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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冷轧带肋钢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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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

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冷轧带肋钢筋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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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3788 冷轧带肋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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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0052 钢铁产品制造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产品种类规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2162 生态设计产品标识

GBZ/T19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的测定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轧带肋钢筋 cold rolled ribbed steel bars

热轧圆盘条经冷轧后，在其表面带有沿长度方向均匀分布的横肋的钢筋。

3.2

冷轧带肋钢筋产品制造生命周期 cold rolled ribbed steel bars products life cycle

从普碳钢等热轧盘圆原材料开始，经过冷轧、热处理等加工制造过程，形成在其表面带有沿长度方

向均匀分布的横肋的冷轧带肋钢筋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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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色设计 green-design

按照钢铁产品制造生命周期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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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产品在钢铁产品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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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

符合绿色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3.5

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report for life cycle assessment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编制的，用于披露产品绿色设计情况及钢铁产品制造生命周期环境影响信息

的报告。

4 评价原则和方法

4.1 评价原则

4.1.1 生命周期评价与指标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考虑冷轧带肋钢筋的制造生命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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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降低生命周期评价的难度，宜选取具有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国家法律或政策明确要求的环境

影响种类，通常可在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水体生态毒性、人体毒性-癌症影响、人体毒性-非癌症影

响、可吸入颗粒物、电离辐射-人体健康影响、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酸化、富营养化-陆地、富营养化

-水体、水资源消耗、矿物和化石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变化等种类选取，选取的数量不宜过多。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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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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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冷轧带肋钢筋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见第6章）。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冷轧带肋钢筋生产企业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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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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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国内先进；

c）产品质量、安全、卫生性能以及节能降耗和综合利用水平，应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

要求；

d）生产企业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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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及相关物质；

e）生产企业污染物总量控制，满足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排放总量与管理要求，达到国家和地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f）生产企业所生产的冷轧带肋钢筋产品质量应满足GB/T 13788要求；

g）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及GB/T 23331分别建立、实施、保持

并持续改进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能源管理等体系；

h）生产企业应按照GB 17167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根据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配备污染物检测

和在线监控设备；

i）生产企业单线产能应不小于5万吨，总产能宜不小于20万吨。

5.2 评价指标要求

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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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轧带肋钢筋的评价指标名称、基准值、判定依据等要求见表1。

表 1 冷轧带肋钢筋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测试依据和确认

条件

所属生命周期

阶段

资源属性

单位产品取水量 m³/t ≤0.05

提供证明材料（按

一年生产周期计

算平均值）

产品生产

废钢及氧化铁皮回收率 % ≥99.8

提供证明材料（按

一年生产周期计

算平均值）

产品回收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 ≥65

提供证明材料（按

一年原材料采购

计算平均值）

原材料获取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

生产电耗

CRB600H kW·h/t ≤125
提供证明材料（按

一年生产周期计

算平均值）

产品生产

CRB550 kW·h/t ≤15

环境属性

吨钢废水外排量 m³/t 0 -

产品生产
噪声 -

符 合 GB

12348 的要求

依据 GB 12348 进

行检测

产品属性 Agt
CRB600H % ≥5.5 提供有资质的第

三方检验报告
产品使用

CRB55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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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各指标的测试方法和计算方法见附录A。

6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6.1 编制依据

应依据GB/T 30052中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框架建立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并依据此方法学编制生命周

期评价报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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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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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冷轧带肋钢筋的原材料组成及主要

技术参数表，绘制并说明冷轧带肋钢筋产品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基于中国生命周期数据库的软件

工具。符合性评价

6.4 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 5.1 基本要求和 5.2 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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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指冷轧带肋钢筋产品参与评价的上一年；基期为

一个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 1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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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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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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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冷轧带肋钢筋绿色设计改进

的具体方案。

6.8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应说明冷轧带肋钢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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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结论初步判断冷轧带肋钢筋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6.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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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应在附件中提供：

a）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b）产品工艺表（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示意图等）；

c）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参见附录 B）；

d）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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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本文件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冶金行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A.1 原材料本地化程度

以运输里程不超过 300公里的原材料使用率为计算标准，材料主要为普碳钢热轧盘条，本地化程

度按公式（A.1）计算：

�� =
Mj
My
× 100%………（A.1）

式中：

Pj—原材料本地化化程度，%；

Mj—1年内使用运输里程不超 300公里的原材料总量，单位为吨（t）；
My—1年内使用原材料总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产品生产电耗

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电耗，计算时按照 1年生产为周期计算平均值。每生产 1吨冷轧带肋钢筋消耗的

电能，按照公式（A2）计算：

�� =
Pc
Mc
×100%………（A.2）

式中：

Pa—每生产 1吨产品电耗，单位为千瓦时/吨（kW·h/t）；
Pc—1年内产品消耗的总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Mc—1年内产品生产总量，单位为吨（t）。

A.3 单位产品取水量

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时按照 1年生产为周期计算平均值。每生产 1吨产品所消

耗的新水量，按公式（A.3）计算：

� = Wr
Mc

………（A.3）

式中：

W—每生产 1吨产品所消耗的新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3/t）；
Wr—1年内产品生产取新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Mc—1年内产品生产总量，单位为吨（t）。
A.4 废钢及氧化铁皮回收率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量，计算时按照 1 年生产为周期计算平均值。每产生 1吨废钢及氧化铁皮

的回收利用率，按公式（A.4）计算：

�h =
Mf

My−Mc
× 100%………（A.4）

式中：

Ph—废钢及氧化铁皮回收率，%；

Mf—1年内废品回收利用总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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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1年内使用原材料总量，单位为吨（t）；
Mc—1年内产品生产总量，单位为吨（t）。

A.5 机时产量

单条生每小时的产量，按公式（A.5）计算：

� = π ∗ φ2

4
∗ � ∗ 7.85 ∗ 60/1000000………（A.5）

式中：

H—机时产量，单位为吨（t）；
φ—钢筋直径，单位为毫米（mm）；

V—钢筋生产速度，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
A.6 单线产能

单条生产线 1年的产能，按公式（A.6）计算：

� = � ∗ 24 ∗ � ∗ �………（A.6）

式中：

Q—单线产能，单位为吨（t）；
H—机时产量，单位为吨（t）；
η—生产作业率，%。

T—1年内生产天数，单位为天（t）。



YB/T 4903-2021

9

附 录 B

（资料性）

数据收集表格

参照表B.1、B.2收集原材料、能耗、新水耗量等数据。

表B.1 原材料成分、用量及运输清单

种类 用量（t） 原料产地 运输方式

原材料

Q235

HPB300

……

……

……

……

……

表B.2 能源消耗清单

能耗种类 单位 生产总消耗量 对应的产品产量

电耗 千瓦时(kW·h)

水 吨(m3)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