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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贵金属重新恢
复其价值。

可持续发展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企业 30 
多年来的宗旨：我们从工业余料中回收贵金属，使这些宝
贵的材料可以再次被利用 - 主要包括金（Au），银（Ag）
，铂（Pt），钯（Pd），铑（Rh），钌（Ru）。

我们将废料加热至适当的高温,其中的可燃物质燃烧成灰
烬，然后将剩下的浓缩物进行研磨和混合，并对贵金属成
分进行分析。由于我们的处理能力强大，大约四到六周后
即可结算。  

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工作态度极其谨慎细心，而
且还提供全面的服务。所有步骤始终对客户完全透明并进
行全程记录 - 信任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我们为欧洲许多大
中型企业提供服务，与其中一些客户已合作多年。目前，
我们正拓展在中国和印度的业务。

1980 年，当 Norbert Brand 在 Offenbach 创建企业之初，
便确立了再生利用的目标，尽管当时对含贵金属废料通常
还只是进行清除处理。时至今日，他的座右铭“超前思
考”依然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基石。

Nobra GmbH 目前有 25 名员工。公司总部位于 Offen-
bach，生产部门自 1991 年起位于 Thüringen 的 Ripper-
shausen。公司最初仅通过 1 台加热炉进行工作，今天已增
至 12 台。作为一家中型家族企业，我们为客户提供众多的
优势：服务灵活，因决策路径短而结算迅速，面对面的个
性化咨询等。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企业 

30 多年来的宗旨。



06

专业技能直至
细节。

对于产生含贵金属成分剩余物的所有行业，我们都能与之合
作。除了化工集团、印刷厂和制药公司，我们的客户还包括
玻璃、瓷器和陶瓷制造商以及太阳能电池和电子元件生产
商。

我们可以从多种余料中回收贵金属 - 从催化剂或电镀剩余物，
到冲压下脚料或不合格的产品批次，直至罐、膏、泥和抹布
等。举两个例子：信用卡上的芯片是将金属带进行冲压加工
而成 - 我们对模块式金属带的余料进行加工，回收其中所含的
贵金属。我们还可从各种生产余料或废料中回收玻璃或瓷器
上作为装饰用的黄金。 
 
我们能高效可靠地回收贵金属，而且几乎没有残留，客户可
以始终对此放心。当然，我们会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遵守相关
废物处理法规；所有物流流程符合现行的环境、废物、有害
物质和劳动等方面的国际法规。

在这方面，我们是认证的废弃物处理专业公司，也是根据联
邦污染防治法获得授权的回收企业。此外，我们的质量管理
和环境管理通过了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认证，信誉等级
也定期通过证书登记在案。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我们能高效并可
靠地回收贵金
属，客户可以始
终对此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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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运输

热处理

材料检查

我们使用自己的车辆到现场收
集余料，这些车辆也适用于危
险品运输。根据客户愿望，我
们可提供收集容器。这些服务
可为您省去组织工作，即使我
们委托了运输公司，我们也会
接管所有手续。您的余料运达
后将立即使用校准过的设备称
重，并与装运时的重量进行比
较。 您的货物批次将获得一个执行

编号，该编号对应于整个加
工和分析过程中无间断的文件
记录。然后我们对材料进行检
查，以便能实现最佳处理。我
们拥有不同的粉碎机用于机械
性预处理；包含敏感数据的余
料在运达当天即被粉碎。

为了对材料的再加工进行准
备，我们通过热处理过程降低
其体积：有机物在高温下被烧
成灰烬 - 术语称为灰化。我们
拥有两种不同的设备，用于对
不同种类的余料进行灰化。根
据材料的不同，我们将选择最
佳的燃烧炉和温度。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一站式服务。
我们通过服务为您节省组
织工作方面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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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混合/实验室样品

化学分析

结算冷却后的燃烧残渣将在球磨机
中被研磨，并在混合装置中被
混匀。因为只有这样细致均匀
的混合才能提供具有总体代表
性的样品。

样品将首先在我们的实验室进
行检验。然后，我们为其在第
三方独立实验室的分析进行准
备，随后寄出。

材料抵达我方大约四到六周
后，我们即可根据分析出的贵
金属含量，在扣除我方工作成
本后立即向您进行支付。

贵金属回收 ::: NOBRA GmbH



我们将认真负责地处
理您的废弃材料，细
致地进行加工，对此
您始终可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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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并且细心谨慎。
对此您可以完全放心。

精确、快速、优秀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贯穿从运
输到加工和分析，直至结算的整个过程。之所以能高
质量地完成整个流程，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协调一致的
团队，在贵金属回收领域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 -并且技
术水平总是处于最前沿。

