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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制造业及其产品的能耗约占全国能耗的 2/3。受资源环境的影响，绿色

制造成为解决国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是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是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中国制造 2025》将“全面推动绿色制造”作为九

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

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对绿色工厂进行评价，有助于

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工厂实施绿色制造。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原材料，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钨作为一种重要的有色金属，是高科技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

分，广泛用于当代通讯技术、电子计算机、宇航开发、医药卫生、感光材料、光

电材料、能源材料和催化剂材料等。钨矿属于限制性开采矿种，因此也是一种战

略金属。

我国钨冶炼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冶炼产品在国际市场居主导地位，但该

行业目前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和挑战。现行钨冶炼工艺多为碱分解工艺，《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将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碱分解产生的碱煮渣（钨

渣）、除钼过程产生的除钼渣和废水处理污泥列为危险废物，钨冶炼企业产生的

高浓度氨氮废水不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危险废物未做到合理安全处理处置且综

合回收水平低，是目前该行业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限制企业实施绿色制造、

实现绿色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明确了碱煮渣

（钨渣）和废水处理污泥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的豁免条件，江西省也出台了

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指南，对于钨渣、废水处理污泥的处置途径而言，

是行业的一大进步。本文件拟建立符合钨冶炼行业发展需求的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体系，以工信部现有相关评价指标和要求为基础，以综合性、系统性为原则，给

出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的综合性评价指标和要求。该文件的制定实施可有效推动

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淘汰落后设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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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机制，推动用能结构优化，实现工厂的绿色发展。

目前，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已经正式发布，《有

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也进入报批阶段，由于不同有色金属冶炼业的

差异性较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在有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框架下制

定各重点行业的评价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工程实

施指南（2016-2020年）》，加快推进绿色制造，充分发挥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

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促进工业企业能效提升和绿色发展，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16号）精神，制定本文件。

根据工信部《有色金属行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研究课题委托合同》要求，由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柿竹园矿有限责任公

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原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省修水赣北钨业有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参加，共

同组成《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编制组，进行本文件的编制工作。

本文件着眼于规范钨冶炼企业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

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目标。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

以及制造过程中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全生命周期理念，优先选用绿

色工艺、绿色技术和绿色装备，满足绿色工厂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

2、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柿竹园

矿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修水赣

北钨业有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编制。

3、主要工作过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年 9月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包

括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以及绿色供应链的创建与评价工作。为了



3

统一绿色工厂的评价技术要求，文件附件给出了《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作为标

准出台前各行业评价工作开展的相关依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

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的《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已于 2018年 5月正式发布。

2019年 4月，在浙江桐乡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标准项目论证会暨标准制修

订工作会议上，对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进行了论证。

2019年 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制了 2019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和外文版项目计划。《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被列入计划，立项文号

2019-1563T-YS，属首次制定的推荐性标准，完成年限 2021年。

2020年 4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有色标委[2020]8号”文下

发了《关于转发 2020年第一批有色金属国家、行业、协会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的通知》。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提交了项目落实任务书。

2020年 8月，编制组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制，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稀有金属分标委会以“腾讯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有色金属标准任务落实会议，

对《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进行了任务落实。

2020年 8月，编制组完成前期准备阶段内容，召开第一次编制工作会议，

对文件起草的工作进度、任务分工、调研计划等进行了安排。

2020年 9月，编制组成员对厦门钨业、江钨集团、中钨高新下属钨冶炼企

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形成讨论稿。

2020年 11月，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稀有金属分标委会在浙江桐

乡组织召开了讨论预审会。

4、文件主要编制人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主要编制人员为高文谦、张华、孟磊等。其中，高文谦主要负责文件

整体结构及通用技术要求的起草，张华主要负责绿色工厂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的

起草和验证工作，孟磊主要负责能源与资源投入部分和产品部分的起草和验证工

作，以及环境排放部分和绩效部分的起草和验证工作，其他编制人员负责文件各

具体章节的修改完善及在钨冶炼企业中的验证工作。



4

二、文件编制原则和确定文件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编制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文件尽可能与以下内容协调一致：

a)绿色制造体系要求；

b)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管理办法；

c)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制造整体目标；

d)《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2）全面系统

a)涵盖工厂生产的全过程、全链条和全要素；

b)全面、系统建立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

（3）突出行业特点

在《绿色工厂评价通则》的基础上突出钨冶炼行业的特点，重点关注钨冶炼

工厂的能源资源投入、环境排放和绩效指标。

（4）适用可操作

a)在企业现有管理体系基础上增加和强化绿色工厂管理要求；

b)遵循“PDCA管理循环”模式，降低文件实施的难度；

c)立足国内企业绿色制造的实际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全

面创建绿色工厂的要求，确保文件的可操作性。

2、评价方法

与 GB/T 36132的评价方法一致，绿色工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按照相关程

序要求经过公示无异议后的可称为绿色工厂。

3、评价流程

规定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组、制定评

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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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欧盟于 2003 年、2014 年分别推出《关于废弃电子电器设备的指令》

（WEEE1.0）、《关于废弃电子电器设备的指令》（WEEE2.0），主要目的是对

废旧电子电器设备的收集、处理、再利用、丢弃等措施提出管理要求。欧盟市场

上流通的电子电器设备生产商必须在法律生承担起支付报废产品回收费用的责

任，同时欧盟各成员国有义务制定自己的电子电器产品回收计划，并建立相关配

套回收设施，使电子电器产品的最终用户能够方便并且免费地处理报废设备。

欧盟于 2006年 7月发布实施《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

分的指令》（RoHS），该指令是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是WEEE的补充

指令，主要用于规范电子电器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使之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

和环境保护。

2012年，欧洲委员会的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持续发展所开展研究组织环境

足迹评价技术，2013年 4月欧盟委员会颁布了 2013/179/EU号建议《产品和组

织生命周期表现测试和沟通通用方法》，正式开始了组织(含制造工厂)环境足迹

评价的推广。组织环境足迹(以下简称“OEF”)是从生命周期角度多标准衡量组织

的环境绩效，首要目的是寻求减少与组织活动相关的环境影响，考虑供应链活动

(从原材料的提取，通过生产和使用，到最终废物管理)，涉及制造业、公共机构

等，可用于标杆管理和绩效跟踪、最低环境成本的采购、减灾活动及自愿性或强

制性计划的参与。OEF 已在有色金属行业进行评价试点，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

注。ISO/TC 207基于欧盟 OEF、ISO/TR 14069 和 ISO 14046 等标准和报告编制

了 ISO/ TS 14072:2014《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组织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于 2014年正式发布，上升为国际通用的评价技术规范。但由于其评价过程极其

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早在 2000年，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构想，采取了有力的环保

