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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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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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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5751  中国煤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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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GB/T 31391  煤的元素分析 

DB44/T 1212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体系通用要求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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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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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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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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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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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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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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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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3.10  

工业生产活动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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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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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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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原则 

4.1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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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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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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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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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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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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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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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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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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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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造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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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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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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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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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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选择了优

先级更高的数据收集方式后，原则上不允许变更为优先级较低的其他数据收集方式。即若企

业监测计划中某种数据类型收集方式为实际测量值，后因特殊情况检测条件不满足各行业指

南规定的测定要求，则当年数据选用企业前三年实测数据的最保守值（具体取值按计算所得

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待检测条件达到要求后按原监测计划继续使用实际测量值。 

企业（单位）各数据类型数据来源说明详见附录 C 及附录 D 表格。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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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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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来源 解释 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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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附录 B 提供的参考值时，:燃煤的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湿基的消耗量。 

注 3：当企业使用两种不同品种燃煤掺烧，且检测混合燃料低位发热量，但无检测单位热值碳含量时，其

能源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的数据来源按下列顺序依次选用：①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及其中一

种燃煤的低位发热量，可推算得出另一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煤种填报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

量（参考值）；②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但未知两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填报使用量及碳含量（参

考值），热值填混合热值；③两种燃煤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均未知，按混合燃料填报使用量和低位发

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选用配比较大的燃煤碳含量（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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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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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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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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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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节能量审

核报告（如有）等资料。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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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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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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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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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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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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

附录J中的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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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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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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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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的使用量及对应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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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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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新增排放源的填报要求（见附录 A）； 

l)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企业（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H。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

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J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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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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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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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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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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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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排放报告所属

年度的下一年度企业处于停产期，应在排放报告中对最新停产情况予以说明。对于

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企业，存在设备检修/技改的，应在排放报告中说明设备

检修/技改导致碳排放量异常的详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每次检修/技改范围，检修

/技改的具体原因，检修/技改工作每次进行的具体起始日期、持续时间及为何持续该

段时间、导致碳排放异常的具体原因，技改备案、合同相关证据。若不说明，原则

上不视为因为设备检修/技改而导致碳排放异常。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新增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新建、扩建、

合并、收购等方式增加的年排放量大于或等于 1 万吨二氧化碳（或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 5000 吨标准煤）且有单独计量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计划新增排放源，须在年度

排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新增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

的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增加生产设施，企业须提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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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文件上传至监测计划。(4).企业须在新增排放源的当年在排放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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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年度产品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

据选项卡中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计算和汇总，并在排放报告中填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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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新增排放源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自投产当年度起须连续三年在《基础数

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汇总数据。(5)若新增排放源是新建/扩建项目，

其投产日期处于企业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上一年 7 月 1 日（含）至排放报告所属年

度的 12 月 31 日（含）的，其排放量数值仍应计入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碳排放报告系

统中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计入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的需企业履约的年度

实际排放量。 (6)新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接排放和消耗电力及热力导致的间接排

放，其中直接排放计算与原排放源一致，间接排放对电力、热力来源不作区分，按

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但同时应对电力和热力的

来源和对应的使用量进行报告。 

g) 企业减少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减少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卖出、外包、

租赁、拆除、永久停用等方式减少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未来计划减少排放源，须

在年度排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减少排放源的时间、项

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减少了排放源，企业须及时向省生态环境厅提

出监测计划变更申请。(4)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排放需要计入企业排放量，

同时需要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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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该部分排放源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产量、二氧化碳排

放量，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对减少的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数据进行

单独汇总。(5)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排放源，还需要在脱离企业边界当年

度(t)的排放报告中补报所减少的排放源在 t-1、t-2 年度的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说

明和汇总方式参照本段第(4)款规定。(6)减少的排放源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参照新增排

放源进行。 

 

表 A.1 新建项目排放信息报告要求示例（报告年度 t 为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

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

足一年时，投

产当年折算

成一年的排

放量（吨） 

（t-3）年 

2019 

（t-2）年 

2020 

（t-1）年 

2021 

报告年份

（t） 

2022 

2019年**新建项目     /  

2020年**新建项目  /     

2021年**新建项目  / /    

2022年**新建项目  / / /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报告年份及前三年有投产新建项目的:请填写该项目投产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排放量，例如 2019年投产的新建

项目：需填写 2019-2021年该项目的实际排放量以及 2019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表示不用填报。 

*投产当年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折算成一年排放量的方法：（正常生产月份的排放量总和/正常生产月份数

量）*12，其中正常生产月份为每月生产超过 15天的月份），例如 2019年 4月 1日投产的新建项目，2019

年 4-12月实际排放量为 10000吨，投产当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10000/8*12=15000吨。 

*一个年度有多个新建项目的，请自行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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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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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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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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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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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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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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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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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0n 20.18n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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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o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p 
 a 采用《GB/T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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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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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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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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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

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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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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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因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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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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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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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EFQAD(AE 6-

l,jl,jl,j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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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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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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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AE

l,jMl,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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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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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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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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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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放 

实测燃料低位

发热量（热值

法） 

工业分析、发

热量分析 

采样：GB 475，

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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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GB 475，

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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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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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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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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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 外购电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外购电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使用公式（D.1）： 

 

eee EFADAE = ……………………………………………(D.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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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电力的使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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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外购电力量按照公式（D.2）进行计算： 

eee OPADIPADAD −= ………………………………………(D.2)
            

 

式中： 

ADe     ——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IPADe   ——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购电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单位）

组织边界外的电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

的设施的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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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De   ——外输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输电力量包括自身发电上网外调、

输电至企业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输电量，不包括企业（单位）向其

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提供的电力量。 

企业（单位）可扣除的外输电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单位）缴费通知单（下

网电）、结算单（直供电）或发票（直供电）等证据文件证明企业（单位）生产用电、外输

电力量；b) 外输电力量有单独的计量电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电力量。 

若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

能发电的设施，企业（单位）使用该部分电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发电设施使用化

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单位）整体排放量。 

D.2.2 外购热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D.2.2.1 计算公式 

外购热力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使用公式（D.3） 

 

hhh EFADAE = …………………………………………(D.3)  

式中： 

AEh    ——净外购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h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h    ——外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净外购热力量按照公式(D.4)进行计算：
 

hhh OPADIPADAD −= ………………………………………(D.4) 

式中：
 

ADh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IPADh      ——活动数据，即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购热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单位）

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的热

力量； 

OPADh     ——活动数据，即外输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输热力量包括外输至企业（单位）

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企业（单位）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

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提供的热力量。 

企业（单位）可扣除的外输热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单位）缴费通知单、

结算单或发票等证据文件证明企业（单位）生产用热力量、外输热力量；b) 外输热力量有单

独的计量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热力量。 

若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

能供热的设施，企业（单位）使用该部分热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供热设施使用化

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单位）整体排放量。 

D.2.2.2 热量的单位换算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D.5）转换为热量单位。 

3

stst 10)74.83( −−= stEnMaAD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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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Dst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标

准，单位为千焦/千克（t）； 

83.74  ——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t）；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D.6）转换为热量单位。 

3

ww 101868.4)20( −−= wTMaAD …………………………（D.6） 

式中：ADw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D.3 数

据来源说明 

数据来源说明见表D.1。 

表 D.1  数据来源相关规定 

范围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 要求 证明文件 

活动

数据 

电力使

用量 

外购电力使

用量（下网

电） 

电力缴费

通知单 
- - 

按结算周

期全部统

计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用电量 

电力缴费通知单，

使用电表数据交

叉校验 

外购电力使

用量（直供

电、专供电） 

结算单、

发票 
- - 

按结算周

期全部统

计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用电量 

结算单、发票，使

用电表数据交叉

校验 

自产电力量

（发电量、

供电量） 

电表 GB 17167 全部统计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自产电力量

（如有）。 

电表记录，上网供

电量可同时使用

上网结算单交叉

校验 

外输电力量 
结算单、

发票 
- - 

按结算周

期全部统

计 

报告企业（单位）

外输至自身非厂区

生活建筑或设施

（宿舍等）以及外

销电力至附近其他

企业使用的电力量 

结算单、发票，同

时使用电表数据

交叉校验 

分排放单

元、设备或

工序电力使

用量 

电表 GB 17167 全部统计 

报告企业（单位）

分排放单元、设备

或工序的电力使用

量（如有）。 

电表记录，上网供

电量可同时使用

上网结算单交叉

校验 

热力使

用量 

外购热力使

用量 

结算单、

发票 
- - 

按结算周

期全部统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用电量 

结算单、发票，使

用热力计量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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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据交叉校验 

自产热力量 
热力计量

表 
GB 17167 全部统计 

报告企业（单位）

整体的自产热力量

（如有）。 

热力计量记录 

外输热力量 
结算单、

发票 
- - 

按结算周

期全部统

计 

报告企业（单位）

外输至自身非厂区

生活建筑或设施

（宿舍等）以及外

销电力至附近其他

企业使用的热力量 

结算单、发票，同

时使用热力计量

数据交叉校验 

分排放单

元、设备或

工序热力使

用量 

热力计量

表 
GB 17167 全部统计 

报告企业（单位）

分排放单元、设备

或工序的热力使用

量（如有）。 

热力计量记录  

排放因子 

外购电力排

放因子 
附录 B — — — — 

外购热力排

放因子 
附录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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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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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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产能首先依据国家或省政府部门相关核准文件确定的产能数据进行确定。企业须提

供国家或省政府部门出具（或其官方网站公示）的项目备案/核准文件、节能专项设计审查批

复、环评批复、竣工验收等与产能相关的全部文件，若多个文件均具有产能数据，原则上按

照最小值确定其年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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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的分类指标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须严格按照使用的燃煤种类报告其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等参

数，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执行，先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等指

标，将煤炭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再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及粘结指数等指标进一步划

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按煤化程度参数（主要是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划分，其中褐煤和烟

煤的划分，采用透光率作为主要指标，并以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为辅助指标。 

企业优先按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分类报告确认并报告煤种（各煤种鉴定指标的监

测频次应为每批次一次），若无明确证据证明煤种，则应根据其热值、灰分、挥发分等特征

选择尽量贴近的煤种（参见附录 B），仍无法确定则按照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选取

煤种。 

无烟煤、烟煤及褐煤分类表 

类别 代号 编码 
分类指标 

Vdaf
a/% PM

b/% 

无烟煤 WY 01,02,03 ≤10.0% -- 

烟煤 YM 

11.12.13.14.15.16 ＞10.0~20.0 

-- 
21,22,23,24,25,26 ＞20.0~28。0 

31,32,33,34,45,36 ＞28.0~37.0 

41,42,43,44,45,46 ＞37.0 

褐煤 HM 51,52 ＞37.0c ≤50d 

a Vdaf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以质量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12； 

b PM    ——低煤介煤透光率，以百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566； 

c 凡 Vdaf/%＞37.0%，G≤5，再用透光率 PM来区分烟煤和褐煤； 

d 凡 Vdaf/%＞37.0%，PM＞50%者为烟煤；30%＜PM≤50%的煤，如果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

量 Qgr,maf＞24MJ/kg，划为长焰煤，否则为褐煤。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Qgr,maf的计算方法见

下式： 

 

     式中： 

     Qgr,maf ——煤样的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其测试方法参

见 GB/T 213； 

     M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MHC ——煤样最高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4632； 

     Aad ——煤样空气干燥基灰分，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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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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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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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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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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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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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购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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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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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新建项目排放量填报 

是否涉及 ○是 ○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

投产当年折算成一年

的排放量（吨） (t-3)年 (t-2)年 (t-1)年 (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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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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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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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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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合计（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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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自产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合计（百万千焦）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间接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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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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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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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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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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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的碳排放

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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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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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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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进行数据转换。 

表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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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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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MarP Parad M
ad

−
= 

−  

干燥基 
100

100

MarP Pard

−
=   

干燥无灰基 
100

100

M Aar arP Pard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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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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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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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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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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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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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J.1.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须提

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需要收集 2个完

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 年经核查通过，在 t+2 年度的排放

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仍需使用参考值。同时，

企业需要在 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量的备注填报格中填写经核查的实测值。相

关示例见表 J.1、表 J.2。 

 

表 J.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J.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J.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

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在核定实测值开

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排放量所采用的热值、

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企业已提交的历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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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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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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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5751  中国煤炭分类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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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GB/T 31391  煤的元素分析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HJ 2519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泥 

GB 1678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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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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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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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段内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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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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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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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处置废物 waste co-processing  

将废物或经过预处理的废物投入水泥窑炉总进行焚烧处理，以实现废物的无害化和综合利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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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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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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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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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等。 

3.12  

监测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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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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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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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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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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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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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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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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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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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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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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热力的消耗 使用外购热力的设施 使用外购热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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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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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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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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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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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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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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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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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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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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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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水泥企业采用替代燃料，应单独统计替代燃料消耗量。用作替代燃料的废弃物种类见《水

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6780-2012）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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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 

 
610−= oinoioio EFQADA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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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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1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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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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 

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8）进行计算： 

                               eee
EFADAE =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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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    ——统计期内净外购电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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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外购电力量按照公式（9）进行计算： 

eee OPADIPADAD −=
                            (9) 

式中： 

ADe  ——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IPADe  ——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购电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组织边界外的电力量，

不包括来自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的电力量； 

OPADe ——外输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输电力量包括自身发电上网外调、输电至企业

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组织边界外的输电量，不包括企业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

设施提供的电力量。 

企业可扣除的外输电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水泥企业缴费通知单（下网电）、结算单

（直供电）或发票（直供电）等证据文件证明水泥企业生产用电、外输电力量；b) 外输电力量有

单独的计量电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用电力量。 

若水泥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的设

施，企业使用该部分电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发电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须计入水泥企业整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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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热力二氧化碳排放 

6.2.2.1 计算公式 

净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10）进行计算： 

                     hhh
EFADAE =                                (10) 

式中： 

AEh    ——统计期内，企业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h    ——统计期内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h    ——外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具体数据见附录 B。  

净外购热力量按照公式（11）进行计算： 

hhh
OPADIPADAD −=

                              (11) 

式中： 

ADh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IPADh      ——活动数据，即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购热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组织边界外的

热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的热力量； 

OPADh     ——活动数据，即外输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输热力量包括外输至企业自身非工业生

产活动、对企业组织边界外的供热量，不包括企业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提供的热

力量。 

企业可扣除的外输热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缴费通知单、结算单或发票等证据文

件证明企业生产用热力量、外输热力量；b) 外输热力量有单独的计量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热

