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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商用电热开水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用电热开水器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商用电热开水器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包括适用于公共场所（如学校、医院、工厂、机

场等）供给沸水的器具。对于连接一条相线和中性线的单相器具，其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器具

不超过 480 V。 

本标准不适用于家用电热开水器、专业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具有电极加热器的器具、具备制冷

功能的开水器及有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等特殊条件的地方使用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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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3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开水器和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96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检

测定（IEC 62321，IDT） 

GB/T 26572 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 

GB/T 3160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32162 生态设计产品标识 

SB/T 10460 商用电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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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设计  green-design 

生态设计  eco-design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

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

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 

3.2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 

生态设计产品  eco-design product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符合绿色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

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应严格执行节能环保相关国家标准并提供标准清单，近三年无重大质

量、安全和环境事故。 

4.1.2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 和 GB/T 24001 分别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质量管理和环境

管理等体系。 

4.1.3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24256 的相关要求开展产品绿色设计工作，设计工作在考虑环境要求的同

时，还应适当考虑产品的耐用性、可靠性、可维修性、可重复使用性、可再制造、模块化、智能化以及

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部件的易拆解（分离）性和易回收性等，应形成产品绿色设计方案。 

4.1.4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得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装备和相关物质；设计、生产过程中应以节约材料为原则制定要求。 

4.1.5 生产企业应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机制、程序，确定评价指标

和评价方法。生产企业应对产品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相关质量、环境、

能源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4.1.6 产品质量应符合对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并满足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 

4.1.7 产品说明中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材料（如含氟发泡材料）及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

环利用的相关说明要求。生产企业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布产品拆解技术指导信息，信息应便于相关组织

获取。 

4.1.8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91、GB/T 1019 和 GB/T 31268 的有关要求。 

4.2 评价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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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电热开水器的评价指标可从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角度进行选

取，通常可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产品属性指标。商用电热开水器的评价

指标名称、基准值、判定依据（污染物监测方法、产品检验方法以及各指标的计算方法）等要求见表 1。 

表1 商用电热开水器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

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资源

属性 

可回收利

用标识 
- -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符合 GB/T 

23384要求 

提供标识使用说明及相关管

理说明文件 

能源

属性 

热效率 % ≥ A级指标 95% 
按照 SB/T 10460要求，并提

供检测报告 

单位水量

能耗 
W·h/L - 

产品型式 
额定容量 V 

L 

单位水量能耗 Q 

kW·h/L 

按照 SB/T 10460 要求，并提

供检测报告 

普通 

V ≤30 0.095 

30<V ≤90 0.093 

V >90 0.092 

步进式 

V ≤20 0.095 

20<V ≤60 0.093 

V >60 0.092 

沸腾式 

V ≤20 0.095 

20<V ≤60 0.093 

V >60 0.092 

连续式 - 0.091 

环境

属性 

产品有害

物质含量 
- - 产品应符合 GB/T 26572要求 

提供原材料有害物质含量表，

按照 GB/T 26125 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或豁免说明文件。 

包装及包

装材料 

- - 

包装材质为纸盒（袋）者，推荐优先使用

回收纸混合模式，满足 GB/T 31268相关要

求 

提供包装纸材质说明 

- - 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作为发泡剂 提供证明材料 

- - 应按照 GB/T 18455进行标识 提供证明材料 

噪声声压

级 
dB(A) ≤ 60 

按照 SB/T 10460 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产品

属性 

额定制水

量 
L - 

实际制水量与额定制水量的偏差应不高于

±10% 

按照 SB/T 10460 要求，并提

供检测报告 

额定容量 L - 
实际容量与额定容量的偏差应不高于

±10% 

按照 SB/T 10460 要求，并提

供检测报告 

内胆材料 - - 

应符合 GB/T 3280 的 要 求，应 采用

06Cr19Ni10（SUS304）或不低于其性能的

材质，并按 GB 9684进行标识 

提供材质检测报告和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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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商用电热开水器评价指标要求（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产品

属性 

保温性能 ℃ - 

产品型式 
额定容量 V 

L 

温度下降值△t 

℃ 

按照 SB/T 10460要求，并

提供检测报告 

普通 

V 开<10 26 

10≤V <20 24 

20≤V <30 22 

30≤V <50 19 

50≤V <70 15 

70≤V <90 13 

90≤V <110 12 

V ≥110 11 

步进式 

V <20 22 

20≤V <40 19 

40≤V <60 15 

60≤V <80 13 

80≤V <100 11 

V ≥100 10 

沸腾式 

V 开<10 26 

10≤V <20 25 

20≤V <40 22 

40≤V <60 18 

60≤V <80 15 

80≤V <100 13 

V ≥100 11 

注：V 开–开水水箱额定容量。 

整机卫生

性能 
- - 应符合 GB/T 17219、GB/T 31603的规定 

按照 GB/T 17219、 GB/T 

31603检测，并提供检测报

告。 

与水接触

的材料或

零部件 

- - 
应符合 GB/T 17219 和生活饮用水的《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要求 

