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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0-1-222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环境声明34型环境

标志56
本标准为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中关于环境标志和声明的标准之一6此前已发布了关于环境标志和声

明的第一个国家标准 78#90./0/)0///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6
关于环境标志和声明的标准-5还有1
78#9-./0.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型环境标志 原则和程序

*+,#9;-./0<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型环境标志

本标准的附录 >为提示的附录6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6
本标准起草单位1中国标准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进出口商品质量认证中心?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6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1范与华?刘尊文?刘克?饶一山?徐成?黄进6
本标准于 0//-年 -月首次发布6

-578#9-./0.已与本标准同时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9;-./0<待转化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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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 -*+,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制定国际标

准的工作通常由 *+,的技术委员会完成0对某技术委员会工作感兴趣的成员团体有权参加该技术委员

会/其他国际组织0无论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0也可通过与 *+,的联络参加其工作/在电工技术标准

化方面0*+,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12.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国际标准是根据 *+,#*12导则第 3部分的规则规定的/
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0国际标准须取得至少 456参加表决

的成员团体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国际标准 *+,789:7是由 *+,#;2:94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环境标志分委员会 -+23.制定的/
附录 <为提示的附录/

引 言

由于环境声明的大量使用0产生了对环境标志标准的需求/环境标志标准要求进行环境声明时对

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有关因素予以考虑/
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零售商或其他任何能从中获益的一方都可以使用自我环境声明/产品

环境声明的形式可以是产品或包装标签上0或产品文字资料=技术公告=广告=出版物=远程促销及

数字或电子媒体 -如因特网.等中的说明=符合或图形/
使用自我环境声明时0必须保证其可靠性/为了避免因不可靠的或欺骗性的环境声明造成的不良

市场影响0如产生贸易壁垒或不公平竞争等0必须进行适当的验证/环境声明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应清

晰=透明=科学并形成文件0使产品的购买者或潜在购买者能够确信声明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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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自我环境声明的要求H环境声明包括与产品有关的说明I符号和图形J有选择地

提供了环境声明中一些通用的术语及其适用的限定条件J规定了对自我环境声明进行评价和验证的一

般方法H以及对本标准中所选用的声明进行评价和验证的具体方法K
本标准不排斥I取代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法律要求提供的环境信息I声明或标志H以及其他任

何适用的法律要求K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H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K凡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H其

后续更正或修订的内容均不适用于本标准H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标

准的最新版本K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H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KLMN和 LOP成员均持有现行有

效的国际标准K
QR=STUVTVBTVVV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 !WXYLMNZUVTVEZ[[\#
LMN]VVV 设备用图形符号 索引和一览表

^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与定义K
_̂A 通用术语

_̂A_A 共生产品 4):()3‘4,
同一单元过程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K

_̂A_> 环境因素 +%&’()%*+%,-.-2:+4,
一个组织的活动或产品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K

_̂A_̂ 环境声明 +%&’()%*+%,-.4.-’*
表明产品I部件或包装的某种环境因素的说明I符号或图形K

注E环境声明可以置于产品或包装标签上H或产品文字资料I技术公告I广告I出版物I远程促销及数字或电子媒

体 !如因特网#等中K

Z



!"#"$ 环境声明验证 %&’()*&+%&,-./.-(+’%)(0(/-,(*&
根据能保证数据可靠性的既定准则和程序对环境声明有效性所作的确认1

!"#"2 环境影响 %&’()*&+%&,-.(+3-/,
全部或部分地由组织的活动或产品给环境造成的任何有害或有益的变化1

!"#"4 解释性说明 %53.-&-,*)67,-,%+%&,
为使产品的购买者8潜在购买者或用户正确理解环境声明所需要的或所作出的解释1

!"#"9 功能单位 0:&/,(*&-.:&(,
在生命周期评价研究中用来作为参照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1
;<=>?@ABABCDEEEF

!"#"G 生命周期 .(0%/6/.%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H从原材料的获取或自然资源的生成H直至最终处置1
;<=>?@ABABCDEEEF

!"#"I 材料标识 +-,%)(-.(J%&,(0(/-,(*&
用来指明产品部件或包装的物质成分的文字8数字或符号1

注

D 材料标识符号不是环境声明1

@ 文献第 ;AF至第 ;KF项列举了有关材料标识符号的国际标准8国家标准和工业出版物的例子1

!"#"#L 包装 3-/M-N(&N
用来在运输8存贮8销售和使用期间保护或容纳产品的材料1

注O术语 P包装Q在用于本标准时H还包括任何用于产品营销或提供产品信息的8附属于或伴随产品或其容纳物的

物品1

!"#"## 产品 3)*J:/,
任何商品或服务1

!"#"#R 限定性环境声明 S:-.(0(%J%&’()*&+%&,-./.-(+
通过解释性说明表述其限制条件的环境声明1

!"#"#! 自我环境声明 7%.0TJ%/.-)%J%&’()*&+%&,-./.-(+
不经第三方认证H由制造商8进口商8销售商8零售商或其他任何能从中获益的一方自行作出的

环境声明1
!"#"#$ 可升级性 :3N)-J-U(.(,6

不必置换整个产品H而容许将其中的模块或组成部分单独升级或置换的产品特性1
!"#"#2 废物 V-7,%

对产生者或持有者不再有用而遗弃或排放到环境中的任何物质1
!"R 自我环境声明常用术语

使用下列术语进行环境声明时H应遵守第 K章所提出的要求1
可堆肥 W*+3*7,-U.% 9"R"#
可降解 X%N)-J-U.% 9"!"#
可拆解设计 X%7(N&%J0*)J(7-77%+U.6 9"$"#
延长寿命产品 Y5,%&J%J.(0%3)*J:/, 9"2"#
使用回收能量 Z%/*’%)%J%&%)N6 9"4"#
可再循环 Z%/6/.-U.% 9"9"#
再循环含量 Z%/6/.%J/*&,%&, 9"G"#"#-[
消费前材料 \)%T/*&7:+%)+-,%)(-. 9"G"#"#-[#[
消费后材料 \*7,T/*&7:+%)+-,%)(-. 9"G"#"#-[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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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循环材料 !"#$#%"&’()"*+(% ,-.-/-/01
回收材料 !"#23"*"&4*"#%(+’"&5’()"*+(% ,-.-/-/#1
节能 !"&6#"&"7"*8$#2796’:)+27 ,-;-/
节约资源 !"&6#"&*"926*#"69" ,-/<-/
节水 !"&6#"&=()"*#2796’:)+27 ,-//-/
可重复使用 !"69(0%" ,-/>-/-/
可重复充装 !"?+%%(0%" ,-/>-/->
减少废物量 @(9)"*"&6#)+27 ,-/A-/

