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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照 GB/T 1.1 的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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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市君泰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航空三菱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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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人：付龙、陈学庚、张宏凯、崔耀东、杨爱宁、李孝贤、成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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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言 

为贯彻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和《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的目标，全面推行绿色铸造战略任务，实施绿色铸造标

准化提升工程，以创新驱动、标准引领为原则，结合铸造行业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构建绿色铸造标

准体系，加快铸造绿色产品、铸造绿色工厂、铸造绿色供应链等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提升绿色制造标

准国际影响力，促进我国铸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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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流程、评价

要求、评价报告及文档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铸造用消失模涂料件绿色设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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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8-2008 鳞片石墨 

GB/T 5611 铸造术语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820 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 24040 环境管理 

GB/T 24044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161-2015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YB/T 5179-2005 高铝矾土熟料 

YB/T 5267-2005 烧结莫来石 

YB/T 5268-2007 硅石 

3 术语及定义 

GB/T 5611、GB/T 18820、GB/T 24040、GB/T 24044、GB/T 32161-2015 和 GB/T 36132 界定的以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失模铸造 lost foam casting 

一种将涂有良好透气性耐火涂料层的聚苯乙烯等泡沫塑料等模型簇，放在具有真空处理装置的单体

式砂箱内进行单一干砂造型并负压紧实，在负压铸型环境下浇注金属液并凝固成形的铸造工艺。 

[选自 GB/T 5611 7.7.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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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基涂料 water-base mold casting 

以水为载体的铸型涂料。 

[选自 GB/T 5611 4.4.9] 

4 评价原则 

4.1 科学性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绿色设计评价方法要科学，注重数据详实，采集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 

4.2 先进性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绿色设计评价，重点应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资源、能源、环境及产品绿色属

性，选取具有影响大、关注度高的关键工艺环节作为评价关注点。 

4.3 规范性 

评价流程应覆盖所界定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系统，确保指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4 适用性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绿色设计评价，应考虑相关标准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5 评价方法 

评价应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参见附录 A。  

6 评价指标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指标应按照 GB/T 32161-2015 从资源能源消耗，以及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角度选取，包括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和产品属性，评价指标见表 1，

评价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B。 

表 1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周期阶段 

资源属性 

原料（鳞片石墨）要求 
检测标准符合 GB/T 

3518-2008  

提供材料清单

及符合相关标

准的计算过程

及结果 

产品生产 

原料（铝矾土）要求 
检测标准符合 YB/T 

5179-2005 

原料（莫来石）要求 
检测标准符合 YB/T 

5267-2005 

原料（硅石）要求 
检测标准符合 YB/T 

5268-2007 

产品出品率（%） ≥9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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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20   

环境属性 

大气污染物排放（颗粒物）浓度

（mg/m3） 
≤ 30 

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产品生产 

大气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硫）浓度

（mg/m3） 
≤ 100 

大气污染物排放（氮氧化物）浓度

（mg/m3） 
≤150 

VOCs 排放浓度（mg/m3） ≤ 40 

产品属性 
涂料 VOCs（mg/m3） ≤0.25 提供相关检测

报告 
产品生产 

苯系溶剂(%) 0 

7 评价流程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绿色设计评价流程应包括界定评价范围、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符合性评价、

全生命周期评价及评价报告、结论，具体见图 1：  

 

 

 

 

 

 

 

 

 

 

 

 

 

 

 

 

 

 

 

 

 

图 1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绿色设计评价流程 

8 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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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基本评价 

8.1.1 评价系统边界界定应包括原辅料采购、原辅料准备、产品生产和后处理阶段，见图 2。 

 

 

 

 

 

 

 

 

 

 

 

 

 

 

 

 

图 2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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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且近三年无重大质量、安全和

环境污染事故。 

8.1.3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装备，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

的技术、工艺、装备。 

8.1.4 生产企业应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能源管理体系。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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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制造性和易回收性等，应

形成产品绿色设计方案。 

8.1.6 生产企业宜按照 GB/T 33635 绿色供应链管理标准要求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对产品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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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 17167 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按照 GB 24789 要求配备水计量器具。 