力量。 

若水泥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的设

施，企业使用该部分热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供热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须计入水泥企业整体排放量。 

6.2.2.2 热量的单位换算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12）转换为热量单位。 

3

stst 10)74.83( −−= stEnMaAD …………………………（12） 

式中：ADst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标准，

单位为千焦/千克（t）； 

83.74  ——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t）；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13）转换为热量单位。 

3

ww 101868.4)20( −−= wTMaAD …………………………（13） 

式中：ADw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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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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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计算： 

heocr
AEAEAEAEAEAE ++++=

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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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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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外购电力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h    ——统计期内，企业净外购热力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4 数据来源说明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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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实物煤、燃油、替代燃料的低位发热量的碳含量按表2的规定测定，如果企业无法直接测

定，参见附录B取值。 

表 2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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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1 

熟料 CaO

和MgO质

量分数 

水泥化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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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报告 

2 

生 料 中

CO2 质量

分数 

水泥组分

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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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报告 

3 
生料烧失

量 

水泥化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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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报告 

4 熟料产量 衡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班、日、

周）记录 

由不同生料配比生产出来

的不同种类熟料分别按月
生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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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汇总 

5 水泥产量 衡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班、日、

周）记录 
按月汇总 

生产报表、出入

库统计台账 

5 

煤、燃油、

替 代 燃

料、燃气

使用量 

衡器、流

量计 
GB 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收入

量、库存量等原料物

流数据核算”，收入量

须每批次计量，库存

量须至少每月一次；

若数据来源采用“皮带

秤、流量计等计量设

备实际计量”，须实时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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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账、结算凭证。

以台账为准，使

用结算凭证交叉

检验 

6 
煤的低位

发热量 

工 业 分

析、发热

量分析 

采样： GB 475、

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GB/T 212、 

GB/T 213 

每批次 /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

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7 煤的水分 
煤中水分

的测定 
GB/T211、GB/T212 

每批次 /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全部统计并记录 台帐 

8 

煤中碳的

质量分数

（即碳含

量） 

煤中碳和

氢的测定 

采样： GB 475、

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GB/T 476、

GB/T 30733、GB/T 

31391、DL/T 568 

每批次 /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

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9 

燃气、燃

油中碳的

质量分数

（即碳含

量） 

燃油元素

分析 

GB/T 13610 

SH/T 0656 

每批次 /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

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10 

燃气、燃

油的低位

发热量 

燃油发热

量测定 

GB/T 22723 

GB/T 384 

每批次 /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

均、加权年平均计算 
检测报告 

11 

外购电力

使用量、

外输电力

量 

结算凭证 - - 
按结算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力量

进行月汇总  

电力缴费通知单

（下网电）、结

算单或发票（直

供电、专供电、

外输电），同时

使用电表记录数

据交叉校验 

12 

自 产 电

量、分排

放单元、

设备或工

序电力使

用量 

电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电力量

进行月汇总 

电表记录，上网

供电量可同时使

用上网结算单交

叉校验 

13 外购热力 结算凭证 - - 按结算周期（日、周、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热力量 缴费通知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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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使用量、

外输热力

量 

月等）记录 进行月汇总  算单、发票等 

14 

自产热力

量、分排

放单元、

设备或工

序热力使

用量 

计量仪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热力量

进行月汇总   
热力计量记录 

注： 

a) 若企业监测计划中某种数据类型收集方式为实际测量值，后因特殊情况检测条件不满足各行业指南规定

的测定要求，则当年数据选用企业前三年实测数据的最保守值（具体取值按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

原则），待检测条件达到要求后按原监测计划继续使用实际测量值。 

b) 当企业使用两种不同品种燃煤掺烧，且检测混合燃料低位发热量，但无检测单位热值碳含量时，其能源

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的数据来源按下列顺序依次选用：①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及其中一种燃煤

的低位发热量，可推算得出另一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煤种填报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参考

值）；②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但未知两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填报使用量及碳含量（参考值），热

值填混合热值；③两种燃煤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均未知，按混合燃料填报使用量和低位发热量，单位热

值碳含量选用配比较大的燃煤碳含量（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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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备查，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节能量审

核报告（如有）等资料。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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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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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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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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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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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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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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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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H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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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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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新增排放源的填报要求（见附录 A）； 

l)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水泥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F。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 由指南

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H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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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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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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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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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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并征得省生态环境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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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下一年度

企业处于停产期，应在排放报告中对最新停产情况予以说明。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新增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新建、扩建、合并、

收购等方式增加的年排放量大于或等于 1 万吨二氧化碳（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

准煤）且有单独计量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计划新增排放源，须在年度排放报告的“其他

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新增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

企业增加生产设施，企业须提前向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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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文件上传至监测计划。(4).

企业须在新增排放源的当年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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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在《基

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中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计算和汇总，并

在排放报告中填报。同时，若该新增排放源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自投产当年度起须

连续三年在《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汇总数据。(5)若新增排放源是

新建/扩建项目，其投产日期处于企业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上一年 7 月 1 日（含）至排放

报告所属年度的 12 月 31 日（含）的，其排放量数值仍应计入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碳排放报

告系统中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计入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的需企业履约的年度实

际排放量。(6)新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接排放和消耗电力及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其

中直接排放计算与原排放源一致，间接排放对电力、热力来源不作区分，按照新增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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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电量/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但同时应对电力和热力的来源和对应的使用量

进行报告。 

g) 企业减少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减少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卖出、外包、租赁、

拆除、永久停用等方式减少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未来计划减少排放源，须在年度排放

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减少排放源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减少了排放源，企业须及时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监测计划变更申

请。(4)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排放需要计入企业排放量，同时需要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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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该部分排放源在排放报

告所属年度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对

减少的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5)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

额的排放源，还需要在脱离企业边界当年度(t)的排放报告中补报所减少的排放源在 t-1、t-2

年度的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和汇总方式参照本段第(4)款规定。(6)减少的排放源

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参照新增排放源进行。 

表 A.1 新建项目排放信息报告要求示例（报告年度 t 为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

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

一年时，投产

当年折算成一

年的排放量

（吨） 

（t-3）年 

2019 

（t-2）年 

2020 

（t-1）年 

2021 

报告年份

（t） 

2022 

2019年**新建项目     /  

2020年**新建项目  /     

2021年**新建项目  / /    

2022年**新建项目  / / /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报告年份及前三年有投产新建项目的:请填写该项目投产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排放量，例如 2019年投产的新建项目：

需填写 2019-2021年该项目的实际排放量以及 2019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表示不用填报。 

*投产当年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折算成一年排放量的方法：（正常生产月份的排放量总和/正常生产月份数量）*12，

其中正常生产月份为每月生产超过 15天的月份），例如 2019年 4月 1日投产的新建项目，2019年 4-12月实际排

放量为 10000吨，投产当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10000/8*12=15000吨。 

*一个年度有多个新建项目的，请自行添加行。 

 

 

 

 

 

 

 

 



 
51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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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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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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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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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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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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0n 20.18n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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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o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p 
 a 采用《GB/T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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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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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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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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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

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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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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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因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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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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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C.1 产量报告要求 

水泥企业报告报告期内熟料、普通水泥、白水泥、微粉等产品的产量，其中熟料产量以

产出量为准，普通水泥、白水泥、微粉产量以入库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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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料生产线设计年产能依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最新版本 《水泥熟料生产线

清单》中企业设计日产能计算（生产天数按 300 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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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的分类指标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须严格按照使用的燃煤种类报告其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等参

数，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执行，先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等

指标，将煤炭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再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及粘结指数等指标进一步

划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按煤化程度参数（主要是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划分，其中褐煤和

烟煤的划分，采用透光率作为主要指标，并以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为辅助指标。 

企业优先按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分类报告确认并报告煤种（各煤种鉴定指标的

监测频次应为每批次一次），若无明确证据证明煤种，则应根据其热值、灰分、挥发分等特

征选择尽量贴近的煤种（参见附录 B），并按照计算结果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选取煤种。 

无烟煤、烟煤及褐煤分类表 

类别 代号 编码 
分类指标 

Vdaf
a/% PM

b/% 

无烟煤 WY 01,02,03 ≤10.0% -- 

烟煤 YM 

11.12.13.14.15.16 ＞10.0~20.0 

-- 
21,22,23,24,25,26 ＞20.0~28。0 

31,32,33,34,45,36 ＞28.0~37.0 

41,42,43,44,45,46 ＞37.0 

褐煤 HM 51,52 ＞37.0c ≤50d 

a Vdaf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以质量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12； 

b PM    ——低煤介煤透光率，以百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566； 

c 凡 Vdaf/%＞37.0%，G≤5，再用透光率 PM来区分烟煤和褐煤； 

d 凡 Vdaf/%＞37.0%，PM＞50%者为烟煤；30%＜PM≤50%的煤，如果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

量 Qgr,maf＞24MJ/kg，划为长焰煤，否则为褐煤。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Qgr,maf的计算方法见

下式： 

 

     式中： 

     Qgr,maf ——煤样的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其测试方法参

见 GB/T 213； 

     M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MHC ——煤样最高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4632； 

     Aad ——煤样空气干燥基灰分，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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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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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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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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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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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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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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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排放因子 指南参考值 —— —— —— ——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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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购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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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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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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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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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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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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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项目排放量填报 

是否涉及 ○是 ○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

投产当年拆算成一年

的排放量（吨） (t-3)年 (t-2)年 (t-1)年 (t)年 

       

       

       

       

       

其他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 

矿山开采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 

填报年份 (t-3)年 (t-2)年 (t-1)年 报告年份(t) 

当年矿山开采是否存在设备检修、技术改

造或能源结构变化情况 
    

当年矿山开采是否停产 180 天以上     

矿山开采用电量（万千瓦时）     

矿山开采排放量（吨）     

前三年矿山开采平混排放量（吨）  / 

矿山开采排放量与前三年平均排放量对比    / 

其他粉磨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 

填报年扽 (t-3)年 (t-2)年 (t-1)年 报告年份(t) 

其他粉磨 1 产量（吨）     

填写产品名

称 

排放量（吨）     

排放强度（吨二氧化碳/吨

产品） 
    

三年平均排放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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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水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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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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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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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万千瓦时） 
    

生产熟料所耗电力量（万千瓦时）     

水泥粉磨所耗电力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电力排放因子（吨 CO2/万千瓦时） 6.379 

净外购（+）/净外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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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范本（续）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报告层级 企业 报告对象名称及编号（R）  

热力使用量合计（百万千焦）     

其中： 

自有的矿山开采所耗热力量（百万千焦） 
    

生产熟料所耗热力量（百万千焦）     

水泥粉磨所耗热力量（百万千焦）     

自产热力供热量（百万千焦）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热力排放因子（吨 CO2/百万千焦） 0.10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间接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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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的碳排放

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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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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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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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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参照表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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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参照表G.2进行数据转换。 

表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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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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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MarP Parad M
ad

−
= 

−  

干燥基 
100

100

MarP Pard

−
=   

干燥无灰基 
100

100

M Aar arP Pard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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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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G.2.1 企业仅提供盘库消耗量（收到基）与入炉空干基热值 

使用表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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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2 企业仅提供入炉煤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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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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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H.1.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

须提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需要

收集 2 个完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年经核查通过，

在 t+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

仍需使用参考值。同时，企业需要在 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量的备注填

报格中填写经核查的实测值。相关示例见表 H.1、表 H.2。 

 

表 H.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H.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H.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相

关参数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在

核定实测值开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

排放量所采用的热值、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企业已提交

的历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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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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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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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5751  中国煤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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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GB/T 31391  煤的元素分析 

GB/T 20878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5611 铸造术语 

GB/T 20932 生铁定义与分类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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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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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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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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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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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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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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炼铁、铸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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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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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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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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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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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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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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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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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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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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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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边界识别结果与当年度配额发放边界不一

致时，原则上取当年度配额发放边界进行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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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铁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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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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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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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石灰石和/或白云石烧制成炼钢造渣材料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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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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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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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压延与加工：依靠压力加工使钢锭产生塑性变形，形成特定形状和尺寸钢材的工艺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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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 

本指南中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是指外购化石燃料专用于发电且混烧自产二次能源热

量年均占比超过10%的发电活动。 

5.5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设备识别 

钢铁企业可参考表1对企业组织边界内的排放单元及设备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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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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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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系统：磨煤、破碎、洗石、筛分、预热、石灰炉窑、造球（压球）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水循环系统、环保（水处理及除

尘等）、海水淡化、氧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钢铁生产 

（长流程） 

炼焦设备 

（1）生产系统：粉碎机、配料、筛分、焦炉本体、煤炭预热、熄焦、煤气处理、回收车间(冷凝

鼓风、氨回收、粗苯回收等)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海水淡化、氧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球团设备 

（1）生产系统：从配料、原料供给、造球、焙烧、筛分等到成品球团矿皮带机离开球团工序为止

的各生产环节；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海水淡化、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烧结设备 

（1）生产系统：从溶剂、燃料破碎开始，经配料、原料运输、工艺过程混料、烧结机、烧结矿破

碎、筛分等到成品烧结矿皮带机离开烧结工序为止的各生产环节；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海水淡化、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炼铁设备 

（1）生产系统：原燃料供给、热风炉、煤粉干燥及喷吹、高炉本体、铸铁、煤气处理、渣铁和炉

渣处理等系统；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海水淡化、氧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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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炼钢（转炉）

设备 

（1）生产系统：铁水预处理、转炉本体、连铸（或浇铸）、渣处理、钢包烘烤、炉外精炼、煤气

处理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和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海水淡化、氧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钢压延与加

工设备 

（1）生产系统：均热炉、加热炉、塑性成形设备（含轧制、锻造、挤压、拉拔和冲压设备等）、

精整设备、焊接加工、镀涂层加工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循环水系统、环

保（水处理及除尘等）、海水淡化、氧气站、氢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钢铁生产 

（短流程） 

炼钢（电炉）

设备 

（1）生产系统：电炉、容器加热、原料干燥和预热、连铸机、炉外精炼、冷却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环保（水处理及

除尘等）、氧气站、氢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钢压延与加

工设备 

（1）生产系统：均热炉、加热炉、塑性成形设备（含轧制、锻造、挤压、拉拔和冲压设备）、精

整设备、焊接加工、镀涂层加工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循环水系统、环

保（水处理及除尘等）、氧气站、氢气站、余能发电、供热锅炉等设施。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

