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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绿色工厂评价 第 2 部分：

空调器制造业的特殊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调器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以下简称“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则、

评价要求、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对具有家用空调器产品实际生产过程的工厂开展绿色工厂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1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料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GB 18588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5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685 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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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355.1 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值 第1部分：房间空气调节器、家用电

冰箱

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39604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9257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GB/T 39259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QB/T 4411 空调器的绿色环保设计要求

QB/T 554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房间空气调节器

T/CNLIC ××××—×××× 家用电器绿色工厂评价 第1部分：通则

工业和信息化部 限制在电气和电子产品中使用危险物质的行政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132、T/CNLIC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设计房间空气调节器 green-design room air conditioners
按照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极小、

资源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要求设计并制造的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以下简称绿色房间空调

器。

[来源：QB/T 5542-2020，3.1]

4 总则

4.1 评价体系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应符合T/CNLIC ××××—××××中4.1的要求。

4.2 评价原则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原则应符合T/CNLIC ××××—××××中4.1的要求。

4.3 权重系数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础设施（5.2.1）：18%；

——管理体系（5.2.2）：16.5%；

——能源与资源投入（5.2.3）：10%；

——产品（5.2.4）：10.5%；

——环境排放（5.2.5）：11%；

——绩效（5.2.6）：34%。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的基本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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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指标要求

5.2.1 基础设施要求

工厂的基础设施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2.1的要求。

5.2.2 管理体系要求

工厂的管理体系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2.2的要求。

5.2.3 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

工厂的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2.3的要求。

5.2.4 产品要求

5.2.4.1 生态（绿色）设计

工厂应在空调器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宜按照QB/T 4411，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思

维， 从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包装运输、使用维护和回收处理等各环节进行绿色设计，

宜按照QB/T 5542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5.2.4.2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工厂生产的空调器产品应中的限用物质应符合《限制在电气和电子产品中使用危险物质

的行政管理办法》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5.2.4.3 节能

工厂生产的空调器产品应满足GB 21455中的能效限定值要求，并努力达到更高能效等

级。

5.2.4.4 减碳

工厂生产的空调器产品不应采用消耗臭氧潜能值（ODP）大于零的制冷剂进行充注，宜

采用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尽可能低的制冷剂进行充注。

5.2.4.5 回收利用

工厂在空调器产品的回收利用方面：

——按照GB/T 32355.1计算，空调器产品可再生利用率不应低于80%；

——宜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再生利用率进行改善；

——宜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GB/T 23685的要求对产品开展回收利用；

——宜自行或与第三方机构联合建立产品可溯源、回收过程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

信息管理系统及回收评价体系、信息平台。

5.2.5 环境排放要求

工厂的环境排放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2.5的要求。

5.2.6 绩效要求

5.2.6.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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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一般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5.2.6.1的要求。

5.2.6.2 用地集约化

用地集约化应符合T/CNLIC ××××—××××中5.2.6.2的要求。

5.2.6.3 原料无害化

原料无害化应符合T/CNLIC ××××—××××中5.2.6.3的要求。

5.2.6.4 生产洁净化

废气、废水及污染物的单位产生量包括单位产品总磷产生量、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

（CODcr）、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等：

应不高于空调器制造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技术指标或基准值，

未明确具体水平指标的，应采用其他对比方式，证明其达到本行业平均水平或国内一般水平；

宜达到空调器制造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以上技术指标或基准值，

未明确具体水平指标的，应采用其他对比方式，证明其达到本行业国内先进/领先水平。

5.2.6.5 废物资源化

包括单位产品取水量、废水处理回用率等：

应优于空调器制造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技术指标或基准值，未

明确具体水平指标的，应采用其他对比方式，证明其达到本行业平均水平或国内一般水平；

宜达到空调器制造业相关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以上技术指标或基准值，

未明确具体水平指标的，应采用其他对比方式，证明其达到本行业国内先进/领先水平。

5.2.6.6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优于空调器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三级技术指标

或基准值，未指定相关标准的，应通过其他对比方式，证明其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或国内一般

水平。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宜达到空调器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以上技术

指标或基准值，未明确具体水平指标的，应采用其他对比方式， 证明其达到本行业国内先

进/领先水平。

6 评价程序

6.1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按照T/CNLIC ××××—××××中6.1的规定。

6.2 评价内容

6.2.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应符合T/CNLIC ××××—××××中6.2.1的要求。

