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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建立健全氯碱工业绿色设计产品评价体系，指导和规范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企业开展相关绿色评价

工作，促进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由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交《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组织有关单

位共同编制。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生命周期理念、代表性、适用性、兼容性、绿色高端引领等原则，规定

了氯碱工业中甘油法环氧氯丙烷绿色产品评价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引领推动行业绿色转型。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具体技术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中

国氯碱工业协会（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86号天津电子科技中心 1105室，邮政编码：300192），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宁波环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赫邦化工有

限公司、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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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甘油法环氧氯丙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甘油法环氧氯丙烷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原则、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甘油法环氧氯丙烷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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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13097 工业用环氧氯丙烷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单位—铂-钴色号）

GB/T 6283 化学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 6678 化学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定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 化学试剂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1165 实验室 pH计

GB/T 13216 甘油试验方法

GB/T 601 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HJ 584-2010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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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

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产品。

3.2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

置。

3.3 评价指标基准值 benchmark value of evaluation index

为评价绿色产品而设定的指标参照值。

3.4 甘油法环氧氯丙烷 glycerol method epichlorohydrin

甘油通过氯醇化、环化后，制得的环氧氯丙烷产品。

4 评价原则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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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甘油法环氧氯丙烷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材料获取、产品生

产、过程三废排放等阶段，评价各个阶段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等因素，选取不同阶段，可

评价的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

4.2 环境影响种类最优选取原则

根据甘油法环氧氯丙烷工艺和产品特点，同时考虑到社会关注度高，国家法律或政策明

确要求的环境影响种类，选取原料消耗水平、污染物排放、原料及产品品质指标等方面进行

评价。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生产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符合加强清洁生产和先进技术的工艺，不应使用国家

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及材料，企业应严格把控原料质量。

5.1.2 不应使用国家、行业明令淘汰或禁止的材料，不应超越范围选用限制使用的材料。

生产企业持续关注国家、行业明令禁用的有害物质。

5.1.3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严格执行节能环保

相关国家标准。

5.1.4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达到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5.1.5 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或三级以上标准化企业合格认证。



T/ CCASC 6003-2022

3

5.1.6 生产企业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和 GB/T 4500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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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能耗、物耗考核并建立考核制度，或

按照 GB/T 23331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符合国家相关节能政策。

5.1.7 绿色产品评价企业截止评价日 3年内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5.1.8 生产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并运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5.2 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绿色产品评价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

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等。评价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方

向

工业用环氧氯

丙烷基准值

评价依据或检测

方法

所属生命周

期阶段

资源属性

水资源消耗量 t/t ≤ 1.5 附录 A中 A.1 产品生产

甘油

消耗量

粗甘油（折百） t/t ≤ 1.1
附录 A中 A.2

产品生产

精甘油（折百） t/t ≤ 1.06 产品生产

碱

消耗量

氢氧化钙

（折百）
t/t ≤ 0.56 附录 A中 A.3 产品生产

烧碱（折百） t/t ≤ 0.49 附录 A中 A.4 产品生产

氯化氢消耗量 t/t ≤ 0.95 附录 A中 A.5 产品生产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 568 附录 A中 A.6 产品生产

环境属性

废气 环氧氯丙烷 mg/m3 ≤ 5 附录 A中 A.7 产品生产

废水

氨氮（NH3-N） mg/L ≤ 45 附录 A中 A.7 产品生产

化学需氧量

（CODcr） mg/L ≤ 500 附录 A中 A.7 产品生产

噪声
昼间厂界环境噪声 dB(A) ≤ 65

附录 A中 A.8
产品生产

夜间厂界环境噪声 dB(A) ≤ 55 产品生产

原料甘油

属性

粗甘油 w/% ≥ 70 附录 A中 A.9 产品生产

精甘油 w/% ≥ 95 附录 A中 A.9 产品生产

产品属性
水 w/% ≤ 0.02 附录 A中 A.10 产品生产

环氧氯丙烷 w/% ≥ 99.9 附录 A中 A.10 产品生产

5.3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所有指标均应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计算平均值。污染物检测方法、产品检验方法以及

各指标的计算方法按照附录A的规定。

6 评价方法

依据本文件采用指标符合性的评价方法，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环氧氯丙

烷产品评定为绿色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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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A.1 单位产品水资源消耗量

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水资源量，主要包括生产工艺用水，不

包括公用工程用水、生活用水、盐酸解析制氯化氢用水、氢氧化钙制石灰乳用水。水资源包

括取自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和工程供水等，按式（A.1）计算：

�� =
��
��

………………………………（A.1）

式中：

�� ——单位环氧氯丙烷产品的水资源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水资源量，单位为吨（t）；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产品甘油消耗量

