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aPro——高效生命周期评价

 ______Eco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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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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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生命周期评价和Simapro简

介

 目标和范围

 生命周期清单 (LCI)及数据收

集

 Simapro项目建模

第二天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LCIA) 

 结论阐述，敏感性和不确定分析 

 Simapro项目建模及讨论

 LCA报告案例分析

 讨论+Q&A



引言：生命周期评价LCA

LCA：是什么？为什么？谁来做？

什么时候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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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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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现实的模型：

 产品或服务，或其他影响的生命周期模型

 这些影响所产生对于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健康和资源可用性等后果的模型

 每一个模型都是现实的简化

 简化意味着对现实的扭曲

 主要要求：最小化扭曲程度



1.1什么是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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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Materials material 
processing

Product 
manufacture

Distribution 
and storage

Use Disposal/ 
Recycling

原材料 （非生物） 原材料（生物） 能源

大气排放物 水体排放物 固体废弃物



1.1什么是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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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要做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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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周期评价展示了产品环境影响的全貌，并提供如下有用的信息：

 “区别两个类似产品的影响” 

 “评估同类产品的设计方案” 

 “识别生命周期中可以降低的影响”



PLMCBI

1.2为什么要做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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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为什么要做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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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商业 

市场&营销指导

性能提高 

策略计划

行业标杆 

 政策工具 

 决策

 生态标签

 环境报告

 环保教育 



1.3 谁使用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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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讨论你为什么选择这门课程，你的目的和目标，你
个人的LCA项目。



思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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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执行LCA的步骤吗？哪个环节是你最感兴趣的？为什么？

你想要使用LCA解决什么问题？

你
对LCA

的
执
行
有
什
么
问
题
吗
 

你
能
想
到
有
关LCA

的
例
子

吗
 

你的名字



1.4 LCA的历史 

12

 1972 罗马俱乐部的建立：

      资源是有限的

 1973 能源危机  能源平衡

 1977/90/97 Ecopoints (BUWAL 130/237)

 1984/91/97 包装材料的LCA (BUWAL 24/132/250)

 1992 罗马俱乐部20周年：首要的有限性是环境的承载能力。.

      CML guide (Leiden University)

 1993 “实务守则” SETAC （环境毒性和化学的社会准则）

 1994 能源系统：清单 (ESU-ETH Zürich)

 1995/99 生态指标 95/99

      亚洲研讨会 SETAC工作小组 ISO 14040-43

               分析框架  UNEP 最佳因素

 2001 生命周期倡议

 2010s 日本，美国，欧盟数据库及评估方法

 2010s 中国？



1.5 LCA和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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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0:

 14001 环境管理系统（2015）    

 14010 环境审计   

 14020+生态标签

 ISO 14030+ 环境绩效指标 (EPI)

 14040s LCA  

 14062 环境设计 (DfE)

14040 准则和框架   

14041 目标&范围和清单  

14042 影响评价 

14043 解译 

14047 14042示例 

14048 数据格式

14049 14041示例 
 

14044



1.6 LCA及其他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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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A常被看做复杂和昂贵：

 基础问题：产品的生命周期很复杂

 用户同时要求简洁性和细节性

 某些顾问和研究院的消极影响



1.6 LCA及其他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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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阶段：如DfE等概念工具 
     - 设计者有广泛的思维潜力，但是

信息量很有限，因此执行全面的
LCA很困难。

后期，LCA成为可能。
- 产品专一，可用信息增多。



1.6 LCA及其他方法工具- 如何将不同的环境工具应

用于企业决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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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CA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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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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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   ________ ___  ___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__ ___      

 案例分析：:爆米花与聚苯乙烯

      可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同聚苯乙烯片对比的LCA：爆米花的例子发表于1994年

(Agricultur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49 (1994) 253-266). 

Source: Harvard University and WBCSD

聚苯乙烯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提示：思考一下，聚苯乙烯是什么做成的？



1.7 LCA & 可持续发展

19

 爆米花是可能的选择

作为一种替代材料，你可以考虑一下爆米花，其确实已经商业化。
这种100%的自然物质是可再生的和可生物降解的。

最好很不好 差不多 稍微好些 很好

根据你个人的判断，爆米花是：



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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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聚苯乙烯： 从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中提取，并且是不

可生物降解的。

 爆米花： 从可再生资源中提取，并且是可以完全生物降解的。

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解释体系。
为了超越“优先性”， LCA可用于使需要的事实形成结构。
LCA允许在所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寻求相关点。



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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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思考爆米花案例的系统界限是什么？



PLMCBI

目前看来，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为什么？

爆米花更能满足对于CO2，颗粒物，CO
和能源的要求。聚苯乙烯则偏重于NH3和
硝酸盐。

原因在于农业！实际上，农业中化肥的使用给环境
带来很大的氮素负担。

你猜猜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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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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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此方法，1kg的爆米花优于1kg聚苯乙烯3到4倍。 

0%

20%

40%

60%

80%

100%

PS PC PS PC PS PC

Phosphates  

Nitrates

NH3

SO2

NOx

HC

CO

Part.

N2O

CO2
Ecopoints Critical 

volumina
Critical 

surface-time

per kg materials

你如何看待这一结果？有任何异议吗？



功能单位 – 重量 vs. 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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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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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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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考虑再利用数量将更加复杂。事实上，聚苯乙烯相对爆米花有

更大的再利用程度。

有趣的是在这个案例中工业产品相对于天然产品对环境
的危害更小：

“天然”同“环境友好”是不同的！



1.7 LCA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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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中你学到了什么？ 

比较两个产品的基础，也称作功能单位，是很重要的，需要

严格定义。它应该能反映出产品的服务或功能（ 用m3 代替Kg

）。



1.8 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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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讨论：

 SETAC 会议 www.setac.org

 其他会议： 
 生态平衡，筑波，日本（唯一一个全部使用纸张的会议）每
两年一次

 生命周期管理 2007，2009   www.LCM2007.ORG
 InLCA，美国www.lcacenter.org
 CILCA, 拉丁美洲，智利 2009  http://jp1.estis.net/sites/alcala/
 CLCM，中国，2008/2009

 UNEP Lifecycle Initiative; http://lcinitiative.unep.fr/
 支持项目

 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发展，等。  



1.9 关于LCA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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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周期评价国际刊物

 全面阐述LCA
 www.ecomed.de

 清洁生产刊物

 部分覆盖LCA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9596526

 工业生态刊物

 较LCA的范围广

 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jie
 环境科学与技术

 专注于LCIA
 http://pubs.acs.org/journals/esthag/



1.10 LCA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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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成为生命周期思考理念和生命周期管理的科学基础

 应用于决策制定（技术评价）

 应用于KEPIs的制定，或其他公众和工业组织者认可的简便方法

 温室气体/节能减排政策的基础

 可持续发展报告（人类/地球/利润）和政策制定的一部分

 产品生态、绿色标签的基础

 政府绿色采购的依据



1.10 LCA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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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类型LCA：

 归因建模是传统的方法。也可以称为记帐式描述

 描述了物品制作过程

 现存的LCI数据库包括归因LCI树和系统结果。



1.10 LCA的发展方向

31

 决策类型LCA建模： 

 决策模型是为了评估决策的结果。

 LCI模型原则：改变/效果为导向或者以决策/市场为基础

 考虑过程、系统、市场、政策和消费者行为



1.11 LCA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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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LCA的往复性

33, +2



1.12 LCA的往复性

34,

• 在原始LCI模型之后- 主要过程、参数和对象参考量成为下一个往复过

程的重点。

• 额外的LCI清单收集重复过程-直到准确，完整

• 原先猜想是无关紧要的数据-如果敏感性分析揭示了该数据的相关性那

么就有必要提升这些数据的质量

• 如果有缺失数据-请做好记录

保持纪录的好习惯！



1.12 LCA的往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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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围相关的某些方面：

•调整 – 包括和排除

•修改 – 多功能性  

•修改或扩展 – 对比性研究中，例如：伙伴产品的使用 

•附加特征化因子——newly identified and potentially relevant elementary flows  

•发展新的影响种类和模型（罕见）



LCA的步骤

第一步：目标和范围

第二部：LCI（生命周期清单）

第三步：LCIA（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第四步：解译

36



1.1 开始一个LC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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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

开始？

什么产品？

为了谁？

目的？

策略？

需要什么？



1.1开始一个LC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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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生命周期

目标 范围

做什么？为什么
做？为谁做？

生命周期是什么
样子的？

功能单位 
系统界限

分配



1.1.1 LCA项目目标（GOAL）的定义

39, +5

•目标是确定所研究项目的内容，明确结果的应用方向，
定位阅读者。
 
•目标的定义全面指示了范围的定义，同时限定了LCI
工作和LCIA工作的框架。

•工作的质量由工作目标产生的要求所控制。
 



1.1.2 无偏差目标和范围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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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定义需明确如下几点：

 LCA研究的可对比性特点（例如，对比在X城市用于私家车的种类A燃料和种类B燃料
的环境影响），如果关于环境优越性或平等性言论确定，此研究将被发表

 执行此研究的原因：

包括决策属性（例如，在X城市，帮助政府在私家车新型燃料的引进上做决定）

 谁指导研究（例如，X城市的交通部）

 研究的目标群体，尤其是注意他们是否拥有技术知识或者LCA知识

如果你想比较可替代产品，如电动车，你会将其和什么进行比较？



1.1.3 驱动因素和决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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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驱动因素
•识别决策背景

使用最环保的方式使建筑物隔热：a. EPS; 
b. 玻璃纤维; C. PU; D: A XXX 

sandwich 材料

了解使用藻类生物能源的环境优劣

在操作过程中理解WWTP的环境效应



1.1.4 结果面对的目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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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的目标群体
• 不同的述评需求和报告等级（技术、保密度和范围）



1.1.5 公开的对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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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强制性要求（ISO14040和14044:2006）

• 单独的LCI不足以进行对比。 (14044:2006).