8.2 符合性评价 

8.2.1 资源属性评价 

资源属性评价要求依据 GB/T 32161-2015 中 5.2.2.1 相关条款评价。 

8.2.2 能源属性评价 

原辅材料采购

原辅材料准备

打浆

灌装、发货

生产阶段

辅料：涂料助剂

辅料配送

原料：耐火骨料

原料配送

分散

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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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属性评价要求依据 GB/T 32161-2015 中 5.2.2.2 相关条款评价。 

8.2.3 环境属性评价 

环境属性评价要求依据 GB/T 32161-2015 中 5.2.2.3 相关条款评价。 

8.2.4 产品属性评价 

产品属性评价要求依据 GB/T 32161-2015 中 5.2.2.4 相关条款评价。 

9 评价报告 

9.1 基本信息 

报告应提供报告信息、企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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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包括公司全称、组织机构代码、地址、联

系人、联系方式等。在报告中应标注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主要技术参数和功能，包括生产厂家、使用

说明、产品简图、产品重量、包装和材质。在报告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采用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 

（2）企业节能、节水、减污、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措施和成效； 

（3）企业在产品开发及节能减排方面的研发成果及专利； 

（4）其他。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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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报告期为当前评价的年份，一般是指产品参与评价年份的上一年；基期为一个对照年份，

一般比报告期提前1年。 

9.3 生命周期评价 

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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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所使用的软件工具。 

9.3.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报告中应说明包含的生命周期阶段，说明每个阶段所包含的各项消耗与排放清单数据、以及生命

周期模型所使用的背景数据，涉及到副产品分配的情况应说明分配方法和分配系数。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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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对不同影响类型在各生命周期阶

段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9.3.4 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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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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绿色设计

改进的具体方案。 

9.4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报告应说明铸造用消失模涂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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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附件 

评价报告中应在附件中提供如下文件： 

1）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2）产品工艺表（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等）； 

3）各工艺过程的数据收集表； 

4）其他。 

10 文档管理 

10.1存档内容应包括自我评价报告、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专家评价结论、相关评价依据、重要数据。 

10.2 存档文件的保存期限应至少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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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A.1 目的与范围定义 

A.1.1 评价目的 

通过调查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原料采购、产品生产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各项消耗与排放等数据，量化

分析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的环境影响，为产品绿色设计、工艺技术改进、产品环境声明和标识、 市场营

销等提供数据支持。 

A.1.2 评价范围 

A.1.2.1 功能单位与基准流 

在报告中应描述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包括产品物理形态、产品原料种类及含量、产品生产工艺等。 

A.1.2.2 系统边界 

本规范界定的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参见图1，主要包括原辅料采购阶段、原辅料准

备阶段和产品生产阶段。 

注1：原辅料采购阶段：主要包括耐火骨料等采购及其他辅料采购，获得原料及辅料。 

注2：原辅料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备料、辅料配送两个单元过程，得到铸型中间产品。 

注3：产品生产阶段：主要包括打浆、分散、稀释、灌装发货过程得到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终端产品。 

A.1.2.3 取舍原则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生命周期各过程应按照附表 C 的要求收集和整理数据。与附表 C 所列各项消耗

和排放有差异时，应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并说明发生差异的原因。 

附表列出的数据条目使用的取舍原则如下： 

a) 所有能耗； 

b) 所有主要原料消耗； 

c) 重量小于产品重量 1%的辅料消耗可忽略，但总忽略的重量不应超过产品重量的 5%； 

d) 已有法规、标准、文件要求监测的大气、水体、土壤的各种排放均列出，如环保法规、行业环

境标准、环境监测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 

e)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 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f)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房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A.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A.2.1 数据收集 

铸造用消失模涂料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应根据产品包含的生产过程，从附表 C中选择对应单元过程的

数据收集表进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主要包括现场数据的收集和背景数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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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 现场数据收集 

现场数据来自于参评企业及其主要原料供应商的实际生产过程，一方面包含各单元过程的单位产品

的原料/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另一方面涵盖环保法规、行业标准、环境监测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

所要求监测的大气和水体的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同样需要转换为单位产品对应的

排放量）。所有现场数据的来源和算法均应明确地说明。 

A.2.1.2 背景数据选择 

能耗、资源和原辅料的上游生产过程数据（背景数据）应优先采用来自上游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如

上游原料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数据，尤其是重要的原辅料。如果上游供应商不能提供，则应采用本

