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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报告目的

天津中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根据《（ISO/TS 14067-2013） 温

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通信的要求和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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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要求，独立

公正地对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产品碳足迹进行了核算。核

算和报告过程中遵循通用方法和规范，确保企业产品碳排放量的真实性，

为企业更好地掌握自身产品碳排放情况、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制度提

供数据支撑。

1.2报告准则

-《PAS 2050：2011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评价规范》

-《ISO/TS 14067:2013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关于量化和通报的

要求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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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1.3报告目标

本报告目标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津静达合

成材料有限公司阻尼板产品的碳足迹指标。

1.4 报告范围

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品出厂至销售商，产品系统边界根据《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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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2011》6.4.2 至 6.4.10 节内容进行界定，涵盖范围逐项说明

如下：

1、原料：包括采购及运输，企业采购的原料不直接或间接带动产生

CO2，所以原料采购过程GHG排放为零，原料运输由物流公司承担，不

消耗企业能源。

2、能源：产品加工过程中天然气、电力的使用产生的GHG排放。

3、资产性商品：排除在外。

4、制造与服务提供：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废弃物等

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5、设施运行：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废弃物及其运输

等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6、产品运输：本次评估属于原材料-加工-销售商，曲儿原材料入厂前

运输、加工厂内运输、产品至总销商的运输由物流公司承担，故不列入公

司碳足迹范围内。

7、产品储存：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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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算过程和方法

2.1工作组安排

依据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通

信的要求和指南》，依据核算任务以及企业的规模、行业，按照天津中

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部工作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 此次

工作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工作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薛凯文 组长

企业碳足迹排放边界的核查、能

源统计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的核

查，2018 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

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

结果的核查等

2 冯建雨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

核查、计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

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资料整

理等

3 刘明旭 组员

2018 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

符合性核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

法及结果的核查等

2.2文件评审

工作组于2019年9月4日-5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包

括企业简介、工艺流程、组织机构、能源统计报表等。工作组在文件评

审过程中确认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了现场

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现场评审了委托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

“支持性文件清单”。

2.3现场沟通

工作组成员于2019年9月4日-5日对委托方产品碳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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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现场了解。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

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

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职 务 访谈内容

2019年9月4日
-

2019年9月5日

夏海春 总经理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探讨企业排放边界的确定；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
工作的成果及未来计划；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
程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

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
其岗位职责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

类型、能耗种类、位臵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
施及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
程有关问题。

荣学伟
总经办经
理

贺占兵
工程部部
长

2.4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通

信的要求和指南》，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沟通后，完成数据整理及

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产品碳足迹报告。工作组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完成报告，根据天津中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报

告在提交给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工作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

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1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

人员根据公司的工作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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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内部技术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1）核算流程及报告编制是否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2）报告内容真实性；

3）排放量计算方法、过程及结果；

4）结论是否合理；

5）2018年9月10日本报告通过了内部技术复核并得到批准。

3.核算方法与内容

3.1企业基本情况

3.1.1企业简介和组织机构

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26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2227676307377，法人代表为夏海春，厂区位于天津

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兴路2号，行业代码C3670，企业所有制性质

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以沥青为主营产品，经营范围为：阻尼板、

粘性擦布制造、销售。

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静达”）是长春

一汽实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在京津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位

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天津市武清大王古开发区内，距

京津塘高速公路廊坊出口仅4公里，北去首都市区50公里，南到天

津市60公里，处于环渤海经济圈内，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天津静达现有职工200人，厂区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建筑面

积10000平方米，固定资产20000万元，拥有各种生产设备70多台/

套，50多台/套检测实验设备。公司以吉林大学化学院、一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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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韩国保光公司研究所为技术依托，致力于汽车用阻尼材料的

