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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信息 

1.1 编制目的 

通过对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调查和资料核查，分析木塑

地板（WPC）原料的获取、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评价该木塑地

板（WPC）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大小，提出对该木塑地板（WPC）绿色设计

改进方案，从而大幅提升该木塑地板（WPC）的生态友好性。 

1.2 申请单位信息 

机构名称：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2120414194657X9 

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工业集中区 

法人代表： 袁华寿 

联系人： 钱海庆 

联系方式：13852662858 

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座落在长江北侧的张甸镇工业园,紧邻宁靖

盐高速公路和 328国道．距杨泰机场约 50公里，距宁启铁路 10 公里，距国

家一级开发港口泰州港 16 公里，交通十分便捷。 

华丽公司是一家生产 PVC 中高档新型环保装饰材料的民营企业，2002 年

建公司初期，年生产能力仅为 100 万平方米低档产品，产值不足 2000 万元，

员工 50 人，经过这几年的打拼，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司不断

加大投入，与高等院校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到 2021

年 12 月份，占地面积已达到 45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拥有

固定资产 86880 多万元，产品的结构不断优化，劳动现代化程度逐步增强，

产业化和信息化技术已充分融合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中。企业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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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2880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 636 名，研发品管人员 212 人，

年生产能力 6000 万平方米以上高档产品，产品 99%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因受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21 年完成纳税销售 30 亿元。 

企业先后被评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五一劳动奖章”、 “江苏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认定企业中心”、

“泰州市重点实验室”、“节能降耗先进企业”、“江苏省明星企业”、“江

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泰州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泰州市双争创活动

先进单位”、 姜堰市“十佳民营科技企业”、“十佳明星企业”、“自营出

口先进单位”、“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市文明单位”、“泰州市五十强

企业”、“姜堰区十强企业”、“五星级工会企业”等。公司董事长袁华寿

荣获江苏省劳模、姜堰市优秀企业家称号。企业拥有进出口资格证书，先后

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管理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进入国

际市场的 CE认证。绿色环保塑料地砖深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 

1.3 产品基本信息 

表 1-1 产品基本信息表 

产品名称及型号 木塑地板（WPC） 6〞*48〞*7.5mm*0.3mm 

生产企业 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产品功能描述 

应用于家庭，医院，酒店，学校，商场，工厂，办公室等场所，防

水、防霉、静音和脚感好、安装方便快捷、环保方面也是很好的包括

甲醛释放量，重金属，Reach 法规、CE、floorscore 全部通过 

主要技术参数 

70℃尺寸稳定性≤0.2%，70℃加热翘曲≤1.0mm，剥离强度≥

50N/50mm，耐磨≥12000转，微耐刮≥A1B2，锁扣强度≥3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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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产品图片 

 

1.4 评价依据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GB/T 32161-2015）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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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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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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生命周期评价 

2.1 产品功能单元及系统边界 

2.1.1 产品说明 

本次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的目标产品为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的木塑地板（WPC），具体参数见表 1-1《产品基本信息表》。 

本次报告期数据选用时间范围为 2021.01.01～2021.12.31,报告期内

目标产品木塑地板（WPC）产量为 4472820 平方米。 

2.1.2 产品功能单位定义 

产品功能单位设定为“1平方米木塑地板（WPC）6〞*48〞*7.5mm*0.3mm”。 

2.1.3 产品系统边界 

本报告评价系统边界包括原材料获取、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这几个

生命周期阶段。 

2.1.4 软件与数据库 

本研究采用 Gabi 软件系统，建立了生命周期模型，并计算得到 LCA 结

果。GaBi 软件是一款依照 LCA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论原则设计的一款环

境影响分析软件，由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LBP 研究所和 PE 公司共同研发。

GaBi 具有数据集含量世界第一、图形界面透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提供了

根据生命周期评价和生命周期工程的各项目阶段进行系统评价或分布评价

的手法、解释与劣势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能够应用于产业界、研究领域和

环境咨询领域。Gabi 软件系统支持全生命周期过程分析，并内置了由

thinkstep 创建的 GaBi 数据库、瑞士的 Ecoinvent 数据库和 US 的 LCI 数

据库。其中，由 thinkstep 创建的 GaBi 数据库包含超过 7000 条可使用的

生命周期清单，是业界最大的内部一致性 LCA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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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2.2.1 数据取舍原则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在各阶段的统计过程中数据种类很多，应对

数据进行适当的取舍，原则如下： 

——原则上可忽略对 LCA 结果影响不大的能耗、零部件、原辅料、使

用阶段耗材等消耗。例如，小于产品重量 1%的普通物耗可忽略、含有稀贵

金属（如金银铂钯等）或高纯物质（如纯度高于 99.99%）的物耗小于产品

重量 0.1%时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物耗推荐不超过产品重量的 5%；  

——道路与厂房等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

耗和排放，可忽略；  

——原则上包括与所选环境影响类型相关的所有环境排放，但在估计

排放数据对结果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如小于 1%时）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

排放推荐不超过对应指标总值的 5%。  

2.2.2 数据分配原则 

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涉及到数据分配问题，特别是木塑地板（WPC）

的生产环节一条流水线上或一个装配车间里会同时生产多种型号的木塑地

板（WPC）。很难就某单个型号的产品生产来收集清单数据，往往会就某个

车间、某条流水线或某个工艺来收集数据，然后再分配到具体的产品上。 

2.2.3 数据收集 

清单数据收集包括现场数据收集及背景数据收集。现场数据主要包括

原材料获取中的原材料种类和使用量，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销售运输中的运输数据以及产品废弃处置过程中废弃物产生量；背景数据