B 自我环境声明的目的

环境标志与声明的总体目标是C通过关于产品环境因素的可验证的D非误导的D准确的信息交流C
促进对具有较小环境压力的产品的需求和供给C以激发市场驱动的持续改善环境的潜力E

本标准的目的是协调自我环境声明的使用E这将具有以下作用F
G1提供可验证的D非误导的D准确的环境声明H
I1增加市场推动潜力C从而激励对生产D过程和产品的环境改进H
J1防止或减少无保证的环境声明H
K1减少市场混乱H
L1便利国际贸易H
M1为产品的购买者D潜在购买者和使用者提供更多进行知情选择的机会E

N 自我环境声明通用要求

N-/ 总则

第O章所规定的要求适用于各种自我环境声明C包括第 P章所选用的声明以及其他任何环境声明E
N-> 关于和 QRSTUVWUW的关系

除 本 标 准 提 出 的 要 求 外C还 必 须 遵 守 QRSTUVWUW中 所 规 定 的 原 则E当 本 标 准 中 的 要 求 比

QRSTUVWUW中更为具体时C必须遵守本标准E
N-A 关于含糊或不具体的声明

不得使用含糊或不具体的C或泛泛地暗示某产品对环境有益或无害的环境声明E诸如 X对环境安

全YDX对环境友善YDX对地球无害YDX无污染YDX绿色YDX自然之友YDX不破坏臭氧层Y之类的环境

声明均不得使用E
注F以上例子仅供说明之用E

N-B 关于声明中 X无ZZY的使用

只有当所指污染物质的含量不高于规定的痕量或背景值时才能使用带有 X无ZZY字样的声明E
注F参见 O-P[1和 O-P\1的要求E

N-N 关于 X可持续性Y的声明

可持续性涉及的概念非常复杂并有待进一步研究C目前尚不存在确定的方法来测定可持续性或确

认它的实现C因此不得使用任何有关 X实现可持续性Y的声明E
N-] 解释性说明的使用

如果仅使用自我环境声明有可能产生误解C就必须附加解释性说明E只有当在一切可预见的情况

下C环境声明不加限定仍然有效时才允许不附加解释性说明E
N-, 具体要求

自我环境声明和解释性说明须遵循 O-P中提出的所有要求C它们

G1必须是非误导的D准确的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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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体并经过验证#
$"必须和特定产品相关%且仅用于适当的环境或条件下#
&"必须指明该声明是适用于整个产品’部分产品或其包装%或服务中的某个因素#
("所声明的环境因素或环境改进必须具体#
)"不得以不同术语重复陈述同一环境变化%以暗示它能带来多方面利益#
*"不得导致错误解释#
+"除了要对最终产品进行正确说明外%还必须考虑到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有关因素%以确定在减

少一种影响的过程中引起另一种影响增加的可能性#
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应该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如果产品未经独立的第三方组织的许可或认证%进行声明时不得做出此类暗示#
/"不得直接提示或暗示产品具有实际不存在的环境改进%或夸大声明中有关产品的环境因素#
0"不得作出看来字面上真实%但由于省略有关事实而可能使购买者产生误解%或对其造成误导的

声明#
1"只能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环境因素#
2"提供环境声明和解释性说明的方式必须能够表明应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解释性说明

必须占有合理的尺寸%并置于有关声明附近#
3"使用涉及环境优越性或环境改进的对比论断时%声明必须具体%并指明比较的基础-此类环境

声明必须和改进的时间性相联系#
4"如果是基于过去就存在但当时未发现的因素%其表达方式上不得产生误导%使该产品的购买者’

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误以为该声明是基于最近对产品或过程所作的改进#
5"不得以产品类型中从未存在过的某些物质或性质作为声明的基础#
6"如果技术’竞争产品或其他情况的变化可能影响声明的准确性%必须予以重新评价并进行必要

的更新-
7"必须针对相应环境影响发生的区域-

注,只要一个生产过程处于环境影响发生的区域%即可作出有关该过程的声明-区域的范围取决于影响的性质-

89: 环境声明中符号的使用

89:9; 在进行自我环境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89:9< 环境声明所使用的符号应当简单’便于印制%并能以适当的尺寸置于产品的适当部位-
89:9= 用于一种环境声明类型的符号应易于与其他符号%包括与其他环境声明所用的符号相区别-
89:9> 使用表示已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符号时%不得使之易于误解为表示产品环境因素的符号-
89:98 只有当天然物与所声明的益处之间存在直接的’可验证的联系时才能以天然物作为标志-

注,对相互竞争产品的同一环境因素以相同符号表示有多方面益处-建议声明者在制定新符号时要考虑方法的一致

性%同时不反对他们用别人已采用的同一符号表示同一环境因素-选用新符号时应充分注意不侵犯第三方的知

识产权%如经注册的设计-

89? 其他信息或声明

89?9; 除环境符号外%还可用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如材料标识’处置说明或危险警示等传递其他

信息-
89?9< 当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不是用于环境声明目的时%不得使其被误认为进行环境声明-
89?9= 不得修改 @9AB中所规定的环境符号%使其与具体的品牌’公司及其所在地相联系-
89;C 专用符号

89;C9; 总则

本标准选用下列专用符号是由于它们目前正得到广泛的采用和承认%而不意味着它们所表达的环

境声明优于其他环境声明-现在本标准中只举出了默比乌斯循环%其他一些专用符号将在适当时予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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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 默比乌斯循环

"#$%#&#$ 默比乌斯循环是由三个首尾相接的回转箭头线围成的三角形符号!它用于环境声明时’其

设计必须符合 ()*+,,,符号 --./的图形要求!要有足够的颜色反差使符号清晰0分明!图 -举出默比

乌斯循环的几种形式!本标准第 +章对默比乌斯循环的使用及其适用性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
"#$%#&#& 默比乌斯循环可用于产品或包装!如果对它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包装可能发生歧义’必须

附加解释性说明!
"#$%#&#1 用于声明可再循环或再循环含量的符号’必须符号 +#+和 +#2要求的默比乌斯循环!
"#$%#&#3 默比乌斯循环只能用于再循环含量和可再循环’如 +#+和 +#2中所述!

图 - 几种默比乌斯循环符号

4 对评价和声明验证的要求

4#$ 声明者的责任

声明者必须负责评价并提供验证自我环境声明所需的数据!
4#& 评价方法的可靠性

4#&#$ 进行声明之前’必须进行评价以取得验证声明所需的可靠和可再现的结果!
4#&#& 评价必须形成文件’由声明者保存’以便进行信息公布 5见 6#/#78!评价文件的保存时间必须

为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及此后产品寿命延续的适当期间!
注9文献第 :2;至第 :--;项所列的文件提供了关于可再现性和可靠性的指南!

