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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气候系统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在 2014 年发布的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确认世界

各地都在发生气候变化，而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报告明确指

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确的，而且这种影响在不断增强，在世

界各个大洲都已观测到种种影响。如果任其发展，气候变化将会增强

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转影响的可能性。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被用来描述产品或服务从生产、消

费到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效地控制碳足

迹，既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又可以节约

能源的消耗。有效的碳信息汇报和碳减排已成为各生产型企业控制生

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方法，在社会各界中逐渐达成了可持续发

展的共识。 

机械制造行业是传统高耗能企业，目前机械制造行业中采用高耗

能的设备以及部分原材料本身具有较多的碳排量，是导致大多数机械

制造产品碳排放居高不下的主因。对相关企业而言，率先实施碳足迹

核算和评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碳足迹核算与评估有助于企业了解

碳足迹相关政策与法规和碳足迹的核算原则和过程；在碳足迹交易市

场上把握先机，从中获益；改善能源效益，节省长远开支；未雨绸缪，

迎接国家法律和贸易壁垒的挑战；吸引新顾客，保留老顾客，在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施简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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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廉。 

二、评价目的 

此次评价对象为章丘鼓风机生产的鼓风机产品，涉及生产工序

包括生产车间、包装车间、废弃物处理车间及库房。通过碳足迹评

价，将达到以下目的： 

1) 核算单位产品碳足迹，有利于绿色工厂的认证与实施。 

2) 通过对比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能源、资源、物料碳足迹

数据，找出影响产品碳足迹的关键要素，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升级

生产技术和改造生产工艺，优化供应结构，从而实现节能、降耗、

减排目标。 

3) 通过此次核算，最终让企业明确自身碳排放现状，寻找

节能减排机会，最终建立绿色环保的竞争优势。为低碳产品认证、

碳排放核查、排污权交易做信息储备。 

三、评价过程和方法 

3.1 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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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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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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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PAS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

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根据核算任务以及企业的规模、行业，按

照山东正向国际低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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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工作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刘继辉 组长 

产品碳足迹排放边界的确定，2021 年产品生产

过程中涉及的各类物料和能源资源数据收集、原

物料统计报表、能源统计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

等。产品碳足迹报告的撰写。 

2 
蔡洋、张

新 
组员 

收集了解企业基本信息、产品情况、原物料情况、

计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情况，资料整理，排放

量计算及结果核算。 

3.3 评价流程 

3.3.1 文件评价 

根据 PAS2050，工作组于 2022 年 03 月 06 日对企业提供的支持

性文件进行了查阅，详见评价报告附录“文件清单及主要文件样张”。 

工作组通过查阅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企业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原辅料消耗情况，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

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企业提供的能源

和物料消耗量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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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现场访问 

工作组于 2022 年 03 月 07 日进行了现场核查。会议上企业主要

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的具体情况，并对文件评价阶段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沟通解答。会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

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2 年

03 月 07

日 

刘素贞 基建处 

 介绍企业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 

 介绍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介绍企业碳排放管理现状。 

孟姣 
物资供应中

心 

 介绍企业产品情况及生产工艺； 

 介绍产品生产过程中各工序物料及能源

使用情况； 

 介绍企业物料及能源计量、统计情况。 

 介绍评价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原辅料购

买情况，提供相关数据。 

3.3.3 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工作组于 2022 年 03 月 08 日编制碳足迹报告初稿，2022 年 03

月 11 日形成最终碳足迹报告。  

为保证编写质量，碳足迹评价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

复核制、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碳足迹

评价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

把控每一环节的工作质量。碳足迹评价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工作组组

长。工作组组长负责在评价过程中对工作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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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碳足迹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碳足迹报告提交给客户

前控制最终碳足迹报告的质量；报告批准人负责整体工作质量的把

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技术复核人及报告批准人情况见表 3-3。 

表 3-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 行业领域 
是否进行现

场访问 

1 杨柳 技术复核 化工、电力、钢铁、石化 否 

2 张静波 报告批准 

电力、钢铁、建材、石化、

化工、造纸、有色、其他行

业 

否 

四、评价范围 

4.1 企业基本情况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丘鼓风机”） 位

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总占地面积

291373.5m
2（工业用地），注册资本 31200 万人民币。目前已成为

集罗茨鼓风机、离心鼓风机、通风机、工业泵、重型机械设备、气

力输送成套系统、电气设备、MVR 蒸发浓缩与结晶技术和成套系

统、环保水处理产品及服务等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化企业。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02598。 

