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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20004.1《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制定。 

本文件参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有限公司、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国

家工矿电传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苏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立新电器控制

设备有限公司、国家有色冶金机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湘潭如意电机电器有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吴亚君、吴若欣、常颜芹、潘晓华、刘璇、王怀智、吴珂、吴斌、陈考全、张建宏、

李龙、彭果山、严向锋、张大功、夏云清、陈斌、陈水香、隆腾舞、何巍。 

本文件于  年   月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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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发布了 GB/T 24256《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GB/T 32162《生态设计产品标识》等系列国家

标准，规定了进行产品生态设计时的通用原则和要求。但我国尚无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的绿

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本文件拟在 GB/T 33761《绿色产品评价通则》的基础上，根据超高效环保高功

率密度高压电机的实际情况，制定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生命周

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及评价方法，为机电行业或相关企业开展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绿色评价

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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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评价方

法和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50 Hz三相交流电源供电；6 kV电压等级（冷却方式IC01、IC11、IC21、IC31、IC81W），

额定功率为220 kW～25 000 kW；10 kV电压等级（冷却方式IC01、IC11、IC21、IC31、IC81W），额

定功率为220 kW~22 400 kW；6 kV电压等级（冷却方式IC611、IC616、IC511、IC516），额定功率为       
185 kW~ 25 000 kW；6 kV电压等级（冷却方式IC411），额定功率为160 kW～1 600 kW；极数为2极～

12极，连续工作制（S1）的立式、卧式电动机和隔爆型电动机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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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55  旋转电动机定额和性能 
GB/T 1032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68  轴中心高为56 mm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 
GB/T 10069.1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1部分：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711  中小型旋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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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6—2018  电子电气产品环境意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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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83—2011  易切削铜合金切削废屑回收规范 
GB/T 29769—2013  废弃电子电气产品回收利用  术语 
GB 30254  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2355.5  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值 第5部分：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T/CMIF XXXX-202X 

T/CEEIA XXXX-202X 

2 

JB/T 12731  中小电机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态设计  eco-design 
绿色设计  green-design 
在产品及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设计中，充分考虑产品的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优化各有关设计因

素，使产品全生命周期资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的总体负面影响小且注重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设计和开发

活动。 

[来源：GB/T 31206—2014，3.1] 

3.2  

生态设计产品  eco-design product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 
符合生态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来源：GB/T 32161—2015，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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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24040—2008，3.1] 

3.4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的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总和评价。 

[来源：GB/T 24040—2008，3.2] 

3.5  

可再生利用率  recyclability rate 
电子电气产品中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不包括能量回收部分）与电子

电气产品总质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 29769—2013，3.18] 

3.6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  Super effici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igh power density high 
voltage motor 

符合本标准评价技术规范的三相笼型高压异步电动机。 

4 评价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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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价原则 

本标准的评价原则按照 GB/T 32161—2015 中 4.1 的规定执行。 

4.2 评价方法 

采用指标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a) 满足基本要求（见 5.1）和评价指标要求（见 5.2）； 

b) 提供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见 6.2）。 

按照上述要求及相关程序要求开展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对于同一系列产品，原则上应尽量覆盖

该系列产品中不同功率、机座号、极数等。当抽选的不同规格的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全部符

合本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经过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可认定为绿色设计产品。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生产企业近三年无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事故。 

5.1.2 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行业领先。污染物排放状况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污染物总量控制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 

5.1.3 生产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物质，不应生产销售国家

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产品。 

5.1.4 生产企业产品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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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24001、GB/T 23331、GB/T 19001 和 GB/T 45001 分别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产品质量、安全性能及节能降耗和综合利

用水平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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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评价指标要求 

产品的评价指标应按照GB/T 32161要求进行选取。产品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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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即产品设计、原材料获取、产品生产、

产品使用和废弃后回收处理。产品的评价指标名称、基准值、判定依据（产品检验方法以及各指标的计

算方法）等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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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