4#1 对比声明评价

4#1#$ 对比声明必须通过下列一种或数种比较进行评价

<8与组织以前采用的过程相比较=
>8与组织以前的产品相比较=
?8与其他组织采用的过程相比较=
@8与其他组织的产品相比较!
进行对比时只能

AA依据已发布的标准和公认的试验方法 5见 6#B8=
AA与当前或最近同一生产者或其他生产者投放到同一市场的’具有相似功能的’有可比性的产

品相比!
4#1#& 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环境因素的对比声明必须

<8使用同一计量单位进行量化和计算=
>8基于同一功能单位=
?8在一个适当时间跨度内进行计算’一般为 -7个月!

4#1#1 对比声明可采用下列形式9
<8百分比’这时对比声明应以绝对差值表示=

/

CDEF &3%&$A&%%$



注!以下例子说明相对测量值的处理方式!
当再循环含量由 "#$增加到 "%$时&百分比绝对差值为 "%$’"#$(%$&在这种情况下&应声明再循环含

量增加了 %$)如果声明再循环含量有 %#$的增加&就可能引起误解&尽管它也从另一个角度正确表达了同一

事实)

*+绝对数值 ,测量值+&这时对比声明应以相对改进表示-
注!以下例子说明绝对测量值的处理方式!

如果某种改进使产品的寿命从 "#个月延长至 "%个月&相对增长为!

"%个月’"#个月

"#个月 ."##$(%#$

在这种情况下&可声明产品寿命增长了 %#$)如果其中一个值为零&就应使用绝对差值)

/0102 由于绝对声明和相对声明极易混淆&应明确指出使用的是哪种数值)
/0103 对产品和包装的改进必须分别说明&两者不得累加)
/02 方法的选用

评价和声明的验证方法必须根据下列顺序资依次优先采用国际标准4国际公认标准 ,包括区域标

准或国家标准+或经同行评审的工业或贸易方法)如果不存在现成的方法&声明者可自行制定&前提

是满足第 5章中的其他要求&并能够进行同行评审)
注!文献第 6"78至第 6558项列举了与所选取声明有关的国际标准4国家标准和具体工业方法的典型例子)

/03 信息的获取

/0309 只有当进行自我环境声明验证时不涉及业务机密信息&该声明才能被视为可验证的)如果验证

必须依赖机密信息&则不能使用该声明)
/030: 声明者可主动向公众发布验证环境声明所需的信息)否则必须应寻求验证声明的任何相关方要

求&以合理的费用 ,用于支付管理费用+&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公布上述信息)
/0301 须形成文件并加以保存的信息 ,见 50707+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的确定-
*+形成文件的证据 ,当不能通过对产品进行测试来验证声明时+-
<+测试结果 ,当验证声明需要时+-
=+测试者的名称和地址 ,当测试由第三方承担时+-
>+声明符合 %0?@+和 %0?A+要求的证据-
B+如果自我环境声明涉及与其他产品的对比&必须说明所采用的方法4对这些产品所作的所有测

试结果和假定-
注!用于比较声明的其他要求见 %0?)

C+声明者的评价能保证产品在市场投放期间及此后寿命延续的适当期间内自我环境声明具有持

续准确性的证据)

D 所选用声明术语的具体要求

D09 总则

D0909 第 ?章对进行自我环境声明的一些通用术语作了解释&并说明了它们的使用条件)声明者遵守

本章所规定原则的责任不因其换用相近的术语而减少)第 ?章补充但不取代本标准其他部分所规定的

要求)
D090: 在第 ?章中列出这些术语并不意味着它们优于其他环境声明&选择它们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

目前正在&或今后可能被广泛使用&而不是由于它们在环境上的重要性)它们可用于生产4销售4使

用4回收和处置等各个阶段)
注!第 ?章中对下列术语作了说明 ,按英文字母排序+

?07 可堆肥 EFGHFIJ;*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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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降解 $%&’()(*+%
!", 可拆解设计 $%-.&/%)01’).-(--%2*+3

!"4 延长寿命产品 567%/)%)+.0%8’1)9:7

!"; 使用回收能量 <%:1=%’%)%/%’&3

!"! 可再循环 <%:3:+(*+%

!"> 再循环含量 <%:3:+%):1/7%/7

!"? 节能 <%)9:%)%/%’&3:1/-9287.1/

!"@A 节约资源 <%)9:%)’%-19’:%9-%

!"@@ 节水 <%)9:%)B(7%’:1/-9287.1/

!"@C 可重复使用和充装 <%9-(*+%(/)<%0.++(*+%

!"@# 减少废物量 D(-7%’%)9:7.1/

E"F 可堆肥

E"F"G 术语说明

产品H包装或其附件经生物降解后生成相对单纯并稳定的腐殖质类物质的特性I
E"F"F 限定条件

E"F"F"G 在下列情况下J不能对产品H包装或其附件使用可堆肥声明K
(L对堆肥作为一种土壤改良剂的整体价值有不良影响M
*L在其分解过程或后续使用中任何时刻所散发物质的浓度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M
:L明显降低对其进行处置的堆肥系统的堆肥速度I

E"F"F"F 所有可堆肥声明必须明确下列限定条件K
(L只有当产品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堆肥设施J才允许不指明设施的类型I除此之外J使用此类声明

时J必须指明所用的堆肥设施或过程是属于家庭堆肥H现场装置或集中堆肥设施I
*L如果并非整个产品都是可堆肥的J声明必须具体说明哪些部分为可堆肥I如果要求产品的使用

者把这些部分分离出来J必须说明如何进行分离I
:L如果产品使用堆肥设施有问题或有风险J无论这些设施是家用型H专用装置或由中央系统控制J

声明中必须指明能将该产品堆肥的设施类型I
E"F"F"N 如果可堆肥声明是针对家庭堆肥J还必须遵守下列要求K

(L如果为保证堆肥的顺利进行要求作大量准备或对产品进行预处理J或作为对产品或部件进行堆

肥的直接结果J要求对生成的堆肥作大量的后处理时J不得使用可堆肥声明M
*L如果可堆肥声明须要依赖一般家庭不具备的材料H其他设备 O不包括堆肥设备本身L或专用技

能J不得使用可家庭堆肥声明I
E"F"F"P 如果可堆肥声明依赖于家庭堆肥以外的过程或设施J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K

(L在出售产品 O包括包装L的地区J相当数量的购买者H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方便地取

得用来对产品或包装进行堆肥的设施M
*L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J必须通过解释性说明将获取设备的难度如实告知购买者H潜在购买者

或使用者M
:L不具体的限定条件J如 Q可用所需设备进行堆肥RJ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J因而不宜采用I

E"F"N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I
E"N 可降解

E"N"G 术语说明

产品或包装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时间分解到某种程度的特性I
注K降解性是化学结构产生变化的难易性能I由此引起的物理和机械特性变化将导致产品或材料的降解I

E"N"F 限定条件

!

