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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 

报告指南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根据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情况和我省碳排放权试点工作部

署，2015 年 2 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碳排放配额管

理和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的实施细则，以及《广东省企业（单

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4版）》等技术文件。2017

年 2月，省发展改革委在《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

息报告指南（2014 版）》基础上，结合我省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

的实施情况，对指南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结合新纳入我省碳

交易管理的航空、造纸行业的碳排放信息报告情况，形成《广东

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年修订）》（下

简称“《报告指南》”）。《报告指南》是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

查机构开展核查工作的依据。 

二、编制过程 

2012 年 7 月起，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研究机构、高校等力量

成立了省碳排放报告核查研究小组，开展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

体系的研究，研究小组组成单位包括中山大学低碳科技与经济研

究中心、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华南理工

大学、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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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心。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安排，试行的报告指南涵盖行业

包括火力发电、水泥、钢铁、石化等行业，其中，中山大学低碳

科技与经济研究中心牵头编制《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信息报告指南通则》（以下简称“指南通则”），华南理工大学

牵头编制《广东省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牵头编制《广东省水泥企业二氧化碳

排放信息报告指南》和《广东省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

指南》，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牵头编制《广东省钢铁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2012 年 7月至 11月，编制单位在借鉴国内外有关企业碳排

放核算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深入研究和案例试算，

提出试行的报告指南初稿。2012 年 11 月 30 日，经过首次专家

论证，并经报省发展改革委同意，试行的报告指南用于指导企业

历史碳排放数据的报告工作。 

2013 年 3 月至 9 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了对全省 250 多家

重点企业进行历史碳排放信息初始报告工作。编制单位根据企业

历史碳排放信息报告实际情况对指南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4 年 11月至 12 月，省发展改革委根据 2013年试点实施

情况、行业协会和企业反馈意见，组织编制单位对我省试行的报

告指南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

信息报告指南（20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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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6 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广东省企业

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和核查规范有关补充说明的通知》（粤发改

气候函[2016]793 号），就实施中的具体技术问题作了进一步明

确。 

2017 年 1 月至 2 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编制单位根据

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对《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

信息报告指南（2014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结合新纳入的航

空、造纸行业的碳排放信息报告情况，形成《报告指南》”。 

三、主要内容 

    指南通则包括 9个章节及附录，分别为适用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则、二氧化碳报告范围、二氧化碳排放

计算方法、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的内容和

要求，以及相应的报告格式、排放因子参考值等内容。指南通则

中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工业过程直接排

放以及净外购电力、热力使用产生的间接排放。指南通则为各行

业报告指南确立通用的框架、原则、基本定义术语、计算方法和

报告表式等内容，企业（单位）在开展核算和报告工作时，优先

选用具体行业指南，如无具体行业指南，则参考指南通则进行碳

排放信息报告。 

火力发电、水泥、钢铁、石化、民航和造纸行业指南框架与

指南通则基本一致，具体计算方法根据行业特点而定，其中，火

力发电企业指南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燃油、煤炭、天然气等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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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直接排放，碳酸盐脱硫过程直接排放；水泥企业指南核算的

排放活动包括生料含有的碳酸盐类分解直接排放，化石燃料和替

代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以及净外购电力使用间接排放；钢铁企业

指南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石灰烧制直接排放、钢铁生产直接排

放、自备电厂发电直接排放，以及净外购电力使用间接排放；石

化企业指南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燃料燃烧直接排放、工业过程

（催化剂烧焦、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石油加工硫磺回收

过程、制氢反应）直接排放，以及净外购电力使用间接排放；民

航企业指南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化石燃料和生物质混合燃料中

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造纸企业指南核算的排放活动包括化石

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制浆过程中在碱回收系统和腐蚀环境

中添加石灰石化学剂的工艺，因化学反应产生的碳排放；自备电

厂脱硫耗用碳酸盐物料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净外购电、热力产

生的排放。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报告指南》只核算二氧化碳排放，暂不包括其它种

类温室气体排放。 

（二）《报告指南》相关排放因子优先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

统计局及相关部门公布的参考值。其中，考虑与全国碳市场衔接，

新纳入的民航和造纸行业排放因子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相关

部门近期公布的参考值。 

（三）《报告指南》由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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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4版）》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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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单位）进行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的通用流程、

方法和报告规范。 

本指南适用于本省辖区内企业（单位）进行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并指导相关具体行

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规范文件的制定。企业（单位）在开展核算和报告工作时，优先选

用具体行业方法，如无具体行业方法或行业方法中无相关规定，适用本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DB44/T 1212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体系通用要求 

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法） 

ISO 14064—1：2006  温室气体  第1部分：对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企业  Enterprise 

企业法人，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和法规，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的企业。包括： 

⑴公司制企业法人； 

⑵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经各级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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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单位  Unit 

除企业法人外的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法人、其他法人。 

注：本指南中“单位”的另一个含义是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比如，克（g）是质量的单位，焦耳（J）

是热量的单位，请注意区分。 

3.3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5。 

注 2：按排放是否发生在企业（单位）内可分为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与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3.4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单位）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5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单位）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9。 

3.6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注：如锅炉、回转窑、常压炉、电灯等。 

3.7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注：如机组、熟料生产线、钢铁生产线、常减压装置等。 

3.8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7。 

注 2：如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与外购电力使用量相乘可得外购电力使用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9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 activity data 

企业（单位）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程度的测量值。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11。 

注 2：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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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工业生产活动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进行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能源加工转换、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

科学试验、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等活动。 

3.11  

非工业生产活动  non-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工业生产活动以外的活动，如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企业办公室、科研单

位、农场、车队、学校、医院、食堂、托儿所等部门的活动。 

3.12  

监测 monitoring 

为了计算或者测量特定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

括数据测量、获取、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0。 

3.13  

报告 reporting 

企业（单位）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

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3.14  

物料 material 

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非用作能源用途的物品。 

注：如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成品等。 

3.15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一定热值，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可燃物。 

注：改写HJ 2519—2012，定义3.6。 

3.16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

集。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7。 

4 原则 

4.1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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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适应企业（单位）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和数据。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

算可清晰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4.2 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

报告，使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 准确性 

对企业（单位）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不存在系

统性的错误或者人为的故意错误。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应改进监

测条件，提高报告的数据质量。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单位）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

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年份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时先确定报告年份。 

5.2 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以

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企业组

织边界识别结果原则上应与本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对于工业企

业，应对组织边界内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告，非工业

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不进行核算。 

单位的组织边界指单位法人的运营控制范围。单位组织边界可通过了解单位的成立时间、

规模、业务范围、资产状况、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 

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

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 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企业（单位）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 

a) 固定源燃烧：发生在固定生产设备的固体、液体与气体燃料燃烧，或其他替代燃料、

可燃物质化石碳部分的燃烧，如煤、石油、天然气以及汽油、液化石油气、煤气、固

体废弃物、液体废弃物等燃烧； 

注：生物质能源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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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移动源燃烧：企业（单位）运营控制的车辆、船只等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交通运输活动

消耗燃料的燃烧，如汽油、柴油等燃烧； 

注：工业企业移动源燃烧不计入。 

c) 工业过程：含碳原料加工以及化石燃料等非能源利用释放的二氧化碳。 

5.3.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企业（单位）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外购电力、热力的消耗。 

5.3.3 特殊排放说明 

当企业（单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并非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是作为纯物质、

产品的一部分或作为原料输出企业（单位）之外，如供给其他企业（单位）制作碳酸饮料、

干冰、灭火剂、制冷剂、实验气体、食品溶剂、化工溶剂、化工原料、造纸工业原料等二氧

化碳转移活动。企业（单位）对此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报告时，不必报告具体的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活动数据、相关计算系数。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单位）在识别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后，可根据企业（单位）计量仪器配备情况、客

观条件，识别和划分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应包括所有

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直接相关的固定或移动单元，居民生活用能等非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排

放信息不作统计。 

企业（单位）可参照表1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

设备进行识别，形成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识别清单，并在监测计划中进

行记录。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的识别示例 

二氧化碳

排放范围

（排放活

动） 

活动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单

元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设

备示例 
报告要求 

直

接

排

放 

固定

源燃

烧

（生

物质

能不

计

入） 

发生在固定生产设备的固体、液体

与气体燃料燃烧，或其他替代燃料、

可燃物质化石碳部分的燃烧，如煤、

石油、天然气以及汽油、液化石油

气、煤气、固体废弃物、液体废弃

物等燃烧 

水泥企业：熟料煅

烧工序 

电力企业：机组 

石化企业：常减压

装置 

水泥企业：分解

炉，回转窑 

电力企业：锅炉 

石化企业：常压

炉、减压炉 

根据企业（单位）

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单位）整

体或分二氧化碳

排放单元或二氧

化碳排放设备报

告活动数据、排

放因子及相关数

据 

移动

源燃

烧 

企业（单位）运营控制的车辆、船

只等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交通运输活

动的燃料燃烧，如汽油、柴油等燃

烧 

运输工具 汽车、船只 

此部分可以选择

报告企业整体的

分燃料活动数

据、排放因子及

相关数据。工业

企业移动源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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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入 

工业

过程 

含碳原料加工、化石燃料非能源利

用释放的二氧化碳，如水泥、陶瓷、

石灰生产过程（碳酸盐分解产生二

氧化碳）、钢铁生产过程（炼铁熔

剂分解和炼钢降碳产生二氧化碳）

等 

水泥企业：熟料煅

烧工序 

钢铁企业：石灰烧

制 

石化企业：制氢装

置 

水泥企业：分解

炉，回转窑 

钢铁企业：石灰

窑 

石化企业：转化

炉 

根据企业（单位）

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单位）整

体或分二氧化碳

排放单元或二氧

化碳排放设备报

告活动数据、排

放因子及相关数

据 

间

接

排

放 

外购

电

力、

热力

消耗 

企业（单位）运营过程中所导致的

外购电力、热力消耗 

水泥企业：生料制

备、水泥粉磨工序

等 

水泥企业：喂料

机，生料粉磨系

统，空压机，破

碎机，水泥粉磨

系统，锅炉，再

生器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总用电

量、外购电力量、

热力量、自产电

力量（若有）、

外输电力量和热

力量（若有）；

选择性报告分工

序的用电量 

特

殊

排

放 

转移

二氧

化碳 

二氧化碳作为原料之一制作碳酸饮

料、干冰、灭火剂、制冷剂、实验

气体、食品溶剂或化工溶剂以及化

工原料或造纸工业 

以企业（单位）整

体为单位 
—— 

报告转移二氧化

碳的量，不必报

告具体的二氧化

碳排放单元、二

氧化碳排放设备

及活动数据、相

关计算系数 

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单位）可选择精细程度不同的

范围收集数据，并进行相应范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参照 GB 17167 中“用能单

位”、“次级用能单位”、“用能设备”的划分方式将报告层级分为“企业（单位）”、“二

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三个层级。宜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

低的层级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计算；鼓励企业通过改进计量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上，报告质量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注：当选择企业（单位）层级时，使用燃料、物料进出企业（单位）时测定的活动数据、热值、碳含量

等数据计算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当选择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时，

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活动数据、热值、碳含量等数据分别计算各二氧化

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累加得到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6 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6.1 概述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分别为计算法和直接测量法： 

a) 计算法 

——物料平衡法； 

——排放因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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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直接测量法 

——连续性测量； 

——间歇性测量。 

6.2 物料平衡法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宜使用物料平衡法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a)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涉及的工艺原理复杂； 

b) 投入或产出的物质种类多样、碳含量不稳定； 

c) 投入或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不确定； 

d)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之间的关系较复杂，不易于分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数据报告； 

e) 没有供参考的排放因子及其相关数据。 

物料平衡法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对某系统（企业（单位）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输入碳量、输出碳量和库存碳量进行平衡计算的方法。当计算企业（单

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应考虑系统所有输入、产品、其他非二氧化碳的输出及库存的碳

含量而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公式（1）： 

 

     

 

2 2
-

44
          -

12

CO CO
AE AD C AD C AD C

AD C

    


 

  



输入 输入 非 输出 其他非 输出期初库存 期初库存

期末库存 期末库存

 ....... (1) 

式中： 

AE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  ——碳含量，吨碳/吨燃料（t-C/t）或吨碳/万立方米（t-C/104m3）； 

44/12 ——CO2和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注 1：活动数据指公式（1）中的期初库存物质的实物量、输入物质的实物量、输出物质的实物量等。 

注 2：碳含量指燃料或物料含有的元素碳的质量或质量分数。可以通过实测手段或热值法获取碳含量数

值。热值法是指使用能源低位发热量实测值和引用附录 B 提供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获取碳含量

数值。若燃料未做检测，可通过热值法采用附录 B 中低位发热量数据与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计算获

得碳含量数值。 

6.3 排放因子法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宜使用排放因子法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a)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涉及的工艺原理简单； 

b) 投入或产出的物质种类较单一、碳含量较恒定； 

c) 投入或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较确定； 

d)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之间关系明晰，易于分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数据报告。 

排放因子法是对企业（单位）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投入、产

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作简化，在计算上可看作物料平衡法的简化方法。二氧化碳排放

量为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与排放因子等系数的乘积。如公式（2）： 

 EFADAE   ............................................................(2) 

式中： 

AE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EF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t-CO2/t）或吨二氧化碳/万立方米（t-CO2/104m3）。 

注：排放因子是通过燃料或物料碳含量计算而得，可以通过实测手段或引用附录B提供的参考值获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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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因子。 

6.4 直接测量法 

直接测量法是指使用测量系统连续或间歇监测二氧化碳气体密度和流速，如在排气管安

装过滤器，包括红外光谱法、气敏电极法、气相色谱法等。 

6.5 选择和收集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数据 

企业（单位）可根据所选定计算方法的要求来选择和收集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数据，结合

自身的数据统计基础，按照表 2 的要求选择优先级更高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数据的优先级 

数据类型 来源 解释 优先级 

活动数据 

实际测量 使用计量器具（衡器、流量计等）实测，记录整理形成台帐 高 

 

 

低 

参考值 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提供的参考值  

二次数据 使用估算值或经验数据，须提供合理性证明 

低位发热量 

实际测量 对能源的低位发热量进行测定，如进行工业分析 
高 

 

低 参考值 附录 B 中提供的参考值  

碳含量 

实际测量 对燃料、物料或产品进行成分分析，如元素分析 高 

 

 

低 

参考值 附录 B 中提供的参考值 

二次数据 使用估算值或经验数据，须提供合理性证明 

其他排放因

子 

实际测量 
根据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提供的方法进行企业（单

位）自身排放因子的测量 

高 

 

低 参考值 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附录中提供的参考值 

注 1：活动数据的实测值应由合格的计量器具进行测量，必要时需要提供这些计量器具的检测合格证书；

若使用低位发热量、碳含量、排放因子等的实测值应保留检测实验报告以备核查。 

注 2：原煤的低位发热量、碳含量、排放因子参考值仅限于 2011 年及之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使用，不可

在 2012 年及之后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使用。 

6.6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6.6.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固定源、移动源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见

附录C）和工业过程物理或者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参照行业的二氧化碳

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在报告期内，企业（单位）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按公式（3）计算： 

  jidd AEE
,

 ............................................................(3) 

式中： 

Ed  ——报告期内企业（单位）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d i,j    ——报告期内i 类型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涉及的企业（单位）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

碳排放设备j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或（2）计算，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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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企业（单位）使用外购电力、热力时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量（计算方法见附录D）。 

在报告期内，企业（单位）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按公式（4）计算： 

  jiindind AEE
,

 ...................................................... (4)  

式中： 

Eind      ——报告期内企业（单位）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ind i,j   ——报告期内i 类型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涉及的企业（单位）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

碳排放设备j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6.3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计算 

在报告期内，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按公式（5）计算： 

indd EEE +=  …………………………………………(5)  

式中， 

E      ——报告期内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企业（单位）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a) 建立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b) 建立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

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c) 建立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

法，形成文件并存档；  

d)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e) 建立健全的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单位），

对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

定定期实施监测。  

f) 建立企业（单位）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g)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2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据）

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单位）应按GB17167及各

行业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单位）应

保留所有报告年份内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

续改进二氧化碳排放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

化碳排放计量管理，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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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覆盖的燃料、物料相关参数应按附录C表C.1和附录D表D.1要求的监测频次进行取

样分析。 

7.4 监测人员 

企业（单位）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

设备、工业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

证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

务知识，具备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

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单位）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

配合使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单位）宜对活动水平数据

和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计算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结

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b) 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些情

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估算基础； 

c) 数据缺乏代表性； 

d) 测量误差。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单位）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的相关信息。监测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单位）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包括企业（单位）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

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E），主要生产装置、

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d)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期、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能源

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e) 监测数据的说明：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选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测值； 

f)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g)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设备类型、型号、安装位置描述； 

h)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i)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单位）有关a）~f）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编制新的监测计划。监测计划的

修改不得降低监测要求。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单位）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

核查机构进行核查。企业（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参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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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单位）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

对相关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 

d)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e)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 

f) 燃烧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层级、燃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量、

碳含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燃料种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g) 工业过程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层级、物料种类、使用量、相关成分

分析等信息，以确定各物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工艺过程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h) 间接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单位）外购电力、热力的使用量； 

i) 使用物料平衡法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应报告企业（单位）整体、二氧化碳排放单

元涉及的能源和物料的输出量、输入量、库存变化量和相应能源、物料的含碳信息； 

j)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

数据汇总的流程、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

放等； 

k) 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证据类型、保存部门，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在备注中说明。 

企业（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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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

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

人处理： 

⑴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⑵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⑶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⑷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

资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

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

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和排放

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

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明确

报告义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

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

应在年度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

日期以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排放报告中。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须在年度排放报告

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

等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A.监测计划，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

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增加新增排放源信息的填报，包括排

放源产能、投产运营情况、涉及的设施设备、能源物料情况、碳排放信息监测情况

等，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监测计划。B.排放报告，新增排放源的

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并在排放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

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

排放量（其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计算），同时在

《基础数据汇总表》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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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 

以下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

料） 

单位热值碳含

量 

（克碳/兆焦

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

耳）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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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直 接

排放 

废油 吨 40200m 20.18m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m 4.64m 17.01 

塑料 吨 50800m 20.45m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m 16.15m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m 6.00m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m 22.64m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间 接

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n 

热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o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

发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B.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B.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

标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B.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兆

焦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表 B.16 中的矿物源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再进

行单位转换得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的排放因

子乘以 12/44 折算得到。 
 m 采用《HJ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表 A.3 的数据，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仅计算化

石碳部分（表中数值已考虑化石碳的比例，分别按废油 100%、废轮胎 20%、塑料 100%、废溶剂

80%、废皮革 20%、废玻璃钢 100%的比例计算化石碳）。 
 n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中

国气候变化信息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表 3 中广东

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o 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1 年 9 月发布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工具指南 2.0》附录 B 表 B.15 中广东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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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燃烧活动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C.1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C.1.1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本方法适用于涉及燃烧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监测、报告、核查工作，包括固定源燃

烧、移动源燃烧等活动。 

C.1.2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 

企业（单位）应识别组织边界内所有存在固定源和移动源燃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的划分可以以企业（单位）的计量条件或工序为标准，当企业（单位）二

氧化碳排放单元的计量条件比企业（单位）层级计量更完善时，可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的

活动数据、实测排放因子等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与报告。否则，使用企业（单位）

层级数据进行计算与报告。 

C.1.3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单位）可在排放活动与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的基础上，识别具体的二氧化碳排

放设备。在不导致其他数据质量问题的前提下，优先采用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数据进行报

告。企业（单位）应明确所有使用燃料的种类、用量，在不导致其他数据质量问题的前提下，

燃料的性质（低位发热量、碳含量等）优先采用企业（单位）的实际测量值。 

C.2 燃烧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C.2.1 概述 

企业（单位）可根据自身是否有测定燃料的元素碳含量从以下两种方法选取一种方法计

算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C.2.2 热值法 

当企业（单位）没有实测燃料的元素碳含量时，按公式（C.1）计算： 

∑ )10×××(= 6

,,,

-

ljljljcom
EFQADAE …………………………………(C.1) 

式中： 

AEcom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活动数据，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Q  ——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吨燃料（MJ/t）或兆焦耳/万立方米燃气（MJ/104m3）； 

EF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兆焦耳（g-CO2 /MJ）； 

10-6  ——质量单位克与吨的转换系数； 

j       ——表示企业（单位）整体或者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与排放范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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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结果相关； 

l      ——表示燃料的种类。 

C.2.3 实测碳含量法 

当企业（单位）有实测燃料的元素碳含量或者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燃料的含碳

质量分数时，按公式（C.2）计算： 

  








12

44
,, ljMljcom CADAE ………………………(C.2) 

式中： 

AEcom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活动数据，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M  ——单位质量或体积燃料的碳含量，单位为吨碳 /吨燃料（t-C/t）或吨碳/万立方米燃气

（t-C/104m3）；  

44/12      ——CO2 和 C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j       ——表示企业（单位）整体或者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与排放范围识

别结果相关； 

l       ——表示燃料的种类。 

C.3 注意事项 

C.3.1 煤数据对应问题 

煤的使用量计量点应与热值测量取样点一致；如不一致，需进行使用量数据的转换（见

附录H表H.2）。 

C.3.2 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 

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与

计算不可行，则将不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综合各燃料的效应测定综合系数。企业（单位）须