目前，公司现有职工 1100 人，厂区内现有 8 座主要生产车间、

2 座辅助车间、1 座成品仓库及 1 座露天钢材、毛坯库。8 座生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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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包括：鼓风机主生产车间、新型节能罗茨风机车间、离心鼓风机

车间、大型磨机车间、重型机械生产车间、鼓风机配套件车间、高

效耐磨无泄漏渣浆泵车间与渣浆泵车间及仓库，2 座辅助车间包括

鼓风机试验车间及鼓风机辅助生产车间。 

公司是大型罗茨鼓风机专业生产厂家，是章丘工业的龙头企

业，是中国通用机械风机协会副理事长单位，罗茨鼓风机国家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据中国通用机械协会风机分会统计，近十几年来国

内罗茨鼓风机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章鼓”牌罗茨鼓风机被认定

为“山东省名牌”，“章鼓”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齐鲁”牌罗茨鼓风机荣获商务部“2006 年度最具市

场竞争力品牌”称号。公司先后曾荣获中国普通机械制造业 100 家

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2005 年度全国风机、衡器等通用设备制造

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强”、中国机械 500 强企业、全国 2007 年风

机“用户满意企业称号”、“山东省机械工业利税五十强企业”、

山东省认定的“企业技术开发中心”、 “济南市创新型企业”、

“济南市罗茨鼓风机工程技术中心”、“济南市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济南市技术创新方法（TRIZ）推广试点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章丘鼓风机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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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章丘鼓风机组织机构图 

4.2 评价对象 

本次碳足迹评价对象为：1 台鼓风机产品。 

4.3 系统边界 

4.3.1 时间边界 

核算的时间边界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3.2 排放源边界 

系统边界确定了产品碳足迹的范围，即碳足迹评价应包括生命周

期阶段、投入和产出。根据 PAS2050:2011，用于原材料转变的所有

流程、产品生命周期内能源供应和使用、制造和提供服务、设施运行、

运输、储存所产生的 GHG 排放，应纳入边界范围。厂房、机器设备

等的使用维修及折损，工人日常生活所引发的碳足迹皆不在核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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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 

由于产品边界内排放源较多且排放情况复杂，PAS2050 允许排除

不超过总排放量 1%的非实质性排放；与生活相关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量不计，包括雇员上下班通勤、公务旅行、人工劳动等；办公室所产

生的排放量计算结果难以有普适作用，因此排放系统计算时将此部分

温室气体排放忽略不计。综上，对于本次评价，以上排放源没有计入。 

对于本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的空间边界包括章丘鼓风机 1 台鼓

风机产品的原辅料生产、原辅料运输、产品生产与包装、废弃物处理

和成品运输全过程，具体包括生产区域、生产辅助区域（照明、废弃

物处置）、物料运输的能耗和物耗（原料、辅料、包装材料）。 

4.3.3 生命周期模式 

根据 PAS2050，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内 GHG 排放评价应在以下方

式中进行选择： 

a) 从商业-到-消费者的评价（B2C），包括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所产生的排放； 

b) 从商业-到-商业的评价（B2B），包括直到输入到达一个新的

组织之前所释放的 GHG 排放（包括所有上游排放）。 

在计算 B2C 产品的碳足迹时，典型的流程图步骤包括生命周期

全过程：从原材料，通过生产、制造、分销和零售，到消费者使用，

以及最终处置或再生利用；B2B 的碳足迹停留在产品被提供给另一个

制造商的节点上，计算产品碳足迹时只包括从原材料通过生产直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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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到达一个新的组织。 

本次产品碳足迹的评价是针对 1 台鼓风机产品生产过程的 GHG

排放的跟踪计算，因此采用从“商业-到-商业”（B2B）的生命周期模

式。 

五、清单分析 

5.1 生产技术 

鼓风机产品生产过程如下： 

①机壳加工工艺流程 

首先使用专机对机壳六个面进行粗加工、半精加工，然后，风机

通径尺寸为φ50～φ100 的机壳由专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个别螺孔

用钻床加工；风口通径为φ125～φ250 的机壳由专用卧式加工中心

全部加工完成。 

②墙板加工工艺流程 

首先使用专机对墙板两大面进行了粗加工，然后在专用立式加工

中心上精加工，最后用钻床钻攻侧面螺孔并锪平。 

③主、副油箱加工工艺流程 

根据主副油箱材质为铝合金易切削的特点，直接在专用立式加工

中心上全部加工完成。 

④叶轮加工工艺流程 

首先用专机铣打中心孔，然后数控车粗精车，端面外圆磨床磨削，

再用专用数控龙门刨加工型线，最后进行高精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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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加工组合后进行风机整体安装，安装完后按照罗茨风机装配

