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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术语与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评价要求、评价程

序和评价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动物毛皮为原料的毛皮硝染行业的绿色工厂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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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量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储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20400 皮革和毛皮有害物质限量  

GB/T 7466  水质 总铬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QB/T 5574-2020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毛皮 

GB 30486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废水污染排放标准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16716.1-2018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HJ/T 132  高氯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66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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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6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757  水质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工厂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引自GB/T 36132-2018，定义3.1] 

3.2  

毛皮硝染 fur making 

指把从水貂、狐狸、貉子、兔、羊等动物体上剥下来的皮（即生皮），进行系统的化学和物理处理，

制作成适合各种用途的成品毛皮的过程。从已鞣毛皮经过染色、整饰加工成成品毛皮也属于毛皮加工的

范畴。 

3.3  

细杂毛皮 fine fur 

除大羊毛皮以外的毛皮，包括水貂皮、狐狸皮、貉子皮、兔皮、小羊皮等。 

注：大羊皮皮张面积通常大于0.6 m2。 

 

4 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 

4.1 分类 

4.1.1 按原料皮分类 

根据原料皮的不同，将毛皮分为大羊皮和细杂毛皮。 

注：毛皮加工行业的原料皮种类多样，该分类方法可确保生产加工过程中，两种毛皮在生产工艺、鞣制方式、污染

物类型等指标、能源和设备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和清晰的分类边界。 

4.1.2 按生产工艺分类 

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分为生皮—成品毛皮、已鞣毛皮—成品毛皮两类。 

4.2 评价原则 

4.2.1 一致性原则 

评价总体结构与GB/T 36132 保持一致，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

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7个一级指标。 

4.2.2 行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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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求在符合GB/T 36132 规定的基础上，依据毛皮硝染行业的行业特征和特性，规定了适合毛

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要求。 

4.2.3 系统性原则 

评价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4.3 评价指标 

4.3.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基本要求为工厂参与评价的基本条件，不参与评分；评价

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6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

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中设具体评价要求。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为工厂宜

达到的提高性要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工厂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求的满足程度。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中的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和环境排

放中的定性要求与GB36132-2018标准保持一致，具体要求见附录A。定量指标数据详见表1毛皮硝染绿色

工厂绩效评价指标，按照附录B提供的方法进行计算和评估，各项绩效指标应满足毛皮硝染行业规定要

求，绩效统计和计算应当选取完整自然年数据。 

表1 毛皮硝染绿色工厂绩效指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指标基准值 
判定方式 

已鞣毛皮—成品毛皮 生皮—成品毛皮 

资源 

属性 

原材料使用要求 

生产中的化料应选择少盐浸酸剂，少铬或无铬

鞣剂、无甲醛鞣剂，铬鞣剂应循环利用；宜使

用高吸收染料，不使用国际上禁用的海军蓝染

料、可分解出有害芳香胺的偶氮染料、致癌染

料及致敏染料；宜使用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

可降解加脂剂；润湿剂、脱脂剂、复鞣剂、加

脂剂等不含烷基酚（APE）或烷基酚聚氧乙烯

醚（APEO）；不使用甲醛烫毛。 

原材料清单及

证明材料。 

化工材料中有害化学物质要求见QB/T 5574-2020附录A。 

企业自我声明

并提供化学品

清单和证明材

料。 

单位产品取水

量/(m
3
/万标准

张)  ≤ 

大羊皮  1700  4400 

计算方法见

B.12，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小羊皮  440  1100 

毛皮褥子  260 — 

滩羊褥子  460 — 

水貂皮  100  260 

狐狸皮  440  1200 

貉子皮  260  660 

兔皮  38  110 

水的重复使用 大羊皮 18 30 计算方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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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细杂毛皮 15 25 

B.9，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包装材质 符合GB/T 16716.1要求。 
符合性证明材

料。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

/(kgce/万

标准张) ≤ 

大羊皮 10000 13000 

计算方法见

GB/T 2589的规

定和B.11，并提

供能耗证明材

料。 

小羊皮 2400 3100 

毛皮褥子 1700 — 

滩羊褥子 2900 — 

水貂皮 830 1000 

狐狸皮 3900 5100 

貉子皮 2000 2700 

兔皮 340 450 

环境

属性 

废

水

a 

单 位 产

品 废 水

产 生 量

/(m
3
/ 万

标准张 )       

≤ 

大羊皮 1600 4000 

计算方法见

B.8，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小羊皮 400 1000 

毛皮褥子 240  —     

滩羊褥子 420 — 

水貂皮 90 240 

狐狸皮 400 1150 

貉子皮 240 600 

兔皮 35 100 

单位产品化学

需氧量CODcr

产生量 / (kg/

万标准张)  ≤ 

大羊皮  3200  8800 

按HJ/T 132或

HJ 828的要求

进行采样和监

测；计算方法见

B.5，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小羊皮  800  2200 

毛皮褥子  480 — 

滩羊褥子  840 — 

水貂皮  180  530 

狐狸皮  800  2500 

貉子皮  480  1300 

兔皮  70  220 

单位产品氨氮

产生量/ (kg/

万标准张)  ≤ 

大羊皮  70  350 按HJ/T 195、HJ 

535、HJ 536、

HJ 537、HJ 665

或HJ 666的规

小羊皮  17  88 

毛皮褥子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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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羊褥子  18 — 定进行采样和