措施。在评价方面，日本推行环境会计制度，围绕业务领域成本、上游/下游成

本、管理活动成本、研发成本、社会活动成本、环境损伤成本、其他成本等七类

环保成本，把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和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作定量定性的测定、

分析并加以公布。日本企业也积极推进各种环保制度，如日立集团从 2011年开

始推行“精选环保工厂”认定制度，每年认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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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于绿色工厂评价相关领域的工作，最早可追溯于中国信息产业部出台

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内容与欧盟议会及欧盟委员会的《电子

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简称《RoHS指令》）类似，主要目

的是为了从源头加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减少电子信息产品废弃后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和其他公害，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目前，国内也开展了国推 RoHS自愿性认证。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国家先后出台了《国

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制定发布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32150-2015）、《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通用规范》（RB/T211-2016）、

《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规范》（RB/T252-2018）、《其他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一系列标准

规范，国内有部分企业（例如岷山有色）开展了温室气体排放核查。为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决策部署，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规范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及相关活动，根据国家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要求，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

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我国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和应用，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目前，国内已有部分企

业开展并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碳足迹认证。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

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率先打造一批绿色制造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年、2017年公布了两

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名单，自 2017年以来已先后开展并发布五批绿

色制造名单，有效推动了国内绿色工厂等绿色制造体系的建设和实施。

2018年 5月，为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积极构建绿

色制造体系，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联合钢铁、石化、建材、机械、汽车等重点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重点企业

等共同编制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这是我国首次制定发



7

布绿色工厂相关标准。标准明确了绿色工厂术语定义，从基本要求、基础设施、

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按照“厂房集约化、

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原则，建立了绿色工厂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绿色工厂评价通用要求。

因存在行业差异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在《绿色工厂评价通则》下设行业

导则。目前，《有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已进入报批阶段。

各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在生产工艺装备、工艺流程、产排污特征、用能指标、

碳排放等方面差异较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在《有色金属冶炼业评价导则》基

础上下设各重点行业评价要求。针对钨冶炼，国内与之有关的节能环保行业标准

规范仍不完善，能耗定额、取水定额、污染物排放等行业标准尚未建立，《钨冶

炼行业规范条件》已于 2019年 8月废止。目前该行业采用的相关标准或规范有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GB 50919）、《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HJ 1125）。在取/用水定额方面，个别地方制定了

相关的地方标准，例如：福建省地方标准——《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

《江西省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DB36/T 420）、湖南省地方标准——《行

业用水定额》（DB43/T388），可供同类型企业或邻域企业参考。

综上，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内容仍不完善。通过制定钨冶炼行业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可以更好的引导和规范钨冶炼企业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有助

于优秀的钨冶炼企业树立行业标杆，促进行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5、钨冶炼行业现状调研

5.1 行业背景

有色金属工业是一个以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为主的传统产业，钨冶炼是有色金

属冶炼的一个重要分支。钨是一种高熔点、高比重、高硬度的金属，是现代工业

不可替代的原材料，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冶金工业、矿山工具、石油钻井、电

子通讯、建筑工业、兵器工业、航天航空等领域。随着汽车工业、石油工业、建

筑工业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钨的应用领域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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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钨制品按照其冶炼及加工的程度主要包括仲钨酸铵、氧化钨、钨粉以及碳

化钨粉，硬质合金以及钨丝、钨材等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

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钨冶炼产品生产国。钨产品出口已经实现以钨精矿

初级产品为主向仲钨酸铵、氧化钨等中间物料，进而向钨粉、碳化钨粉等高级产

品的转移。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了我国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了国

际钨产品贸易格局向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发展。从生产技术水平来说，我国钨冶炼

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尽管面临诸多国内外大环境的不利因素和国家环保政策的持续发力，

我国钨行业仍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钨冶炼加工产品产量平稳增长，市场需求

持续恢复，出口钨品保持增长，价格延续企稳态势，进入平稳运行期，波动幅度

收窄，企业效益继续改善。据中国钨协统计，截止 2018年我国 123家钨企业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6.01%，实现利税同比增长 39.02%，实现利润同比

增长 55.94%，出口钨品 17370吨（折钨金属），同比增长 14.94%，出口创汇 8.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39%。2019年上半年 APT产量为 4.07万吨，较去年同期

上涨 43.82%；氧化钨粉产量为 3.5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23.54%。2020年，受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国内钨冶炼企业生产、出口承压较大，未来国际钨市场不确

定性因素增加，风险加大。

5.2 钨冶炼工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钨矿资源大国，估计储量达 190万 t，占世界总储量的

66%。其中黑钨矿约占 20%，白钨矿 70%，黑白钨混合矿 10%。随着优质易选易

冶的黑钨矿多年的开采和消耗，目前市场上多以白钨矿或黑白钨混合精矿为主。

在我国，以钨精矿为原料生产 APT，均采用湿法冶炼工艺，包括经典酸分

解法、热球磨浸出-离子交换法、苏打烧结-水浸法、铵盐分解法、碱压煮-离子交

换法、碱压煮-萃取法、钠盐分解-离子交换法、硫磷混酸分解-萃取法等。

（1）经典酸分解法

白钨精矿采用经典酸分解工艺，即盐酸分解、氨水溶解钨酸的方法。该方法

虽然流程短、成本低、渣量少，但其对矿源的适应性差，副流程长，金属实收率

低，且腐蚀性大，工作环境差，环境污染严重，该工艺已基本淘汰，目前仅在江

西大余有个别企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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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钨精矿经典工艺制取 APT

（2）热球磨浸出-离子交换法

热球磨浸出是钨精矿不经预磨直接与浸出剂（氢氧化钠）一并加入球磨机内，

在加热的条件下边磨矿边浸出。同搅拌浸出相比，热球磨浸出省去了专门的磨矿

工序，简化了工艺流程，提高了金属回收率。例如，用碱法热球磨漫出含WO339.

