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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研究⽬标

I.3��系统边界

I.2��功能单元的定义

•原材料（⽊浆）的制造；

阶段。

整个研究都参考了��PAS��2050��和��ISO��14040/44。

•原材料（⽊浆）的运输；

使⽤RDC��的计算软件RangeLCA根据��Intertek��收集的数据进⾏计算。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产；

本研究的功能单元定义为：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包装；

加⼯��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环境⾜迹。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运输。

本研究受唐⼭三友远⼤纤维有限公司委托，在��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命周期评估��(LCA)��⽅法的⽀持下评估环境⾜迹

→温室效应、累积能源需求和⽤⽔量的所有结果均定义为“加⼯⼀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由唐⼭市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产，位于河北省唐⼭市南浦开发区希望路西侧。��063005。

本研究中包含的⽤于执⾏测量的过程是：

⽬标是专注于评估产品从摇篮到⼤⻔的温室效应、累积能源需求和⽤⽔量，⽆需产品维护、使⽤阶段和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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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地理区域和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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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cn

产品的制造、包装和运输阶段所考虑的地理区域是中国。
计算是根据��2021��年��2��⽉⾄��2021��年��7��⽉收集的主要数据（与⽣产相关）进⾏的。

所有流程（来⾃��LCA��数据库的⽣命周期清单）都是从��2000��年到��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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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过程的收⼊和结果的描述

•来⾃另⼀个过程的⼀个（或多个）物质流

采⽤⽣命周期评估��(LCA)��⽅法进⾏分析。这包括考虑实现功能（称为功能单元，⻅第⼀章）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环境影响。

•⼀个（或多个）物质流输出到另⼀个过程

•每个过程的数据研究：消耗和排放（“基本流”）。

所使⽤的⽅法可以估计排放量，并随后评估所研究系统整个⽣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此“⽣命周期评估”在��ISO��14040:2006��和��ISO��14044:2006��
规范中标准化，描述了实现⽣命周期评估的不同步骤。使⽤��RDC��的计算软件��RangeLCA��进⾏计算。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

图��II-1：模型树中的流程⽰意图

分析的主要步骤如下：

•污染物排放（空⽓、⽔、⼟壤中）

每个过程的特点是：

•为每个研究的系统细化进程树

⼀旦确定了所有流程，它们的集成就可以设置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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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导致相同环境问题的不同基本流的等效（表征）因素，将所研究系统的环境影响分为表��II-1��中提到的环境影响类别。

累计能源需求

表��II-1：考虑的影响类别和参考单位

IPCC��2007��与��C��⽣物成因，GWP��100��年
累计能源需求，不可再⽣能源资源总量（化⽯和核能及其他）

所研究的功能单元的建模最终形成⼀个过程树，旨在使对不同系统的建模和区分⽣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影响成为可能。环境平衡是通过汇总不同过
程的基本流量来计算的。因此，所有基本流程，⽆论是直接流程还是间接流程，都⾃动归属于功能单元。

2009��年⽤⽔量（不含海⽔；计算冷却⽔）

在评估阶段，根据对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将不同的排放量分组。对于每个类别，将⼀些特定的表征因素与每个排放值相关联，以表达
这种影响以通⽤单位表⽰的环境（例如“g��eq.��CO2”表⽰温室效应的克当量）。

公⽄当量⼆氧化碳

⽴⽅⽶耗⽔量

因此，可以量化和评估对环境的影响，并确定最有影响的阶段。

乔丹

随后，可以采取⼀些措施来防⽌或限制这些阶段的影响。��LCA��⽅法还有助于防⽌对仅将环境损害从⼀个阶段转移到另⼀个阶段的⽣命周期阶段
做出决策。

温室效应是全球变暖的⾃然过程，它涉及地球的辐射平衡。这是由于⼤⽓中的温室⽓体��(GHG)��排放主要是⽔蒸⽓（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最⼤）、⼆
氧化碳��(CO2)和甲烷(CH4)。温室⽓体吸收红外线辐射并增加⼤⽓温度。

温室效应��(GWP)

由于⼈类活动导致温室⽓体排放增加，这种现象��-��起源于⾃然��-��正在成为问题。

第��6��⻚，共��21��⻚

表征因素的来源

II.2.1��温室效应

影响类别
单元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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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

甲烷��(CH4)

（直接，100��年）

系统对温室效应类别的贡献是通过使⽤给出基本流量之间等价性的特征因⼦来计算的。

IPCC-温室效应（直接，100��年）

表��II-2：温室效应类别的表征因⼦

碳

X

六氟化物��(SF6)