STUV FPWFGXFWWG



下列条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降解!例如生物降解和光降解"
#$可降解声明必须和具体试验方法相联系!包括试验的持续时间和达到的最大降解程度!并与处

置产品或包装的环境相关%
&$如果产品’包装或其组分散发的物质浓度足以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不得对它们使用可降解声

明"
()*)*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
(), 可拆解设计

(),)- 术语说明

使产品在使用期终止后能通过拆解!以便对其部件或组分进行再用’再循环’能量回收或以其他

方式转移出废物流的产品设计特性"
(),). 限定条件

(),).)- 可拆解设计声明必须附加解释性说明!指明可进行再用’再循环’能量回收或以其他方式转

移出废物流的部件或组分"
(),).). 如果除可拆解设计声明外还有其他声明!如可再循环声明!还必须遵守其他声明提出的要求"
(),).)* 所有可拆解设计声明必须指明拆解工作是由购买者 /或使用者$还是专业人员来完成"
(),).), 如果拆解产品须使用特殊过程!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0

#$在出售产品 /包括包装$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方便地取

得收集或拆解设施%
&$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必须通过解释性说明将获取设备的难度如实告知购买者’潜在购买者

或使用者%
1$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 2可用所需设备进行拆解3!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因而不宜采用"

(),).)4 设计由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来进行拆解的产品必须附有关于拆解工具和方法

的信息"
(),).)5 由产品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自行拆解的产品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能进行可拆解声

明0
#$不要求专用的工具或技能%
&$提供关于拆解方法和对部件进行再用’再循环’回收或处置的明确信息"

注067896:;导则 <=中给出了对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指导"

(),).)( 设计由专门人员进行拆解的产品必须附有关于从事拆解所需的设备和设施的信息"
(),)*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
()4 延长寿命产品

()4)- 术语说明

提高产品的耐用性或使之可升级!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节约资源或减少废物量的设计"
()4). 限定条件

()4).)- 所有延长寿命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 +)>的要求"
()4).). 基于产品可升级特性的延长寿命声明必须提供如何实现升级的具体说明!同时必须具备进行

升级的基础条件"
()4).)* 基于提高产品耐用性的延长寿命声明必须说明延长寿命的时间!或提高的百分比及测量值

/如可使用次数$!或支持作出该声明的理由"
()4)*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并根据 +)=规定的适当标准和统计方法对平均寿命延长时间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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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回收能量

!"#"$ 术语说明

生产产品使用的能量是回收自原来可能被作为废物处置的物质或能量%现通过管理过程将其重新

利用的产品特性&
注’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本身也可能是回收的能量&

!"#"( 限定条件

对于产品生产使用回收能量的声明%其使用的能量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并根据 )"*"+进行评价,
-.废物中能量的回收是指将废物进行收集和转化使之成为有用的能量%这些废物可来自家庭/工

业/商业或公共服务设施&
0.在使用回收能量声明之前%声明者必须确保这一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得到管理和控制&
1.必须说明回收能量所使用的废物的类型和数量&

!"#"2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并按下列方法计算对回收能量的评价’
-.只有当 34567时方可使用声明,
0.对净回收能量的声明必须表达为’

净回收能量 89.: 8345.
8345.;<=>77

式中’<??生产过程中用来生产产品的%取自初级能源的能量,
3??通过回收过程取得的能量,
5??能量回收过程中用来回收或提取回收能量的%取自初级能源的能量&

!"! 可再循环

!"!"$ 术语说明

产品/包装或其组分可通过可行的过程和方案从废物流中转移出来%同时能够被收集/加工并以

原材料或产品的形式投入使用&
注’材料再循环仅是减少废物的方式之一&具体选用何种方式取决于周边条件%并应考虑不同的区域性影响&

!"!"( 限定条件

如果在出售产品的地区%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不能较为方便地取得对产品或

包装进行再循环的收集或分离设施%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指明可再循环声明的限定条件,
0.可再循环声明的限定条件如实反映获得收集设备的难度&
1.不具体的限定条件%如 @可用所需设备进行再循环A%由于未说明获得设备的局限%因而不宜采

用&
!"!"2 符号的使用

!"!"2"$ 当使用可再循环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2"( 如以符号表示可再循环声明%必须采用 B">7"C所述的默比乌斯循环&
!"!"2"2 B">7"C所述的默比乌斯循环不带百分比数值时表示可再循环声明&
!"!"2"D 可根据 B"*自行决定是否使用解释性说明&
!"!"2"E 解释性说明可包含材料标识&
!"!"D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B所规定的信息必须包含下列证据’
-.相当数量的购买者/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能够较为方便地利用将材料从原地向再循环设施转移

的收集/分类和输送系统&
0.存在处理所收集材料的再循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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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声明的产品正得到收集和再循环#
$%& 再循环含量

$%&%’ 术语说明

$%&%’%’ 再循环含量及有关术语必须采用下列解释(
)"再循环含量

产品或包装中再循环材料的质量 *物理量+比例#仅下文规定的消费前材料和消费后材料可视

为再循环含量#
,"消费前材料

生产过程中转移出废物流的材料-但不包括同一过程中被再利用的材料-如通过再加工.再研

磨或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又被回收的残料#
/"消费后材料

家庭或商业.工业或其他团体作为产品的最终用户所产生的-无法再用于原用途的材料-包括

从销售链上返回的材料#
0"再循环材料

生产过程中对回收材料加以再处理-用来制造最终产品或产品部件的材料#
!"回收材料

原可能被作为废物予以处置或用于能量回收-而实际上被收集或回收用于材料输入-在再循环

或生产过程中代替新的初级材料#
注

, 附录 1中给出了材料再循环系统的流程示意图#

/ 相应国际标准中将 23!4532367)8329):和 23!:)97367)8329):视为同义词-均表示 ;回收材料<#

$%&%’%= 材料再循环仅是减少废物的方式之一#具体选用何种方式取决于周边条件-并应考虑不同的

区域性影响#必须考虑到较高的再循环含量并不一定意味着较小的环境影响-因此在使用再循环含量

声明时尤应谨慎#
注(注意 >%?@"的要求

$%&%= 限定条件

$%&%=%’ 使用再循环含量声明时必须说明再循环材料的百分比#
$%&%=%= 必须分别说明产品和包装中再循环材料的百分比-两者不得累加#
$%&%A 符号的使用

$%&%A%’ 当使用再循环含量声明时-可选择是否使用符号#
$%&%A%= 如果再循环含量声明使用符号-必须以带百分比数值 BCD"的默比乌斯循环表示#其中 C
表示再循环含量-由 ?%E%F的公式计算得出#百分比数值必须和默比乌斯循环符号放在一起-可以在