提供零部件的涉及饮用水

的卫生许可批件或疾控检

测报告 

整机电气

安全性 
- - 应符合 GB 4706.1和 GB 4706.36的规定 

按 照 GB 4706.1 、 GB 

4706.36检测，并提供检测

报告。 

5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5.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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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GB/T 24040、GB/T 24044 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及总体要求编制商用电热开水器的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参见附录 A。 

5.2 报告内容框架 

5.2.1 基本信息 

报告应提供报告信息、申请者信息、评估对象信息、采用的标准信息等基本信息，其中报告信息包

括报告编号、编制人员、审核人员、发布日期等，申请者信息包括公司全称、组织机构代码、地址、联

系人、联系方式等。 

在报告中应提供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和功能，包括：物理形态、生产厂家、使用范围等。产品重量、

包装的大小和材质也应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中阐明。 

5.2.2 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对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情况，并提供所有评价指标报告期比基期改进情 

况的说明，或同等功能产品对比情况的说明。 

5.2.3 生命周期评价 

5.2.3.1 评价对象及工具 

报告中应详细描述评估的对象、功能单位和产品主要功能，提供产品的材料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

表，绘制并说明产品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基于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的软件工具。 

本标准以“1台商用电热开水器”为功能单位来表示。 

5.2.3.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报告中应提供考虑的生命周期阶段，说明每个阶段所考虑的清单因子及收集到的现场数据或背

景数据，涉及到数据分配的情况应说明分配方法和结果。 

5.2.3.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值，并对不同影响类型（参见附录 A）

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5.2.3.4 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在分析指标的符合性评价结果以及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产品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方

案。 

5.2.4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应说明该产品对评价指标的符合性结论、生命周期评价结果、提出的改进方案，并根据评价结论初 

步判断该产品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5.2.5 附件 

报告中应在附件中提供： 

——产品原始包装图； 

——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产品工艺表（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示意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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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 

——其他。 

6 评价方法 

可按照 4.1基本要求和 4.2 评价指标要求开展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按照相

关程序要求经过审核，公示无异议的商用电热开水器可称为绿色设计产品，并可按照 GB/T 32162 要求

粘贴标识：  

a)  满足基本要求（见 4.1）和评价指标要求（见 4.2）； 

b)  按照 5提供商用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按照 GB/T 32162 要求粘贴标识的产品以各种形式进行相关信息自我声明时，声明内容应包括但不

限于 4.1 和 4.2 的要求，但需要提供一定的符合有关要求的验证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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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商用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A.1 目的 

商用电热开水器原料的获取、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到最终废弃处理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通过评价商用电热开水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大小，提出商用电热开水器绿色设计改进方案，从而大

幅提升商用电热开水器的生态友好性。 

A.2 范围 

应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范围，确保两者相适应。定义生命周期评价范围时，应考虑以下内容并作 

出清晰描述： 

A.2.1 功能单位 

功能单位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本标准以“1 台商用电热开水器”为功能单位来表示。同

时考虑具体功能、使用寿命、是否包括包装材料等。 

A.2.2 系统边界 

本标准界定的系统边界包括资源开采、原材料及辅料生产、能源生产、产品生产、产品使用到产品 

报废、回收、循环利用及处置、主要原材料/部件/整机的运输等生命周期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过程： 

1) 零部件和元器件的生产； 

2) 零部件的生产组装； 

3) 辅料生产（氮气、锡）； 

4) 能源生产（如重油、煤焦油、天然气、石油焦粉、煤气、电力）； 

5) 原料及能源的运输； 

6) 产品正常运作过程中的能源和物质消耗，待机状态下的能耗； 

7) 产品废弃后的回收、拆解、循环利用和处置。 

 

 

 

 

 

 

 

 

 

 

 

图A.1 商用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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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 研究的时间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数据应反映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取最近三年内有效值）。如果

未能取到三年内有效值，应做具体说明。 

原材料数据应是在参与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的地点/地区。  

生产过程数据应是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中所涉及的地点/地区。 

A.2.3 数据取舍原则 

单元过程数据种类很多，应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取舍，原则如下：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 0.3%的项目输入可忽略； 

——大气、水体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 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均应包含于清单中，不可忽略。 

A.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A.3.1 总则 

应编制商用电热开水器系统边界内的所有材料/能源输入、输出清单，作为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依

据。如果数据清单有特殊情况、异常点或其它问题，应在报告中进行明确说明。 

当数据收集完成后，应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审定。然后，确定每个单元过程的基本流，并据此计算出 