发电 

（1）生产系统：破碎、磨煤、预热、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设施； 

（2）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各类风机、循环水系统、环保（水处理及除

尘等）、海水淡化等设施。 

碳酸盐 

分解 

石灰石、白

云石 

石灰烧制 

石灰窑、烧结设备、球团设备、炼铁设备、炼钢设备 

钢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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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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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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购热力 热力 
所有涉及外购热力

使用的排放单元 
所有涉及使用外购热力的设备 

注：氧气站含氧气、氮气和氩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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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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钢铁生产均按排放单元层级报

告，其中，外购能源直接用于钢铁生产单元中的钢压延与加工设备的，需在排放报告的钢铁

生产单元中单设报告对象对钢压延与加工设备的外购能源使用进行报告；外购电力活动选择

企业层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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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计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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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BY    ——活动数据，报告期内石灰烧制所消耗白云石的量，单位为吨（t）； 

EFSH    ——石灰石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tCO2/t）； 

EFBY   ——白云石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tCO2/t）； 

CSHCa    ——石灰石中碳酸钙（CaCO3）的含量，%； 

CBYCa    ——白云石中碳酸钙（CaCO3）的含量，%； 

CBYMg    ——白云石中碳酸镁（MgCO3）的含量，%； 

——石灰石中碳酸钙的分解率，%； 

——白云石中碳酸钙的分解率，%； 

        ——白云石中碳酸镁的分解率，%； 

44/100  ——二氧化碳和CaCO3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44/84   ——二氧化碳和MgC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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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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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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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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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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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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外购的废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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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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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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

行计算。 

dl

44
( )

12
DMi DMi S S Mi Mi

i

AE AD C AD C AD C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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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输含碳物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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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直接采用钢坯（钢锭）进行轧（锻）机轧（锻）制生产的钢铁企业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仅需考虑燃料消耗产生的排放) 

6.2.3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中，使用外购燃料燃烧产生排放按公式（6）进行计算。 

44

12
dc RLi RLi

i

AE AD C=    .................................................. (6) 

式中： 

AEdc      ——报告期内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中，使用外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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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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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 

( )d SH gt dl dcAE AE AE AE AE=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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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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中，使用外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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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 

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8）进行计算：                                                            

eee
EFADAE =

                        
(8) 

式中： 

AEe    ——报告期内企业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e    ——报告期内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EFe    ——外购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具体数据

附录 B。  

净外购电力量按照公式（9）进行计算： 

 

eee
OPADIPADAD −=                          

 
(9) 

式中：
 

ADe       ——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IPADe    ——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购电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组织边界外的电

力量，以及使用外购化石燃料掺烧供电量（分摊至化石燃料发电的部分，按附录 G 计算），不包括来自企

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的电力量； 

OPADe   ——外输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输电力量包括自身发电上网外调、输电至

企业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组织边界外的输电量，不包括企业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

源、余能发电设施提供的电力量。 

企业可扣除的外输电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钢铁企业缴费通知单（下网电）、结

算单（直供电）或发票（直供电）等证据文件证明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外输电力量；b)外输

电力量有单独的计量电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电力量。 

钢铁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

能光伏发电、生物质燃烧发电）、余能发电的设施，企业使用该部分电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

放，但此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钢铁企业整体排

放量。 

6.3.2 热力二氧化碳排放 

6.3.2.1 计算公式 

净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10）进行计算： 

hhh
EFADA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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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Eh    ——报告期内企业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h    ——报告期内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h    ——外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具体数据见

附录 B。  

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按照公式（11）进行计算： 

hhh
OPADIPADAD −=

        
            （11） 

式中： 

ADh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IPADh   ——活动数据，即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购热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组织边界

外的热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的热力量； 

OPADh  ——活动数据，即外输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输热力量包括外输至企业自身非

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企业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

热设施提供的热力量。 

企业可扣除的外输热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缴费通知单、结算单或发票等

证据文件证明企业生产用热力量、外输热力量；b) 外输热力量有单独的计量表，否则不可

扣减该部分热力量。 

若钢铁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供

热的设施，企业使用该部分热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使用化石燃

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钢铁企业整体排放量。 

6.3.2.2 热量的单位换算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12）转换为热量单位。 

3

stst 10)74.83( −−= stEnMaAD …………………………（12） 

式中：ADst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

标准，单位为千焦/千克（t）； 

83.74  ——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t）；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13）转换为热量单位。 

3

ww 101868.4)20( −−= wTMaAD …………………………（13） 

式中：ADw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 

6.3.3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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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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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AEAE += eind                        （1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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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e     ——报告期内企业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Eh     ——报告期内企业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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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计算： 

indd AEAEAE +=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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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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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ind      ——报告期内企业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5 数据来源说明 

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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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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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A  

燃油、燃气、

煤炭、替代燃

料使用量 

衡器、流量

计等 
GB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

“收入量、库存量

等原料物流数据

核算”，收入量须

每批次计量，库

存量须至少每月

一次；若数据来

源采用“皮带秤、

流量计等计量设

备实际计量”，须

实时监测 

对数据进行

日汇总 

生产报表、统计台

帐、 

发票、财务凭证（入

库单）、收费通知

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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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B  
煤的实测低

位发热量 
工业分析 

采样： 

GB 475、GB/T 

19494.1 

制样： 

GB 474 

检测： 

GB/T 212、 

GB/T 213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C  煤的水分 
煤中水分

的测定 

GB/T211、

GB/T212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全部统计并

记录 
台帐 

D  

煤中碳的质

量分数（即实

测碳含量） 

元素分析 

采样： 

GB 475、GB/T 

19494.1 

制样： 

GB 474 

检测： 

GB/T 476 、

GB/T 30733、

GB/T 31391、

DL/T 568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E  

燃油、燃气的

实测元素碳

含量 

元素分析 
SH/T 0656 

GB/T 13610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F  

燃油、燃气的

实测低位发

热量 

发热量分

析 

GB/T 384 

GB/T 22723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G  

外购电力使

用量、外输电

力量 

结算凭证 / 
按结算周期（日、

周、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

周期的电力

量进行月汇

总  

电力缴费通知单

（下网电）、结算

单、发票（直供电、

专供电、外输电），

同时使用电表记录

数据交叉校验 

H  

自产电力量、

分排放单元、

设备或工序

电力使用量 

电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

周、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

周期的电力

量进行月汇

总 

电表记录，上网供

电量可同时使用上

网结算单交叉校验 

I  外购热力使 结算凭证 - - 按结算周期（日、 对每一生产 缴费通知单、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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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用量、外输热

力量 

周、月等）记录 周期的热力

量进行月汇

总  

单、发票等 

J  

自产热力量、

分排放单元、

设备或工序

热力使用量 

计量仪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

周、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

周期的热力

量进行月汇

总   

热力计量记录 

K  

石灰石、白云

石、含碳物

料、产品产量

等使用量 

衡器、流量

计等 
GB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

“收入量、库存量

等原料物流数据

核算”，收入量须

每批次计量，库

存量须至少每月

一次；若数据来

源采用“皮带秤、

流量计等计量设

备实际计量”，须

实时监测 

对数据进行

日汇总 

生产报表、统计台

帐、 

发票、财务凭证（出

入库单）等 

L  

石灰石、白云

石中碳酸钙、

碳酸镁的含

量 

化学分析 GB/T 3286.9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M  
含碳物料的

碳含量 
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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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N  
焦炭的碳含

量 
元素分析 GB/T 2001 

每批次 /每生产

周期（班、日、

周、月），至少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

进行加权月

平均 

检测报告 

O  产品产量 衡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记录 

对数据进行

月汇总 

生产报表、统计台

帐、入库单等 

 

说明： 

a) 上表中的能源及物料排放因子，若未进行实际检测，则采用附录 B 中的参考值； 

b) 石灰烧制单元，碳酸钙、碳酸镁的分解率若未做检测，则按 10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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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石灰烧制单元，石灰石、白云石中的碳酸钙、碳酸镁的含量若未做检测或无有效证

明文件，则其排放根据附录 B 中的排放因子参考值进行计算；  

d) 对购买的废钢没有购入量统计数据的，按成品钢材收得率 90%进行估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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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本标准中没有提及的含碳物料，其消耗量按“0”处理（如：碳电极、硅锰合金和炉

渣不需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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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生铁和粗钢，适时公布加入其它物料和产品。 

g) 若企业监测计划中某种数据类型收集方式为实际测量值，后因特殊情况检测条件不

满足各行业指南规定的测定要求，则当年数据选用企业前三年实测数据的最保守值

（具体取值按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待检测条件达到要求后按原监测

计划继续使用实际测量值。 

h) 当企业使用两种不同品种燃煤掺烧，且检测混合燃料低位发热量，但无检测单位热

值碳含量时，其能源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的数据来源按下列顺序依次选用：

①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及其中一种燃煤的低位发热量，可推算得出另一种燃煤低位

发热量，分开煤种填报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参考值）；②已知两种燃煤

使用量，但未知两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填报使用量及碳含量（参考值），热值

填混合热值；③两种燃煤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均未知，按混合燃料填报使用量和低

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选用配比较大的燃煤碳含量（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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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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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备查，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节

能量审核报告（如有）等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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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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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应在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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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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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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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I

中的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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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9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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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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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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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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排放源的填报要求（附录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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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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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钢铁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F。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

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I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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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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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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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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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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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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排放报告所

属年度的下一年度企业处于停产期，应在排放报告中对最新停产情况予以说明。对

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企业，存在设备检修/技改的，应在排放报告中说明

设备检修/技改导致碳排放量异常的详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每次检修/技改范围，

检修/技改的具体原因，检修/技改工作每次进行的具体起始日期、持续时间及为何

持续该段时间、导致碳排放异常的具体原因，技改备案、合同相关证据。若不说明，

原则上不视为因为设备检修/技改而导致碳排放异常。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新增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新建、扩建、

合并、收购等方式增加的年排放量大于或等于 1 万吨二氧化碳（或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 5000 吨标准煤）且有单独计量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计划新增排放源，须在年

度排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新增的时间、项目/设备/

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增加生产设施，企业须提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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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文件上传至监测计划。(4).企业须在新增排放源的当年在排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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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及其年度产品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

放源数据选项卡中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计算和汇总，并在排放报告中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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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同时，若该新增排放源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自投产当年度起须连续三年

在《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汇总数据。(5)若新增排放源是新

建/扩建项目，其投产日期处于企业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上一年 7 月 1 日（含）至

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 12 月 31 日（含）的，其排放量数值仍应计入排放报告所属年

度碳排放报告系统中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计入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的需

企业履约的年度实际排放量。(6)新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接排放和消耗电力及

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计算与原排放源一致，间接排放对电力、热力

来源不作区分，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但同

时应对电力和热力的来源和对应的使用量进行报告。 

g) 企业减少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减少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卖出、外包、

租赁、拆除、永久停用等方式减少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未来计划减少排放源，

须在年度排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减少排放源的时

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减少了排放源，企业须及时向省生态

环境厅提出监测计划变更申请。(4)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排放需要计入企

业排放量，同时需要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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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该部分排放源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产

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对减少的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

界前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5)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排放源，还需要在

脱离企业边界当年度(t)的排放报告中补报所减少的排放源在 t-1、t-2 年度的产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和汇总方式参照本段第(4)款规定。(6)减少的排放源的排放

量计算方法参照新增排放源进行。 

表 A.1 新建项目排放信息报告要求示例（报告年度 t 为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

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

足一年时，投

产当年折算

成一年的排

放量（吨） 

（t-3）年 

2019 

（t-2）年 

2020 

（t-1）年 

2021 

报告年份

（t） 

2022 

2019年**新建项目     /  

2020年**新建项目  /     

2021年**新建项目  / /    

2022年**新建项目  / / /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报告年份及前三年有投产新建项目的:请填写该项目投产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排放量，例如 2019年投产的新

建项目：需填写 2019-2021年该项目的实际排放量以及 2019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表示不用填报。 

*投产当年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折算成一年排放量的方法：（正常生产月份的排放量总和/正常生产月份

数量）*12，其中正常生产月份为每月生产超过 15天的月份），例如 2019年 4月 1日投产的新建项目，2019

年 4-12月实际排放量为 10000吨，投产当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10000/8*12=15000吨。 

*一个年度有多个新建项目的，请自行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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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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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排放 

#：无烟煤 吨 27631b 27.40e 100.47 

炼焦烟煤 吨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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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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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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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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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83.01 

油页岩 吨 11100d 34.00g 124.67 

石灰石 吨 CO2/吨 排放因子：0.440s（石灰烧制单元填报） 

白云石 吨 CO2/吨 排放因子：0.471s （石灰烧制单元填报） 

石灰石 吨 碳含量：12% （钢铁生产单元填报） 

白云石 吨 碳含量：12.85 % （钢铁生产单元填报） 

废钢 吨 碳含量：0.248%o 

废铁 吨 碳含量：4.1%o 

粗钢 吨 碳含量：0.248%o 

不锈钢 吨 碳含量：0.03% t 

铸铁 吨 碳含量：2%u 

煤焦油 吨 碳含量：86.9778%i 

粗苯 吨 碳含量：94.9223%i 

甲醇 吨 碳含量：37.5%r 

生铁 吨 碳含量：4.1%o 

间接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

千瓦时） 

6.379p 

热力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q 

 a 采用《GB/T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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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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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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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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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钢铁企业能源及物料排放因子参考值（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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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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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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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煤、

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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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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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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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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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采用国家发改委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表 2.2 中的产品碳含量缺省值。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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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中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t 采用 GB/T 20878 不锈钢和耐热钢_牌号及化学成分 
 u 采用 GB/T 5611 铸造术语 

注：上述排放因子数据将根据具体工作需求适时更新。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

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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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企业产量、产能报告要求 

C.1 产量报告要求 

钢铁企业应按照下表要求报告产品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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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报告要求 

焦炭 炼焦工序合格焦炭产量（湿基） 

生石灰 石灰烧制工序合格产品产量 

球团矿 球团工序合格球团矿产量  

烧结矿 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 

生铁 炼铁工序合格铁水产量 

粗钢（转炉） 转炉炼钢工序合格钢产量 

粗钢（电炉） 电炉炼钢工序合格钢产量 

钢材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合格钢材产品产量以出入库量为准（需剔除重

复加工的钢材及中间产品，应注明钢材产品类别，如“螺纹钢”、

“冷轧钢板”等） 

不锈钢 不锈钢工序合格不锈钢产品产量 

铸铁 铸铁工序合格铸铁产品产量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量 
指企业外购的、专用于发电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电量，应根据外