如果要将结果传达给只有很少��LCA��背景的⼈，CO2��eq.排放量可以通过汽⻋转换为公⾥数，以便为它们提供易于理解的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以下⽐
率：⼀辆汽⻋排放约��140��克千克当量。每公⾥⼆氧化碳排放量

每种温室⽓体都有不同的升温潜能值。该潜⼒是根据⼆氧化碳的升温潜⼒和时间跨度（此处为��100��年）计算得出的。每
种温室⽓体都被分配了⼀个特征因⼦，表⽰在考虑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值时，该温室⽓体的升温潜能值与��CO2（其因⼦
特征定义为��1）相⽐重要多少倍。使⽤的表征因素取⾃��IPCC��2007（政府间⽓候变化专⻔委员会）。

克当量。⼆氧化碳

克当量。⼆氧化碳

25

G

X

IPCC-温室效应

IPCC-温室效应（直接，100��年）

⼀氧化⼆氮(N2O)

克当量。⼆氧化碳

(⼆氧化碳)

X

克当量。⼆氧化碳

G

硫

此类别包括所有温室⽓体的影响，包括⽣物碳，并以��kg��eq��表⽰。

G

柴油、电⼒等的消耗不是基本流量（环境影响），⽽是产⽣基本流量的过程。基本流量是⽤于⽣产电⼒、柴油……的主要能源资源，这些资源都列在数据库中。这
些过程的��LCI（⽣命周期清单）以质量为单位给出⼀次能源资源的消耗（例如，公⽄⽯油、铀矿⽯、天然⽓等）。

1

四氟化物��(CF4)（直接，100��年）

克当量。⼆氧化碳

IPCC-温室效应 X

IPCC-温室效应（直接，100��年） 22,800

该类别的影响及其分类因素⻅下表。

G

7,390

X

298

G

平均法定欧洲销售额是��123-1-g-km.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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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洲的平均燃油效率。��http://www.latribuneauto.com/reportages-69-4022-les-emissions-de-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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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名称 类别
单元

系数操作员影响
单元

II.2.2��累计能源需求

影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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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来源：ecoinvent，report��n°3）和关于��Buwal��因⼦的铀（核能资源）（ETH，1996��年）。

确定提取的⽔是否代表潜在损害的标准是：“这种⽤⽔量是否会阻⽌其他⽤⼾使⽤⽔”。换句话
说，“⽔在使⽤后仍然以相同的形式存在吗？”例如，当从井中提取⽔时，它会阻⽌这些⽔以相同的
形式⽤于其他⽬的，从⽽成为⼀种有限的资源。��“⽤⽔量”类别包括来⾃湖泊和河流、⽔井和公共
⽹络的⼯艺⽤⽔。不包括⽤于冷却（开路）和⽔⼒发电（通常称为涡轮机⽔）的⽔。它以��m³��表⽰。在
制造业⽤⽔核算中，重点是净⽤⽔量，即取⽔量（进⽔）和排⽔量（出⽔）之差。

如果⼀个过程提供了多个功能，即提供多种商品和/或服务（通常也称为“共同产品”），则它是“多功能的”。

只考虑不可再⽣能源。影响以初级��MJ��表⽰。

表征因素允许汇总以��MJ��表⽰的“不可再⽣能源消耗”类别中的⼀次能源消耗。聚合是根据材料的热值（HHV��表⽰��MJ/kg）进⾏的。表征因
素基于影响类别“累计能源需求��-

图��II-2：具有多种投⼊产品和资源消耗的多功能流程，以及产⽣的各种废物和排放物（来源：ILCD��⼿册）

2

II.3��主要⽅法问题

SHAH01427486

作者：Niels��Jungbluth��ESU-Services��Ltd��和��Rolf��Frischknecht（前⾝）ecoinvent��中⼼，Empa；评论：Hans-Jörg

数字：

Althaus、Gabor��Doka、Roberto��Dones、Gerald��Rebitzer��和��Olivier��Jolliet；最后更改：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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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合作⽤过程中捕获⽣物⼆氧化碳；和，

到⼀些分配标准。

当⽣产系统⽆法分离时定义分配。

•焚烧或降解时会排放⽣物碳（如CO2或CH4）�。

在所研究的系统中，⼯⼚的��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产⼯艺需要分配规则：

从理论上讲，这两个过程的总和应该是中性的，并且包含⽣物碳不应影响��LCA��结果。

联产品被定义为“在研究的产品系统和⼀个或多个其他产品系统之间划分过程或产品系统的输⼊或输出流”。��[来源：ISO��14044:2006]。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硫酸钠