1.1.6 研究的执行者和其他影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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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I/LCA研究执行者
• 研究资助者
• 有关的股东



1.2 范围定义-分析对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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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强调了研究的目标

 系统：功能 功能单位 对象参考量

 系统：边界，全面性，裁剪规则，分配

 数据质量要求（同目标相一致）

 特殊要求，例如，对比



1.2.1 LCI 及LCA 交付种类以及应用  

46

         
• 生命周期清单 ("LCI") 

单元过程，系统过程，（部分）LCI
•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结果 (“LCIA结果")

非可比性LCA研究

比较性LCA研究： 
• Non-assertive
• Comparative assertion

• 详细LCI模型



47

         

使用功能单位指出并量化功能的定性和定量方面，提出如下
的问题：
 
“什么”， 
“多少”， 
“什么程度”， 
和 “多长时间”

例如：完成1m2外部主体墙面，10年，99.9%不透明度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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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允许对满足相同功能的多种产品/服务进行比较。

   

– 便携式电话的交流功能

– 油漆的覆盖功能

•洗涤

•在你看来，“香皂”的系统功能是什么？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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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时，如果对比固体香皂和液体香皂，对比的逻辑基础应该是

相同的清洗的手的数量

电话的功能单位是1000小时通话时间

油漆的功能单位是一平方米覆盖墙面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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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不同的饮料瓶：

   

对比的等同基础是饮料体积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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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灯泡替代品

   

如果依据分布的光线的同等的，3个3000流明灯可能被2个
4500流明的灯泡代替。

如果灯泡有不同的寿命期会怎样？

多少个3000流明，10000小时寿命的灯泡
  等同于

4个4500流明，5000小时寿命的灯泡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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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参考量，是判断功能单位：对象参考量与功能单位直接相关（例如：使用
涂料A完成1m2外部主体墙面，10年，99.9%不透明度）或者以产品为导向的方
式（例如：0.67L涂料A）



Product or
system

Functional
un it=offered

service

R eference flow =
w hat you buy

key param eters C osts

Scenario  1

Scenario  2

Products Main function  Secondary function/performances 
Scenario 1 
 

  

Scenario 2 
 

  

Alternative 
scenarios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应用-指导-灯泡

53



Product or
system

Functional
un it=offered

service

R eference flow =
w hat you buy

key param eters C osts

Scenario  1

Scenario  2

Products Main function  Secondary function/performances 
Scenario 1 
 

  

Scenario 2 
 

  

Alternative 
scenarios 

  

 

1.2.2 功能，功能单位和对象参考量
应用-指导-鞋

54



1.2.3 系统界限、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55

麦当劳的例子

 1990年，对外带（汉堡，薯条等）和传统餐厅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显示快餐相
对于传统餐厅降低了6倍能耗，7倍用水量和5倍顾客用水量。

你是否觉得这个结论很有趣呢？  

是的，确实如此。

此研究的系统界限是餐厅的墙壁（地理
界限）。

让我们快速思考一下结果为什么是错误的。



麦当劳案例

56

       为什么？

首先，结果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在连续的形式中设定系统界限。

餐厅墙面为界限。

另一个错误是忽略了功能单位的定义……你发现了吗？

次要功能？ 

此外，对于传统的餐厅，废弃物主要由有机废物组成。但是，并没有做关于可
生物降解和不可生物降解废物的研究比较。



补充研究

57

 采取一个新的补充研究。它考虑了从摇篮到坟墓一个完整的LCA。检验了如
下各点：

 不是对比传统餐厅与快餐，而是对两种不同的快餐进行对比。

 将注意力放于系统界限。在功能的基础选择系统界限。包括如下内容：

原材料的提取

能源生产

包装、交通、消费和废弃；

食品交通运输和准备过程；

餐厅功能（甚至包括厕所！）

你期待结果有怎样的变化呢？



系统界限

58

System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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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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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60

单元过程
生产系统最小的过程，
为LCA收集数据。
 

生产过程
物质和能源的收集数据将
单元过程连接起来，显示
了一个或多个确定的功能。

系统边界
系统边界定义了应在系统中研究的单元过程。（ISO 
14040）
 



PLMCBI

系统边界的性质定义：
系统边界是指需包括在生命周期研究中的各部分。例如：
所要求的数据范围或在对比性研究中保证了有效可比性。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61



PLMCBI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过程树常用来描述生产系统（单元过程和元素流）和系统界限。

transport

energy 
production

raw  materials 
extraction

polymer 
production

incineration 
recovery

sale

use

manufacture
of the bottle

transport

boundaries

62

例如：对比由不同聚合物制作的塑料瓶
功能单位是一个塑料瓶，不可回收的

12
9m

m

46mm

20
0m

l



PLMCBI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研究的目标

所要求的结果的精确度 

可用时间和资源

目标：内在功能性的提高

系统界限：可能不需要考虑产品的使用和废弃过程。

SB 1

SB 2

SB 3

63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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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某公司对比生产石化产品所采用的不同工艺，则不需要考虑
产品的使用和废弃过程。公司可能发现每一个过程中单位产品输出
将使用相同量的同一物质。因此，可以不用考虑所使用的物质。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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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某公司希望在保持塑料瓶同规格的条件下使用其他替代材料，
则不同考虑瓶子灌装过程。然而，如果将原有瓶子改为不同规格的，
则需要包括此过程。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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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边界量化定义-裁剪标准：

    
    低相关性相关参考量  使用低质量数据（“数据估算”）
    无关相关参考量  全部裁剪（我们可以只关注相关部分）

使用预定裁剪规则（比率/范围）+敏感性分析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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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裁剪的解决办法：

 考虑所有要求

 排除小于一预定阀值的输入，并明确此阀值

 排除可被忽略的输入

 排除确定等级或种类的输入，如设备更换。

如何决定？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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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香皂清单中，可排除用于剪切肥皂的机器。

   因为此机器生产数以千万计的香皂，所以生产机器的输入输出分配可以

忽略不计。

提示：过滤方法非常有用，可只关注于主要的方面



1.2.3 系统边界、全面性要求和相关裁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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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规则 （通常被排除的项目）

 资本设备

 劳动力-对于成本计算是有用的，但是对环境没有影响

 上下班交通方式、午餐等-交通和吃饭方式无关紧要

 事故

 常规泄露和事故泄露须包括在石油工业的例子中。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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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参数转换系统边界：

 如果你想要研究不同系统界限的作用，你可以使用SimaPro中的参数转换系统界限。例如，你欲建
模注塑成型工艺，可以估算模块中钢铁的含量（假设为100kg), 然后除以欲成型的产品数量（假设
为10,000个）。所得结果为每个产品中分配所得的钢铁含量（这个例子的结果为10克）。

 在SimaPro中，你可以输入这个结果值作为注塑成型工艺的输入。 

 然而，你可以输入公式S*10gram代替10克。

 在你开始计算前，决定好S的值。如果你选定值为1，则包含金属。如果选定值为0，则不包含金属。
此项程序的真正作用是：当你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此项转换时，通过控制参数，你可以依据数据库设
置改变系统界限。



1.2.4 处理多功能过程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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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输出过程的例子：

 奶牛：牛奶，（肉），皮毛
 盐电解：氯，烧碱和氢气
 炭黑产品：炭黑和蒸汽

 两个政策：
 避免分配 
    1、将单元过程分为两个或多个次过程，收集与这些次过程相关的

输入和输出数据。
    2、扩展产品系统，包含附加产品。
 按产品分化影响 (=分配)
    1、 质量分配 
    2、 经济分配



1.2.4 处理多功能过程和产品 –避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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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系统界限：