82%的黑钨和白钨之比为 2:1的钨中矿时，碱用量为理论量的 2.6倍，在 433K左

右温度下保温 2h, WO3分解率达 98. 24%。和常压搅拌浸出相比，从钨中矿到获

得符合净化要求的 NaWO4溶液，可将原工艺的五个主要工序缩减为三个，能耗

降低约 30%，WO3回收率提高 3%~4%。该工艺属于我国拥有知识产权自主发展

起来的钨冶炼工艺。采用该工艺的伟良钨业因停产搬迁，该工艺目前国内没有其

他工厂进行应用。相比粗颗粒的黑钨精矿，热球磨浸出对白钨精矿更适用，但原

料来源需要比较稳定。

（3）苏打烧结-水浸法

苏打烧结法是早期处理各种钨矿原料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是一个高温过

程，为了能将不溶的钨酸钙或钨酸铁转化成可溶的钨酸钠，需要将烧结温度控制

在 800~900℃，工业上通过消耗重油来提供热能。此外，矿物分解过程还要消耗

一定量的碳酸钠，整个过程能量效率较低。苏打烧结法因工艺系统较为复杂，粉

尘等废气产生量大，耗能高、杂质浸出率高、回收率较低等问题，目前国内无企

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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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铵盐分解法

国内外曾开展过铵盐浸出白钨矿的研究，以 NH4F+NH4OH 和（NH4）

3PO4+NH4OH浸出白钨矿，均不能彻底浸出白钨矿。2009年开始江西理工大学

与企业合作，经过 3年近千次试验，成功开发了铵盐不变体系闭路湿法冶炼工艺，

即铵盐分解法。该工艺与白钨碱法-离子交换工艺相比，金属回收率提高了 2.6%，

达到 98.1%，APT加工成本下降 30%，实现了白钨无酸碱闭路冶炼和杂质元素的

绿色分离，过程无废水排放。2011年通过校企合作技术攻关，取得了铵盐不变

体系黑钨闭路冶炼技术进展。该工艺在江西某钨冶炼企业建设了几十吨的试验线，

未投入工业化应用。

图 2 铵盐不变体系白钨闭路循环冶炼工艺流程图

（5）碱压煮-离子交换法

碱压煮法因具有设备简单、使用寿命长、易于维修、成本低、生产能力强、

生产效率高等特点，而成为钨精矿分解技术中最为经典的方法，采用的浸出剂为

氢氧化钠。目前，国内钨精矿原料分解中有 90%以上采用该技术。

氢氧化钠分解最早用于低钙黑钨精矿，国内外学者曾一度认为工业条件下氢

氧化钠不能分解白钨矿，随着机械活化（热球磨）氢氧化钠浸出法、白钨矿及黑

白钨混合矿的氢氧化钠分解法这两种工艺的相继提出，使得氢氧化钠分解白钨矿

变成了可能。碱压煮法因其对原料的适用性强，从而成为处理各种钨精矿的通用

技术。该工艺升温速度快，节能效果明显，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离子交换在钨冶炼行业的应用是中国的一大创举。通过利用各阴离子团与树

脂亲和力的差异，而有效地使钨与杂质分离，经过交换和解吸得到钨酸铵溶液。

根据编制组调研结果，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钨冶炼企业采用离子交换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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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碱压煮-离子交换工艺制取 APT

（6）碱压煮-萃取法

萃取法用于钨的湿法冶炼主要是从钨酸钠溶液中制取钨酸铵溶液，以替代经

典工艺中的沉淀人造白钨、人造白钨酸分解、钨酸氨溶等工序，具有收率高、设

备简单、流程短等优点，克服经典工艺沉淀结晶过程固液分离多阶段操作的缺点。

此外，萃取法还用于钨酸钠溶液净化除钼、除磷、除砷。萃取法的应用大致分为

三种：一是在酸性条件下，将纯的钨酸钠溶液经萃取转型变成高含量钨的钨酸铵

溶液，但萃取前需要除杂。钨还可以磷钨杂多酸被萃取，磷钨杂多酸的萃取一般

可以用含氧萃取剂在酸性介质中进行。二是在碱性钨酸钠溶液中直接萃取钨，使

钨酸根进入有机相，杂质留在萃余液中，再反萃有机相中的钨。三是利用钨钼性

质上的差异选择适当的有机萃取剂进行钨钼分离。目前钨冶炼企业在用的有酸体

系、碱体系两种不同条件下的萃取工艺。根据编制组调研结果，目前上述两种萃

取工艺在国内钨冶炼企业均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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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碱压煮-萃取（酸性体系）工艺制取 APT

图 5 碱压煮-萃取（碱性体系）工艺制取 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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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钠盐分解-离子交换法

目前，国内外也有钨冶炼企业采用钠盐分解-离子交换工艺生产 APT，将钠

盐作为浸出剂以提高分解率。钠盐分解根据浸出剂种类不同，分为苏打高压浸出、

磷酸钠高压浸出、氟化钠高压浸出三种工艺。

苏打高压浸出工艺最早由苏联学者于 1939年提出，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该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广泛用于处理白钨矿、低品位黑白钨混合矿及黑钨

矿。浸出过程在高压釜完成，反应温度一般为 180~230℃。在 200~225℃的高温

和较大苏打用量（理论量的 250-300%）条件下，反应以足够快的速度完全进行。

研究表明，提高温度是降低苏打消耗量和提高浸出率地有效途径之一，这也对高

压釜的材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耗能也会相应增加。由于该工艺较为成熟，对原料

适应性强，甚至可以直接处理 1%的低品位白钨矿，目前国外如俄罗斯、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普遍采用该法处理钨精矿。根据编制组调研结果，目前国内也

有个别企业采用该工艺生产 APT。

磷酸钠是一种相比氢氧化钠和碳酸钠更有效的白钨矿浸出剂。有研究表明，

用磷酸钠单独作为浸出剂，在一定反应条件下钨的浸出率可达 99.987%，在添加

氢氧化钠的前提下能够得到更好的分解效果。含钙较高的钨精矿采用碱压煮工艺

时加入一定量的磷酸钠作为添加剂能够提高钨精矿的分解率。由于磷酸钠药剂成

本比碳酸钠和氢氧化钠高，在实际应用中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碱分解过

程。此外，磷酸钠用量不能过高，否则会产生“盐析效应”，使得磷酸钠结晶析出，

从而降低钨精矿的浸出率，同时增加后续钨酸钠净化除磷难度。根据编制组调研

结果，目前国内也有个别企业采用该工艺生产 APT。

氟化钠能够有效分解白钨矿。有研究表明，同一精矿品位和反应温度条件下，

用氟化钠进行分解，用量仅为理论量的 1.8倍，浸出率就可高达 99.2~99.8%，而

苏打高压浸出的用量则为理论量的 3~4倍。氟化钠相比苏打和氢氧化钠，药剂成

本更高，因此该方法并未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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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钠盐分解-离子交换工艺制取 APT

（8）硫磷混酸分解-萃取法

中南大学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校企合作，突破钨冶金传统采用的钠

碱体系思路，开发了新一代绿色钨冶金工艺——白钨硫磷混酸协同分解技术。该

技术将传统的钠碱压煮分解体系改为酸性常压分解体系，采用硫酸-磷酸混合酸

协同浸出，使钨以磷钨杂多酸的形式进入溶液，钙以硫酸钙形式沉淀进入固相。

利用新体系中硫磷离子对钙的络合作用，实现白钨矿的稳定高效分解。该工艺使

得钨更加简洁高效分离，革除了产生大量废水的传统离子交换工序，母液直接返

回分解，解决了废水排放问题。硫酸钙沉淀以石膏副产品形式作为建筑材料外售，

解决了浸出渣的综合利用问题。体系中钼主要以钼酰阳离子、钨以多酸聚阴离子

形式存在，由于性质差别，可选择性地提取钨而将钼保留在溶液中，简洁地解决

了大量钨钼分离的难题，并在提取有价金属的同时实现了伴生磷的综合回收。由

于该技术突出的优势特点，被工信部和环保部列入 2016年《水污染防治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也是《中国钨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唯