⽤于解决多功能性的��ISO��层次结构如下：

根据��ISO��14044:2006，在⽆法避免分配的情况下，系统的输⼊和输出应在其不同产品或功能之间进⾏分区，以反映它们之间的潜在物理关系；即它们应
该反映输⼊和输出因系统提供的产品或功能的数量变化⽽改变的⽅式。

余额可能不中性的三个原因：

•多功能过程的细分：专⻔针对单⼀副产品的操作从研究范围中删除（⽤于在⽟⽶种植后⼲燥⽟⽶粒g��的⽅法）。这种解决⽅案并不总是可⾏的。

每个⽣产过程的投⼊和产出的海量数据都没有完成，因此在本研究中使⽤产品数量进⾏联产品分配。

•系统扩展：通过包含产⽣类似输出所需的流程来扩展系统边界。例如，如果作为副产品产⽣的可⽤量的蒸汽以这样⼀种⽅式使⽤，即它可以避免通
过更传统的⽅式产⽣蒸汽，则可以减少避免的蒸汽产⽣的环境负荷。⼀个常⻅的实际问题是，并⾮总是能够辨别蒸汽将如何产⽣。

考虑排放和清除来分析⽣物碳。在实践中，天然材料（如⽊浆）：

•联产品之间的分配：根据联产品之间的输⼊和输出划分

第��9��⻚，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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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碳没有排放，并在产品或技术领域⻓期存在于技术领域。

•⼀些碳以甲烷的形式排放，具有更⾼的��GWP：例如，在垃圾填埋期间

•当研究从摇篮到⼤⻔时：在不考虑产品寿命结束的情况下，碳储存

图��II-2：⽣物碳循环

⽊材残渣/纸浆。但是，这不适⽤于本研究；

废物（延迟排放的概念）：不适⽤，因为本报告没有考虑在分配步骤之后发⽣的⽣命周期阶段。

（⽊浆中的碳）被考虑在内，⽣物碳循环不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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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1��6120��6060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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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1��6120��6060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cn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传真：+86��21��6127��9708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

SHAH01427486

⽊浆⽣产数据由三友远⼤供应商提供，但未经Interte核实。

数字：

TANGCELL®��制备过程中的材料/资源/能源消耗
三友远⼤的ECOTANG®粘胶纤维

三、研究系统

3

III.1��原始数据

第��11��⻚，共��21��⻚

表��III-1：原始数据收集——⽣产��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材料、能源、包装消耗、运输、废物产⽣和排放

0.0095

公⽄/公⽄

消耗

制造⽤化学原料

软⽔处理

1.5972

0.5564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产、软⽔和废⽔和废⽓处理的原始数据由唐⼭三友远⼤纤维有限公司收集并提供。下表��III-1��列出了材料、能源、包装消耗、运输、
⽣产��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废物产⽣和排放。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次氯酸钠

公⽄/公⽄

0.0587

0.0961

物品

0.5009

副产品：⽆⽔硫酸钠

硫酸锌

公⽄/公⽄

克/公⽄

硫酸

产品名称：

公⽄/公⽄

絮凝剂

克/公⽄

0.0102

公⽄/公⽄

0.0002

单元

3.9831

⽊浆

⼯业盐

添加剂

公⽄/公⽄

克/公⽄

0.6807

上油剂

出于保密考虑，未报告⽊浆⽣产的活动数据3�。

每��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材料消耗

功能单元：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硫化碳

硬质合⾦渣浆

产品信息

1.0000 公⽄/公⽄

烧碱

公⽄/公⽄

废⽔处理

克/公⽄

1.0590

5.0777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三友远⼤的ECOTANG®粘胶纤维
TANGCELL®��制备过程中的材料/资源/能源消耗

电话：+86��21��6120��6060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www.intertek.com.cn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5.9760

21.9986

1.6590

物品

地丝

公⽄/公⽄

乘船

公⽄/公⽄

软⽔（碳酸钙含量少

公⽄/公⽄

氮

0.0574

克/公⽄

能源和资源消耗

公⾥

打包

每��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1.7435

1.4291

3.9480

废丝

功能单元：

公⽄/公⽄

公⽄/公⽄

运输

32.3060

⽣⽔

0.0347

0.0581

30.6047

公⽄/公⽄

液体碱

公⾥

污泥

⽤卡⻋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5.0855

隔离

克/公⽄

公⽄/公⽄

产品名称：

包装条

克/公⽄

845.3840

蒸汽（热值：3.0318��MJ/kg）

0.00045

单元

0.0204

废⽓处理

公⾥

克/公⽄

废⽔

乘⽕⻋

0.6268

柴油机

产⽣的废物

克/公⽄

千⽡时/公⽄

梭织布

电

克/公⽄

4,087.0266

消耗

SHAH01427486数字：

第��12��⻚，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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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资料