 列出产生相同输出的可替代过程的清单
 从此过程的主要输出中减去排放物 (Process sheet: avoided products)

扩展界限

炭黑加工 炭黑

蒸汽

其他热量产生 蒸汽

原始界限



按照输出产品分化影响：

• 依据物理原因决定百分比：质量分配

• 依据社会-经济原因决定百分比：经济分

配
质量

51%

30%

19%

棉纤维

棉花子

其他

收入

88%

12%

0%

盐电解

氯

烧碱

氢气

假设分配%

质量 收入

46% 63%

52% 3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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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处理多功能过程和产品 – 分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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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ISO标准

 低价值产品：需使用系统界限扩展

 高价值产品：如果系统扩展较困难，可以使用经济分配

万一需要分配：

 决策性LCA： 始终使用系统扩展

 常规LCA：依据质量/经济分配进行分配

使用多种分配方法

1.2.4 处理多功能过程和产品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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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imaPro中进行分配： 

 在SimaPro中，每个过程可以产生多种输出，并且同时也可以生成‘避免输出’。意思是，你
可以随意组合使用系统界限扩展和直接分配。

 在每个多种输出后面，都可以加入一个分配比例。当你分配锯木厂主要产品木板和木屑的环
境负担时，你可以分配50%为木板，50%为木屑（忽略其他副产品）。这是在使用质量分配的
基础上。如果你使用经济分配为基础，你可能分配80%为木板，20%为木屑，因为木板的价格
比木屑高很多。

 分配比例总数须为100%。

 可以自由决定依据何种分配方法。建议您记录下来如何决定分配百分比。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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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imaPro中转换分配原则，解决不确定性：

 分配百分比也可以用参数表达。可在数据库或项目级别上控制这些参数。意思是，你可以轻
松地改变分配参数，重新运行LCA，观察分配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如果你使用经济分配，经常会遇到由于价格产生的明显的不确定性。如果你依照参数定义分
配百分比，你也可以定义一个不确定性范围。

 如果在分配参数中使用不确定性数据，必须确定分配参数的总和是100%。如果你想要在两个
分配比例中都指出不确定性，则需保证这一点。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公式。如果A产品的分
配比例定义为A，可以设定B产品的分配比例为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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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I数据质量由代表性（由技术、空间和时间相关内容组成）、完
整性（覆盖清单中的相关影响分类）、精确性/不确定性（收集或
建模的清单数据）和方法的适合度和一致性决定。

1.2.5 LCI数据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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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是指依据技术、空间和时间，所收集清单数据可代表过程清
单的真实性。

    例如：从相同的过程，早期数据源，或其他国家提取的一些数据
流以及估算的数据或数据缺失，等等。这些数据在代表性上需打折
扣。

1.2.5 LCI数据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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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度是指系统建模中使用的过程数据集实际代表分析系统真实过
程的程度。

    

    例如：2005年丹麦办公用纸作为分析系统的输入时，除了技术和时间的不太合适
外，“2006丹麦新闻纸张”过程数据集足够具有地理适合度。

1.2.5 LCI数据质量要求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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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Pro的数据质量

   在SimaPro中，你可以定义你想要得到的数据档案。在这个档案中，你可以定义：

 数据收集的时间

 地区 

 代表性的技术种类 

 分配 

 系统界限

    如果你在每个过程中填好这些特征，你可以很好的将你所得到的数据与
你所想要的数据类型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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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LCA研究，经常
需要两种类型的数据：

 一个或多个前景系统
的新的发展过程的特
殊清单数据

 后台系统的平均或普
通数据 （用于归因型
建模）或者（综合）
边际工艺 （用于决策
型建模） 

1.2.6 所需数据的种类、质量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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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清单数据的来源有多种：

 直接数据供应者：
 前景系统LCI 数据提供者是典型的开发者或生产者和/或分析过程或系统的运行者和

供应商。

 商业组织提供市场平均数据，这些数据典型应用于背景系统。

 间接数据提供者： 对于背景系统，典型的次要数据提供者是国家
和国际LCI数据库、顾问和研究团体。

 

1.2.6 所需数据的种类、质量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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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比较两个系统下特殊需要

常会见到如下种类的比较：

• 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单位的系统或过程，彼此进行比较

• 评价多种系统

• 已完成特殊系统的优缺点分析

• 多系统种类研究，分析具有不同功能单位或功能的多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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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比较两个系统下特殊需要

所研究的系统是功能性可比的：

• 等同的功能单位

• 包括或排除可比较的替代物- 不忽略已存在的或者更广泛应用可替代
产品

• 选择特殊方案进行比较- 不误导目标的确定，例如：使用不寻常的应
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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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比较两个系统下特殊需要

持久性问题： 

• 很好地反映典型的或平均情况，并得到有影响的利益相关
方的同意

•椅子：5/20年寿命
•一双鞋：6/24月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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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认清第三方复核需求

在范围定义过程中须确定是否需要第三方复核以及复核的形
式，如果需要，则：

• 早期决定需要复核的话，可是在LCA评价的过程中便引入。

• 此过程中的复核可以指导LCA过程，防止了末期可能产生不合理结果。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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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imaPro中，一个特殊部分用于描述每个项目的目标和范围。有三个组成部分：

 文本框区域，这里您可以描述目标和范围定义所要求的不同方面。输入此处的文
本可以复制和粘贴到您的报告中。 

 图书馆查询系统部分，这里您可以预先定义适用于运行项目标准数据的图书馆查
询系统。

 数据质量部分，这里您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类。在自定义档案后，您可以看到DQI
区域中过程指数显示不同的颜色：

绿色表示过程符合您的需求

黄色表示有微小的不符合，橙色表示有在可调节范围内的不符合，红色表示有严
重的偏差。

有这三个部分，你可以制定一个同ISO标准一致的LCA研究方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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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不同的选择在目标和范围中备案。

 当新的选择发生时，目标和范围可以重新审视。



LCA步骤

第一步：开始

第二部：LCI（生命周期清单）

第三部：LCIA（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第四步：解释

89



2.1 什么是L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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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周期清单是指量化产品、过程或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能源和
原材料需求，大气排放物，水体排放物，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排放物
的过程。

90回收

再利用

填埋

焚烧

使用

能源

生产

加工

材料1

材料2



2.1 LCI建模的类型-逻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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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LCI建模的类型-扁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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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什么使用LCI？

 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
 LCI的结果具有多种用途：

       内部研究

       政策、法规制定

       辅助GHG计算、能源审计等。

      
        



2.3 LCI的步骤

94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2.3.2 准备数据收集

 2.3.3 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2.3.4 特别基础流方法

2.3.5 建立原始LCI数据&选择二级LCI数据范围

2.3.6 平均LCI数据

2.3.7 继续系统建模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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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属系统part-system关系是指某一系统的附属系统，并且体现此系统的
功能。

 例如，启动蓄电池是车的一部分；节水型淋浴头是淋浴器的一部分；
窗户是建筑物的一部分，等。

 考虑改进/比较研究的技术交互影响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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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多种汽车启动蓄电池和车的关系－大系统的功能表现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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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节水型淋浴头的选择对于淋浴系统的影响：新的/旧的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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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相对于建筑物中的窗户，独立窗户的LCI对于决策制定的意义
不大。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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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系统关系——分析系统与背景系统.
 一个或者多个分析系统的二级功能会引起背景系统的改变：例如：室内

排放物 空气净化器

 如果需要可使用系统扩展（例如：隔热或冷却需要）

 同决策性建模类似：在系统内的边际变化，只是不同于市场机制类型



2.3.1 识别系统边界内的过程- 附属系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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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产生的热量——共同功能或de-facto



2.3.2 准备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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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上明确不同的选择和考虑：

 

 前景系统——专一、平均或原始数据？

 建模的背景数据

 多年平均数据或原始数据的需求

 直接和间接数据来源

 重点 



2.3.2 准备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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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数据

 是指当LCA的某一个特殊过程，如生产过程。

 背景数据：

 是指支持前景数据的过程，如电力、交通过程，废物处理，辅助材
料等。

 好方法：开始进行快速和粗糙的筛选，找到真正相关的数据（<1%?）。



2.3.2 准备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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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交流通道

 数据术语&来源

 数据定位

 调查问卷-简洁&易懂

 内建问题



2.3.2 准备数据收集——背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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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LCA/SimaPro数据库

 进行文献检索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国家污染物清单——报告和工作书National Pollutant Inventory – report and workbooks
能源分析和过程工程学研究Energy Analysis and process engineering studies
设备规格/工程手册Equipment specification / engineering handbooks
已出版报告和期刊

LCA查询工具

 使用邮件组，如LCAlist服务器

 

email groups: http://www.pre.nl/discussion/default.htm 

Search LCA databases supplied with your software
Perform on-line search:

Eco-invent center www.ecoinvent.org
PRé links: www.pre.nl/links/lca_links.htm



2.3.2 准备数据收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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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的例子：
• 设备仪表读数 

•设备运行日志/期刊

•行业数据报告，数据库，或顾问

•实验室测试结果

•政府文件，报告，数据库和信息交流中心

•其他公开的资料库或信息交流中心

•期刊，论文，著作，专利

•参考书籍

•行业协会

•相关/历史生命周期清单研

•设备和工艺规

•最佳的工程判断

Can you identify foregrond/background data?



