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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48—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8 年  第 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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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采选业》等 5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HJ 446—2008） 
二、清洁生产标准  铅蓄电池工业（HJ 447—2008） 
三、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HJ 448—2008） 
四、清洁生产标准  合成革工业（HJ 449—2008） 
五、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以上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清洁生产标准  印制电路板制造业》（HJ 450—2008）

代替《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行业》（HJ/T 314—2006）中印制电路板制造业的相关内容。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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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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为制革

工业（牛轻革）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制革工业（牛轻革）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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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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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革工业（牛轻革）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六类，

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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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工业（牛轻革）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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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66—87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 7479—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11914—91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70—200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5—200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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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指单位量（产量）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该类指标主要为

废水产生量及污染物产生量。 
3.3  牛轻革 

指以牛皮为原料采用铬鞣法进行鞣制的质量较轻、张幅较小的革。 
3.4  脱灰 

指将裸皮中的石灰和碱部分或者全部除去的操作过程。 
3.5  鞣制 

指皮蛋白质与鞣剂相结合，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过程，即由皮变成革。 

1 



HJ 448—2008 

3.6  加脂 
指将油脂直接施于革上的操作过程。 

3.7  涂饰 
指在干燥和整理后的皮革表面施涂一层有色的或无色的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薄膜的操作过程。 

3.8  粒面革、二层革 
在皮革加工中，较厚的动物皮需经过剖层机剖成几层，以获得厚薄一致的皮革，并获得数量更多的

皮革。剖下后动物皮生长毛带粒面的一层为头层皮，也叫粒面革；头层皮下面一层为二层革。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制革工业（牛轻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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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革工业（牛轻革）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制革工业（牛轻革）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原皮处理 
鲜皮保藏（冷冻保存）占 75%，

其他为低盐保藏（添加无毒杀

菌剂）并循环使用盐 

低温低盐保藏并循环使用

盐 
盐水浸渍 

2. 脱毛、浸灰 
无硫保毛脱毛，浸灰液循环利

用 
低硫保毛脱毛，浸灰液循

环利用 
低硫脱毛 

3. 脱灰、软化 CO2法脱灰 无铵脱灰 低铵盐脱灰 

4. 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高吸收、高结合铬

鞣及含铬液循环利用，或其他

环保型的非铬鞣  
低盐浸酸；少铬鞣制，含铬液循环利用 

5. 复鞣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占

80%以上 
无铬、无甲醛复鞣剂占

70%以上 

6. 染色 
高吸收染料，不使用国际上禁

用的偶氮染料 
高吸收染料使用 50%，不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偶氮染

料 

7. 加脂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可降

解加脂剂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

可降解加脂剂达到 90% 
高吸收、无卤代有机物、

可降解加脂剂达到 70%

8. 涂饰 
水溶性涂饰材料，不使用甲

醛，不含有害重金属 
水溶性涂饰材料占 80%以上，不使用甲醛，不含有

害重金属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企业规模 年加工牛皮 10 万（含）张以上 

粒面革
①/（m2/m2） ≥0.92 ≥0.90 ≥0.85 

2. 得革率 
二层革

③/（m2/m2） ≥0.63 ≥0.60 ≥0.56 
3. 取水量/（m3/m2） ≤0.32 ≤0.36 ≤0.40 
4. 水重复利用率/% ≥65 ≥50 ≥35 
5. 综合能耗

②
（折标煤）/（kg/ m2） ≤2.0 ≤2.2 ≤2.4 

三、产品指标 
1. 包装 可降解、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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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2. 产品合格率/% ≥99 ≥98 ≥97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水产生量
②/（m3/m2） ≤0.28 ≤0.32 ≤0.36 

COD 产生量
②/（g/m2） ≤630 ≤740 ≤850 

氨氮产生量
②/（g/m2） ≤45 ≤58 ≤72 

1. 废水 

总铬产生量
②/（g/m2） ≤3.5 ≤4.8 ≤7.2 

2. 固体

废物 
皮类固体废物产生量

②/
（kg/m2） 

≤0.5 ≤0.6 ≤0.7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无铬废物利用率/% ≥100 ≥90 ≥80 
2. 含铬废物利用率/% ≥75 ≥70 ≥65 
六、环境管理要求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废水排放、大

