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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技术评价规范 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 XXXX 号文），计划编号 XXXX，项目

名称“绿色设计产品技术评价规范 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合肥通用

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0 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起草阶段：2020 年 7 月～2020 年 9 月 

a）2020 年 7月，根据工信部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任务要求，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在合肥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成立了标准工作组，确定了工作分工和

标准制定的进度安排，对标准制定提出了意见和思路，商讨了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内容。 

标准工作组按照 GB/T 32161《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的编制原则和要求，确定了标准的框架，

并编制完成标准初稿。 

b）2020 年 7月 29 日至 9月 3 日，标准工作组先后在苏州、上海、杭州、奉化、厦门、无锡、衢

州等地走访了 12 家空压机生产企业，实地调查回转空压机生产过程，研讨绿色产品设计属性指标。标

准工作组根据调研的结果，整理出《一般用回转空压机绿色设计产品 调研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

给 25 家行业企业。截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共收到返回的调研表 15 份，为标准各类要求和指标的确

定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基础。 

c）2020年 8月至 9 月，标准工作组在实地走访、邮件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企业反馈的建议、分析

整理数据，对标准的初稿进行修改和细化，于 2020 年 9 月 15日形成了《绿色设计产品技术评价规范 一

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2 征求意见阶段：2020 年 9 月～2020 年 11 月 6 日 

a）2020 年 9月 15 日～2020年 11 月 6日，JB/T《绿色设计产品技术评价规范 一般用喷油回转空

气压缩机》征求意见稿发布在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广泛征求社会及行业各方面的意见，

共发送征求意见稿    个单位。 

b)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参加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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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写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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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文件制定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适用性、绿色高端引领”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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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源造成的影响，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体现国家节能与绿色要求，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

指标的确定则力求反映行业现行的先进水平，同时方便标准的使用和实际考核的可操作性。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总体说明 

本文件的编制以 GB/T 32161-2015《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为基础，采用指标体系评价和生命周

期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规定了回转空压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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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范围、评价要求、 评价方法、评价流程、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及评价

结果判定。 

2.2 适用范围 

以螺杆、涡旋、滑片为主的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回转空压机），是目前压缩机行

业生产量最大、应用面最广的产品，近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而高速发展的同时所消耗的大量能源和

原材料、润滑油、排放的污染物等，都对环境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该三类产品技术稳定、产品标准

齐全，在绿色设计的四大属性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点，因此将其合并制定本行业第一个绿色产品设计

评价规范。 

标准适用于电动机驱动的一般用喷油螺杆空气压缩机（JB/T 6430）、一般用喷油单螺杆空气压缩

机（GB/T 26967）、一般用喷油滑片空气压缩机（JB/T 4253）、一般用喷油涡旋空气压缩机（JB/T 11423）、

一般用变频喷油螺杆空气压缩机（JB/T 10972）及一体式永磁变频螺杆空气压缩机（JB/T 13345），基

本涵盖了现有的回转空压机产品，标准的制定可以满足行业对回转空压机产品绿色设计的需要。 

2.3 评价指标要求 

根据 GB/T 32161-2015《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的规定，本文件规定回转空压机的绿色产品评价

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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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属性四项指标。二级指标则按照 GB/T 32161-2015 中 5.2.2 的要求，依据喷油回转空压机的产品

特点，选取了产品对环境有影响、不利人体健康、能源消耗大的项目加以规定和约束： 

——选取原材料利用率、电子电气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石棉制品、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限量值、零部件可再利用率、噪声、润滑油污染、压缩空气含油量等指标作为资源属性和环境属性的

二级评价指标； 

——遵循“绿色高端引领”的要求，选取机组比功率、空载功率、余热回收功能、容积流量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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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属性和产品属性的二级评价指标； 

——单项指标的基准值以不超过该类产品 20%的比例为取值原则，实现最终符合本文件所有指标的

绿色产品不超过该类产品比例的 5%的目标,从而体现绿色产品的优势； 

——二级指标应是可量化、可检测、可验证的。 

2.3.1 电子电气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目前许多电子电气产品由于功能需要和生产技术的局限，仍含有大量如铅（Pb）、汞（Hg）、镉（Cd）、

六价铬（Cr（Ⅵ））、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等限用物质，这些含限用物质的电子电气