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甘油（折百）量，按式（A.2）
计算：

�� =
��

��
………………………………（A.2）

式中：

�� ——单位环氧氯丙烷产品的甘油（折百）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甘油（折百）量，单位为吨（t）；

mc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3 单位产品氢氧化钙消耗量

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氢氧化钙（折百）量，按式（A.3）
计算：

�� =
�a
��

………………………………（A.3）

式中：

�� ——单位环氧氯丙烷产品的氢氧化钙（折百）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甘油（折百）量，单位为吨（t）；

mc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4 单位产品烧碱消耗量

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烧碱（折百）量，按式（A.4）
计算：

�� =
��

��
………………………………（A.4）

式中：

�� ——单位环氧氯丙烷产品的烧碱（折百）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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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烧碱（折百）量，单位为吨（t）；

mc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5 单位产品氯化氢消耗量

在报告期内，生产每吨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氯化氢量，按式（A.5）计算：

�� =
��
��

………………………………（A.5）

式中：

�� ——单位环氧氯丙烷产品的氯化氢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所消耗的氯化氢量，单位为吨（t）；

mc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6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A.6.1 甘油法环氧氯丙烷产品综合能耗

在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生产界区内，用于生产环氧氯丙烷实际消耗的各能源消耗总量。

能源消耗总量是指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

之和，不包括基建、技改等项目建设消耗的、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和向外输出的能源量。

A.6.2 环氧氯丙烷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用环氧氯丙烷单位产量表示的等当量综合能耗。

A.6.3 统计范围

A.6.3.1 环氧氯丙烷生产系统：从甘油、氯化氢、烧碱或氢氧化钙、电力、蒸汽等原材料

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成品环氧氯丙烷计量入库和副产高含盐废水处理、生产含量74%氯

化钙为止的整个环氧氯丙烷生产过程，不包括盐酸解析制氯化氢过程。

A.6.3.2 环氧氯丙烷辅助生产系统：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

其中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气、蒸汽、采暖、制冷、仪表和厂内原料场地及安全、

环保装置。

A.6.3.3 环氧氯丙烷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

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办公室、操作室、休息室、更衣室、中控分析部门、成品检

验部门、设备维修部门等。

A.6.3.4 环氧氯丙烷生产界区由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组成。

A.6.3.5 环氧氯丙烷产品生产系统能源消耗量应包括环氧氯丙烷生产界区内实际消耗的一

次能源量和二次能源量。耗能工质（如水、氮气、压缩空气等），不论是外购的还是自产的，

均不应该统计在能源消耗量中。

A.6.3.6 回收利用环氧氯丙烷产品生产界区内产生的余热、余能及化学反应热，不应计入

能源消耗量中。供界区外装置回收利用的，应按其实际送出的能量从本界区能耗中扣除。

A.6.3.7 各种能源应按照GB/T 2589-2020 折算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千克标准煤。各种能源的

热值以及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值为准。没有实测条件的，可参考GB/T 2589-2020附录中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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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8 能源消耗量的统计、核算应包括各个生产环节和系统，既不应重复，也不应漏计。

A.6.4 计算方法

甘油法环氧氯丙烷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结合 GB/T 2589-2020，具体按式（A.6）
计算：

e = �
m ………………………………（A.6）

式中：

e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单位产品的综合能耗（等当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kgce/t）；

E——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生产实际消耗的折标等当量标准煤，单位为千克标煤

（kgce）；

m——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合格品的数量，单位为吨（t）。

其中 E按式（A.6）计算：

� = �=1
� (�� × ��)� ……………………………（A.7）

式中：

i ——能源类型；

n ——能源种类总数；

�� ——报告期内环氧氯丙烷产品生产消耗第 i种能源实物量；

�� ——第 i种能源的折算系数，按能量的等当量值折算，取 GB/T 2589-2020中的折算

系数。

A.7 污染物监测及分析

用活性炭采样管富集固定污染源中的环氧氯丙烷，二硫化碳解析，采用气相色谱外标法

定量。参考 HJ 584-2010，环氧氯丙烷的含量 C按式（A.7）计算：

� = ��×��×�
��×�nd

……………………………（A.8）

式中：

CS ——标样中环氧氯丙烷的含量，mg/m3；

Ai ——试样中环氧氯丙烷的峰面积；

AS ——标样中环氧氯丙烷的峰面积；

V ——解析液体积，mL；
Vnd ——标准状态下（0℃，101.325kpa）的采样体积。

其中 Vnd按式（A.8）计算：

�nd = �� ×
�0
�
× �

�0
= �� ×

273.15
273.15+�

× �
101.325

…………………（A.9）

式中：

Vnd ——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L或m3；

Vx ——实际采样体积，L或 m3

P ——采样时的大气压力，kPa
t ——采样时的温度，℃

环氧氯丙烷氨氮（NH3-N）检测根据 HJ 666 检测。

环氧氯丙烷化学需氧量（CODcr）检测根据 GB/T 11914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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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昼夜间厂界环境噪声

昼夜间厂界环境噪声按 GB 12348标准检测。

A.9 原料甘油属性

原料甘油中甘油含量根据 GB/T 13216检测。

A.10 产品属性

环氧氯丙烷水分检测根据 GB/T 6283检测。

环氧氯丙烷含量检测根据 GB/T 13097-2015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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