一的节能减排推广技术，核心技术专利获 2016年度中国专利金奖，2018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厦门钨业在该工艺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将硫磷混酸分解产生的磷钨酸溶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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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方式生成粗钨酸铵溶液，通过硫化沉淀、过滤、离子交换除钼等净化除杂后，

进行蒸发结晶生产 APT。

图 7 白钨矿硫磷混酸协同分解技术工艺流程图

图 8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硫磷混酸协同分解白钨矿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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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钨生产工艺：APT产品在煅烧炉内加热煅烧（约 700℃），利用本身产

生氨再分解后生成 H2将 APT还原为氧化钨。煅烧后的氧化钨经过筛、混批、

检测，称量包装成合格产品。

图 9 氧化钨生产工艺流程图

偏钨酸铵（AMT）生产工艺：目前国内没有单独以 APT为原料生产 AMT

的钨冶炼企业，仅有部分钨冶炼企业配套建设了 AMT生产线，年产能 5000~8000

吨，实际产量 3000吨左右（例如：2018年 AMT实际产量 3800吨）。

图 10 AMT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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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件主要内容

根据 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本文件设置了 8个章节内容，具

体包括：

6.1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钨精矿为原料生产仲钨酸铵和氧化钨的钨冶炼企业的绿

色工厂评价。钨冶炼行业如有行业用/取水定额、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清洁

生产指标体系等文件发布，本文件规定的相关指标值将适时修订。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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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 氧化钨

GB 5085 （所有部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116 仲钨酸铵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9 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与旋涡泵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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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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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指标



18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0862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0902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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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919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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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988 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RB/T 117 能源管理体系 有色金属企业认证要求

YS/T 231 钨精矿

HJ 95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HJ 98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

HJ 112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DB21/T 1237 行业用水定额（辽宁省地方标准）

DB35/T 772 行业用水定额（福建省地方标准）

DB36/T 420 江西省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

DB43/T388 用水定额（湖南省地方标准）

DB45/T678 工业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DB36/T 1295.1 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指南 第 1部分：水泥窑协同

处置

DB36/T 1295.2 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指南 第 2部分：玻璃化处理

说明：主要从建筑、照明、设备设施、管理体系、能耗限额、节水、产品生

态设计、环境排放、行业标准和规范等方面引用相关文件。碳足迹评价参考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温室气体

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

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等文献，安全生产参考《冶金企业和

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1号），温室

气体排放参考 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其他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

改办气候[2015]1722号）以及生态环境部今后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

术规范，绿色工厂评价的程序和格式参考《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

告》（工信厅节函[2018]257号）。

6.3 术语和定义

（1）根据 GB/T 4754和 GB/T 36132对行业和绿色工厂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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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钨冶炼：以钨精矿、含钨二次资源等为原料，通过破碎、分解、提纯、净化、

结晶、干燥、过筛混批、煅烧等过程提炼钨及伴生金属制取 APT和氧化钨的生

产活动。

6.4 总则

对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评

价方法等做出规定。

（1）评价原则

确定了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基本原则，共提出三条原则。

一致性原则：评价总体结构与 GB/T 36132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保持一

致，按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

效等 7个一级指标展开。

行业性原则：在 GB/T 36132通则的基础上突出钨冶炼行业的特征，提出符

合钨冶炼行业客观实际以及先进工艺、技术与装备、节能、环保的评价要求。

系统性原则：评价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

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7个方面，在一级指标下

设若干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基本要求为工厂参与评价的基

本条件，不参与评分；其他 6个方面为具体评价要求，通过评分来判断工厂满足

要求的程度。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要求工厂应达到的基础

性要求，必选要求不达标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可选要求为希望工厂努力达到的

提高性要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工厂的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求的满足程度。

本文件中所有必选要求得分之和为 60分，如工厂可以达到必选要求，则得

分为 60分。根据工厂对可选要求的符合程度，当工厂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达到

85分以上，即满足成为绿色工厂的条件。

（3）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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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基本要求采取一票否决制，应

全部满足；基础设施包括建筑、节水、照明以及设备设施等绿色工厂的基础，占

比 15%~25%；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建设体现了企业对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视

程度和管理能力，占 10%~20%；由于有色金属冶炼业属于节能减排重点行业，

能源与资源投入、环境排放是绿色工厂评价的重要部分，分别占比 15%~20%、

10%~20%；产品是绿色工厂的最终产出体现，是绿色工厂的产出结果，由于有

色金属冶炼业产品为非用能产品，大多作为原材料，无节能要求，仅赋予 5%~10%

的权重体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以及能源低碳

化五大绩效指标的内容占比权重最大，占比 30%，体现了企业在评价前一自然年

度至少连续 12个月的绩效水平和绿色工厂建设成果。以上 7个方面构成了有色

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的全部权重。有色金属冶炼业各行业评价要求在编制过

程中可根据其行业特点进行调整，最终权重系数总和为 100%。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行业专家意见，根据钨冶炼行业的特点，突出

能源与资源投入、环境排放、绩效的占比，一级指标权重系数分配如下：

——基本要求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15%；

——管理体系：10%；

——能源资源投入：20%；

——产品：5%；

——环境排放：20%；

——绩效：30%；

最终权重系数总和为 100%。

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对应分数见文件文本附录 A。

（4）评价方法

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时，

应由独立于工厂、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实施。

规定了实施评价的组织进行评价的具体方式，包括查看受评工厂的报告、统

计报表、原始记录、声明文件、分析测试报告、相关第三方认证证书等证明文件；

根据实际情况，以座谈、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对评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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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分析，确保受评工厂的评价结果对相关指标要求的符合性证据充分、完整、

准确。

规定了绿色工厂评价的必选指标得分根据符合与否取 0分或满分，可选指标

根据符合程度在 0 分和满分之间取值。必选要求达标，且必选和可选各项指标

加权综合评分达到 85分以上，即满足评定为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的条件。

在具体实施评价过程中，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可将该项评价要求的分

值平均分配给同一级指标下同一类型（必选或可选）的其他评价要求。当平均分

配无法除尽时，其他指标项取 0.5的整数倍，余数分配给自上而下与其临近的第

一个指标项。

6.5评价要求

评价要求是本文件的核心内容。本章内容规定了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具

体的评价指标要求。

（1）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是钨冶炼行业进行绿色工厂评价需要达到的最低要求，因此无分值