气排放执行国家相关或行业标准，符合制革工业污染防治政策 

2. 环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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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各种环境管理制度，特别

是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

物）的转移制度 

对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

境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

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

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3. 组织机

构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措施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

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检修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气管

理 
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

量，并制定严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 
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废物处理处置 

采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理处置方法处置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按照 GB 18599
相关规定执行；对含铬污泥等危险废物，要严格按照 GB 18597 相关规定进行危险

废物管理，应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应制定并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应当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 生产过

程环境管理 

厂区综合环境 
管道、设备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

流；厂区内道路经硬化处理；厂区内设置垃圾箱，做到日产日清  
5.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① 以单位原料皮计。 

② 以单位成品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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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见表 2。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车间或装置后进行累计。所有指

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GB 11914—91）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HJ/T 70—2001） 

氨氮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GB 7478—87）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GB 7479—8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 195—2005） 

总铬 

废水处理站

入口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 7466—87） 

每半个月监测一

次，每次监测采样

按照《地表水和污

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执行

注：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 

 

5.2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

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2.1  得革率 

指每加工 1 m2 原料皮得到的成品革的面积，得革率计算公式为： 

c

y

M
r

M
＝  

式中：r——得革率（成品革/原料皮），m2/m2； 
Mc——成品革面积，m2； 
My——原料皮面积，m2。 

5.2.2  取水量 
取水量指每生产 1 m2 成品革的取水量，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公式为： 

ui
iV

V
Q

=  

式中：Vui ——生产单位成品革取水量，m3/m2； 
Vi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m3； 
Q ——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成品革总产量，m2。 

注：工业生产的取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

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

（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 

5.2.3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是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计

算公式为： 

r

t

100%VR
V

= ×  

式中：R——重复利用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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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t——生产过程中总用水量，m3。 

注：企业生产过程总用水量是指：a.主要生产用水；b.辅助生产用水（包括机修、锅炉、运输、空压站、厂内基建

等）；c.附属生产用水（包括厂部、科室、绿化、厂内食堂、厂内和车间浴室、保健站、厕所等）。 

5.2.4  综合能耗 
指制革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成品革产量之比。 

z
ui

EE
Q

=  

式中：Eui——生产 1 m2 牛轻革的综合能耗（折标煤），kg/ m2； 
Ez——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综合能耗的消耗量（折标煤），kg；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注：综合能耗是牛轻革生产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

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直接用

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具体综合能耗

按照当量热值，即每千瓦时按 3 596 kJ 计算，其折算标准煤系数为 0.122 9 kg/（kW·h）。 

5.2.5  废水产生量 
指制革过程中，每生产1m2成品革产生的废水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 

c
ci

V
V

Q
=  

式中：Vci——生产1 m2成品革的废水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总量与成品革产量

之比值，m3/m2； 
Vc——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5.2.6  COD产生量 
指制革过程产生的废水中COD的量，该量可在废水处理站入口处进行测定。 

qc（COD） i V
Q

ρ ×
=  

式中：qc（COD）——生产1 m2成品革的COD产生量，g/m2； 
ρi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各生产环节COD产生质量浓度实测加权值，mg/L；  
V——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废水产生量，m3； 
Q——在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成品革总产量，m2。 

5.2.7  氨氮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COD产生量指标计算方法。 

5.2.8  总铬产生量 
计算方法参照COD产生量指标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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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附录） 
禁止使用的染料 

 

A.1  属MAK A1Ⅲ 的致癌芳香胺 4 种 

4-氨基联苯 
联苯胺 
4-氯-2-甲基苯胺 
2-萘胺 

A.2  属MAK A2Ⅲ 的致癌芳香胺 20 种 

4-氨基-3,2-二甲基偶氮苯 
2-氨基-4-硝基甲苯 
2,4-二氨基苯甲醚 
4-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3,3-二氯联苯胺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3,3-二甲基联苯胺 
3,3-二甲基-4,4-二甲基二苯甲烷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4,4-亚甲基-二（2-氯苯胺）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2-甲基苯胺 
2,4-二氨基甲苯 
2,4,5-三甲基苯胺 
2-甲氧基苯胺 
4-氨基偶氮苯 
2,4-二甲基苯胺 
2,6-二甲基苯胺 

A.3  含有汞、镉、铅或六价铬化合物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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