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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陶瓷抛

光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本评价

体系。

本文件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级为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Ⅱ级为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为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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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佛山市陶瓷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佛山市陶瓷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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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抛光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指标体系规定了陶瓷抛光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指标体系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分为九类，

即生产工艺及装备、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原/辅料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与排放、温室

气体排放、产品特征和清洁生产管理。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陶瓷抛光生产企业和综合性陶瓷企业中抛光生产工序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

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水平认证、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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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100 陶瓷砖

GB/T 919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716（所有部分）包装与包装废弃物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1252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25464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890 建筑陶瓷机械术语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通则

JC/T 2352 建筑陶瓷企业安全生产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00和GB/T 91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陶瓷抛光企业 ceramic polishing enterprise
以陶瓷砖坯（含有釉砖坯和无釉砖坯）为原料，利用抛光机械对陶瓷砖坯的表面进行加工生产抛光

砖的企业。

3.2

陶瓷砖坯 ceramic adobe
由粘土、长石和石英为主要原料制造的建筑陶瓷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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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釉 glaze
经配制加工后,施于坯体表面经熔融后形成的玻璃层或玻璃与晶体混合层起遮盖或装饰作用的物

料。

3.4

有釉砖坯 glazed adobe
正面施釉的陶瓷砖坯。

3.5

无釉砖坯 unglazed adobe
不施釉的陶瓷砖坯。

3.6

抛光砖 polished tile
经过机械研磨、抛光，表面呈镜面光泽的陶瓷砖。

3.7

污泥含水率 rate of water content in sludge
污泥中所含水分的重量与污泥总重量之比的百分数称为污泥含水率。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取说明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本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

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

定量指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

用于考核企业清洁生产的技术水平状况。定性指标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

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等选取，用于考核企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政策情况。

4.2 指标基准值及其说明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本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

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选用企业近

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在定性评价指标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按“是”或“否”两

种情况来评定

4.3 陶瓷抛光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陶瓷抛光生产包括了上砖、前磨、刮平、粗抛、中抛、精抛、后磨、打蜡、检验、捡砖、打包等生

产工序。陶瓷抛光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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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陶瓷抛光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基准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1

生产工艺及装

备
0.25

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 - 0.2 生产线自动化，实现电脑控

制操作和数据管理

生产线实现上砖、打磨抛光、检验、捡砖、打包

自动化

2 生产规模 万 m2/a 0.1 ≤1200 ≤600 ≤100

3 辅助设备 - 0.2

全部选用节能型通用设备，

符合 GB18613、GB 19153 能

效等级 1级及 GB19762 能效

限定值要求。

80%选用节能型通用设

备，符合 GB18613、GB

19153 能效等级 2级及

GB 19762能效限定值要

求。

有选用节能型通用设

备，符合 GB18613、GB

19153 能效等级 3 级及

GB19762 能效限定值要

求。

4 噪声管控 - 0.2 有控制噪声的措施，磨边、刮平机等噪声较大的设备应有隔声材料围蔽

5 粉尘管控 - 0.2
磨边、刮平、抛光工段有抑制粉尘扩散的措施，打蜡工段应围蔽并安装除尘设

施，无明显粉尘逸散

6 *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的情况 - 0.1 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生产工艺。

7 能源消耗 0.15 *单位产品电耗 kWh/m2 1 ≤1.1 ≤1.3 ≤1.7

8 水资源消耗 0.05 单位产品取水量 L/m2 1 ≤2.0 ≤2.5 ≤3.0

9 原/辅材料消耗 0.05 单位产品辅料耗量 g/m2 1 ≤25 ≤35 ≤45

1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0.10

抛光污泥和废砖回收利用率 % 0.5
综合性陶瓷企业的抛光污泥和废砖 100%回收，100%利用；仅有陶瓷抛光生产

的企业抛光污泥和废砖 100%回收，并交由第三方处理，且管理台账齐全。

11 *废水处理回用率 % 0.5 废水处理设备无泄漏，废水不外排，100%收集和回用

12

污染物产生与

排放
0.10

*单位产品固废（污泥和废砖）产生

量
Kg/m2 0.2 ≤1.0 ≤1.2 ≤1.5

13 污泥含水率 % 0.2 ≤25 ≤30 ≤35

14 废水处置 - 0.2
废水分质分流处置：前端磨边、刮平工序与抛光工序废水分开收集、分开处理、

分开压渣，干渣分开处理。

15 粉尘排放 - 0.2 符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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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基准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16 厂界噪声 - 0.2 符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限值要求

17 温室气体排放 0.05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KgCO2

/m2 1 ≤0.43 ≤0.50 ≤0.66

18
产品特征 0.10

产品合格率 % 0.5 ≥99 ≥97 ≥95

19 产品包装 - 0.5 符合 GB/T 31268、GB/T 16716要求

20

清洁生产管理 0.15

*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 0.3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及能源消耗总量满

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标准，满足环评批复、环保“三同时”制度、总量控制

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 0.1
按照GB/T45001建立并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全。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

件齐全

22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 0.1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GB18599 相关