研究，现有阻尼材料20余个产品。

天津静达主要的客户为天津丰田、一汽夏利、北京现代、长城

汽车、北京奔驰、青岛解放等汽车主机厂，已占领了华北地区的所

有汽车主机厂，而且基本上为独家供货，2017年销售额12000万

元，纳税3000余万元，每年可生产的阻尼材料可满足150万辆车的

需要。目前，长春一汽实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与天津静达合成材料

有限公司占有东北和华北汽车阻尼材料市场的80%以上的份额，占

全国汽车生产量的65%左右。

天津静达现生产的阻尼材料经顾客检测和一汽技术中心检测认

定，已分别符合德国大众、德国奥迪，法国标致、日本三菱、戴姆

斯—克莱斯勒、韩国现代起亚、日本丰田和中国一汽等汽车厂家的

供货技术标准，已先后应用于丰田皇冠等30余种车型上，销售全国

11个省市近30余个汽车生产厂。

目前，天津静达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NVH类生产企业，具备

与主机厂同步开发NVH产品能力，拥有磁性、自粘、热熔、高刚复

合等类型阻尼板。公司确定了以产品开发促销售的战略方针，以同

步开发为切入点，与主机厂的技术部、研究院等部门接触，在主机

厂新车型的研发阶段即跟进，设计方案，新车试装，NVH类产品套

餐供货。

天津静达坚持以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为企业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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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的中心，建立了以ISO9001：2015/TS16949：2009版标准及

ISO14001：2015版标准、OHSAS18000:2007版标准、ISO50001:2011

版标准的管理体系，并均通过了认证，提升了企业形象，确保产品

质量，提高企业素质，为顾客提供满意的汽车用非金属产品和优质

服务，建立了天津静达的良好市场信誉和企业形象。

委托方企业组织机构见下图：

图 1 企业组织机构图

3.1.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2018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2 2018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18

工业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8616.0

年度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量（t）

2018 阻尼板产品 1282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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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

3.2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3.2.1系统边界

由于产品加工生产的全过程跟踪工作量大，且数据有限，本报告

主要考虑原材料如运输、产品生产加工、成品运输到销售地、厂区废

弃物处理以及厂区员工食宿差旅消耗等工艺过程产生的直接环境影

响，图2 为本次报告中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图：

图 2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图

3.2.2工艺流程

图 3 高刚复合生产工艺流程图

上游工序 加热 材料装罐 配料 合成

挤出下游工序 压延压纹烘干冲裁验装



第 9 页 共 23 页

3.3功能单位

图 4 沥青阻尼板生产工艺流程图

本报告功能单位为分别生产1t阻尼板产品的碳排放量。

本报告仅考虑企业边界内的产品生产过程（详见 3.2），包括原材

料入厂前运输所消耗的化石燃料排放；阻尼板两种产品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产品包装电力消耗引起的排放；产品从厂区大门运输到销售地运输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厂区废弃物处理排放以及厂区内人员食宿产生的排放。

4.碳足迹计算

根据企业数据统计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报告碳足迹计算主要为两

种产品的碳足迹计算，包括：原料进厂、产品加工、厂区废弃物处

理、厂区人员活动、成品运输到销售地等这几个过程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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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运输车辆

汽油 商务车辆

天然气 导热油炉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 电力 厂区内所有耗电设备

注：企业原材料运输和产品销售运输均由运输公司负责。

4.1计算方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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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并结合《2018 年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进行计算。

4.1.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1. 计算公式

在产品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使用化石燃料，如实物煤、燃油、天

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照公式（1）计算。

式中:

E燃烧1 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

单位为吨（tCO2）；

ADi 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

为百万千焦（GJ）。

EFi 为第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i 为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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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 按公式（2）

计算。

iii

i
i

i燃烧

NCVFCAD

）EFAD（



 E

E燃烧 企业所有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tCO2）；

ADi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 第i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FCi 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i的净消耗量（t，万Nm
3
）；

NCVi 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i的平均低位发热值（GJ/t，GJ/万Nm
3
）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第i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计算公式：
12/44OFCCEF ii  i

EFi 第i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CCi 第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 化石燃料i的碳氧化率（%）；

44/12 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比值（tCO2/tC）；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化石燃料消耗的计量数据来确定各种化