体现，主要包括工厂合规性要求、最高管理者要求以及工厂要求。

a.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说明：合规性要求从符合法律法规、企业信用、无较大事故、产业政策、环

保政策和专项设计规范、环境保护承诺履行等方面对工厂进行了规定。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

标准，工厂应至少运行一年以上。如取得有效营业执照，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工厂应具有良好信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严重违法失信、经营

异常记录等。

工厂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工厂与国家和行业颁布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专项设计规范要求一致，无

淘汰落后产能、工艺、设备等。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履行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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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础管理职责

说明：基础管理职责包括最高管理者要求和工厂要求。

最高管理者要求主要从领导作用和承诺、职责和权限分配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工厂要求主要从管理组织机构、中长期规划、教育与培训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2）基础设施要求

说明：钨冶炼行业基础设施是绿色工厂的基础，包括建筑、节水、照明以及

设备设施，占比 15%，即为 15分。基础设施要求分为必选要求与可选要求，必

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满足的内容。

a.建筑

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

构、场地及绿化、水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

及无害化。工厂根据工艺流程特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宜采用多层建筑。

说明：工厂建筑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建筑应从建筑材料、

建筑结构、绿化及场地、节水、节地等方面进行规定。建筑应采用资源消耗低和

环境影响小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发布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等九项建筑

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标准（GB 18580~GB 18588）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标准》GB 6566等标准，对各类建筑材料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和性能参数进行规定；

工厂宜采用钢结构建筑和金属建材、生物质建材、节能门窗、新型墙体和节能保

温材料等绿色建材和本地建材，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优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外窗气密性等阐述，降低厂房内部能耗；厂区应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

采用少维护、耐性强的植物；宜多采用节水设备，选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节

水设备》（产品）目录中公布的设备、器材和器具，根据用水场合的不同，合理

选用节水水龙头、节水便器、节水淋浴装置等；适用时厂房应采用多层建筑，以

满足节地要求。

b.照明

厂区及各房间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或节能灯，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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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厂房的照明系统宜采用分区控制方式，辅助生产和生活福利设施的照明

系统宜适当增设照明控制开关，短时有人的场所宜采取节能自熄措施。

说明：天然光具有最好的显色性，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照明耗电量，丰

富室内光环境，有利于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工厂应充分利用天然光，优化窗墙

面积比、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将自然光引入建筑，提高建筑的节能型和舒适性。

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照明功率密度值分为现行值和目标值。

现行值是根据对国内各类建筑的照明能耗现状调研结果、我国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以及光源、灯具等照明产品的现有水平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照明节能标准，经综合

分析研究后制定的。而目标值是预测到几年后随着照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光源灯

具等照明产品能效水平的提高，照明能耗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制订的。现行值为

工业和民用建筑执行的功率密度最高限值，不是节能优化值。本文件规定照明应

执行 GB 50034的照明功率密度目标值。不同的场所应进行分级设计、公共场所

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灯措施。当室外光线强时，室内的人工

照明应按人工照明的照度标准自动关闭部分灯具。这种根据室内照度和使用要求，

自动调节人工光源的开关，可较好地节能。有条件时，可考虑采用智能照明系统，

如路灯采用光敏探测及时钟控制技术，可根据自然光强及时间自动开关照明灯具。

c.设备设施

专用设备

工厂应采用国内外技术先进、节能环保、清洁安全的生产设备，提高资源综

合利用效率，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通用设备如压缩机、电动机、变压器、工业锅炉、离心泵、通风机、空

调机、冷水机组等应分别达到 GB 19153、GB 18613、GB 20052、GB 24500、GB

19762、GB 19761、GB 21454、GB 19577等标准中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强

制性要求。

b）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

行的要求。

c）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耗能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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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工厂宜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备。

计量设备设施

a)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GB/T 20902等要求配备、管理和使用

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

位、主要用能设备计量器具配备率应满足 GB/T 20902要求。

b)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有以下设备，

应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如电消耗（电表）、水消耗（水表）、热力消耗（蒸汽

或热水流量计）、压缩空气、天然气消耗（气体流量计）、原料消耗和辅料消耗

（电子天平或地磅）等。

资源回收、节能与环保设施

a) 工厂应投入物料收尘、水回用、酸碱盐化工物料回收等资源综合回收利

用设施，余热余压利用等节能设施，并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b) 工艺过程产生的尾气应采用精馏塔、冷凝+酸/水吸收、文丘里、催化焚

烧+喷淋吸收、布袋收尘等处理效果好、能耗低、资源回收率高、环保达标、安

全可靠的先进装备，以确保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要求。

c) 应配套建设除重金属和除氨等废水处理设施，以确保水污染物排放满足

标准要求。

d) 应配套建设钨渣、除钼渣、废水处理污泥等危险废物临时贮存设施，满

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e) 宜优先选用《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

推荐目录》、《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

保技术装备目录》、国家或地方技术指南等鼓励、支持和推广的节能与环保工艺、

技术或装备。

说明：设备设施分为专用设备、通用设备、计量设备以及资源回收、节能与

环保设施。

工厂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及产能进

行识别并避免采购，包括《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高耗能

老旧电信设备淘汰目录》等文件中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及产能。对于正在

使用的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及产能，但尚未达到淘汰时间的，应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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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淘汰计划。

专用设备首先应符合《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

价导则》的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突出了钨冶炼行业的特点，对钨冶炼主体工

艺和设备以及废气治理设备设施做出了具体要求。

通用设备一般包括压缩机、电动机、变压器、工业锅炉、离心泵、通风机、

空调机、冷水机组等。

对于计量设备，应覆盖主要的能源、资源消耗设施，工厂需建立计量体系，

计量仪器符合 GB 17167、GB 24789、GB/T 20902等要求，并定期进行校准。对

所有计量结果需建立完善的记录，并进行定期分析，制定和实施改造计划。

除专用设备、通用设备、计量设备以外，钨冶炼行业必须投入物料收尘、水

回用、酸碱盐化工物料回收等资源综合回收利用设施，余热余压利用等节能设施，

含氨尾气处理设施，除重金属和除氨等废水处理设施，危险废物临时贮存设施，

并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等要求。

（3）管理体系要求

工厂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28001分别建立、实施、保持

并持续改进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应建

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宜按照 RB/T 117的要求

寻求第三方认证机构对能源管理体系的认证，宜开展自我评价和自我声明，宜按

照 GB/T 36000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

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说明：分别从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

管理体系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建设体现了

企业对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视程度和管理能力，占 10%；管理体系要求分为必选要