我们将认真负责地处理您的废弃材料，细致地进行加
工，对此您始终可以信任。我们非常重视最大限度地
回收贵金属；例如：对滤尘也会再次进行加工处理。
对我们来说，完整的工作记录也同样重要：每批来料
的整个回收过程都可通过执行编号进行追踪，所有加
工区域以及我们的实验室都通过摄像机进行监控。

贵金属回收 ::: NOBRA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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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水平的工艺技术诀窍。

凭借广泛的技术、强大的处理能力和独特的诀窍，我们
成为欧洲领先的贵金属回收企业。 

在烧尽和灰化时，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工艺和均匀的燃
烧温度。现在我们总共拥有 12 台燃烧炉，可实现对材
料的最佳处理。同时，有害物质的排放量降低到最低程
度，并确保始终对有害物质进行符合环保方式的处理。 

此外，我们还拥有各种用于对余料进行预处理的粉碎
机、多台不同大小的球磨机和 Nauta 混合机。所有设备
的运行均高效、经济和精确。

这样，通过短时间内最高水平的加工过程，我们可以实
现最佳的贵金属产量 - 能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性价比。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NOBRA GmbH 是欧洲领先

的贵金属回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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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精度的
分析。

一流的样品是准确分析的基础。余料在热处理后被磨
细、混合。最大程度的细心和精确在此时极为重要，因
为这一步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客户来说至关重要：混合得
越均匀，样品越准确 - 从而越具有整体代表性。

根据要求，我们很乐意将材料样品寄给您，您也可以亲
自或委派代表取样。样品的第一次评估在我们自己的实
验室进行，然后在一个独立实验室进行分析。我们将保
存留样 6 个月，以便追溯查询。

对于以前尚未处理过的材料，我们将免费制备一份样
品。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是否能用我们的方法来处理该
材料，或者是否需要为此开发新的方法。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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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

透明、
详细并

且迅速。

通常在废弃材料运达我方四到六周后，您即可
得到回收贵金属的结算。

我们将根据分析测得的贵金属含量以当日价格
为基础向您进行支付。对此您有多种选择：
- 我们立即向您汇款。 
- 等值记入您的贵金属账户。
- 您得到锭、颗粒等形状的金属用于再加工；我
  方承担运输。

结算时向您提供详细的整体情况：包括所有相
关数据，例如入货量、灰重、贵金属含量以及
当日行情等，并随附有实验室报告。我们的加
工费将单独开具账单。

贵金属回收 ::: NOBRA GmbH

LONDON F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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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对有价值原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本身就是为可持续发
展作出着贡献。当然仅此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回
收。凭借现代化、高率的技术和整个处理过程中最大程度的
细心，我们节约了能源并保护了资源。此外，我们重新利用
燃烧时产生的部分热量。

我们严格履行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也通过我们获得
ISO 14001 环境管理认证得以证明：我们为自己设立了环
保目标，并不断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和改善。.

可持续发展理念当然也包含于我们的企业管理之中：我们立
足德国，信任和依靠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长期
劳动关系与合理的工资是我们一贯标准 - 以及愉快的企业氛
围和员工的免费食堂。.

此外，我们定期投资于技术并不断扩展我们的服务。因为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客户可持续地提供一流服务。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我们为自己设立了环保目标，

并不断对其进行监督检

查和改善。



了解更多 ...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您希望得到免费咨询吗？您想免费为您的废旧材料估价吗？或者您正为
企业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吗？我们很乐于就我们的服务亲自向您进行说明：

Ihre Ansprechpartner: 

Norbert Brand 
总经理  
norbertbrand@nobra-gmbh.de 

Peter Liebetrau
技术负责人
peterliebetrau@nobra-gmbh.de 

Gabriela Straubel
商务负责人
gabrielastraubel@nobra-gmbh.de 

NOBRA GmbH 

Gewerbegebiet Sandfeld 14-15
98639 Rippershausen

Tel: +49 (0) 3693 - 891495
Fax: +49 (0) 3693 - 893841

Email: info@nobra-gmbh.de
Web: www.nobra-gmbh.de

NOBRA GmbH ::: 贵金属回收



NOBRA GmbH 

Gewerbegebiet Sandfeld 14-15
98639 Rippershausen

Tel: +49 (0) 3693 - 891495
Fax: +49 (0) 3693 - 893841

Email: info@nobra-gmbh.de
Web: www.nobra-gmbh.de

N
O

BR
A 

G
m

bH
通
过
加
工
处
理
回
收
贵
金
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