6.2.2 评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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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按照4.3中规定的权重系数，每项

一级指标评分满分为100分，其中必选二级指标分值为60分，可选二级指标分值为40分，按

式（1）计算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值为 100 分。

6

1
i i

i
S w S



综
…………………………………………（1）

式中：

S综
——指标加权综合评分；

iw ——各项一级指标权重；

iS ——各项一级指标评分，其值为该指标项下二级指标评分之和。

必选指标得分根据符合与否取0分或满分，可选指标得分根据符合程度在0分和满分之间

取值。

当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该项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给同一级指标下同一类型（必

选或可选）的其他评价要求。当平均分配无法除尽时，其他指标项取0.5的整数倍，余数分

配给自上而下与其临近的第一个指标项。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见表A.1。

6.3 评价工作流程

评价工作流程按照T/CNLIC ××××—××××中6.3的规定。

7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的内容应符合T/CNLIC ××××—××××中第7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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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空调制造业开展绿色工厂评价应依据表A.1规定的格式，按照一级、二级指标的要求、

分值进行打分，并逐项提供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料。

表A.1 空调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序

号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1
基础

设施

建筑

（33）

工厂的建筑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必选

4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

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

求。

4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法律、标准要求
4

独立设置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

房间
5

建筑材料选用蕴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和本地建材

可选

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符合 GB18580～18588和 GB 6566的要求 2

建筑结构采用钢结构或砌体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

系
2

室外场地内设置可遮荫避雨的步行连廊，且室外透水地面面积占室外总

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30%
2

厂区绿化优先种植乡土植物，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 2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 10%；

或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低于 10%
3

适用时，工厂的厂房采用多层建筑 2

照明

（13）

人工照明符合 GB 50034规定
必选

4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3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尽量利用自然光

可选

2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 50% 2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2

专用

设备（8）

工厂采用节能、高效、环保的专用设备，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

染物排放
可选 8

通用

设备

（22）

适用时，工厂的通用设备对应符合 GB 18613、GB 19153、GB 19577、

GB 19761、GB 24790等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要求。已明令禁止生

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必选

6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

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6

工厂使用节能供电设备（节能变压器、能源管理系统等） 可选 4



T/CNLIC XXXX-XXXX

7

序

号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工厂采用低排放供能设备 3

工厂使用的通用用能设备（空压机、中央空调、水泵等）采用了节能型

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3

计量

设备

（14）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有以下设备，

应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1）照明系统；（2）冷水机组、相关用能设

备的能耗计量和控制；（3）室内用水、室外用水；（4）空气处理设备

的流量和压力计量；（5）锅炉；（6）冷却塔
必选

8

工厂依据 GB17167、GB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

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6

污染处理

设备

（10）

必要时，工厂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

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

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必选 10

2
管理

体系

质量管理

体系

（20）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符合 GB/T19001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必选 16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4

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

体系（20）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符合 GB/T45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必选 16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4

环境管理

体系

（20）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符合 GB/T24001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 必选 16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4

能源管理

体系

（15）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符合 GB/T23331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必选 12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3

社会责任

管理体系

（15）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符合 GB/T 39604要求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可选

5

通过 BSCI认证或 SA8000认证 5

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

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5

有害物质

管理体系

（5）

有害物质使用符合 QC080000有害物质管理体系 可选 5

绿色供应

链管理体

系

（5）

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符合 GB/T 39257的要求

可选

3

工厂绿色供应链物料清单符合 GB/T 39259的要求 2

3

能源

资源

投入

能源

投入

（30）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

入
必选 14

使用了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可选

4

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光伏、空气能）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4

http://www.tanpaifang.com/tanhangqing
http://www.tanpaifang.com/xinne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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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采用高效节能工艺进行生产 4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 4

资源

投入（40）

工厂按照 GB/T 7119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必选

8

工厂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

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8

工厂按照 GB/T 29115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8

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

可选

4

对生产用水进行回收利用，对生产废水进行处理回用 4

采用节水工艺进行生产 4

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使用 4

采购（30）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必选

12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

的采购要求
10

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

等环保要求 可选
4

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4

4 产品

生态

设计

（24）

按照 QB/T 4411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绿色设计

可选

5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产品进行仿真设计，缩短设计过程，降低资源投入 5

对产品进行模块化、轻量化设计，提升产品的通用性 4

采用变频节能技术设计的产品 5

按照 QB 5542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满足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要求。 5