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满足的，其比例为 6:4。

对于工厂应建立为实现质量目标所必须的、系统的质量管理模式，涵盖顾客

需求确定、设计研制、生产、检验、销售、交付的全过程策划、实施、监控、纠

正与改进活动的要求，以文件化的方式，成为工厂内部质量管理工作的要求。工

厂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满足 GB/T 19001的要求，且应获得第三方认证机构颁

发的工厂或工厂所属的组织符合 GB/T 19001 要求的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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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旨在使一个组织能够识别评价危险源，

并对重大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制定目标方案，持续改进其绩效。本文件中的所有要

求意在纳入任何一个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其应用程度取决于组织的职业健康

安全方针、活动性质、运行的风险与复杂性等因素。工厂应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满足 GB/T 28001的要求，且应获得第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工厂或工厂

所属的组织符合 GB/T 28001 要求的认证证书。

工厂应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旨在指导各类组织实施正确的环境管理行为，健

全职责明确的组织机构，对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和污染物的产生等制定环境管理方

针，对环境因素进行识别、评价，明确控制指标和目标等。工厂应建立环境管理

体系，满足 GB/T 24001的要求，且宜获得第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工厂或工厂所

属的组织符合 GB/T 24001 要求的认证证书。

工厂应建立能源方针、能源目标、过程和程序以及实现能源绩效目标，旨在

指导各组织采用系统的方法来实现能源绩效目标，包括能源利用效率、能源使用

和消耗状况的持续改进。文件规定了能源使用和消耗的相关要求，包括测量，文

件化和报告、设备、系统、过程的设计和采购，以及对能源绩效有影响的人员。

工厂应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满足 GB/T 23331的要求，且宜获得第三方认证机构

颁发的工厂或工厂所属的组织符合 GB/T 23331 要求的认证证书或开展自我评

价和自我声明。

工厂宜按照 GB/T 36000、ISO 26000 或 SA 8000的要求，以工厂或所在集团

为主体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在网站或通过印刷形式向利益相关方传达。

（4）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

说明：分别从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和回收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由

于钨冶炼行业属于耗能行业，能源与资源投入是绿色工厂评价的重要部分，占比

20%，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分为必选要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满

足的内容。

a.能源投入

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和能源供给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宜

使用可再生能源或低碳清洁的能源。

说明：能源投入分别从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能耗指标、充分利用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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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压、使用低碳清洁能源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工厂宜做好能源选取的规划，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减少不可再

生能源投入，充分利用生产系统产生的余热余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生产

工艺、多能源互补供能等方式，降低非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冶炼工艺的选择直接

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应采用能耗低、单位设备生产效率高、钨回收率高等

先进工艺与设备。重视自主创新，推进制造装备的节能改造。应采用国家鼓励的

生产工艺、设备及产能产品，包括《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能

效之星”产品目录》、《国家重点推广的电机节能先进技术目录》等文件中推荐

的生产工艺、设备及产能。

钨冶炼各工序工艺综合能耗应不高于 0.9吨标煤。

说明：节能标准是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和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的重要技术基础。钨冶炼行业能源消耗限额尚未出台，本文件规定钨冶炼各

工序工艺综合能耗应满足 GB 50919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的二级要求

（钨精矿WO3:65%），即应不高于 0.9吨标煤。

宜结合生产实际利用余热余压，产生的二次能源宜回收利用。

说明：钨冶炼工艺过程产生余热余压等，尽可能回收利用。

宜开展节能技术改造，进一步降低综合能耗。

说明：节能标准是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和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的重要技术基础，鼓励钨冶炼企业在满足 GB 50919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

计规范二级标准值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综合能耗。

工厂宜建设能源管理中心，对能源系统的生产、输配和消耗环节实施集中扁

平化的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

说明：工厂宜根据工厂自身条件，建设能源管理中心，通过采用自动化、信

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全面监控和管理企业能源系统，为能源调度和生产指

挥提供信息，实现工厂节能降耗。

b.资源投入

应按照 GB/T 7119要求开展节水评价，且满足地方标准用水定额要求。无地

方标准的，参照邻域或同类型企业的用水定额要求。

说明：为贯彻执行国家相关节水方针政策，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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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钨冶炼企业用水行为，工厂应开展节水评价工作。钨冶炼行业用/取水定额

尚未出台，对于有地方标准的，应满足地方标准用水定额要求。无地方标准的，

参照邻域或同类型企业的用水定额要求。

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

替代的可行性。生产过程吨产品氨净消耗量（氯化铵、液氨、氨水、硫化铵等以

氨计）应低于 80kg/t产品。宜通过工艺技术改造，进一步降低吨产品氨净消耗量。

钨精矿应按照 YS/T 231的要求进行分析检验，全成分分析应包括砷、铅、镉、

汞、铬等有害元素的含量。

说明：工厂应减少原辅材料中有害物质使用。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和节材，

应淘汰能耗高、安全性能差，不符合“低碳”理念的材料，国家和地方会不定期对

禁止使用的材料和产品予以发布。

宜充分利用回收料，如工艺过程的酸碱盐化工回收料、钨渣、冶炼烟尘等。

说明：钨冶炼企业应加大对生产过程产生的酸碱盐化工废料、钨渣、冶炼烟

尘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力度，有效提高废弃物的资源利用效率。

c.采购

采购方面分别从采购要求、供应商评价、绿色供应链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应制定并实施包括节能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方的采购准

则，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宜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节能环保

要求。适用时，工厂采购宜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说明：采购要求生产企业应选择能够提供对环境友好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

商，在采购行为中应充分考虑节能环保等因素，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尽量降低

原材料的使用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实现采购过程的绿色化。应确定并实施检验

或其他必要的活动，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工厂提供的采购信息

应包括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采购要求将节能环

保原则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中，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价。

d.回收利用

工厂应减少水资源消耗，开展废水循环利用，具备生产废水回用系统。

水重复利用率应达到 8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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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产实际，宜针对钨渣、除钼渣、废水处理污泥等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

合利用。

结合生产实际，宜建设伴生有价金属（钼、锡、铋、铜、铅、锌）的综合回

收装置或化工副产品的生产系统。

说明：钨冶炼企业产生大量的工业固体废物，如钨渣、除钼渣、废水处理污

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将碱分解产生的碱煮渣（钨渣）、除钼

渣和废水处理污泥列为危险废物。名录规定了碱煮渣（钨渣）和废水处理污泥满

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和《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662）要求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时处置过程不

