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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14052:2017《环境管理 物质流成本核算 供应链中的实

际实施指南》（英文版）。  

本标准由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供应链中 MFCA的实际应用提供指南。MFCA是一种环境管理核算工具，

可帮助组织更好地了解其物料和能源使用，以及因物料效率不高而造成的损失和相关成本。

GB/T24051-202X 对 MFCA 在组织内部的应用给予了解释。将 MFCA 的范围扩展到供应链中的

多个组织将使他们能够开发出更有效地利用物料和能源的综合方法。这可为供应链中的不同

组织带来各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减少总物料损失（主要物料、能源和辅助

物料），从而提供降低成本、提升环境绩效（例如：减少温室气体和更高的物料效率和（或）

能源效率）并增加信任、协作和富有成效的业务关系的共同机会。供应链中不同组织之间的

信任关系以及对自身情况的更多共同认识促进了合作，通过相互的 MFCA 合作也可激励长期

合同的签订。 

为了将 MFCA 项目利益扩展到供应链的所有组织，其前提条件是合作组织致力于分享过

程信息和相关物料和能源流，为有效实施 MFCA 而全面了解生产系统。 

将 MFCA 应用在供应链中可改善供应商与组织采购部门之间的现有供应链管理信息共享、

信息交流机制和管理实践，MCFA 是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关键连接。MFCA 可补充现有的环境管

理和管理核算实践。 

此外，对供应链所有阶段物质流和能源使用的全面评价也可作为综合性可持续性管理的

一个基础。例如：MFCA信息可被用作监视环境参数或有助于在供应链中识别并减轻风险。 

本标准为以下主题提供了指南： 

— 组织间整合 MFCA的重要意义； 

— 在供应链中提升物料和能源效率的通用方法； 

— 在供应链中实施 MFCA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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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物质流成本核算   

供应链中的实际实施指南 

1范围 

本标准为供应链中物质流成本核算（MFCA）的实际实施提供了指南。MFCA 从根本上跟

踪组织内物料的流动和库存，以物理单位（例如：质量、体积）量化这些物质流，并评估与

物质流和能源使用相关的成本。MFCA 适用于任何使用物料和能源的组织，无论其产品、服

务、规模、结构、地域以及现有的管理和核算体系如何。原则上，MFCA 可作为供应链上下

游的环境管理核算工具，从而有助于开发用于提高供应链物料效率和能源效率的综合方法。 

本标准的制定基于 GB/T 24051中描述的 MFCA的原则和通用框架。 

本标准中提出的 MFCA 框架包括提高供应链物料效率和能源效率的场景、在供应链中成

功应用 MFCA的原则、信息共享以及在供应链中实施 MFCA的实际步骤。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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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50  环境管理  词汇 

GB/T24051  环境管理  物质流成本核算  通用框架 

3术语和定义 

ISO14050和 GB/T2405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 IEC组织在下述地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IEC Electropedia： 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 

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输出的绩效、服务、货物或能源与输入的能源之间的比率或其他量化关系。 

3.2 

发起组织 initiating organization 

供应链中的一个组织，该组织将 MFCA 过程引入其供应商和（或）客户中，以达成减少

物料和能源损失方面的合作。 

3.3 

物料效率 material efficiency 

输出的绩效、产品或服务与输入的物料之间的比率或其他量化关系。 

3.4 

供应链 supply chain 

为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各项活动或各方所构成的序列。 

注 1：针对本标准的目的，供应链至少由两个组织组成，其中一个组织从供应商处购买物料、部件或

中间产品，或将产品销售给客户。 

[来源：修订自 GB/T36000-2019，3.6—删除初始注释并添加了新注释。] 

 

4 供应链中的物料和能源效率 



 

4.1 供应链中发起组织的作用 

针对本标准的目的，发起组织将启动在其供应链中应用 MFCA 的过程。这可通过与供应

商共同分析 MFCA的机会，或通过与客户讨论 MFCA相关的改进机会，或通过与一个或多个供

应商和（或）一个或多个客户同时应对与 MFCA 相关的改进机会来进行。 

4.2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物料损失的产生 

MFCA 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物料和能源效率。这可通过减少物料和能量损失以及减少产品

中的物料使用来实现。在许多情况下，这可在组织内实现而无关乎其他组织。在其他情况下，

供应链中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可进一步减少整个供应链中的总体物料损失。图 1阐释

了供应链中的物料损失。 

 

图 1.理解供应链中的物料损失 

在供应链的上游过程中，物料损失可能出自各种原因（例如：所供应物料规格或质量的

变化）。在下游过程中，客户过高的精度（设计和规范）要求或过高的质量标准也可以导致

物料损失。 

如果上游组织了解其产品如何在下游过程中使用，他们可以有机会提议合作项目来提升

整体的物料效率。 

如果组织理解了物料损失是由于交付给下游组织的物料或产品的产品规范或其他事项

（例如：加工条件）而导致，则会意识到在这些物料或产品生产中可能存在不必要的物料损

失。如果发现是由于过度规范要求而导致的额外物料损失，则申请修订规范可以节省物料和

能源。 

4.3 供应链中累积的物料损失 

在某些情况下，供应链中相互联系的组织所造成的累积物料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图 2