在监测计划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不可行的理由。 

C.4 数据来源说明 

数据来源说明见表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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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数据来源说明 

范

围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要求 

证明 

文件 

燃

烧

排

放 

燃料使用量 
衡器、流量计

等 
GB 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结

算凭证 

实测燃料低位

发热量（热值

法） 

工业分析、发

热量分析 

GB/T 212 

GB/T 213 

GB/T 384 

GB/T 22723 

企业（单位）整体：

每批次检测一次； 

二氧化碳排放单

元、二氧化碳排放

设备：每班次在相

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二氧化碳排

放设备上抽样检测

一次 

每批次、每班

次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加权年

平均计算（如

不能进行加

权，可以使用

算术平均） 

检测 

报告 

实测燃料碳含

量（实测碳含

量法） 

元素分析（单

位质量或体积

碳含量）；（燃

气）成分分析 

GB/T 476 

SH/T 0656 

GB/T 13610 

每批次检测一次；

（若条件允许）鼓

励企业（单位）每

班次在相应的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二

氧化碳排放设备上

抽样检测一次 

每批次检测

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

权年平均计

算 

检测 

报告 

 



 18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D.1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D.1.1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本方法适用于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相关监测、报告、核查工作，包括外购电力、热

力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当企业（单位）存在自产电力时，例如余热发电，若企业（单

位）生产的电力自用，则体现在减少外购电力的购买，相应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若企

业（单位）生产的电力进行上网，则这部分外输的电力需从外购电力中扣减，如果扣减的结

果（净外购电力使用量）为正，则企业（单位）仍存在外购电力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如果扣减结果（净外购电力使用量）为负，则间接排放的计算结果为负，在总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中自动扣减。 

D.1.2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 

企业（单位）可识别使用电力、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当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层级的

计量比企业（单位）层级计量更完备时，可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层级的数据进行二氧化碳

排放相关数据计算。 

D.1.3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单位）可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使用电力、热力的间接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鼓励企业（单位）对间接排放量较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电力、热

力的单独计量。当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的计量比企业（单位）层级、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层

级计量更完备时，可使用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的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计算。 

D.2 外购电力、热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外购电力、热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使用公式（D.1）： 

   kekee EFADAE ,, .................................................................. (D.1) 

式中： 

AEe  ——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e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电力、热力的使用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千焦（GJ）； 

EFe  ——外购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或吨二氧化碳/

百万千焦（t-CO2/GJ）；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D.3 数据来源说明 

数据来源说明见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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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数据来源说明 

范围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 要求 证明文件 

外 购

电力、

热 力

间 接

排放 

外购电力、热

力使用量 
电表、进货单 GB 17167 全部统计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用电、用

热量，以及自产

电力供电量（若

有）。 

台帐 

排放因子 附录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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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E.1 产量报告要求 

产量为企业在报告期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按各行业的主要产品进行报告。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统

计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的证明

文件进行交叉验证。 

E.2 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

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或可

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次之、节能

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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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单位编号  

单位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

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描述 

（1）企业（单位）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单位）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单位）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外包业务信息等）：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 和 3，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4） 

计算涉及的能

源与含碳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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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动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工业过程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

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

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工业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物料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

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活动数据

（物料产

量/使用

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排放因子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经验估算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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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

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净外购 

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净外购 

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热力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生产规模信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单位）代表签字：                     

企业（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

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

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的，此栏选填。 

注3：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指设备功率在100kW（参见GB17167确定）的电机、泵，或7MW以上的锅炉、

加热炉。 

注4：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此栏显示“企业（单位）”；

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

告层级选择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化

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5：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

物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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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单位类型   

所属行业   单位编号   

单位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

负责人/联系

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报告年份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产量 单位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 

       

       

（1）企业（单位）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单位）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情况等）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单位）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直接/间接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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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选填）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

（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3） 

计算涉及的能

源与含碳物料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排放因子法）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燃料名称  方法  

方法 1：热值法（默认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排放因子 
克二氧化碳/兆焦

耳（g-CO2/MJ） 
 指南附录 —— —— 

排放量 吨（t）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或万立方

米（104m3） 
    

实测碳含量 

吨碳/吨燃料

（t-C/t）或吨碳/

万立方米燃气

（t-C/104m3）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工业过程直接排放（排放因子法） 

具体活动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物料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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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电力使用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外购/外输蒸汽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及编号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 

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吨）  

物料平衡法 

涉及的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期初 

库存 

能源/物 

料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

部门 
备注 

 

活动数据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或% 
    

碳量 吨（t）  

输入碳量小计 吨（t）  

输入 

能源/物 

料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

部门 
备注 

 

活动数据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或% 
    

碳量 吨（t）  

输入碳量小计 吨（t）  

输出 

能源/物料

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

型 

保存

部门 
备注 

 

活动数据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或% 
    

碳量 吨（t）  

输入碳量小计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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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期末

库存 

能源/物料

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

型 

保存

部门 
备注 

 

活动数据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或% 
    

碳量 吨（t）  

输出碳量小计 吨（t）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情况说明： 

（例如生产规模信息、经济危机、停产检修等，或者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停产的应说明相应的起止日期）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例如增加生产装置、统计期内外包原有的业务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

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单位）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灰色底纹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的，该板块内容选填。 

注3：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此栏显示“企业（单位）”；

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

告层级选择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4：证据类型包括：发票、财务凭证（入库单）、财务ERP系统、收费通知单（电力、天然气、热力等）、

生产报表（日、月、季等）、部门内部统计记录、公里数和油耗统计表、外部实验室检测报告、

内部实验室检测报告、标准推荐值或者企业（单位）能出示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5：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单位）保存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

况。 

注6：排放报告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填报表格，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物料

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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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H.1 煤炭相关数据的对应关系及转换公式 

由于煤中含有水分，而且在用煤企业（单位）的生产流程中，煤的水分可能发生变化，

所对应的热值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需要确定所用的煤

使用量是否与热值对应。总的来说，在进行关于煤的数据报告时，请注意以下关键问题： 

a) 确认煤热值数据是否是低位热值（而非高位热值）； 

b) 热值的基的种类以及使用量与热值是否对应。 

企业（单位）可参照表H.1，确认所报告的煤的使用量数据与热值是否满足对应关系，满

足的话则可以直接报告数据，如不满足，企业（单位）可参照表H.2进行数据转换。 

表 H.1  煤使用量与热值的对应关系 

情况 
所处工艺流

程 
煤的使用量 水分状态 对应热值 注意事项 

1 进厂 

盘库消耗量（收到

基）（使用进厂煤量、

库存煤量计算出的

消耗量） 

未烘干 
进厂时测定的收到

基低位热值 
—— 

2 煤磨 
入磨煤量 

（收到基） 
未烘干  

入磨时测定的收到

基低位热值 

相比进厂时已有部分水

分损失，质量和热值相

比进厂时有差异 

3 煤磨-煤粉库 
出磨煤量 

（收到基） 

已经过烘

干处理 

出磨时测定的收到

基低位热值 

此出磨煤量不能直接

用，要结合煤粉库的盘

库数 

4 燃煤设备 
入炉煤量 

（收到基） 

已经过烘

干处理 

入炉时测定的收到

基低位热值 

注意入炉煤量的数据是

否是经过烘干处理的数

据，有些企业（单位）

会根据水分将烘干的入

炉煤量折回情况 1 的数，

使其与盘库消耗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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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2  煤使用量转换公式 

目标使用量 
已知使用量 

收到基 

空气干燥基 ad

100

100

ar
ar

ad

M
P P

M


 


 

干燥基 (100 )d ar arP P M    

干燥无灰基  100daf ar ar arP P M A     

注1：字母说明：P使用量，M水分，A灰分，其中水分和灰分计算时不带%。 

注2：下标说明：ar收到基 ，ad空干基，d干燥基，daf干燥无灰基。 

注3：在企业（单位）提供的是空干基热值的情况下，需要把收到基使用量转换成空干基，空干基所含

水份可能企业（单位）没有，如果煤使用量（各种基均适用）对应的水份<3%，则可使用空干基

热值代替收到基热值。 

H.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H.2.1 企业（单位）仅提供盘库消耗量（收到基）与入炉空干基热值 

使用表 H.2 公式，把盘库消耗量（收到基）转换成入炉煤量（空干基），计算时代入进厂

煤的平均水分和空干基水分。 

H.2.2 企业（单位）仅提供入炉煤量（收到基）与进厂收到基热值 

把入炉煤量（收到基）转换成盘库消耗量，使用表 H.2 中第一条公式，把入炉煤量（收到

基）设为已知使用量，把盘库消耗量设为目标使用量，计算时分子中的 Mar代入入炉煤收

到基水分，分母中的 Mad代入进厂煤（收到基）平均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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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2017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火力发电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相关工作时的流程、方法，广东省内

燃煤和天然气发电企业及其他相关机构可参照本标准提供的流程、方法对企业的二氧化碳排

放进行计算，并进行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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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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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值测定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1369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DL/T 567.1  火力发电厂燃料试验方法一般规定 

DL/T 567.2  入炉煤和入炉煤粉取样的采样方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  Enterprise 

企业法人，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和法规，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的企业。包括： 

⑴公司制企业法人； 

⑵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经各级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3.2  



 
32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5。 

注 2：按排放是否发生在企业内可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直接排放一般指发生在企业内的二氧化

碳排放，如燃料燃烧；间接排放指企业活动导致的、发生在其他企业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如外购

电力的使用。 

3.3  

监测 monitoring 

为了计算特定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数据测量、获

取、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30。 

3.4  

报告  reporting 

企业（单位）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

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3.5  

工业生产活动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进行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能源加工转换、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

科学试验、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等活动。 

3.6  

非工业生产活动  non-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工业生产活动以外的活动，如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企业办公室、科研单

位、农场、车队、学校、医院、食堂、托儿所等部门的活动。 

3.7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注：如机组等。 

3.8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注：如锅炉、电灯等。 

3.9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 activ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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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程度的测量值。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11。 

注 2：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3.10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7。 

注 2：排放因子即单位物料/能源质量或体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无烟煤的排放因子，与无烟煤燃烧

量相乘则可得无烟煤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11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一定热值，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可燃物。 

注：改写HJ 2519—2012，定义3.6。 

3.12  

物料 material 

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非用作能源用途的物品。 

注：如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成品等。 

3.13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

集。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7。 

4 原则 

为了确保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进行真实和公正的说明，应当遵守下列原则。这些原

则既是本指南所规定的基础，也是应用本指南的指导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适应企业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和方法，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清单真实

反映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并且满足企业管理、报告、制定减排计划等各项要

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算应清晰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4.2 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报告，

使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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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准确性 

对火力发电企业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尽可能

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应改进监测条件，提

高报告的数据质量。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单位）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

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以自然年为统计期，在进行碳排放报告时应先确定报告年份。  

5.2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以

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对于电

力企业，应对组织边界内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告，非

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不进行核算。 

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

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 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企业需要识别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和特殊排放。火力发电

企业仅涉及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火力发电企业主要包括以下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固定设施燃料燃烧：燃油、煤炭、天然气燃烧 

 电厂生产排放烟气碳酸盐脱硫处理 

5.4 排放单元与重点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在识别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后，对于每一个排放活动，根据企业计量仪器配备情况、

客观条件，识别和划分企业的排放单元，并进一步识别排放单元对应的排放设备以及使用的

能源与含碳物料。排放单元包括所有与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直接相关的固定单元，居民生活用

能等非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不作统计。火力发电企业可划分机组为排放单元。 

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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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火力发电企业默认各排放活动报告排放单元（机组）层级的排放相关数据，企业须

针对部分活动报告排放单元层级/排放设备级的排放相关数据，分别计算排放量后累加作为

企业总体排放量。 

综合上述识别过程，下表列出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的示例： 

表1 火力电力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范围要素示例 

6 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6.1 燃煤发电二氧化碳排放 

燃油、燃煤在锅炉的燃烧，除灰渣和飞灰内未燃烧的碳外均认为是完全燃烧，即碳全部

转化为二氧化碳。燃煤发电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项目列于表 2 中。 

表2 燃煤发电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项目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量 计算公式 

固定设施 

燃料燃烧 

燃油燃烧 AEoil （1） 

煤炭燃烧 AEcoal （2）、（3） 

非燃料燃烧 电厂生产排放烟气碳酸盐脱硫处理 AEdesu （4） 

6.1.1 燃油燃烧直接排放 

锅炉在预热时燃油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使用排放因子法，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按下式计算： 

              




  6-10oiloiloiloil ljljlj EFqADAE ,,,,,,

            (1)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活动示例 
排放单元 

示例 

排放设备

示例 
报告要求 

直

接

排

放 

固定

设施

燃料

燃烧 

锅炉燃油

燃烧 

燃料油、柴油、汽油等

燃烧点火 
燃煤机组 锅炉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整体或分排放单元报

告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

相关数据 

锅炉煤炭

燃烧 

原煤（无烟煤、烟煤）

燃烧 

燃煤机组 锅炉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整体或分排放单元报

告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

相关数据 

天然气燃

烧 
天然气燃烧 

天然气—蒸

汽联合循环

机组 

天然气轮

机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整体或分排放单元报

告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

相关数据 

非燃

料燃

烧 

电厂生产

排放烟气

碳酸盐脱

硫处理 

石灰石脱硫 燃煤机组 锅炉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

企业整体或分排放单元报

告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

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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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Eoil      ——锅炉使用燃油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oil     ——锅炉使用燃油的质量，单位为吨（t）； 

qoil     ——燃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吨（MJ/t），企业可以实测或者采用本指南附录提供

的参考值； 

EFoil     ——燃油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兆焦耳（g-CO2/MJ），根据燃油种类统一采

用本指南附录提供的参考值； 

10-6      ——质量单位克与吨的转换系数； 

j      ——表示企业整体或者不同机组/锅炉，与排放范围识别结果相关。 

l      ——表示燃油的种类。 

6.1.2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企业可根据自身是否有测定燃料的元素碳含量从以下两种方法选取一种方法计算燃烧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6.1.2.1 热值法 

当企业没有实测煤炭的元素碳含量时选择此方法。 

             6
coalcoalcoalcoal 10ljljlj EFqADAE ,,,,,,

        (2) 

式中： 

AEcoal      ——燃烧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coal     ——活动数据，即燃煤使用量，单位为吨（t）； 

qcoal        ——燃煤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吨（MJ/t），企业可以实测或者采用本指南附录提供的

参考值； 

EFcoal     ——燃煤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兆焦耳（g-CO2/MJ），根据燃煤种类统一采

用本指南附录提供的参考值； 

10-6      ——质量单位克与吨的转换系数； 

j      ——表示企业整体或者不同机组/锅炉，与排放范围识别结果相关。 

L     ——表示燃煤的种类。 

6.1.2.2 实测碳含量法 

当企业有实测燃煤的元素碳含量时选择此方法。 

         








12

44
coalcoalcoal ljMlj CADAE ,,,,

                    (3) 

式中： 

AEcoal    ——燃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coal     ——活动数据，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 

CMcoal     ——燃煤单位质量的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燃煤（t-C/t），一般使用质量分数（%）作单位； 

12

44
     ——CO2 和 C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J      ——表示企业整体或者不同机组/锅炉，与排放范围识别结果相关。 

L      ——表示燃煤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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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碳酸盐脱硫环节产生的直接排放 

当企业使用碳酸盐物料（如石灰石等）进行脱硫时，应按照以下公式对此部分二氧化碳

排放进行计算： 

 








32

44
cdesu zzoal SADAE ,

               （4） 

   式中： 

AEdesu    ——烟气脱硫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coal    ——活动数据，即燃煤使用量，单位为吨（t）； 

Sz        ——硫含量，单位为%； 

32

44
    ——CO2和 S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Z     ——进入企业的燃煤的批次。 

6.2 天然气发电二氧化碳排放 

表3 天然气发电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项目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量 计算公式 

固定设施 

燃料燃烧 
天然气燃烧 AEgas （5）~（8） 

天然气在天然气轮机内均认为是完全燃烧，即有机碳组分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天然气

发电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项目列于表 3 中。 

6.2.1 天然气燃烧直接排放 

天然气在燃烧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可根据企业是否有测定天然气各组分

比例和天然气密度，分为组分密度法、热值法，这两种方法精确度依次降低。 

6.2.1.1 组分密度法 

当电厂有测定天然气中各组分比例和天然气密度时，使用此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12

44
gasgasgas ljMlj CADAE ,,,,                      (5) 

式中： 

AEgas      ——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ADgas     ——活动数据，即天然气使用量，单位为万立方米（104m3）； 

CMgas     ——天然气的单位体积碳含量，单位为吨碳/万立方米（t-C/ 104m3）； 

12

44
    ——CO2和 C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j     ——表示企业整体或者不同机组/锅炉，与排放范围识别结果相关； 

 l     ——表示天然气不同气源种类。 

其中天然气的单位体积碳含量计算如下： 

            
  

















 ii

M
M

C





48362412 4321
gas              (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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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gas     ——单位体积碳含量，吨碳/万立方米（t-C/104m3） 

Ρ       ——天然气的密度，吨/万立方米（t/104m3）,计量工况与天然气使用量（ADgas）相同； 

β1       ——天然气中甲烷组分摩尔分数，%； 

β2      ——天然气中乙烷组分摩尔分数，%； 

β3    ——天然气中丙烷组分摩尔分数，%； 

β4    ——天然气中丁烷组分摩尔分数，%； 

βi      ——天然气中某一组分的摩尔分数，%； 

Mi     ——天然气中某一组分的摩尔质量，g/mol； 

12    ——指 1 摩尔甲烷（CH4）中有 12 克碳； 

24    ——指 1 摩尔乙烷（C2H6）中有 24 克碳； 

36    ——指 1 摩尔丙烷（C3H8）中有 36 克碳； 

48    ——指 1 摩尔丁烷（C4H10）中有 48 克碳。 

注：天然气的组分一般为甲烷、乙烷、丙烷、丁烷和氮气，其他气体所占的比例极少，所以默认以下

计算： 

  2858443016
2N4321   ii M             (7) 

其中
2N

 为天然气中氮气组分摩尔分数，16、30、44、58 和 28 分别为甲烷、乙烷、丙烷、丁烷和氮

气的摩尔质量。 

6.2.1.2 热值法 

当企业没有测定天然气各组分比例和天然气密度时，选用此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3
gasheat,,,gasgas 10EFQAE lj

                (8) 

式中： 

AEgas         ——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Qgas          ——天然气的使用量，单位为吉焦（GJ）； 

EFheat,gas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兆焦耳（g-CO2/MJ），统一采用本指

南附录提供的参考值； 

10-3      ——单位转换系数； 

j         ——表示企业整体或者不同机组/锅炉，与排放范围识别结果相关； 

l        ——表示天然气不同气源种类。 

6.3 数据来源说明 

电力企业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包括按照特定的技术标准、测量方法、采样频次、分析

频次、测量精度等，对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获取。同时，按照要求保留数据获取的相关证明

文件，如燃料采购发票、技术机构化验报告等。 

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与

计算不可行，则将不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综合各燃料的效应测定综合系数。企业须在监测计

划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不可行的理由。 

对于碳排放报告中的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相关的证明材料、保存部门，当存在数据缺

失等特殊情况时，应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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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火电企业所需的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范围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至少） 要求 证明文件 

锅炉

燃油

消耗 

燃油使用量 
衡器、流量计

等 
GB 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 

实测燃油低位

发热量 
实验测定 DL/T 567[1].8 每年三次 

分燃油种类

记录测定数

据 

检测报告 

煤炭

燃烧 

燃煤使用量 衡器 GB 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 

实测燃煤低位

发热量 

（热值法） 

工业分析 
GB/T212 

GB/T476 

（1）企业整体：每

批次检测一次 

（2）排放单元/排

放设备：每班次在

相应的排放单元/

排放设备上抽样检

测一次 

每批次/每班

次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加权年

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实测燃煤碳含

量（实测碳含量

法） 

元素分析 

（单位质量

碳含量） 

GB/T212 

每批次检测一次；

（若条件允许）鼓

励企业每班次在相

应的排放单元/排

放设备上抽样检测

一次 

每批次检测

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

权年平均计

算 

检测报告 

碳酸

盐脱

硫 

燃煤使用量 衡器 GB 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 

硫含量 实验分析 GB/T214 每批次燃煤一次 

每批次检测

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

权年平均 

台帐，检

测报告 

天 然

气 燃

烧 

天然气使用量 流量计 GB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 

天然气组分分

析及密度计算 
实验测定 

GB13610 

GB11062 
每月一次 

测定数据加

权年平均计

算 

检测报告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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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a)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b)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

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c)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形成文件

并存档；  

d)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e) 建立健全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企业二氧化碳

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定定期实施监测。  

f) 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g)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据）

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应按GB17167及各行业能

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应保留所有报告年

份内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二氧化

碳排放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化碳排放计量

管理，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监测应在企业正常生产的代表性工况下进行，燃料、物料相关参数应按表 4 要求的监测

频次进行取样分析。 

7.4 监测人员 

企业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设备、工

业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证二氧

化碳排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具备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按有关规

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配合使

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分析 

在获取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应对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不确

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量化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

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b) 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些

情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估算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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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已有的排放数据是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机