Intertek��Testing��Services��Ltd.,��Shanghai��上海天
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上海市宜⼭路��801��
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电话：+86��21��6120��6060��传真：
+86��21��6127��9708��
www.intertek.com��
www.intertek.com.cn

热，重燃料油，⼯业炉��1MW，RER��[#1582]

电⼒，在⻛⼒发电⼚，RER��[#2293]

热，在硬煤⼯业炉��1-10MW，RER��[#850]

热量，⽣物垃圾，垃圾焚烧⼚，分配价格，CH��[#6723]

有机化学品，植物，GLO��[#382]

⽆机化学品，植物，GLO��[#264]

电⼒,��PV,��3kWp��⽴⾯安装,��多硅,��⾯板,��安装,��CH��[#1750]

卡⻋，铰接式��34t-40t，乡村，30��l/100km，100%��Euro��4，坡度：0%。电⼒供应出现在不同的电压⽔平（110��V、220��V...）。总损失数据来⾃��IEA��
数据源（2009��年数据）和电⼒数据

⼆硫化碳，在⼯⼚，GLO��[#7247]

电⼒、⽯油、发电⼚、UCTE��[#6047]

运输,��跨洋货船,��OCE��[#1968]

使⽤的⼆⼿数据总结如下：

电⼒、核能、发电⼚、UCTE��[#1456]

氢氧化钠，50%��在��H2O��中，⽣产组合，⼯⼚，RER��[#336]

硫酸，液体，⼯⼚，RER��[#350]

电⼒、天然⽓、发电⼚、UCTE��[#1376]

电⼒、⽔电、发电⼚、FR��[#933]

操作,��货运列⻋,��RER��[#1977]

电⼒,��硬煤,��在发电⼚,��CN��[#11087]

热量，天然⽓，⼯业炉��>100kW，RER��[#1351]

电⼒，⽣物垃圾，垃圾焚烧⼚，分配价格，CH��[#6718]

SHAH01427486数字：

第��13��⻚，共��2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中国

85.12% 国际能源署��2019��年数据

太阳的

国际能源署��2020

数据

中国

⻛核⽔电 ⽣物燃料+废物源

表��III-2：使⽤的电⼒组合4

⽓体

表��III-3：中国平均供热组合2

使⽤“国家特定的剩余电⽹组合，消费组合”。特定国家是指发⽣⽣命周期阶段的国家。这可以是欧盟国家或⾮欧盟国家。剩余电⽹组合表征⽆⼈认领、未跟踪或公
开共享的电⼒。

油

1.61%

产热对环境的影响是根据��EcoInvent��的⽣命周期清单计算的，该清单遵循不同的产热组合。

每个电压等级的损耗均基于��EcoInvent��建模（总损耗的��7%��发⽣在⾼压，13%��发⽣在中压，80%��发⽣在低压等级）。

煤炭 天然

3.46%

0.75%

区域

64.13%��2.80%��0.14%��4.70%��17.12%��6.04%

11.20% 2.94%

地理

第��14��⻚，共��21��⻚

4 使⽤��IEA��数据是因为这些数据是最新的可⽤数据。

数字： SHAH01427486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www.intertek.com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cn

电话：+86��21��6120��6060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

⽣物燃料��+
⽓体

煤炭 来源
浪费

油
地理区域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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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和限制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电话：+86��21��6120��6060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www.intertek.com
www.intertek.com.cn

KG��CO2��EQ./KG��粘胶纤维 百分⽐份额
纤维

相位贡献

碳⾜迹

IV.1.1��温室效应

IV.1��结果

数字： SHAH01427486

第��15��⻚，共��21��⻚

0.0214

全部的

44.40

2.1477

0.1450

下⾯的表��IV-1��和图��IV-1��所⽰的图表按阶段显⽰了详细的结果：

产品运输

与��1��kg��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相关的温室效应为4.29��kg��CO2-eq。

产品包装

1.9049

产品的结果显⽰在下表和图中。该研究的功能单元⽤于处理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灯丝⽣产

1.67

100.00

原料运输

原材料

0.50

4.2904

50.06

0.0715

3.38

表��IV-1：1��kg��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碳⾜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645