符号内-也可在符号外与之紧贴#图 /例子中所示的位置都是正确的#带百分比数值 CD的默比乌斯

循环表示再循环含量声明#

图 / 百分数值在用于再循环含量声明的默比乌斯循环中的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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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循环含量的百分比有一个变动范围%可表示为不少于 &’或大于 &’(
!"#"$") 可根据 *"+选择是否使用解释性说明(
!"#"$", 使用符号时可附加材料标识(
!"#") 评价方法

!"#")"-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同时再循环含量必须用下面的公式量化%并以百分比表示(由于

无法直接测量产品或包装中的再循环含量%此处只能通过从再循环过程的取得的材料的量 .减去损失

和其他转移后/进行计算(

& .’/0123455

式中6&77以百分比表示的再循环含量8
177再循环材料的质量 9物理量:8
277产品的质量 9物理量:(

注6附录 ;中对再循环材料的计算作了进一步说明(

!"#")"< 可通过采购文件和其他可得到的记录对再循环材料来源和数量加以验证(
!"= 节能

!"="- 术语说明

通过和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产品相比较%认为产品实现该功能时能耗减少(
注6节能声明一般以能效或能量节约表示(

!"="< 限定条件

!"="<"- 所有节能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 +">的要求(
!"="<"< 节能声明只能以使用产品和提供服务时的能耗减少为基础%产品生产过程中能耗减少不得使

用这一声明(
!"="$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同时以现有标准和方法测量每种产品能耗的减少(应通过统计处理

计算出平均值%方法的选用必须符合 +"?的要求(
!"-@ 节约资源

!"-@"- 术语说明

在制造或销售产品A包装及有关配件时减少材料A能源或水的用量(
注6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使用阶段使用能源和水的声明见 B"C和 B"44(

!"-@"< 限定条件

!"-@"<"- 除原材料外%资源还包括能源和水(
!"-@"<"< 所有节约资源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
!"-@"<"$ 必须分别说明产品和包装对资源使用的减少%两者不得累加(
!"-@"<") 资源使用的减少必须以百分比的形式 .’/表示(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

+">的要求(
!"-@"<", 使用节约资源声明时必须在解释性说明中说明资源的类型(
!"-@"<"D 如果由于所声明的资源使用的减少引起其他资源使用的增加%必须在解释性说明中说明增

加的资源及其百分比(
!"-@"<"! 如果在开始的 4E个月期间内实现了对某种资源的节约%即可以产品的设计或分配%或生产

过程为基础对资源节约进行估算并进而做出声明(
!"-@"<"# 必须分别说明每种资源使用的变化(
!"-@"$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另外%除 B"45"E"B所述情况采取估算方式外%每一生产单位消耗资源

的数值须以 4E个月内的总资源输入除以同一期间的总生产量计算出来(节约资源的百分比 .F’/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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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 #$%&’()’ *+,,

式中!"--以百分比表示的每生产单位资源使用的减少.
’--原来每生产单位消耗的资源.
)--现在每生产单位消耗的资源/

0122 节水

012212 术语说明

通过和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产品相比较3认为产品实现该功能用水量减少/
注!节水声明一般以用水效率或节水量表示/

012214 限定条件

01221412 所有提高用水效率或减少用水量的声明都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3还
必须满足 516的要求/
01221414 节水声明必须以产品使用时用水量减少为基础3产品生产过程中用水量减少不得使用这一

声明/
012217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5章进行评价3同时以现有标准和方法测量每种产品减少的用水量/应通过统计处理

计算出平均值3方法的选用必须符合 518的要求/
0124 可重复使用和充装

012412 术语说明

01241212 可重复使用

通过设计使产品或包装能在其生命周期内按其原定用途重复流通9周转或使用/
01241214 可重复充装

产品或包装能多次用来充装同类产品3并保持原来的形状3除规定净化9清洗等规定要求外3不

必进行额外的处理/
012414 限定条件

01241412 如果产品或包装不能按其原定用途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3不得使用这一声明/
01241414 只有当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使用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声明!

:%存在对已使用产品或包装进行收集并对其实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
;%存在供购买者对产品或包装实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

01241417 如果在出售产品或包装的地区3相当数量的购买者9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不能较为方便地

获取收集已用产品或包装的方案3或用来实现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3则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可重复使用和充装声明必须指明限定条件/
;%限定性声明必须如实反映获取收集方案和设备的难度/
<%不具体的限定条件3如 =可用所需设备实现重复使用和充装>3由于未说明获取设备的局限3因

而不宜采用/
012417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5章进行评价351?所规定的信息必须包含下列证据!
:%所声明的产品正得到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
;%具有对所声明产品进行重复使用或重复充装的设备/
<%相当数量的购买者9潜在购买者或使用者必须能够较为方便地获取对产品进行重复使用或重复

充装的设备/
0127 减少废物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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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说明

通过对产品%过程或包装的更改使进入废物流的物质量减少&
注’废物包括生产或处理过程所产生的向空气和水的排放以及固体废物&

!"#$"( 限定条件

!"#$"("# 减少废物量声明必须指明限定条件&由于此类声明为对比声明)还必须满足 *"+的要求&
!"#$"("( 产品和包装减少废物量可包括生产%销售%使用和处置等阶段所产生废物量的减少&
!"#$"("$ 减少废物量声明不仅包括通过废物处理过程后固体废物中含水量的减少)还可包括其他物

质量的减少&
!"#$"(", 对过程减少废物量的计算不得包括在该过程内被再利用的材料)如通过再加工%再研磨或

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又被回收的残料&
!"#$"("- 当废物被转移到下一用户)是为了将其用于积极目的而不是纳入废物流)产生废物的一方

可以使用减少废物量声明&
!"#$"$ 评价方法

必须依照第 *章进行评价&减少的废物量可通过材料平衡单和对废物的实际测量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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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再循环系统流程示意图

图 $% 再循环系统流程示意图

产品中的再循环含量 & "’#()*+%,,

有些回收材料直接回到生产过程-该过程因本身含有再循环过程而不须由系统另行提供.在这种

情况下-该生产过程仍可能产生共生产品和废物.当用公式计算再循环含量时-须要确定所使用的再

循环材料的质量 /物理量0-此时必须将上述共生产品和废物考虑在内.
注1本图是再循环系统的示意图-说明再循环含量的计算.234567%8,89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234%8,8%应

用示例%#-提供了更详尽的示例.