监测；计算方法

见B.6，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水貂皮  4  21 

狐狸皮  17  100 

貉子皮  10  50 

兔皮  1.5  8.5 

 

单位产品总铬

产生量/(kg/万

标 准 张 )      

≤ 

大羊皮  440  1000 

按GB/T 7466或

HJ 757的规定

进行采样和监

测；计算方法见

B.7，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小羊皮  115  270 

毛皮褥子  27 — 

滩羊褥子  120 — 

水貂皮  8  8 

狐狸皮  22  22 

貉子皮  13.5  13.5 

兔皮  3.5  3.5 

固

废 
一般固废 

不直接外排到环境，自主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回

收处理。 

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a 间接排放的废水应符合GB 30486中对新建企业的要求。 

 

4.3.2 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20%； 

——管理体系，15%； 

——能源与资源投入，15%； 

——产品，10%； 

——环境排放，10%； 

——绩效，30%。 

各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见附录A。 

4.4 评价方法 

4.4.1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

时，评价方应包括独立于工厂、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4.4.2 实施评价的组织评价时应包括：查看受评工厂的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声明文件、

监测报告、相关第三方认证证书等支持性文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

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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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总分为 100 分。必选指标应全部满

足，可选指标得分依据符合程度在 0 分和满分之间取值，见附录 A。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

该项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给相同一级指标下其他评价要求。 

5 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 

5.1 评价程序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

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5.2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 

b）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

评审情况； 

d）评价内容，包括一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e）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

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f）对企业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g）绿色工厂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h）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提出的下一步工作建议； 

i）相关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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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各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权重 

0 
基本

要求 

合规性与相关

方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 

— 

一票

否决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 

工厂各种污染物排放指标应符合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 

基础管理职责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应满足GB/T 36132-2018中4.3.1 a）的要求。  

— 

— 

最高管理者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并满足GB/T 36132-2018中4.3.1 b）的要求。  — 

基础管理职则

—工厂 

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 

应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可行时，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 

应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评估教育和培训结果。  — 

1 
基础

设施 
建筑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必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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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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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独立设置。  6 

建筑材料：选用蕴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和本地建材，减少建材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  

可选 

4 

建筑结构：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4 

绿化及场地：（1）场地内设置可遮荫避雨的步行连廊。(2) 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

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  
4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1）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宜大于10%；（2）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占比宜不低于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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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满足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工厂宜优先采用多层建筑。   4 

照明 

照明功率密度、照度等参数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必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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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考虑使用自然光。  

可选 

4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应不低于50%。  4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4 

专用设备 

新建（改扩建）毛皮硝染企业应采用能实现节能减排的水场加工设备。 必选 8 

工厂宜采用低压喷涂设备、滚涂机等可减少涂饰材料消耗的设备。 
可选 

2 

工厂宜采用自动化装备，提供毛皮硝染行业自动化水平。 2 

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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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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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运行的要求。 4 

通用设备宜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可选 4 

计量设备 

工厂应按GB 17167、GB 2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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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4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有以下设备，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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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污染物处理 

设备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

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必选 
4 

工厂应安装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 2 

2 
管理

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 
工厂应按GB/T 19001的规定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  必选 10 

15%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8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  

工厂应按GB/T 28001的规定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必选 10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8 

环境管理体系  
工厂应按GB/T 24001的规定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  必选 20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0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应按GB/T 23331的规定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  必选 20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0 

社会责任 工厂宜每年发布公开可获得的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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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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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

资源

投入 

能源投入 

工厂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必选 10 

15% 

使用了低碳清洁能源。  

可选 

5 

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5 

工厂宜充分利用余热余压。  5 

工厂宜建设智能微电网。  5 

资源投入 

工厂应按GB/T 7119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必选 

15 

工厂应按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15 

工厂在脱脂、鞣制工序应采用废液循环使用技术。  可选 8 

工厂宜对毛皮碎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可选 6 

采购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应方的准则。  
必选 

10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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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包含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环保等要求。  可选 6 

4 产品 

生态设计 

工厂应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必选 30 

10% 

按GB/T 24256的规定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可选 

6 

按GB/T 32161或对应产品相关评价标准的规定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4 

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 

工厂生产的毛皮有害物质限量应满足QB/T 5574-2020表2的规定。  必选 20 

工厂在毛皮硝染过程中使用的化工材料应满足QB/T 5574-2020附录A的规定。  必选 20 

减碳 

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  

可选 

8 

核算或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2 

适用时，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2 

可回收利用率 提高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  可选 4 

5 
环境

排放 

大气污染物排

放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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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工厂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10 

水体污染物排

放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30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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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10 

固体废物排放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18599、GB18597等相关处理标准要求。  

必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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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噪声排放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GB12348、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必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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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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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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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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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绩效 