有害物质

使用

（15）

工厂生产的产品及包装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

产品应符合《限制在电气和电子产品中使用危险物质的行政管理办法》

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包装应符合 GB/T 16716.1中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的要求

必选 15

节能

（21）

应满足 GB 21455中的能效限定值要求（国内销售产品） 必选 15

60%的产品满足 GB 21455中的能效等级 2级要求（国内销售产品，按照

型号统计）

可选

2

20%的产品满足 GB 21455中的能效等级 1级要求（国内销售产品，按照

型号统计）
2

使用高效部件（如适用） 2

减碳

（19）

采用消耗臭氧潜能值（ODP）等于零的制冷剂（国内销售产品） 必选 15

采用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不大于 675的制冷剂（国内销售产品） 可选 4

可回收利

用率（21）

按照 GB/T 32355.1的计算可再生收利用率，不低于 80% 必选 15

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可选

2

按照 GB/T 23685的要求对产品开展回收利用 2

建立产品可溯源、回收过程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信息管理系统及 2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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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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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回收评价体系、信息平台

5
环境

排放

大气污染

物

（20）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必选 10

在焊接、清洗、电泳、电镀、涂装、发泡等工艺中采用气态污染物处理

或减排技术 可选
5

工厂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5

水体污染

物

（40）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必选 20

在焊接、清洗、电泳、电镀、涂装、发泡等工艺中采用污水处理技术
可选

10

工厂的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10

固体废弃

物

（10）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的要求。工

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

厂进行处理

必选 10

噪声

（20）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

求
必选 20

温室

气体

（10）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

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可选

3

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3

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2

可行时，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2

6 绩效

用地集约

化（25）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工厂容积率

指标应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的要求
必选 5

指标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要求的 1.2倍及以上
可选 2

指标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2倍及以上
可选 2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工厂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不低于 30% 必选 5

建筑密度达到 40% 可选 2

按照GB/T 36132—2018附录A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必选 5

指标优于行业前 20% 可选 2

指标优于行业前 5% 可选 2

原料无害

化（7）

按照 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

用情况
必选 5

按照 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工厂主要物料的绿色物料使用率

达 30%及以上
可选 2

生产洁净

化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

单位产品总磷产生量不大于 6 mg/标台；

化学需氧量不大于 10g/标台
必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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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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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27） 生量
单位产品总磷产生量不大于 4 mg/标台；

化学需氧量不大于 7.5g/标台
可选 2

单位产品总磷产生量不大于 2mg/标台；

化学需氧量不大于 5g/标台
可选 2

按照 GB/T 3613附录 A计算单

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指标不大

于 50 mg/m
3

必选 5

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指标不大

于 35 mg/m
3

可选 2

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指标不大

于 20 mg/m
3

可选 2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指标不大于 90L/标台 必选 5

指标不大于 60L/标台 可选 2

指标不大于 30L/标台 可选 2

废物资源

化

（25）

按照附录 B计算单位产品取水

量。

指标不大于 120kg/标台 必选 8

指标不大于 80kg/标台 可选 2

指标不大于 40kg/标台 可选 3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废水处理回用率

指标不小于 20% 必选 7

指标不小于 30% 可选 2

指标不小于 40% 可选 3

能源低碳

化

（16）

按照GB/T 36132—2018的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指标不大于 3kgce/标台 必选 10

指标不大于 2.5kgce/标台 可选 3

指标不大于 1.5kgce/标台 可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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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单位产品取水量

统计报告期内，企业生产单位合格产品需要从各种常规水资源（地表水、地下水、城镇

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提取的

新鲜水量。按公式（B.1）计算：

��秐 = �秐

�
………………………………………（B.1）

式中：

��秐——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标台套（m3/标台套）；

�秐——统计报告期内产品生产总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统计报告期内合格产品总量，单位为标台套。

注 1：不包含从各种非常规水资源（取自海水、苦咸水、矿井水及城镇污水再生水）提取的水量和重

复利用水量。

注 2：工业生产包括主要生产（用水量包括工艺用水量、锅炉用水量等）、辅助生产（用水量包括机

修、运输、空压站等用水和水处理单元的自用水量）和附属生产（用水量包括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生

活用水和杂用水），不包括基建用水量和消防用水量及企业生活区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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