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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国铭球墨铸管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齐书、安彦周、侯捷、许国方、侯慧宁、申勇、王彦海、孙广旗、王嵩、张

玉湖、王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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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球墨铸铁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球墨铸铁管绿色设计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和方法、评价要求、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球墨铸铁管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包括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和污水用球墨

铸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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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5210  色漆和清漆 拉开法附着力试验 

GB/T 9441  球墨铸铁金相检验 

GB/T 13295  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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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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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1  污水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30981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295、GB/T 26081 和 GB/T 3216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铸管工序  ductile iron pipe process 

从铁水接收、调质铸造、退火、水压检验、打磨加工、内外涂覆，直至产品入库为止的

铸管制造过程。 

4 评价原则和方法 

4.1 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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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指标评价与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考虑球墨铸铁管生命周期，深入分析各阶段的资源消耗、生态

环境、人体健康影响因素，选取不同阶段的、可评价的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在满足评价

指标要求的基础上，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进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编制生命周期评价报

告并作为评价绿色设计产品的必要条件。 

4.1.2 环境影响种类最优选取原则 

根据球墨铸铁管特点，选取具有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国家法律或政策明确要求的环

境影响种类，在人体毒性-癌症影响、水资源消耗、气候变化、水体生态毒性、人体毒性-非

癌症影响、酸化、富营养化-陆地、富营养化-水体、矿物和化石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变化等

种类中选取，选取的数量不宜过多。 

4.2 评价方法和流程 

4.2.1  评价方法 

本文件采用指标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球墨铸铁管产品应同时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可判定为绿色设计产品： 

a）满足基本要求（见5.1）和评价指标要求（见5.2）； 

b）提供球墨铸铁管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见第6章）。 

4.2.2  评价流程 

球墨铸铁管评价范围包括了从产品设计、原料获得、制造到使用以及循环利用过程。根

据5.2规定的指标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并对其质量进行分析。对照第5章规

定的要求，对球墨铸铁管产品进行评价。同时，企业还应提供球墨铸铁管的生命周期评价报

告。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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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投产不

足三年的企业自投产之日起）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5.1.2  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Ⅱ级基准值。 

5.1.3  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产品质量、性能应满足GB/T 13295的规定，污水用球墨铸铁

管管产品质量、性能应满足GB/T 26081的规定。 

5.1.4  生产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

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5.1.5  生产企业污染物总量控制，应满足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排放总量与管理要求，并

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废砂芯和铸造废渣、砂浆内衬过

程中产生的固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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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生产企业的管理，应按照GB/T 19001、GB/T 24001和GB/T 28001分别建立并运行质

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应通过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保

持证书有效。应按照GB/T 23331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5.1.7  生产企业应按照GB 17167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进行规范管理，并应根据环保法律法

规和标准要求配备和运行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设备。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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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评价指标要求 

球墨铸铁管的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

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产品属性指标。球墨铸铁管的评价指标名称、基准

值、判定依据等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球墨铸铁管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周

期阶段 

资源 

属性 

 

原料选取 

终饰层油

漆 VOC

含量 

水性涂料 g/L ≤300 按照 GB 30981 规定

检测，检查企业报

告 

原材料获取 溶剂型涂

料 
g/L ≤420 

水资源消

耗 

吨管用水量 t ≤1.2 
检测方法见 A.1 

检查企业统计表 

产品生产 水泥砂浆用水 — 

管道用于输送饮用

水时，砂浆用水应

符合饮用水要求 

现场查看水源，厂

家提供自来水公

司、或者权威第三

方检验合格报告 

回收利用 

喷锌过程中，锌粉回收

利用率 
% 100 

检测方法见 A.2 

检查企业报告 

废品管回炉率 % 100 
检测方法见 A.3 

检查企业报告 
回收处理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

能耗 
吨管工序能耗 kgce/t ≤120 

计算方法见 A.4，

检查企业统计表 
产品生产 

管水泥内衬水力摩阻系数， 

当量粗糙度 K 值 
mm ≤0.030 

出具第三方机构检

测报告 
产品使用 

环境 

属性 

制造过程 
内衬、内磨废水处理和

综合利用 
— 

处理率为 100%，

并全部回收利用 

现场查看水处理设

施和计量数据 
产品生产 

使用过程 
水泥内衬重金属析出量

（输送饮用水时） 
— 

满足相关部门法律

法规要求 

出具第三方机构检

测报告 
产品使用 

产品 

属性 

柔性接口

设计 

接口

允许

偏转

角 

DN40~DN300 — ＞3°30′ 
检测方法见 A.5，检

查企业报告 
产品设计 

DN350~DN600 — ＞2°30′ 
检测方法见 A.5，检

查企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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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球墨铸铁管评价指标要求（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生命周

期阶段 

 

  

DN700~DN260

0 
— ＞1°30′ 

检测方法见 A.5，检

查企业报告 
 

DN2800~DN30

00 
— ＞1° 

检测方法见 A.5，检

查企业报告 

质量 

金相

检验

结果 

石墨球化等级 — 1 级~3 级 

按照 GB/T 9441 的

规定检测，复检试

样，检查企业报告 

产品生产 

喷锌

涂层 

锌涂层对金属

基底附着力 
MPa ≥2 

检测方法见 A.6，检

查企业报告 
产品生产 

水泥

内衬 

径向刚度试验

后水泥内衬完

整性 

— 
内衬无影响性能的

缺陷 

检测方法见 A.7，检

查企业报告 
产品使用 

 