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各燃烧设备分品种的化石燃料燃烧量应根据企业

能源消费原始记录或统计台帐确定，指明确送往各类燃烧设备作为燃

料燃烧的化石燃料部分，并应包括进入到这些燃烧设备燃烧的企业

自产及回收的化石能源。燃料消耗量的计量应符合 GB 17167-

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相关规定。

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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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未对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等排

放因子进行检测，因此本报告排放因子均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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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相关缺省值。

4.1.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1. 计算公式

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净购入电量数据以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电表记

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企业

应按净购入电量所在的不同电网，分别统计净购入电量数据。企业净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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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热力数据以企业热计量表计量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计量表记录，可

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供热量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 据。

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所在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东、

华中、西北、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相应区

域电网排放因子。供热排放因子暂按《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推荐值 0.11 tCO2/GJ 计算，并根据政府主

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保持更新。

4.2产品碳足迹计算

产品碳足迹计算，包括三个部分：1.产品加工过程；2.厂区废弃

物处理；3.厂区人员活动 。

4.3活动数据及来源

4.3.1产品加工过程中柴油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能源局能源消费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加油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要求企业提供柴油消费库存盘点和柴油消耗报表等相

关证据交叉核证柴油消费量，由于企业使用充值加油卡进行

购买柴油，企业本身没有存油仓库，因此企业无法提供柴油

消费库存盘点相关资料。企业每次使用充值加油卡购买柴油

之后由柴油供应商开具对应的购买发票，因此核查组采用柴

油购买发票的柴油购入量数据作为全厂区消耗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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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柴油购买发票（t）

累计 4.13

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柴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 年

t
4.13

4.3.2产品加工过程中汽油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能源局能源消费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加油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要求企业提供汽油消费库存盘点和汽油消耗报表等相

关证据交叉核证汽油消费量，由于企业使用充值加油卡进行

购买汽油，企业本身没有存油仓库，因此企业无法提供汽油

消费库存盘点相关资料。企业每次使用充值加油卡购买汽油

之后由汽油供应商开具对应的购买发票，因此核查组采用汽

油购买发票的汽油购入量数据作为全厂区消耗量进行计算。

2018年 汽油购买发票（t）

累计 4.93

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汽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 年

t 4.93

4.3.3产品加工过程中天然气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日、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天然气供应商负责校验，12 月/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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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企业《能源局能源消费报表》交叉核对了企业《生产

月报》的天然气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核查组采用企业《天然气结算凭证》交叉核对了企业《生产

月报》的天然气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核查组采用抽样的方式抽查了 2018 年 3 月和 8 月两个月的

《生产月报》和《能源局能源消费报表》中天然气消耗数据，

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生产月报

（万m
3
）

能源局能

源消费报

表(万m
3
)

天然气结算

凭证(万m
3
)

2018
6 3.99 3.99 3.99

年累计 52.37 52.37 52.37

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 年

m3 52.37

产品加工过程中天然气消耗量

产品

天然气消耗量（m
3
）

生产数据

（m³）

辅助生产数据
4

合计人均天然气消

耗（m
3
/人〃年）

职工人数

（人）

天然气消

耗量

阻尼板产品 12308.392 1.28 200 256.423 12564.815

4.3.4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GJ/t）

数值： 43.33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缺省值

结论: 本报告中柴油低位发热量 43.33GJ/t。

4.3.5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GJ/万 N m
3
）

数值： 389.31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缺
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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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报告中柴油低位发热量 389.31 GJ/万 N m
3
。

4.3.6 加工过程中外购电力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购电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供应商校验，12 月/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企业《电力结算发票》交叉核对了企业《生产购电

统计台账》的外购电力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核查组采用抽样的方式抽查了 2018 年3月和8月两个月的《电

力结算发票》和《生产购电统计台账》中外购电力数据，核验

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电力结算单

（万kwh）

生产购电统计

台账(万kwh)