组启动和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d) 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企业应对量化中使用的每项数据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说明，

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应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碳监测相

关信息，确保企业在接下来的监测过程按照正确的监测方式进行。火力发电企业监测计划模板如

附录 C 所示。监测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企业法人代码、联系方式等；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股权情况、资产状

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D），主要生产装置、

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d)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能源与含碳

物料等信息； 

e)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包括数据来源、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和依据标准、测量仪器名

称、型号、性能和安装位置的描述； 

f)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g)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有关 a）~f）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报送新的监测计划至主管部门审批。当

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核查机构进行核查。 

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应根据主管部门认可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电厂排放报告模板如附录 E 所示。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报告年份 

d)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e)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 

f) 燃烧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燃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量、碳含

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燃料种类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g) 综合厂用电、发电量、供电量和外输蒸汽等相关信息； 

h)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数据

汇总的流程、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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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

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

人处理： 

⑴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⑵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⑶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⑷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

资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

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

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和排放

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

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明确

报告义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

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

应在年度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

日期以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排放报告中。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须在年度排放报

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A.监测计划，如未填报新增

排放源的情况，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

增加新增排放源信息的填报，包括排放源产能、投产运营情况、涉及的设施设备、

能源物料情况、碳排放信息监测情况等，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

监测计划。B.排放报告，新增排放源的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

并在排放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

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计算），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

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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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废油 吨 40200m 20.18m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m 4.64m 17.01 

塑料 吨 50800m 20.45m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m 16.15m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m 6.00m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m 22.64m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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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发

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B.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B.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标

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B.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兆焦

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

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表 B.16 中的矿物源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再进行单

位转换得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的排放因子乘以

12/44 折算得到。 
m   
采用《HJ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表 A.3 的数据，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仅计算化石

碳部分（表中数值已考虑化石碳的比例，分别按废油 100%、废轮胎 20%、塑料 100%、废溶剂 80%、

废皮革 20%、废玻璃钢 100%的比例计算化石碳）。 

 

注：上述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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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火力发电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碳排放信息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碳排放管理负

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可附图）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排放设备识别（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

动 

□燃油消耗直接排放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燃气燃烧直接排放         

□碳酸盐脱硫直接排放   □外输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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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燃油消耗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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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碳酸盐脱硫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煤炭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煤炭含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天然气 

方法 □组分密度法    □热值法 

方法 1：组分密度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燃气中甲烷

摩尔分数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中乙烷

摩尔分数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中丙烷

摩尔分数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中丁烷

摩尔分数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中氮气

摩尔分数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燃气密度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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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方法 2：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

等燃料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

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发电量、供电量、厂用电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发电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供电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综合厂用电

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外输蒸汽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依据

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

和安装位置 
备注 

外供蒸汽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蒸汽压力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蒸汽温度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供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估算值或经验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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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生产规模信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1：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某一排放活动的报告层级选择排放单元的，

则对应活动的所有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某一排放活动的报告层级选择排放设

备的，则对应活动的排放单元和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重点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排放

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排放设备”进行识别。其他情况，此栏选填。  

注3：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选择 “排

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排放单元（在“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识别”栏中选取）；若报告

层级选择选择“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排放设备及对应的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排放

单元-排放设备”。 

注4：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类型，可

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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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D.1 产量报告要求 

火力发电企业报告报告期内发电量、供电量等产品的产量。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统计

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的证明文件进

行交叉验证。 

D.2 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

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或

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次之、

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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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区号)  

企业地址  

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能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报告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产量 单位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 

发电量       

供热量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 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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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直接/间接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燃油燃烧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天然气燃烧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碳酸盐脱硫环节产生的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厂用电量（万千瓦时）  

外输蒸汽供热量（GJ）  

发电量（万千瓦时）  

供电量（万千瓦时）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设备识别（选填）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计算涉及的能源与

含碳物料 

    

    

    

燃油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能源类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排放因子 
克 CO2/兆焦耳

（g-CO2/MJ） 
 指南默认值 —— —— 

排放量 吨（t）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小计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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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能源类型 煤炭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热值法（默认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 
 指南默认值 —— —— 

排放量 吨（t）  

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排放量 吨（t）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小计 
吨（t）  

碳酸盐脱硫环节产生的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煤炭使用量 吨（t）     

煤炭含硫量 质量分数（%）     

排放量 吨（t）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小计 
吨（t）  

天然气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能源类型 天然气 

方法 □组分密度法     □热值法 

组分密度法（默认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天然气使用量 万立方米（104m3）     

碳 

含 

量 

甲烷摩尔分数 %     

乙烷摩尔分数 %     

丙烷摩尔分数 %     

丁烷摩尔分数 %     

氮气摩尔分数 %     

密度 吨/万立方米（t/104m3）     

计算值 
吨碳/万立方米

（t-C/104m3） 
 

排放量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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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热值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天然气使用量 吉焦（GJ）     

排放因子 
克 CO2/兆焦耳

（g-CO2/MJ） 
 指南默认值 —— —— 

排放量 吨（t）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小计 
吨（t）  

发电量、供电量及厂用电量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单位 万千瓦时 

机组名称及编号 发电量 供电量 综合厂用电量 

1#机组    

2#机组    

3#机组    

4#机组    

……    

    

发电量合计  

供电量合计  

厂用电量合计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供热量 

报告层级 排放单元（机组） 

机组名称及编号 抽汽量 (t) 抽汽压力（MPa） 抽汽温度（℃） 供热量（GJ） 

1#机组     

2#机组     

3#机组     

4#机组     

……     

供汽量合计（t）  

供热量合计（GJ）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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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火力发电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其他信息说明 

 特殊排放说明 

（例如：转移二氧化碳，即二氧化碳作为纯物质、产品的一部分或作为原料输出企业之外） 

 

 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例如采用水泵变频等） 

 

 生产情况说明： 

（例如生产规模信息、经济危机、停产检修等，或者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停产的应说明相应的起止日

期）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例如增加生产装置、统计期内外包原有的业务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

据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1：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企业编号”为主管部门给予每个企业唯一的编号。 

注3：排放单元是指属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同一类型产品或者中间产物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

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排放设备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的设

备。 

注4：排放单元与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

动的所有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择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

排放单元和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重点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

“其他排放设备”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的，该板块内容选填。建议电力企业识别的排

放单元类型如下：机组、辅助生产单元。 

注5：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选择 “排

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排放单元；若报告层级选择选择“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

须分条列出排放设备及对应的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某排放单元-某排放设备”。 

注6：证据类型包括：发票、财务凭证（入库单）、财务ERP系统、收费通知单（电力、天然气等）、

生产报表（日、月、季等）、部门内部统计记录、公里数和油耗统计表、外部实验室检测报告、

内部实验室检测报告、指南默认值或者企业能出示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7：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保存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况。 

注8：排放报告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类

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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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泥企业进行二氧化碳（CO2）排放信息报告的流程、

方法和报告规范。 

本指南适用于本省辖区内水泥企业对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计算，并报告二氧

化碳排放信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DL/T 567.8  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DL/T 567.9  燃油元素分析 

HJ 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 

ISO 14064—1：2006  温室气体  第1部分：对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

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 

注：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5。 

3.2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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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3.4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CO2 emission 

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5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9。 

3.6  

物料 materials 

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非用作能源用途的物品。 

注：如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成品等。 

 

3.7 替代原料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s 

具有适宜化学组分、可在水泥生产中替代部分天然矿石原料的废弃物。 

注：改写HJ 2519—2012，定义2.5 

3.8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一定热值、经简单加工后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可燃物。 

注：改写HJ 2519—2012，定义3.6。 

3.9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7。 

3.10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 activity data 

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程度的测量值。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11。 

注 2：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等。 

3.11  

监测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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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或者测量特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数据测

量、获取、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0。 

3.12  

报告 reporting 

企业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二氧化

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3.13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

集。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7。 

4 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可适应企业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和数据。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算可清晰

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应改进监

测条件，提高报告的数据质量。 

4.2 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报告，

使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 准确性 

对企业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年份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时可先确

定报告年份。 

5.2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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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以

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企业组

织边界识别结果原则上应与本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对于工业企

业，应对组织边界内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告，非工业

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不进行核算。 

单位的组织边界指单位法人的运营控制范围。单位组织边界可通过了解单位的成立时

间、规模、业务范围、资产状况、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 

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

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 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水泥企业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 

（a） 生产中原料、窑炉粉尘中含有的碳酸盐类分解； 

（b） 石灰岩、粘土、工业废料等原料中的有机碳类燃烧； 

（c） 熟料生产中窑炉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 

（d） 熟料生产中窑炉消耗的替代化石燃料燃烧； 

（e） 非窑炉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 

5.3.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水泥企业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消耗的外购电力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5.3.3 特殊排放说明 

5.3.3.1 使用生物质能源导致的排放 

当企业使用生物质能源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时，生物质部分的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不计入。 

5.3.3.2 余热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使用熟料煅烧工艺过程的余热生产的电力，如作为企业自供电使用，则已体现为企

业外购电力的减少，不再作为二氧化碳减排计算。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水泥企业可参照表1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识

别，形成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识别清单，并在监测计划中进行记录。 

水泥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排放设备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范围（排放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直接排放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有机碳燃烧 熟料煅烧 
生料分解装置（包括预热器&分解

炉、回转窑等） 

各工艺过程实物煤、燃油、替代燃

料燃烧 
熟料煅烧 分解炉（预热器）、回转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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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的消耗 

矿山开采 破碎机等 

生料制备 喂料机、生料粉磨系统、空压机等 

熟料煅烧 回转窑、篦冷机等 

水泥粉磨 破碎机、水泥粉磨系统等 

辅助生产和管理 照明、包装、办公用电设备等 

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可选择精细程度不同的范围收集

数据，并进行相应范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参照 GB 17167 中“用能单位”、

“次级用能单位”、“用能设备”的划分方式将报告层级分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

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三个层级。宜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低的层级进行

数据的收集与计算；鼓励企业通过改进计量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

放设备层级上，报告质量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本指南中，熟料煅烧、水泥粉磨等单元选择排放单元层级进行报告；矿山开采、外购电

力等单元选择企业层级进行报告。 

6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6.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6.1.1 熟料生产中生料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6.1.1.1 生料中碳酸盐类矿物煅烧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生料碳酸盐矿物煅烧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考虑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计算： 

（1）未采用替代原料 

若生料中未采用替代原料（如电石渣等），则按熟料中CaO、MgO含量进行计算，生产

单位熟料，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1

44 44
( )

56 40
c mEF C C                              (1) 

式中： 
EF1  ——熟料煅烧排放因子，即生产单位熟料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熟料（t-CO2/t）； 

Cc  ——水泥熟料中 CaO 的含量，%； 

Cm  ——水泥熟料中 MgO 的含量，%； 

44/56 ——CO2 与 CaO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44/40 ——CO2 与 MgO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2）含替代原料 

若生料中采用电石渣等替代原料进行配料，应按生料中实际碳酸盐矿物含量计算二氧化

碳排放量。生产单位熟料，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

算： 

 2
(1 )

d

c

C
EF

L F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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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2  ——熟料煅烧排放因子，即生产单位熟料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熟料（t-CO2/t）； 

Cd  ——水泥生料中 CO2 的质量分数，%； 

L  ——生料烧失量，%； 

Fc  ——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取值为 1.04。 

注：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1.04引自《HJ 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附录A第A.5.1.1

条。 

则生料中碳酸盐类矿物煅烧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公式（3）计算： 

  1 2r cAE AD EF EF  或                           (3) 

式中： 
AEr  ——生料中碳酸盐类矿物煅烧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c  ——熟料的总产量，单位为吨（t）。 

6.1.1.2 水泥窑炉排气筒排放烟气中粉尘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水泥窑炉窑尾排气筒排放烟气中的粉尘性质与生料相似，基本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故

不考虑其二氧化碳排放。水泥窑炉窑头排气筒烟气中的粉尘与熟料组成相同，其排放因子与

熟料煅烧排放因子一致，由粉尘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小，且数据无法测量，故此部分二

氧化碳排放量不予统计。 

6.1.1.3 有机碳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因生料中有机碳含量较少，由有机碳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予统计。 

6.1.2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6.1.2.1 各生产工艺过程中实物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a）热值法 

若缺少实物煤中碳的质量分数实测值，应按公式（4）计算实物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610 ncincicic EFQADAE                     (4) 

式中： 

AEc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ci      ——统计期内，各实物煤用量，单位为吨（t）； 

Qnci      ——统计期内，各实物煤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吨（MJ/t），若无对应的实

物煤低位发热量，则按标准煤低位发热量取值； 

EFnci      ——实物煤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兆焦（g-CO2/MJ），具体数据见附录 B；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的燃料，可取代号为 1、2、3 等。 

（b）实测碳含量法 

若企业有实测实物煤的碳元素含量或者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实物煤的含

碳质量分数时，应按公式（5）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12

44
 iccic CADAE                        (5) 

式中： 

AEc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ci     ——统计期内，各实物煤用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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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     ——统计期内，不同实物煤的含碳质量分数的加权平均值，%； 

44/12  ——CO2与 C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的实物煤，可取代号为 1、2、3 等。 

6.1.2.2 各生产工艺过程中替代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替代燃料含有源于化石燃料中的碳和源于生物质中的碳，应按替代燃料中化石燃料碳含

量计算替代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见公式（6）： 

 
610 ipinpipip EFQADAE                       (6) 

式中： 

AEp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各替代燃料中化石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ADpi    ——统计期内，各替代燃料用量，单位为吨（t）； 

Qnpi    ——统计期内，各替代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吨（MJ/t）； 

EFpi    ——各替代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兆焦（g-CO2/MJ），具体数据见附录 C；  

αi    ——各替代燃料中化石燃料碳的质量分数，%； 

i       ——表示替代燃料种类，可取代号为 1、2、3 等。 

6.1.2.3 各生产工艺过程中燃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各生产工艺过程燃油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610 oinoioio EFQADAE                     (7) 

式中： 

AEo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燃油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oi     ——统计期内，各燃油用量，单位为吨（t）； 

Qnoi     ——各种燃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吨（MJ/t）；  

EFoi     ——各种燃油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兆焦（g-CO2/MJ），具体数据见附录 B； 

i   ——表示不同种类的燃油，可取代号为 1、2、3 等。 

若企业有实测燃油的碳元素含量或者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燃油的含碳质

量分数时，应按公式（8）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12

44
 iooio CADAE  ................................. (8) 

式中： 

AEo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燃油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oi    ——统计期内，各燃油用量，单位为吨（t）； 

Coi    ——统计期内，不同燃油的含碳质量分数的加权平均值，%； 

44/12  ——CO2与 C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的实物煤，可取代号为 1、2、3 等。 

6.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企业消耗的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9）进行计算： 

 ee EFADAE  e  .................................... (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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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     ——统计期内，企业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e    ——统计期内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EFe    ——外购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具体数

据见附录 B；  

注：当企业存在自产电力时，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自用，则体现在减少外购电力的购买，相应的间接二

氧化碳排放减少；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进行上网外调，则这部分外输的电力需从外购电力中扣减，如果扣减

的结果（净外购电力量）为正，则企业仍存在外购电力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扣减结果（净外购

电力量）为负，则间接排放的计算结果为负。 

6.3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计算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照公式（10）计算： 

 r c p o eAE AE AE AE AE AE    总  .......................... (10) 

式中： 

AE 总   ——统计期内，水泥企业 CO2 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r    ——统计期内，生料中碳酸盐盐类矿物煅烧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AEc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p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各替代燃料中化石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AEo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燃油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e    ——统计期内，企业外购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4 数据来源说明 

各种实物煤、燃油、替代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和各替代燃料的碳含量按表2的规定测定，

如果企业无法直接测定，参见附录B和附录C取值。 

水泥企业所需的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序

号 
监测项目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 监测要求 

1 
熟 料 CaO 和

MgO 质量分数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有

能力的企业应按不同配比熟料分别进行统计 

2 
生料中CO2质量

分数 
GB/T 12960 每月检测一次 

每月的检测数据进行加权年平均计算；有能力的企

业应对不同配比生料分别进行统计 

3 生料烧失量 GB/T 176 每日检测一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有

能力的企业应对不同配比生料分别进行统计。 

4 熟料产量 GB 17167 
生产的每批熟料检测一

次 

由不同生料配比生产出来的不同种类熟料分别按月

汇总 

5 
煤、燃油、替代

燃料使用量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分燃料使用数据进行月汇总；有

能力的企业应按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或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对使用的燃料分别进行统计。 

6 

煤中碳的质量

分数（即碳含

量） 

GB/T 476 
煤进厂每批次检测一次

或采用参考值 
每批次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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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煤的低位发热

量 

GB/T 212、 

GB/T 213 
煤进厂每批次检测一次 每批次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8 

燃油中碳的质

量分数（即碳含

量） 

DL/T 567.9 
燃油进厂每批次检测一

次或采用参考值 
每批次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9 
燃油的低位发

热量 
DL/T 567.8 

燃油进厂每批次检测一

次或采用参考值 
每批次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10 

替代燃料的碳

含量和低位发

热量 

HJ 2519 
采用参考值或企业实测

值 
如采用实测值，需提供经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方法 

11 
外购电力使用

量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外购电力使用量进行月汇总；有

能力的企业应按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或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对外购电力使用量分别进行统计 

7 数据监测和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企业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a）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b）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

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c）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

形成文件并存档。 

（d）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e） 建立健全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定定期实施监测。  

（f） 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g）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

料。  

7.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据）

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应按GB17167及各行业能

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应保留所有报告年

份内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二氧化

碳排放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化碳排放计量

管理，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监测应在水泥企业正常生产的工况下进行，本指南覆盖的燃料、物料相关参数应按表2

要求的监测频次进行取样分析。 

7.4 监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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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设备、工

业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证二氧

化碳排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具备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按有关规

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配合使

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宜对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

子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计算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

量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b） 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

些情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

估算基础； 

（c） 数据缺乏代表性； 

（d） 测量误差。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二氧化碳

排放监测的相关信息。监测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a）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b）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股权情况、资产

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D），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c）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期、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

能源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d） 监测数据的说明：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选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

测值； 

（e）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f）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设备类型、型号、安装位置描

述； 

（g）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h）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有关（a）~（f）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编制新的监测计划。监测计划的修

改不得降低监测要求。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核证机构进

行核证。水泥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参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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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应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相关

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报告年份； 

（d）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包括工业总产值、综合能源消费量、企业经营范围中纳入报

告的部分、工艺基本介绍、股权情况、资产状况、地理位置等信息，产品信息（有

熟料生产的企业需填报熟料产能、产量等信息）、生产设施情况等，可附上企业

组织结构图、平面分布图等图表； 

（e）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f）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g） 固定源燃烧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层级、燃料种类、使用量、低

位发热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燃料种类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h） 生料碳酸盐分解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层级、物料种类、使用量、

相关成分分析等信息，以确定各物料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工艺过程生

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i）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外购或外输电力的使用量等（有熟料及水

泥生产的企业需分开填报熟料、粉磨所耗电量）； 

（j）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报告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数

据汇总的流程、企业在报告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放等； 

（k） 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证据类型、保存部门，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在备注中说

明。 

水泥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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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

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

人处理： 

⑴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⑵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⑶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⑷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

资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

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

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和排放

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

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明确

报告义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

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

应在年度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

日期以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排放报告中。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须在年度排放报

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A.监测计划，如未填报新增

排放源的情况，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

增加新增排放源信息的填报，包括排放源产能、投产运营情况、涉及的设施设备、

能源物料情况、碳排放信息监测情况等，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

监测计划。B.排放报告，新增排放源的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

并在排放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

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计算），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

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69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 

以下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 CO2/兆焦耳）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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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排放因子 

间接

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吨 CO2/万千瓦时） 
6.379m 

热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n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

发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B.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B.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

标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B.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

兆焦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表 B.16 中的矿物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

再进行单位转换得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的排

放因子乘以 12/44 折算得到。 
 m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中

国气候变化信息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表 3 中广东

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n 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1 年 9 月发布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工具指南 2.0》附录 B 表 B.15 中广东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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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部分替代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以下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替代燃料种类 
低位发热量 

（MJ/t） 

排放因子 

（g/MJ） 

化石燃料碳质量分数 

（%） 

废油 40200 74 100 

废轮胎 31400 85 20 

塑料 50800 75 100 

废溶剂 51500 74 80 

废皮革 29000 110 20 

废玻璃钢 32600 83 100 

注：数据引自《HJ 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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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D.1 产量报告要求 

水泥企业报告报告期内熟料、水泥、白水泥、微粉等产品的产量。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

统计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的证

明文件进行交叉验证。 

D.2 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

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

见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

见次之、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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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水泥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

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可附图）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 和 3，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企业/二氧化碳排

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

（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4） 

计算涉及的能源

与含碳物料 

    

    

    



 
74 

附录 E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动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分类 □无替代原料  □含替代原料 

无替代原料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熟料产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原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CaO 

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MgO 

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含替代原料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熟料产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原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生料中 CO2

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生料烧失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熟料中燃煤

灰分掺入量 
参考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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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电力使用量合计 自行实测值     

自有的矿山开采所耗电量 自行实测值     

生产熟料所耗电量 自行实测值     

水泥粉磨所耗电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电力供电量 自行实测值     

外购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生产规模信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监管机构意见 