12.53

35.7296

图��IV-1：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碳⾜迹

4.4771

3.33

全部的

1.1903
产品包装

产品运输

1.800.6439
灯丝⽣产

（功能单位：kg��CO2��eq./kg��粘胶纤维）

76.00

表��IV-2：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累积能量需求

原料运输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碳⾜迹

27.1538

下⾯的表��IV-2��和图��IV-2��中显⽰的图表按阶段显⽰了详细的结果：

原材料

与��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相关的累积能量需求为35.73��MJ。

6.34

100.00

第��16��⻚，共��21��⻚

累计能源需求

百分⽐份额
相位贡献

MJ/KG��粘胶纤维

IV.1.2��累计能源需求

产品包装

SHAH01427486

5.0000

0.0000

产品运输

数字：

纤维⽣产

1.0000
原材料

4.0000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2.0000
原料运输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6��21��6120��6060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cn
www.intertek.com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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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6

0.33

1��kg��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耗⽔量为0.11��m3

产品包装

图��IV-2：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累积能量需求

55.58

灯丝⽣产

0.1051

原料运输

0.0001

0.0003

原材料

0.0460

（功能单位：MJ/kg粘胶纤维）

表��IV-3：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耗⽔量

100.00

0.0004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累积能量需求

.

0.25

0.0584

下⾯的表��IV-3��和图��IV-3��中显⽰的图表按阶段显⽰了详细的结果：

0.07

产品运输

全部的

电话：+86��21��6120��6060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cn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www.intertek.com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

M3�/KG粘胶纤维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耗⽔量

百分⽐份额

IV.1.3��耗⽔量

相位贡献

纤维⽣产

原材料

30.0000

10.0000

产品包装

原料运输

SHAH01427486

40.0000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20.0000

数字：

产品运输

0.0000

第��17��⻚，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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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耗⽔量
（功能单位：��m3�/kg粘胶纤维）

图��IV-3：1��公⽄��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的耗⽔量

Intertek��Testing��Services��Ltd.,��Shanghai��上海天
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上海市宜⼭路��801��
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电话：+86��21��6120��6060��传真：
+86��21��6127��9708��
www.intertek.com��
www.interte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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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

SHAH01427486

0.1200

0.0800

产品运输

数字：

纤维⽣产

原材料

0.0200

0.0400

0.1000

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

0.0600 原料运输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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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研究的局限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6��21��6120��6060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cn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www.intertek.com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86��21��6127��9708

第��19��⻚，共��21��⻚

结果仅在本报告所述假设所定义的情况下有效，并且如果这些条件发⽣变化，它们可能会发⽣变化。通过进⾏敏感性分析可以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在⽣产过程中，产品数量⽤于本研究中的联产品分配。

⽤于研究的⼆⼿数据主要来⾃瑞⼠数据库��EcoInvent��2.2。即使这是世界上使⽤最⼴泛的⼀种，使⽤本地数据可能会提⾼针对中国情况的数据精度。

研究中不考虑使⽤阶段和寿命终⽌阶段。

对于��Tangcell®��EcoTang®��粘胶纤维⽣产阶段，⽆⽔硫酸钠作为副产品⽣产。在划分输⼊和输出时

⽣命周期库存数据由瑞典三友远⼤的供应商提供，但因可访问性原因未经过��Intertek��验证。

该研究评估了从摇篮到⼤⻔的影响。不考虑产品的使⽤阶段和其他寿命终⽌阶段。

环境负担

表��IV-4：⽅法选择

本报告及其结论供第三⽅使⽤或⽤于本报告未明确提及的⽬的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不能得到保证。

分配

结果是在上述表IV-4中提出的假设下计算的。

数字： SHAH01427486

选择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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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释——结论

第��20��⻚，共��21��⻚

电话：+86��21��6120��6060
传真：+86��21��6127��9708

上海天祥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Block��B,��Jinling��Business��Square,��No.801��YiShan��
Road,��Shanghai,��China.��200233��

www.intertek.com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宜⼭路��801��号⾦陵商务⼴场��B��座��200233��
www.intertek.com.cn

4.2904

•
•

粘胶纤维
Tangcell®��EcoTang®

•

同样，原材料⽣产阶段和纤维⽣产阶段分别占⽤⽔量的��56%��和��44%。

表��V-1：结果概览

纤维⽣产阶段对累计能源需求的贡献最⼤，约为��76%。原材料⽣产阶段约占13%。

结果概览⻅表��VI-1。

原材料（即⽊浆）⽣产贡献了⼤约��44%��的全球变暖潜能值，⽽纤维⽣产占��50%。

LCA��研究表明：

0.105135.7296

•产品包装和运输的效果相对有限。

数字： SHAH01427486

⽔

(兆焦⽿)

累积
消耗影响产品 能源需求

温室

(M3�)(KG��CO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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