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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2006年第70号

HI／T 31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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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提高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等5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电镀行业(}I】／T 314--2006)

二、清洁生产标准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HJ／T 315--2006)

三、清洁生产标准乳制品制造业(纯牛乳及全脂乳粉)(HJ／T 316--2006)

四、清洁生产标准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HJ／T 317--2006)

五、清洁生产标准钢铁行业(中厚板轧钢)(HJ／T 318--2006)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2007年2月1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www．sepa．gov．cn／tech／hjbz／bzwb)查询。

特此公告。

20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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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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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为人

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制

定，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

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及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特点，将清洁生产

指标分为五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11月22日批准。

本标准自2007年2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1适用范围

ⅡJ／T 315—2006

清洁生产标准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

本标准规定了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

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2586热量单位、符号与换算

GB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 1718中密度纤维板

GB／T 17657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

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JB 2829工业锅炉热工试验

《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 林计通字[1996]6号

3术语和定义

3．1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中密度纤维板

指以木质纤维为原料，施加脲醛树脂或其他合成树脂及助剂，在一定的加工条件下，压制而成的

一种板材。通常厚度超过1．0lm，密度为450—880k∥m3。本标准以厚度为15Ⅲ、密度为750 kg／m3

的中密度纤维板为例(参见GB／T 11718)。

3．3综合能耗

指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经综合计算后所得的能源消耗量。

3．4南方

指在冬季不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林产工业设计节能技术规定》林计通字[1996]6号)。

3．5北方

指在冬季装设建筑采暖设施的地区。其中，对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厂，其

综合能耗指标在北方工厂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1．07的系数，辽宁省乘以1．03的系数(《林产工业设

计节能技术规定》林计通字[199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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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工艺废渣

指由生产过程和原料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废木片、树皮、锯屑、砂光粉等)。

4规范性技术要求

4．1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指标要求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见表l。

表1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绝干术材m-／(kg／矗) ≤820 ≤900 ≤940

南方≤170 南方≤310 南方。<340
2．综合能耗(标煤)／(ks／m3) 北方。<440北方，<200 北方≤390

二、产品指标

1．产品质量合格率／％ ≥98 ≥97 ≥95

2．甲醛释放量／(rag／100 g) ≤5 ≤9 ≤15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作业环境空气中甲醛质量

浓度／(蟛一) ≤0．3 ≤0．5

2．作业环境空气中木粉尘质

量浓度／(形d) ≤2 ≤3

3．作业环境噪声／dB(A) 按GBZ2中有关噪声规定执行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废水综合利用率／％ 100

2．工艺废渣综合利用率／％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t．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

产审核，并全部实施了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局《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2．环境审核 无、低费方案按照GB／T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

24001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 产审核；环境管理制度

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
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 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

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
数据齐全有效 数据基本齐全

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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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3．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生产和化验用的危险废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置

备料、干燥、热

磨、热压等主要工 严格按工艺操作规程

序的操作管理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训

4．生 生产设备的使用、
产过程 维护、检修管理制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环境管 度
理

生产工艺用水、

电、气的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事故、非正常生

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施及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5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项指标均采用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

于理解和执行。

5．1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生产中，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是在监测各作业环境的实际情况中得出的数值。其

采样点位置为现场操作人员经常暴露或定时停留在作业环境中的位置。

5．4本标准中定量指标为单位产品(以m3计量)指标。

5．5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5．1综合能耗(参见GB 2589)

综合能耗的计算，是将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在同一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除以合格产品总产

量。计算公式如下：

Za=历W

式中：屁～—中密度纤维板单位(产量)综合能耗(标准煤)，k∥m3；
彤——统计期内综合能耗总量(标准煤)，k；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总产量，m3。

综合能耗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W=zz+zb+z，+zs÷∑z

式中：忍——统计期内蒸汽总耗量(标准煤)，妇；
劢——统计期内电能总耗量(标准煤)，妇；

勿——统计期内耗油(重油、汽油、柴油)总量(标准煤)，kg；

历——统计期内耗水总量(标准煤)，妇；

∑z——统计期内其他能耗总量(标准煤)，k。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附录A。

注：制造胶粘剂所需要的能耗量不在此综合能耗计算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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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锅炉房的企业，其生产用蒸汽应根据蒸汽的压力、温度查焓值表，找出蒸汽中所对应的焙值除以锅炉的热效

率，经折算即是蒸汽折标准煤数值。

b．锅炉热效率的测定。通过锅炉热平衡测试，确定锅炉的热效率。锅炉热平衡的测试按部颁标准JB 2829的规定

进行。

e．企业外购生产用蒸汽应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能源计算规定进行折算。

d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耗油(重油、汽油、柴油)是指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中用于起重运输设备、加热油炉燃油

等的消耗。

e．能耗量测试。在企业生产正常、工况稳定时，进行能耗量测试。

f．测试仪表。企业能源计量仪表应符合国家关于《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试行)》的规定。

g．测试方法：

(1)蒸汽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蒸汽流量计，以计量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

蒸汽量。如出现中密度纤维板和其他产品有重复使用蒸汽的情况时，应按中密度纤维板实际使用的热能进行计算。

(2)电力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电度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电

量。

(3)重油、汽油、柴油消耗量的测试。对燃油的使用和消耗进行计量。

(4)水消耗量的测试。在中密度纤维板生产车间装设水表，以计算中密度纤维板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水量。

(5)压缩空气的能源消耗，以空气压缩机实际耗电量计算。

(6)厂区供电线路和供热管网的损耗，应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对产品的能耗量进行合理分摊。

(7)对上述各项测试数据，要求每班记录一次。

h．数据处理方法。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企业在统计期内，将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依据测试记录，按产

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的计算公式，并参照附录A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进行计算。

5．5．2绝干木材量 绝干木材量(kg／m3)=辜晕譬甏舞塞黜
5．5．3产品质量合格率产品质量合格率c％，=军莘妻篓葬鬈鬻x 100

注：合格产品要求按GB／T 11718中规定执行。

5．5．4甲醛释放量

穿孔法测定值，即用穿孔萃取法测定的从100 g绝干人造板萃取出的甲醛量。甲醛释放量按GB／T

17657中甲醛释放量穿孔法测定进行。

5．5．5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质量浓度和木粉尘质量浓度

作业环境中游离甲醛质量浓度和木粉尘质量浓度按《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6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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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I-tl／T 315——2006

平均低位发热量／
能源名称 单位 折标准煤系数

kJ(kcal)

电 kg／(kW·h) 11 840(2 828) 0．404 0

汽油 tee"k 43 124(10 300) 1 471 4

柴油 ke,／kg 42 750(10 zoo) 1．4571

原煤 ks／kg 20 934(5 000) 0．714 3

蒸汽 ks／kg 0．135 9

新鲜水 k∥t 0．257 0

软化水 ke／t 0．486 0

压缩空气(标态) k昏／m3 0．0404

绝千阔叶材 ks／kg O．629 5

绝干针叶材 k∥kg 0．662 3

注：①千克标准煤按29 308 Id／(7 000 keel)计算。

②原煤可采用实际测算的平均热值再折算为标准煤，也可采用表列数值。

③压力为12．75×105Pa(13 ks·￡，伽F)的饱和蒸汽，若锅炉效率为0．70时的折标准煤系数为0．135 9。

④表中各折算系数是指单位能源所折合成的千克标准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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