阐释了一个简化的供应链示例，其总的物料和能源损失为原始输入的 70％。 

 

图 2.供应链中的累积损失 

在此示例中，30％的输入包含在产品中。这种组织（公司 1、2 和 3）之间协作的加强

有可能实现整体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减少，从而实现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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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应链中成功应用 MFCA的原则 

5.1 承诺 

发起组织能够协调其他组织参与，以便在供应链中应用 MFCA。参与组织致力于提高供

应链中的物料和能源效率。 

5.2 信任 

项目基于所有参与组织的相互信任。需要时，信息的保密性在参与组织中是得到保证的。 

5.3 合作 

所有参与组织密切合作实施 MFCA。为分享和分析结果，尤其需要密切合作，以便达成

对所有参与组织有益的解决方案。 

5.4 利益共享 

所有参与组织都意识到在供应链中成功实施 MFCA需要分享努力和收益。 

 

6 MFCA分析的信息共享 

6.1 概述 

在供应链中，组织间共享的信息通常仅限于产品的规范和价格，而基本的 MFCA 实施步

骤需要不同类型的量化和其他可测量的信息（例如：物料损失的数量和成本）。因此，明确

界定供应链中实施 MFCA的共享信息类型是很重要的。附录 A提供了一个 MCFA案例。附录 B

提供了一个信息共享活动的示例。 

6.2 物质流过程相关信息的共享 

量化物质流之前，应当在组织间分享所界定的边界内的物质流模型以供评审。特别是，

物质流模型的建立说明了通过多个组织的物料总体流，这有助于组织了解整个过程的概况，

并识别可能存在的物料损失点。 

6.3 物质流物理信息的共享 

共享物质流和能源使用的物理数量的基本信息是信息共享的基础。在供应链中分享这些

信息时，组织可能对生产成本等基于成本的信息进行保密，这通常就导致了组织间就提高物

料效率进行讨论。 

物理数量的汇总数据尚不足以让供应链中的组织对运作系统有充分的理解，以提高物料

和能源效率。因此需要物料损失（例如：损失的构成、类型）的详细信息。组织可对组件和

产品的质量要求和规范进行深入的讨论。 

6.4 环境影响量化信息的共享 

共享与物料损失（例如：CO2当量）相关的环境影响的量化信息有助于组织专注于对环

境有潜在不利影响(例如：排放)的低效率情况。 

在分享环境影响的量化信息时，信息提供者需要透明地展示如何完成环境影响信息的量

化工作（例如：应用标准 GB/T 24040、GB/T 24044和 ISO 14064）。 

6.5 货币信息的共享 

共享货币信息使组织能将减少与物料损失相关的物料、能源和系统成本的举措纳入讨论。



 

建议采用这种信息共享方式，以识别供应链中与货币利益有关的、提升物料和能源效率的机

会。 

 

7 供应链中实施 MFCA 的步骤 

7.1 概述 

图 3描述了按照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即 PDCA循环）构建的 MFCA实施步骤。在基

于 PDCA的 MFCA实施（见 7.9至 7.13）之前应当进行初始活动（见 7.2至 7.8） 

 

图 3.供应链中实施 MFCA的 PDCA循环 

7.2 发起组织对由供应商

或客户造成的物料损失的

初步识别 

7.3 协作机会的识别和协

议 

7.4 MFCA 实施的指标选择 

7.5 MFCA 分析范围的协议 

7.6 联合 MFCA 团队的建立 

7.7 信息共享类型的协议 

7.8 MFCA 评审和(或)信息

共享 

7.9 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的选项的 

确定 

7.10 改进计划的协议 

7.13 评审结果和修正改

进计划 
7.11 实施策划的改进 PDCA 循环 

检查 

改进 

策划 

实施 

7.12 监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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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发起组织对由供应商或客户造成的物料损失的初步识别 

发起组织应当通过内部 MFCA 评审来启动该过程。在评审过程中，发起组织确定供应商

或客户可能造成的物料损失。根据评审结果，发起组织将确定在供应链中应用 MFCA 的潜在

机会，并接触相关供应商和（或）客户。 

7.3 协作机会的识别和协议 

供应链中的发起组织和相关供应商和（或）客户将就协作实施 MFCA 的机会进行识别并

达成一致。采用公正方可有助于确保参与组织之间的承诺和协作，特别是在项目的早期阶段。 

初始协议中应当阐明组织之间会分享哪些项目收益。例如：可考虑下述机会： 

 客户与供应商分享相关的 MCFA 数据，并辅助供应商改进物料交付方式，以降低客

户成本； 

 供应商鼓励客户使用不同物料或具有不同规范的相同物料，并证明替代方法将降低

客户的成本； 

 供应商和客户决定就潜在改进机会进行公开讨论以识别协同作用。 

7.4 MFCA 实施的指标选择 

为了在供应链中实施 MFCA，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可能有改进机会的指标。例如：在内部