方向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所属阶段 

单位产品定子铜 

用量 
kg/kW - 

按照附录 A 中的式（A.1）计

算用铜量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产品设计 

原材料获取

单位产品转子铜 

用量 
kg/kW - 

按照附录 A 中的式（A.2）计

算用铜量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产品设计 

原材料获取

单位产品硅钢 

用量 
kg/kW - 

按照附录 A 中的式（A.3）计

算用硅钢量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产品设计 

原材料获取

产品可再生 

利用率 
% - 

按照附录 A 中的式（A.4）计

算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原材料获取

- - 
采用纯环氧树脂体系或环氧

酸干体系绝缘漆 

提供毒性试验报告

和苯、甲苯、二甲苯

等检验报告 

原材料获取

绝缘漆 

- - 
不应使用苯乙烯体系和乙烯

基甲苯体系绝缘漆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原材料获取

资源属性 

产品包装 - - 应符合 GB/T 31268 的规定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原材料获取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 

kgce/ 

kW 
≤ 

应不大于 JB/T 12731 准入值

的要求 

按 JB/T 12731 测算

并提供相关符合性

证明材料 

产品生产 

厂区噪声 dB(A) ≤ 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提供检测报告 产品生产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 
- - 应符合 GB 16297 的规定 提供证明材料 产品生产 

污水综合排放 - - 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提供证明材料 产品生产 
环境属性 

铜屑回收利用 - - 应符合 GB/T 27683 的规定 提供证明材料 产品生产 

安全性 - - 

应符合 GB/T 755 的规定 

隔 爆 型 电 机 还 需 符 合

GB3836.1 的规定 

按 GB/T 755、 

GB 14711 及相关产

品标准进行测试，并

提供测试报告 

产品使用 

效率 % ≥ 按 GB 30254 中 1 级能效 提供试验报告 产品使用 

功率密度 W/kg ≥ 按表 2 的规定 提供企业自我声明 产品设计 

温升 K ≤ 应符合 GB/T 755 的规定 提供试验报告 产品使用 

振动 - ≤ 应符合 GB/T 10068 的规定 提供试验报告 产品使用 

产品属性 

噪声 dB(A) ≤ 声压级 85 dB(A) 提供试验报告 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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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功率密度评价指标要求 

电压等级（kV） 极数 机座号（mm） 功率密度（W/kg） 

H400 265 

H450 290 

H500 320 

H560 350 

2 

H630 385 

H400 210 

H450 245 

H500 285 

H560 330 

4 

H630 380 

H400 160 

H450 190 

H500 230 

H560 275 

6 

H630 330 

H400 125 

H450 145 

H500 165 

H560 190 

8 

H630 220 

H400 105 

H450 120 

H500 135 

H560 160 

10 

H630 185 

H400 75 

H450 90 

H500 105 

H560 130 

6 

12 

H63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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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功率密度评价指标要求（续） 

电压等级（kV） 极数 机座号（mm） 功率密度（W/kg） 

H450 195 

H500 235 

H560 280 
2 

H630 340 

H450 175 

H500 220 

H560 275 
4 

H630 345 

H450 140 

H500 175 

H560 215 
6 

H630 270 

H450 95 

H500 115 

H560 145 
8 

H630 185 

H450 80 

H500 95 

H560 115 
10 

H630 140 

H500 60 

H560 80 

10 

12 

H630 110 

5.3 数据处理和计算方法 

各评价指标应按照附录A的方法进行测定。 

6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6.1 编制方法 

依据GB/T 24040、GB/T 24044和GB/T 32161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框架及总体要求，按照附

录B编制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6.2 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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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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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信息包括产品型号、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材料、包装大小及材质、制造

商及厂址等，采用的标准信息应包括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6.2.2 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基本要求（见5.1）和评价指标要求（见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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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或同等功能产品对比情况说明。其中报告期为当前评价的年份，一般指产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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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 