2.3.3 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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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

 通过分配或者虚拟分配避免黑匣子数据

 待收集输入输出数据种类

 特定将来的以及原始 数据信息的种类

 对象参考流的数量

 工艺条件的代表性

 检查法规限制

 解决保密性问题

 过程质量控制

 如何处理数据丢失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通过分配或者虚拟分配避免黑匣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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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情况下细分 按照各功能输出

 不可能完全细分的情况下部分细分 主要功能相关流

 如果实体不可分，可按照虚拟分配  按照与功能单位相对应的贡献量化
关系



2.3.3 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待收集输入输出数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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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输入为消耗的产品（即材料服务部件消耗品等）——作为产品输入

 b) 输入为废弃物（仅在废弃物服务流程）——作为废弃物流

 c).输入为自然界的资源（即矿产、水、空气、生物圈、土地等，可根据评估方法
的要求进一步指明次级属性）——作为基本流

 d) 向大气水及土壤的排放（可根据评估方法的要求进一步指明次级属性）——作
为基本流

 e) 其他与生态圈发生交互作用的输入输出（如果所使用的LCIA评估方法要
求）——作为基本流

 f)  输出为废弃物（例如排出作废弃物管理的固体液体气体废弃物） ——作为废
弃物流

 g) 输出为工艺过程所产生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作为产品流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数据信息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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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测量数据：例如电耗能源账单，库存清单

 b) 基本流的组成及能源属性：产品及废弃物流

 c) 其他各种不同数据：模型报告参考文件专利

 d) 使用阶段信息：使用情况调查及研究+PCR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数据信息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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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ource for 
total  

B1 Energy inputs 
Please specify the total energy mix you use 
for the total production department. If you 
have data in other units than the ones 
proposed below, please mark them clearly. 
 
For the allocation of energy over building 
(climate control etc.) processing you can use 
a percentage.  

Why we want to know this? 
Energy is of cours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environmental load. With the 
allocation columns we want to 
further precise the allocation 
of energy inputs to the 
production.  
  

Total 
Total 
use in 
year X 

Unit Alt. 
Unit 

Used for 
climate 
control, 
and light-
ing, etc.  

Used for 
production 
machines  

Direct data (derived directly from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direct data (Based some sort of calculation)

 

Estimated data

 

Electricity from public grid   kWh  % %     

Natural gas   MJ  % %    

Light Oil  MJ  % %    

Heavy Oil   MJ  % %    

Coal   MJ  % %    

Heat from other suppliers (for 
instance steam and warm 
water) 

 MJ  % %    

Own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wind, 
water, sun and biomass) 

 kWh  % %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MJ  % %    

 

有关数据的
不确定性提

醒

解释想要什么 激励数据提
供者

专门数据收集表格：建议使用专门的数据
收集表格结合技术工艺流程图。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对象参考流的数量

111

• “一个参考流量单位” 来表述对象参考流以及相关对应
清单

如：1公斤铝锭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工艺条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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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过程的完整的运行周期

• 以一年平均数据为准/或注明不确定性  测量数据

• 针对参数化流程：解释参数与清单之间的关系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检查法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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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法规限值 指导清单流合理性

• 检查 EU, Japan / USA 限值 只要技术条件兼容

• 法规限值 = 清单流可能的最大值, 理想情形  

• 一般来说法规限值不等同于清单值



2.3.3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解决保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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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及专利信息  整合系统数据（相对于单元数据）. 

• 保密报告：保密报告所涉及的透明信息仅仅针对签署了保
密协议的第三方复核



2.3.3 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中期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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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质量控制:

• 所有清单相关? 

• 清单流的数量线形相关? 

• 影响评价的支持

• 方法的一致性？ 

• 跟进差异

• 报告发现

• 数据质量指标中反映发现内容



2.3.3 收集单元过程LCI数据- 解决清单数据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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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初始缺失数据：
1. 确定相关的初始缺失数据
2. 解决相关的初始缺失数据
3. 使用已定义和最小质量的估算填补数据空缺

解决仍然存在的单元过程数据空缺/缺失数据：
• 记录剩余的数据空缺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排放-测量指标及基础流合并

117

a) 避免合并指标及流除了以下例外如：COD, BOD, VOC, 
NMVOC, PAHs, PCBs, TOC 等

b) 部分合并的限制：如不能把PAH隐藏在COD指标里

c) 不重复计算例如或者COD或者BOD, VOC或者or NMVOC + 
Methane …

d) 化和组分无测量值：可以使用理论成分和量值

e) 不要对测量值进行‘组合’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含离子混合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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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盐的清单: 

•易溶性离子化合物（盐）离子, (LCIA 特殊要求例外). 

•溶解度20oC: >10 μg/litre 离子;  < 10 μg/litre 化
合物.   

例子: CaCO3 = 600 μg/l, Cu(OH)2 = 17 μg/l, CdS = 
0.0001 μg/l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向大气排放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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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排放相关的三个因素：颗粒尺寸、水溶性以及额外影响

• 仅把水溶性差的化合物列入颗粒物清单: < 10 μg/litre 
• 颗粒物尺寸等级: <0.2 μm, 0.2-2.5 μm, 2.5-10 μm, 
>10 μm 
• 额外在颗粒物基础上加上所含物质成分

例如0.0001 kg含六价铬 Cr6+ 颗粒物 (50%)
 = 

0.0001 kg “颗粒物<2.5 μm” 
+ 0.00005 kg “铬VI”) 

(在LCIA 章节中另外解释)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 具有不止一种影响机制的物质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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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备不止一种可能的影响机制的物质的排放及影响模式在
LCIA方法及影响因子里面已经建立了充分的模型。

例如既可能有健康毒性危害（无机物呼吸摄入）也可能有水体
富营养化影响的Nox排放。 (further explained in LCIA 
section)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涉及未来的工艺流程及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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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更远的将来造成影响的清单我们要单独列出来（如长期
排放时间百年计）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 涉及未来的工艺流程及数据流 （供选择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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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获和暂时存储，延迟的GHG排放等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 涉及未来的工艺流程及数据流

123

"Correction flow for delayed emission of fossil carbon dioxide (within first 100 years)" as 
“Emissions to air”. 

It is measured in the flow property “Mass*years” and the reference unit “kg*a”. The flow is to 
carry a GWP 100 impact factor of “-0.01 kg CO2-equivalents” per 1 kg*a.



124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above example of the end-of-life of a newly build house that is assumed to be demolished in 80 
years, releasing the stored e.g. 4 tons of carbon in the 10 tons of wood beams as CO2 would carry the following inventory 
flows and values: 

 Inputs: 
- 4,000*44/12 = 14,666 kg “Carbon dioxide” as “Resources from air ” 
 Outputs: 
- 4,000*44/12 = 14,666 kg “Carbon dioxide (biogenic)” as “Emissions to air” 
- 4,000*44/12*80 = 1,173.333 kg*a “Correction flow for delayed emission of biogenic carbon dioxide (within first 100 years)” 
as “Emissions to air” 

Result: 
the biological uptake and release of the carbon dioxide cancelling each other out, giving a correct resulting GWP 100 
benefit for the 80 years storage, as 1,173,333 kg*a * -0.01 kg CO2-eq./(kg*a) = -11,733.33 kg CO2-eq .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 涉及未来的工艺流程及数据流



125

Long-term storage of potential emissions beyond 100 years

In the case the CO2-storage in goods, landfills or dedicated e.g. underground storages is 
longer than 100 years and the emission occurs somewhen in the future beyond 100 years, 
the maximum accountable CO2-removal of 100 years storage is inventoried.