按危险废物管理的豁免内容，《江西省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指南 第 1

部分：水泥窑协同处置》（DB36/T 1295.1-2020）规定了碱煮渣（钨渣）、废水

处理污泥和二次废渣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在满足指南要求的前提下可对运输和

协同处置环节进行豁免管理。《江西省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指南 第 2

部分：玻璃化处理》（DB36/T 1295.2-2020）规定了碱煮渣（钨渣）采用玻璃化

技术处理，在满足指南要求的前提下可对运输和处理环节进行豁免管理。上述文

件的发布，将有效解决全国钨冶炼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的难题，也同时缓解企业环

保压力。除钼渣富含伴生有价金属，如钼、锡、铋、铜、铅、锌等，因未能回收

而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钨冶炼企业应加强对不合格产品、废水、废渣的回收

利用，变废为宝。

（5）产品要求

说明：分别从生态设计、产品的有害物质含量、减碳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产

品是绿色工厂的最终产出体现，是绿色工厂的产出结果，由于钨冶炼行业产品为

非用能产品，大多作为原材料，无节能要求，仅赋予 5%的权重。产品要求分为

必选要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满足的内容。

a.生态设计

工厂应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适用时，应按照对应生产产品的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宜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31

说明：生态设计，也称绿色设计或生命周期设计或环境设计，是指将环境因

素纳入设计之中，从而帮助确定设计的决策方向。生态设计要求在产品开发的所

有阶段均考虑环境因素，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引导产

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生态设计活动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

一是从保护环境角度考虑，减少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从商业角

度考虑，降低成本、减少潜在的责任风险，以提高竞争能力。

b.有害物质使用

仲钨酸铵、氧化钨产品应符合 GB/T 10116、GB/T 3457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有毒有害物质的贮存、输送、生产和使用场所，应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相关有毒有

害污染物名录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实行风险管理，制定专项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设置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设施，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说明：产品的有害物质使用是从绿色生产的角度来考虑，产品应符合国家出

台的相应产品质量标准。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对人体伤害和环

境污染，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由于钨冶炼产品为非用能产品，并且其基本用途为其他工厂的原材料，因此，

和 GB 36132相比，不做节能要求。

c.减碳

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碳足迹评价，评价的结果宜对外

公布，并利用评价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说明：对于碳足迹，企业可参考 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

迹 关于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和 PAS 2050：20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

标准》等国际标准，开展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以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等过程

为核心，减少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可将碳足迹的改善纳入环境目标，

并制定相关的提升计划。

（6）环境排放要求

说明：分别从大气污染物排放、水污染物排放、固体废物处置、噪声防治及

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由于钨冶炼过程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

废物，环境排放是绿色工厂评价的重要部分，占比 20%；环境排放要求分为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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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满足的内容。

a.大气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GB14554、GB13271等国家或地方标准

要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应符合国家或地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定，并满

足 HJ 1125、HJ953关于排污许可和环境管理的要求。

应按照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规范以及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批复要求在主要废气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应建立大气污染物排放台账，按照 HJ 989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

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大气污染物排放宜满足 GB 16297、GB14554、GB13271更高等级或水平要

求

说明：钨冶炼工厂执行的大气污染排放标准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4554）等，同时废气排放还需满足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

求。

b.水污染物

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8978等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水污染物排放量应

符合国家或地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定，并满足 HJ 1125关于排污许可和

环境管理的要求。

废水应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应加强废渣堆存区等重点防渗区的防跑、冒、滴、漏和防渗措施，在废渣堆

存区建设渗滤液收集设施，防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应按照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规范以及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批复要求在主要污水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应建立水污染物排放台账，按照 HJ 989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存

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水污染物排放宜满足 GB 8978更高等级或水平要求。

说明：钨冶炼行业执行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同时废水排放还需符合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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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冶炼企业应采用分流制排水方式。厂区应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要求

设计排水系统，钨冶炼工厂排水一般包括生活污水、化验室废水、萃余废水、含

氨废水（结晶母液、尾气冷凝水、APT洗水、离子交换洗柱水）、一般工业废

水（如循环冷却水排水）、含重金属废水（交后液、钨渣二次压滤洗涤水）、初

期雨水等，含重金属废水不应与其他废水混合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国家依

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

放污染物。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 1月 10日起施行）中

的第三条：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第五条：对污染物产生量大、

排放量大或者环境危害程度高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2020年 3月，

国家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HJ

1125-2020），明确了可排放限值、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和合规判定方法。钨冶

炼工厂应满足国家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c.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的贮存、转移和处置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8和 GB 18599等

相关标准的规定，在分类收集和处理固体废物的过程中采取无二次污染的预防措

施。

工厂宜针对自身产生的固体废物采用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处置、

利用方式。

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能力和资质的企业进行危险废物

处理。

工厂应建立危险固体废物处置台账，并保存处理记录。

说明：钨冶炼工厂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等有关标准和规定储存、处置和处理固体废物，制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落实管

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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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等要求进行性质判定，明确固体废物

类别，并采取相应污染防治措施。企业无法自行处置的危险废物，需委托具有能

力和资质的企业进行危险废物处置。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进

行管理。

d.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工人长期工作场所定期按 HJ 989

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

合 GB/T 12348的要求。

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噪声是指在工业

生产活动中使用固定的设备时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工厂厂界噪声应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规定。

e.温室气体

工厂被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的，应采用 GB/T 32150、《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生态环境部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

规范，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编制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载明排放量，报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定期公

开。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排放数据，清缴碳排放配额，公开交易及相关

活动信息。非重点排放单位的工厂宜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获得第三方核查声

明，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可行时，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

排放进行改善。

说明：根据 ISO 14064《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规范》，温室气体是任何会吸收

和释放红外线辐射并存在于大气中的气体。《京都议定书》中控制的温室气体包

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

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六类。我国已加入了一系列的涉及温室气体

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建立一套能

够量化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是工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基础。我国为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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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相应的标准，如《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 12月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

境部令 第 19号），自 2021年 2月 1日起实施。按照该办法，被生产经营场所

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工厂，应编制上一年度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载明排放量，报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并定期公开。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排放数据，清缴碳排放配额，公开交

易及相关活动信息。

非重点排放单位的工厂宜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获得第三方核查声明，核

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可行时，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7）绩效要求

说明：分别从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五大方面进行了规定。为充分体现可量化的特点，体现绩效指标的内容占比

权重最大，占 30%；绩效要求分为必选要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是工厂必须要

满足的内容，其比例为 6:4。其中，原料无害化要求绿色物料应使用钨渣、再生

钨原料和酸碱盐化工回收料或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的绿色物料。对于钨冶炼行业来说，

目前适用性较低，所占比重小。而生产洁净化与废物资源化对于本行业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因为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 32%、26%。

a.用地集约化

建设项目用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定，容积率应不低于

0.6。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有地方标准的，还应满足地方标准对容积率的

要求，或应满足立项批复文件对容积率的要求。工厂建筑密度应不低于 30%，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有地方标准的，还应满足地方标准对建筑密度的要求，

