
来实现系统扩展都应用到了电解铜生命周期清单中，如表2所
示。表1中列出的生命周期清单和第3.4节中所示的结果都是在
应用分配和系统扩展方法之后计算出来的。

如上所述，我们邀请了独立的外部专家小组对本研究的方法、
数据质量和建模方面进行了审查。该评审小组由四名国际公认
的在生命周期评估领域的专家组成，由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
Matthias Finkbeiner教授担任组长。审查声明和报告可根据要
求提供。

表2：副产品处
理方法 工艺级别 副产品 处理方法

采矿 - 硫化矿 
- 氧化矿

金属含量分配

精矿生产 - 铜精矿 
- 钼精矿

金属含量分配

冶炼工艺 - 硅酸铁（经由矿渣） 
- 铅锡合金（二次熔炼） 
- 蒸汽

系统扩展 
- 砂砾 
- 铅锡混合物 
- 蒸汽

硫酸厂 - 硫酸 系统扩展
电解精炼 -  电解铜 

-  贵重金属（通过阳极泥） 
-  硫酸镍 
-  硫酸铜

经济分配 
-  平均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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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影响评估（LCIA）

继生命周期清单分析之后，该研究完成了生命周期影响评估，
以帮助国际铜业协会及其会员确定那些产生最大潜在环境影响
的工艺。生命周期影响评估帮助铜工业在其运营过程中找准改
进的机会。

对潜在环境影响的估计根据表3中展示的五个主要影响类别和
能源需求进行。这些影响类别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能够
涵盖大部分环境影响，并且都是采用完善的科学方法确定的。
该研究采用了在全球生命周期评估领域受到广泛认可的荷兰莱
顿大学的环境研究中心（CML）用于生命周期影响评估的表
征方法。

影响类别 描述

一次能源的需求 测量从地球开采的一次能源总量，包括不可再生和
可再生资源，并考虑电力和供热过程的效率。

全球变暖潜能值                    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二氧化碳和甲烷， 
并使用IPCC 2001年全球变暖潜能指数 
（GWP100）进行计算。

酸化潜能值 测量已知的导致大气酸沉降（酸雨）的大气排放物
的排放量。

富营养化潜能值 测量导致环境富营养化或营养物（氮和磷）过量富
集的排放物含量。 

光化学臭氧形成潜能值 测量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反应产生的导致低水平烟雾的前体
物质排放量。

臭氧消耗潜能值 测量在三氯氟甲烷（R-11或CFC-11）的臭氧破坏
潜能值定义为1.0时，化学物质可能引起的对臭氧
层的相对降解量。

表3：生命周期影响评估中的影响类别

生命周期影响评估
帮助铜工业在其运
营过程中找准改进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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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影响评估中的影响
类别

每公吨铜精矿的结果 
（28% Cu）

每公吨电解铜的
结果

单位

一次能源的需求、不可再生能源

（PED）
13,000 47,000 MJ

全球变暖潜能值（100年GWP值） 1,100 4,100 kg CO2当量

酸化潜能值（AP） 8.2 61 kg SO2当量

富营养化潜能值（EP） 0.73 2.7 kg磷酸盐当量
光化学臭氧形成潜能值（POCP） 0.60 3.5 kg乙烯当量

臭氧消耗潜能值（ODP） 1.7E-08 1.2E-07 kg三氯氟甲烷
当量 表4：电解铜生命周期

影响评估结果

研究结果
表4列出了电解铜全球生命周期影响评估的绝对值。相对数值按照工艺步骤和类别列出， 
见图5。

生命周期影响评估的结果有助于铜工业将注意力优先集中在解决环境绩效改善的问题上。

该研究发现，冶炼过程中释放的、未被硫酸厂利用的直接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是导致酸化
潜能值和光化学臭氧形成潜能值等环境影响类别的重要原因。这取决于地方性法规和目前的脱
硫技术的作用。这一结果证实了铜工业持续减少二氧化硫现场排放量的重要性。

对于全球变暖潜能值而言，购买的电能产生的排放物是最重要的促成因素。因此，铜工业的环
境概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铜产地的电网结构。除电力以外，采矿过程中的柴油燃烧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

富营养化潜能值的结果是由氮氧化物的排放引起的，主要与采矿过程中和某些矿区将精矿中转
运输到冶炼厂过程中的柴油燃烧相关。电力因素所占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特别是拥有较多燃
煤电厂的电网。

对于臭氧消耗潜能值而言，该影响几乎完全是由于R114（二氯四氟乙烷）的排放引起的，并且
和电网内是否存在核电站高度相关。

由于购买的电能产生的排放物具有较大的环境影响，本研究结果突出了铜行业在铜生产商的经
营地区倡导环保型电力资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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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出的限制条件纳入考虑范围的前提下，生命周期清单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应用其他度量指
标。

由于金属和采矿业与CML方法（Drielsma等人2016年提出）中使用的特征因子的关联度缺乏稳
健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中排除了非生物耗竭潜能值（ADP）。基于同样原因，毒性的影响也排
除在考虑范围外。此外，由于一些参与公司缺乏关于用水和金属排放物的原始数据，本分析排除
了关于水资源的影响类别。最后，出于对本方法中的特征因子对于金属工业的稳健性影响的担
心，土地用量变化也被排除在外。

应当指出的是，在产品环境足迹（PEF）方法中，我们仍然建议包括非生物耗竭潜能值、土地用
量变化和毒性影响。但是，本研究中排除这些影响类别与《生命周期评估方法与金属和采矿业的
协调》（2016年，Santero与Hendry）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正如《欧盟产品环境
足迹——试点阶段的中期审查》（2016年，Lehmann、Bach与Finkbeiner）中讨论的一样，
这些方法还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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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电解铜生命周期影响评估的相对数值（按影响类别）

铜的生产和回收能够从初级和次生原
料中回收金属和非金属副产物，如贵
重金属、镍、锌、铅和硫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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