单元过程的定量输入和输出。此后，将各个单元过程的输入输出数据除以产品的产量，得到功能单位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最后，将产品各单元过程中相同影响因素的数据求和，以获取该影响因素的总量，

为产品级的影响评价提供必要的数据。 

A.3.2 数据收集 

A.3.2.1 概况 

应将以下要素纳入数据清单： 

——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 

——生产； 

——产品分配和储存； 

——使用阶段； 

——物流； 

——寿命终止。  

基于 LCA 的信息中要使用的数据可分为两类：现场数据和背景数据。主要数据尽量使用现场数据，

如果“现场数据”收集缺乏，可以选择“背景数据”。  

现场数据是在现场具体操作过程中收集来的。主要包括生产过程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产品原料的 

使用量、产品主要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废物产生量等等。现场数据还应包括运输数据，即产品原料、

主要包装的部分从制造地点到最终交货点的运输距离。 

背景数据应当包括主要原料的生产数据、权威的电力的组合的数据（如火力、水、风力发电等）、

不同运输类型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商用电热开水器生产和废弃后回收处理过程的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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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现场数据采集 

应描述代表某一特定设施或一组设施的活动而直接测量或收集的数据相关采集规程。可直接对过程

进行的测量或者通过采访或问卷调查从经营者处获得的测量值为特定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来源。 

现场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代表性：现场数据应按照企业生产单元收集所确定范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 

b) 完整性：现场数据应采集完整的生命周期要求数据。 

c) 准确性：现场数据中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该来自于生产单元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 

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所有现

场数据均须转换为单位产品，即 1 台商用电热开水器为基准折算，且需要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

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 

d) 一致性：企业现场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典型现场数据来源包括： 

1) 原材料（零部件）出入库记录； 

2) 产品 BOM 清单； 

3) 产品使用过程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4) 生产统计报表； 

5) 设备仪表的计量数据； 

6) 设备的运行日志； 

7) 试验测试结果； 

8) 模拟数据； 

9) 抽样数据等方面。 

A.3.2.3 背景数据采集 

背景数据不是直接测量或计算而得到的数据。背景数据可为行业现场数据，即对产品生命周期研究

所考虑的特定部门，或者为跨行业背景数据。背景数据宜用于后台进程，除非背景数据比现场数据更具

代表性或更适合前台进程。所使用数据的来源应有清楚的文件记载并应载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背景数据的质量要求包括： 

a) 代表性：背景数据应优先选择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符合相关 LCA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

独立验证的上游产品 LCA 报告中的数据。若无，须优先选择代表中国国内平均生产水平的公开

LCA 数据，数据的参考年限应优先选择近年数据。在没有符合要求的中国国内数据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国外同类技术数据作为背景数据。 

b) 完整性：背景数据的系统边界应该从资源开采到这些原辅材料或能源产品出厂为止。 

c) 一致性：所有被选择的背景数据应完整覆盖本标准确定的生命周期清单因子，并且应将背景数 

据转换为一致的物质名录后再进行计算。 

A.3.2.4 原材料、零部件采购和预加工（从摇篮到大门） 

该阶段始于从大自然提取资源，结束于电热开水器零部件生产，包括： 

——零部件生产； 

——材料、零部件的采购、选型； 

——材料、零部件的运输； 

——产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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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 生产 

该阶段始于商用电热开水器组装，结束于成品离开生产设施。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制造过程间半成

品的运输、产品包装等。 

A.3.2.6 产品分配 

该阶段将商用电热开水器分配给各地经销商、超市及商场，可沿着供应链将其储存在各点，包括运

输车辆的燃料使用等。 

A.3.2.7 使用阶段 

该阶段始于消费者拥有产品，结束于产品报废。包括使用/消费模式、使用期间的资源、能源消耗

等等。 

A.3.2.8 物流 

应考虑的运输参数包括运输方式、车辆类型、燃料消耗量、装货速率、回空数量、运输距离、根 据

负载限制因素（即高密度产品质量和低密度产品体积）的商品运输分配以及燃料用量。 

A.3.2.9 寿命终止 

该阶段始于用户终止使用，结束于产品作为废弃物再次进入流通领域或回收渠道。 

A.3.3 数据分配 

在进行商用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涉及到数据分配问题，特别是商用电热开水器的生产

环节。对于一条流水线上或一个车间里会同时生产多种型号商用电热开水器。很难就某单个型号的产品

生产来收集清单数据，往往会就某个车间、某条流水线或某个工艺来收集数据，然后再分配到具体的产

品上。针对商用电热开水器生产阶段，因生产的产品主要材料、功能比较一致，因此本标准选取“重量

分配”作为分摊的比例，即重量越大的产品，其分摊额度就越大。 

A.3.4 数据计算 

A.3.4.1 数据分析 

根据表 A.1-A.5 对应需要的数据，进行填报。 

a) 现场数据可通过企业调研、上游厂家提供、采样监测等途径进行收集，所收集的数据要求为企 

业三年平均统计数据，并能够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水平。 

b) 从实际调研过程中无法获得的数据，即背景数据，采用权威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 