产品在废弃之后，如处置不当，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欧盟于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贯彻 RoHS《电子电器产品中去除六种有毒有害物质》法令，中国 RoHS《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管理办法》则于 2007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循序渐进地推进禁止或限制上述六种有毒有害物质使用。 

本文件按照 GB/T 26572《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的要求，规定了电子电气产品中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六种物质的限用基准值，指导回转空压机行业的电子电

气产品供应链上的制造厂商从源头控制限用物质的使用，推动电子电气行业加快限用物质的替代和减

量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电子电气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3.2 涂料 

1）油性涂料 

油性涂料中一般含有甲醛、有毒挥发气体、重金属（汞、铬、铅等）、甲苯类化合物等，在生产、

涂装及产品使用过程中均会损害人体健康。欧盟早于 2004年就已正式立法禁止生产和使用油性涂料，

而国内的深圳市也于 2015 年 7 月起开始实行全面禁用油性涂料的政策，从绿色环保的角度出发，本文

件制定时明确提出对油性涂料的禁用。 

2）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从行业调研的结果来看，压缩机企业多数已开始全面推行使用水性溶剂，而控制柜等钣金件则采

用喷粉（无溶剂涂料）工艺。该两种涂料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是非工业环境中最常见的空气

污染物之一。当其含量超出了一定标准时，会刺激人们的眼睛、皮肤以及呼吸道，并会伤害人体基因

并致癌。因此对回转空压机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水性溶剂和无溶剂涂料中 VOC 含量的限量值按 GB 

30981-2020《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其他”类分别进行了规定： 

 

涂料类别 产品类型 单位 VOC 限量值 

水性涂料 

底漆 g/L ≤250 

面漆 g/L ≤300 

无溶剂涂料 — g/L ≤100 

2.3.3 机组比功率 

空气压缩机应用量大，对能耗和环境的影响重大，而改善潜力巨大、改进成本不高。因此，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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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第 2009/125/EC 号指令：“建立能源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将空气压缩机产品纳入管理要求，制定

相关能效标准，美国也同样制定了标准。在我国，压缩机作为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提升专项监察的

工业产品之一，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 

依据 GB/T 32161-2015 的能源属性要求，本文件将回转空压机的机组比功率作为能源属性评价的

二级指标。2020 年 7 月 1日，空压机新版能效强制性标准 GB 19153-2019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实施，根据 GB 19153-2019 标准工作组的调研及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的测试数据统计，目前国内市场回转空压机产品中已经超过 20%的数量可达到能效标准 GB19153 的 2

级指标，因此，本文件制定时提出将 GB 19153-2019 中 2 级能效值的 97%作为二级指标的基准值。 

2.3.4 空载功率 

空压机的比功率、机组比功率考核的是空压机在额定排气压力、公称容积流量下的满载功率，而

用户实际使用空压机（空气压缩机系统）时，对压缩空气需求量是经常变化的，同时考量机组开机/停

机的功率负载，在空压机的使用运行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处于空载状态。空压机空载状态运行

同样也会消耗不少电量，个别情况下最高时甚至能达到满载功率的 70%，因此，降低其空载功率对节约

能源也很有必要。欧美国家多年前就开始了此指标的检测，国内部分企业也对产品进行过测试，而国

内标准未对空载功率指标提出要求，此次将其首次在国内标准中提出，并作为能源属性的二级指标进

行考核。标准工作组根据搜集到的美国 CAGI 及国内产品的空载功率数据，确定了“空载功率 ≤30%满

载功率”的基准值要求。 

2.3.5 余热回收 

空压机工作散发的热量，高的能达到空压机消耗的能量，这大量热量如进行余热回收则对节能、

减少大气温升有重大意义。由于空压机的余热品位比较低，现实中很多余热回收的用途并不广泛，而

是否对空压机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主要由空压机用户决定。综上考虑，作为绿色设计产品，本文件提

出“余热回收功能”的指标要求为： 

——当用户有需求时直接在空压机产品上配置热回收装置； 

——如用户暂无此要求，则空压机上也必须预置热回收的拓展功能，允许用户后续对此进行改造

升级。 

2.3.6  噪声 

回转空压机产品标准中的噪声要求考核的是声功率，即空压机产品固有的声辐射，它反应了产品

的设计水平和加工水平，同时噪声也会对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本文件要求绿色设计产品的