%#234%8,8%已等同转化为国家标准 :;56<8,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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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目的与范围的确定和清单分析

!-#./0&.12$3456")7",889:;<53=>4?@<;AB>4<?@<;=<?C3A6;C
./0&.12导则 ")消费者用产品信息

材料标识符号标准示例

第 !)#至第 !8#项列举了若干有关材料标识的标准和工业出版物的例子9但此处仅用于举例而

未全部列出D
!)#./0"")E,7",,-9:FBC>4=C+$6?6;4=456?>4@4=B>4<?B?5AB;G4?H<@IFBC>4=C

./0"")E,7",,- 塑料 塑料制品通用标识与标志

!J#.12E")(,7",,J9KB;G4?H<@C6=<?5B;L=6FFCB?5MB>>6;46CN4>O>O64?>6;?B>4<?BF;6=L=F4?HCLAM<F
./08***+""-J
.12E")(,7",,J 电池和蓄电池上的 ./08***+""-J国际再循环符号标志

!E#’6=O?4=BF%3FF6>4?P<Q:%.R()R",SST6U4C4<?90=><M6;"9",,*V<F3?>B;L$3456F4?6C+:FBC>4=%<>R
>F6KB>6;4BF2<56/LC>6A7K<F5K<54@4=B>4<?W;BN4?HC9
’O6/<=46>L<@>O6:FBC>4=.?53C>;L9.?=QX/:.Y
技术公告 P<Q:%.R()R",SS修订版9Z自愿性指南 塑料瓶材料编码体系7注塑修改图[9",,*年

"*月 "日9塑料工业协会 X/:.Y
!8#’6=O?4=BF%3FF6>4?P<QT:2WR"-R",S,T6U4C4<?90=><M6;"9",,*V<F3?>B;L$3456F4?6C+T4H45

:FBC>4=2<?>B4?6;KB>6;4BF2<56/LC>6A7K<F5K<54@4=B>4<?W;BN4?HC9
’O6/<=46>L<@>O6:FBC>4=.?53C>;L9.?=QX/:.Y
技术公告 P<QT:2WR"-R",S,修订版9Z自愿性指南 硬塑料箱材料编码体系7注塑修改图[9",,*
年 "*月 "日9塑料工业协会 X/:.Y

试验和声明验证数据的质量保证示例

第 !S#至第 !""#项列举的标准提供了收集声明验证所需的可靠数据的信息和指南D此处仅用于

举例9而未全部列出D
!S#$%&’",**)\"+",,)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 第 "部分7指南

!,#$%&’"J)S"+",,J校准和检验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P/.&]/̂ 21)R",,)9/I6=4@4=B>4<?CB?5H3456F4?6C@<;_3BF4>LCLC>6AC@<;6?U4;<?A6?>BF5B>B
=<FF6=>4<?B?56?U4;<?A6?>BF>6=O?<F<HLI;<H;BACQ
]P/.&]/̂ 21)R",,)环境数据收集和环境技术项目质量体系规范与指南

!""#1P)J**"7",S,9$6?6;BF2;4>6;4B@<;>O6<I6;B>4<?<@>6C>4?HFBM<;B><;46CQ
1P)J**"7",S, 测试实验室操作通用准则

试验和声明验证标准示例

第 !"(#至第 !EE#项列举的标准和工业方法可供收集声明验证所需数据时进行参考D此处仅为

说明在试验和验证自我环境声明时可考虑从中选取方法的标准类型9而未全部列出D
这些文件中提供的方法只有当其适用于所涉及的特定声明并满足本标准第 E章中有关要求时方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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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采用!
"#再循环含量

$%&’()*+ ,-../01-2)3"45"657895:;<6=">95"394?@:ABA>:5C<43:4394D"AE"?94?D"F:6"45D"0
F:6G<"65H
()*+ ,-../01- 确认包装纸和纸板中再循环含量的标准导则

$%/’I)J-KKL%11-2)F:A9;9A"39<4;<6M"6E94?<;6:ABA>:5F"F:6G<"65H
I)J-KKL%11- 再循环纸板标志规范

$%N’()NKO&P%11&2@:ABA>:5F"F:6P7><QQ"6B<;3:6MQ
()NKO&P%11& 再循环纸 术语汇编

$%-’DIR&JP%11/2*:AS49A">I8>>:394PD6<3<A<>3<T8"439;BD>"43UQ"?:<;@:ABA>:5D>"Q39AQ94
D>"Q39AI<33>:D6<58A39<42*S:D>"Q39AI<33>:R4Q39383:
DIR&JP%11/ 技术公告P确定塑料瓶生产中再循环塑料用量的约定2塑料瓶研究所

G#节约资源

$%.’()*+ ,-O//P1-2)3"45"657895:;<6)<86A:@:58A39<42@:ABA>94?"45,9QF<Q"><;)3::>C"4Q
()*+ ,-O//P1- 有关钢罐的资源节约V再用V再循环和处置标准指南

$%J’()*+ ,-O/NP1-2)3"45"657895:;<6)<86A:@:58A39<42@:ABA>94?"45,9QF<Q"><;C<668?"3:5
W9G:6G<"65XC"65G<"65#
()*+ ,-O/NP1- 有关固体和波纹纤维板 X纸板#的资源节约V再用V再循环和处置标准指南

A#可降解

$%O’R)Y JO&JL%11N2Z"3:6[8">93BP\]">8"39<494"4"[8:<8QM:598M <;3S:^ F0%_8>39M"3:
^F‘%_":6<G9AG9<5:?6"5"G9>93B<;<6?"49AA<MF<4:43QP+:3S<5GB"4">BQ9Q<;59QQ<>]:5
<6?"49AA"6G<4X,CY#
R)YJO&JL%11N 水质 水媒介中有机化合物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评价 通过分析溶解有机碳

进行评价的方法

$%1’R)Y1NKOL%1112Z"3:6[8">93BP\]">8"39<4<;8>39M"3:":6<G9AG9<5:?6"5"G9>93B<;<6?"49AA<MF<0
4:43Q94"[8:<8QM:598MGB5:3:6M94"39<4<;<aB?:45:M"4594"A><Q:56:QF96<M:3:6
R)Y1NKOL%111 水质 通过在封闭呼吸测定器中确定氧需求量对水媒介中有机化合物终极好氧

性生物降解的评价

$&K’R)Y 1N/1L%1112Z"3:6[8">93BP\]">8"39<4<;8>39M"3:":6<G9AG9<5:?6"5"G9>93B<;<6?"49A
A<MF<4:43Q94"[8:<8QM:598MPC"6G<459<a95::]<>839<43:Q3
R)Y1N/1L%111 水质 水媒介中有机化合物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评价 二氧化碳增量测定

$&%’R)Y%KJKJL%11N2Z"3:6[8">93BP\]">8"39<494"4"[8:<8QM:598M<;3S:b8>39M"3:c":6<G9A
G9<5:?6"5"G9>93B<;<6?"49AA<MF<4:43QP+:3S<5GB"4">BQ9Q<;G9<AS:M9A"><aB?:45:M"45
$A><Q:5G<33>:3:Q3’
R)Y%KJKJL%11N 水质 水媒介中有机化合物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评价 通过分析生化需氧量