或应满足立项批复文件对建筑密度的要求。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地

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未发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

面积产值应超过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说明：用地集约化对工厂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进行了规定。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YkRav01yyKI5oUzMHTFmVikkZp1otPXqQZQwVZ7vqX2B7XuQSdHVZwRWX6eAcmTbM1esZUX-VtXbisL9Fitxa&wd=&eqid=9407f8670000d7c100000003598187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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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容积率、建筑密度应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要求，有地方标准的，还应满足地方标准规定，或满足立项批复文件的要求。

b.原料无害化

适用时，工厂绿色物料应使用钨渣、再生钨原料和酸碱盐化工回收料等或选

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

替代目录等，并应对其进行统计与识别，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工厂绿色物

料使用率宜达到 10%以上。

工厂宜选用品级高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低的钨精矿作为原料。

工厂宜将黑钨精矿、白钨精矿作为原料分开使用。

说明：钨冶炼企业使用的原料基本未包含在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中。钨渣的回收，受限于

当前技术水平现状，未实现产业化，再生钨原料供应不足，进口受限，但鼓励企

业尽可能地去利用这些绿色物料。冶炼企业普遍使用液氨、氯化铵等含氨物料，

应通过技术改造最大程度回收工艺过程的酸、碱、盐，逐步降低有害物质的使用

量，实现有害物质替代或循环利用。为最大程度降低钨冶炼企业生产过程对环境

造成的不利影响，鼓励企业选用品级高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低的钨精矿作为原料。

黑钨精矿含砷较高，为降低钨冶炼企业危险废物处理的难度、数量和成本，鼓励

企业尽可能将黑钨精矿、白钨精矿分开使用。

c.生产洁净化

对于钨冶炼企业，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单位

产品废水产生量，应通过同类型企业对比的方式，证明其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

对于钨冶炼企业，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单位

产品废水产生量，宜通过同类型企业对比的方式，证明其达到国际清洁生产领先

水平。

说明：对于钨冶炼行业，主要污染物除了氨、氨氮，还有本行业特有的重金

属砷等。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计算公式详见附录 A。

d.废物资源化

对于钨冶炼企业，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应通过同类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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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比的方式，证明其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平。

对于钨冶炼企业，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宜通过同类型企

业对比的方式，证明其达到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说明：对于钨冶炼行业，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并不适用。因此只对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进行了规定，其计算公式详见附录 A。

e.能源低碳化

对于钨冶炼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达到 GB 50919二级要求（钨精矿

WO3:65%）。宜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通过同类型企业对比的方式，

证明其达到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应依据 GB/T 32150、《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附录 A进行核算，单位产

品碳排放量宜逐年下降。

说明：对于新建的钨冶炼厂，其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优于同类型现有企业，

至少应满足 GB 50919二级要求值，宜达到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6.6 评价程序

规定了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组、制定

评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6.7评价报告

规定了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输出的评价报告的内容。

6.8规范性附录 A

给出了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表（涵盖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具体

评价要求）。

三、文件中如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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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文件通过在钨冶炼工厂的实际调研和验证，确定可用于钨冶炼行业绿色工

厂的评价工作。可以系统评价企业生产过程的能源、资源使用情况，进而有针对

性地进行节能、节水、节约原材料、减少污染物排放等工作，有利于推动我国钨

冶炼行业绿色发展，全面推动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工作。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

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已经于 2018年正式发布，本文件是

在 GB/T36132的基础上针对钨冶炼行业提出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基本要求章节涉及标准

工厂的合规性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50919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91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2、基础设施章节涉及标准

工厂的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计量设备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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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0902 《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通用设备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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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等级》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管理体系章节涉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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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RB/T 117 《能源管理体系 有色金属企业认证要求》

4、能源资源投入章节涉及标准

能耗指标应符合：

GB 50919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

资源投入应符合：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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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YS/T 231 《钨精矿》

DB21/T 1237 《行业用水定额》（辽宁省地方标准）

DB35/T 772 《行业用水定额》（福建省地方标准）

DB36/T 420 《江西省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

DB43/T388 《用水定额》（湖南省地方标准）

DB45/T678 《工业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5、产品章节涉及标准

GB/T 3457 《氧化钨》

GB/T 10116 《仲钨酸铵》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

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

6、环境排放章节涉及标准

大气污染物应符合：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水污染物应符合：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固体废物应符合：

GB 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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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噪声应符合：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温室气体应符合：

GB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发改办气候[2015]1722号）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 19号）

应符合的其他标准：

HJ 95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HJ 98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

HJ 112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7、绩效章节涉及标准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8、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A.1依据：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工信厅节函〔2018〕257号）

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不适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文件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目前，国际上尚未有国家发布绿色工

厂评价相关标准，国内已发布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有：GB/T 36132 《绿色工厂

评价通则》、SJ/T 11744《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YB/T 4771 《钢

铁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FZ/T 07004-2019 《纺织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5920352/c6290977/part/62916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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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SJ/T 11744《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

评价导则》技术框架下，2020年陆续发布了包括 T/CESA1096《LED灯制造业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T/CESA1086《液晶面板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T/CESA1088《微型计算机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T/CESA1080《动力锂离

子蓄电池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T/CESA1081《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业 晶

圆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等评价要求在内的电子行业 18项绿色工厂团体标准。

有色金属冶炼业正在编制行业评价标准。本文件在 GB/T 36132 《绿色工厂

评价通则》技术框架下，参照 YS/T1403《有色金属冶炼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报批稿）相关内容，突出了钨冶炼行业的特点，明确了绿色工厂评价的特性指

标，细化了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以及绿色绩效

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规范了评价方法，为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创建工作奠定标准

化基础，将进一步促进钨冶炼行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的技术内容是推荐性的，建议文件发布后即可实施，建议本文件由各

级人民政府的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推进实施。

钨冶炼行业如有行业用/取水定额、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清洁生产指标

体系等文件发布，本文件规定的相关指标值将适时修订。

评价过程中，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可将该项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

给同一级指标下同一类型（必选或可选）的其他评价要求。当平均分配无法除尽

时，其他指标项取 0.5的整数倍，余数分配给自上而下与其临近的第一个指标项。

十一、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政策需

要和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

的实施日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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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列标准

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录等。

产品碳足迹是指某个产品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所释放的直接和间接的温室

气体总量，即从原材料开采、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分销、使用到最终再生

利用/处置等多个阶段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的累加。产品碳足迹评价可采用或参

照相关国际标准和文献，包括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

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

温室气体排放采用 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和生态环境部今后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规范进行核算和报告。

文件引用的文件或其他文献还包括：《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

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1号）、《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

方评价报告》（工信厅节函[2018]257号）。

《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文件编制组

2021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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