噪声值应在产品标准的基础上提高要求，即比对应产品标准的噪声限值再减少 2个 dB(A)。 

2.3.7 压缩空气含油量 

喷油回转空压机工作时，将大量的润滑油喷入工作腔，虽然有油气分离过程，但产出的压缩空气

中仍会含有部分润滑油。压缩空气含有的油在净化处理、使用阶段，散发到自然中时都会对环境产生

影响。JB/T 10910-2008《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 油气分离滤芯》中规定，压缩空气经油气分离

器过滤后含油量应不大于 5mg/m
3
。因此依据环境属性要求，本文件将压缩空气含油量列为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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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JB/T 10910-2008 的基础上提高要求为不大于 3mg/m
3
。 

2.3.8  润滑油污染 

喷油回转空压机工作时，将大量的润滑油喷入工作腔用以冷却压缩空气。虽然绝大多数润滑油在

废弃后作为危废品均已通过有合格资质的专业危废回收处置厂商回收处置，但在空压机使用过程中必

不可免的存在润滑油渗漏现象，维护拆解时也会有润滑油滴漏，这些都容易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本

文件在环境属性中设立了“防润滑油污染”的二级指标，渗漏虽不可避免，但是漏的润滑油必须通过

一定的方式加以防护，不允许落在地面上。 

2.3.9 容积流量 

回转空压机的产品标准中规定空压机的实际容积流量不得小于公称容积流量的 95%，这 5%的偏差

是考虑了设计、制造的一些不可控制或不确定因素。但市场上有些品牌的产品利用此条款以小充大，

如将 9.5 m
3
/min 标 10 m

3
/min，虽然从标准的角度是允许的，但偏离了标准规定偏差的原意。本文件在

产品属性中则明确规定绿色设计产品的容积流量不允许存在负偏差。 

2.4 生命周期评价 

基本评价

定义评价系
统边界

收集数据

分析数据

符合性评价

资源属性 能源属性 产品属性 环境属性

全生命周期评价

评价对象及
工具

生命周期清
单分析

生命周期影
响评价

绿色设计改
进方案

评价报告/结论

未
通
过
评
价

未
符
合
要
求

 

图 回转空压机的绿色设计评价流程 

根据回转空压机的绿色设计评价流程，在通过基本要求（见 4.1）和评价指标要求（见 4.2）的评

价后，生产企业还应编制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按照 GB/T 24040、GB/T24044 和 GB/T 32161 的要求，

本文件给出了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的编写方法。 

回转空压机产品在生产、使用阶段的清单因子主要归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及全球变暖。其中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评价，主要为大气中的 CO2 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平均气

温升高，并引起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评价采用相关因子方法（以 CO2 为基准，当量因子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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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各种相关气体的特征化值为排放量与相关特征化因子相乘得到的数值，各项特征化值相加即

得到这一类型参数的计算结果。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针对行业中量大面广的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产品，全面考虑产品资源环境影响因素，

从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全过程制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评价技术规范，在回转压缩机产品开发阶段

充分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环境、资源、人体健康与安全因素，在保证产品技术性、经济性的前

提下，规定了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绿色设计产品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要求，并给出了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及评价结果判定，从而引导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绿色健康发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国制造 2025》及《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部署，可深入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构建压缩机绿色制造体系。标准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全面考虑喷油回转空压机产品

的资源环境影响因素，积极推进空压机产品绿色设计工作，推动形成空压机产品的绿色生产方式，提

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引导喷油回转空压机产品实现绿色制造，形成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小、对生

态环境或人体健康无影响或危害小、可再生率最大化的评价方法，对喷油回转空压机这种量大面广的

工业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产品统筹评价，更好地贯彻执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发展战略

政策。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一般用喷油回转空气压缩机》属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绿色

环保的新制定项目，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压缩机行业绿色产品标准体系的空白，对构建空压机绿色制

造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文件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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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属压缩机专业领域绿色制造标准体系（见附图）中“绿色产品”下辖的“绿色产品设计”

标准，为产品标准，体系编号为：GM08010101。 

本文件属于压缩机专业领域范畴，和其他领域无交叉和冲突；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发布 9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3 

附图： 

 

 

 

 

 

 

 

 

 

 

 

 

 

 

 

 

压缩机专业领域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