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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绿色生态 小烟花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烟花产品申请“江西绿色生态”认证的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小烟花产品申请“江西绿色生态”品牌的认证或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0631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GB 11652 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426 烟花爆竹 标志

GB/T 28747 资源循环利用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原则

GB 31368 烟花爆竹 包装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

GB/T 40674 烟花爆竹 环保评价方法

GB/T 41644 烟花爆竹 检验检测方法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AQ 4104 烟花爆竹 烟花药安全性指标及测定方法

AQ/T 4113 烟花爆竹 企业安全评价规范

AQ 4111 烟花爆竹 作业场所机械电器安全规范

AQ 4129 烟花爆竹 化工原材料使用安全规范

DB36/T 1138 “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DB36/T 11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烟花 Small fireworks

具有药量小、低噪音、运动轨迹小等特性，环保等级为E1-E3的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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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江西绿色生态 小烟花 small fireworks-Jiangxi green ecology

符合“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通用要求就本标准技术要求，并通过“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活

动的小烟花产品。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企业要求

4.1.1.1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23331 和 GB/T 45001 的要求，建立质量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1.2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29115 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建立完善原料管理制度、优化生产工艺、储

运防护、废料回收利用等措施，提高原材料节约率和回收利用率。

4.1.1.3 企业应按照 GB/T 33635 的要求，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持续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实现绿色发展。

4.1.1.4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指标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

环境污染事故和质量事故。

4.1.1.5 企业安全评价应符合 AQ/T 4113 的要求。

4.1.2 生产要求

4.1.2.1 产品生产、研制、储存、装卸、运输、燃放试验及危险性废弃物处置等过程中的作业安全技

术应符合 GB 11652 的要求。

4.1.2.2 化工原料的使用应符合 AQ 4129 的要求。

4.1.2.3 企业生产现场机械电器使用应符合 AQ 4111 的要求。

4.1.3 产品要求

4.1.3.1 小烟花产品的分类与分级、安全质量要求、检验规则应符合 GB 10631 的要求；包装、标志、

应符合 GB 31368、GB 24426 的要求。

4.1.3.2 小烟花产品的环保等级要求应符合 GB/ 40674 中 E1-E3 的要求。

4.1.3.3 小烟花产品烟火药安全性应符合 AQ 4104 的要求。

4.1.3.4 生产企业在满足使用条件下、应首先选用可再生或可回收利用材料。

4.2 评价指标

4.2.1 “江西绿色生态”小烟花产品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是指 DB36/T

1138 的第 5 章中规定的资源节约属性指标、环境保护属性指标、生态协同属性指标和质量 引领属性

指标。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具体化。小烟花产品的评价指标、判定依据及方法等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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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西绿色生态”小烟花产品评价要求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要求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节

约

应制定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办公行政等水电节约，以及原材

料节约、循环利用、回收废弃等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岗位职

责
查看制度文件、会

议记录、

实施证明、综合能

耗统计

表、原材料消耗记录

应按照 GB/T 28747要求，遵循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性、产品

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四个原则，制定废弃物的再生和循环利用

制度和方案

应积极引进并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或自动化设备，以提高原材

料利用率、成品率

环境保

护

以对环境影响最小原则，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废弃产品最

终处理方法
查看制度文件

生产最终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辐射等污染物应达标

查看第三方检测结

果：依据GB 12348，

GB 10631，GB/ 40674

进行测定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标准

产品不应使用铅化物、砷化物、汞化物、锆粉、苦味酸等

烟火药不应使用汞化合物、砷化合物、铅化合物、六氯代苯、硫氰酸盐

烟雾效果件不应使用含甲醛、芳香胺、萘等有害物质的材料

C级产品最大声级值≤90dB，D级产品最大声级值≤80dB

产品燃放后释放的颗粒物（PM2.5、PM10）浓度和有害气体（SO2、NOX、CO）

浓度在 24 小时内、900 m
2
开放空旷空间平均增幅应≤20%

生态协

同

设计生产工艺路线时，应以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作为基本

原则，应符合 GB/T 24256 和 GB/T 32161的要求
查看制度文件，工艺

路线、加工过程
企业应按照 GB/T 33635 的要求，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带动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实

现绿色发展

质量引

领

药量安

全指标

产品大

类
产品小类

最大允许药量（g）

查看第三方检测结

果：依据GB/T 41644

进行测定，结果符合

表格中各指标要求

C级 D级

喷花类

地面喷花 80g 10g
手持（插入）

喷花
30g 10g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

转烟花
20g －

无固定轴旋

转烟花
10g 1g

吐珠类

手持/插入 10 g（1g/珠）

－

固定 15g（1g/珠）

吐珠组合

单筒：10g
（1g/珠）

总药量：6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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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类

玩具造型 10g 3g
线香型 单支：15g 单支：5g

摩擦型 －

0.0016g
含雷酸银砂

炮

组合类

不同类组合

喷花：50g/
筒；吐珠：10
g/筒；总药

量：600 g。

－

同类组合

单个产品、单

发含药量按

照各类各级

产品最大允

许药量；总药

量：600 g

性能指

标

产品初始引线燃烧时间应为3s～8s

产品燃放时产生的炙热物与燃放点的横向距离≤8m

产品燃放时产生的火焰、燃烧物、色火或带火残体不应落到距

离燃放点 8m 之外

造型玩

具类

C级产品行走距离半径≤2m、飞离地面高度

≤0.5m、最大发射高度≤2m

D级产品行走距离半径≤1m、飞离地面高度

≤0.5m、最大发射高度≤1m

线香类

燃放时不应出现速燃、爆燃、断火和顿火

火焰长度：C级＜0.5m、D级＜0.2m

辐射半径：C级＜0.8m、D级＜0.5m

吐珠类

产品燃放时最大发（喷）射高度（距离）≤

10m

最低发（喷）射高度（距离）≥1m

初始效果后的燃烧效果时间不应超过5s

4.2.2 企业应持续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协同、质量引领属性的二级指标进行细化，且细化的

指标应遵循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原则。

4.3 评价方法

由“江西绿色生态”评价机构，依据“江西绿色生态”标准及相应评价实施细则实施评价。

4.4 评价报告

“江西绿色生态”评价机构按照 DB36/T 1138 的要求，对参评产品出具评价报告，符合评价要求则

授予认证证书和标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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