 

日期： 

注1：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

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

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的，此栏选填。 

注3：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指设备功率在100kW（参见GB17167确定）的电机、泵，或7MW以上的锅炉、

加热炉。 

注4：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

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告层级选择选择“二氧

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

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5：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

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

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

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6：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

物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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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水泥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区号)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能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报告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产量 单位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 

       

       

（1）企业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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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续）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碳排放活动 直接/间接排放 碳排放量（吨）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选填）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

（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计算涉及的能源与

含碳物料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方法 方法 1：热值法（默认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排放因子 克CO2/兆焦耳（g-CO2/MJ）  指南默认值 —— —— 

排放量 吨（t）  

方法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排放量 吨（t）  

CO2 排放量小计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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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续）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原料情况 1．无替代原料（默认情况）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熟料产量 吨（t）     

熟料中 CaO 

质量分数 
质量分数（%）     

熟料中 MgO 

质量分数 
质量分数（%）     

排放因子 
吨 CO2/吨熟料

（t-CO2/t） 
 

排放量 吨（t）  

原料情况 2．含替代原料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熟料产量 吨（t）     

生料中 CO2 的 

质量分数 
质量分数（%）     

生料烧失量 %     

生料/熟料比 ——     

熟料中燃煤灰

分掺入量因子 
—— 1.04 指南默认值 —— —— 

排放因子 
kg-CO2/吨熟料

（kg-CO2/t）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电力使用量合计（万千瓦时）     

其中： 

自有的矿山开采所耗电量（万千瓦时） 
    

生产熟料所耗电量（万千瓦时）     

水泥粉磨所耗电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 CO2/万千瓦时） 6.379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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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续） 

其他信息说明 

 特殊排放说明 

（例如转移二氧化碳，即二氧化碳作为纯物质、产品的一部分或作为原料输出企业之外） 

 

 

 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情况说明： 

（例如生产规模信息、经济危机、停产检修等，或者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停产的应说明相应的起止日期）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例如增加生产装置、统计期内外包原有的业务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

据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1：灰色底纹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的，该板块内容选填。 

注3：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选

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告层级选择选

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4：证据类型包括：发票、财务凭证（入库单）、财务ERP系统、收费通知单（电力、天然气、热力等）、

生产报表（日、月、季等）、部门内部统计记录、公里数和油耗统计表、外部实验室检测报告、

内部实验室检测报告、标准推荐值或者企业能出示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5：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保存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况。 

注6：排放报告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填报表格，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物

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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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钢铁企业进行二氧化碳（CO2）排放信息报告的流程、方法和报告规范。 

本指南适用于钢铁企业对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计算，并报告二氧化碳排放信

息。本指南不包括钢铁企业的矿石采选和后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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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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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23.6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GB/T 223.86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2001 焦炭工业分析测定方法 

GB/T 3286.9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 二氧化碳量的测定 

GB/T 4333.10 硅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GB/T 4699.4 铬铁和硅铬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吸收法和重量法 

GB/T 7731.10 钨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GB/T 8704.1 钒铁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吸收法及气体容量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法） 

YB/T 5339 磷铁化学分析方法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YB/T 5340 磷铁化学分析方法气体容量法测定碳量 

ISO 14064—1:2006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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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5。 

注 2：按排放是否发生在企业内可分为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与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3.2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3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9。 

3.4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注：如锅炉、回转窑、常压炉、电灯等。 

3.5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注：如机组、熟料生产线、钢铁生产线、常减压装置等。 

3.6  

长流程钢铁企业 long process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以金属矿石为原料采用铁矿粉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钢材轧制生产的钢铁

企业。 

3.7  

短流程钢铁企业 short process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以废钢铁为原料采用电炉炼钢、轧（锻）机轧（锻）制生产的钢铁企业。 

3.8  

其它钢铁企业 other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直接采用原料钢铁进行轧（锻）机轧（锻）制生产的钢铁企业 

3.9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 ，定义 2.7。 

注 2：如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与外购电力使用量相乘可得外购电力使用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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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s activity data 

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程度的测量值。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 ，定义 2.11。 

注 2：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等。 

3.11  

工业生产活动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进行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能源加工转换、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

科学试验、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等活动。 

3.12  

非工业生产活动  non-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工业生产活动以外的活动，如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企业办公室、科研单

位、农场、车队、学校、医院、食堂、托儿所等部门的活动。 

3.13  

监测 monitoring 

为了计算特定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数据测量、获

取、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ISO 14064—1：2006 ，定义2.30。 

3.14  

报告  reporting 

企业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二氧化

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注：改写ISO 14064—1：2006 ，定义2.17。 

3.15  

含碳熔剂 carbonaceous 

在钢铁冶炼过程中，可与矿物中的杂质结合成渣而与金属分离，以达到熔炼或精炼的目

的的添加物称为熔剂，部分熔剂由碳酸盐构成，可在钢铁生产过程中分解排放二氧化碳。 

注：如白云石、石灰石等。 

3.16  

物料 material 

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非用作能源用途的物品。 

注：如原材料、辅助用品、半成品、成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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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一定热值，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可燃物。 

3.18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表征计算结果偏差的参数。 

4 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可适应企业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和数据。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算可清晰

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4.2 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报告，

使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 准确性 

对企业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不存在系统性的错

误或者人为的故意错误。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应改进监测条件，提高报告

的数据质量。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年份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时先确定

报告年份。 

5.2 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

以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

装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企业

组织边界识别结果原则上应与本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对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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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对组织边界内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告，非工

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不进行核算。 

单位的组织边界指单位法人的运营控制范围。单位组织边界可通过了解单位的成立时

间、规模、业务范围、资产状况、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 

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

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钢铁企业的主要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 

a) 燃料燃烧； 

b) 碳酸盐分解； 

c) 炼焦煤分解和吸附二氧化碳析出； 

d) 炼铁过程还原铁矿石； 

e) 炼钢氧化反应。 

注：生物质能源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计入。 

5.3.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钢铁企业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外购电力消耗。 

5.3.3 特殊排放说明 

当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并非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是作为纯物质、产品的一

部分或作为原料输出企业之外，如供给其他企业制作碳酸饮料、干冰、灭火剂、制冷剂、实

验气体、食品溶剂、化工溶剂、化工原料、造纸工业原料等。企业对此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进行报告时，不必报告具体的排放单元、排放设备及活动数据、相关计算系数。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 

5.4.1 概述 

根据钢铁生产的工艺流程，纳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包括以下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5.4.2 石灰烧制 

烧石灰工艺包括石灰烧制排放单元，即将石灰石烧制成生石灰的过程。 

5.4.3 钢铁生产 

钢铁生产工艺过程中包括以下排放工序： 

焦化：一定配比的煤在焦炉中经过高温干馏转化为焦炭、焦炉煤气和化学产品的工艺过

程； 

烧结：将铁矿粉、煤粉、焦粉和石灰按一定配比混匀烧结成有足够强度和粒度的烧结矿

的工艺； 

球团：将精矿粉和熔剂（有时还有粘结剂和燃料）的混合物，在造球机中滚成生球，再

干燥、焙烧、固结成型，成为具有良好冶金性质的含铁原料的工艺过程； 

炼铁：用还原剂将铁氧化物还原成金属铁的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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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把原料（铁水和废钢等）里过多的碳及硫、磷等杂质去掉并加入适量合金成分的

工艺过程（包括转炉炼钢和电炉炼钢等）； 

轧钢：轧钢加热炉 

熔剂焙烧：在钢铁生产过程中，为使矿物中的杂质与金属分离而加熔剂，熔剂焙烧分解

与杂质结合成渣的工艺过程。 

其它用电工序。 

5.4.4 自备电厂发电 

利用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能（废气、废热、余压）及使用煤、燃油等能源进行电力

生产的过程。 

5.5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钢铁企业可参考表1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排放设备进行识别。 

表 1 钢铁企业排放单元、活动及排放设备识别 

二氧化碳排放范围 

（排放活动） 
涉及物料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直接排放 

燃料燃烧 

煤炭、焦炭、燃油、高

炉煤气、焦炉煤气、转

炉煤气、天然气等 

石灰烧制 石灰窑 

自备电厂发电 发电锅炉 

钢铁生产 

烧结点火、烧结机头烟气、

球团设备、焦化燃烧室、高

炉热风炉、高炉、转炉、加

热炉、锅炉等 

碳酸盐分解 石灰石 
石灰烧制 

石灰窑、高炉 
钢铁生产 

炼焦 一定配比的煤炭 钢铁生产 炼焦炉 

炼铁 

煤粉、焦粉等 

钢铁生产 

烧结设备 

含碳熔剂等 球团设备 

炼铁使用的含碳还原剂 高炉 

含碳熔剂 高炉 

炼钢 炼钢中的生铁等 转炉、电炉、精炼炉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电

力 
电力 

所有涉及外购电力使

用的排放单元 

所有涉及使用外购电力的

设备 

 

5.6 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选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可选择收集企业层级、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层级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的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宜

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低的层级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计算；鼓励企业通过改进计量

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上进行热值、碳含量检测和数据

报告。 

本标准中，统一规定石灰烧制、自备电厂发电、钢铁生产均按排放单元层级报告；外购

电力活动选择企业层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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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选择企业层级时，使用燃料、物料进出企业时测定的活动数据、热值、碳含量等数据计算企业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当选择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时，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的活动数据、热值、碳

含量等数据分别计算各个排放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累加形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6 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6.1 概述 

钢铁企业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识别结果使用整体物料平衡法计算二氧化碳排放。 

6.2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 

6.2.1 石灰烧制 

烧石灰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1）进行计算。 

 
44 44

100 12i iSH SH SH RL RL

i

AE AD C AD C       ............................ (1) 

式中： 

AESH       ——报告期内石灰烧制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SH      ——活动数据，报告期内石灰烧制所消耗石灰石的量，单位为吨（t）； 

CSH        ——石灰石中碳酸钙（CaCO3）的含量，%； 

Η      ——碳酸钙分解率，%； 

44/100   ——二氧化碳和CaCO3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ADRLi      ——报告期内消耗的外购燃料 i 的量（指煤、油、天然气等），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RLi       ——使用外购燃料 i 的碳含量，%或吨碳/万立方米（t-C/104m3）； 

44/12    ——二氧化碳（CO2）和碳（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注：报告期内石灰烧制的过程中消耗的外购燃料数量，指煤、油、天然气等，不计算使用本企业自产

的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的量。 

6.2.2 钢铁生产 

6.2.2.1 长流程钢铁生产 

使用物料平衡法，即不考虑单元内具体的反应过程，通过计算所有输入的碳和输出的碳

计算钢铁生产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输入”指消耗，如外购燃料，不包括自产自用

的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输出”指产出，如供销售的产品，不包括自

产自用的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长流程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按公式（2）进行计算。 

 

( ) ( )

( )

44

12

gt Mi Mi Ni Ni

i i

RJi RJi PC PC FG FG ZC ZC

i

S S IP IP PS PS OG OG OBi OBi

i

AE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AD C


    




       



 
          



 



（ ）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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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gt       ——报告期内长流程钢铁生产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Mi     ——即报告期内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煤种 i 的质量，单位为吨（t）； 

CMi       ——煤种 i 的碳含量，%； 

ADNi      ——报告期内钢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其它外购能源 i 的质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

（104m3）； 

CNi        ——其它外购能源 i 的碳含量，%或 t-C/104m3； 

ADRJi     ——报告期内钢铁生产过程中消耗含碳熔剂 i（指白云石等）的质量，单位为吨（t）； 

CRJi       ——含碳熔剂 i 的碳含量，%； 

ADPC     ——报告期内钢铁生产过程中外购焦炭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CPC       ——外购焦炭的碳含量，%； 

ADFG     ——报告期内废钢、废铁或生铁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CFG       ——废钢、废铁或生铁的碳含量，%； 

ADZC     ——报告期内钢铁生产过程中加入增碳剂的质量，单位为吨（t）； 

CZC       ——增碳剂的碳含量，%； 

ADS       ——报告期内生产的粗钢量，单位为吨（t）； 

CS        ——报告期内生产的粗钢的碳含量，%； 

ADIP     ——报告期内外卖生铁量，单位为吨（t）； 

CIP       ——报告期内外卖生铁的碳含量，%； 

ADPS    ——报告期内焦炭外售的量，单位为吨（t）； 

CPS      ——外售焦炭的碳含量，%； 

ADOG    ——报告期内产钢过程中外供燃气的量（包括供民用的焦炉煤气），单位为万立方米（104m3）； 

COG      ——外供燃气的碳含量，%或 t-C/104m3； 

ADObi    ——报告期内产钢过程中炼焦副产品 i(指煤焦油、粗苯等)的量，单位为吨（t）； 

CObi      ——炼焦副产品i的碳含量，%； 

44/12   ——二氧化碳（CO2）和碳（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6.2.2.2 短流程钢铁生产 

使用物料平衡法，即不考虑单元内具体的反应过程，通过计算所有输入的碳和输出的碳

计算钢铁生产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短流程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3）进

行计算。 

 dl

44
( )

12
DMi DMi S S Mi Mi

i

AE AD C AD C AD C
 

       
 
  ..................... (3) 

式中： 

AEdl      ——报告期内短流程钢铁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DMi    ——报告期内在短流程炼钢生产中消耗的含碳物料（包括添加的含碳物废钢、废铁、生铁、

添加的含碳物等）的质量或燃料（煤、油、气等）i 的质量/体积，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DMi      ——在短流程炼钢生产中消耗的含碳物料或燃料 i 的碳含量，%或 t-C/104m3； 

ADs      ——报告期内短流程炼钢的产钢量，单位为吨（t）； 

Cs        ——短流程炼钢所产钢的碳含量，%； 

ADMi     ——报告期内其他输出的含碳物料的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Mi       ——外卖含碳物料（包括副产物煤焦油等）的碳含量，%或t-C/104m3； 

44/12   ——二氧化碳（CO2）和碳（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6.2.3 自备电厂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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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电厂发电燃料燃烧产生排放按公式（4）进行计算。 

 
44

12
dc RLi RLi

i

AE AD C    ............................................... (4) 

式中： 

AEdc     ——报告期内自备电厂发电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RLi     ——报告期内消耗的外购燃料 i 的量（指煤、油、天然气等），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RLi       ——使用外购燃料 i 碳含量，%或 t-C/104m3； 

44/12   ——二氧化碳（CO2）和碳（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注：当企业存在余能发电自用时，则体现为减少外购电力的购买，间接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减少，

因此这部分电力不作为碳减排而扣减。 

6.2.4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在报告期内，企业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公式（5）计算： 

 ( )d SH gt dl dcAE AE AE AE AE    ........................................ (5) 

式中： 

AEd     ——报告期内企业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SH      ——报告期内烧石灰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gt    ——报告期内长流程钢铁生产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dl    ——报告期内短流程钢铁单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dc   ——报告期内自备电厂发电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3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 

企业消耗的外购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6）进行计算。 

 
ind e eAE AD EF  ....................................................... (6) 

式中： 

AEind     ——报告期内企业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e     ——报告期内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EFe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 

当企业存在自产电力时，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自用，则体现在减少外购电力的购买，相应的间接二氧化

碳排放减少；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进行上网外调，则这部分外输的电力需从外购电力中扣减，如果扣减的结

果（净外购电力量）为正，则企业仍存在外购电力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扣减结果（净外购电力

量）为负，则间接排放的计算结果为负。 

6.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计算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按照公式（7）计算： 

 
d indAE AE AE 总  ..................................................... (7) 

式中： 

AE 总     ——报告期内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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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      ——报告期内企业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ind      ——报告期内企业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5 数据来源说明 

钢铁企业应按要求获取相关数据，并保留数据获取的相关证明文件，如燃料采购发票、

技术机构化验报告等。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不可行，则将不

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测定其综合系数；企业在监测计划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

不可行的理由。相关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a) 参数“CSH·44/100”参照 GB/T 3286.9 进行测定；若未做检测，石灰石中碳酸钙

的含量按 100%计算； 

b) 若无有效的碳酸钙分解率证明文件，按 100%计算； 

c) 化石燃料碳含量宜采用实际检测值，可通过两种方法检测获得； 

实测碳含量法：参照 GB/T 476、SH/T 0656、GB/T 13610 进行检测获得燃料单位质量/

体积碳含量； 

热值法：使用低位发热量实测值与单位热值碳含量的参考值计算获得，其中低位发热量

参照 GB/T 213、GB/T 384、GB/T 22723 进行检测，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附录 B 的数据； 

若燃料未做检测，可通过热值法采用附录 B 中的低位发热量数据与单位热值碳含量数

据计算获得；原煤的低位发热量、碳含量、排放因子参考值仅限于 2011 年及之前的二氧化

碳排放报告使用，不可在 2012 年及之后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使用； 

d) 钢铁冶炼过程中的含铁物质碳含量参照 GB/T 223.6、GB/T 223.86、GB/T 4699.4、

GB/T 4333.10、GB/T 7731.10、GB/T 8704.1、YB/T 5339、YB/T 5340 进行检测；若未做检

测并且在附录中找不到碳含量参考值的，按相应的材料标准取碳含量的上限值； 

e) 焦炭碳含量参照 GB/T 2001 进行检测；若未做检测，可采用附录 B 中的数据； 

f) 对于未做碳含量检测的石灰石和白云石，其碳含量分别采用附录 B 中的数据； 

g) 对于未做碳含量检测的煤焦油和粗苯等炼焦副产品，其碳含量采用附录 B 中的数

据； 

h) 对购买的废钢没有检测碳含量也不知道其牌号的，其碳含量采用附录 B 中的数据； 

i) 对于未做碳含量检测的废铁、未转化为钢的生铁，其碳含量采用附录 B 中的数据； 

j) 如果增碳剂是公式中计算过的物料则不用重复计算； 

k) 本标准有提及但企业实际没有涉及到的燃料或含碳物料其消耗量按“0”处理； 

l) 本标准中没有提及的含碳物料，其消耗量按“0”处理。钢铁生产单元在试点期间

输入主要考虑化石能源、焦炭、石灰石、白云石、增碳剂、废钢、废铁、生铁，输出只考虑

外输可燃气体、焦炭及炼焦副产品、生铁和粗钢，适时公布加入其它物料和产品。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企业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a)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b)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

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c)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形

成文件并存档。 

d)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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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立健全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企业二氧化碳

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定定期实施监测。  

f) 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g)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据）

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应按GB17167及各行业能

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应保留所有报告年

份内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二氧化

碳排放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化碳排放计量

管理，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碳含量、低位发热量的监测频次要求如下： 

a)同一品种化石燃料（燃气除外）碳含量每批次检测不少于1次，取每批次的加权平均

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碳含量；燃气每12个月检测不少于6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不小于1

个月，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碳含量； 

b)低位发热量应以入厂燃料（燃气除外）收到基为检测对象，每批次检测不少于1次，

取每批次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发热量；燃气每12个月检测不少于6次，且连

续两次检测的时间不小于1个月，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发热量； 

c)钢铁冶炼过程中的含铁物质碳含量每批次检测不少于1次，取每批次的加权平均值作

为该物质的碳含量。 

7.4 监测人员 

企业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设备、工

业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证二氧

化碳排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具备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按有关规

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配合使

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

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计算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结

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b)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些情

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估算基础； 

c)数据缺乏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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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测量误差。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二氧化碳

排放监测的相关信息。监测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的描述，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

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C），主要生产装置、工序及其数量

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d)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期、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能

源与含碳物料、输入/输出属性等信息； 

e) 监测数据的说明：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监测数据来源选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测值； 

f)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g)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设备类型、型号、安装位置描述； 

h)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i)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有关 a）～f）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编制新的监测计划。监测计划的修改不

得降低监测要求。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核证机构进行核

证。钢铁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范本参见附录 D。 

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相关数

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的描述，如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能、产量信息（存在焦炭生

产工序的企业需报告焦炭的相关产能、产量信息）等； 

d)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概况，包括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间接二

氧化碳排放量； 

e)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包括报告期、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能源

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f) 钢铁生产、石灰烧制、自备电厂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报

告层级、燃料种类、物料种类、输入量、输出量、低位发热量、碳含量、物料相关

成分分析等信息； 

g)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企业净外购电力、电力使用量、自产电力供电量等信

息； 

h) 其它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报告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数据

汇总的流程、企业在报告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放等； 

i) 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证据类型、保存部门，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在备注中说明。 

钢铁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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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

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

人处理： 

⑴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⑵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⑶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⑷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资

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广

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视同法人

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适当说明

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

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明确报告义

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监测计

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

应在年度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日期以

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排放报告中。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须在年度排放报

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

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A.监测计划，如未填报新增排放源的情况，

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增加新增排放源信息的

填报，包括排放源产能、投产运营情况、涉及的设施设备、能源物料情况、碳排放信息监

测情况等，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监测计划。B.排放报告，新增排放源

的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并在排放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统

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其

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计算），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

表》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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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钢铁企业能源及物料排放因子参考值 

排放

范围 
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

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g 

（克 CO2/兆焦耳）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废油 吨 40200m 20.18m 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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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钢铁企业能源及物料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排放范围 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g 

（克 CO2/兆焦耳） 

直接排放 

废轮胎 吨 31400m 4.64m 17.01 

塑料 吨 50800m 20.45m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m 16.15m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m 6.00m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m 22.64m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石灰石 吨 碳含量：12% 

