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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CTC）简介

仪器设备
研发与销售认证检验 延伸服务

检验：提供千种建材和建筑工程检测服务，涉及八大类别检验，依据标准提供各种用途的检测报告。

认证：提供有关安全、健康、环保、高品质材料等多方面的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服务。

仪器设备研发与销售：水泥、玻璃成套检测仪器及其他建材产品、部品检测仪器和设备。

安全环保：安监总局批准的四家“全国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单位”之一，

唯一建材行业评审机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技术服务与评审

延伸服务：标准制定，能力研制，标准物质，人员、技术培训，科研开发等。

安全环保

CTC：建筑建材领域极具规模、综合性、第三方检验认证服务机构



一、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CTC）简介

检验资质

 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

 资质认定授权证书

 实验室认可证书

 检查机构认可证书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北京市级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机构

 室内环境检测单位

 住建部建筑门窗节能性标识实验室

 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

认证资质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证书

 产品认证机构认可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证书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低碳产品认证资质

其他资质
 全国绿色建材三星级评价机构

 能力验证计划提供者认可证书

 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单位

 碳交易权核查



一、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CTC）简介

专利：近五年来，CTC共申请专利137项，其中发明专利56项，实用新型专

利76项，外观设计专利5项。

标准：近五年来，完成标准制修订157项，其中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47项，

行业标准107项，协会标准1项；在研标准153项，其中国际标准5项，国家标

准75项，行业标准73项。

国际标准：已正式发布3项国际标准ISO 13124、 ISO 17095、ISO 18558。

在研ISO国际标准3项、IEC国际标准2项

专利与标准成果



一、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CTC）简介

绿色建材相关工作基础（部分）

相关科研项目

2000年科技部公益基金 生态建材制品检测技术及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

“十一五”科技支撑 绿色建筑材料标准、评价技术和认证体系研究

“十一五”科技支撑 化工产品和建筑材料关键产品生态设计技术开发

“十二五”科技支撑 典型地区建筑工程用建筑材料全生命周期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十二五”科技支撑 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群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十二五”科技支撑 建筑材料行业技术集成服务系统研究

相关标准研制

国家标准 《金属复合装饰板材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产品种类规则）》

国家标准 《浮法玻璃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产品种类规则）》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约材料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参编）

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参编）



二、绿色建材相关国家政策

我国建材工业与绿色建材发展

现状

•建材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

物排放总量大

•产能严重过剩、经济效益下滑

•绿色建材发展滞后、生产占比低、

应用范围小

•绿色建材与绿色建筑发展脱节

绿色建材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

•拉动绿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

促进结构优化、加快转型升级的

必由之路

•绿色建材和绿色建筑产业融合发

展的迫切需要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背景与意义



二、绿色建材相关国家政策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

• 到2015年：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10亿平方米以上，绿色建筑占

新建建筑比重超过20%

•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住宅4.5亿

平米，公建1.2亿平米

• 大力发展绿色建材，研究建立

绿色建材认证制度，编制绿色

建材产品目录，引导规范市场

消费



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

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

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

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

性规划。

第十八章 推动新型城市建设

第一节 加快绿色城市建设

......“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强力推进建筑

工业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二、绿色建材相关国家政策



中发〔2016〕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十二）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提高建筑

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支持

和鼓励各地结合自然气候特点，推广应

用地源热泵、水源热泵、太阳能发电等

新 能源技术，发展被动式房屋等绿色

节能建筑。完善绿色节能建筑和建材评

价体系，制定分布式能源建筑应用标准

。分类制定建筑全生命周期能源消耗标

准定额。

二、绿色建材相关国家政策



发改环资〔2016〕353号《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四、积极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

（四）鼓励绿色产品消费。......实施绿色建

材生产和应用行动计划，推广使用节能门

窗、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等绿色建材和环保

装修材料

八、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

（十五）健全标识认证体系。......完善绿色

建筑和绿色建材标识制度

二、绿色建材相关国家政策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建材定义：体现资源友好、环境友好、消费友好

绿色建材：全生命周期

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

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

响，本质更安全、使用

更便利，具有“节能、

减排、安全、便利和可

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绿色

建材

节能

减排

安全便利

可循环



整体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

控制项
（一票否决）

评分项
（100分）

加分项
（5分）

主要包括大气
污染物、污水
、噪声排放、
工作场所环境
、安全生产和
管理体系等方
面的要求。

从节能、减排
、安全、便利
和可循环五个
方面对建材产
品全生命周期
的评价。

重点考虑建材
生产工艺和设
备的先进性、
环境影响水平
、技术创新和
性能等。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上符合国际通行的多因素评价的环境标志认证要求



等级划分

评分项总分为100分，加分项总分为5分

总得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Q总 = Q评 + Q加

Q评 =Σwi Qi

式中：

Q总——总分；

Q评——评分项得分；

Q加——加分项得分；

wi ——评分项各指标权重；

Qi ——评分项各指标得分。

星级 分值区间

★ 60≤Q总＜70

★★ 70≤Q总＜85

★★★ Q总≥85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建材

节能
生产 单位产品能耗、原材料运输能耗、能源管理体系

使用 产品涉及到能源资源节约的各类性能指标

减排
生产 更高的污染物排放要求、环境产品声明、碳足迹报告等

使用 有害物质限量、环境功能性

安全
生产 更高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

使用 防火、强度、质量稳定性、耐久性等

便利
施工 尺寸精度、模数化、成套化、预制装配化、施工污染

使用 与应用区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相协调，经济产业配套相适应

可循环
生产 无害化消纳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废弃 无毒无害易回收再利用

具体评价指标设置思路



具体案例：卫生陶瓷

控制项 审查内容

生产企业基本要求
污染物排放、职业卫生、安全生产标准化、质
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产品基本性能 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用水效率
达到国家现行有关卫生器具用水等级标准规定
的3级

放射性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中
A类装饰材料的要求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权重 评分项 权重

节能 0.58

单位产品能耗或碳排放 0.10

原材料运输能耗 0.10

卫生陶瓷单件重量 0.05

用水效率 0.25

洗净功能 0.05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0.03

减排 0.20

冲水噪声 0.05

放射性污染 0.10

产品认证或评价、环境产品声明（EPD）、碳足迹报告 0.05

安全 0.02 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 0.02

便利 0.10
安装、更换和维护 0.05

适用性与经济性 0.05

可循环 0.10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 0. 05

低质原料使用量 0.05

具体案例：卫生陶瓷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正在考虑增加智能座便器的安全性、舒适性等指标



加分项 分值

1. 卫生陶瓷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且

环境影响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

2. 卫生陶瓷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且性能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3

具体案例：卫生陶瓷

三、绿色建材评价指标体系



公正为本 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