进行评价的方法 X封闭瓶内测定#
$&&’R)Y%NO-%2,:3:6M94"39<4<;3S:8>39M"3:":6<G9AG9<5:?6"5"G9>93B<;F>"Q39AM"3:69">Q94"4"[8:0

<8QM:598MP+:3S<5GBM:"Q8694?3S:<a9?:45:M"4594"A><Q:56:QF96<M:3:6
R)Y%NO-% 水媒介中塑料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的确定 通过封闭呼吸测定器中测定氧需求量进

行确定的方法

$&/’R)Y%NO-&2,:3:6M94"39<4<;3S:8>39M"3:":6<G9AG9<5:?6"5"G9>93B<;F>"Q39AM"3:69">Q94"4"[8:0
<8QM:598MP+:3S<5GB"4">BQ9Q<;:]<>]:5A"6G<459<a95:
R)Y%NO-& 水媒介中塑料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的确定 通过分析二氧化碳增量进行确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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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25356/7.89/214/.4.05:2;:25<.=04<4:292/>56?94@/2;14/.0249@2343
4A8.58@1.<281BC./75<:>1.4@80.1.3/56:25=4@?05<8;/253
%&’(#)*+ 水媒介中塑料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的确定 通过测定生物气体形成情况进行确定

的方法

!"*$%&’(#)**,-./.01234/25356/7.89/214/.4.05:2;:25<.=04<4:292/>43<<2@23/.=04/25356?94@/2;
14/.0249@83<.0;53/0599.<;51?5@/23=;53<2/253@B1./75<:>4349>@2@BC./75<:>4349>@2@56
.D59D.<;40:53<25E2<.
%&’(#)** 水媒介中塑料终极好氧性生物降解和在受控堆肥条件下分解的确定 通过分析二氧

化碳增量进行确定的方法

!"F$’GH-+I(,J82<.923.650/.@/23=56;7.12;49@
’GH-+I( 化学品试验指南

!"K$L&MC -+)"FBN(,-./.012323= <.=04<4/253 .3< ?523/23 <.=04<4:9.?59>./7>9.3.43<
?59>?05?>9.3.8@23=4/.3@29./.@/
L&MC -+)"FBN( 通过张力试验对可降解聚乙烯和聚丙烯降解终点的测定

!")$L&MC -*IK(BN(,&/43<40<?04;/2;.6505?.04/23=E.35340;/>?..E?5@80.4??404/8@O2/7O4/.0
650.E?5@80.56?75/5<.=04<4:9.?94@/2;@
L&MC -*IK(BN( 有水曝露设备 P氙弧型Q对光降解塑料曝露的标准操作

!"N$L&MC -*"I)BN(,’?.04/23=69850.@;.3/89/04D259./PRSQ43<;53<.3@4/2534??404/8@650
.E?5@80.56?75/5<.=04<4:9.?94@/2;@
L&MC -*"I)BN( 荧光紫外线冷凝设备的光降解塑料曝露操作

!+I$L&MC -*"INBN",M.@/1./75<650<./.012323=/7.4.05:2;:25<.=04<4/25356?94@/2;14/.0249@
23/7.?0.@.3;.561832;2?49@.O4=.@98<=.
L&MC -*"INBN" 市政下水污泥存在时测定塑料好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L&MC -*"(IBN"M.@/1./75<650<./.012323=/7.434.05:2;:25<.=04<4/25356?94@/2;14/.0249@
23/7.?0.@.3;.561832;2?49@.O4=.@98<=.
L&MC -*"(IBN"市政下水污泥存在时测定塑料厌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L&MC -*"#KBN",M.@/1./75<650<./.012323=/7.4.05:2;56:25<.=04<4/25356<.=04<4:9.
?94@/2;@:>@?.;262;12;0550=432@1@
L&MC -*"#KBN" 以特定微生物测定可降解塑料好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L&MC -*"K(TN+,M.@/1./75<650<./.012323=/7.4.05:2;56:25<.=04<4/25356?94@/2;14/.0249@
23434;/2D4/.<U@98<=.UO4@/.O4/.0/0.4/1.3/@>@/.1
L&MC -*"K(BN+ 活性污泥废水处理系统中测定塑料好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L&MC -*"K"BN",’8/<550.E?5@80./.@/23=56?75/5<.=04<4:9.?94@/2;@
L&MC -*"K"BN" 光降解塑料户外曝露试验

!+*$L&MC -*++)BN+,M.@/1./75<650<./.012323=/7.4.05:2;56:25<.=04<4/25356?94@/2;14/.0249@
83<.0;53/0599.<;51?5@/23=;53<2/253@
L&MC -*++)BN+ 受控堆肥条件下测定塑料好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F$L&MC -*#+KBN+,V.4/7.023=56?94@/2;@83<.014023.6954/23=.E?5@80.
L&MC -*#+KBN+ 海水中漂浮塑料的风化

!+K$L&MC -**INBNF,&/43<40<?04;/2;.650.E?5@23=?94@/2;@/54@21894/.<;51?5@/.3D20531.3/
L&MC -**INBNF 将塑料置于模拟堆肥环境标准作法

!+)$L&MC -**(IBN#,&/43<40<?04;/2;.6507.4/4=23=5E2<4/2D.9><.=04<4:9.?94@/2;@
L&MC -**(IBN# 可氧化降解塑料热老化标准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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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32/45/64/78298324/436:1:1;010438<:=<:824;3020/:8189>?05/:=
60/43:0?5@12437:;7A58?:25010438<:=2:;45/:81=812:/:815
%&’( )**++,#- 高固体含量厌氧分解条件下测定塑料厌氧性生物降解标准试验方法

!-B$%&’( )**+C,#D.&/012032>30=/:=49834E>85:1;>?05/:=5/805:6@?0/42=86>85/41F:381641/
@5:1;014E/4310??G740/42340=/83
%&’( )**+C,#D 使用外部加热反应炉将塑料置于模拟堆肥环境标准作法

!-+$%&’( )**C*,#-.&/012032>30=/:=49834E>85:1;>?05/:=5/805:6@?0/420=/:F4?0129:??
41F:381641/
%&’( )**C*,#- 将塑料置于模拟活性土地填筑环境标准操作

!-C$%&’( )**CD,#-.&/012032/45/64/78298324/436:1:1;010438<:=<:824;3020/:8189>?05/:=
60/43:0?5@12430==4?430/42?0129:??41F:381641/
%&’( )**CD,#- 测定塑料在加速土地填筑条件下厌氧性生物降解的标准试验方法