白云石 吨 碳含量：12.85 % 

废钢 吨 碳含量：0.248%n 

废铁 吨 碳含量：4.1% n 

粗钢 吨 碳含量：0.248%n 

生铁 吨 碳含量：4.1% n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万千瓦时 6.379o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发

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A.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A.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标

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A.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兆焦

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

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中的矿物源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再进行单位转换得

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排放因子乘以 12/44 折算。 
 m 采用《HJ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表 A.3 的数据，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仅计算化石

碳部分（表中数值已考虑化石碳的比例，分别按废油 100%、废轮胎 20%、塑料 100%、废溶剂 80%、

废皮革 20%、废玻璃钢 100%的比例计算化石碳）。 
 n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二章表 2.6 中的值。 
 o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中国

气候变化信息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表 3 中广东电网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注：上述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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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C.1 产量报告要求 

钢铁企业只报告报告期内生铁、粗钢、钢材、焦炭等四种产品的产量。其中，钢材应报

告成品钢材，剔除重复加工的钢材。企业若细分产品类别，应注明是属于上述四种产品中的

哪一类，例如“螺纹钢（钢材）”。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

统计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的证

明文件进行交叉验证。 

C.2 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

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

见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

见次之、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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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钢铁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排放管

理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可附图）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 和 3，选填）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4） 

计算涉及的能源与含碳

物料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动 

□石灰烧制直接 CO2 排放 

□钢铁生产（长流程）直接 CO2 排放 

□钢铁生产（短流程）直接 CO2 排放 

□自备电厂直接 CO2 排放 

□间接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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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石灰烧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

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物流

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外购能源低位发热

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单位热值碳含量 指南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

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物流

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外购能源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物料类型 石灰石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

注 

石灰石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物流

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石灰石 CaCO3 

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石灰石分解率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99 

附录 D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钢铁生产（长流程或短流程）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

号、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外

售量等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低位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单位热值 

碳含量 
指南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

号、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外

售量等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物料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

号、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外

售量等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自备电厂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物

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外购能源低位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单位热值碳含量 指南参考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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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物流数

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设

备实际计量 

□其他 

    

外购能源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

注 

电力使用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电力供电量 自行实测值     

净外购/净外输 

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排放因子 指南参考值 —— —— —— ——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生产规模信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 

 

 数据汇总的流程：（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1：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

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

整识别，其中，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的，此栏选填。 

注3：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指设备功率在100kW（参见GB17167确定）的电机、泵，或7MW以上的锅炉、

加热炉。 

注4：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

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注5：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类

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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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钢铁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

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报告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产量 单位 
单位产品 

能耗 
单位 

粗钢       

焦炭（存在焦炭生产工

序的企业必须报告） 
      

……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情况等）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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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直接/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石灰烧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钢铁生产（长流程）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钢铁生产（短流程）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自备电厂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 和 3，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除注解 2 情况外，选填）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除注解 2 情况外，选填）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 排放单元/排放

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4） 

计算涉及的 

能源与含碳物料 

    

    

石灰烧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吨或万立方米     

外购能源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或兆焦

耳/万立方米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 指南参考值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吨或万立方米     

外购能源碳含量 
%或吨碳/万立方

米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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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物料类型 石灰石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石灰石使用量 吨     

石灰石 CaCO3 的含量 %     

CaCO3 分解率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钢铁生产（长流程或短流程）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或万立方

米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 /吨或

兆焦耳 /万立

方米 

    

单位热值碳

含量 
克碳/兆焦耳  指南参考值   

碳量 吨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或万立方

米 
    

碳含量 
%或吨碳/万

立方米 
    

碳量 吨  

物料类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或万立方

米 
    

碳含量 
%或吨碳/万

立方米 
    

碳量 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自备电厂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吨或万立方米     

外购能源低位发热量 
%或吨碳/万立

方米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指南参考值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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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能源使用量 吨或万立方米     

外购能源碳含量 
%或吨碳/万立

方米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 报告对象及编号 企业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电力使用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 

 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情况说明： 

（例如生产规模信息、经济危机、停产检修等，或者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停产的应说明相应的起止日

期）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例如增加生产装置、统计期内外包原有的业务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

据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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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注1：灰色底纹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

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

整识别，其中，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的，此栏选填。 

注3：重点排放设备指设备功率在100kW（参见GB17167确定）的电机、泵，或7MW以上的锅炉、加

热炉等。 

注4：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此栏显示“企业”；若报告层级

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注5：对于钢铁生产（长流程）直接排放报告栏和钢铁生产（短流程）直接排放报告栏，能源/物料的

活动数据填写输入或输出量。 

注6：证据类型包括：发票、财务凭证（入库单）、财务ERP系统、收费通知单（电力、天然气等）、

生产报表（日、月、季等）、部门内部统计记录、公里数和油耗统计表、外部实验室检测报告、

内部实验室检测报告、标准推荐值或者企业能出示的其他证明材料。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保存

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况。 

注7：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保存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况。 

注8：排放报告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填报表格，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物

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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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石油加工和乙烯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的流程、方法和报告规

范，适用于石油加工和乙烯生产企业全过程或部分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并进行二

氧化碳排放信息的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GB/T 2624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流量 

GB/T 20727  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热式质量流量计 

GB/T 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法） 

SH/T0614  工业丙烷、丁烷组分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SH/T 5000  石油化工生产企业 CO2 排放量计算方法 

ISO 14064—1：2006  温室气体第1部分：对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企业  Enterprise 

企业法人，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和法规，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的企业。包括： 

⑴公司制企业法人； 

⑵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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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经各级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3.2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5。 

注 2：按排放是否发生在企业（单位）内可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 

3.3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3.4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3.5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单位）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6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单位）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9。 

3.7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7。 

注 2：如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与外购电力使用量相乘可得外购电力使用活动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3.8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 activity data 

企业（单位）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程度的测量值。 

注 1：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11。 

注 2：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3.9 

工业生产活动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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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内部进行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能源加工转换、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

科学试验、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等活动。 

3.10 

非工业生产活动  non-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企业法人内部工业生产活动以外的活动，如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企业办公室、科研单

位、农场、车队、学校、医院、食堂、托儿所等部门的活动。 

3.11 

监测 monitoring 

为了计算或者测量特定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

括数据测量、获取、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0。 

3.12 

报告 reporting 

企业（单位）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

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3.13 

物料 material 

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非用作能源用途的物品。 

注：如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成品等。 

3.14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一定热值，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可燃物。 

注：改写HJ 2519—2012，定义3.6。 

3.15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

集。 

注：改写ISO 14064—1：2006，定义2.37。 

4 原则 

4.1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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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适应企业（单位）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和数据。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

算可清晰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4.2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

报告，使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准确性 

对企业（单位）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不存在系

统性的错误或者人为的故意错误。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应改进监

测条件，提高报告的数据质量。 

4.4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单位）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

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以自然年为统计期，在进行碳排放报告时应先确定报告年份。 

5.2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以

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主要生产装

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结果原则上应与本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

对于工业企业，应对组织边界内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

告，非工业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不进行核算。 

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

存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企业应在组织边界内，识别统计期内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和特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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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工业过程排放以

及各种设备部件泄露导致的逃逸排放。因逃逸排放具有不确定性、排放数量很小，所以本指

南暂不予以考虑。 

5.3.1.1 燃料燃烧排放活动 

石化企业中发生在固有生产装置的固体、液体与气体燃料燃烧，包括炼油工序、制乙烯

工序，以及企业经营的后续产品生产工序的燃料直接燃烧消耗，如燃料气、燃料油燃烧。 

注：生物质能源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计入。 

5.3.1.2 工业过程排放活动 

石化企业含碳原料加工或物理化学反应过程等非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 

5.3.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本指南涉及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包括外购电力、热力的消耗。 

5.3.3 特殊排放说明 

当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并非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是作为纯物质、产品的一

部分或作为原料输出企业之外，如供给其他企业制作碳酸饮料、干冰、灭火剂、制冷剂、实

验气体、食品溶剂、化工溶剂、化工原料、造纸工业原料等二氧化碳转移活动。企业对此部

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报告时，不必报告具体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

活动数据、相关计算系数。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在识别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后，可根据企业计量仪器配备情况、客观条件，识别和划

分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应包括所有与二氧化碳排放活

动直接相关的固定或移动单元，居民生活用能等非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不作统计。 

石油加工企业主要排放单元包括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延迟焦化装置、催化重整

装置、制氢装置、加氢裂化装置、加氢脱硫装置、硫磺装置、氧化沥青装置、其他装置工序、

公用及配套工程等。乙烯生产企业主要排放单元包括乙烯装置、裂解汽油加氢装置、环氧丙

烷/乙二醇装置、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装置、高密度聚乙烯装置、聚丙烯装置、丁二烯/MTBE

装置、苯酚丙酮装置、公用及配套工程等。 

排放设备主要包括：常压炉、减压炉、催化裂化等反应器（烧焦过程）、开工炉、转化

炉（工艺过程）、裂解炉、环氧乙烷反应器、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火炬、自有车辆及蒸馏

塔、汽提塔、压缩机、电泵、风机、照明采暖设施等。 

企业可参照图 1 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识别，

形成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识别清单，并在监测计划中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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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排放设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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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单位）可选择精细程度不同的

范围收集数据，并进行相应范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参照 GB 17167 中“用能

单位”、“次级用能单位”、“用能设备”的划分方式将报告层级分为“企业（单位）”、“二氧化

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三个层级。宜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低的层

级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计算；鼓励企业通过改进计量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

化碳排放设备层级上，报告质量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注：当选择企业（单位）层级时，使用燃料、物料进出企业（单位）时测定的活动数据、

热值、碳含量等数据计算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当选择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时，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活动数据、

热值、碳含量等数据分别计算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再累加得到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6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典型的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项目分类如表 1 所示。 

表1  典型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项目列表 

碳排放分类 核算项目 
CO2 排放量代

号 

碳排放量核算

公式 

直接

排放 

化石 

燃料 

燃烧 

各单元中常压炉、减压炉、火炬、裂解炉、蒸汽

锅炉、其他工业窑炉等燃料燃烧排放 

 

（1）或（2） 

工业生产过

程 

催化重整过程烧焦排放  （3）  

催化裂化、裂解汽油加氢、乙烯裂解炉过程催化

剂烧焦排放 

 
（4）或 （5） 

环氧乙烷过程排放  （6） 

硫磺回收过程排放  （7） 

制氢过程排放  （8）或（9）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10） 

外购热力 不报告 

特

殊

排

放 

生物质能 使用生物质能的装置 不报告 

转移二氧化碳 企业整体 报告转移二氧化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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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6.1.1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石油加工、乙烯生产等工艺流程的燃料燃烧加热，自发电力和自产蒸汽涉及的化石燃料

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均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进行计算。企业可根据自身是否有测定燃料的元

素碳含量从以下两种方法选取一种方法计算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 热值法 

当企业没有实测燃料的元素碳含量时，按公式（1）计算： 

∑ )10(AE 6-

,,,  ljljljc EFQAD …………………………………（1） 

式中： 

AEc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活动数据，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Q  ——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吨燃料（MJ/t）或兆焦耳/万立方米燃气（MJ/104m3）； 

EF  ——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兆焦耳（g-CO2 /MJ）； 

10-6  ——质量单位克与吨的转换系数； 

j  ——表示企业（单位）整体或者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与排放范围识别结

果相关； 

l  ——表示燃料的种类。 

（2） 实测碳含量法 

当企业有实测燃料的元素碳含量或者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燃料的含碳质量分

数时，按公式（2）计算： 

   )
12

44
(AE

,, ljMljc CAD ……………………………（2） 

式中： 

AEc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活动数据，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104m3）； 

CM  ——单位质量或体积燃料的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燃料（t-C/t）或吨碳/万立方米燃气

（t-C/104m3）；  

44/12 ——CO2 和 C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j  ——表示企业（单位）整体或者不同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与排放范围识别结

果相关； 

l  ——表示燃料的种类。 

6.1.2 工艺过程直接排放 

6.1.2.1 催化剂过程烧焦 CO2排放 

催化裂化装置、催化重整装置、汽油加氢装置、乙烯裂解、碳二碳三加氢等装置反应过

程中，由于小分子烃类还原或不饱和烃类聚合、缩合产生结焦，沉积在催化剂上，堵塞催化

剂毛孔，导致催化剂失活。生产过程中，一般采取烧焦的方式使催化剂恢复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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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催化剂烧焦再生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催化剂返回厂家进行再生；二是催化剂在装置中

在线再生。第一种不计入本企业的碳排放；第二种根据各装置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其中，部分装置（如催化重整装置）为固定床反应器，其催化剂可以精确称量，则根据再生前后

催化剂的重量变化计算碳排放量；部分装置（如催化裂化装置）为流化床反应器，其催化剂不可

精确称量，则根据再生烟气中 COx 体积含量计算碳排放量。 

（1）称量催化剂方法 

可精确称量催化剂的装置，其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 = (����×��� − ����×���)×
��

��
 ……………………（3） 

式中： 

����      ——催化剂烧焦产生的碳排放量，t； 

����     ——烧焦过程再生前催化剂的质量，t； 

���       ——烧焦过程再生前催化剂的含碳率，%； 

����     ——烧焦过程再生后催化剂的质量，t； 

���       ——烧焦过程再生后催化剂的含碳率，%。 

（2）烟气排量倒推法 

催化裂化、裂解汽油加氢、碳二碳三加氢催化、乙烯裂解装置催化剂再生过程为流化床烧

焦。其中不可精确称量催化剂的质量，烧焦过程产生的 CO2 排放量以排出口风量和废气浓度为

基础进行计算，其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 = ���×��×
��

��.�
×10��  

……………………（4） 

式中： 

����    ——催化剂烧焦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t； 

���     ——催化剂烧焦过程的烟气排放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Nm3）。 

��       ——烧焦排放烟气中 CO2 和 CO 的体积含量，出口废气中的 CO2 和 CO 浓度（体

积分数），%； 

22.4     ——从摩尔体积转换为质量的系数，单位为标立方米/千摩尔（Nm3/kmol）。 

注：如对烧焦过程的排放风量有质量流量表监测，则推荐采用公式（4）计算，否则采用物

质质量平衡法（5）推算。 

（3）装置碳平衡法 

如对工艺过程排放的催化剂烧焦量质量不可测试或装置出口排风量无测试时，可采用装置物

质质量平衡法，计算催化剂烧焦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AE��= (∑ AD��×C� �,�
-�

� ∑ AD��×C� �,�
)�

� ×
��

��
   ………………（5） 

式中： 

����     ——催化剂烧焦产生的碳排放量，t； 

����     ——烧焦装置过程输入端各种物料的质量，t； 

�� �,�
     ——烧焦装置过程输入端各种物料的碳含量，%（质量分数）； 

����     ——烧焦装置过程输出端各种物料的质量，t； 

�� �,�
     ——烧焦装置过程输入端各种物料的碳含量，%（质量分数）。 

6.1.2.2 环氧乙烷/乙二醇过程 CO2排放计算 

环氧乙烷的工艺生产过程中，采用乙烯和氧气为原料，经环化反应后生产环氧乙烷，同时发

生氧化副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部分二氧化碳经二氧化碳回收系统回收生产液态 CO2 产品，

部分排入大气。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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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氧乙烷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t； 

����     ——环氧乙烷装置原料消费量，t； 

���      ——环氧乙烷装置原料的含碳率，% （质量分数）； 

����,�    ——环氧乙烷装置第 i 种产品（或副产品）产量，t； 

���      ——环氧乙烷装置第 i 种产品（或副产品）的含碳率，% （质量分数）。 

6.1.2.3 硫磺回收过程 CO2排放计算 

对于以酸性气为原料的硫磺回收工艺，制程排放来源主要是酸性原料气中含有的 CO2，排

放的 CO2 以酸性气的量和酸性气中 CO2 的含量为基础进行计算，硫磺回收装置中焚烧炉的燃料

气造成的 CO2 排放，已列入固定排放源中，因此不计入制程排放，硫磺回收过程 CO2 排放计算

公式如下： 

��� = ���×����×
��

��.�
×10� �  ……………………（7） 

式中： 

���     ——硫磺装置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t； 

���     ——硫磺装置酸性气的气量，Nm3； 

����    ——硫磺装置酸性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22.4    ——从摩尔体积转换为质量的系数，单位为标立方米/千摩尔（Nm3/kmol）。 

6.1.2.4 制氢反应直接排放 

制氢装置采用煤、天然气、石脑油等原料，在转化炉内与水蒸汽发生反应，生成 H2、CO 和

CO2，低压解析后，含 CO 和 CO2 的脱附气最后进入转化炉作燃料，燃烧尾气中主要是 CO2，部

分回收用于生产液态 CO2 产品，部分排入大气。 

（1）脱附气测量法计算制氢过程 CO2排放 

以脱附气的量和脱附气中 CO2 的含量为基础计算 CO2 的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 = ���×����×
��

��.�
×10��    …………………（8） 

���       ——制氢装置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t； 

���      ——制氢装置脱附气的气量，Nm3； 

����     ——制氢装置脱附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22.4     ——从摩尔体积转换为质量的系数，单位为标立方米/千摩尔（Nm3/kmol）。 

（2）制氢装置碳平衡方法计算 CO2 排放 

企业对制氢装置的脱附气流量及 CO2 的浓度无测试数据时，可通过装置的碳平衡方法计算

制氢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 

��� = （∑ ����×��
�
� �,�

− ∑ ����,�
�
��� ×���）×

��

��
   …………（9） 

式中： 

���      ——制氢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t； 

����     ——制氢原料如煤炭、天然气、石脑油、炼厂干气的质量，t； 

�� �,�
     ——对应的各原料的碳含量，%（质量分数）； 

����,�    ——输出产品的质量，t； 

���      ——输出产品的碳含量，%（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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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6.2.1 外购/外输电力 

外购/外输电力所对应的间接排放使用排放因子法进行计算。 

…………………………（10） 

式中： 

���     ——报告年份内，外购/外输电力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    ——报告年份内企业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     ——外购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 每万千瓦时（t-CO2/104 kW•h），

排放因子参考值见附录 B。 

注：当企业存在自产电力时，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自用，则体现在减少外购电力的购买，相应

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若企业生产的电力进行上网外调，则这部分外输的电力需从外购电力

中扣减，如果扣减的结果（净外购电力量）为正，则企业仍存在外购电力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

放；如果扣减结果（净外购电力量）为负，则间接排放的计算结果为负。 

6.2.2 外购/外输热力 

外购/外输热力暂时只进行企业外购或外输的热力量的报告，不折算二氧化碳进行计算。 

6.3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在报告年份内，企业直接排放量可按公式（11）计算： 

���� = ��� + ����+ ���� + ����+ ��� + ���� + ���      …………（11） 

式中： 

����     ——报告期内企业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6.4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在报告年份内，企业间接排放量可按公式（12）计算： 

 ����� = ���   ……………………………………（12） 

式中： 

�����    ——报告期内企业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6.5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 = ���� + �����   ………………………………  (13) 

   式中： 

    ���      ——报告期内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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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数据来源说明 

石化企业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包括按照特定的技术标准、测量方法、采样频次、分析

频次、测量精度等，对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获取。同时，按照要求保留数据获取的相关证明

文件，如燃料采购发票、技术机构化验报告等。 

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

与计算不可行，则将不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综合各燃料的效应测定综合系数。企业须在监测

计划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不可行的理由。 

对于碳排放报告中的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相关的证明材料、保存部门，当存在数据

缺失等特殊情况时，应在备注中说明。 

表 2  石化企业所需的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至

少）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1  

燃油、燃气、

煤炭、替代燃

料使用量 

衡器、流

量计等 

GB17167、 

GB/T20901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记录 

对燃料消耗量

进行日汇总 

发票、财务

凭证（入库

单）、收费

通知单等 

2  

煤中碳的质

量分数（即实

测碳含量） 

元素分析 GB/T 476 
煤进厂每批次检

测一次 

每批次检测数

据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3  
煤的实测低

位发热量 
工业分析 

GB/T 212、
GB/T 213 

煤进厂每批次检

测一次 

每批次检测数

据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4  

燃油、燃气的

中的实测元

素碳含量 

元素分析 SH/T 0656 每批次检测一次 

每批次检测数

据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5  

燃油、燃气的

实测低位发

热量 

工业分析 GB/T384 
每批次检测一次

或采用参考值 

每批次检测数

据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6  

外购电力、外

购热力使用

量 

计量仪表 GB17167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记录 

对数据进行日

汇总 

收费通知

单等 

7  
装置排出口

流量 

孔板流量

计或质量

流量计 

GB/T 2624、
GB/T 20727 

连续监测 
对流量监测数

据日汇总 
检测报告 

8  

装置排出口

二氧化碳浓

度 

体积分数

分析仪器 
SH/T0614 连续监测 

对流量监测数

据日汇总 
检测报告 

7 数据监测和质量管理 

监测是计算企业实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步骤，为保证企业能够上报真实的、

可测量的和长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企业应制定明确的监测计划。 

7.1 监测组织结构 

监测单位应成立二氧化碳排放监测小组，负责本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监测与报告事宜，

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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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企业主管领导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对报告进行核查与内核； 

