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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清洁

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等３项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６７号

为了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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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推动我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石
油炼制业》等３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

ＨＪ／Ｔ１２５—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ＨＪ／Ｔ１２６—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ＨＪ／Ｔ１２７—２００３　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 （猪轻革）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有关标准信息可从以下网站查询：

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
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网站 （ｗｗｗ．ｃｃｐｐ．ｏｒｇ．ｃｎ）
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ｏｒｇ．ｃｎ）
特此公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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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为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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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

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并为制革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制革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并可用

于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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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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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因而本标准也需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

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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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类。考虑到皮革

制造业的特点，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六类，即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生产工艺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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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四川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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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 （猪轻革）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制革行业 （猪轻革生产过程）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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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ＧＢ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定义

３１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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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４　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制革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 一级：国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 二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 三级：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列于表１。

表１　制革行业 （猪轻革）清洁生产标准①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企业规模 　年产猪皮３０万张以上 （含）

　２原辅材料的选择

　生产猪轻革的主要原料为猪皮，脱毛、鞣制的化学原料，皮革染色用的
染料及加脂剂等。选择原料的原则是无毒或低毒，与革结合紧密，利用率

高，进入废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后处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

负面影响或影响轻微。

　３得革率② （原皮）／（ｋｇ／ｋｇ）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２８

粒面革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６

二层革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６

其他革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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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得革率② （原皮）／（ｍ２／ｍ２）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６０

粒面革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９０

二层革 ≥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５０

其他革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２０

　得革率② （原皮）／（ｍ２／ｋｇ） ≥０４２ ≥０３９ ≥０３６

粒面革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９

二层革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０

其他革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４水回用率 （％） ≥６５ ≥６０ ≥６０

　５耗水量 （原皮）／（ｔ／ｔ） ≤４７ ≤５２ ≤６２

　６耗电量 （原皮）／（ｋＷ·ｈ／ｔ） ≤３６０ ≤４５０ ≤５４０

　７耗煤量 （原皮）／（ｔ／ｔ）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３８
　８综合耗能（标准煤／原皮）／（ｋｇ／
ｔ）

≤４４０ ≤４８０ ≤５４０

　二、生产工艺指标

　１原皮处理

　鲜皮加工 （冷冻保存） ≥５０％ ≥２０％ —

　低盐保藏 （添加无毒防腐

剂）
≤５０％ ≤８０％ １００％

　２脱毛
保毛法

酶法＋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３脱灰、软化 ＣＯ２法＋酸法 酸５０％＋铵盐５０％法 酸３０％＋铵盐７０％法

　４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

高吸收铬鞣

低盐浸酸高吸收铬鞣或

少铬鞣法

铬鞣废液浸酸

少铬鞣法

　５复鞣、染色、加脂

　高吸收、无毒复鞣剂 １００％利用 ≥８０％利用 ≥７０％利用

　高吸收染料 １００％利用 ≥９０％利用 ≥７０％利用

　高物性、可降解加脂剂 １００％利用 ≥８０％利用 ≥６０％利用

　６涂饰

　水基涂饰原料 ≥９９％使用 ≥９５％使用 ≥９０％使用

　甲醛占涂层固定剂总量的
百分比

０ ≤５％ ≤１０％

　三、产品指标

　１包装 　天然物料织物、可降解合成织物或可回收合成织物

　２产品合格率 （％） ≥９９ ≥９８ ≥９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注１

　１废水产生量／（ｍ３／ｔ） ≤４５ ≤５０ ≤６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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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２ＣＯＤ产生量／（ｋｇ／ｔ） ≤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０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原皮废料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２废毛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３革灰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４革坯边角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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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环境审核

　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 行 审 核；按 照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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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

进行了审核；环境管理

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制革行业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４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耗、水耗有考核，
对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各种人流、物流包括人的活动区域、物品堆存区域、

危险品等有明显标识，对跑冒滴漏现象能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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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　原皮指经过盐腌制的盐湿皮，如采用鲜皮生产，换算公式为：
鲜皮重量＝盐湿皮重量／１１１

②　得革率以三种单位计，达到其中任意一种即可。

注１：指单位盐湿皮的污染物产生量。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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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产生指标均指末端处理之
前的指标。

５２　以下给出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２１　废水产生量

废水产生量指制革工艺中各个环节产生的废水总量，其产生量由各生产环节实测得到。

５２２　ＣＯＤ产生量
ＣＯＤ产生量指制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ＣＯＤ总量，即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放的ＣＯＤ总量之和。
各生产环节排放口排放的ＣＯＤ总量＝ＣＯＤ浓度×排水量 （实测值）

ＣＯＤ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ＧＢ１１９１４—８９）。
５２３　水回用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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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回用率 （％） ＝生产总用水量 （ｔ） －新鲜水用量 （ｔ）
生产总用水量 （ｔ） ×１００

５２４　得革率

得革率 （原皮） ＝最终产品重量 （ｋｇ）
原皮重量 （ｋｇ）

得革率 （原皮） ＝最终产品面积 （ｍ２）
原皮面积 （ｍ２）

得革率 （原皮） ＝最终产品面积 （ｍ２）
原皮重量 （ｋｇ）

６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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