2018
6 18.998 18.998

年累计 242 242

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外购电力消耗如下：

单位 2018 年

万kwh 242

产品
外购电力消耗量（万kwh）

生产数据6 辅助生产数据
7

合计

阻尼板产品 239.5 2.5 242

4.3.7 加工过程中外购热力消耗量

2018 年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在产品生产过程和厂区供暖

所使用的热力均来源于天然气导热油炉所产生的蒸汽，不存在外购热

力的消耗。

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4.4.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15.30 tC/TJ 99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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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报告中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15.30tC/TJ、碳氧化率99

4.4.2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20.20 tC/TJ 98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结论: 报告中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20.20 tC/TJ、碳氧化率 98

4.4.3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汽油碳氧化率

数值： 18.9 tC/TJ 98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结论: 报告中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18.9tC/TJ、碳氧化率 98 。

4.4.4

4.4.5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tC/MWh）

数值： 0.8843

数据来源： 国家主管部分公布的华中区域最新排放因子

结论: 报告中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选取 0.8843tC/MWh。

5.阻尼板碳足迹计算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阻尼板的产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废弃物处理等活动水平数据

及来源详见本报告 4.3.1 至4.3.9 部分。

5.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阻尼板的原材料产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废弃物处理等排放因

子及来源详见本报告 4.4.1 至4.4.3 部分。

5.3阻尼板碳足迹计算结果

5.3.1 阻尼板产品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

（一）化石燃料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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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物质种类

化石燃料

消耗量

A（t/万

Nm
3
）

低位发热值

B（GJ/t或

GJ/万Nm
3
）

单位热值含碳

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D

×44/12

（tCO2）

2018

天然气 52.37 389.310 0.0153 99 1132.34

柴油 4.13 43.33 0.0202 98 12.99

汽油 4.93 44.8 0.0189 98 14.99

合计 1160.32

（二）外购电力使用产生的排放

年度 物质种类
净购入电量

A（MWh/GJ）

电力排放因子

B（tCO2/MWh或

tCO2/GJ）

排放量

G=A×B

（tCO2）

2018 净购入电量 2420 0.8843 2140.01

5.3.2阻尼板产品碳足迹结果

年度
2018

阻尼板

产品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tCO2） 2140.01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140.01

产品产量（t） 12821.235

单位产品碳排放（tCO2/t） 0.26

产品 过程排放
碳排放量

（tCO2）

产量

（t）

单位产品
碳排量

（tCO2/t）

阻尼

板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的碳

排放
0

12821.235

0

产品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 2140.01 0.26

产品出厂至销售商运输过程
的碳排放

0 0

合计 2140.01 0.26

注：企业不承担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及产品出厂至销售商运输过程所产生的汽油消

耗。



第 19 页 共 23 页

6.结论与分析

6.1阻尼板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生产1吨阻尼板的二氧化碳排放为

0.26t，主要为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100 ，如下

图：

核查机构分别从原料采购运输、产品生产、产品存储、产品使用、产品

废弃后处置等阶段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改进方案：

工厂为了减少运输过程的能源消耗和降低环境污染，采购的原材料采用

就近采购的原则，主要原材料从天津市及天津周边的省市进行采购，同时，

工厂对原料供应商提出：供应的物资必须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和规定，禁止采

购含有国家禁止的有毒有害物质，物料加工、生产、运输环节要绿色环保，

供方的环保排放要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的标准要求，近三年无重大环保事

故，采用的工艺先进可靠，不得采用国家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受评价方从

原料的采购和运输等环节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生产过程中，工厂充分利用空压机余热、实施光伏发电项目，更换能效

等级高的水泵代替高能耗水泵，生产过程节约了能源，减少了生产过程温室

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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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图》、《厂区平面布臵图》

《公司简介》

《生产工艺流程图》

《重点能耗设备清单》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电量平衡表》

《生产综合月报表》

《生产综合日报表》

《碳排放月报表》

《能源统计报表》

《产品及原材料分析台账》

《物料平衡表》

《质量月报》

重点能耗设备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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