购及自产能源所含能量占比计算出外购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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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产能首先依据国家或省政府部门相关核准文件确定的产能数据进行确定。企业须提

供国家或省政府部门出具（或其官方网站公示）的项目备案/核准文件、节能专项设计审查批

复、环评批复、竣工验收等与产能相关的全部文件，若多个文件均具有产能数据，原则上按

照最小值确定其年产能。其中，生铁、粗钢产能依据国家或省政府部门相关核准文件上的年

产能数据进行确定，若 2016 年前建成且没有年产能数据的合法合规冶炼设备，产能数量依据

《广东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粤府〔2016〕37 号）进行核定，

2016 年及以后建成且没有年产能数据的合法合规冶炼设备，产能数量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2021〕46 号）中《钢铁行业产能

置换实施办法》内的《产能核算表》进行核定。若相关文件有更新则以最新颁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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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的分类指标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须严格按照使用的燃煤种类报告其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等参

数，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执行，先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等指

标，将煤炭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再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及粘结指数等指标进一步划

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按煤化程度参数（主要是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划分，其中褐煤和烟

煤的划分，采用透光率作为主要指标，并以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为辅助指标。 

企业优先按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分类报告确认并报告煤种（各煤种鉴定指标的监

测频次应为每批次一次），若无明确证据证明煤种，则应根据其热值、灰分、挥发分等特征

选择尽量贴近的煤种（参见附录 B），并按照计算结果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选取煤种。 

无烟煤、烟煤及褐煤分类表 

类别 代号 编码 
分类指标 

Vdaf
a/% PM

b/% 

无烟煤 WY 01,02,03 ≤10.0% -- 

烟煤 YM 

11.12.13.14.15.16 ＞10.0~20.0 

-- 
21,22,23,24,25,26 ＞20.0~28。0 

31,32,33,34,45,36 ＞28.0~37.0 

41,42,43,44,45,46 ＞37.0 

褐煤 HM 51,52 ＞37.0c ≤50d 

a Vdaf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以质量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12； 

b PM    ——低煤介煤透光率，以百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566； 

c 凡 Vdaf/%＞37.0%，G≤5，再用透光率 PM来区分烟煤和褐煤； 

d 凡 Vdaf/%＞37.0%，PM＞50%者为烟煤；30%＜PM≤50%的煤，如果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

量 Qgr,maf＞24MJ/kg，划为长焰煤，否则为褐煤。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Qgr,maf的计算方法见

下式： 

,,

100 100

100(100 ) (100 )
gd ad

ad ad

gr maf

MHC
Q Q

M A MHC

−
= 

− − −

（ ）
 

     式中： 

     Qgr,maf ——煤样的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其测试方法参

见 GB/T 213； 

     M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MHC ——煤样最高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4632； 

     Aad ——煤样空气干燥基灰分，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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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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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直接 CO2排放 

□间接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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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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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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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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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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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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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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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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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输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排放因子 指南参考值 —— —— —— ——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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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购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热力排放因子 指南参考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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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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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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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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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项目排放量填报 

是否涉及 ○是 ○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一年

时，投产当年拆算成

一年的排放量（吨） (t-3)年 (t-2)年 (t-1)年 (t)年 

       

       

       

       

       

其他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 

填报年份 (t-3)年 (t-2)年 (t-1)年 
前三年平

均强度 

报告年份

(t)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排放量（不含辅助生产系

统）（吨二氧化碳） 
   \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钢材产量（不含中间产品产

量）（吨） 
   \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排放强度（吨二氧化碳/吨产

品） 
     

掺烧发电用外购化石燃料排放量（吨二氧化

碳） 
   \  

掺烧发电用外购化石燃料发电量（万千瓦时）    \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排放强度（吨二氧化碳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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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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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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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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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灰石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吨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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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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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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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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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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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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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炼焦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石灰烧制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球团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烧结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炼铁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炼钢（转炉）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炼钢（电炉）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用电量（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电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净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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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其中：炼焦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石灰烧制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球团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烧结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炼铁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炼钢（转炉）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炼钢（电炉）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钢压延与加工工序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自产热力供热量（百万千焦）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 

净外购(+)/净外输(-)热力间接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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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钢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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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

的碳排放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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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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相关信息报告方式说明 

G.1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的定义及排放计算 

钢铁企业的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是指外购化石燃料专用于发电且混烧自产二次能源

热量年均占比超过 10%的发电活动。钢铁企业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外购燃料燃烧产生的

直接排放，纳入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核算；钢铁企业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所生产的电

力，视为优先用于企业自身生产活动，且等同于使用外购电力（如图 G.1 所示），采用排放

因子法计算相应的间接排放。 

 

图 G.1 钢铁企业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排放示例 

钢铁企业的电力间接排放为企业净外购电量（ADe）乘以电力排放因子而得，净外购电

量（ADe）按公式 G.1 计算： 

      钢铁企业净外购电力量＝外购电力量－外输电力量＋外购化石燃料供电量   (G.1) 

其中，外购化石燃料供电量即钢铁企业使用外购化石燃料发电，向企业自身或附近企业

供给的电量，为外购化石燃料发电量和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设施综合厂用电之差。 

G.2 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中的外购化石燃料供电量分摊（仅适用于存在外购燃料与余能混

合发电情况） 

当钢铁企业存在外购燃料和余能混合发电情况时（如图 G.2），外购化石燃料供电量应

按外购化石燃料对应的能量占比进行分摊，具体根据摊分公式 G.2 计算得出：外购化石燃料

掺烧发电中的外购化石燃料供电量 ＝ 

total

ii

E

NCVAE 
×混合发电供电量    (G.2) 

其中，AEi表示第 i 种外购化石燃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NCVi为第 i 种外购化石燃

料对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耳每吨（MJ/t）；Etotal表示企业外购化石燃料掺烧发电外

购燃料和余能混合发电的所所使用的能源总量，单位为兆焦耳（MJ）；混合发电供电量是

钢铁企业使用外购化石燃料和余能混合发电，向企业自身或附近企业供给的电量，单位为万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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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2 钢铁企业余能与外购化石燃料混合发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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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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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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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MarP Parad M
ad

−
= 

−  

干燥基 
100

100

MarP Pard

−
=   

干燥无灰基 
100

100

M Aar arP Pard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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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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H.2.1 企业仅提供盘库消耗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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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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I.1.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

须提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需要

收集 2 个完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年经核查通过，

在 t+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

仍需使用参考值。同时，企业需要在 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量的备注填

报格中填写经核查的实测值。相关示例见表 I.1、表 I.2。 

 

表 I.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I.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I.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相

关参数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在

核定实测值开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

排放量所采用的热值、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企业已提交

的历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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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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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GB/T 5751  中国煤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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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GB/T 31391  煤的元素分析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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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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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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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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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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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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排放是否发生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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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的生产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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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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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的程度的测量值。 

注：如燃料、物料、电力、热力的消耗量，物料（产品）产量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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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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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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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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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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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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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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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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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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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组织边界内存在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的石化企业，该发电机组的排放量应从

企业整体排放量中扣除，同时在监测计划与排放报告中的“其它信息说明—生产情况及生产

计划说明”进行说明。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机组的排放量计算要求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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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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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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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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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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021年度起，对于煤制氢装置，应在《石化行业基础数据汇总表》中按照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层

级来进行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净外购电热间接排放以及装置氢气产量的折纯量数据的收集与计算，

具体示例参照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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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示。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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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c （1）或（2） 

工业生产过

程 

催化重整过程烧焦排放 A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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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cc或 AEcf （4）或 （5） 

环氧乙烷过程排放 AEhy （6） 

硫磺回收过程排放 AES （7） 

制氢过程排放 AEH （8）或（9） 

CFB 锅炉石灰石排放 AECaCO3 （10）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AEe （11）和（12） 

外购热力 AEh （13）和（14） 

特殊

排放 

生物质能 使用生物质能的装置 仅报告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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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EFQAD(AE 6-

l,jl,jl,j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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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AE i,jmi,j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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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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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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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4
)CADCAD(AE 2211 cccccm −= …………………………（3） 

式中： 

    AEcm
   ——催化剂烧焦产生的碳排放量，t； 

    ADc1   ——烧焦过程再生前催化剂的质量，t； 

    Cc1    ——烧焦过程再生前催化剂的含碳率，%； 

    ADc2   ——烧焦过程再生后催化剂的质量，t； 

    C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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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ccc 10

4.22

44
CADAE =

  
……………………………（4） 

式中： 

    AEcc   ——催化剂烧焦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t； 

    ADc   ——催化剂烧焦过程的烟气排放量，单位为标准立方米（Nm3）。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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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

44
CADCADAE

i

n
Mi2

i

n
Mi1fc l,jl,j −=    ………………（5） 

式中： 

     AEcf   ——催化剂烧焦产生的碳排放量，t； 

     
iAD1   

——烧焦装置过程输入端各种物料的质量，t； 

     ljM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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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焦装置过程输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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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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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1i
2Bi,2B1B1Byh

12

44
)CADCAD(AE  ………………（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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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4.22

44
FADAE 2CO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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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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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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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有煤制氢装置的石化企业，应根据公式（8）和（9）计算该装置的工艺过程排放，并在《石

化行业基础数据汇总表》中按照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层级来进行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净外

购电热间接排放以及装置氢气产量的折纯量数据的收集与计算，具体要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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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4.22

44
FADAE 2COCH =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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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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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避免在燃烧排放和制氢过程中重复计算制氢装置尾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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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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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1i
2Bi,2B

i

n
Mi1H

12

44
)CADCAD(AE l,j  ………………（9） 

式中： 

       ——制氢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t； 

    
i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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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5 其它工业过程直接排放计算 

对于企业的 CFB 锅炉使用的石灰石产生的排放，其计算公式如下： 

12

44
333
= CaCOCaCOCaCO CADAE  ……………………（10） 

式中： 

AECaCO3  ——CFB 锅炉使用石灰石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CaCO3  ——活动数据，CFB 锅炉使用石灰石消耗量（折纯），单位为吨（t）； 

CCaCO3  ——单位质量石灰石的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石灰石（t-C/t），如无实测，取值 12%；  

44/12      ——CO2 和 C 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6.2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6.2.1 净外购电力排放量 

净外购电力量所对应的间接排放使用排放因子法进行计算。 

 𝐴𝐸𝑒 = 𝐴𝐷𝑒 × 𝐸𝐹𝑒    …………………………（11） 

式中： 

 AEe  ——报告年份内，净外购电力量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ADe  ——报告年份内企业的净外购电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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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外购电力量按照公式（12）进行计算： 

eee
OPADIPADAD −=  …………………………（12） 

式中： 

ADe  ——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IPADe ——外购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购电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组织边界外

的电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的电力量； 

OPADe ——外输电力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外输电量包括自身发电上网外调、输电

至企业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组织边界外的输电量，不包括对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

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提供的电力量。 

企业可扣除的外输电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石化企业缴费通知单（下网电）、结算单（直供

电）或发票（直供电）等证据文件证明石化企业生产用电、非生产用电量、外输电力量；b) 非生产用

电量、外输电力量有单独的计量电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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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石化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的设施，

企业使用该部分电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发电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

入石化企业整体排放量。 

6.2.2 净外购热力排放量 

6.2.2.1 计算公式 

净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按公式（13）进行计算： 

                          hhh
EFADAE =   …………………………（13） 

式中： 

AEh     ——统计期内，企业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h     ——统计期内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h     ——外购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具体数据

见附录 B。  

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按照公式（14）进行计算： 

hhh
OPADIPADAD −= …………………………（14）

 

式中： 

ADh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IPADh ——活动数据，即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购热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单

位）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

设施的热力量； 

OPADh  ——活动数据，即外输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输热力量包括外输至企业（单

位）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企业（单位）向其厂界区域内

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提供的热力量。 

企业（单位）可扣除的外输热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单位）缴费通知单、结算

单或发票等证据文件证明企业（单位）生产用热力量、外输热力量；b) 外输热力量有单独的计量

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热力量。 

若石化企业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的设

施，企业（单位）使用该部分热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供热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单位）整体排放量。 

6.2.2.2 热量的单位换算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15）转换为热量单位。 

3

stst 10)74.83( −−= stEnMaAD …………………………（15） 

式中：ADst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标准，

单位为千焦/千克（t）； 

83.74  ——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t）；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16）转换为热量单位。 

3

ww 101868.4)20( −−= wTMaA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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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Dw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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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计算： 

      
3CaCOHhyscfcmcccdr AEAEAEAEAEAEAEAEAE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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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计算： 

hind AEAEAE += 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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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式中： 

         ——报告期内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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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碳排放基础数据收集

参考附录 H 的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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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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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燃油、燃
气、煤炭、
替代燃料
等使用量 

衡器、流
量计等 

GB 17167、 

GB/T 20901 

若数据来源采用
“收入量、库存量等
原料物流数据核
算”，收入量须每批
次计量，库存量须
至少每月一次；若
数据来源采用“皮
带秤、流量计等计

对 数 据
进 行 月
汇总 

发票、财务
凭证（入库
单）、收费
通知单、生
产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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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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设备实际计量”，
须实时监测 

B 煤的水分 
煤中水分
的测定 

GB/T 211 

GB/T 212 

每批次/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全部统
计并记
录 

检测报告、
台帐 

C 

煤的碳质
量分数（即
实测碳含
量） 

元素分析 

采样： 

GB 475、GB/T 

19494.1 

制样： 

GB 474 

检测： 

GB/T 476、
GB/T 30733、
GB/T 31391、
DL/T 568 

每批次 /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 检 测
数 据 进
行 加 权
月平均 

检测报告 

D 

煤的实测
低位发热
量 

工业分
析、发热
量分析 

采样：GB 

475、GB/T 

19494.1 

制样：GB 474 

检测： 

GB/T 212、
GB/T 213 

每批次 /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 检 测
数 据 进
行 加 权
月平均 

检测报告 

E 

燃油、燃气
的中的实
测元素碳
含量 

元素分析 

 