MFCA 评审期间，发起组织可以在体积、成本降低和环境影响以及关键原材料方面发现一些

关键的物料损失。随后，发起组织应当调查这些关键物料损失的原因。 

造成这些损失的一些原因可能与供应商和（或）客户有关。在下一步中，发起组织应当

确定与供应商和（或）客户开始协作的可能性。在优先考虑可能的合作领域之后，发起组织

应当根据第 5章中的原则联系选定的组织。最后，发起组织应当与供应商和（或）客户达成

协议，启动 MFCA协作项目。 

此外，发起组织应当查明某些供应商或客户是否有计划在生产过程中和（或）开发新产

品或型号变更中进行新投资。这将成为发起组织在供应链中协同实施 MFCA的好机会。 

7.5 MFCA 分析范围的协议 

有关参与组织应当就合作项目涵盖的 MFCA 分析的范围达成一致。 

7.6 联合 MFCA 团队的建立 

建立整个供应链的 MFCA 团队所必要的专业知识应当基于 GB/T 24051 中的指南。此外，

技术销售和采购职能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可有助于在整个供应链中实施 MFCA。 

7.7 信息共享类型的协议 

详见第 6章。 

7.8 MFCA 评审和（或）信息共享 

应当按照 GB/T 24051对选定的目标产品或过程进行 MFCA评审。更重要的是，信息共享

应当按照参与组织的约定执行。 

7.9 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的选项的确定 

根据 MFCA 分析的结果，每个组织选择与其他组织共享的物料和能源损失数据。在分享

所选的物料损失信息后，所有组织都应当考虑并确定减少物料损失的可能办法。 

7.10 改进计划的协议 



 

根据上一步的结果，应当选择改进选项并达成一致。随后，组织应当就具体目标和改进

计划实施的时间表达成协议。 

7.11 实施策划的改进 

所有参与组织都应当实施商定的改进措施。 

如果物料和能源损失的减少是公司目标的一部分，或预期的改进是供应商和客户间合同

的一部分，则可设定需要进行监视的单独参数（例如：每年废物的减少量、减少再加工的百

分比）。鼓励公司制定和使用减少物料损失的和供应链中经济效益分享的代表性参数。 

7.12  监视进展 

一旦在整个供应链中实施了策划的改进措施，监视项目进展就显得很重要。这包括定期

举行会议，以评价由于执行改进措施而导致的供应链中所有组织物料损失的减少。这应当包

括对物料损失类型和来源的分析，以及组织中采取适当行动，以进一步改进来减少物料损失

的建议。基于对设置参数的监视是系统理解供应链中 MFCA应用进展的一种选择。 

7.13 评审结果和修正改进计划 

应当根据 MFCA 项目结果考虑修正改进计划，并根据需要做出相应更改，从而在下一个

管理周期中实现进一步改善。 

8 供应链中 MFCA信息的进一步使用 

MFCA的主要目的分为： 

 降低不利的环境影响； 

 通过改进物料和能源效率降低成本。 

但是，供应链中实施 MFCA 期间产生的信息也可用作其他相关目的。使用物料环境影响

的信息，可据此形成以较少有害物质进行物料替代的考虑。 

此外，这些信息可帮助监视向空气、水体或土壤中的废物排放。供应链中的 MFCA 信息

可作为运用 ISO/TS 14067 和 ISO 14046 监视碳足迹和水足迹等环境参数的基础。可从供应

链各阶段的 MFCA数据得出关于大气、水、废物排放以及物料和（或）能源效率的参数。MFCA

信息也可帮助识别和减轻供应链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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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汽车空调用压缩机活塞件生产相关的供应链 MFCA项目 

