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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天光伏材料有

限公司、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聚材料有限公司、江苏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乐凯胶片

股份有限公司、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付特、宋金帅、范浩、庄天奇、许先华、杨小旭、许锡均、宫鹏、周旭、颜

超、刘玉颖、梁宏路、方艳。

http://www.baidu.com/link?url=5NDnyVuZOFQZA6B8WZzeDbdno7YSuj29axlx2C6VvDm6wDj2ZnhpJCA35XFdu7FY
http://www.baidu.com/link?url=5NDnyVuZOFQZA6B8WZzeDbdno7YSuj29axlx2C6VvDm6wDj2ZnhpJCA35XFdu7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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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光伏背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伏组件用聚合物背板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

告的编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面光伏组件用聚合物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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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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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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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4—2014 晶体硅太阳电池组件用绝缘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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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64 电子电气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SJ/T 11722—2018 光伏组件用背板

T/CPIA 0015—2019 光伏组件用背板

IEC 61730 光伏组件安全鉴定（Photovoltaic (PV) modules safety qualif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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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生产制造、包装运输、使用维

护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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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生态设计也称环境意识设计。

3.2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s

http://www.baidu.com/link?url=CxN2RCJPJ-zacK4l8X9zwmcahpjW90Q_mpSu_lAYXMf3n0wr-7tYgggsUHvD3g4bYSnq9JwzFnGZtFKNCMOB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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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产品 eco-design products

符合绿色（生态）设计理念和评价要求的产品。

4 评价方法

按照第5章开展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产品为绿色设计产品：

——符合基本要求（见 5.1）和产品评价指标要求（见 5.2），并提供相关符合性证明文件；

——开展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并按第 6 章的方法提供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结果应形成报告,对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情况进行说明，并附生命

周期评价报告。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对企业的基本要求

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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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无较大质量、安

全和环境事故，环境事故分级参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b) 企业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以及能源管

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应符合 GB/T 19001 的要求或等同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应符合 GB/T 45001 的要求或等同要求，环境管理体系应符合 GB/T 24001 的要求或等同要求，

能源管理体系应符合 GB/T 23331 的要求或等同要求；

c) 企业应采用符合 GB 17167 的计量器具进行水耗、能耗及污染物的监测；

d) 企业应采用清洁生产的技术、工艺和装备，不得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和装备；

e) 企业应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绿色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客户要求引入供应商管理的

过程中，并向产品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有关质量、环境、能

源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f) 企业应自行建立或委托有能力的第三方建立生产过程中废弃产品的回收体系，并履行回收管

理方面生产者的责任和义务。

5.1.2 产品基本要求

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 GB/T 31034—2014、SJ/T 11722—2018 及 T/CPIA 0015—2019 的相

关要求；

b) 产品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IEC 61730-1 中对聚合物背板应用的相关要求；

c) 产品在满足以上质量、性能及安全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或替代含氟原材料的使用。

5.1.3 信息公开

企业应采用公开可获得的方式，通过官方网站、产品说明等，向用户或相关方公开以下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

a) 产品质保期；

b) 产品使用说明及质保书；

c) 产品生产日期或出厂日期；

d) 报废产品的处置方式。

5.2 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本文件适用范围内产品的评价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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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伏背板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要求和基准值 判定依据

可再生利用率≥90可再生利用率
a

%

提供企业证明文件

提供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设计

报告

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HCFCs）作为发泡剂
企业自我声明文件或符合标

准要求的检测报告

资源属性

选择符合GB/T 16716.1关于包装的通用要

求，包括包装的减量化、重复使用、回收

利用、重金属含量和最终处理方面的要求，

并满足GB/T 31268关于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的要求；

包装材质为纸盒（袋）者，在保证产品质

量的前提下，应使用回收纸混合模式；

包装材料可循环利用率≥95

产品包装

%

提供设计文件或供应商声明

文件

减少使用或限制使用

有害物质

产品中铅、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

二苯醚的含量不得超过 0.1 %,(质量分

数)，镉的含量不得超过 0.01 %(质量分数)

第三方检测报告

能源属性 能耗指标
b

生产平均综合能耗小于 0.3 千瓦时/㎡ 企业证明文件

环境属性

恶臭污染物排放 符合 GB 14554 要求 第三方检测报告

固废排放 符合 GB 18597 要求 第三方检测报告

厂界噪声 符合 GB 12348 要求 第三方检测报告

废气粉尘排放 符合 GB 16297 要求 第三方检测报告

产品属性

初期性能

符合 GB/T 31034—2014 中表 1的要求；

符合 SJ/T 11722—2018 中表 1、表 2、表

3的要求；

符合 T/CPIA 0015—2019 中表 1的要求；

企业检测报告或

第三方检测报告

老化性能

符合 GB/T 31034—2014 中表 2、表 3的三

级或以上要求；

符合 SJ/T 11722—2018 中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 的 C 级或以上要求；

符合 T/CPIA 0015—2019 中表 2的要求；

企业检测报告或

第三方检测报告

a
生产的背板或生产中的不良品可再生利用的质量占总质量的比例，包括不限于重新生产背板或生产其他产品。

b
按 GB/T 2589 的规定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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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2161给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框架及总体要求，并参照GB/T

34664-2017附录A及附录B的示例，编制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

6.2 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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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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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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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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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功能单位表示为：1 m
2
光伏背板。同时考虑具体功能、使用寿命、是否包括包装材料等。

功能单位应是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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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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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不同影响类型在各生命周期阶

段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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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产品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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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6 评价报告附件

报告应在附件中提供：

a) 产品原始包装图；

b) 产品生产材料清单；

c) 产品工艺表（生产工艺过程示意图等）；

d) 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

e) 其他。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绿色设计  green-design
	绿色设计产品  green-design products
	生态设计产品  eco-design products


	4　评价方法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对企业的基本要求
	5.1.2　产品基本要求
	5.1.3　信息公开

	5.2　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6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
	6.1　编制方法
	6.2　报告内容
	6.2.1　基本信息
	6.2.2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6.2.2.1　评价对象及工具
	6.2.2.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6.2.2.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6.2.2.4　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6.2.2.5　评价报告主要结论 
	6.2.2.6　评价报告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