GB/T13610 

SH/T 0656 

每批次 /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 检 测
数 据 进
行 加 权
月平均 

检测报告 

F 

燃油、燃气
的实测低
位发热量 

工业分析 
GB/T384 

GB/T22723 

每批次 /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 检 测
数 据 进
行 加 权
月平均 

检测报告 

G 

外购电力
量、外输电
力量 

结算凭证 - - 

每批次/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电力缴费
通知单（下
网电）、结
算单、发票
（直供电、
专供电、外
输电）等 

H 

外购热力
量、外输热
力量 

结算凭证 - - 

每批次/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结算单、发
票等 

I 

自产电力
量、自产热
力量 

计量仪表 GB17167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等）记
录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生产报表、
台帐等 

J 

各物料的
质量、体积
流量 

衡器、孔
板流量计
或质量流
量计 

GB/T 2624、
GB/T 20727 

GB17167、 

GB/T20901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等）记
录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生产报表、
台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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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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各物料的
含碳质量
分数、体积
质量分数 

质量分数
/体积分
数分析仪
器 

SH/T0614 

Q/SH010.1001

1998 

每批次/每生产周
期（班、日、周、
月） 

对检测
数据进
行加权
月平均 

检测报告 

L 
原油加工
量 

衡器、流
量计等 

- -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记录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生产报表、
台帐等 

M 产量 
衡器、流
量计等 

- - 
按生产周期（班、
日、周、月）记录 

对数据
进行月
汇总 

生产报表、
台帐等 

 

注 1：当企业使用两种不同品种燃煤掺烧，且检测混合燃料低位发热量，但无检测单位热值碳含量时，其能源使

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的数据来源按下列顺序依次选用：①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及其中一种燃煤的低位

发热量，可推算得出另一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煤种填报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参考值）；②已

知两种燃煤使用量，但未知两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填报使用量及碳含量（参考值），热值填混合热值；

③两种燃煤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均未知，按混合燃料填报使用量和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选用配比较

大的燃煤碳含量（参考值）。 

注 2：企业选择了优先级更高的数据收集方式后，原则上不允许变更为优先级较低的其他数据收集方式。即若企

业监测计划中某种数据类型收集方式为实际测量值，后因特殊情况检测条件不满足各行业指南规定的测定要

求，则当年数据选用企业前三年实测数据的最保守值（具体取值按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待检

测条件达到要求后按原监测计划继续使用实际测量值。 

注 3：催化烧焦过程因各企业相关的数据统计和计算方法无法统一，应在监测计划中明确选择的计算方法，并描

述相关参数的计算方法和过程。 

 

7 数据监测与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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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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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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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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备查，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

节能量审核报告（如有）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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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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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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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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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设备类型、型号、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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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送至省应对气候变化部

门审批。监测计划的修改不得降低监测要求。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需符合附录 J 中的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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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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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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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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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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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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对应的排放量； 

f) 间接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净外购电力和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及对应的排放量； 

g) 新增排放源的填报要求（见附录 A）； 

h) 煤制氢装置、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报告要求（见附录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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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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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企业（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G。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

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J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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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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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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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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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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并征得省生态环境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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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下一年度

企业处于停产期，应在排放报告中对最新停产情况予以说明。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

额的企业，存在设备检修/技改的，应在排放报告中说明设备检修/技改导致碳排放量异常

的详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每次检修/技改范围，检修/技改的具体原因，检修/技改工作

每次进行的具体起始日期、持续时间及为何持续该段时间、导致碳排放异常的具体原因，

技改备案、合同相关证据。若不说明，原则上不视为因为设备检修/技改而导致碳排放异

常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新增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新建、扩建、合并、

收购等方式增加的年排放量大于或等于 1 万吨二氧化碳（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

准煤）且有单独计量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计划新增排放源，须在年度排放报告的“其他

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新增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

企业增加生产设施，企业须提前向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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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文件上传至监测计划。(4).

企业须在新增排放源的当年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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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在《基

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中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独计算和汇总，并

在排放报告中填写。同时，若该新增排放源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自投产当年度起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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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在《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汇总数据，并在排放报告中填报。

在进行 t 年度报告时，除了报告 t 年度新建项目排放信息外，还应报告 t-1、t-2、t-3 年度

新建项目投产的排放信息（具体示例见表 A.1）。(5)若新增排放源是新建/扩建项目，其

投产日期处于企业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上一年 7 月 1 日（含）至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 12

月 31 日（含）的，其排放量数值仍应计入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碳排放报告系统中的企业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计入配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的需企业履约的年度实际排放量。(6)新

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接排放和消耗的电力导致的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计算与原排

放源一致，电力间接排放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 

 

表 A.1 新建项目排放信息报告要求示例（报告年度 t 为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

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

一年时，投产

当年折算成一

年的排放量

（吨） 

（t-3）年 

2019 

（t-2）年 

2020 

（t-1）年 

2021 

报告年份

（t） 

2022 

2019年**新建项目     /  

2020年**新建项目  /     

2021年**新建项目  / /    

2022年**新建项目  / / /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报告年份及前三年有投产新建项目的:请填写该项目投产当年及之后两年的排放量，例如 2019年投产的新建项目：

需填写 2019-2021年该项目的实际排放量以及 2019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表示不用填报。 

*投产当年投产时间不足一年时，折算成一年排放量的方法：（正常生产月份的排放量总和/正常生产月份数量）*12，

其中正常生产月份为每月生产超过 15天的月份），例如 2019年 4月 1日投产的新建项目，2019年 4-12月实际排

放量为 10000吨，投产当年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10000/8*12=15000吨。 

*一个年度有多个新建项目的，请自行添加行。 

 

 

g) 企业减少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减少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卖出、外包、租赁、

拆除、永久停用等方式减少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未来计划减少排放源，须在年度排放

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减少排放源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减少了排放源，企业须及时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监测计划变更申

请。(4)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排放需要计入企业排放量，同时需要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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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该部分排放源在排放报

告所属年度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对

减少的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数据进行单独汇总。(5)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

额的排放源，还需要在脱离企业边界当年度(t)的排放报告中补报所减少的排放源在 t-1、t-2

年度的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和汇总方式参照本段第(4)款规定。(6)减少的排放源

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参照新增排放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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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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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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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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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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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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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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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0n 20.18n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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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o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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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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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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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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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

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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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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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因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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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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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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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汽油（分国 III、Ⅳ、Ⅴ、VI）、柴油（分国

III、Ⅳ、Ⅴ、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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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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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石化企业煤制氢装置与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报告要求 

 

石化企业如在其核算边界内存在有正在生产运行的煤制氢装置或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

发电机组，须在当年度在排放报告中填报煤制氢装置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氢气折纯产

量或发电机组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D.1 石化企业中煤制氢装置的报告要求 

 

石化企业在其核算边界内有正常生产运行的煤制氢装置的，应在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填

写“煤制氢装置排放量计算”表格，在表格中按月汇总该装置的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情

况（化石燃料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工艺过程排放情况、净外购电力与热力产生的间接

排放情况，装置的氢气折纯产量以及该装置每月运行天数。2022 年度首次在系统排放报告

上填报煤制氢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氢气折纯产量信息，企业除填报 2022 年度数据外，

同时应补充历史年份（2019-2021 年）的数据。 

 

D.2 石化企业中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的报告要求 

 

石化企业的动力站或自备电厂中如存在有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则应在基础

数据汇总表中填写“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机组的 CO2排放量”表格。在表格中区根据发电

机组所使用的的化石燃料种类，按月汇总发电机组的化石燃料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参照

附录 B 填写相应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并计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部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从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扣除。2022 年度首次在系统

排放报告上填报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机组排放量，企业除填报 2022 年度数据外，同时应

补充历史年份（2019-2021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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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的分类指标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须严格按照使用的燃煤种类报告其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等参

数，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执行，先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等

指标，将煤炭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再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及粘结指数等指标进一步

划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按煤化程度参数（主要是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划分，其中褐煤和

烟煤的划分，采用透光率作为主要指标，并以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为辅助指标。 

企业优先按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分类报告确认并报告煤种（各煤种鉴定指标的

监测频次应为每批次一次），若无明确证据证明煤种，则应根据其热值、灰分、挥发分等特

征选择尽量贴近的煤种（参见附录 B），仍无法确定则按照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

选取煤种。 

无烟煤、烟煤及褐煤分类表 

类别 代号 编码 
分类指标 

Vdaf
a/% PM

b/% 

无烟煤 WY 01,02,03 ≤10.0% -- 

烟煤 YM 

11.12.13.14.15.16 ＞10.0~20.0 

-- 
21,22,23,24,25,26 ＞20.0~28。0 

31,32,33,34,45,36 ＞28.0~37.0 

41,42,43,44,45,46 ＞37.0 

褐煤 HM 51,52 ＞37.0c ≤50d 

a Vdaf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以质量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12； 

b PM    ——低煤介煤透光率，以百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566； 

c 凡 Vdaf/%＞37.0%，G≤5，再用透光率 PM来区分烟煤和褐煤； 

d 凡 Vdaf/%＞37.0%，PM＞50%者为烟煤；30%＜PM≤50%的煤，如果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

量 Qgr,maf＞24MJ/kg，划为长焰煤，否则为褐煤。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Qgr,maf的计算方法见

下式： 

 
     式中： 

     Qgr,maf ——煤样的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其测试方法参

见 GB/T 213； 

     M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MHC ——煤样最高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4632； 

     Aad ——煤样空气干燥基灰分，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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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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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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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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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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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B 锅炉石灰石分解过程直接

排放 □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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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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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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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B 锅炉石灰石分解过程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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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石消耗量（折

纯） 

□皮带秤、流量计等计
量设备实际计量 

□其他 

    

单位质量石灰石碳

含量 

□自行实测值 

□委托实测值 

□其他 

    

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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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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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输电力量 自行实测值     

电力排放因子 参考值 —— —— —— —— 

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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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 自行实测值     

自产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购热力量 自行实测值     

外输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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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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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监测计划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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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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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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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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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直接排放  

CFB 锅炉石灰石分解过程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外购/外输热力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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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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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项目排放量填报 

是否涉及 ○是 ○否 

项目名称 
投产时间 

（年-月-日） 

自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排放量（吨） 投产时间不足一年

时，投产当年拆算成

一年的排放量（吨） (t-3)年 (t-2)年 (t-1)年 
报告年份(t)

年 

       

       

       

       

       

其他配额分配相关数据填报 

填报年份 (t-3)年 (t-2)年 (t-1)年 填报年份(t) 

当年是否停产 180 天以上     

企业排放总量（吨）     

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排放量（吨）     

煤制氢装置排放量（吨）     

煤制氢装置氢气折纯产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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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方法详见注解 3） 

计算涉及的能源

与含碳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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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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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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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碳含量 
吨（t）或万立方

米（104m3） 
    

排放量 

吨碳/吨燃料

（t-C/t）或吨碳/

万立方米燃气

（t-C/10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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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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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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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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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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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B 锅炉石灰石分解过程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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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石消耗量（折纯） 吨（t）     

单位质量石灰石碳含量 %     

排放量 吨（t）  

碳排放量小计 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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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续） 

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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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时）     

自产电力供电量（万千瓦时）     

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外输电力量（万千瓦时）     

净外购电力量（万千瓦时）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6.379 

净外购电力间接排放量（吨）  

净外购热力 

报告层级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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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使用量（百万千焦）     

自产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外输热力量（百万千焦）     

净外购热力量（百万千焦）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 

净外购热力间接排放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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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的碳

排放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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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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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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石化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基础数据收集一览表（参考） 

序号 排放活动 排放单元 计算方法 计算参数 

1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

装置等 

热值法 
燃料使用量 

低位发热量 

实测碳含量法 
燃料使用量 

实测碳含量（质量分数） 

2 
工艺过程

直接排放 

催化剂烧焦 

过程排放 

催化重整过程烧焦装

置（炼油） 

称量催化剂方

法 

再生前催化剂质量 

再生前催化剂含碳率 

再生后催化剂质量 

再生后催化剂含碳率 

催化裂化装置 

（炼油） 

烟气排量倒推

法 

或 

装置碳平衡法 

烟气排放量（烟气排放倒推法） 

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乙烯） 

出口废气中的 CO2 和 CO 体积含量

（烟气排放倒推法） 

乙烯裂解炉过程催化

剂烧焦装置（乙烯） 

输入端各种物料的质量 

（装置平衡法） 

碳二碳三加氢装置 

（炼油） 

输入端各种物料的碳含量 

（装置平衡法） 

其他烧焦…… 

输出端各产品的质量（装置平衡法） 

输出端各产品的碳含量 

（装置平衡法） 

制氢过程排放  

（炼油） 
制氢装置 

脱附气测量法 
脱附气的气量 

脱附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装置碳平衡法 

输入端各种物料的质量 

输入端各种物料的碳含量 

输出端各产品的质量 

输出端各产品的碳含量 

硫磺回收过程

排放（炼油） 
硫磺装置   

酸性气的气量 

酸性气中 CO2 的体积含量 

环氧乙烷过程

排放（乙烯） 
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   

输入端原料的质量 

输入端原料的碳含量 

输出端各产品的质量 

输出端各产品的碳含量 

CFB 锅炉用石

灰石排放 
电力、热力动力站  

石灰石消耗量 

实测碳含量（质量分数） 

3 间接排放 

电力间接 

排放 
所有  

净外购电力量 

外购非可再生能源电力量 

外购可再生能源专供电力量 

自产电力供电量 

外输电力量 

电力使用量 

热力间接 

排放 
所有  

净外购热力量 

外购热力量 

自产热力供热量 

外输热力量 

热力使用量 



 
144 

 

附录 I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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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参照表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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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参照表I.2进行数据转换。 

表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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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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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MarP Parad M
a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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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使用量 
已知使用量 

收到基 

干燥基 
100

100

MarP Pard

−
=   

干燥无灰基 
100

100

M Aar arP Pard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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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I.2.1 企业仅提供盘库消耗量（收到基）与入炉空干基热值 

使用表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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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2 企业仅提供入炉煤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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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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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J.1 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

值，须提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

需要收集 2 个完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 年经核查

通过，在 t+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

放报告中仍需使用参考值。同时，企业需要在 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

量的备注填报格中填写经核查的实测值。相关示例见表 J.1、表 J.2。 

 

表 J.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J.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J.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

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

后，在核定实测值开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排放量所采用的热值、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

企业已提交的历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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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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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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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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AR-241  中国民用航空统计管理办法 

ISO 1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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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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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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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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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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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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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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ton kil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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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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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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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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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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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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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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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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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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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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大类 定义 包含的机型（例） 包含的机型子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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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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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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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s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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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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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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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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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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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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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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低位发热量 发热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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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旅客周转量 