用地节约化 

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1.0。  必选 3 

30% 

工厂容积率宜大于1.2。  可选 2 

工厂建筑密度应不低于30%。  必选 3 

工厂建筑密度宜达到40%。  可选 2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未发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超

过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必选 3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达到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的1.2倍及以上，2倍为满分；未发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达到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1.2倍及以上，2倍为满分。  
可选 2 

原料无害化 
按照附录B.4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必选 8 

水性与无溶剂聚氨酯涂饰剂等绿色物料使用率达到90%以上。  可选 4 

生产清洁化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产生量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6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6 

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6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10 

废物资源化 

整个生产工艺中小液比工艺、高效节能节水划槽、转鼓应至少分别占比50%以上。  必选 8 

鼓励小液比工艺、高效节能节水划槽、转鼓占比达到100%。  可选 3 

含铬污泥的综合利用率大于65%，如无含铬污泥视为满分。。  必选 6 

鼓励含铬污泥的综合利用率达到80% ，如无含铬污泥视为满分。 可选 3 

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10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达到表1中基准值的要求。  必选 10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指标应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必选 3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指标优于行业前20%水平。  

尚无评判依据时，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近三年宜逐步降低。  
可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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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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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毛皮硝染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 

B.1 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正负 0 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值，按

式（B.1）计算。 

用地

总构建物总建筑物

A

AA
R




………………………………………………………………………………(B.1) 

式中： 

R——工厂容积率； 

A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 单位为平方米（m
2
）； 

A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2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面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装置或设备、

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B.2）计算。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r

 


………………………………………………………………………….(B.2) 

式中： 

r——工厂建筑密度，单位为百分比（%）； 

α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α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3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为工厂产值与厂区用地面积之比，按式（B.3）计算。 

用地A

Y
y 

……………………………………………………………………………………………(B.3) 

式中： 

y——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每公顷（万元/公顷）； 

Y——统计周期内工厂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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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B.4 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按式（B.4）计算。 

%100
i

i

M

G


…………………………………………………………………………………… (B.4) 

式中： 

ε——绿色物料使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Gi——统计期内绿色物料使用量，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绿色物料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

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弃物等作为

原料；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 

Mi——统计期内，同类物料总使用量，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B.5 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化学需氧量（CODcr）产生量指毛皮硝染过程产生的废水中CODcr的量，在废水处理站入口进行测

定。单位产品化学需氧量按照式（B.5）计算。 

Q

VC
COD

CCOD

cr
Cr



…………………………………………………………………………… (B.5) 

式中： 

CODCr——单位产品CODcr 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万标准张毛皮（kg/万标准张）； 

CCODcr ——统计期内，各生产环节CODcr 产生浓度实测加权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c ——统计期内，工厂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毛皮。 

B.6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Q

VN
N Ci

Di




…………………………………………………………………………….……… (B.6) 

式中： 

NDi——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万标准张毛皮（kg/万标准张）；  

Ni——统计期内，各生产环节氨氮产生浓度实测加权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c ——统计期内，工厂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毛皮。 

B.7 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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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铬产生量指毛皮硝染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中总铬的量，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处理站入口进行测

定。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按照式（B.7）计算。 

Q

VCr
Cr Ci

Di




………………………………………………………………………….……… (B.7) 

式中： 

CrDi——单位产品总铬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万标准张毛皮（kg/万标准张）；  

Cri——统计期内，各生产环节总铬产生浓度实测加权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i ——统计期内，工厂含铬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毛皮。 

B.8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按照式（B.8）计算。 

Q

V
V c

Ci 

………………………………………………………………………….…………….… (B.8) 

式中：  

Vci——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标准张毛皮（kg/万标准张）；  

Vc——统计期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毛皮。 

B.9 水的重复使用率 

指在统计期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包含循环利用的水量和直接或经过处理后回收再

利用的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水的重复利用率按式（B.9）计算。 

ri

r

VV

V
R




……………………………………………………………………….…………….… (B.9) 

式中：  

R——水的重复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Vr——统计期内，重复利用水量（包含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统计期内，产品生产总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1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式（B.10）计算。 

%100



w

c
r

ZZ

Z
K

…………………………………………………………….………….…(B.10) 

式中：  

Kr——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ZC——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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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Zw——综合利用往年存储量，单位为吨（t）。 

B.1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式（B.11）计算。 

Q

E
E i

ui 

…………………………………………………………………………….………….…(B.11) 

式中： 

Eui——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万标准张毛皮（kg/万标准张）；  

Ei——统计期内，工厂消耗全部能源数量，单位为吨标准煤（kgce）；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毛皮。 

B.12 单位产品取水量 

每生产或加工1万标准张（生皮或已鞣毛皮）所消耗的新鲜水量。新鲜水指从各种水源取得的水，

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包括蒸汽、热水、

地热水等）。按公式（B.1）计算： 

V=Vi/Vc…………………………………………………………………………….……….…(B.12) 

式中： 

V——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标准张（m3/万标准张）; 

Vi——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1年）内，产品生产消耗的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Nc——同一计量时间内合格产品的产量，单位为万标准张（万标准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