A.1背景 

A 公司是此案例的发起组织。A 公司通过锻造过程生产汽车空调的某一组件，并供应给

B公司进一步处理该组件。 

A 公司实施 MFCA 以减少其物料损失。在实施 MFCA 的过程中，A 公司意识到若干种类物

料损失的减少需要与公司 B进行协作。因此，公司 A联系 B公司实施 MFCA合作项目。 

A 公司与 B公司达成协议后，A公司将支持 B公司实施 MFCA项目。根据协议内容，A公

司与 B公司共享物质流的过程相关信息、物质流的物理信息，以及环境影响量化信息和货币

信息。 

A.2目标产品的物质流模型 

公司 A和 B决定开发物质流模型以识别其供应链中产生的物料损失。通过分析物质流模

型及相关的生产过程，两个公司均识别出了物料损失，如图 A.1所示。 

 
图 A.1 A公司和 B公司的物质流模型 

A.3 MFCA评审和识别的物料损失 

如图 A.1所示，在供应链中确定了以下物料损失； 

a) 公司 A 

其他供应商 

公司 A 公司 B 

输入物料 

铝条 

输入物料 

涂料 

QC 

切割 

QC 

锻造 

QC 

机加工序 1 

QC 

喷涂 

QC 

机加工序 2 

QC 

检验 

物料损失 

切除物料

缺陷 

物料损失 

缺陷 

物料损失 

残余粉末 

缺陷 

物料损失 

油漆 

缺陷 

物料损失 

残余粉末 

缺陷 

 

物料损失 

缺陷 

客户 

MFCA 项目的边界 

QC：量化中心 



 

 在切割过程中的切除物料和缺陷； 

 锻造过程中的缺陷； 

b) 公司 B 

 机加工过程 1中的残余粉末和缺陷； 

 喷涂过程中的油漆和缺陷； 

 机加工过程 2中的残余粉末和缺陷。 

 检验过程中的缺陷。 

A.4识别减少物料使用的选项 

公司 A 和 B 将其物料损失划分为需要内部改进的物料损失或需要协同改进的物料损失。

表 A.1总结了 MFCA分析的具体内容。 

表 A.1改进事项和方法 

序号 目标过程 改进方法 公司 

A B A 和 B 

1 1-1 机加工 

过程 1 

改进锻造件内径的工序  √ √ 

1-2 提高锻造件凸面的方法 √  √ 

1-3 改进锻造件底部的凸面  √ √ 

1-4 锻造件较不标准的曲面   √ 

1-5 降低接头缺陷率  √  

1-6 改善锥形剃齿   √ 

2 2-1 喷涂 均匀未喷漆部分的喷丸处理   √ 

2-2 圆柱部分喷涂范围的适当性  √  

2-3 圆柱部分油气厚度的适当性  √  

3 3-1 机加工 

过程 2 

活塞端表面加工精度的合理性   √ 

3-2 活塞底部加工精度的合理性  √ √ 

3-3 表面边缘过大 √   

3-4 ##部门加工精度的合理性  √ √ 

3-5 ##加工后降低缺陷率  √  

A.5关于改进计划和（或）改进的协议 

以事项 1-1 和 1-3 的实施为开端。公司 B 与公司 A 分享物料损失信息，并建议公司 A

将其提供给公司 B 的产品设计和加工进行变更，因为公司 A负责公司 B的产品设计和加工。 

公司 A接受了公司 B的提议后，公司 B改进了产品生产过程以减少在 B公司产生的物料

损失。 

公司 A和 B就采取下述措施达成协议： 

a) 每个公司在其内部实施能够实施的改进措施，包括那些与校准现有设备或评审程序有关

的措施； 

b) 公司 A和 B共同采取下述措施： 

 实施其他部门、供应商和客户共同参与的改进措施； 

 解决限制因素，例如：设计评审、设备升级和相关投资（公司 A和 B之间将讨论在

各自公司实施的活动）； 

 探索可能的创新机会以克服现有约束（公司A和B将讨论在各自公司实施的活动）。 

A.6项目结果 

公司 A和 B评审其供应链中的物质流。随后，他们检查每个公司产生的物料损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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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损失发现，公司 A产生的一部分物料损失是由公司 B导致的，反之亦然。根据两公司的

协议，他们采取了多种改进措施以减少物料损失。这些措施确实减少了物料损失（约每年

14t 和 5000,000日元）。从此示例可以理解，在供应链中应用 MFCA，相比在单个公司应用

而言，为公司 A和 B提供了更多降低其物料损失改进的机会。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供应链中 MFCA的信息共享 

在供应链的 MFCA 项目中，信息共享的类型和范围对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至关重要。然

而，一个组织的信息通常是不与供应链中其他组织共享的机密数据。在供应链的 MFCA 项目

中，成员公司应当就分享的信息类型进行讨论。 

 

图 B.1  MFCA项目的信息共享和进展 

图 B.1 说明了参与组织之间信息共享的步骤。通常，MFCA 项目将从物料损失和能源使

用的物理信息共享开始。随后，组织可分享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信息。某些情况下，组

织可启动包含更多与环境管理（包括：CO2 当量和（或）其他环境影响数据）有关信息的供

应链 MFCA项目。在这种情况下，MFCA的项目的焦点则不仅限于物料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大

幅减少其他环境影响。 

随着 MFCA 项目的进展，预计参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将得到增强，并且他们将有可能分享

货币数据。分享这些信息可用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提升供应链中的物料效率。 

 

 

 

  

MFCA 项目的过程 

物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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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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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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