二级：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由生产、设备、能源、财务、仓储、统计等职能部门组成，

负责对报告进行核查与内核； 

三级：经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负责相关数据的测量、记录，以及报告编制。 

7.2 监测人员能力 

为使二氧化碳排放监测与报告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二氧化碳排放监测与计算结果的准

确性，参与二氧化碳排放监测和报告编制的人员应应进行相关技能培训。 

7.3 监测设备及监测频次 

监测应在企业正常生产的代表性工况下进行，企业整体/排放单元/排放设备必须有满足

本指南要求的监测设备或监测手段。物料/燃料应按取样方法、分析方法选择相应的监测频

率。 

7.4 监测设备的计量与校准 

为保证监测设备的准确性, 监测设备应每年进行检测和校准。相关监测设备的校准和测

量如有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如电量测量仪表装置等的校准和测量），未有国家标准

按照行业标准进行。企业应保留所有的校准和测量记录以供二氧化碳排放核证时检查。 

7.5 不确定性分析 

企业应对二氧化碳排放信息，包括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以及相关计算因子进行不确

定性分析，获得计算结果的置信区间和误差范围。企业应重点分析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不

确定性。企业应使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企业排放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置于合理的置信区间

和误差范围内。 

7.6 数据质量管理 

每月末把监测数据进行电子归档，电子文件使用光盘备份，并保存打印的书面文件。书

面形式的文件应与监测计划配合使用，以便核对信息的真实性。为了方便二氧化碳排放核查

人员有效核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的文献资料和信息，企业应提供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报

告、监测结果报告的索引。企业应保存购买原料、燃料等的票据，以便核查。所有数据记录

和校准维护记录应在统计期结束后继续保存五年。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应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碳监测

相关信息，确保企业在接下来的监测过程按照正确的监测方式进行。监测计划应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1）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2）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3） 企业边界信息的描述，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股权情况、资产

状况，主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C），主要生产装置、工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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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量和运行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4）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监测计划对象年份、报告层级、报告对象，

计算涉及的能源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5） 监测数据的说明：分燃烧直接排放、工业过程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使用物料

平衡法四方面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选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测值； 

（6）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7）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计量设备类型、型号、不确

定性、安装位置描述； 

（8）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9）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有关（1）~（6）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报送新的监测计划至省应对气候变

化部门审批。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核证机构进行核证。 

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应根据省应对气候变化部门认可的监测计划，认真细致地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

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 

（2）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3）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4）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产品产量信息包括炼油加工量、原料油加工量、乙

烯、丙烯产量等必填项。 

（5）固定源和移动源燃料燃烧、催化剂烧焦、制氢反应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

的活动、层级、燃料/物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量、碳含量、氧化率、相关成分分析等

信息； 

（6）间接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的使用量； 

（7）其它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数

据汇总的流程、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放等。 

（8）相关参数选取，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

行一次检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化石燃料碳含量检测应遵循

《GB/T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氧测定法》、《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分分析》等标准。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6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

时间间隔不小于 1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碳含量。如部分排放源是通过实时

测量方法获取，应满足以下要求：监测频率，通过实时监测系统对排放的烟气或尾气进行监

测时，二氧化碳浓度和烟气流量监测频率须小于或等于 15 分钟一次，取采样分析结果平均，

通过加总得出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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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如下：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

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

人处理： 

⑴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⑵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⑶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⑷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

资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

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

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和排放

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

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明确

报告义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

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

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

应在年度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

日期以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排放报告中。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须在年度排放报

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A.监测计划，如未填报新增

排放源的情况，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

增加新增排放源信息的填报，包括排放源产能、投产运营情况、涉及的设施设备、

能源物料情况、碳排放信息监测情况等，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

监测计划。B.排放报告，新增排放源的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

并在排放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

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计算），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

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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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

料） 

单位热值碳含

量 

（克碳/兆焦

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

耳）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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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直 接

排放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废油 吨 40200m 20.18m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m 4.64m 17.01 

塑料 吨 50800m 20.45m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m 16.15m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m 6.00m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m 22.64m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间 接

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n 

热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o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发

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B.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B.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

标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C.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兆

焦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表 B.16 中的矿物源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再进

行单位转换得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的排放因

子乘以 12/44 折算得到。 
 m 采用《HJ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水泥》表 A.3 的数据，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仅计算化

石碳部分（表中数值已考虑化石碳的比例，分别按废油 100%、废轮胎 20%、塑料 100%、废溶剂

80%、废皮革 20%、废玻璃钢 100%的比例计算化石碳）。 
 n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中

国气候变化信息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表 3 中广东

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o 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1 年 9 月发布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工具指南 2.0》附录 B 表 B.15 中广东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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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C.1 产量报告要求 

石化企业主要报告报告期内原油加工量、汽油（分国 III、Ⅳ、Ⅴ）、柴油（分国 III、Ⅳ、

Ⅴ）、乙烯、丙烯、丁二烯等产品的产量。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

统计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的证

明文件进行交叉验证。 

C.2 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

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

见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

见次之、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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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石化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

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地址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 

（1）企业（单位）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单位）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外包业务信息等）：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 和 3，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4） 

计算涉及的能

源与含碳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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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动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催化剂烧焦直接排放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直接排放  

□硫磺回收过程直接排放  □制氢反应过程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热值法  □实测碳含量法 

方法 1：热值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

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低位 

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能源 

使用量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

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催化剂烧焦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方法 □称量催化剂方法  □烟气排量倒推法  □装置碳平衡法 

方法 1: 称量催化剂方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催化剂烧焦前 

质量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烧焦前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催化剂烧焦后质

量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烧焦后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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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方法 2: 烟气排量倒推法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烧焦过程的烟气

排放量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排出口 CO2 浓度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方法 3:装置碳平衡法 

物料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 

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

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物料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 

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料

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硫磺回收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硫磺装置酸性气

的气量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酸性气中 CO2 的

体积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制氢反应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及编号（R）  

方法 □脱附气测量法计算    □制氢装置碳平衡方法 

方法 1：脱附气测量法计算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制氢装置脱附气

的气量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量
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脱附气中 CO2 的

体积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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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方法 2：制氢装置碳平衡方法 

物料类型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 

数据 

□收入量、库存量等燃

料物流数据核算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实测 

碳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及编号（R）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和

依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型号、

性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净外购 

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净外购 

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热力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生产规模信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监管机构意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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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1]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2]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

碳排放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

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

别，其中，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

碳排放设备”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的，此栏选填。 

[3]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指设备功率在100kW（参见GB17167确定）的电机、泵，或7MW以上的锅

炉、加热炉。 

[4] 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此栏显示“企业（单位）”；

若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告

层级选择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化碳

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5] 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

/物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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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

负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报告年份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产量 单位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 

       

       

（1）企业（单位）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单位）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情况等）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单位）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直接/间接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催化剂烧焦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硫磺回收过程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制氢反应过程直接排 直接排放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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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见注解 2，选填）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3） 

计算涉及的能

源与含碳物料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能源类型  方法  

方法 1：热值法（默认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吨（MJ/t）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g-C/MJ） 
 指南附录 —— —— 

排放量 吨（t）  

方法 2：实测碳含量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使用量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催化剂烧焦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物料名称  

方法 □称量催化剂方法   □烟气排量倒推法  □装置碳平衡法 

方法 1：称量催化剂方法（催化重整过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催化剂烧焦前质量 吨（t）     

烧焦前碳含量 质量分数（%）     

催化剂烧焦后质量 吨（t）     

烧焦后碳含量 质量分数（%）     

排放量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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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方法 2：烟气排量倒推法（催化裂化、汽油加氢、乙烯裂解、碳二碳三加氢装置过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烧焦过程的烟气排放量 标准立方米（Nm3）     

排出口 CO2 浓度 体积含量（%）     

排放量 吨（t）  

方法 3：装置碳平衡法 

物料类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碳量 吨（t）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物料类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碳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硫磺回收过程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硫磺装置酸性气的气量 标准立方米（Nm3）     

酸性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制氢反应直接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方法 □脱附气计算方法   □装置碳平衡法 

方法 1：脱附气计算方法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制氢装置脱附气的气量 标准立方米（Nm3）     

脱附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     

排放量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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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方法 2：装置碳平衡法 

物料类型  

填报项目 单位 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输入 

□输出 

活动数据 吨（t）     

实测碳含量 质量分数（%）     

碳量 吨（t）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电力使用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外购/外输热力 

报告层级 企业（单位） 报告对象及编号  

填报项目 活动数据 证据类型 保存部门 备注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例如余热发电等） 

 

 

 生产情况说明： 

（例如生产规模信息、经济危机、停产检修等，或者是搬迁计划等未来预测，停产的应说明相应的起止日

期）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单位）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例如增加生产装置、统计期内外包原有的业务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

据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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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1] 灰色底纹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2]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

备”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的，该板块内容选填。 

[3] 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此栏显示“企业（单位）”；

若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报

告层级选择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氧

化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4] 证据类型包括：发票、财务凭证（入库单）、财务ERP系统、收费通知单（电力、天然气、热力

等）、生产报表（日、月、季等）、部门内部统计记录、公里数和油耗统计表、外部实验室检测

报告、内部实验室检测报告、标准推荐值或者企业（单位）能出示的其他证明材料。 

[5] 保存部门一栏填写企业（单位）保存数据证明材料的相应负责部门；备注栏可说明数据缺失等情

况。 

[6] 排放报告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填报表格，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物

料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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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民用航空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相关工作时的流程、方法和报告规

范。注册地在广东省内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可参照本标准提供的流程、

方法对企业的二氧化碳将进行计算。 

本指南的核算边界为航空旅客运输企业所属航空器执行的所有国内定期航班(含国际

航班的国内航段，下同)商业飞行及航空货物运输企业所属航空器执行的所有国内商业飞行

的航空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所属航空器是指企业投入实际运营的飞机，

包括自有及租赁的飞机。 

注：国际航班国内段计入国内航班，如广州-武汉-旧金山这条国际航线，广州-武汉段的油耗计入国

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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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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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CCAR-241     中国民用航空统计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Public Air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民用航空器运送旅客、行李、邮件或者货物的企业法人。 

3.2  

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对于民航企业，即为特定时段内运营飞机向大气

释放二氧化碳。 

3.3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36 

3.4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CO2 emission 

企业所消耗的净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3.5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CO2 Emission Unit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对于民航

企业，排放单元一般指ICAO机型子型号。 

3.6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对于民航企业，一般指单个

航空器，以民用航空器标志（又称注册号、机尾号）加以区分。 

3.7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  CO2 Emission Activity Data  

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程度的测量值。 

注：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3.8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CO2 Emission Factor 

将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转换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涉及的计算系数。 

3.9  

监测 Monitoring 

为了计算特定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数据测量、

获取、分析、记录等。 

3.10  

报告  Reporting 

企业（单位）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

并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汇总和披露。 

3.11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

据集。 

3.12  

定期航班 Scheduled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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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按向社会公布的班期和时刻运营的航班，包括：正班、加班和补班。 

3.13  

航空燃料 Aviation Fuel 

指航空器飞行过程中所消耗的符合我国有关技术规范规定的燃料。 

3.14  

旅客周转量  Revenue Passenger Kilometer 

反映旅客在空中实现位移的综合性生产指标，体现航空运输企业所完成的旅客运输工

作。计算单位为人公里（或称“客公里”）和吨公里。 

 旅客周转量〔人公里〕= 航段旅客运输量〔人〕 航段距离〔公里〕   

 旅客周转量〔吨公里〕= 航段运输旅客重量〔吨〕 航段距离〔公里〕  

旅客重量，每成人按 0.09 吨计算，儿童和婴儿分别按成人 1/2 和 1/10 计算。 

注：航段距离统一采用民航局规定的收费距离。 

3.15  

货物周转量  Freight Ton Kilometer 

反映航空货物在空中实现位移的综合性生产指标，体现航空运输企业所完成的货物运

输工作量。计算单位为吨公里。 

 货物周转量〔吨公里〕= 航段货物运输量〔吨〕 航段距离〔公里〕   

注：航段距离统一采用民航局规定的收费距离。 

3.16  

邮件周转量  

反映航空邮件在空中实现位移的综合性生产指标，体现航空运输企业所完成的邮件运

输工作量。计算单位为吨公里。 

 邮件周转量〔吨公里〕= 航段邮件运输量〔吨〕 航段距离〔公里〕   

注：航段距离统一采用民航局规定的收费距离。 

3.17  

运输总周转量 Revenue Ton Kilometer 

反映旅客、货物、邮件在空中实现位移的综合性生产指标，综合体现航空运输工作量。

计算单位为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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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总周转量 旅客周转量〔吨公里〕+邮件周转量+货物周转量   

4 原则 

为了确保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进行真实和公正的说明，应当遵守下列原则。这些原

则既是本指南所规定的基础，也是应用本指南的指导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适应企业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和方法，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清单真实反

映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并且满足企业管理、报告、制定减排计划等各项要求。 

4.2 一致性 

统一方法，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报告，使有

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 准确性 

    民用航空企业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尽可能减少

偏差和不确定性。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应改进监测条件，提高报告的数据

质量。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时应先确定

报告年份。  

5.2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的组织边界指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基地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组织边界可

以通过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机队信息及运营情况，主要业务量，

以及基地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进行辅助识别。企业组织边界识别结果原则上应与本

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 

对于民航公共运输企业，航空旅客运输企业应对旅客运输的所有国内定期航班商业飞

行活动及货物运输的所有商业飞行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报告；

航空货物运输企业应对所有国内商业飞行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核算与

报告；国际及地区航班商业飞行、地面活动、非运输活动、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二氧

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报告，但不核算成企业碳排放量。纳入核算范围的飞机为排放主体

实际运营的飞机，包括自有及租赁的飞机。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

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在业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合并航线、代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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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借调飞行、代码共享等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 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5.3.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民用航空企业燃料燃烧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指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运输飞行中移动源航

空器消耗的航空汽油、航空煤油和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 

5.3.2 特殊排放说明 

a）航空器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民用航空企业航空器消耗净购入电力、热力时导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如廊桥供电

使用量。企业需对此部分能源消耗量实物量、实测热值（如有）进行报告，但暂不核算成

碳排放。 

b)地面活动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地面活动涉及的固定源（锅炉、指挥中心等）、

其他移动源（气源车、电源车、运输车辆等）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净购

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企业需对此部分能源消耗量实物量、实测热值（如有）进行报告，

但暂不核算成碳排放。 

b）非运输能源消耗：企业进行非运输活动的能源消耗（燃料、电力、热力等），企业

需对此部分燃料消耗量实物量、实测热值（如有）进行报告，但暂不折算成碳排放。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民航企业可参照表1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

识别，形成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识别清单，并在监测计划中进行记录。 

表1  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排放设备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直接排放 国内航班航空器燃料燃烧 
机型，如：宽体客机（A380-800）、

窄体客机（B737-800、A320-200） 
航空器（即机尾号） 

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可选择精细程度不同的范围收

集数据，并进行相应范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参考GB 17167中“用能单位”、

“次级用能单位”、“用能设备”的划分方式将报告层级分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三个层级。宜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低的层级进行数据

的收集与计算。 

本指南中，统一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器燃料燃烧按照排放单元层级报告，排放

单元按照机型大类进行划分，机型大类定义见表2；其他排放活动按企业层级报告。鼓励企

业通过改进计量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层级上，报告质量

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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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排放设备示例 

机型大类 定义 包含的机型（例） 包含的机型子类（例） 

宽体客机 

符合《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

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CCAR-121-R4，下同）运行

规范的双通道客机。 

B787 B787-800 

A330 A330-200 

A330 A330-300 

B777 B777-200B 

B777 B777-200A 

B777 B777-300ER 

A380 A380-800 

窄体客机 

符合 CCAR-121-R4 运行规范

的 100 座及以上的单通道客

机。 

B737 B737-700 

A319 A319-100 

B737 B737-800 

B737 B737-300 

A320 
A320-200 
A320neo 

A321 A321-200 

B757 B757-200 

支线客机 
符合 CCAR-121-R4 运行规范

的 100 座以下的单通道客机。 

EM4 EMB145-LR 

EM9 ERJ190-100LR 

全货机 
符合 CCAR-121-R4 运行规范

的货机。 

B777 B777-200F 

B747 B747-400F 

6 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6.1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6.1.1 航空器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6.1.1.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运输飞行中航空器消耗的航空汽油、航空煤油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的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a）热值法 

若缺少化石燃料中碳的质量分数实测值，应按公式（1）计算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AE

fossil
= AD

fossil ,i
´Q

fossil ,i
´ EF

fossil ,i
´10-6( )

i

å              ……（1） 

式中： 

AEfossil  ——统计期内，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ADfossil, i ——统计期内，各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即燃料实际消耗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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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ossil,i  ——各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吨（MJ/t）； 

EFfossil, i ——各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兆焦耳（g-CO2/MJ），具体

数据见附录D； 

i      ——表示化石燃料的种类，可取代号1、2、3等。 

（b）实测碳含量法 

若企业有化石燃料的碳元素含量或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化石燃料的含碳质量

分数时，应按公式（2）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 ,

44

12
= ´ ´åfossil fossil i fossil i

i

AE AD C（ ）                   ……（2） 

式中： 

AEfossil  ——统计期内，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ADfossil, i ——统计期内，各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即燃料实际消耗量，单位为吨（t）； 

Cfossil,i  ——统计期内，不同化石燃料的含碳质量分数的加权平均值，吨碳/吨（t-C/t）； 

44/12  ——CO2与C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i      ——表示化石燃料的种类，可取代号1、2、3等； 

6.1.1.2  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运输飞行中航空器消耗的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a）热值法 

若缺少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中碳的质量分数实测值，应按公式（3）计算生物质

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 6
, , ,[ 1 10 ]-= ´ ´ - ´ ´åbio bio j fossil j j fossil j

j

AE AD Q BF EF   ……（3） 

式中， 

AEbio  ——统计期内，各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t-CO2）； 

ADbio, j  ——统计期内，各生物质混合燃料的活动水平，即燃料实际消耗量，单位为吨

（t）； 

Qfossil,j  ——各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吨

（MJ/t）； 

BFbio,j  ——各生物质混合燃料中生物质含量，%； 

EFfossil, j ——各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克二氧化碳每兆焦耳

（g-CO2/MJ），具体数据见附录D； 

i      ——表示化石燃料的种类，可取代号1、2、3等。 

（b）实测碳含量法 

若企业有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碳元素含量或通过测定燃料成分而计算获得生

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含碳质量分数时，应按公式（4）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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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bio
= AD

bio, j
´C

fossil , j
´ 1- BF

j( ) ´ 44

12j

å            ……（4） 

式中， 

AEbio  ——统计期内，各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t-CO2）； 

ADbio, j  ——统计期内，各生物质混合燃料的活动水平，即燃料实际消耗量，单位为吨

（t）； 

Cfossil,j  ——各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含碳质量分数的加权平均值，吨碳/吨

（t-C/t）； 

BFbio,j  ——各生物质混合燃料中生物质含量，％； 

44/12  ——CO2与C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6.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计算 

民用航空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等于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运输飞行中航空器消耗的航

空汽油、航空煤油及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按公式（5）计算。  

 
AE

total
= AE

fossil
+ AE

bio
                   ……（5） 

式中：  

AEtotal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fossil  ——航空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bio   ——航空器生物质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tCO2）； 

6.3 数据来源说明 

民航企业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见表 3），包括按照特定的技术标准、测量方法、采样

频次、分析频次、测量精度等，对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获取。同时，按照要求保留数据获

取的相关证明文件，如燃料采购发票、技术机构化验报告等。 

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

与计算不可行，则将不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综合各燃料的效应测定综合系数。企业须在监

测计划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不可行的理由。 

对于碳排放报告中的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相关的证明材料、保存部门，当存在数据

缺失等特殊情况时，应在备注中说明。 

表 3  民航企业所需的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

（至少）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9  
航空燃料、生物质

混合燃料使用量 

衡器、流量

计、购买记

录等 

GB17167、 
GB/T20901 

按每次航

班记录 

按航班飞行任

务书统计的数

据进行汇总 

航班飞行任务书、

发票、财务凭证

（入库单）等 

10  低位发热量 工业分析 GB/T 384 

每批次检

测一次或

采用参考

值 

每批次检测数

据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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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航空器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民用航空企业用于公共航空运输飞行的航空燃油消耗量应包括企业运营的所有飞机

（包括企业所有与租赁的飞机）的燃油消耗，统计方法如下： 

方法一：按航班飞行任务书统计的数据进行汇总，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

=此次飞行前油箱内的原存燃油量+为此次飞行加注的燃油量-此次飞行后油箱内的留存油

量； 

方法二：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飞机起飞前发动机启动时机载信息系

统显示的燃油量-飞行结束后发动机关闭时机载信息系统显示的燃油量。 

企业应分别统计国内航班和国际及地区航班的航空燃油消耗量，并在监测计划中选择

统计方法并说明理由。 

6.3.2  航空器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生物质混合燃料的消耗量应根据企业能源消费台帐或统计报表来确定，企业应分别统

计国内航班和国际及地区航班。燃料消耗量具体测量仪器的标准应符合GB 17167-2006《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相关规定。 

生物质混合燃料的低位发热值以及混合燃料中生物质含量通过燃料购买记录确定，企

业应按照国内航班和国际及地区航班分别进行统计。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企业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a）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b）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