企业生产统
计系统
（TPS）等 

CCAR-241 每航班统计一次 
每一特定航班
（同一航班）的
每一旅客/货物/

邮件只应计算一
次，不能按航段
重复计算； 

航班飞行任
务书、机票销
售记录等，必
要时可与民
航局记录进
行交叉检验 

4 货物周转量 

企业生产统
计系统
（TPS）等 

CCAR-241  每航班统计一次 

5 邮件周转量 

企业生产统
计系统
（TPS）等 

CCAR-241  每航班统计一次 

注：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及邮件周转量其他监测要求：对同一航班上的既经过国内航段、又经过

国际航段的旅客/货物/邮件，应同时统计为一个/件国内旅客/货物/邮件和一个/件国际旅客/货物/邮件；不

定期航班运送的旅客/货物/邮件则每一特定航班只计算一次；统计时，旅客以万人为单位；货物、邮件以

吨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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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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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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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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企业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备查，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

节能量审核报告（如有）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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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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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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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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H中的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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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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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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k) 2022 年度特殊航班需按附录 H 的要求进行报告； 

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范本参见附录 C。其中，碳含量、热值等参数来源由指

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需符合附录 G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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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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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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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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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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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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须向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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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接排放

和消耗电力导致的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计算与原排放源一致，间接排放对电

力来源不作区分，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电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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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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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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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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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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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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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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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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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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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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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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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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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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二氧化碳排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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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 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的碳

排放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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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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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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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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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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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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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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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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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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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0n 20.18n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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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o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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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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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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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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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

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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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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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因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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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77-300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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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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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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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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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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77-300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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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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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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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G.1.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

须提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需要

收集 2 个完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 年经核查通过，在

t+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仍需

使用参考值。同时，企业需要在 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量的备注填报格中

填写经核查的实测值。相关示例见表 G.1、表 G.2。 

 

表 G.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G.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G.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相

关参数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在核

定实测值开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排放

量所采用的热值、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企业已提交的历

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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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2022 年度特殊航班报告要求 

H.1 特殊航班报告要求 

2022 年度全面服务航空企业1使用窄体客机执行起降机场其中一端为支线机场2的航班为特殊

航班，需区分 ICAO 机型子类单独报告航油消耗量、运输总周转量、载运率、客座率及吨公里油耗。

支线机场名称及 IATA 代码见表 H.1。 

 

表 H.1 支线机场列表3 

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1 襄阳/刘集 XFN 90 莎车/叶尔羌 QSZ 

2 阿克苏/红旗坡 AKU 91 三明/沙县 SQJ 

3 西昌/青山 XIC 92 白山/长白山 NBS 

4 宜宾/五粮液 YBP 93 文山/砚山 WNH 

5 舟山/普陀山 HSN 94 武夷山 WUS 

6 赤峰/玉龙 CIF 95 梧州/西江 WUZ 

7 大理/荒草坝 DLU 96 安康/富强 AKA 

8 遵义/茅台 WMT 97 鸡西/兴凯湖 JXA 

9 台州/路桥 HYN 98 博乐/阿拉山口 BPL 

10 恩施/许家坪 ENH 99 巴彦淖尔/天吉泰 RLK 

11 和田 HTN 100 满洲里/西郊 NZH 

12 洛阳/北郊 LYA 101 丹东/浪头 DDG 

13 连云港/花果山 LYG 102 张掖/甘州 YZY 

14 柳州/白莲 LZH 103 锦州/锦州湾 JNZ 

15 万州/五桥 WXN 104 沧源/佤山 CWJ 

16 十堰/武当山 WDS 105 秦皇岛/北戴河 BPE 

17 南阳/姜营 NNY 106 中卫/沙坡头 ZHY 

18 保山/云瑞 BSD 107 阿里/昆莎 NGQ 

19 常德/桃花源 CGD 108 石河子/花园 SHF 

20 济宁/曲阜 JNG 109 固原/六盘山 GYU 

21 兴义/万峰林 ACX 110 图木舒克/唐王城 TWC 

22 通辽 TGO 111 百色/巴马 AEB 

23 衡阳/南岳 HNY 112 金昌/金川 JIC 

24 南充/高坪 NAO 113 鞍山/腾鳌 AOG 

 
1 全面服务航空企业指在相对广泛的航线网络上经营并提供全面服务的航空企业，通常是传统的国家承运人

或主要承运人。它所提供的全面服务包括不同等级的座舱、空中娱乐、餐饮、机上购物店以及地面设施和头

等舱旅客或常客奖励计划会员候机室等。 
2
 根据《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指标框架体系（试行）》，支线机场指年旅客吞吐量小于 200万人次的机场。 

3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机场生产统计公报，2017年-2021年年旅客吞吐量均小于 200万人次的机场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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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25 大同/云冈 DAT 114 大兴安岭/鄂伦春 JGD 

26 阜阳 FUG 115 哈密/伊州 HMI 

27 敦煌/莫高 DNH 116 天水/麦积山 THQ 

28 伊宁 YIN 117 永州/零陵 LLF 

29 岳阳/三荷 YYA 118 塔城/千泉 TCG 

30 佳木斯/东郊 JMU 119 芜湖/宣州 WHA 

31 临汾/尧都 LFQ 120 黑河/瑷珲 HEK 

32 牡丹江/海浪 MDG 121 池州/九华山 JUH 

33 大庆/萨尔图 DQA 122 凯里/黄平 KJH 

34 乌兰浩特/义勒力特 HLH 123 稻城/亚丁 DCY 

35 吉安/井冈山 JGS 124 扎兰屯/成吉思汗 NZL 

36 琼海/博鳌 BAR 125 营口/兰旗 YKH 

37 东营/胜利 DOY 126 九寨/黄龙 JZH 

38 潍坊 WEF 127 若羌/楼兰 RQA 

39 腾冲/驼峰 TCZ 128 日喀则/和平 RKZ 

40 信阳/明港 XAI 129 连城/冠豸山 LCX 

41 日照/山字河 RIZ 130 果洛/玛沁 GMQ 

42 邯郸 HDG 131 且末/玉都 IQM 

43 嘉峪关 JGN 132 通化/三源浦 TNH 

44 佛山/沙堤 FUO 133 伊春/林都 LDS 

45 锡林浩特 XIL 134 六盘水/月照 LPF 

46 安庆/天柱山 AQG 135 于田/万方 YTW 

47 宜春/明月山 YIC 136 霍林河 HUO 

48 延吉/朝阳川 YNJ 137 白城/长安 DBC 

49 普洱/思茅 SYM 138 二连浩特/赛乌素 ERL 

50 达州/河市 DAX 139 重庆/巫山 WSK 

51 毕节/飞雄 BFJ 140 甘南/夏河 GXH 

52 延安/南泥湾 ENY 141 甘孜/格萨尔 GZG 

53 铜仁/凤凰 TEN 142 宁蒗/泸沽湖 NLH 

54 林芝/米林 LZY 143 黔南/荔波 LLB 

55 景德镇/罗家 JDZ 144 建三江/湿地 JSJ 

56 衢州 JUZ 145 朝阳 CHG 

57 张家口/宁远 ZQZ 146 安顺/黄果树 ANS 

58 广元/盘龙 GYS 147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 AXF 

59 乌海 WUA 148 海西/花土沟 HTT 

60 荆州/沙市 SHS 149 海西/德令哈 HXD 

61 梅州/梅县 MXZ 150 布尔津/喀纳斯 KJI 

62 库车/龟兹 KCA 151 阿尔山/伊尔施 YIE 

63 黄山/屯溪 TXN 152 松原/查干湖 YSQ 

64 昭通 ZAT 153 黎平 HZH 

65 澜沧/景迈 JMJ 154 重庆/仙女山 C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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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序号 机场 IATA 代码 

66 汉中/城固 HZG 155 乌兰察布/集宁 UCB 

67 阿勒泰/雪都 AAT 156 郴州/北湖 HCZ 

68 克拉玛依/古海 KRY 157 富蕴/可可托海 FYN 

69 昌都/邦达 BPX 158 吐鲁番/交河 TLQ 

70 庆阳 IQN 159 新源/那拉提 NLT 

71 唐山/三女河 TVS 160 三沙/永兴 JYX 

72 齐齐哈尔/三家子 NDG 161 五大连池/德都 DTU 

73 巴中/恩阳 BZX 162 抚远/东极 FYJ 

74 吕梁/大武 LLV 163 甘孜/康定 KGT 

75 玉树/巴塘 YUS 164 阿坝/红原 AHJ 

76 迪庆/香格里拉 DIG 165 神农架/红坪 HPG 

77 菏泽/牡丹 HZA 166 九江/庐山 JIU 

78 黔江/武陵山 JIQ 167 漠河/古莲 OHE 

79 玉林/福绵 YLX 168 河池/金城江 HCJ 

80 上饶/三清山 SQD 169 韶关/丹霞 HSC 

81 长治/王村 CIH 170 额济纳旗/桃来 EJN 

82 怀化/芷江 HJJ 171 海北/祁连 HBQ 

83 攀枝花/保安营 PZI 172 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 RHT 

84 格尔木 GOQ 173 长海/大长山岛 CNI 

85 邵阳/武冈 WGN 174 昭苏/天马 ZFL 

86 忻州/五台山 WUT 175 阿拉尔塔里木 ACF 

87 临沧/博尚 LNJ 176 鄂州/花湖 EHU 

88 承德/普宁 CDE 177 达州/金垭 DZH 

89 陇南/成县 LNL 178 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 H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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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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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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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75  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DL/T 567.8  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GB/T 5751  中国煤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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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4.1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1 部分：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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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0733  煤中碳氢氮的测定 仪器法 

GB/T 31391  煤的元素分析 

DL/T 568  燃料元素的快速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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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制企业法人； 

(2)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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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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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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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化石燃料与氧气进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4           

过程排放  CO2 emissions from industir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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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emissions from purchased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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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emissions from purchased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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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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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排放设备 CO2 emiss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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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自备电厂 self-owned power plant 

企业自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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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普通锅炉 bo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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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活动水平 activ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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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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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排放因子  emissioni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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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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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报告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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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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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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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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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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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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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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企业组织边界由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边界与该

企业的造纸边界构成。自备电厂的边界为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边界，造纸边界为企业组织边界

剥离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边界后企业组织边界内的其他边界。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

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热力和电力视为造纸边界的外购电力和热力，用于该企业造纸边界内

配额履约系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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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回收的甲烷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纳入计算。 

注 2：《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涉及化石燃料填报的项目，同时应选择该化石燃料燃烧设备是否纳入

全国碳市场。《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信息报告》中化石燃料燃烧应按照“化石燃

料燃烧排放-锅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纳入国家

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分别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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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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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明确企业从边界外购买热力且在合约中规定回收冷凝水（热水）的，可作为外输热力进行扣减，否

则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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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造纸边界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活动 

造纸边界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活动视为造纸边界外

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活动。 

注1：造纸边界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活动用于计算造纸边界碳排放配

额履约系数，并不纳入实际配额分配。 

注2：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和热力数据的填报分别对应《造纸基础数据汇总

表》中“电力--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使用量”及“热力--纳入全国碳市场

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热力使用量”相应表格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及信息报告》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使用量”

及“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自备电厂的热力量”相应表格。 

5.3.6  特殊排放说明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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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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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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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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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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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单元 排放设备 

制浆 碎浆机、提浆泵、浓缩机、漂洗机、磨浆机、压力箱等 

纸和纸板加工 纸机、印刷机、切机、钉箱机、涂胶机、贴面机等 

纸制品加工 复卷机、切纸机、封口机等 

自备电厂 锅炉、汽机、除尘器、脱硫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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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元 排放设备 

普通锅炉 锅炉、窑炉等 

碱回收锅炉 锅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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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层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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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用电、用热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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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造纸企业数据报告层级示例 

排放单元 填报数据类型 

制浆 电力和热力使用量 

纸和纸板生产 电力和热力使用量 

纸制品加工 电力和热力使用量 

自备电厂 

燃料燃烧、过程排放； 

电力和热力使用量 

普通锅炉 

碱回收锅炉 

其他 

企业层级 净外购电力和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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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累加得到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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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确定报告层级； 

b) 识别排放源； 

c) 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d)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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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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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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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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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 

E 燃烧   ——企业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过程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其履约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参照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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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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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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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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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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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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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CCi×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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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GJ）； 

CCi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采用本指南附录 C 所提供

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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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二氧化碳（CO2）和碳（C）之间的分子量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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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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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t 石灰石），采用本指南

附录 C 所提供的参考值。 

6.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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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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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具体数据见附录 C。 

 

净外购电力量按照公式（6.1）进行计算： 

AD 电 = IPAD 电 － OPAD 电                                 （6.1） 

式中： 

AD 电    ——净外购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IPAD 电 ——外购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外购电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电

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的设施的电力量。 

OPAD 电 ——外输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外输电力量包括自身发电上网外调、输电至企业自

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输电量，不包括企业（单位）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

可再生能源、余能发电设施提供的电力量。 

企业（单位）可扣除的外输电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单位）缴费通知单（下

网电）、结算单（直供电）或发票（直供电）等证据文件证明企业（单位）生产用电、外输

电力量；b) 外输电力量有单独的计量电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电力量。 

若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

能发电的设施，企业（单位）使用该部分电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发电设施使用化

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单位）整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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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6.4.1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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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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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GJ），具体数据见附录 C。 

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按照公式(7.1)进行计算： 

AD 热 = IPAD 热 － OPAD 热                               (7.1) 

式中： 

AD 热     ——活动数据，即净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IPAD 热   ——活动数据，即外购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购热力量指购买来自企业（单位）

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来自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的热

力量； 

OPAD 热  ——活动数据，即外输热力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外输热力量包括外输至企业（单位）

自身非工业生产活动、对企业（单位）组织边界外的热力量，不包括企业（单位）向其厂界区域内委托经营

的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设施提供的热力量。 

企业（单位）可扣除的外输热力量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企业（单位）缴费通知单、结算

单或发票等证据文件证明企业（单位）生产用热力量、外输热力量；b) 外输热力量有单独的计量

表，否则不可扣减该部分热力量。 

若企业（单位）在其厂界区域内经营或委托经营（如合同能源管理等）可再生能源、余能供热

的设施，企业（单位）使用该部分热力视为不产生间接排放，但此类供热设施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单位）整体排放量。 

