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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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化总体组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制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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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 商用制冷器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商用制冷器具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电机驱动压缩式机组的商用制冷器具，包括：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自携冷

凝机组商用冷柜、制冷自动售货机、商用制冰机等类似用途的商用冷藏冷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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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 总则 

GB/T 16716.2  包装与环境 第2部分：包装系统优化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861    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84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4001-2016, ISO 14001: 2015,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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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的检测方法（IEC 62321:2008,IDT） 

GB 26920.1～3 商用制冷器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31268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GB/T 32355.1  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值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JB/T 4330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定 

SB/T 10941 自动制冰机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1、GB/T 23384、GB/T 24001、GB/T 24040、GB/T 24044、GB/T 20861、GB/T 24256、

GB 26920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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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商用制冷器具 green commercial refrigeratio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极小、资源能源消耗

少、品质高的商用冷藏冷冻设备。 

注：全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回收及报废等各个阶段。 

3.2  

评价指标基准值  reference value of assessment indicator  

评价绿色商用制冷器具（3.1）而设定的指标限定值。 

3.3 

材料可回收利用率 material recoverability rate  

新产品中能够被回收利用部分（包括再使用部分、再生利用部分和能量回收部分）的质量之和占新

产品质量的百分比。 

4 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生产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满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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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标准清单，近三年无重大

质量、安全和环境事故。 

——生产企业的管理，应按照GB/T 19001、GB/T 24001和GB/T 23331分别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

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33635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机制、程

序，确定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生产企业应对产品主要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

相关质量、环境、能源和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24256的要求开展产品绿色设计工作，设计工作在考虑环境要求的同时，

还应适当考虑产品的耐用性、可靠性、可维修性、可重复使用性、可再制造、模块化、智能化以及对环

境产生不良影响部件的易拆解（分离）性和易回收性等，应形成产品生态设计方案。 

——生产企业应采用先进工艺和技术，不得使用国家、地方政府等有关部门限制、淘汰或禁止的技

术、工艺、装备及相关材料。例如以下情况（但不限于）： 

a) 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使用氢氟氯化碳、1,1,1-三氯乙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烯、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溴丙烷等物质作为清洁溶剂。 

b) 电子电路板以及类似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焊接应使用无铅焊接工艺。 

c) 生产过程中需要充注制冷剂或使用发泡剂的产品，不应采用消耗臭氧潜能值（ODP）大于零的

制冷剂、发泡剂。 

d) 生产过程中需要充注制冷剂的产品，应在生产现场配备并有效使用制冷剂回收装置。 

——生产企业的主要用能设备应满足相关国家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 

    ——产品质量水平，应要求满足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产品使用说明的内容应符合GB/T 5296.1的相关要求，并包含限用物质使用、需特殊处理材料

及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生产企业宜通过适当的方式发布产品拆解技术指导信息，信

息应便于相关组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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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91和GB/T 31268的相关要求。包装材质为纸盒（袋）者，满足GB/T 31268 

相关要求。 

——产品及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标识应符合GB/T 23384的相关要求。 

评价指标要求 

绿色商用制冷器具的评价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绿色商用制冷器具指标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1  
资源属

性 

可再生利用率 - ≥85% 

GB/T 32355.1电工

电子产品可再生利

用率评价值 

制冷剂ODP值

和GWP值 
- ODP=0，GWP≤600 提供证明材料 

发泡剂 - ODP=0，GWP≤150 提供证明材料 

2  
能源属

性 

远置冷凝机组

冷藏陈列柜能

效指数 

- 

≤50% 
依据GB 26920.1 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自携冷凝机组

商用冷柜能效

指数 

- 直冷柜 ≤40% 依据GB 26920.2 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风冷柜 ≤50% 

制冷自动售货

机能效指数 

- A级售货机或组合

型售货机 
≤75% 依据GB 26920.3 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B级售货机柜 ≤55% 

商用制冰机制

冰能耗 
kW.h/100kg 

 间歇

式 

分体

式 

水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135 

≤0.92（15.29-

2.72×10-2G） 

依据 SB/T 10941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制冰量 G（kg/24h） 

135≤G＜380 

≤0.92（12.89-

9.38×10-3G） 

制冰量 G（kg/24h） 

380≤G＜675 

≤0.92（9.82-

1.38×10-3G） 

制冰量 G（kg/24h） 

675≤G＜1000 
≤8.18 

风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135 

≤0.92（22.22-

6.09×10-2G） 

制冰量 G（kg/24h） 

135≤G＜360 

≤0.92（15.67-

1.23×10-2G） 

制冰量 G（kg/24h） 

360≤G＜675 

≤0.92（12.33-

3.11×10-3G） 

制冰量 G（kg/24h） 

675≤G＜1000 
≤9.42 

自携

式 

水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90 

≤0.86（21.11-

9.38×10-2G） 

制冰量 G（kg/24h） 

90≤G＜1000 
≤10.90 

风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50 

≤0.86（32.87-

0.232G） 

制冰量 G（kg/24h） 

50≤G＜90 

≤0.86（27.6-

0.1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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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制冰量 G（kg/24h） 