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

工作。  

（c）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形成

文件并存档；  

（d）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e） 建立健全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企业二氧

化碳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定定期实施监

测。  

（f） 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g）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

资料。 

7.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据）

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应按GB17167及各行业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应保留所有报

告年份内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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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测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化碳排

放计量管理，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监测应在企业正常运行时进行，燃料、物料相关参数应按表 3 要求的监测频次进行取

样分析。 

7.4 监测人员 

企业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设备、

工业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证二

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

知识，具备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

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配合使

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分析 

在获取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应对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不

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量化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

量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b) 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

些情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

估算基础； 

c) 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已有的排放数据是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

机组启动和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d) 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企业应对量化中使用的每项数据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说

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8 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企业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编制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明确二氧化

碳排放监测的相关信息。监测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描述，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资产状况，主要

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 E），机队结构及运行情况

等；

 

d)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描述，包括报告期、报告层级、报告对象，计算涉及的

能源与含碳物料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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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监测数据的说明：说明各报告对象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选择，即选用参考值或实

测值； 

f) 实测数据获取方法的说明，包括数据实测的方法描述、依据的标准和监测频次； 

g) 活动数据计量设备信息，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有关的设备类型、型号、安装位置描

述； 

h)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管理、记录与归档措施的描述； 

i)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当企业有关a）~f）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编制新的监测计划。监测计划的修改不

得降低监测要求。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保留完整内部记录，以供核查机构进行

核查。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参见附录B。 

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企业根据编制的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相关

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c) 企业组织边界信息； 

d)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e)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 

f) 燃烧直接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报告的活动、层级、燃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

量、碳含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燃料种类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g) 间接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外购电力、热力的使用量； 

h) 其他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报告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说明、数

据汇总的流程、企业在报告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放等； 

i) 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证据类型、保存部门，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在备注中说

明。 

j) 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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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A.1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a) 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

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b)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

法人处理： 

1) 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2) 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3) 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4) 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

资料。 

在广东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

向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

构可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

和排放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

据变化后的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及时修改监测计划、

明确报告义务并征得省发改委认可。 

d)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

化碳排放量，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

须在监测计划和排放报告中进行明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 

e)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引进新机型，须在年度排放报告“下

一年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引进的时间、机型大类、包含的机型及机型

子类等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引进新机型：A.监测计划，如未填报新机型的情况，

企业须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监测计划变更备案申请，监测计划中需增加新机型信

息的填报，包括机型大类、包含的机型及机型子类、能源物料等信息。B.排放报

告，新机型的排放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告。  

A.2  民航企业特殊情况统计规则 

a)合并航线：碳排放量计入实际飞行班次所属公司； 

b)代飞航班：碳排放量计入实际执飞公司； 

c）借调飞行：碳排放量计入实际使用飞机的公司； 

d）代码共享：碳排放量计入实际运输旅客的公司； 

e）航空货物运输企业与航空旅客运输企业共用飞机时，两家排放主体在该班次的消耗

量按其分摊协议处理。如没有分摊协议的，则计入飞机拥有方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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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基地机场  涉及航班性质 

（选其一）定期航班/

非定期航班/定期航班

及非定期航班 

IATA 代码  ICAO 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

管理负责

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监测计划制定/更新年份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子

公司/分公司/母公司情况、运营现状等） 

 

 

（2）生产设施信息（包括机队及航班信息、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单位）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架构图、飞行任务书、数据汇总表等）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排放设备识别（选填） 

排放单元及编号（U） 

ICAO 飞机子型号 
描述 

  

  

  

  

重点排放设备及编号（D） 对应排放单元及编号（U）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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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自动生成）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报告层级选择（企业/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
氧化碳排放设备）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计算涉及的
能源与含碳

物料 

    

    

    

    

    

    

    

    

    

    

    

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涉及的排放活动 □国内航班航空器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国内航班航空器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燃料名称  

监测数据 数据来源 监测措施 监测频次 备注 

能源使用量 

（见注 4） 

□方法一 

□方法二 
   

低位发热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生物质含量 

（生物质混合 

燃料填报）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参考值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外部认证？ （是/否，如有，填写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描述 

 

 

 

 

 

 

 

 企业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发动机改造、加装翼尖小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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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计划引进或淘汰的机队信息及时间） 

 

 

 

 

 数据汇总的流程： 

（例如从哪些部门收集数据，如何统一汇总形成最终的数据）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1：灰色底纹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2：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若碳排放报告范围中，报告层级选择二氧化碳排放

单元的，则对应活动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必须完整识别并填写在识别栏中；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则对应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必须完整识别，其中，

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单独识别，非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可合成一项“其他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进行识别；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的，该板块内容选填。 

注3：报告对象与报告层级的选择相关，若报告层级选择“企业（单位）”，此栏显示“企业（单位）”；

若报告层级选择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若

报告层级选择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则报告对象须分条列出二氧化碳排放设备及对应的二

氧化碳排放单元并以横线相连，如“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注4：航空器燃料燃烧消耗量数据来源：方法一：每班次飞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此次飞行前油

箱内的原存燃油量+为此次飞行加注的燃油量-此次飞行后油箱内的留存油量；方法二：每班次飞

行的航空燃料消耗量（吨）=飞机起飞前发动机启动时机载信息系统显示的燃油量-飞行结束后发

动机关闭时机载信息系统显示的燃油量。 

监测计划范本中各排放活动仅给出一种能源/物料类型的监测要求示例，如果企业涉及到多种能源/物料

类型，可参照示例添加相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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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民用航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排放报告范本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版本号：  

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所属地区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企业编号   

企业详细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基地机场  涉及航班性质 

（选其一）定期航班/

非定期航班/定期航班

及非定期航班 

IATA 代码  ICAO 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

管理负责

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报告年份 

 

企业（单位）组织边界信息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总产值（万元）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万吨标准煤) 
   

每万元收入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万元) 
   

（1）企业概况信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所有权结构、子公司/分公司/母公司情况、

运营现状等）） 

 

（2）生产设施信息（包括机队及航班信息、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4）相关附件（如数据汇总表、生产情况变化证据文件等） 

1、民用航空企业碳排放信息数据表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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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运输总周转量 
（万吨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宽体客机   

窄体客机   

支线客机   

全货机   

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吨二氧化碳）  

各机型运营飞机数量（架） 详见附表（附录 F） 

各机型运输周转量（万吨公里） 详见附表（附录 F） 

各机型航油消耗量（吨） 详见附表（附录 F） 

各机型载运率（%） 详见附表（附录 F） 

各机型客座率（%） 详见附表（附录 F） 

 特殊排放说明（国际及地区航段、地面源活动耗、航空器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情况） 

 

 

 企业在统计期内计划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例如发动机改造、加装翼尖小翼等） 

 

 

 下一年生产计划情况说明：（例如实际运营（包括租赁）的机队信息、所有权状态等；
及非定期航班情况信息） 

 

 

 

 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例如报告期内引进或淘汰（包括
租赁）的机队信息及时间及燃料种类变化情况等）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

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注9：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注10：“企业编号”为主管部门给予每个企业唯一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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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参考值 

 

以下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

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

耳） 

直 接

排 放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6376b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0934b 26.10e 95.70 

褐煤 吨 12561b 28.00e 102.67 

洗精煤 吨 26344a 25.41f 93.17 

其他洗煤 吨 13607b 25.41f 93.17 

煤制品 吨 15492b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煤粉 吨 20934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35a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航空汽油 吨 44300d 19.10d 70.03 

航空煤油 吨 44100d 19.50d 71.50 

原油 吨 41816a 20.10e 73.70 

汽油 吨 43070a 18.90e 69.30 

煤油 吨 43070a 19.60e 71.87 

柴油 吨 42652a 20.20e 74.07 

燃料油 吨 41816a 21.10e 77.37 

煤焦油 吨 33453a 26.00g 95.33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a 17.20e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c 15.30e 56.10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d 17.20e 63.07 

炼厂干气 吨 46055a 18.20e 66.73 

石脑油 吨 43961b 20.00e 73.33 

润滑油 吨 41449b 20.00e 73.33 

石蜡 吨 39998b 20.30g 74.43 

石油沥青 吨 38999b 22.00e 80.67 

石油焦 吨 31997b 27.50e 100.83 

石化原料油 吨 46400d 20.00e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吨 41030b 20.00e 73.3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a 15.30e 56.10 

煤矿瓦斯气 万立方米 167260a 15.30e 56.10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179810a 13.58f 49.79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37630a 84.00g 308.00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79539b 55.00g 201.67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2218 12.20i 44.73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52270a 12.20j 44.73 

水煤气 万立方米 104540a 12.20k 44.73 

粗苯 吨 41816a 22.70i 83.23 

煤矸石 吨 8373b 26.61l 97.59l 

城市固体垃圾 吨 7954b 9.00l 33.00l 

工业废料 吨 12558b 35.10l 128.7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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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相关参数缺省值（续） 

排放

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 

（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 h 

（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直 接

排 放 

废油 吨 40200m 20.18m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m 4.64m 17.01 

塑料 吨 50800m 20.45m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m 16.15m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m 6.00m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m 22.64m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间 接

排 放 

电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n 

热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o 

 a 采用《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 A 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

发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2012 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并采用公式 B.1 计算而得： 

29307,  tceii CFHV ……………………………………(B.1) 

HVi   ——燃料i基于重量或体积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吨或兆焦耳/万立方米）； 

CFi,tce ——《2012年广东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为燃料提供的参考折标因子； 

29307 ——每吨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兆焦耳），1 千卡（大卡）=4,.1868 千焦。 
 c 按国家发改委 2008 年 6 月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

标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 B.1 计算而得。 
 d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

1.2 的上限值。 
 e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7

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f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1 年 5 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 1.5

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原煤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表 1.5 标注的数据。 
 g 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第一章表 1.3

的上限值；其中高炉煤气采用“Blast Furnace Gas 鼓风炉煤气”的上限值。 
 h 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克碳/兆

焦耳）×44/12”计算得出。 
 i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相关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j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1 中的发生炉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k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表 2.1 中的水煤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缺省值。 
 l 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排放因子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计算工具指南（2.0 版）》附录 B 表 B.16 中的矿物源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除以 29307，再进

行单位转换得到。煤矸石、工业废料、城市固体垃圾的单位热值碳含量由以上计算得到的排放因

子乘以 12/44 折算得到。 
 m 采用《HJ2519-20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表 A.3 的数据，单位热值碳含量数据仅计算化

石碳部分（表中数值已考虑化石碳的比例，分别按废油 100%、废轮胎 20%、塑料 100%、废溶剂

80%、废皮革 20%、废玻璃钢 100%的比例计算化石碳）。 
 n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在中

国气候变化信息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表 3 中广东

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o 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1 年 9 月发布的《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工具指南 2.0》附录 B 表 B.15 中广东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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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E.1 产量报告要求 

民航企业应区分 ICAO 机型子类报告在报告期间内的周转量、载运率、客座率及吨公

里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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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民用航空企业碳排放信息数据表 

XXXX  有限公司  20XX年碳排放信息数据表 

表 F-1：碳排放基本信息数据表 

航班类型 机型大类 机型子类 
运输总周转量 

（万吨公里） 

载运率 

（%） 

客座率 

（%） 
燃油种类 航油消耗量（吨） 

吨公里油耗 

（吨/万吨公里） 

排放因子 

（默认值） 

(吨 CO2/吨航油） 

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A380-8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B777-200A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B777-300ER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A330-3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A330-2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宽体客机 B787-800    航空煤油   3.15  

宽体客机合计 ——    —— —— —— ——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B757-2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A321-2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B737-8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A320neo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A320-2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A319-100    航空煤油   3.15  

国内航班 窄体客机 B737-700    航空煤油   3.15  

窄体客机合计 ——    —— —— —— ——  

国内航班 支线客机 ERJ190-100LR    航空煤油   3.15  

支线客机合计 ——    —— —— —— ——  

国内航班 全货机 B777-200F    航空煤油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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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类型 机型大类 机型子类 
运输总周转量 

（万吨公里） 

载运率 

（%） 

客座率 

（%） 
燃油种类 航油消耗量（吨） 

吨公里油耗 

（吨/万吨公里） 

排放因子 

（默认值） 

(吨 CO2/吨航油） 

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全货机机合计 ——    —— —— —— ——  

国内航班总计 —— ——  —— —— ——  —— ——  

           

数据来源说明：          

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说明。例如： 

1、航油消耗量来自飞行任务书，飞机数量来自统计年鉴，机型载运率按照该机型所有飞机业载之和除以额定载重之和计算得出； 

2、运输总周转量来自生产统计系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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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运营飞机信息表 

机型大类 机型子类 
运营飞机数量 

（架） 

平均机龄 

（年） 

报告期内新增 

飞机数量 

（架） 

报告期内淘汰 

飞机数量 

（架） 

宽体客机 A380-800         

宽体客机 B777-200A         

宽体客机 B777-300ER         

宽体客机 A330-300         

宽体客机 A330-200         

宽体客机 B787-800         

宽体客机合计 ——         

窄体客机 B757-200         

窄体客机 A321-200         

窄体客机 B737-800         

窄体客机 A320neo         

窄体客机 A320-200         

窄体客机 A319-100         

窄体客机 B737-700         

窄体客机合计 ——         

支线客机 ERJ190-100LR         

支线客机合计 ——         

全货机 B777-200F         

全货机机合计 ——         

总计 ——   —— —— 

数据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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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17 年修订）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造纸企业进行二氧化碳(CO2)排放报告相关工作时的流程、

方法和报告规范。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内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以造纸和纸

制品生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可按照本指南提供的方法核算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行企业二

氧化碳排放信息的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DL/T 567.8             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  

企业法人，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等国家法律和法规，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包括： 

(1)公司制企业法人； 

(2)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经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3.2  

二氧化碳排放   

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 

3.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与氧气进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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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过程排放 

在生产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部分造纸和纸制品

生产企业外购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作为生产原料或脱硫剂，碳酸钙发生化学反应会导

致二氧化碳排放。 

3.5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消费的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6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消费的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注：热力包括蒸汽、热水。 

3.7 

监测 

为了计算特定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而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数据测量、获取、

分析、记录等。 

注：改写 ISO 14064—1：2006，定义 2.30。 

3.8  

报告 

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理，并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量化、

汇总和披露。 

3.9  

排放单元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注：如造纸企业的自备（热）电厂、纸浆制造生产线、机制纸和纸板制造生产线、纸制品制造生产线。 

3.10  

排放设备  

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注：如锅炉、黑液回收锅炉、石灰窑和煅烧窑、化石燃料干燥器（红外线干燥器）等。 

3.11  

自备（热）电厂   

企业自备（热）电厂是指使用化石燃料用于向企业自身或附近企业提供能源（电力或电力及

蒸汽）的动力设施。 

3.12  

普通锅炉 

指生产的蒸汽直接供给生产工序使用，而非用于发电的热力锅炉。 

3.13  

活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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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石灰石的消耗量、净购入的电量、净购入的热量等。 

3.14 

排放因子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系数。 

注：例如每百万千焦的燃料消耗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吨石灰石分解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净购

入的每千瓦时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3.15  

不确定性   

与量化结果相关的、表征数值偏差的参数。上述数值偏差可合理地归因于所量化的数据集。 

4 原则 

为了确保对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进行真实和公正的说明，应当遵守下列原则。这些原则

既是本指南所规定的基础，也是应用本指南的指导原则。 

4.1  相关性  

选择适应造纸企业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和方法，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清单真实

反映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并且满足企业管理、报告、制定减排计划等各项要求。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分项计算应清晰表明各工艺过程排放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4.2  一致性  

使用统一方法，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的确定、数据收集、数据计算、报告，使

有关二氧化碳排放信息能够进行比较。 

4.3  准确性  

对造纸企业及相关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准确的计算，不存在系统性的

错误或者人为的故意错误。在技术可行且成本合理的情况下，企业应改进监测条件，提高报告的

数据质量。 

4.4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5  真实性  

企业所提供的数据应真实，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排放情况。  

5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5.1  报告年份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年份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时先确定报

告年份。 

5.2  企业组织边界识别  

企业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

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

（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企业外输至

组织边界外的电力及热力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计入企业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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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边界识别时集团法人、跨省分支机构等情况的处理方式，边界变化的处理方式和存在业

务外包情况的处理方式参见附录 A。 

5.3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识别 

5.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活动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是指煤炭、燃气、柴油等燃料在各种类型

的固定燃烧设备（如锅炉、窑炉、内燃机等）中与氧气充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5.3.2  过程排放活动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过程排放主要是部分企业外购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

为碳酸钙）发生反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5.3.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活动 

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电力生产企业。 

5.3.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活动 

企业消费的购入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该部分排放实际发生在热力生

产企业。 

5.3.5  特殊排放说明 

5.3.5.1 使用生物质能源导致的排放  

生物质能源或含有生物质能的物质作为燃料燃烧的，不计生物质部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但需要在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中报告生物质能源的使用情况（如生物质使用量、燃料中的生物

质占比等）。化石燃料部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仍需计入。 

5.3.5.2造纸污水和废弃物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造纸企业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包括厌氧污水处理或污泥发酵操作和垃圾填埋方式处理

造纸企业工业废弃物的活动，这些活动中发酵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不包括在本指南的报告范

围。 

5.3.5.3  移动源燃烧 

企业运营控制的车辆、船只等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交通运输活动消耗燃料的燃烧，如汽油、

柴油等燃烧，企业需对此部分燃料消耗量实物量、实测热值（如有）在排放报告其他信息说明中

进行报告，但暂不核算成碳排放。 

5.4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与重点排放设备识别 

企业在识别二氧化碳排放活动后，对于每一个排放活动，根据企业计量仪器配备情况、客

观条件，识别和划分企业的排放单元，并进一步识别排放单元对应的排放设备以及使用的能源与

含碳物料。 

造纸企业可参照表1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进行识别，

形成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和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的识别清单，并在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中进行记录。  

表1  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核算边界排放单元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活动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造纸企业厂区内因热力、冷却和

电力生产直接进行燃煤、燃油、

主要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自备（热）

蒸汽锅炉或热电联产锅炉；

天然气内燃机组；黑液回收



 

 
162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活动示例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 二氧化碳排放设备 

燃气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 

电厂、辅助生产系统

—普通锅炉、附属生

产系统 

锅炉所使用的化学燃料（例

如，黑液锅炉的引燃所用燃

料）； 

过程排放 

制浆过程中在碱回收系统和腐蚀

环境中添加石灰石化学剂的工

艺，因化学反应而产生二氧化碳；

自备热电厂脱硫耗用碳酸盐物料

产生的二氧化碳 

主要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 

从木材或非木材原料到制浆

过程中在碱回收石灰窑中及

腐蚀环境下添加石灰石的相

关设备；锅炉脱硫装置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运营过程中工业生产活动导

致的净外购电力消耗。  

主要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附属生产

系统 

生产全流程用电设备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

放 

企业运营过程中工业生产活动导

致的净外购热力消耗。  

主要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附属生产

系统 

生产全流程用热设备 

5.5  数据报告层级选择  

报告层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每一排放活动，企业可选择不同的范围收集数据，并进

行相应范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计算和汇总，参照GB17167中“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用

能设备”的划分方式将报告层级分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三个层

级。企业宜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数据准确、监测设备不确定性低的层级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计算； 

在本指南中，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排放原则上选择排放单元层级进行报告；净外购电力和

热力可选择企业层级进行报告。鼓励企业通过改进计量与检测条件，在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

化碳排放设备层级上，报告质量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 

6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企业进行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完整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确定报告层级； 

（2） 识别排放源； 

（3） 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4）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5） 分别计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 

（6） 汇总计算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按公式（1）计算。 

E = E 燃烧 +E 过程 + E 电+ E 热                                         (1)                              

                       

式中： 

E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 

E 燃烧   ——企业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过程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按照以下方法分别核算上述各类二氧化碳排放量。 

6.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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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

i=1

=E AD EF燃烧
                                                 (2)                                                       

式中： 

E 燃烧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

乘积，按公式（3）计算。 

 =i i iAD NCV FC                                                     (3)                                                                        

式中：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企业可采用本指南附录 C 所提供的参考值，具备条件的

企业可开展实测，具体实测要求见表 2。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44
=

12
i i iEF CC OF                                                    (4)                                                         

 式中：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CCi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采用本指南附录 C 所提供的参

考值； 

 O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采用本指南附录 C 所提供的参考值。 

6.2 过程排放 

过程排放量是企业外购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发生反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按公式（5）计算。    

            =E L EF过程 石灰石                                                                          (5)                                                                                                

式中： 

E 过程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L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石灰石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石灰石  ——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tCO2/t 石灰石）。 

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过程排放的活动水平是指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石灰石的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单位为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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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排放因子采用参考值，若石灰石用于主要生产系统（如制浆过程碱回收装置）或辅助生产系

统的普通锅炉脱硫装置，取值 0.405 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若石灰石用于辅助生产系统的自备

（热）电厂的脱硫装置，取值 0.396 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  

6.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E AD EF
电 电 电

                                                   (6)                                                                  

式中： 

E 电  ——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力量，是企业购买的总电力量扣减企业外供的电力量，外供包

括企业外输电力至企业自身非厂区生活建筑或设施（宿舍等）以及外销电力至附近其他企业使用。

活动数据以企业的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同时须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