6.4.2 热量的单位换算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7.2）转换为热量单位。 

3

stst 10)74.83( −−= stEnMaAD …………………………（7.2） 

式中：ADst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标

准，单位为千焦/千克（t）； 

83.74  ——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t）；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7.3）转换为热量单位。 

3

ww 101868.4)20( −−= wTMaAD …………………………（7.3） 

式中：ADw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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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 

 

6.5 实测数据来源的说明 

6.5.1 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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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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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造纸企业所需监测数据来源说明 

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1 

煤、燃油、

燃气、替代

燃料使用量 

衡器、流量

计 
GB 17167 

若数据来源采用“收

入量、库存量等原料

物流数据核算”，收

入量须每批次计量，

库存量须至少每月

一次；若数据来源采

用“皮带秤、流量计

等计量设备实际计

量”，须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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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账、结算凭证。

以台账为准，使用

结算凭证交叉检验 

2 煤的水分 
煤中水分的

测定 

GB/T211、

GB/T212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全部统计并记录 台帐 

3 

煤中碳的质

量分数（即

碳含量） 

煤中碳和氢

的测定 

采样： 

GB 475、

GB/T 

19494.1 

制样： 

GB 474 

检测： 

GB/T 476、

GB/T 

30733 、

GB/T 

31391 、

DL/T 568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计算 

检测报告 

4 
煤的低位发

热量 

工业分析、

发热量分析 

采样： 

GB 475，

GB/T 

19494.1 

制样： 

GB 474 

检测： 

GB/T 212 

GB/T 213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计算 

检测报告 

5 

燃油中碳的

质 量 分 数

（ 即 碳 含

量） 

燃油元素分

析 

DL/T 

567.9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计算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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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项目 数据来源 依据标准 监测频次（最低） 监测要求 证明文件 

6 
燃油的低位

发热量 

燃油发热量

测定 

DL/T 

567.8 

每批次/每生产周期

（班、日、周、月）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

权月平均、加权年平

均计算 

检测报告 

7 
天然气使用

量 
流量计 GB17167 实时监测 全部统计并记录 台帐 

8 

天然气组分

分析及密度

计算 

实验测定 
GB13610 

GB11062 
每月一次 

对检测数据进行加

权年平均 
检测报告 

9 

外购电力使

用量、外输

电力量 

结算凭证 - - 
按结算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

电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力缴费通知单

（下网电）、结算

单、发票（直供电、

专供电、外输电），

同时使用电表记录

数据交叉校验 

10 

自 产 电 力

量、分排放

单元、设备

或工序电力

使用量 

电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

电力量进行月汇总 

电表记录，上网供

电量可同时使用上

网结算单交叉校验 

11 

外购热力使

用量、外输

热力量 

结算凭证 - - 
按结算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

热力量进行月汇总  

结算单、发票，同

时使用热力计量表

记录数据交叉校验 

12 

自 产 热 力

量、分排放

单元、设备

或工序热力

使用量 

电表 GB 17167 
按生产周期（日、周、

月等）记录 

对每一生产周期的

热力量进行月汇总 
热力计量记录  

13 产量 
衡器、流量

计等 
 

按生产周期（班、日、

周）记录 
对数据进行日汇总 生产报表、台帐 

 

原则上外购电力量采用电费发票或电费通知单/清单的数；如果发票与通知单/清单上的电

力量差异较大，例如由于电价不同而发票上以单一价格给出电力量，则尽量采用电费通知单/

清单。 

若企业发票或电费通知单等证据文件没有单独反映企业生产用电和非生产用电的量，如

果非生产用电有单独计量电表的，企业用电量可扣减非生产用电部分的排放，否则不可扣减。 

注 1：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附录 C 提供的参考值时，燃煤的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湿基的消耗量。 

注 2：若企业监测计划中某种数据类型收集方式为实际测量值，后因特殊情况检测条件不满足各行业指

南规定的测定要求，则当年数据选用企业前三年实测数据的最保守值（具体取值按计算所得排放量

最大的保守原则），待检测条件达到要求后按原监测计划继续使用实际测量值。 

注 3：当企业使用两种不同品种燃煤掺烧，且检测混合燃料低位发热量，但无检测单位热值碳含量时，

其能源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及碳含量的数据来源按下列顺序依次选用：①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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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种燃煤的低位发热量，可推算得出另一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煤种填报使用量、低位发热量

及碳含量（参考值）；②已知两种燃煤使用量，但未知两种燃煤低位发热量，分开填报使用量及碳

含量（参考值），热值填混合热值；③两种燃煤使用量、低位发热量均未知，按混合燃料填报使用

量和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选用配比较大的燃煤碳含量（参考值）。 

 

6.5.2 燃料使用量  

造纸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分燃料种类、分工序分别填写燃料使用量及数

据来源，同时应对燃料燃烧设备是否纳入国家碳市场进行选择，并保持与监测计划一致。 

 

6.5.3 实测燃料低位发热量 

造纸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分燃料种类、分工序分别填写低位发热量。对

于不能获得分燃料种类低位发热量的企业，则填写综合燃料的加权低位发热量。企业须在监

测计划及排放报告中说明不能分燃料种类填写低位发热量的理由。 

 

6.5.4 石灰石消耗量 

造纸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填写实际使用的用来脱硫的石灰石消耗量及数

据来源，并保持与监测计划一致。 

 

6.5.5 电力 

造纸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分别填写外购电力量、外输电力量、自产电力

发电量、自产电力供电量、纸浆制造工序用电总量、纸浆制造工序用电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

电力量、机制纸及纸板制造工序用电总量、机制纸及纸板制造工序用电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

电力量、纸制品制造工序用电总量、纸制品制造工序用电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电力量、其他

工序用电总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使用量，应填写数据来源并保

持与监测计划一致。 

 注 1：“工序总用电量”填写该工序生产用电总量（包括来自自备电厂或外购），“其中的来自自备（热）

电厂部分电力量”仅供配有自备电厂的企业填写，指该工序用电量中来自自备（热）电厂部分，若

企业无法分开计量该部分用电量，可按各工序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例分摊；若企业无自备电厂，

则仅需填写“工序总用电量”； 

注 2：“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使用量”仅指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对造纸

边界的供电量，不包括该企业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对造纸边界的供电量。其他工序包括蒸

汽锅炉、自备（热）电厂、备用发电机等其他生产相关活动。 

6.5.6 热力 

造纸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分别填写外购热力量、外输热力量、自产热力

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热力量、自产热力量中来自普通锅炉的热力量、自产热力量中来自碱回

收锅炉的热力量、纸浆制造工序用热力总量、纸浆制造工序用热力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热力

量、机制纸及纸板制造工序用热总量、机制纸及纸板制造工序用热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热力

量、纸制品制造工序用热总量、纸制品制造工序用热量中来自自备电厂的热力量、其他工序



 
186 

用热总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热力使用量，应填写数据来源并保持与

监测计划一致。 

注 1：“工序总用热量”填写该工序生产用热总量（包括来自自备电厂、锅炉或外购），“其中的来自自备

（热）电厂部分热力量”仅供配有自备电厂企业填写，指该工序耗用热力中来自备（热）电厂部分，

若企业无法分开计量该部分用热量，可按各工序用热量占总用热量的比例分摊；若企业无自备电厂，

则仅需填写“工序总用热量”； 

注 2：“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热力使用量”仅指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对造纸

边界的供热量，不包括该企业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对造纸边界的供热量。 其他工序包括

蒸汽锅炉、自备（热）电厂、备用发电机等其他生产相关活动。 

6.5.7 分产品年度单位产品碳排放数据 

生产混合产品的造纸企业应按产品种类填写年度的电力使用量及热力使用量，填写方法原

则上应与上一年保持一致。 

ii
ECPEE

产品产品
=  

E 产品 i     ——第 i 种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企业产品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P 产品 i  ——第 i 种单位产品能耗占比。 

 

其中，单位产品能耗占比=单位产品能耗量/各产品能耗量之和。 

=
iii

EC/ECECP
产品产品产品

 

ECP 产品 i   ——第 i 种单位产品能耗占比。 

EC 产品 i    ——第 i 种单位产品能耗量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产品（t-CO2/t 产品）； 

∑EC 产品 i  ——企业所有产品能耗量之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产品（t-CO2/t 产品）； 

 

单位产品能耗量=产品电力使用量×电量折标煤系数+产品热力使用量×热量折标煤系数 

0341.0AD1229.0ADEC
iii
+=

热产品电产品产品
 

AD 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产品电力使用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D 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产品热力使用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0.1229 ——为电量折标煤系数（当量），单位为吨标准煤/兆瓦时，根据最新数据进行更新； 

0.0341 ——为热量折标煤系数（当量），单位为吨标准煤/百万千焦，根据最新数据进行更新； 

注：混合产品生产企业是指核算年度内同时生产纸浆、包装用纸及，纸板 原纸（未涂布）、包装用纸及

纸板 原纸（涂布）、文化用纸 （未涂布）、卫生用纸原纸、卫生用纸制品、一次性纸制品、纸板

中，或者特殊机制纸和纸板、特殊纸制品中 2 种或 2 种以上产品的企业。 

6.5.8 产品信息 

造纸企业应分产品种类分别填写产品产量，对有条件的企业应细分到生产线进行产品产

量的填报。应填写数据来源并与监测计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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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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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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对于节能减排有关证据应妥善保存备查，包括有关技术改造、设备的合同、节能量

审核报告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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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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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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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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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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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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汇总、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汇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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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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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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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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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全国碳市场

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使用量；  

i)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相关信息，报告企业净外购热力的使用量、纳入全国碳市场

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热力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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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情况与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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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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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签署声明并上传盖章版的排放报告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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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排放报告模板参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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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组织边界描述相关说明 

 

A.1. 组织边界识别特殊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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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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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独立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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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企业法人发生合并、分立、关停、迁出、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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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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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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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下一年度企业处于停产期，应在排放报告中对最

新停产情况予以适当说明。 

f) 企业新增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新增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新建、扩建、

合并、收购等方式增加的年排放量大于或等于 1 万吨二氧化碳（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且有单独计量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计划新增排放源，须在年度排

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新增的时间、项目/设备/设施的

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增加生产设施，企业须提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监测计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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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文件上传至监测计划。 

g) 企业须在新增排放源的当年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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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同

时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的新增排放源数据选项卡中对新增排放源的数据进行单

独汇总。(5)若新增排放源是新建/扩建项目，其投产日期处于企业排放报告所属年度

的上一年 7 月 1 日（含）至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的 12 月 31 日（含）的，其排放量数值

仍应计入排放报告所属年度碳排放报告系统中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计入配

额登记注册系统中的需企业履约的年度实际排放量。(6)新增排放源的排放量包含直

接排放和消耗电力及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其中间接排放对电力、热力来源不作区分，

按照新增排放源耗电量/热力×电力/热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但同时应对电力和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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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和对应的使用量进行报告。 

h) 企业减少排放源的报告方式：(1)减少排放源是指企业组织边界中通过卖出、外包、

租赁、拆除、永久停用等方式减少的排放设施。(2)若企业未来计划减少排放源，须

在年度排放报告的“其他信息说明—生产情况说明”中报告计划减少排放源的时间、

项目/设备/设施的情况等信息；(3)若企业减少了排放源，企业须及时向省生态环境厅

提出监测计划变更申请。(4)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排放需要计入企业排放量，

同时需要在排放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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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该部分排放源在排放报告所属年度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产量、二氧化碳排

放量，并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对减少的排放源脱离企业组织边界前的数据进

行单独汇总（具体填写方式参照《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产品信息”表单的备注）。

(5)减少的排放源的排放量计算方法参照新增排放源进行。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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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入库量为准（不

包括回抄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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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产品分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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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浆 
纸浆制造指生产木浆、竹浆、竹木混 合浆等

纸浆的制造工序。包括商品浆和自用浆。 

机制纸和纸 板制造（包括废

纸制 浆） 

包装用纸及纸板 原纸

（未涂布） 

箱纸板、瓦楞芯(原)纸、白纸板、牛皮纸、纱

管纸、灰纸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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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等。 

文化用纸 （未涂布） 

新闻纸、书写纸、复印原纸、道林纸（胶版纸）、 

冷固纸、淋膜纸原纸、防粘纸、双胶纸、试卷

纸、一体机纸等。 

卫生用纸原纸  

纸制品制造（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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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纸制品 纸尿片等 

纸板 
由外购包装用纸及纸板为原料进一步加工成

纸制品。不包括企业自产原纸后加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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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纸袋纸、

高档双灰纤维特种纸板、鞋用中底板纸、一次

性环保纸模餐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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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低定量产品的企业，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按产品种类分生产线填写低定

量产品克重及每月的产品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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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进行交叉验证。 

A.3. 特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主营产品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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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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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机制

纸和纸板制造工序各类产品产能优先依据企业项目相关核准（备案）文件或国家和省行业主

管部门出具的年产能证明文件；若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则采用技改后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

年产能证明文件；若没有相关政府部门文件，则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认定企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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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关于煤炭数据报告的说明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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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位热值（而非高位热值）； 

b) 确认热值的基的种类以及使用量与热值是否对应。 

企业可参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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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MarP Parad M
ad

−
= 

−  

干燥基 
100

100

MarP Par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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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使用量 
已知使用量 

收到基 

干燥无灰基 
100

100

M Aar arP Pard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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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常见问题解决思路 

a) 企业仅提供盘库消耗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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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企业仅提供入炉煤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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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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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d 26.10e 95.70 

一般烟煤 吨 23736m 26.10e 95.70 

褐煤 吨 15250m 28.00e 102.67 

煤制品 吨 17460m 33.60e 123.20 

#：型煤 吨 20515c 33.60e 123.20 

水煤浆 吨 20905c 33.60e 123.20 

焦炭 吨 28446m 29.50e 108.17 

其他焦化产品 吨 43961c 29.50e 108.17 

原油 吨 42620m 20.10e 73.70 

汽油 吨 44800m 18.90e 69.30 

煤油 吨 44750m 19.60e 71.87 

柴油 吨 43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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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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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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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油 吨 40200n 20.18n 73.99 

废轮胎 吨 31400n 4.64n 17.01 

塑料 吨 50800n 20.45n 74.98 

废溶剂 吨 51500n 16.15n 59.22 

废皮革 吨 29000n 6.00n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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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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玻璃钢 吨 32600n 22.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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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o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0.10p 