规定执行；危险废物按照GB18597相关规定执行。对一般工业固废进行妥善处理

并加以循环利用。

23 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 0.2 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并建立了持续清洁生产机制
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

审核

24 环境管理 - 0.1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全。

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及作业文件齐全

25 能源管理 - 0.1
计量器具配备率符合 GB/T 24851、GB 17167 和 GB 24789；有计量制度和计量

管理人员，计量台帐完整

26 生产现场管理 - 0.1
原料产品堆放整齐，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转运设备排放整齐有序；没有水、和

油跑冒滴漏现象；生产边角废料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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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隶属函数。如公式（1）所

示。

(1)

式中：

——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 为Ⅰ级水平， 为Ⅱ级水平，

为Ⅲ级水平；

——二级指标 对于级别 的隶属函数。

如公式（1）所示，若指标 属于 ，则隶属函数的值为 100，否则为 0。

5.2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的得分 ，如公式（2）所示：

(2)

式中：

——第 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为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的

权重，其中，

， ，m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第 i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等同于 ， 等同于 ， 等同于

。

5.3 清洁生产企业水平评定

本指标体系采用限定性指标评价和指标分级加权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限定性指标达到III级水平

的基础上，采用指标分级加权评价方法，计算行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确定清

洁生产水平等级。

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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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陶瓷抛光企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Ⅰ级（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同时满足：

—— ≥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

Ⅱ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同时满足：

—— ≥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Ⅲ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满足 =100。

5.4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步骤

第一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部符合要求后，

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当综合指数得分 ≥85

分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Ⅰ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Ⅰ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85分时，则进入第二步计算。

第二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部符合要求后，

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当综合指数得分 ≥85

分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Ⅱ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Ⅱ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85分时，则进入第三步计算。

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不再参与第三步计算。

第三步：将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Ⅲ级限定性指标基准值进行对比，全部符合要求后，再将企业相关

指标与Ⅲ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指数得分，当综合指数得分 =100分时，可判定企业

清洁生产水平为Ⅲ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Ⅲ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100分时，

表明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要求。

对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

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领先企业（Ⅰ级）、清洁生产先进企业（Ⅱ级）或清洁生产一般企业（Ⅲ级）。

6 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数据采集

6.1 有关说明

6.1.1 限定性指标

在各评价体系中，带*项为限定性指标，即要达到某一个等级时该限制性指标必须达到该等级的要

求。

6.1.2 缺项的分值处理

当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某些二级指标不适用于该企业时，需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

二级指标权重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指标权重值按公式（3）计算。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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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调整后的二级指标权重；

为调整前的二级指标权重；

表示参与考核的指标权重之和。

6.2 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6.2.1 单位产品电耗

单位产品电耗是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电能量，按公式（4）计算：

························································(4)
式中：

——单位产品电耗， kW·h/m2；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所需电耗，kW·h；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合格产品产量，m2。

6.2.2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是指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新鲜水量，按公示（5）计算：

(5)

式中：

Sr ——单位产品取水量，L/m2；

S——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取水量，m3；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合格产品产量，m2。

6.2.3 单位产品辅料耗量

单位产品辅料耗量是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用于打蜡工序的辅料消耗量，按公式（6）计算。

························································(6)
式中：

——单位产品陶瓷砖坯耗量，m2/m2；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打蜡工序消耗辅料的量，m2；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合格产品产量，m2。

6.2.4 抛光污泥和废砖回收利用率

经回收后重复利用的抛光污泥和废砖总量与产生的抛光污泥和废砖总量之比的百分率。按公式（7）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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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中：

——抛光污泥和废砖回收利用率，%；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经回收后重复利用的抛光污泥和废砖总量，t；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产生的抛光污泥和废砖总量，t。

6.2.5 废水处理回用率

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陶瓷抛光生产的比例。 按公式（8）计算：

(8)
式中：

Qr——废水处理回用率，%；

Q1——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的废水量，m3；

Q——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废水产生量，m3。

6.2.6 单位产品固废产生量

指生产单位产品固体废物（包括抛光污泥和废砖，不含水）产生量。按公式（9）计算：

············································ (9)
式中：

——单位产品固废产生量，kg/m2；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产生的固废总量，t；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合格产品产量，m2。

6.2.7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指生产单位产品外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0）计算：

(10)
式中：

C——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m2；

C0——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外购电力总量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
M ——统计期内，陶瓷抛光生产合格产品产量，m2。

6.2.8 产品合格率

指统计期内生产的合格产品产量/统计期内生产的产品总量*100%。



T/FSCPLC x-2022、T/FSCS x-2022

9

6.3 数据采集

6.3.1 统计

（1）企业的原材料和取水量的消耗、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能耗及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

以企业生产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2）生产的能源和水消耗包括各个工序、生产所需照明和抽风、净化水和废水处理、废气处理、

办公室和化验室的消耗以及食堂的消耗。不包括宿舍、幼儿园、礼堂、娱乐场所和绿化的消耗。

6.3.2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考核周期一

般不少于三个月。

污染物产生指标计算所需参数应以实测（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符合国家、地方标准要求下进行）

为主，现场监测时同时记录各生产设备工况负荷情况。

6.3.3 采样和监测

本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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