90≤G＜1000 
≤14.04 

连续式 

分体

式 

水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360 

≤0.86（14.4-

1.32×10-2G） 

制冰量 G（kg/24h） 

360≤G＜1000 
≤8.29 

风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140 

≤0.86（20.42-

3.11×10-2G） 

制冰量 G（kg/24h） 

140≤G＜370 

≤0.86（18.29-

1.58×10-2G） 

制冰量 G（kg/24h） 

370≤G＜1000 
≤10.72 

自携

式 

水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400 

≤0.88（16.89-

6.71×10-3G） 

制冰量 G（kg/24h） 

400≤G＜1000 
≤9.54 

风冷式 

制冰量 G（kg/24h） 

15≤G＜90 

≤0.88（31.6-

0.167G） 

制冰量 G（kg/24h） 

90≤G＜300 

≤0.88（21.04-

3.08×10-2G） 

制冰量 G（kg/24h） 

300≤G＜1000 
≤9.97 

3  
环境属

性 

铅 

mg/kg 

≤1000 依据 GB/T 26125

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必要时提供符

合《达标管理目录

限用物质应用例

外清单》的说明 

汞 ≤1000 

镉 ≤100 

六价铬 ≤1000 

多溴联苯 ≤1000 

多溴二苯醚 ≤1000 

邻苯二甲酸二

异丁酯 
≤1000 

依据GB/T 29786检

测，提供检测报告 

邻苯二甲酸

（2-乙基己基

酯） 

≤1000 

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 
≤1000 

邻苯二甲酸丁

苄酯 
≤1000 

包装中有害物

质（镉、铅、

汞及六价铬四

种物质）总含

量 

mg/kg ≤100 

依据GB/T 16716.2

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 

4  
品质属

性 
噪声 dB(A) 

不带冷却风扇的冷凝

机组 

P≤0.25 51 

依据JB/T 4330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0.25≤P≤0.5 53 

0.5≤P≤0.75 55 

0.75≤P≤1.5 56 

1.5≤P≤2.2 58 

2.2≤P≤3.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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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3.0≤P≤4.0 63 

4.0≤P≤5.5 65 

5.5≤P≤7 68 

带冷却风扇的冷凝机

组 

P≤0.25 53 

0.25≤P≤0.5 55 

0.5≤P≤0.75 57 

0.75≤P≤1.5 58 

1.5≤P≤2.2 60 

2.2≤P≤3.0 63 

3.0≤P≤4.0 65 

4.0≤P≤5.5 67 

5.5≤P≤7 69 

 

5 评价方法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绿色产品应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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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商用制冷器具可再生利用率计算方法 

A.1 可再生利用率 

商用制冷器具中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不包括能量回收部分）与商用

制冷器具总质量的百分比。 

A.2 可再生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商用制冷器具可再生利用率按式A.1计算： 

𝑅𝐶𝑦𝑐 =
∑ 𝑚𝑖

𝑛
𝑖

𝑀
× 100%                                           ……………………………（A.1） 

 

式中： 

     𝑅𝐶𝑦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Rcy 

mi ————第 i 种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产品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n————预期能够被再使用部分与再生利用部分的类别总数。 

A.3 可再生利用率计算准则 

A.3.1 以下需特殊资质处理的部分，和/或再生利用价值低的部分，其质量不计算在分子内。 

——润滑油(脂); 

——印刷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 

——不相容的混合塑料; 

——热固性塑料; 

——发泡材料; 

——含可吸入性玻璃纤维的不可机械拆分的零部件（不含覆铜板）; 

——使用填充性橡胶的不可机械拆分的零部件； 

——海绵、非金属胶带。 

A.3.2  用于辅助性功能，不能明确标注出具体成分的材料质量不计算在分子内。 

A.3.3  质量大于 25g 或表面积大于 5X10mm2 的塑料零部件，未在表面标注材料成分的零部件质量不计

算在分子内，因表面不能标注，但在说明书或网站加以标注说明的可以计算。 

A.3.4  以下部分，其质量可计算在分子内： 

——单一的热塑性材料或两种以及两种以上可以相容的混合塑料； 

——印刷电路板（不含元器件）中的覆铜板； 

——其它在 A.3.1~A.3.3 中未规定不能计算的部分； 

注：以上所提“分子”均指式 A.1 中的分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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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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