!-"$%&’( )*#HH,#D.&/012032/45/64/78298324/436:1:1;0438<:=<:824;3020/:81I:/78:?89
>?05/:=60/43:0?583345:2@0?>?05/:=60/43:0?509/43=86>85/:1;
%&’( )*#HH,#D 测定含油或堆肥残余塑料好氧性生物降解的标准试验方法

!--$%&’( )DBBC,#D.&/012032;@:24983055455:1;/74=86>85/0<:?:/G8941F:381641/0??G24;3020<?4
>?05/:=5
%&’( )DBBC,#D 自然环境中可降解塑料可堆肥性评价的标准指南

!-*$%&’( )DBB",#D.&/012032/45/64/78298324/436:1:1;I4:;7/?8559386 >?05/:=60/43:0?5
4E>8542/85:6@?0/426@1:=:>0?58?:2I05/4J(&KL0438<:==86>85/41F:381641/
%&’( )DBB",#D 确定模拟生活固体废物好氧性堆肥环境中塑料重量减少的标准试验方法

!-D$)MNO*-#BB,C.’45/:1;89/74=86>85/0<:?:/G89>?05/:=5,P03/CQ’45/:1;89/74=86>?4/4
<:824;3020<:?:/G89>?05/:=5:1?0<830/83G/45/5
)MNO*-#BB,C 塑料可堆肥试验 第 C部分Q实验室塑料完全生物降解性试验

!-R$)MNO *-#BB,".’45/:1;89/74=86>85/0<:?:/G89>?05/:=5,P03/"Q’45/:1;@1243>30=/:=4A
34?4F01/=812:/:815012/45/:1;89S@0?:/G89/74=86>85/5
)MNO*-#BB," 塑料可堆肥试验 第 "部分Q实际条件下试验和堆肥质量试验

!-H$)MNO*-#BB,-.’45/:1;89/74=86>85/0<:?:/G89>8?G643:=60/43:0?5,P03/-Q’45/:1;89/74
4=8/8E:=:/G89/74=86>85/5
)MNO*-#BB,- 聚合材料可堆肥试验 第 -部分Q堆肥生态毒性试验

2L能耗和用水

!-#$MTUDB-"D.(4/78259836405@3:1;/74>43983601=4894?4=/3:=2:57I057435
MTUDB-"D 电洗碟机性能测试方法

!*B$MTUDB"*B.T?4=/3:==88V:1;301;45.78<5.8F415012;3:??598378@5478?2@54,(4/7825983
6405@3:1;>43983601=4
MTUDB"*B 家用电灶W支架W烤箱和烤架 性能测试方法

!*+$MTUDB"R#.(4/78259836405@3:1;/74>43983601=4894?4=/3:=5/830;4I0/43A740/43598378@54A
78?2>@3>8545
MTUDB"R# 家用贮水式电热水器性能测试方法

!*C$MTUDB*"+.X8@5478?24?4=/3:=/74360?5/830;43886740/435,(4/78259836405@3:1;>43983A
601=4
MTUDB*"+ 家用贮热式室内电加热器 性能测试方法

!*"$MTUDBDR*.X8@5478?24?4=/3:=2:34=/A0=/:1;3886740/435,(4/78259836405@3:1;>43983601=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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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直热式室内电加热器 性能测试方法

(’)*!"#$%)’$+#,-./0120/345627/34809-:/-;08/-,<;08=>8./-<09-:6820;:345?8:9-:62478
!"#$%)’$ 家用洗衣机 性能测量方法

(’’*!"#$@@A@+",87.:37.;6B,8<:C8:09-:/-;08/-,<;08=>8./-<09-:6820;:345?8:9-:62478
!"#$@@A@ 家用电动滚筒干衣机 性能测量方法

(’$* !"#$%’D%+>8./-<09-:6820;:345?8:9-:62478-98,87.:37E8..,8024<F;509-:/-;08/-,<-:
0363,2:;08
!"#$%’D% 家用及类似用途电水壶和电水罐性能测量方法

(’&*!"#$%$$@+>8./-<09-:6820;:345?8:9-:62478-98,87.:37/-;08/-,<7-998862E8:0
!"#$%$$@ 家用电咖啡磨性能测量方法

(’G*!"#$%&%’+H-;08/-,<637:-12I8-I840=>8./-<09-:6820;:345?8:9-:62478
!"#$%&%’ 家用微波炉 性能测量方法

(’J*!KL&D&@+H-;08/-,<:89:358:2.3452??,324780=M89:358:2.-:13./-:13./-;.,-1.86?8:2.;:8
7-6?2:.684.=#/2:27.8:30.37024<.80.68./-<0
!KL&D&@ 家用制冷器具 带或不带低温室的冰箱 特性与测试方法

($%*!KL G@G&+H-;08/-,<:89:358:2.3452??,324780=:89:358:2.-:N9:88O8:0=#/2:27.8:30.37024<.80.
68./-<0
!KLG@G& 家用制冷器具 冷藏冷冻箱 特性与测试方法

($@*!KLG’$@H-;08/-,<9:-0.9:88:89:358:2.3452??,324780=M89:358:2.-:+:89:358:2.-:N9:88O8:0+9:-O84
9--<0.-:25872B348.024<9--<9:88O8:07--,8<BC34.8:42,9278<23:73:7;,2.3-4=#/2:27.8:30.370
24<.80.68./-<0
!KLG’$@ 家用无霜制冷器具 采用内表面空气循环冷却的冷藏箱P冷冻冷藏箱P冷冻食品储藏

箱和食品冷冻箱 特性与测试方法

($A*!KL’@’@+Q-4N<;7.8<23:7-4<3.3-48:024</82.?;6?0=R80.34524<:2.3459-:?8:9-:62478
!KL’@’@ 非管道式空气调节器和热泵 性能试验和测定

($D*!KL@DA’D+S;7.8<23:N7-4<3.3-48:024<23:N.-23:/82.?;6?0NR80.34524<:2.3459-:?8:9-:62478
!KL@DA’D 管道式空气调节器和气对气 T空气=空气U热泵 性能试验和测定

($)*!KL@DA’$T2,,?2:.0U+V2.8:N0-;:78/82.?;6?0=R80.34524<:2.3459-:?8:9-:62478
!KL@DA’$T全部U 水源热泵 性能试验和测定

($’*!KL@’%)AT2,,?2:.0U+>;,.3?,80?,3.N0C0.8623:N7-4<3.3-48:024<23:N.-23:/82.?;6?0=R80.345
24<:2.3459-:?8:9-:62478
!KL@’%)AT全部U 多元裂式系统空气调节器和气对气 T空气=空气U热泵 性能试验和测定

($$*!KL’G%@+!4<;0.:32,9240=W8:9-:62478.80.345;03450.24<2:<3O8<23:12C0
!KL’G%@ 工业电风扇 使用标准通风孔的性能测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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