进行替代，在这一步骤中所涉及到的单元过程包括商用电热开水器相关零部件生产、组装、包

装材料、能源消耗以及产品的运输。 

表A.1 商用电热开水器所用原材料/预制部件清单 

类型 零部件名称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重量（kg） 数量 

外壳 
钢板 SPCC 或者其他    

丝印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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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型 零部件名称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重量（kg） 数量 

外壳 

挂板 Q235A    

水温表 ABS    

上、下端盖 ABS、PP 或者 HIPS    

维修盖（或控制盒） ABS、PP 或者 HIPS    

内胆 内胆焊接组件 SPCC、BTC、SPHC    

保温层 

堵泡泡沫 EPS    

保温棉     

带胶海绵     

防电墙进出水管 防电墙进出水管 Cu+PPR+不锈钢    

电器件 

加热器 SUS    

温控器（若有） 塑料+Cu    

限温器 塑料+Cu    

电源线（防电

闸） 

铜材 Cu    

绝缘和护套

材料 

PVC    

内部连接线

组件 

铜材 Cu    

绝缘和护套

材料 

PVC    

开关 塑料+Cu    

指示灯 塑料+Cu    

接线端子 Cu+Ni    

控制电路（若有） 

电器盒（含盖） ABS    

显示电路覆铜板 绝缘板+Cu    

控制电路覆铜板 绝缘板+Cu    

电源电路覆铜板 绝缘板+Cu    

连接器（端子） ABS    

变压器（按比例算） Fe70% Cu25%    

连接器（端子） Cu+Ni    

电感器 铁氧体+Cu    

滤波器 铁氧体+Cu    

传感器 复合    

电子元器件 复合材料    

遥控器（若有） 

 

塑料件 ABS    

电路板 绝缘板+Cu    

金属件 Fe+Ni    

橡皮按键 硫化橡胶    

电子元器件 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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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类型 零部件名称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重量（kg） 数量 

其他 

纸制品（含随机文件） 植物纤维    

减震用发泡材料 PE/PS    

其他无法归类物料 吸附材料    

用于辅助功能的

零部件 

     

     

表A.2 商用电热开水器运输阶段清单 

运输对象/零部件名称 质量（公斤/kg） 运输距离（公里/km） 运输工具 燃料类型 

商用电热开水器     

……     

表A.3 商用电热开水器生产阶段清单 

能耗/其他物质消耗量种类 单位 热值 单位产品消耗量 

电 千瓦时（kWh） —  

燃料 公斤（kg）   

天然气 立方米（m3）   

液化石油气 立方米（m3）   

燃油 升（L）   

……    

表A.4 商用电热开水器使用阶段清单 

名称 单位 数量 

设计使用寿命 年（a）  

单位时间耗电量 千瓦时每天（kWh/d）  

……   

表A.5 商用电热开水器回收处理阶段清单 

回收部件名称 单位 数量 回收渠道 处理方法 成本 

塑料件 个     

挂板 件     

……      

A.3.4.2 清单分析 

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核实后，利用生命周期评估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用以建立生命周期评价

科学完整的计算程序。通过建立各个过程单元模块，输入各过程单元的数据，可得到全部输入与输出

物质 和排放清单，选择 A.4.2 中附表各个清单因子的量（以 kg 为单位），为分类评价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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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影响评价 

A.4.1 影响类型 

商用电热开水器的影响类型采用气候变化指标。 

A.4.2 清单因子归类 

根据清单因子的物理化学性质，将对某影响类型有贡献的因子归到一起。例如，将对气候变化有贡

献的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等清单因子归到气候变化影响类型里面。 

表A.6 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清单因子归类示例 

影响类型 清单因子归类 

全球变暖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A.4.3 分类评价 

计算出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模型，采用公式（A.1）进行计算。分类评价的结果采用表 A.6 中的

当量物质表示。 

表A.7 电热开水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特征化因子 

影响类型 单位 指标参数 特征化因子 

全球变暖 CO2当量﹒kg-1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5 

氧化亚氮（N2O） 298 

A.4.4 计算方法 

 

                           EPi  = ∑ EPij  = ∑Qj  × Efij                                         （A.1） 

式中  
EPi——第 i 种环境类别特征化值；  
EPij——第 i 种环境类别中第 j 种污染物的贡献；  
Qj——第 j 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EFij——第i种环境类别中第j种污染物的特征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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