规范提供的铸造行业背景数据库。如果仍未找到所需背景数据，可采用公开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数

据库或文献数据。所有背景数据来源均应明确地说明。 

A.2.2 建模与计算 

产品生命周期各单元过程数据清单整理完成，应使用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软件工具建立产品生命

周期模型，并计算分析。 

A.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指标 

基于本规范规定的上述数据收集范围，结合背景数据，可以建立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模型并计

算得到产品的各种资源环境评价指标结果。企业、第三方机构可考虑目标市场、客户、相关方的要求和

所关注的环境问题，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 

为支持中国节能减排约束性政策目标的实现，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应至少提供产品生命周期能

耗、水耗、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性有机物等清单结果，并提供相应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评价指

标，包括初级能源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 水资源消耗等。 

A.4 生命周期解释 

A.4.1 数据质量评估 

a) 模型完整性：按照实际生产过程以及发生的各项消耗与排放，对照检查附表 C 所列单元过程和

清单数据表是否有缺失或多余的过程、消耗和排放。如有缺失或多余，可根据取舍规则进行增删，并应

明确陈述。 

b) 主要消耗与排放的准确性：对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结果（即所选环境影响评价指标）贡献较

大的主要消耗与排放（例如＞1%），应说明其算法与数据来源。 

c) 主要消耗的上游背景过程数据的匹配度：对于主要消耗而言，如果上游背景过程数据并非代表

原产地国家、相同生产技术、或并非近年数据，而是以其他国家、其他技术的数据作为替代， 

应明确陈述。 

d) 根据上述质量评估方法发现数据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通过进一步企业调研、资料收集等方法

不断迭代不符合要求数据，最终使数据质量满足上述要求。 

A.4.2 改进潜力分析与改进方案确定 

通过对铸造用消失模涂料进行生命周期评价，罗列对生命周期影响类型贡献较大的原料、能源、资

源和排入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物，或对生命周期影响类型贡献较大的单元过程，结合铸造用消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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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技术特点，分析各单元过程中可减少或替代的物料消耗、可减排的污染物，总结

在各单元过程中改进潜力最高的物料消耗、污染物排放的情况。 

根据对改进潜力分析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考虑改进建议的可行性和评价目的确定改进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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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指标计算方法 

 

B.1总则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采样和计算方法按照国家标准检测方法执行。 

B.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工业用水中，企业年重复利用水量占年用水量的百分比。用水量为企业年重复利用水量和企业年取

水量之和，计算方法按（B.1）计算： 

...........................................................................................(B.1) 

    式中： 

V——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为无量纲； 

C——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一年）内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Y——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B.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每生产 1t 铸件消耗的千克标煤，按公式（B.2）计算： 

..................................................................................(B.2) 

式中： 

E ——每生产1t铸件消耗的标煤量，单位千克标煤每吨（kgce/t）； 

Mn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1年）内企业生产消耗的全部能源数量，单位为千克（kg）； 

Mc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1年）内合格铸件产量，单位为吨（t）。 

B.4 单位产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按公式（B.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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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D ——每生产1t铸件产生的污染物（粉尘、氮氧化物），单位千克每吨（kg/t）； 

Md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1年）内企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数量，单位为千克（kg）； 

Mc ——在一定计量时间（一般为1年）内合格铸件产量，单位为吨（t）。 

B.5 产品出品率 

产品出品率按式（B.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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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式中： 

WVc ——铸件铸造重量除以金属装料量（投入熔炼设备的金属炉料总重量），无量纲； 

Mc ——铸件铸造重量，单位为吨（t）； 

Mp ——金属装料量（投入熔炼设备的金属炉料总重量），单位为吨（t）。 

 



T/CMIF 51-2019 

12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生命周期现场数据收集清单表 

表 C.1生产过程数据收集表 

工艺过程名称：涂料生产过程 

1、产品产出 

产品类型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消失模涂料    

2、原辅材料消耗 

原料类型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耐火骨料    

悬浮剂    

粘结剂    

其它助剂    

3、水资源消耗 

水资源类型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地表水    

地下水    

4、能源消耗 

能源类型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电    

5、排放到空气 

排放种类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可挥发性有机物 kg   

6、固体废弃物 

排放种类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粉尘    

涂料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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