6.2.3 生命周期评价 

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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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的

原材料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表，绘制并说明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

基于中国数据的生命周期评价工具。 

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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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报中应提供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值，并对不同

影响类型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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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

机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6.2.5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应说明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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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评价结论判断该产品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6.2.6 附件 

应至少提供以下附件： 

a) 产品样图或分解图； 

b) 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c) 产品工艺表（工艺名称、工艺过程等）； 

d) 产品检、试验报告。 

e) 企业自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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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指标计算、检测方法 

A.1 单位产品定子铜用量 

以1台电动机为功能单位，每生产1kW产品所使用的定子铜质量，按式（A.1）计算： 

 
P

MC Cu1u1 = .................................... (A.1) 

式中： 

Cu1  ——单位产品定子铜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瓦（kg/kW）； 
MCu1  ——生产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所用的定子铜质量（单台产品的材料定额质量），单位为

千克（kg）； 
P    ——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的额定机械功率值，单位为千瓦（kW）。 

A.2 单位产品转子铜用量 

以1台电动机为功能单位，每生产1kW产品所使用的转子铜质量，按式（A.2）计算： 

 
P

MC Cu2u2 = .................................... (A.2) 

式中： 

Cu2 ——单位产品转子铜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瓦（kg/kW）； 
MCu2 ——生产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所用的转子铜质量（单台产品的材料定额质量），单位为

千克（kg）； 
P    ——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的额定机械功率值，单位为千瓦（kW）。 

A.3 单位产品硅钢用量 

以1台电动机为功能单位，每生产1 kW产品所使用的硅钢质量，按式（A.3）计算： 

 
p

MFe Fe= ..................................... (A.3) 

式中： 

Fe  ——单位产品硅钢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瓦（kg/kW）； 
MFe ——生产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所用的硅钢质量（单台产品的材料定额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P  ——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的额定机械功率值，单位为千瓦（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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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以1台电动机为功能单位，产品可再生利用率按式（A.4）计算： 

 Rcyc= %1001 ×∑ =

m
mn

i cyci
................................ (A.4) 

式中： 

Rcyc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mcyci——第i种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n   ——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类别总数； 
m   ——产品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5 效率 

电机效率按GB/T 1032—2012中11.5规定的E法或E1法（测量输入功率的损耗分析法）确定。对于额

定功率为1 000 kW及以上电动机，应按GB/T 1032—2012中11.8规定的H法（圆图法）确定。其中杂散损

耗按推荐值计算。 

A.6 功率密度 

以IC01冷却方式电机为基准，以1台电动机为功能单位，每消耗1 kg材料所能达到的功率值，按式

（A.5）计算： 

 ρp=P/m ......................................  (A.5) 

式中： 

ρp ——功率密度，单位为瓦特每千克（W/kg）； 
P  ——每一功能单位电动机产品的额定机械功率值，单位为千瓦（kW）； 
M  ——产品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7 温升 

电机温升按GB/T 75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A.8 振动 

电机振动按GB/T 1006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A.9 噪声 

电机噪声按GB/T 10069.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T/CMIF XXXX-202X 

T/CEEIA XXXX-202X 

10 

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B.1 范围 

B.1.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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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功能单位和基本流 

功能单位和基本流是对产品功能的量化描述，是数据收集、评价和方案对比的基础，其量值必须是

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 

产品的功能单位和基本流定义包含产品型号名称、主要性能参数、产品数量、功能描述、使用寿命、

使用频率和废弃后回收处理等信息。 

功能单位和基本流的定义与产品种类和用途有关，例如： 

a) 用于其他产品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类产品，其功能单位和基本流定义为“生产单位数量的产

品”，如“生产１台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其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包含从原材

料获取到生产制造的全阶段，可以不包含使用和废弃后回收处理阶段。 

b) 用于交付给用户直接使用的产品，其功能单位和基本流定义为“单位数量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如“１台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的生产和使用”，其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包含从原

