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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房间空气调节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房间空气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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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房间空气调节器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包括采用空气冷却冷凝器、全封闭型电动压缩机，
额定制冷量在14000W及以下，气候类型为T1的房间空气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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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标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4214.1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GB/T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 12021.3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21455 转速可控性房间空调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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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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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的检测方法（IEC 62321:2008,IDT）
GB/T 26572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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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32162 生态设计产品标识
GB/T 32355.1 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值 第1部分：房间空气调节器、家用电冰箱
3. 术语和定义
GB/T7725、GB/T 32161、GB/T32162、GB 12021.3、GB21455、GB/T 32355.1等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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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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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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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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及相关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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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企业的主要用能设备应满足相关国家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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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产品说明书中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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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91、GB/T 1019和GB/T31268的有关要求。
4.2 评价指标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的评价指标从资源能源的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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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空气调节器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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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空气调节器评价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产品应符合 GB/T 26572 的
要求

提供原材料有害物质含量
表，依据 GB/T 26125 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或提供豁
免说明文件

产品有害
物质含量

-

-

可回收利用标识

-

-

-

-

-

-

-

-

-

-

可再生利用率

%

≥

80

能效指标

-

-

满足国家能效标准 1 级

包装及包装材料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
标识符合 GB/T 23384 的规
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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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作为
发泡剂
包装和包装材料中重金属
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总量
不得超过 100mg/kg
应按照 GB/T18455 进行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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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标识使用说明及相关
管理说明文件

提供包装纸材质说明

提供证明材料
提供证明材料
提供证明材料
按照 GB/T32355.1 测算，提
供证明材料
按照 GB 12021.3、GB 2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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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提供检测报告
额定制冷量（CC）≤2500W，
室内机≤39 dB(A)，室外机
≤49 dB(A)
2500W＜额定制冷量（CC）
≤ 4500W ， 室 内 机 ≤ 41
dB(A)，室外机≤52 dB(A)

噪声

dB(A)

≤

4500W＜额定制冷量（CC）
≤ 7100W ， 室 内 机 ≤ 43
dB(A)，室外机≤56 dB(A)

按 照 GB/T 4214.1 、 GB/T
7725 检测，并提供检测报
告

7100W＜额定制冷量（CC）
≤ 14000W ， 室 内 机 ≤ 47
dB(A)，室外机≤59 dB(A)

制冷剂种类

-

-

制冷剂回收

-

-

电磁兼容性

-

-

电气安全性

-

-

其中：实测噪声值不应大于
明示值+3 dB(A)）和上述的
限定值
应采用环保制冷剂：ODP=0
生产过程应具备制冷剂回
收装置
产品应符合 GB 4343.1 相关
要求
产品应符合 GB 4706.1 、
GB 4706.32 相关要求

提供证明材料
提供证明材料
按照 GB 4343.1 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按照 GB 4706.1、
GB 47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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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GB/T24040、GB/T24044和GB/T32161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及总体要求编制房间空气
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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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间空气调节器”为功能单位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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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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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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www.green-label.org按照相关程序要求经过公示无异议后的房间空气调节器可称为绿色设计产品，并可
按照GB/T32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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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按照 GB/T3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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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A.1 目的
房间空气调节器原料的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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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评价房间空气调节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大小，提出房间空气调节器绿色设计改进方案，从而大
幅提升房间空气调节器的生态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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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间空气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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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部件和元器件的原材料开采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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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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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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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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总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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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编制房间空气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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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和废弃后回收处理过程的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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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间空气调节器为基准折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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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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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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于房间空气调节器零部件生产，包括：
——资源开采和提取；
——所有材料的预加工；
——零部件生产；
——材料、零部件的采购；
——材料、零部件的运输。
A.3.2.5生产
该阶段始于房间空气调节器组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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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阶段将房间空气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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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涉及到数据分配问题，特别是房间空气调节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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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空气调节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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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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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品上。针对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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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应需要的数据，进行填报。房间空气调节器的零部件及材料清单表可参考GB/T
32355.1的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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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空气调节器相关零部件生产、组装、包
装材料、能源消耗以及产品的运输。
表 A.1 房间空气调节器所用原材料/预制部件清单
类别
制冷压缩机

电机

塑料件

钣金件及金
属件
产品本体

阀门及管路
件
电器组件类

遥控器

换热器

电线

包装材料

原料/预制部
件名称
铸铁及钢制
件
塑料件
……
室内机电机
室外机电机
……
横向风板
外罩
……
轴承
底盘
……
分气管
集液管
……
继电器
电感器
……
塑料件
电子元器件
……
冷凝器部件
蒸发器部件
……
机内配线
电源线
……
包装箱

规格型号

材料种类

重量（kg）

数量

表 A.2 房间空气调节器运输阶段清单
运输对象/零部件
名称
房间空气调节器
……

质量（公斤/kg）

运输距离（公里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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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阶段清单
能耗/其他物质消耗量种
类
电
燃料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燃油
填充制冷剂类型
填充过程中的制冷剂泄
漏量

单位

热值

千瓦时（kWh）
公斤（kg）
3
立方米（m ）
3
立方米（m ）
升（L）

—

公斤（kg）

—

单位产品消耗量

表 A.4 房间空气调节器使用阶段清单
名称
设计使用寿命
单位时间耗电量
使用寿命期间制冷剂泄露量

单位
小时（h）
千瓦时每小时（kWh/h）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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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影响评价
A.4.1 影响类型
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影响类型采用气候变化和臭氧层耗竭2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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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清单因子归类示例
影响类型

清单因子归类

气候变化/碳足迹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
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溴代甲烷（R40）、三氯一氟甲烷（R11）、二氯四氟乙烷（R114）、氟利昂（R12）、
氯二氟甲烷（R22）

臭氧层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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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计算。分类评价的结果采用附表中的当量
物质表示。

表 A.6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特征化因子
影响类型

单位

全球变暖

CO2 当量kg

指标参数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
R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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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层耗竭

R11 当量kg

-1

R12
R113
R114
R115
R500
R502
R22
R123
R141b
R142b
R134a
R125
R32
R407Cc
R410A
R152
溴代甲烷（R40）
三氯一氟甲烷（R11）
二氯四氟乙烷（R114）
氟利昂（R12）
氯二氟甲烷（R22）

1.09E004
6.13E003
1E004
7.37E003
37
0
1.81E003
77
725
2.31E003
1.43E003
3.5E003
675
1.5E003
1.7E003
45
0.37
1
0.85
0.82
0.034

A.4.4计算方法

EPi   EPij   Q j  EF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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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