过程

排放 
石灰石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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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71i i tceHV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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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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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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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

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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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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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排放因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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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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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项目报告要求 

 

D.1 来源于企业核算边界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项目的报告要求 

造纸企业在其核算边界内自营或委托经营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项目（例如太阳能光伏

发电、生物质燃烧发电/供热），并将所得电力/热力供其自身使用，该部分电力/热力用量产生

的间接排放不计入，但项目发电/供热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须计入企业整体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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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无烟煤、烟煤和褐煤的分类指标 

 

企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时，须严格按照使用的燃煤种类报告其使用量及低位发热量等参

数，煤炭具体分类标准参考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执行，先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等指

标，将煤炭分为无烟煤、烟煤和褐煤，再根据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及粘结指数等指标进一步划

分。无烟煤、烟煤和褐煤按煤化程度参数（主要是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划分，其中褐煤和烟

煤的划分，采用透光率作为主要指标，并以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为辅助指标。 

企业优先按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分类报告确认并报告煤种（各煤种鉴定指标的监

测频次应为每批次一次），若无明确证据证明煤种，则应根据其热值、灰分、挥发分等特征

选择尽量贴近的煤种（参见附录 B），仍无法确定则按照计算所得排放量最大的保守原则选取

煤种。 

无烟煤、烟煤及褐煤分类表 

类别 代号 编码 
分类指标 

Vdaf
a/% PM

b/% 

无烟煤 WY 01,02,03 ≤10.0% -- 

烟煤 YM 

11.12.13.14.15.16 ＞10.0~20.0 

-- 
21,22,23,24,25,26 ＞20.0~28。0 

31,32,33,34,45,36 ＞28.0~37.0 

41,42,43,44,45,46 ＞37.0 

褐煤 HM 51,52 ＞37.0c ≤50d 

a Vdaf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以质量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12； 

b PM    ——低煤介煤透光率，以百分数表示，其测定方法见 GB/T 2566； 

c 凡 Vdaf/%＞37.0%，G≤5，再用透光率 PM来区分烟煤和褐煤； 

d 凡 Vdaf/%＞37.0%，PM＞50%者为烟煤；30%＜PM≤50%的煤，如果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

量 Qgr,maf＞24MJ/kg，划为长焰煤，否则为褐煤。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Qgr,maf的计算方法见

下式： 

 
     式中： 

     Qgr,maf ——煤样的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其测试方法参

见 GB/T 213； 

     Mad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MHC ——煤样最高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4632； 

     Aad ——煤样空气干燥基灰分，单位为百分数（%），其测试方法参见 GB/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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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造纸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排放信息报告范本 

 

广东省造纸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信息报告 

提交日期 2023 年   月   日 版本号 2023 年   月   日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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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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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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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0!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请选择—   #DIV/0! 

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请选择—   #DI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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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吨  吨  
吨标准煤/

吨纸 

—请选择

— 
  

2 —请选择—   吨  吨  
吨标准煤/

吨纸 

—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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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选择—   吨  吨  
吨标准煤/

吨纸 

—请选择

— 
  

4 —请选择—   吨  吨  
吨标准煤/

吨纸 

—请选择

— 
  

5 —请选择—   吨  吨  
吨标准煤/

吨纸 

—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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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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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考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系统或广东省重点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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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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系统或广东省重点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填写） 

（3）有关企业组织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外包业务信息等） 

（可参考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系统或广东省重点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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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考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系统或广东省重点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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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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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 0.0000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0.0000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0.0000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0.0000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汇总 

造纸边界碳排放量（吨）（计算履约系数用） 0.0000  

履约系数 #DIV/0! 

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碳排放量（吨） 0.0000  

造纸边界参与配额分配的碳排放量（吨） 0.0000  

说明：                                                              

*以生产线为单位填报每条生产线的产量及产能，若生产线多于 5条，请自行更改或添加表格。 

“造纸边界碳排放量、造纸边界内参与配额分配的碳排放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及说明详见指南附录 H公式（H.1）~（H.3)。 

*对于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若该企业没有新建项目，则其履约排放量为该表格第 44行与第 45行的和。若有新建项目，履约排放量为扣减新建项目排放

量后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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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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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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排放活动数据收集 

3.1 锅炉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能源类型/物料-1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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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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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型/物料-2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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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能源类型/物料-3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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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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

计 
（吨二氧化碳） 0.0000  

说明：                                                              

*1 有 3种以上燃料，请自行添加表格，并更改“二氧化碳排放小计”单元格中公式； 

*2 如果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及碳氧化率选择指南参考值，请按燃料是否用于自备（热）电厂采用对应的参考值，具体取值请见报告指南附录 C； 

*3 若企业同时有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和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两种情况，应分燃料种类且按照是否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分别填报。如：选择纳入国家

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锅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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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排放活动数据收集 

3.2 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能源类型/物料-1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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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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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能源类型/物料-2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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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能源类型/物料-3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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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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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

计 
（吨二氧化碳） 0.0000  

说明：                                                              

*1 有 3种以上燃料，请自行添加表格，并更改“二氧化碳排放小计”单元格中公式； 

*2 如果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及碳氧化率选择指南参考值，请按燃料是否用于自备（热）电厂采用对应的参考值，具体取值请见报告指南附录 C； 

*3 若企业同时有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和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两种情况，应分燃料种类且按照是否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分别填报。如：选择

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锅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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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排放活动数据收集 

3.3 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 

能源类型/物料-1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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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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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型/物料-2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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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能源类型/物料-3 —请选择— 

报告层级 —请选择— 报告对象名称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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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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低位发热量 
（百万千焦/吨，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选择

— 
   

单位热值碳含量 （吨碳/百万千焦）  指南参考值 —— 
指南参考

值 
—— —— —— ——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

计 
（吨二氧化碳） 0.0000  

说明：                                                              

*1 有 3种以上燃料，请自行添加表格，并更改“二氧化碳排放小计”单元格中公式； 

*2 如果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及碳氧化率选择指南参考值，请按燃料是否用于自备（热）电厂采用对应的参考值，具体取值请见报告指南附录 C； 

*3 若企业同时有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和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两种情况，应分燃料种类且按照是否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分别填报。如：选择纳

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未纳入国家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燃料种类为褐煤和烟煤分开填报。锅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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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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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排放量小计 （吨二氧化碳）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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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产电力量 兆瓦时  
—请选择

— 
 自行实测值 实时监测    

2.3.2 自产电力供

电量 
兆瓦时  

—请选择

— 
 自行实测值 实时监测    

2.3.4 外购电力量 兆瓦时  
—请选择

— 
 —请选择—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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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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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外输电力量 兆瓦时  
—请选择

— 
 —请选择— —请选择—    

 电力使用量 兆瓦时 0 

 净外购电力量 兆瓦时 0 

电网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兆瓦

时 
0.6379  

净外购电力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造纸企业需额外填写如下数据表 

2.3.7纳入全国碳市

场的自备电厂供造

纸边界的电力使用

量 

兆瓦时  
—请选择

— 
 —请选择— —请选择—    

企业外购电力排放

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纳入全国碳市场的

自备电厂供造纸边

界的电力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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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自产

热力量 
百万千焦 0 

来源 

—

请

选

择

— 

百万千焦  —请选择—  自行实测值 实时监测    

—

请

选

择

— 

百万千焦  —请选择—  自行实测值 实时监测    

2.3.2 外购

热力量 
百万千焦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2.3.3 外输

热力量 
百万千焦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2.3.5 热力

使用量 
百万千焦 0 

2.3.6 净外

购热力合计 
百万千焦 0 

排放因子 
吨二氧化碳

/百万千焦 
0.10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0000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造纸企业需额外填写如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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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纳入

全国碳市场

的自备电厂

供造纸边界

的热力使用

量 

百万千焦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外购热力排

放量 
吨二氧化碳 0 

纳入全国碳

市场的自备

电厂供造纸

边界的热力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0 

3.7 分产品碳排放数据汇总 

报告层级 企业 

单位：兆瓦时/

百万千焦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产量 

其中低定量

产品产量 
电力使用量 热力使用量 产品能耗 

产品能耗占

比 
产品碳排放 

产品 1          

产品 2          

产品 3          

产品 4          

产品 5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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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请填

写具体文件名、

报表名等） 

—— —— ——    —— —— —— 

低定量产品占全厂产品比例   

说明： 

*如果企业存在多于 5 种以上产品，请自行添加表格进行填写； 

*企业填写产品电力使用量与热力使用量的方法原则上应与上一年保持一致; 

*产品填报顺序应与结论页产品填报顺序及名称严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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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说明 

 

（4）数据汇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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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 

 

（6）代理填报机构名称（如有，且需在碳排放报告系统上传签订的服务合同）: 

      

（7）消耗的能源（电力及蒸汽）来自企业自备（热）电厂占比 

 

（8）真实性负责声明 

本单位保证提供的监测计划、能源及物料数据、实测参数、碳排放相关数据证据文件以及填报的碳排放信息是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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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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数据汇总 

来源：  

产品名称  

单位：兆瓦时/百万千焦 产品产量 电力使用量 热力使用量 产品能耗 产品能耗占比 产品碳排放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如果企业新建项目存在多于 1 种以上产品，请自行添加表格进行填写； 

分工序历史排放数据 

数据项 单位 
分年数据 

(t-3)年 (t-2)年 (t-1)年 (t)年 

纸浆生产总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纸浆总产量 吨         

机制纸和纸板生产总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 吨         

纸制品生产总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纸制品总产量 吨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使用基准法的企业无需填写此表格； 

*“本年”为本报告填报年份，“前一年”等由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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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生产的工序，其相应行留空； 

*非正常年份留空，并于核查系统上传非正常情况的相关资料。 

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历史数据 

数据项 单位 (t-3)年 (t-2)年 (t-1)年 

企业外购电力量 兆瓦时       

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量 兆瓦时       

企业外购电力碳排放量 吨 0 0 0 

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使用碳排放量 吨 0 0 0 

企业外购热力量 百万千焦       

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热力量 百万千焦       

企业外购热力碳排放量 吨 0 0 0 

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热力使用碳排放量 吨 0 0 0 

来自锅炉的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 吨       

来自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量 吨       

过程排放量 吨       

造纸边界排放量 吨 0 0 0 

造纸边界内参与配额分配的排放量 吨 0 0 0 

说明： 

*灰色部分为非填写部分； 

*无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的企业、使用基准法的企业无需填写此表格； 

*“前一年”为本报告填报年份前一年，由此类推； 

*锅炉、非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燃料碳排数据来源于往年报告、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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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热值、碳含量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相关要求 

 

G.1.若企业能源、物料的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的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须

提前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变更申请。待监测计划变更经过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需要收集 2

个完整年度的实测数据后才可以开始采用实测值。即，监测计划于 t 年经核查通过，在 t+2年度

的排放报告中对于此次变更的参数方可使用实测值，在 t、t+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中仍需使用参考值。

同时，企业需要在 t+1年度的排放报告中在对应的热值、碳含量的备注填报格中填写经核查的实

测值。相关示例见表 G.1、表 G.2。 

 
表 G.1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实测值变更流程示例 

排放报告年度 - 2022（t 年度） 2023（t+1 年度） 2024（t+2 年度） 

核查时间 2022 年 4 月（t 年） - - - 

示

例 

流程 
监测计划变更经核

查通过 
- 

第一个完整年度实

测 

第二个完整年度实

测 

排放报告计算

采用的参数 
- 参考值 

参考值 

（同时备注 2023

年度实测值） 

实测值 

 

表 G.2  监测计划核查通过时间和实测值采用的报告年份的对应关系示例 

行为 年份 

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数数据来源由参考值改为实

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经核查通过的时间 
2022 2023 2024 2025 … 

对应参数开始采用实测值计算排放的报告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 

 
G.2 采用历史排放法及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企业（或生产线），其热值、碳含量等相关参

数数据来源由指南参考值改为实测值的监测计划变更在 t 年经核查机构核查通过后，在核定实测

值开始采用的年度（t+2 年度）的历史法配额时，其用于核定配额的 t+1 年的历史排放量所采用

的热值、碳含量等参数需按排放报告中备注的实测值计算（不影响企业已提交的历史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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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对于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若该企业没有新建项目，则其履约排放量为公式（H.2）

与(H.3)的和。若有新建项目，则履约排放量为扣减新建项目排放量后的数值。 

对于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且采用历史强度法进行配额分配的造纸企业，在自备电厂纳入

全国碳市场当年，应在《造纸基础数据汇总表》中补充填写近三年用于配额分配的相关数据。 
注：以2022年度填报为例，近三年指的是2019-2021年。 

I.1 造纸边界碳排放量（计算履约系数用） 

  

造纸边界碳排放量（计算履约系数用）等于造纸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过程排放、造纸边界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其中造纸边界电力和热力消费量包括企业

外购电力、热力以及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供造纸边界的电力和热力量）。 

E 造纸边界 = E 造纸边界燃烧 +E 过程 + E 造纸边界用电+ E 造纸边界用热                                      （H.1） 

 

E 造纸边界     ——造纸边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包括锅炉、未纳入全国

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造纸边界电力和热力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之和）。 

E 造纸边界燃烧    ——造纸边界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包括锅炉、未纳入全国

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不包括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E 过程      ——造纸边界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造纸边界用电     ——造纸边界输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造纸边界输入的电力

包括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电力量及企业边界外购电力量； 

E 造纸边界用热     ——造纸边界输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造纸边界输入的热力

包括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热力量及企业边界外购热力量； 

 

I.2 造纸边界参与配额分配的碳排放量 

 

造纸边界参与配额分配的碳排放量等于造纸边界碳排放量减去造纸边界内来自纳入全国碳

市场的自备电厂供给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E 参与配额分配 = E 造纸边界燃烧 +E 过程 + E 企业外购电+ E 企业外购热                                       （H.2） 

 

E 参与配额分配     ——造纸边界参与配额分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包括

锅炉、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排放、企业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碳排放）。 

E 造纸边界燃烧    ——造纸边界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过程      ——造纸边界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企业外购电     ——企业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企业外购热     ——企业外购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3 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碳排放量 
 

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碳排放量为该自备电厂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E 自备电厂 = E 自备电厂燃烧                                                   （H.3） 

注：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的碳排放量计算使用广东的排放因子，相关化石燃料等数据的填报按照《造

纸基础数据汇总表》、《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及信息报告》中涉及化石燃料

填报项目的相关要求进行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