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到使用和废弃后回收处理的全阶段。 

B.1.3 系统边界 

本标准界定的系统边界包括从原材料获取、能源消耗、产品生产、产品运输、产品使用和废弃后回

收处理的所有阶段，如图B.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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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系统边界图 

按照评价目的、功能单位和数据取舍原则，考虑到各过程单元的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确定系统边

界。 

B.1.4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选择取决于评价目的，并影响数据收集的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选择可考虑目标市场、客户、相关方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以及产品特有的环境

影响类型。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包括温室气体、酸化、富营养化-水体、富营养化-土壤、可吸入有机物、臭氧层

损耗、电离辐射、人体毒性-癌症影响、人体毒性-非癌症影响、生态毒性、能源消耗、矿石资源消耗、

水资源消耗、土地转化等。 

B.1.5 数据取舍原则 

功能单位和基本流的数据种类很多，在选定系统边界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可对数据进行取

舍，忽略对评价结果影响较小的因素，从而简化数据收集、处理和评价的过程，原则如下： 

a)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b)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c)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 0.1%的项目输入可忽略； 

d) 大气、水体、土壤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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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g) 取舍原则不适用与有毒有害物质，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均应包含于清单中。 

B.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T/CMIF XXXX-202X 

T/CEEIA XXXX-202X 

12 

B.2.1 总则 

应编制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系统边界内的所有材料、能源输入和排放到空气、水及土壤

的排放物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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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数据收集 

B.2.2.1 概况 

应将以下阶段的数据纳入数据清单： 

a) 原材料获取和预加工； 

b) 生产； 

c) 产品分配和储存； 

d) 使用； 

e) 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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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数据是通过直接定量测量方式获得的产品生命周期活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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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物的排放量等。 

背景数据不是直接测量或计算而得到的数据。背景数据可为行业平均数据。数据来源包括文献资料，

LCA数据库等。 

B.2.2.2 企业生产阶段的数据收集 

开展产品LCA的企业需要对本企业或负责实际生产的代工生产（OEM）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进行

调查，包括产品组装和自制零部件生产。该阶段始于产品外购零部件、原材料进入生产场地，止于成品

出厂。宜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a) 零部件和物料消耗数量可采用产品物料清单（BOM）数据，并按产品合格率进行修正。如果

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与产品的使用寿命不同，也可进行修正； 

b) 生产过程的能耗、辅料消耗、包装消耗、环境排放数据以及产品销售的运输数据，可从企业相

关部门调查得到或通过测量得到； 

c) 按照取舍原则要求可忽略不重要的数据。 

B.2.2.3 外购物料的生产阶段数据收集 

根据外购物料所占产品质量的比例进行重要性分类，并分别进行数据收集，如表B.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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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外购物料数据收集要求 

物料重量比m a 要求 

m≥5%为重要物料（如果含有稀贵和高纯成分b，则 

m≥1%为重要物料） 

优先采用供应商提供的实际生产过程数据，供应商数据收

集方法和要求与企业自身的数据收集方式相同，包括物料

从供应商到本企业的运输数据。 

1%≤m＜5%为次要物料（如果含有稀贵和高纯成分，则

0.1%≤m＜1%为次要物料） 

可不调查实际生产过程和运输，而采用其材质和含量和

LCA背景数据库进行近似计算，从而简化数据收集工作。

m＜1%为不重要要物料（如果含有稀贵和高纯成分，则 

m＜0.1%为不重要物料） 
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物料原则上不超过产品重量的5%。