主要包括原材料获取、产品生产、销售运输、产品使用以及产品废弃处置

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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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数据质量要求： 

（a）技术代表性：数据需反映实际生产情况，即体现实际工艺流程、

技术和设备类型、原料与能耗类型、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b）数据完整性: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指标、数据取舍准则、判断是否

巳收集各生产过程的主要消耗和排放数据。缺失的数据需在本项目 LCA 报

告中说明； 

（c）数据准确性：零部件、辅料、能耗、包装、原料与产品运输等数

据需采用企业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教据优先采用环境监测报告。

所有数据均详细记录相关的教据来源和教据处理算法。估算或引用文献的

数据需在本项目 LCA 报告中说明； 

（d）数据一致性：每个过程的消耗与排放数据需保持一致的统计标准，

即基于相同产品产出、相同过程边界、相同教据统计期。存在不一致情况

时需在 LCA 报告中说明。 

背景数据库质量要求： 

（a）完整性:背景教据库一般至少包含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百种主要

能源基础原材料、化学品的开采、制造和运输过程，以保证背景教据库自

身的完整性； 

（b）准确性:背景教据库需采用来自本国或本地区的统计数据、调查

数据和文献资料，以反映该国家或地区的能源结构，生产系统特点和平均

的生产技术水平； 

（c）一致性:背景数据库需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生命周期模型, 以保证

模型和数据的一致性。 

清单数据收集的具体过程如下： 

原材料生产阶段 

木塑地板（WPC）原材料构成相关数据通过企业生产统计，再结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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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测算得到。依据数据取舍原则，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

部分间接原料和生产设备耗材未纳入本报告的系统边界。 

原材料运输阶段 

原材料运输数据通过原材料供应商工厂地址，查询运输距离，结合运

输数量进行计算。 

产品生产阶段 

产品生产阶段主要资源和能源消耗数据来自生产现场耗能统计。本阶

段耗能按核算产品在该产线生产产量进行分摊计算。 

  



 

11 

 

第三章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本报告采用 Gabi 生命周期评价工具建立的环境影响评价模型，在本

报告中对申报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对全球气候变暖、酸化、资源消耗（化

石）等环境影响类别，结合生命周期清单结果，采用 CML2001 方法所提

供的特征化因子，对产品的环境影响类别进行量化计算，得到产品的环境

影响评价结果。 

表 3-1 环境影响类型指标 

环境影响类型指标 缩写 影响类型指标单位 

资源消耗（化石） ADP fossil MJ 

酸化 AP kg SO2 eq. 

全球气候变暖(100 年) GWP  kg CO2 eq. 

注：eq 是 equivalent 的缩写，意为当量。 

 

指标的特征化因子计算方式如下： 

ijji EFQEPEP ij ==   

式中：EPi—第 i 种环境类别特征化值； 

EPij—第 i 种环境类别中第 j种污染物的贡献； 

Qj—第 j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EFij—第 i 种环境类别中第 j种污染物的特征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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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CA 结果 

在 Gabi 上建模计算得产品功能单元的 LCA 计算结果，计算指标分为全

球气候变暖、酸化、资源消耗（化石）环境影响类别等指标； 

表 3-2 木塑地板（WPC）的 LCA 结果 

指标名称 单位 总量 

资源消耗（化石） MJ 708 

酸化 kg SO2 eq. 0.0866 

全球气候变暖(100 年)  kg CO2 eq. 26 

3.2 过程累积贡献分析 

过程累积贡献是指该过程直接贡献及其所有上游过程的贡献（即原料

消耗所贡献）的累加值。由于过程通常是包含多条清单数据。LCA 累积贡献

结果见表 3-3。以目标产品 GWP 过程累积贡献分析，目标产品生命周期各阶

段累积贡献情况为原材料生产>产品生产阶段>原材料运输阶段。因此，从

以上角度进行改进最为有效。 

表 3-3 木塑地板（WPC）LCA 累积贡献结果 

影响类型 ADP fossil AP GWP 

累计贡献 100.00% 100.00% 100.00% 

原材料生产 92.19% 87.95% 82.57% 

原材料运输 0.23% 0.63% 0.52% 

产品生产 7.58% 11.42%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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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确定性分析 

木塑地板（WPC）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指标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存在

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 LCA 的角度来说，研究对象的清单结果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全生命周期相关知识的不充分性。这种知识的不充

分性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数据的不确定性上。由于在收集数据的实际工作中，

不可避免受到时间，人力，物力，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限制并因此使得收

集到的信息存在不确定性。 

在原材料生产运输阶段，对于评价产品的物料消耗只涉及到重量方面

的数据，这方面数据能从生产厂家能获得质量较高的数据。但在统计过程

中，有些数据无法获取，如供应商的实际生产情况无法追溯，在评价过程

中按照取舍原则对数据进行了适当的取舍，这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存在不确

定性。 

产品生产阶段，生产厂在一条流水线上里会同时生产多种型号产品，

很难就单个型号的产品来收集清单数据，往往会就某个车间、某条流水线

或某个工艺来收集数据，然后再分配到具体的产品上；报告采用按产品在

该产线上的全年的产量进行分摊计算，数据分配过程使得收集到的信息存

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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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价产品工艺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