证上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具体实测要求见表 2。 

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应采用本指南附录 C 所提供的参考值。 

6.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E AD EF
热 热 热

                                                  (7)                                                               

式中： 

E 热   ——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热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热力，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 热  ——年平均供热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热力量，是企业购买的总热力量扣减企业外供的热力量，外供包

括企业外输热力至企业自身非厂区生活建筑或设施（宿舍等）以及外销热力至附近其他企业使用。

活动数据以企业的热力计量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同时应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热力费发票或者结算单

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进进行交叉验证，具体实测要求见表 2。 

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取参考值 0.11tCO2/GJ。 

6.5  实测数据来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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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企业应根据本指南的要求，包括按照特定的技术标准、测量方法、采样频次、分析频次、

测量精度等，对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获取。同时，按照要求保留数据获取的相关证明文件，如燃

料采购发票、技术机构化验报告等。 

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原则上应分燃料种类进行，如分燃料种类进行数据收集、处理与计算

不可行，则将不能分燃料种类的部分综合各燃料的效应测定综合系数。企业须在监测计划及排放

报告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测定的系数和不可行的理由。 

对于碳排放报告中的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相关的证明材料、保存部门，当存在数据缺失等

特殊情况时，应在备注中说明情况及其处理原则。 

本指南有提及但企业实际没有涉及到的燃料或含碳物料其消耗量按“0”处理。 

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企业实测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表2  造纸企业所需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排 放

活动 
监测项目 

数据来

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要求 证明文件 

化 石

燃 料

燃 烧

排放 

燃料使用量 

衡器、

流量计

等 

GB17167 
按生产周期全部统计

（日、月、年） 
全部统计并记录 台账 

实测燃料低

位发热量 

工业分

析 

GB/T212; 

GB/T213; 

GB/T 384; 

DL/T 567.8; 

GB/T 11062; 

GB/T 22723; 

 

对于自备（热）电厂：燃

煤为每天一次；燃气为每

月一次；燃油为每批次一

次 

1）热值检测状态需与

能源使用量计量状态

一致，详见附录 B； 

2）每天检测数据进行

加权月平均、加权年

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对于企业边界内其他燃

烧排放活动：若采用入厂

实测热值，须每批次检测

一次；若采用入炉实测热

值，须每班次检测一次 

 

过 程

排放 

石灰石消耗

量 

衡器计

量 
GB17167 全部统计 全部统计并记录 台账 

净 购

入 电

力 产

生 的

排放 

自产电力量、

自产电力供

电量、外购电

力量 、电力

使用量、外输

电力量 

电表计

量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月

等）全部统计  

1）全部统计并记录； 

2） 外供部分电力需

要独立电表计量，且

计量器具需有定期较

验合格证明。 

台账 

 净购

入 热

力 产

生 的

排放 

自产热力量、

外 购 热 力

量 、热力使

用量、外输热

力量 

热力流

量计等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月

等）全部统计  

1）全部统计并记录； 

2）外供部分热力需要

独立热力表计量，且

计量器具需有定期较

验合格证明。  

台账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示例1：企业应采取下列质量管理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可靠：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

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单元、二氧化碳排放设备一览表，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形成文件并

存档；  

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建立健全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影

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按规定定期实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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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二氧化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监测管理体系 

示例2：监测管理体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量、物料使用量/产量、排放因子等数

据）来源是否真实、准确的基础。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企业应按GB17167及各行业能

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要求配备测量设备，监测设备应进行校准，企业应保留所有报告年份内

的检测报告、检定或校准证书。应按DB44/T1212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二氧化碳排放测

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明确碳二氧化排放计量管理职责，加强二氧化碳排放计量管理，确保二

氧化碳排放计量数据真实准确。 

7.3  监测频次 

监测应在企业正常生产的代表性工况下进行，燃料、物料相关参数应按表2要求的监测频次

进行取样分析。 

7.4  监测人员 

企业应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从事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计量和管理工作，包括测量设备、工业

分析仪器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保证二氧化碳排

放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相关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具备计量

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并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7.5  记录与归档 

企业应同时保留月度监测数据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纸质文件应与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

配合使用。所有数据记录和校准维护记录及其证明文件在报告期结束后至少保存十五年。 

7.6  不确定性分析 

示例3：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宜对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

因子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示例4：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计算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结

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2）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需的数据。在这些情

况下常用方法是使用相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推法或外推法作为估算基础； 

（3）数据缺乏代表性；测量误差。 

8 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 

企业应在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量化和报告前，应明确碳监测相关信息，确保企业在接下来

的监测过程按照正确的监测方式进行。按监测计划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管

理，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汇总和报告。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排放报

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联系方式等； 

（2）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信息； 

（3）企业组织边界信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范围、股权情况、资产状况，主

要产品种类、产量和产能（产量、产能填报参见附录A），主要生产装置、工序及其数量和运行

情况，以及厂区平面分布图和组织架构图等； 

（4）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汇总； 

（5）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信息，包括识别排放单元、重点排放设备、涉及的排放活动； 

（6）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核算边界、燃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量、碳含

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燃料种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67 

（7）过程排放相关信息，包括核算边界、物料种类、使用量等信息，以确定各物料的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及相应工艺过程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8）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净外购电力的使用量；  

（9）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净外购电力、热力的使用量；  

（10）其他需报送的信息，如企业在报告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生产情况与生产计划

说明、数据汇总的流程、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特殊排放等。 

（11）填入的数据，需要列出证据类型、保存部门、对应的监测数据来源、监测频次、监

测方法和依据标准、监测频次、测量仪器名称、型号、性能和安装位置，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

在备注中说明。 

监测计划的修改不得降低监测要求。当其他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单位）应保留完整内

部记录，以供核查机构进行核查。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模板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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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组织边界描述相关说明 

（资料性附录） 

一、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1.含有多个企业法人的多法人联合体，其中在广东省内的每个企业法人应分别独立进行二氧化碳

排放报告，不能将多个企业法人作为一个企业法人进行报告。 

2. 企业法人下属跨省的分支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经广东省发改委认可，可视同法人处理： 

（1）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并有独立的场所； 

（2）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或一年以上； 

（3）该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向当地纳税； 

（4）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报告的需要提供能耗和物料资料。在广东

省外的企业法人在广东省内存在视同法人的分支机构，该分支结构应独立向广东省发改委报送二氧化

碳排放数据。在广东省内的企业法人，其省外分支机构可视同法人的，不报告该分支机构的二氧化碳

排放相关数据，且应在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中适当说明该省外分支机构情况。 

3.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或经营范围改变等重大变更情况的，须根据变化后的

厂界区域和运营控制范围进行组织边界的确定并报告省发改委认可。 

4. 企业在报告期内存在生产经营业务外包时，外包业务导致的排放不计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时，其相关产品产量等也不计入该企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企业须在监测计划及排放报告中进行明

确记录外包业务的相关情况，并提供外包合同供检验。 

5. 企业因生产品种、经营服务项目改变、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或其他原因停产停业的，应在年

度监测计划及信息报告“其它信息说明—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说明”中报告企业停产的原因和具体日

期以及预期复产的日期，并将停产证明文件上传至系统年度排放报告中。 

6.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⑴若企业计划扩建项目/设施设备的，须在年度监测计划及信息报

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说明”中报告计划扩建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

信息；⑵若企业当年度排放信息增加了排放源，新增排放源的排放信息需与企业原排放源信息一同报

告，并在年度监测计划及信息报告中“其它信息说明—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部分注明新增排放源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电力排

放因子计算），并将相应的核准批复文件（如有）上传至系统年度排放报告中。同时在《基础数据表》

中需要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 

二、产量报告要求 

产量为造纸企业在报告期间内每一生产工序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数量，以生产线为单位按以下产品

类别对每条生产线的产量进行报告，某个生产工序内部企业自用的中间产品不应报告，避免重复计算。

例如某企业覆盖纸浆制造、机制纸和纸板制造、纸制品制造三个工序，则需分别报告纸浆制造、机制

纸和纸板制造、纸制品制造工序分产品类别的产品产量，但各工序内部产品产量按生产流程仅核算及

报告一次。 

纸浆制造指生产木浆、竹浆、竹木混合浆等纸浆的制造工序，不包括废纸制浆工序；机制纸和纸

板制造指使用外购浆板或自产自用浆为原料，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型，抄造成纸及纸板的生产活

动；纸制品制造指用原纸及纸板为原料，进一步加工制成纸制品生产活动。如果企业存在同一生产线

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该生产线产能仅填写在其中一种产品（环评批复中认定的产品）中，但产量需

分开多种产品填报，同时须在备注中注明相关情况； 

 

生产工序 产品类别 备注（详细类别） 

纸浆制造（不包

括 废 纸 制 浆 工

序） 

硫酸盐商品浆 商品浆是指企业自己制浆，并用于出售的纸浆。自用浆指企

业自己制浆，并直接用于造纸的纸浆。   商品浆及自用浆

均需折算成 10%含水率的风干浆核算与报告产量。 硫酸盐自用浆 

机制纸和纸板制

造（包括废纸制

浆工序） 

包装用纸及纸板原纸

（未涂布） 

箱纸板 

瓦楞芯(原)纸 



 

 
169 

生产工序 产品类别 备注（详细类别） 

白纸板 

牛皮纸 

纱管纸 

包装用纸及纸板原纸

（涂布） 

涂布白卡纸 

涂布白板纸 

涂布牛卡纸 

印刷书写用纸（未涂

布） 

新闻纸 

书写纸 

复印原纸 

胶版纸 

冷固纸 

淋膜纸原纸 

防粘纸 

卫生用纸原纸 —— 

纸制品制造工序 卫生用纸制品 
卫生用纸制品指卫生纸、餐巾纸、纸手帕、面巾纸、纸台布

等纸制品。无需区分详细类别，归为一类列出。 

其他 
特殊机制纸和纸板、特

殊纸制品 
非以上列举的产品，请分类列出 

       企业产品产量数据的证据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生产报表（包含逐月的数据）、部门内部

统计记录或台账、产品入库单、上报统计部门数据、财务凭证等。企业需提供相关产量证明文件

进行交叉验证。 

三、特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主营产品的确定 

《广东省造纸行业 2016 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中特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应将产品按

工序分为机制纸和纸板、纸制品两大类（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不属于机制纸和

纸板的纸品统一归入纸制品）。同时涉及两个工序产品生产的，优先按机制纸和纸板作为主营产品。

工序内部的各产品应按该工序最终产品产量进行累加，工序内部企业自用的中间产品不应报告，避免

重复计算。 

四、产能报告要求 

产能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产

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企业产能以企业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节能评估报告和审查意见或可行

性研究报告（封口版）为准，优先采用核准批复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查意见次之、节能评估

报告和审查意见再次之，最后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封口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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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资料性附录） 

一、煤炭相关数据的对应关系及转换公式 

由于煤中含有水分，而且在用煤企业（单位）的生产流程中，煤的水分可能发生变化，所对应的

热值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需要确定所用的煤使用量是否与热值

对应。总的来说，在进行关于煤的数据报告时，请注意以下关键问题： 

1.确认煤热值数据是否为低位热值（而非高位热值）； 

2.确认热值的基的种类以及使用量与热值是否对应。 

企业（单位）可参照表B-1，确认所报告的煤的使用量数据与热值是否满足对应关系，满足的话

则可以直接报告数据，如不满足，企业（单位）可参照表B-2进行数据转换。 

 

表 B-1  煤使用量与热值的对应关系 

情况 
所处工艺流

程 
煤的使用量 水分状态 对应热值 注意事项 

1 进厂 

盘库消耗量（收到

基）（使用进厂煤量、

库存煤量计算出的

消耗量） 

未烘干 

进厂时测定

的收到基低

位热值 

—— 

2 煤磨 
入磨煤量 

（收到基） 
未烘干 

入磨时测定

的收到基低

位热值 

相比进厂时已有部分水分损

失，质量和热值相比进厂时有

差异 

3 
煤磨 - 煤粉

库 

出磨煤量 

（收到基） 

已经过烘

干处理 

出磨时测定

的收到基低

位热值 

此出磨煤量不能直接用，要结

合煤粉库的盘库数 

4 燃煤设备 
入炉煤量 

（收到基） 

已经过烘

干处理 

入炉时测定

的收到基低

位热值 

注意入炉煤量的数据是否是经

过烘干处理的数据，有些企业

（单位）会根据水分将烘干的

入炉煤量折回情况 1 的数，使

其与盘库消耗量相等 

 

表 B-2  煤使用量转换公式 

目标使用量 
已知使用量 

收到基 

空气干燥基 ad

100

100

ar
ar

ad

M
P P

M


 


 

干燥基 (100 )d ar arP P M    

干燥无灰基  100daf ar ar arP P M A     

注1：字母说明：P使用量，M水分，A灰分，其中水分和灰分计算时不带%。 

注2：下标说明：ar收到基 ，ad空干基，d干燥基，daf干燥无灰基。 

注3：在企业（单位）提供的是空干基热值的情况下，需要把收到基使用量转换成空干基，空干基所含水分

可能企业（单位）没有，如果煤使用量（各种基均适用）对应的水份<3%，则可使用空干基热值代替收到

基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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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1. 企业（单位）仅提供盘库消耗量（收到基）与入炉空干基热值 

使用表 B-2 公式，把盘库消耗量（收到基）转换成入炉煤量（空干基），计算时代入进厂煤的平

均水分和空干基水分。 

2. 企业（单位）仅提供入炉煤量（收到基）与进厂收到基热值 

把入炉煤量（收到基）转换成盘库消耗量，使用表 B-2 中第一条公式，把入炉煤量（收到基）

设为已知使用量，把盘库消耗量设为目标使用量，计算时分子中的 Mar 代入入炉煤收到基水分，分母

中的 Mad 代入进厂煤（收到基）平均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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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造纸企业能源及物料排放因子参考值 

（资料性附录） 

 

以下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 

排放范

围 
能源名称 

低位发热量（百万千焦/吨，

百万千焦/万立方米） 

单位热值碳含量（吨

碳/百万千焦） 
碳氧化率（0~1） 

化石燃

料燃烧

直接排

放 

消耗能源用于自备（热）电厂 

无烟煤 26.7
①
 0.02749

②
 0.98 

烟煤 19.57
①
 0.02618

②
 0.98 

褐煤 11.9
①
 0.02797

②
 0.98 

洗精煤 26.334
①
 0.02541

②
 0.98 

其他洗煤 12.545
①
 0.02541

②
 0.98 

其他煤制品 17.46
①
 0.02943

②
 0.98 

煤矸石 5.82
①
 0.0273

②
 0.98 

焦炭 28.435
①
 0.02942

②
 0.98 

原油 41.816 0.02008 0.98 

燃料油 41.816 0.0211 0.98 

汽油 43.07 0.0189 0.98 

柴油 42.652 0.0202 0.98 

油页岩 11.1
④
 0.034

④
 1

④
 

炼厂干气 45.998 0.0182 0.98 

天然气 389.31 0.01532 0.99 

焦炉煤气 179.81 0.01358 0.99 

其它煤气 52.27 0.0122 0.99 

消耗能源用于除自备（热）电厂外的生产系统（包括普通锅炉及生产工序） 

无烟煤 26.7 0.0274 0.94 

烟煤 19.57 0.0261 0.93 

褐煤 11.9 0.028 0.96 

洗精煤 26.334 0.02541 0.9 

其它洗煤 12.545 0.02541 0.9 

其它煤制品 17.46 0.0336 0.9 

石油焦 32.5 0.0275 1 

焦炭 28.435 0.0295 0.93 

原油 41.816 0.0201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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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范

围 
能源名称 

低位发热量（百万千焦/吨，

百万千焦/万立方米） 

单位热值碳含量（吨

碳/百万千焦） 
碳氧化率（0~1） 

燃料油 41.816 0.0211 0.98 

汽油 43.07 0.0189 0.98 

柴油 42.652 0.0202 0.98 

煤油 43.07 0.0196 0.98 

油页岩 11.1
④
 0.034

④
 1

④
 

液化天然气 44.2 0.0172 0.98 

液化石油气 50.179 0.0172 0.98 

炼厂干气 45.998 0.0182 0.98 

焦油 33.453 0.022 0.98 

焦炉煤气 179.81 0.01358 0.99 

高炉煤气 33 0.0708 0.99 

转炉煤气 84 0.0496 0.99 

其它煤气 52.27 0.0122 0.99 

天然气 389.31 0.0153 0.99 

过程排

放 

石灰石用于主要生产系统或辅助生产系统的普通锅炉 

石灰石排放因子 0.405 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 

石灰石用于辅助生产系统的自备（热）电厂 

石灰石排放因子 0.396 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 

间接排

放 

电力排放因子 0.5271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③

 

热力排放因子 0.11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自备电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②国家MRV技术交

流平台；③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南方电网排放因子；④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出版的《2006年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其余全部来源于《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造纸

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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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资料性附录） 

      

提交日期  版本号  

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行业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二氧化碳管理负

责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联系人             

负责人             

填报年份 

2016 

1.企业组织边界描述 

指标名称 本期值 上年同期值 变化率（%） 

工业总产值（万元） 

（按可比价计算） 
     

综合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单位工业总产值

能耗(吨标准煤/

万元) 

    

生产

线序

号 

产品

类别 

产品

名称 
年产能 单位 

年

产

量 

单位 

单位

产品

能耗 

单位 
所属工

序类别 

产能证

明文件 

备

注 

1    吨   吨   

吨标

准煤/

吨纸 

   

2    吨   吨   

吨标

准煤/

吨纸 

   

3    吨   吨   

吨标

准煤/

吨纸 

   

主营产品信息（特殊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填写） 

主营产品所属工

序类别 
 主营产品名称   

（1）企业概况信息（可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股权情况、资产状况、所有权状况）: 

 

（2）生产设施信息（可包括主要生产装置、工序、耗能设施的数量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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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外包业务信息等） 

 

（4）相关附件： （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厂区平面分布图、组织架构图、工艺流程图、产能证明文件、

数据汇总表等）: 

 

报告主体二氧化碳排放汇总 

二氧化碳排放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二

氧化碳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二

氧化碳排放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 

2.1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二氧化碳排放设备识别 

排放单元 描述(对核算边界的规模、重要识别信息等进行简要的说明。) 

  

  

重点排放设备 对应排放单元 
描述（可对设备的主要技术参数和运行情况进行简

要说明 ） 

   

   

2.3 排放活动识别 

涉及的排放活动 

 

 

 

 

 

3 各排放活动数据收集 

3.1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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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型/物料-1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

值 
证据类型 

保存

部门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

和依据标

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注 

净消耗量 
（吨，万立

方米） 
         

低位发热

量 

（吉焦/吨，

吉焦/万立

方米） 

         

单位热值

碳含量 

（吨碳/吉

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碳氧化率 （0~1）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

碳） 
 

能源类型/物料-2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

值 
证据类型 

保存

部门 
数据来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

和依据标

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注 

净消耗量 
（吨，万立

方米） 
         

低位发热

量 

（吉焦/吨，

吉焦/万立

方米） 

         

单位热值

碳含量 

（吨碳/吉

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碳氧化率 （0~1）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3.2 工业过程二氧化碳排放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能源类型/物料-1   

报告层级  报告对象名称  

填报项目 单位 数值 
证据类

型 

保存

部门 

数据来

源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

和依据标

准 

测量仪器名

称、型号、性

能和安装位置 

备注 

石灰石消耗量 吨         

石灰石排放因

子 

吨二氧化碳/吨

石灰石 
0.405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3.3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报告层级 企业 

填报项目 单位 数值 证据 保存 数据 监测 监测方法和 测量仪器名称、型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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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部门 来源 频次 依据标准 号、性能和安装位

置 

注 

2.3.1 自产电

力量 
兆瓦时      

自行

实测

值 

实时

监测 
      

2.3.2 自产电

力供电量 
兆瓦时      

自行

实测

值 

实时

监测 
      

2.3.3 外购电

力量 
兆瓦时              

2.3.4 外输电

力量 
兆瓦时              

2.3.5 电力使

用量 
兆瓦时  

2.3.6 净外购

电力合计 
兆瓦时  

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

碳/兆瓦时 
0.5271  

排放量 
吨二氧化

碳 
 

3.4 净购入热力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报告层级 企业 

填报项目 单位 数值 
证据

类型 

保存

部门 

数据来

源 

监测频

次 

监测方

法和依

据标准 

测量仪器名称、

型号、性能和安

装位置 

备

注 

2.3.1 自产热力

量 
百万千焦 0 

来源 

 百万千焦    
自行实

测值 

实时监

测 
      

 百万千焦    
自行实

测值 

实时监

测 
      

2.3.2 外购热力

量 
百万千焦         

2.3.3 外输热力

量 
百万千焦         

2.3.4 热力使用

量 
百万千焦  

2.3.5 净外购热

力合计 
百万千焦  

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

碳/百万千

焦 

0.11 

排放量 
吨二氧化

碳 
 

4 数据质量管理 

是否有外部认证  认证标准相关信息   

5 其他信息说明 

（1）特殊排放说明 

 

（2）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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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说明 

 

（4）数据汇总流程 

 

（5）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6）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负责人及本单位碳排放信息报告填报负责人保证本企业填报的碳排放信息及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

的真实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