注：在无法获得实际生产过程数据的情况下，可通过采用背景数据进行近似计算，但需要对背景数据来源以及采

用依据进行详细说明。 

a   
物料指零部件和原辅料，m=(物料重量/产品重量)×100%，同类材质的物料（如螺钉等）需合并重量后计算。 

b   
稀贵金属如金银钯等，高纯物质为纯度高于 99.99%。 

B.2.2.4 大宗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阶段数据收集 

大宗原材料和能源（如电力、燃料、通用金属、非金属等）的生产过程数据可采用LCA背景数据库

数据。 

B.2.2.5 使用阶段的数据收集 

该阶段始于终端用户获得产品，止于产品废弃。在满足数据取舍原则的前提下，需要收集数据包括： 

a) 产品使用情况（使用寿命，使用频率等）； 

b)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耗材、污染物排放等； 

c) 产品修理和维护过程的能源消耗、耗材、污染物排放等。 

上述数据可以通过用户调查获得，也可以采用行业通用的估计或产品设计数据。 

B.2.2.6 废弃处理阶段的数据收集 

该阶段始于产品报废或终端用户弃置产品，止于产品作为废弃物返回自然界或被再生。在满足数据

取舍原则的前提下，需要收集的数据包括： 

a) 废弃产品回收过程的运输数据； 

b) 废弃产品拆解过程的能耗、物耗与污染物排放； 

c) 废弃产品最终处置过程（焚烧、填埋等）的能耗、物耗与污染物排放； 

d) 废弃产品中可再生的零部件和材料、可回收利用的能量，可部分抵消产品生产过程的原料消耗

与能耗，可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中予以计算说明。 

上述数据可通过对回收、再生、处置过程调查获得，也可采用行业通用的估计数据或背景数据库。 

B.2.3 数据分配 

通常企业除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产品范围外还会生产其它产品，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

高压电机产品本身也会涉及多个不同型号，很难就某个型号的产品单独收集数据，往往会就某个车间、

某个工序环节等来收集数据。对于无法分开收集的数据，可按产品比重进行分摊。针对超高效环保高功

率密度高压电机生产阶段，因生产产品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比较一致，因此本标准选取“单位功率

分配”作为分摊比例。功率越大的产品其分摊额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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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数据计算 

B.2.4.1 数据分析 

根据清单分析所提供的资源消耗数据以及各种排放数据，对产品系统潜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为

生命周期解释提供必要的信息。可按表B.2～B.5对应需要的数据，进行填报。 

表B.2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所用原材料/预制部件清单 

类别 原料/预制部件名称 规格型号 材料种类 重量（kg） 数量 

转轴     

端环     

导电杆     

……     

硅钢片     

电磁线     

机座     

冷却器     

轴承     

金属件 

……     

绝缘漆     

云母带     

产品 

本体 

非金属件 

……     

表B.3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运输阶段清单 

运输对象 质量（kg） 运输距离（km） 运输工具 燃料类型 

     

     

     

表B.4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生产阶段清单 

能耗/其它物质消耗量种类 单位 热值 单位产品消耗量 

电 千瓦时（kW•h）   

氮气 升（L）   

水 吨（t）   

……    

表B.5 超高效环保高功率密度高压电机使用阶段清单 

名称 单位 数量 

设计使用寿命 年  

单位时间耗电量 千瓦（kW）  

能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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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2 生命周期建模与计算分析 

生命周期建模与计算分析通常包含以下步骤： 

a) 创建产品模型，并图形化展示； 

b) 导入产品材料清单表（BOM 表）或数据收集表，批量输入产品的零部件和原辅料等生产数据； 

c) 采用 LCA 基础数据库作为背景数据，并解决物质名称、单位、评价指标等各种数据库兼容问

题； 

d) 选择一种或多种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e) 生命周期汇总计算，得到 LCA 结果（各种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结果）； 

f) 贡献分析和灵敏度分析：计算分析产品各阶段、各项零部件、原材料、能耗、排放物在 LCA
结果中的贡献率，识别关键的过程和数据，分析潜在的改进方向； 

g) 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分析，通过反复的数据收集，提高关键数据的数据质量； 

h) 输出产品 LCA 报告。 

注：为避免数据和计算错误，企业可采用专用LCA软件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在LCA报告中说明采用的LCA软件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