2.3.4特别基础流方法- 涉及未来的工艺流程及数据流



2.3.5 建立通用数据&选择二级LCI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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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具体数据>>通用数据
•合适的数据源：具体数据<<通用数据。例如：可用具体数据的质量低于通
用数据

•  通用数据集的质量：如果系统或技术的典型特殊数据和信息可用，通用

数据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质量。



2.3.5建立通用数据&选择二级LCI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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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一致的二级数据设定（shall)
•选择质量良好的二级数据集 (should)
• 优先选择纪录良好的数据集 (may) 
• 优先选择已经核实的数据集(may)



2.3.6 平均LC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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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平均方法：: 
过程平均（横向平均）
系统平均（纵向平均）例如：全球范围内平均

在过程平均中，两个或多个过程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技术方
法、位置、年限等不同，对其平均化。



2.3.6 平均LC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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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均化：
平均两个或多个the cradle-to-gate 或the cradle-to-grave系统



2.3.7 继续系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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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清单等级： correctly scaled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functional unit(s) and/or reference flow(s) of the analysed system. 
(SP automatic)

• 设置参数值：在所有使用的参数化过程数据范围内依照要求
值设定参数值。

• 执行另一轮质量控制

•使用一致的数据，填补数据空缺
 

 

 



Simapro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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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项目

 The (background) data in SimaPro are structured in such a way that you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data that is relevant for your current 
LCA project only, and data that can be useful in any other(future) project. The latter type of data is not stored in projects but in libraries. 
With the release of SimaPro we introduce the very comprehensive Ecoinvent libraries. These libraries contain over 4500 processes, 
covering a very wide range of processes.

 While performing your LCA, you enter all the new data in the project and not in the library. If you need data from the library, you can 
make a link to that data; if you want to edit the library data, you copy it into your project and edit the copy only. If you have collected data 
that could be useful for other projects, you can move it to a library. In this way, you can gradually build up high quality data in your 
libraries, while you have all the flexibility you need in the projects.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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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土地使用
CO2
VOS 
P 
SO2
NOx
CFC
Cd
PAH
DDT
Etc…
Etc…

LCI结果

回收

再利用

填埋

焚烧

使用

能源

生产

加工

材料1

材料2



LCA步骤

 第一步：开始

 第二部：LCI（生命周期清单）

 第三部：LCIA（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第四步：解释

133



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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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 result
原材料

土地使用
CO2
VOS 

P 
SO2
NOx
CFC

Cd
PAH
DDT

气候改变

酸化

生态毒性

资源消耗

富营养化

土地利用

人类毒性

因果关系概略图



3.1 LCIA – 定义

135

 LCA的生命周期影响评价阶段是指评估所消耗环境资源和LCI过程中已识

别排放物的潜在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

 LCIA的目标是从环境的角度，使用影响种类和与ＬＣＩ结果相关的种类

指数评估产品系统。



3.2 LCIA – 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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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和定义影响种类

2. 分类- 将LCI结果依据影响进行分类

3. 特征化-使用转化因子建模LCI影响

4. 标准化 – 参考值、影响分类的可比性
5. 分组 – 指标分类或排序
6. 权重 – 强调重要的潜在影响



3.2 LCIA – LCIA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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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影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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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目标和范围定义阶段的一部分，指导LCI数据收集过程。

 三个主要分类：人类健康、生态健康和资源消耗



3.2.1 影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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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类的选择——依据ISO14042标准：

 影响分类的选择须体现所研究产品系统相关的综合环境问题，并将目标
和范围考虑在内。 

 影响分类、分类指标和特征化建模需要国际认可，例如，依据国际公约
或由权威国际组织承认



3.2.1 影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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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比较卡车和铁路的两种交通方式，哪些环境问题是相关的？
 由燃料引擎和轮胎产生微小颗粒物 （小于 PM10）

 道路或铁轨表面的土地利用

 噪音

还有什么呢？哪个影响分类反映了燃料使用产生的影响？

 气候改变

 酸化，富营养化

 臭氧形成

 化石燃料和矿物消耗

 还包括其他影响或影响种类，但不重要。需要一些专家来制定影响列表，理解哪些影响种类
可定义所有这些问题。



PLMCBI

3.2.1 影响种类——常用生命周期影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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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种类 等级 LCI 数据举例 常用特征化因子 特征化因子描述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全球 二氧化碳(CO2)
二氧化氮 (NO2) 
甲烷(CH4)
含氯氟烃(CFCs) 
Hydrochlorofluorocarb
ons(HCFCs)
Methyl Bromide 
(CH3Br)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carbon dioxide 
(CO2) equivalents 
Note:global warming potentials can be 50, 
100, or 500 year potentials.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Global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Hydrochlorofluorocarb
ons (HCFCs) 
Halons 
Methyl Bromide 
(CH3Br) 

Ozone Depleting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trichlorofluoromethane (CFC-11) 
equivalents. 

Acidification Regional;
local

Sulfur Oxides (SOx) 
Nitrogen Oxides (NOx) 
Hydrochloric Acid 
(HCL) 
Hydroflouric Acid (HF) 
Ammonia (NH4) 

Acidificatio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hydrogen (H+) ion 
equivalents. 

Eutrophication Local Phosphate (PO4) 
Nitrogen Oxide (NO) 
Nitrogen Dioxide 
(NO2) 
Nitrates 
Ammonia (NH4)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phosphate (PO4) 
equivalents. 



PLMCBI

3.2.1 影响种类——常用生命周期影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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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Category Scale Example of LCI data Common possible 
Characterization factor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ization Factor 

Photochemical Smog Local Non-methane hydrocarbon (NMHC) Photochemical Oxident 
Creation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ethane 
(C2H6) equivalents. 

Toxicity Local Toxic chemicals with a reported lethal concentration 
to rodents 

LC50 Converts LCI data to equivalents; 
uses multi-media modeling, 
exposure pathways. 

Human Health Global 
Regional 
Local 

Total releases to air, water, and soil. LC50 Converts LCI data to equivalents; 
uses multi-media modeling, 
exposure pathways. 

Resource Depletion Global 
Regional 
Local 

Quantity of minerals used 
Quantity of fossil fuels used 

Resource Depletion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a ratio of 
quantity of resource used versus 
quantity of resource left in reserve. 

Land Use Global 
Regional 
Local

Quantity disposed of in a landfill or other land 
modifications 

Land Availability Converts mass of solid waste into 
volume using an estimated density. 

Water Use Regional 
Local

Water used or consumed Water Shortage Potential Converts LCI data to a ratio of 
quantity of water used versus 
quantity of resource left in reserve. 



3.2.2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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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一种影响种类，例如CO2

• 造成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影响种类，例如NO2, SO2

• 如何将LCI结果分配于多种影响种类（ISO1998）？

. 

 相互独立的影响——100%分配。

 相互影响和牵制的影响——按照影响比例分配



3.2.2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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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ation and Normalisation

CO2 Carcinogenicity 
Respiratory organic pollution
Respiratory inorganic pollution

crude oil Radiation
Ozone layer depletion
Climate change

NOX

Ecotoxicity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iron (ore) Land use

Minerals
phosphates Fossil fuels

W e i g h t i n g

Indicators (pt)
Ecosystem
quality

Ressources

Human health



3.2.3 特征化 

145

 使用具有科学基础的转化因子，称之为特征化因子，转化并组合LCI
结果为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指数。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ation and Normalisation

CO2 Carcinogenicity 
Respiratory organic pollution
Respiratory inorganic pollution

crude oil Radiation
Ozone layer depletion
Climate change

NOX

Ecotoxicity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iron (ore) Land use

Minerals
phosphates Fossil fuels

W e i g h t i n g

Indicators (pt)
Ecosystem
quality

Ressources

Human health



3.2.3 特征化的基础：环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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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关系概略图

中
点

终
点

中
点

中
点

• 机制的终点反映了“关心的问题”，例如洪水、物种灭绝、或人类

伤亡

• 依据环境机制，环境影响种类指数处在机制的中间位置

环境机制原材料
土地利用

CO2 
SO2
NOx
CFC



环境机制——参考阅读

      作为一个例子，依据生态指标 99方法论，我们讨论对人类健
康产生影响的排放物的环境机制，是一个典型的终点方法的例子。

死亡分析

 当一种化学物质释放时，其找到空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媒介中的通道。该物质的
走向和持久度由其性质和所在媒介性质决定。可溶性物质存在于水体中，易于与有
机质结合的物质最终进入土壤中。另一个方面是降解性，因为大多数的有机物质寿
命有限。这里所说的“死亡分析”是指模拟媒介与物质降解之间的模型。这样，可
以计算空气、水体、土壤和食物中的浓度。 

147



• 暴露:  基于计算所得浓度，我们可以判断某物质被人体、植物或其他生物体吸入
的量。

148

环境机制——参考阅读



• 作用分析: 一旦了解所暴露的物质，我们就可以预测出产生疾病或过早死亡的种类及
概率。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定量的暴露可以多产生10个特定种类的癌症疾病，就可
以得到患此病人群的平均年龄和死亡的平均概论的数据。基于这个数据，可以计算出
患者或接受治疗个体失去的生命年数和疾病年数。

危害分析: 可以用危害单位表示预测疾病，
这里称作DALY（残疾调整生命年）。
此系统广泛应用于健康统计学，最初由
世界卫生组织（WHO）创立。核心是每
一种疾病的权重因子列表；这些因子由
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制定。

149

环境机制——参考阅读



中间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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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标准——“中间点”或“终点”影响种类指数都可以使用

