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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国制造2025》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战略任务中有关推行生态设计，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工作重点。

l《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l《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

积极推进绿色产品评价等的重点工作。推动实现到2020年，创建百家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百家绿色设计中心，力争

开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的工作目标。

l《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

建立各方协作机制，发布绿色产品目录，引导绿色生产，提升绿色产品国际化水平，推动国际合作。到2020年，开

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的具体重点任务。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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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目标

到2020年，制定百项绿色设计产品标准，力争开发和推广万种绿色设计产品。

l进展

建立了企业自我声明模式的评价机制；

构建了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体系；

已发布4批1097个绿色设计产品。

l评价依据标准

截止目前，已发布91项绿色设计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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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山市节能和循环经济项目资助
实施细则的函

关于做好2019年第一批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地方补助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省市针对绿色制造颁布了相应的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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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工作流程

申报单位自评价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 专家审定

复核网上公示确定名单，工信部官网公布

企业自评价报告 推荐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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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准备的主要材料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材料出处

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 自评价报告，第1部分

产品基本信息和亮点描述 自评价报告，第2、4部分

产品自评价结果 自评价报告，第3部分

企业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注册商标
证明（授权书）、品牌授权书

自评价报告，附件1

企业对自评价结果的声明 自评价报告，附件4

标准符合性
（对标达标）

企业基本要求的符合性证明材料 自评价报告，附件2

产品基本要求的符合性证明材料

产品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证明材料
（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产品属性）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LCA报告） 自评价报告，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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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定值：

    1. 单个指标水平：20%的该类产品达到要求

    2. 总体水平：5%的该类产品达到要求

产品标准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注要素

资源属性 原料有害物质减量化、易拆
解回收设计

侧重于原材料选取阶段，关注原材料无毒无害、
易回收可降解和资源节约

能源属性 能效、节能 侧重于生产和使用阶段，关注能源消耗和能源使
用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

环境属性 环境污染物及排放、噪声 侧重于生产、使用和废弃阶段，关注产品上述过
程中的环境影响

产品属性 产品性能 侧重于使用阶段，关注产品的安全性、质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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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可依托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进行绿色设计产品相关团体标准申报和制修订工作，目前由我院牵

头研制且已被工信部采信的标准如下：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打印机及多功能一体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视机》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微型计算机》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智能终端 平板电脑》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投影仪》

目前正在编制中的标准：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智能终端 头戴式设备》《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监视器》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鼓粉盒》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扩展坞》等10余项

 

产品标准的申报和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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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材料不全

缺电子版

缺法人证书等信息复印件

缺评价指标的证明材料，或者证明材料覆盖的型号不全

缺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l材料不符

产品名称或型号：公函和申报书不一致

评价依据标准与标准的要求不一致，检测报告超期

证明材料与标准指标不一致、不相关

产品生命周期报告内容不全、未按照标准要求编写

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申报、推荐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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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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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起 源

1969年美国中西部研究所受可口可乐委托

对饮料容器从原材料采掘到废弃物最终处理

的全过程进行的跟踪与定量分析。

什么是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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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现 状

已纳入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而成为国际上环境管理和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支持工具。

l  定 义

生命周期：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GB/T 24040-2008，定义3.1】

生命周期评价：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的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

【GB/T 24040-2008，定义3.2】

什么是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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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161-2015中对LC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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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范围定义 清单分析

影响评价

解释与分析LCA报告生成

评估对象（产品）
、功能单位、确定

系统边界

各生命周期阶段
的清单和数据

生命周期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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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范围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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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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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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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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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准备的材料

材料类别 材料内容

1 产品基础信息 产品基本信息（名称、型号、重量、图片）、包装规格和
材质、产品工艺及流程图

2 原材料/设计阶段 材料清单（包含每种材料的材质/基体和重量、数量）

3 生产阶段 电/煤等燃料消耗、污染物排放量

4 运输与安装阶段 运输方式、距离，安装阶段能耗和排放

5 使用阶段 设计寿命、日平均工作时长、电耗

6 废弃阶段 可回收/再生材料、可回收率/可再生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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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标准制修订
支撑工信部绿色制造系统建设，组织编制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

• 已发布并被工信部采信的标准：T/CESA 1018-2018《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电视机》等5项

• 正在编制中的标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智能终端 头戴式设备》等12项

Ø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服务
依据工信部政策和配套标准要求，面向行业开展绿色设计产品技术服务，我们可以提供：

• 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的技术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

•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LCA）技术服务 

ü 评价工具                   

ü 正在进行/已完成评价的产品：投影仪、显示器、印制线路板、扩展坞

、继电器等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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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涛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赛西实验室

010-64102283
chengtao@ces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