5.3 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的检验、计算方法见表1。其中，吨管用水量、锌粉回收利用率、废品管回炉率、

吨管工序能耗（冷模法）、接口允许偏转角、锌涂层对金属基底附着力、径向刚度试验后水

泥内衬完整性的试验和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6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6.1 编制依据和方法 

应依据GB/T 24040、GB/T 24044、GB/T 32161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总体要

求及其附录，编制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6.2 基本信息 

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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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评估对象信息包括产品类型、主要技

术参数、制造商及厂址等，采用的标准信息应包括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 

6.3 符合性评价 

评价报告应提供对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情况，并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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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产品参与评价年份的上一年；

基期是一个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1年。 

6.4 评价对象及工具 

评价报告中应详细描述球墨铸铁管主要功能、提供产品的材料构成和主要技术参数表，

或者说明球墨铸铁管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基于生命周期数据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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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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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评价报告中应提供球墨铸铁管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影响类型的计算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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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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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应提出球墨铸

铁管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6.8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评价报告应说明球墨铸铁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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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墨铸铁管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6.9 附件 

评价报告应在附件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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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现场数据收集表格示例见附录B）；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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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评价指标的计算和试验方法 

A.1  吨管用水量 

生产每吨合格球墨铸铁管需要从各种常规水资源提取的水量，应按式（A.1）计算： 

 
Q

H
P =   ·············································· (A.1) 

式中： 

P——吨管用水量，单位为吨每吨（t/t）； 

H——统计期铸管工序，含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过程中常规水资源取水总量，                  

单位为吨（t）； 

Q——统计期合格球墨铸铁管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2  锌粉回收利用率 

喷锌过程中，锌粉回收利用率应按式（A.2）计算： 

 S =
𝑄r

Qt
×100% ···········································  (A.2) 

式中： 

S——锌粉回收利用率，单位为%； 

Qr——统计期内工厂在喷锌过程中回收的锌粉质量（不包含小段锌丝），一般为1年，     

单位为吨（t）； 

Qt——统计期内工厂将锌粉（主要是返回锌丝生产厂）重新利用的质量，一般为1年，                

单位为吨（t）。 

 

A.3  废品管回炉率 

废品管包括不带内衬和带内衬两种情况，计算废品管质量时，应去除内衬的质量（主要

指水泥内衬）。废品管破碎后回炉时，应称重。废品管回炉率应按式（A.3）计算： 

 M =
𝑆r

Lt
×100% ··········································  (A.3) 

式中： 

M——废品管回炉率，单位为%； 

Sr——统计期内加入熔炼炉内的废品管质量，一般为1年，单位为吨（t）； 

Lt——统计期内收集的废品管不含水泥内衬的质量，一般为1年，单位为吨（t）。 

 

A.4  吨管工序能耗 

吨管工序能耗应按式（A.4）计算： 

 
Q

E-E
E hs

p =  ···········································  (A.4) 

式中： 

Ep——吨管工序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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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统计期内铸管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折算系数按GB/T 2589选取，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h——统计期内铸管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折算系数按GB/T 2589选取，单位

为千克标准煤（kgce）； 

Q——统计期合格球墨铸铁管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5  接口允许偏转角 

当按照 GB/T 13295 或 GB/T 26081 进行内部压力下接口密封型式试验时，接口最大偏

转角测量应通过测量插口环向不同位置的插入深度差值，通过三角函数关系计算出偏转角数

值（见图 A.1）。 

 

说明： 

θ  ——接口允许偏转角，单位为度（°）； 

Δ  ——插入深度差值，单位为毫米（mm）。 

图A.1 偏转角示意图 

接口允许偏转角 θ 应按式（A.5）计算： 

              

 ）（
DE

arcsinθ


=  ………………………  (A.5) 

式中， 

θ  ——接口允许偏转角，单位为度（°）； 

Δ  ——插入深度差值，单位为毫米（mm）； 

DE ——管插口外径，单位为毫米（mm）。 

 

A.6  锌涂层对金属基底附着力 

锌涂层对金属基底附着力检测应按照 GB/T 521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宜在喷锌后（喷

锌量宜为 130 g/m2）的管道（或截取的管段、管片）表面上进行，用胶黏剂将试柱直接粘结

到金属锌层表面，胶黏剂固化后，使用适宜的拉力试验机测量所需的拉力。 

 

A.7  径向刚度试验后水泥砂浆内衬完整性 

试验应按 GB/T 26081 规定的径向刚度型式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载荷和径向变形应依据

其最终用途符合 GB/T 13295 或 GB/T 26081 的规定。试验中，观察水泥内衬有无影响性能的

缺陷，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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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数据收集表格 

表 B.1给出了现场数据收集表格的示例。 

表 B.1 现场数据收集表格示例 

收集时间： 制表人： 

单元过程描述及标号： 

时段：        年 起始月： 终止月： 

物料输入 

物料类型 单位 数量 数据来源 取样程序 

        

     

     

     

        

        

水资源输入 

水资源类型 单位 数量 来源 取样程序 

        

     

能源输入 

能源类型 单位 数量 来源 取样程序 

        

     

        

材料输出（包括产品） 

材料种类 单位 数量 目的地 取样程序 

        

副产品输出 

排放种类 单位 数量 去向或用途 取样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