 中间点指数- 低不确定性，较难理解

 终点指数– 高不确定性，易懂



中间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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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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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e / EI99

CML92



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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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方法

 定义：影响方法是指用于评价较广范围内的环境影响的一致的环境指数
组。

 按地区或国家模型发展



影响方法——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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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点举例: CML 92方法是典型的中点方法的例子。影响种类指数的选择与清单结果紧密结合。例如，
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空洞的影响种类是基于IPCC等价因子。酸化的影响种类是基于每千克排放物质含
有的质子H+的数量。这类影响种类指数常常是很抽象的单位。例如，全球变暖的单位是CO2当量
（kg)，酸化的单位是SO2当量（kg)。

 终点举例: 如生态指标99等方法中，气候变化的指标用残疾调整生命年 （DALY）表示。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用来评估健康统计数字的单位。酸化的影响种类指数由特
定时间段内某区域生物多样性降低的百分比来表示。这些指数都很难计算，因为需要考
虑完整的环境模型，并且需要制定许多假设。因此不确定性增加。然而，这些指数的意
思很容易理解和评估。



中间点方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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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L 1992, 
 第一个，最有名气，但是过时了

 CML2001, 升级版本

 完备的记录，许多潜在的影响种类

 问题：海洋中的生态毒性占主导地位
 Traci 2005, 

 由US-EPA建立

 同样包括地区差异性（每个州）

 标准化和权重值一直缺失
 Bees,

 由美国NIST建立



中间点方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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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P 97,
 丹麦方法，过时

 EDIP 2003, 升级版

 精确的建模

 同样包括地区差异性
 Ecological scarcity 1997,

 模型复杂，过时

 包括标准化和权重
 Ecological scarcity 2006, 升级版

 新方法

 包括土地利用、水利用和燃料资源（没有矿物）
 Rolf Frischknecht制作



特殊中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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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包括权重的中点：
Ecological scarcity 1997
Ecological scarcity 2006
基于瑞士政策目标，包括权重。方法2006 是基于多数当前的指标。

EDIP 1997
EDIP 2003 
基于丹麦政策目标，包括权重。 方法2003仍然以早期的目标为基

础（没有更新）



终点方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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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 2000; 
 货币化用来权重/标准化

 执行不确定性数据

 问题？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占主导地位。
 Impact 2002 

 关于人类和生态毒性的新模型
 取自生态指标99的其他影响种类

 气候改变是单独的终点
 Eco-indicator 95 

 生态指标99（和ReCiPe） 的前身

 使用到科学目标的距离等化危害

 无资源

 过时



Rec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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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iPe结合了中间点和终点

     在ReCiPe中，我们计算了18个中间点指数，也计算了21个不确定终点指数。

 Simapro 7.3提供

 更多消息：http://www.lcia-recipe.net/ 



Rec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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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特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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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数据× 特征化因子= 影响指数



3.2.3 特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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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清单结果没有特征化因子。有许多原因：

 方法论的创立者故意决定不包括LCI结果。

 方法论的创立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或预算）包括此内容。

如何检验SimaPro中的不匹配性：

 检验方法功能



Example in SP: 特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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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纸卷与棉卷



3.2 LCIA – 其他步骤

 1. 选择和定义影响种类

 2. 分类- 将LCI结果依据影响进行分类

 3. 特征化-使用转化因子建模LCI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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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化 – 参考价值、影响分类的可比性
5. 分组 – 指标分类或排序
6. 权重 – 强调重要的潜在影响



详细的终点影响方法(EI99)（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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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结果

原材料
土地利用

CO2
VOS 

P 
SO2
NOx
CFC

Cd
PAH
DDT

生态系统
(PDF)

人类健康
(DALY)

资源(过剩)

臭氧层

气候

致癌物

呼吸 (2)

生态毒性

酸化，富营养化

土地使用

化石燃料

矿物

Single score



详细的终点影响方法(EI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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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类/特征化：

 分出每一种物质，并归为一个特定的影响种类

 特征化值是基于危害等级（例如DALY, PDF*m2yr），代替中点等级

2. 危害评估

 不同的影响种类集中于不同的保护区域。 (HH/EQ/RD)
3. 标准化和权重

 标准化基于国家、大陆或全球

 不同的权重设定，依据提供者，或者自行决定。



3.2.4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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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有两个目的：

1. 我们应关注何种影响种类；

2. 体现产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顺序，与特定区域内的全部环境负担相对比
（例如：欧洲）。

如何进行标准化？
每一个指数除以参考价值得到一个无单位的分数 
有用的参考：公民的平均年环境负荷



3.2.4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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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ation and Normalisation

CO2 Carcinogenicity 
Respiratory organic pollution
Respiratory inorganic pollution

crude oil Radiation
Ozone layer depletion
Climate change

NOX

Ecotoxicity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iron (ore) Land use

Minerals
phosphates Fossil fuels

W e i g h t i n g

Indicators (pt)
Ecosystem
quality

Ressources

Human health



SP演示: 标准化

169

对比纸卷和棉卷



3.2.5 分组——危害评估

170 这个过程允许没有主观权重的情况下，将11个影响种类降低为3个。



Example in SP: 对分组进行标准化(EI99)

171



3.2.6 权重  

172

LCIA中权重的步骤是在重要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权值或相关价值
配于不同影响种类。

通常，权重包括如下过程：

 识别股东的潜在价值取向

 决定影响的权重

 将权重应用于影响指数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ation and Normalisation

CO2 Carcinogenicity 
Respiratory organic pollution
Respiratory inorganic pollution

crude oil Radiation
Ozone layer depletion
Climate change

NOX

Ecotoxicity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iron (ore) Land use

Minerals
phosphates Fossil fuels

W e i g h t i n g

Indicators (pt)
Ecosystem
quality

Ressources

Human health

3.2.6 权重  

173



3.2.6 权重——参考阅读

174

目前使用三个主要的方法评价这些因素：

货币方法Monetary methods: 影响转化为成本，核心点是我们需要多少钱来避免影
响。在EPS2000中，所有的危害用相同的货币单位表示：相应于欧元的环境负

担单位。在此方法中，假设不同种类的成本（当前成本、预支付和未来扣除
成本）可以累加。这可以理解为权重，对于不同种类的成本权重因子为1。
专门小组权重Panel weighting: 包括专家小组或股东，他们聚集在一起决定不同

安全主题的相对重要性。生态指标99展示了基于调查方法的评价。
与目标方法的距离：Distance to target methods: 同政策目的相比较的标准化结果。
（100%/T%）



专门小组权重例子：生态指标99

175

LCI result
Raw materials

Land use
CO2
VOS 

P 
SO2
NOx
CFC

Cd
PAH
DDT

生态系统 （物

种多样性）

人类健康(DALY)

资源(未来矿物
影响 )

如何处理主观选择？



专门小组权重例子：生态指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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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结果

原材料
土地利用

CO2
VOS 

P 
SO2
NOx
CFC

Cd
PAH
DDT

生态系统 (物种多样
性)

人类健康 (DALY)

资源
(未来矿物影响)

Single score

使用专门小组权
重



主观选择管理（EI99）

177

 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生态指数使用三组选择



Example in SP: Single score (EI99)

178

图表足够说明问题吗？



权重：Result of panel procedure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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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权重争论：权重三角

180

     无差异之线Line of indifference: 产品在这

条线上环境负荷是等同的。



如何选择方法？

181

 选择一个包括相关问题的方法
 生物塑料、土地利用的LCA
 交通、特殊产品需要的LCA，等。

 你需要权重吗？
 使用终点方法

 我们的建议：select a default, but also try other methods
 使用方法的数据库手册

 使用方法选择器：
http://www.pre.nl/wizard_link/method_selector/  



LCIA总结

182

 使用一系列方法检验影响建模结果的敏感性

 对于公开对比，避免单独指数，并在每个相关指数区域提供相关数
据

 注意毒性（不确定性高），较大的差异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LCIA的趋势：当地和区域LCIA？ LCC？ LCSIA？



LCA步骤

 第一步：开始

 第二部：LCI（生命周期清单）

 第三部：LCIA（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第四步：阐述

183



结果阐述

第四步

不确定性、敏感性和一致性，等

184



结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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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结论是否有效和可靠？

 描述您的结论

 依据ISO14043检验可靠性



4.1 什么是阐述？为什么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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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系统技术识别、量化、检验和评估LCI和LCIA结果，并且有效地进
行交流使用。生命周期阐述是LCA过程的最后一步。



4.1 什么是阐述？为什么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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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往复的LCA步骤中，阐述阶段的作用是引导建立和改进生命周期清单模型，
进一步满足研究目标的需要

 如果往复的LCA步骤已经结束并形成最终的LCI模型并产生结果，尤其是LCA对
比研究中（部分应用于其他类型的研究也适用），阐述阶段的作用起到得出结
论和建议的作用。



4.2 阐述LCA结果的核心步骤

188

1. 识别重要事项

2. 评估

完整性、一致性、敏感性 & 不确定分析

3. 总结，建议和报告



4.2 解释LCA结果的核心步骤

189



ISO 建议

190

 一致性检验

 贡献分析

 异常检查

 匹配/不匹配清单和影响评价

 正确的影响评价

 主观选择的有效性（敏感性）

 不确定性评价

主观选择不能避免。通过重复计算、使用不同的假设
，检验您的结果是否依赖这些选择

蒙特卡罗分析

检验目标和范围：我是否以一致和现实可行的方法应
用所表述的规则？

有没有奇怪的地方？使用常识判断

最高负担的过程是什么；通常只有10个过程是真正相
关的。

许多LCI结果不能在影响评价方法中识别。是不是有重
要的LCI结果缺失？

在生物塑料方面，在LCA中不能使用没有土地利用的
影响评价方法



4.2.1 识别关键问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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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于如下各点：

 
 清单项目：主要贡献的“关键”生命周期阶段、过程、产品、废弃物和基本数据流、参数。（使用贡献分析技术）

 影响种类：主要贡献性的“关键”影响种类（只在应用权重时出现）。（使用贡献分析技术）

 模型选择和方法假设：相关模型的选择，例如应用于清单分析的分配标准/分配方法；当为关键过程收集和建模清
单数据时制定假设。依据代表性的技术空间时间，方法的一致性和推断收集次要数据。（使用方案分析技术）

 项目方和有关各方：项目方和有关各方影响目标和范围的定义、模型选择、权重设定等等。



4.2.1 识别关键问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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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环境问题并决定其程度：

     • 异常评价 – 根据早先的经验，不寻常或特殊的偏差可以观察，并检验相关性。

     • 贡献分析-生命周期环节或过程组的贡献可与总结过进行对比，并检验相关性。

     • 重点分析-统计工具或其他技术，如定性或定量排序（例如ABC分析）可用来识别
重要贡献，并检验相关性。

     



4.2.1.1 异常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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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数据流是否合理：
 0.1%裁剪的系统

 有多少物质进入系统中

 有多少物质从系统中转化为废物？



4.2.1.2 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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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过程贡献了最大的影响？

 过程贡献：关注每个过程的贡献

 小组分析：关注每组过程的贡献，你可以自定义你的小组。



4.2.1.2 贡献分析——过程贡献 

195

 过程贡献只用于特定过程中排放物和资源的消耗，并不用于与此过程相联的其他过
程。

  1. 选择过程贡献标签

  2. 点击显示图表按钮

  3. 使用裁剪减少显示在图表中的过程数量



4.2.1.2 贡献分析 - 过程贡献 

196



4.2.1.2 贡献分析 - 小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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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签中你可以自定义想要观察环境负担贡献的过程组。

  1. 定义小组（交通、生产、使用、废弃等）

  2. 选择每个小组相关的过程 （当光标显示一个“＋”型）

  3. 定义小组时，你可以返回清单或者影响评价结果页面，浏览所定义小组的贡献，
并增加前组（前组是指总放在最前面，并且不能删除。这个小组包括所有不属于其
他单独组的过程贡献） 



4.2.1.2 贡献分析 - 小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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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贡献分析 - 小组分析

扫描数据
增加和编
辑小组



4.2.1.2 贡献分析- 小组分析

200



4.2.2 数据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评估

201

评估包含如下的任务，保证公正地比较产品/过程：

完整性&一致性检验——LCA研究不同步骤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数据质量检验

 敏感性检验——评价较大程度影响结果的重要数据的敏感性，包括敏感性分析和不
确定性分析。



完整性&一致性检验——参考阅读

202

 Evaluat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inventory data in relation to the initially defined cut-off criteria in terms of: 
 Process coverage: Coverage of all relevant processes in the system.
 Elementary flow coverage: Coverage of all relevant elementary flows in the inventories for the processes of the system (and in 

particular the key processes identified under Significant issues).
 Operationalise cut-off approximation: The cut-off criteria / approach and percentage as defined in the scope phase shall be used.
 Cut-off for comparative assertions: The cut-off shall always be met also by mass and energy, in addition to environmental impact.
 Approximating the 100 % value: The 100 % reference of completeness may be approximated by using "best approximation" values for 

all initially missing information and data, using among others information from similar processes and expert judgement. 
 Estimating precision of 100 % value approximation: a higher share of low quality data also makes the 100 % approximation less 

precise. 
 Completeness of impact: approximate the achieved degree of completeness / cut-off.
 Leaving out negligible flows: It is an option to leave out negligible flows that jointly make up less than 10 % of the share of impact 

that is cut off (e.g. if the completeness is 95 %, 5 % are cut-off. 10 % of these 5 % are 0.5 % that are considered negligible.) It is 
recommended however to not leave them out.



完整性&一致性检验

203

生产系统 数据地理特征 系统元素 技术种类

包装特征

玻璃容器 Modeled on Melb.
Metropolitan Situcation

无应用
 

当前产品混合

PET容器 Modeled on Melb.
Metropolitan Situcation

无应用 当前产品混合

钢镀锡板容器 Modeled on Melb.
Metropolitan Situcation

无应用 当前产品混合

收集系统

废物收集 Modeled on Melb.
Metropolitan Situcation

消耗所有相关物质和能量。只有交通包含资
本设备能源。

当前技术

可回收收集 Modeled on Melb.
Metropolitan Situcation

消耗所有相关物质和能量。只有交通包含资
本设备能源。 当前技术

分类系统

Commingled paper & containers 
MRF

Generic data from mixture of 
locations

消耗所有相关物质和能量。无资本设备。 当前技术

Containers only MRF Generic data from mixture of 
locations

消耗所有相关物质和能量。无资本设备。 当前技术

工艺系统

玻璃容器 Modeled on Melb. 消耗所有相关物质和能量。无资本设备。 当前技术



数据质量检验

204

生产系统 低级——多数评估数据或海外数据 中级——部分当地数据和调整海外数
据

高级——大多数当地数据

包装特征

玻璃容器 √

PET 容器 √

钢镀锡板容器 √

收集系统

废物收集 √

可回收收集 √

分类系统

Commingled paper & containers 
MRF

√

仅MRF容器 √

工艺系统

玻璃容器 √

PET 容器 √

钢镀锡板容器 √



敏感性 VS 不确定性

敏感性 
• 数据的选择

– 图书馆

– 过程

• 假设

• 影响评价方法的选择

• 缺失数据

计算两种或多种不同方案

不确定性
• 可信度 (测量, 估计)

• 取样规模

• 完整性/代表性

• 空间、技术和时间偏差

指出不确定性范围和分布，计算不确定性

205



敏感性分析

206

敏感性分析是LCA制定决策时关键执行点：

• · 影响LCA的结果吗？

• · 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吗？

• · 用户/赞助商/股东认为有意义的数据



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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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键数据。在往复循环中，主要关注的是与高敏感性或重要性相比，
质量较低的数据（例如：有限的代表性和一致性、高不确定性、低完整
性）。



敏感性分析—— 参考阅读

208

目标和范围阶段： 

- 识别所研究的系统

- 识别系统的功能或功能单位，如果是对比性研究，则识别两个系统

- 识别合适的LCI建模框架和所应用的方法

- 识别系统界限，量化裁剪标准

- 选择影响种类和所应用的LCIA方法

- 识别解释方法

- 识别LCI数据和数据质量要求，包括所选择LCIA方法的可应用的清单数据

- 选择标准化和权重设置，此为可选项

- 假设种类和选择值及其相关性

- 识别可用的限制性和/或解释的结果



敏感性分析

209

LCI阶段： 

- 分析系统的技术、空间和时间相关的代表性（尤其是“关键”过程）；

-与影响种类的包括内容和数量相关的清单的完整性（尤其是“关键”过
程）；

- 清单值和参数的精确性，由于所使用原始数据的随机不确定性



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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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A 阶段： 

-LCIA方法恰当的选择，并正确、完整应用于清单

-标准化和权重因子（如果包括）的恰当选择和正确应用

- LCIA结果的精确性



主观选择的敏感性

211

 纸张或木头产品的LCA. 
 是否包括森林对CO2的净吸收

 铁罐的LCA： 
 回收过程属于生命末期，新型的铁质罐子可看作是所得的利益。
 回收过程是下一个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欧洲电力

 国家电网
 欧洲平均值
 边际电力

 分配

 是否在扩展系统界限中选择合适的可选项
 如果我在多输出分配中使用质量代替经济价值会怎样



假设的敏感性 ：参数的不同值

212

 检验你的假设的敏感性

 依据不同的参数值，对比两种或多种版本的模型

例如：交通方式&距离、分配和回收



敏感性分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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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参数 
常量：有固定的值，与其他参数无关

表达参数：与其他参数相关

 参数的三个等级 
数据库参数：遍布所有的图书馆档案和项目，如密度，比热，数据库选择开

关等

项目参数：使用与项目运行过程中，如回收率，项目相关开关参数等

工艺参数：在过程记录中或生产阶段，如运输和产量



敏感性分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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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标和范围中，你可以提前定出你的假设条件；基于这些条件，你可以定义整个
数据输入阶段的参数，然后定义计算设置方案。



数据库选择参数举例

215



常量参数举例
Parameter Parameter form Unit Example

Physical densities d_materialname Kg/m3 d_hardwood

Energy densities ED_fuel MJ/kg also (GJ/t) ED_diesel.

Energy densities by volume EDV_fuel MJ/l  also (GJ/m3) EDV_diesel.

Cost C_Item RMB C_diesel.

Mass M_item

Kilometres transported KM_materialname Km distance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material

KM_steel 

Freight task TKM_materialname tkm TKM_steel



敏感性分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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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分析

218

 许多产生数据不确定性的源头：

 方法和评估的不确定性

 所选择的过程是否具有代表性

 我想要使用特定载重卡车的数据，但是我只有普通平均值

 我使用了卡车数据，但是一些是以火车为交通工具的

 在使用和废气阶段消费者行为的不确定性

 未来废气方案的不确定性

 影响评价因子的不确定性

 等等

 定义不确定性范围，应用蒙特卡罗



PLMCBI

蒙特卡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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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分布随机选择一系列
值

 重新计算每个参数的LCA

 存储结果，绘出分布结果

• 定义（每个）输入参数的分
布和标准偏差



不确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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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分析时：

 结果的分布是怎样的

 哪个影响种类是最不确定的

 用于对比时：

 考虑相互关系

 一个产品相对于两一个产品确定的环境效益

 在SimaPro中的不确定性分析要求使用单元过程



分析结果，柱状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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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柱状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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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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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分析——比较两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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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分析——比较两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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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分析——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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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蒙特卡罗，我们可以最终确定两种产品的不同是否真实存在。

 蒙特卡罗简化了LCA， 你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减少不确定性。

 过滤数据可能已经足够获得重要的结果。

 如果结果有意义，不需要收集多余的数据

 如果不考虑相关性，蒙特卡罗结果可能误导。

 需采用深入研究解决A/B的问题。

 影响评价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发展。



4.2.3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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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和范围

    - 询问正确的问题

    - 确定LCA是正确的工具，可以完全辅助决策的制定。

 清单分析 

    - 确定您的前台系统和研究的详细计划

    - 收集与后台系统一致的数据 

    - 明确在清单收集过程中的分配决定



4.2.3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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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评价 

    - 选择相关指标

    - 使用标准化和权重模型加强理解

    - 但是，当报告公开时，不可使用权重模型。



4.2.3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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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译 

    - 对于评价中分析的每一个重要影响，您需要了解的是：

 是什么物质引起的？

 该物质在何种过程中产生？

 从何处确定数据收集点，可靠性如何？

 使用敏感性分析检测数据点不确定性的影响

    - LCA是迭代的——重新回到目标、清单和影响模型分析研究所得结果的相
关性。

    - 结果应该包括解译中发现的不确定性。 



4.2.3  整合- 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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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的种类

    - 内部专家审查研究的独立性

    - 外部专家评论

    - 其他有关各方的评论 

 要求公开发表比较性言论

 标准规定专员需任命同等评论员主席，主席任命两名其他小组成员。

 在公共政策项目中，应结合股东利益参与者。



第三方复核就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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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LCA的方法同国际标准相一致。 

 执行LCA的方法科学和技术的有效性相一致。 

 使用的数据是正确、合理的，同研究的目标和范围相关。

 解译反映了所研究目标和范围中产生的限制性。

 研究报告是透明的，一致的。(ISO 14040).



4.2.3  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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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信息

    a. LCA执行者姓名和地址（LCA研究指导者）

    b. 报告日期 

    c. 其他联系信息或发布信息

2. 目标和范围的定义 

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数据收集和计算过程）

4.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和影响评价结果） 

5. 生命周期阐述

    a. 结果

    b. 假设条件和限制性 

    c. 数据质量评估

6. 复核（内部与外部） 

    a. 评论者姓名与隶属关系 

    b.复核报告 

    c. 建议答复 



谢谢！

Any comments pls contact:

Email: service@ecovane.net
+86-21-61036720 / 34635036

Your Product Sustainability Partner: www.ecovan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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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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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aspects in the goal definition: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Method, assumption and impact limitations (e.g. Carbon footprint)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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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LCA applications (group 1): 
•Identification of Ke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EPI) of a product group for Ecodesign / simplified LCA 
•Weak point analysis of a specific product 
•Detailed Ecodesign / Design-for-recycling 
•Comparison of specific goods or services 
•Benchmarking of specific products against the product group's average 
•Development of life cycle based Type I Ecolabel criteria 
•Development of 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 or a similar specific guide for a product group 
•Development of a life cycle based Type III environmental declaration (e.g.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 for a 
specific good or service 
•Development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or similar indicator for a specific product 
•Greening the supply chain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nd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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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LCA applications (group 2): 

• Policy development: Forecasting &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ervasive technologies, raw 
material strategies, etc. and related policy development 

• Policy information: Identifying product groups with the larges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otential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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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LCA applications (group 3): 

•Policy information: Basket-of-products (or -product groups) type of studies 

•Policy information: Identifying product groups with the largest environmental impact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ation, industry sector, product group, or product 

•Corporate or sit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including calculation of indirect effect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EMS)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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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applications require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for the LCI modeling

Situation A B C

Group 1 2 3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 attributional or consequenti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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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 -Micro-
level decision support

Decision support on micro-level, typically for product-related questions. “Micro-level decisions” are 
assumed to have only limited and no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outside the decision-context, i.e. do 
not change avail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effects are too small to overcome the threshold to 
be able to cause so called large-scale consequences in the background system or other parts of 
the technosphere 

Attributional modeling 

Situation B -
Meso/macro-level 
decision support

Decision support at a strategic level (e.g. raw materials strategies, technology scenarios, policy 
options, etc). “Meso/macro-level decisions” are assumed to have also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outside the decision-context, i.e. they do change avail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analysed 
decision alone results in large-scale consequences in the background system or other parts of the 
technosphere

Consequential 
modeling 

Situation C - 
Accounting

 Purely descriptive documentation of the system under analysis (e.g. a product, sector or country), 
without being interested in any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n other parts of the economy. Situation C 
has two sub-types: Situation C1 that includes existing benefits outside the analysed system (e.g. 
credits existing recycling benefits) and Situation C2 that does not do so.

Attributional modeling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 attributional or consequenti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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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 – 
group 1

Situation A refers to decision suppor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inform the purchase of products that are already offered in the market. Or to inform the 
design /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that are foreseen to entering the market. Accordingly, the product can be assumed to be produced only as consequence 
of the decision to be supported by the LCI/LCA study, Situation A hence covers all studies that are intended to support any kind of product / micro level 
comparisons and comparative assertions.

Situation B – 
group 2

Situation B refers to life cycle based decision support with consequences that are so extensive that they overcome thresholds and result in additionally 
installed or additionally decommissioned equipment / capacity (e.g. 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outside the foreground system of the analysed system.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lso for such studies not all processes throughout the analysed system's life cycle show these large-scale effects.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Situation A and B is that under Situation B at least one process of the background system or other systems show these large-
scale,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And only these processes need the different modelling.

Situation C – 
group 3

Two sub-cases need to be differentiated: In Situation C1 ("Accounting, with system-external interactions"), existing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ystems are 
included in the LCI model (e.g. considering recycling benefits or avoided production for co-products). Note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refer to existing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ystems only. This is in contrast to the additional consequences that are assumed to occur under Situation A and B, and that are 
assumed to be caused by the analysed decision. Situation C2 accounts for the analysed system in isolation, i.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ystems are not 
accounted for, but cases of recycling and co-production are solved inside the system model (by allocation)



In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 deliverables / results
 – 依据条件A, B, C将决策内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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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和其他限制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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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足迹计算的例子中： 

•如果所分析产品（和其竞争产品）的整体环境影响中气候改变为主
导影响，或者所有其他影响如富营养化和酸化与气候变化积极相关，
初始限制可被充分证明。

•否则，初始设置的限制性可以导致对比的不充分性。（例如，两个
可比较产品在其环境影响和其他影响分类之间明显不同。）



谢谢！

Any comments pls contact:

Email: service@ecovane.cn
+86-21-61931118 / 34635036

Your Product Sustainability Partner: www.ecovan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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