图样检查进行试验，试验在鼓风机厂辅助车间风机试验区试验；试验

完毕在本车间喷漆区进行喷漆，喷漆采用人工手动喷漆方式，喷底漆

一遍、面漆两遍；喷漆晾干后成品进入车间成品仓库待包装出厂。 

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5-1。 

 

图 5-1 生产工艺流程图 

5.2 清单分析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以及查看相关资料，明确了产品所涉及的活

动包括： 

 原辅料获取，排放源为评价产品的原辅料生产过程导致的排

放； 

 原料运输至厂内，排放源包括运输车辆燃料消耗产生的排放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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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生产，排放源包括评价产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导致的排

放；鼓风机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处理，排放源包括各类废弃物处理和包

装导致的排放； 

 产品包装，排放源为产品包装（塑料包装袋）的带入排放； 

 物料厂内运输，排放源为原辅料、产品和废弃物在厂内运输过

程中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柴油）； 

 产品运输至下游厂家，排放源为运输车辆燃料消耗产生的排放

（柴油）。 

根据上述活动，依据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以及辅助工序工艺，确

定产品涉及的物料、能源消耗清单，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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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鼓风机生产各阶段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生命周期各环

节 
原辅料获取 

原辅料

运输 
产品生产 产品包装 废弃物处理 厂内运输 

产品 

运输 

原料消耗 
钢材、铸件毛坯、

油漆 
/ 

原料在生产过

程产生温室气

体 

塑料包装袋 废塑料袋 / / 

辅料消耗 水 / 

辅料在生产过

程不产生温室

气体 

/ / / / 

能源消耗 / 柴油 煤、电力 
能耗排放归结到

生产能耗中 

废弃物处理：经简单处

理后交由其他危废公

司处理； 

处理过程：消耗能源

（计入产品生产能耗） 

柴油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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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收集 

6.1 数据收集和评价过程 

在章丘鼓风机相关领导及员工的密切配合下，本项目取得了详细

的碳足迹核算所需数据，数据收集的时间范围是 2021 年。 

6.1.1 产品数据 

表 6-1 产品产量 

数据项 鼓风机产量 

数据值 9210 

详情 

序号 产品型号 产量 单位 

1 710 风机 6722 台 

2 L 系列风机 478 台 

3 RR 系列风机 2010 台 
 

单位 台 

数据来源 《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 

6.1.2 物料数据 

表 6-2 钢材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钢材消耗量 

数据值 2500.06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 

鼓风机生产的钢材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原料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原料耗量（t） 

钢材 9210 2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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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铸件毛坯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铸件毛坯消耗量 

数据值 8713.82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 

鼓风机生产的铸件毛坯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原料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原料耗量（t） 

铸件毛坯 9210 8713.82 
 

表 6-4 油漆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油漆消耗量 

数据值 56.51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 

鼓风机生产的油漆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原料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原料耗量（t） 

油漆 9210 56.51 
 

表 6-5 水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水消耗量 

数据值 5812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 

鼓风机生产的水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原料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原料耗量（t） 

水 9210 5812 
 

表 6-6 产品包装环节木箱消耗量 

数据项 鼓风机产品包装环节木箱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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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58.14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企业统计人员估算，见下表： 

包装材料 消耗数量（个） 质量（kg/个） 耗量（t） 

木箱 3800 20 76 
 

表 6-7 废弃物处理环节废塑料袋消耗量 

数据项 鼓风机产品废弃物处理环节废塑料袋消耗量 

数据值 270 

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企业统计人员估算，见下表： 

包装材料 消耗数量（个） 质量（kg/个） 耗量（t） 

废塑料袋 7060 50 354 
 

6.1.3 能耗数据 

表 6-8 电力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电力消耗量 

数据值 759.82 

单位 万 kWh 

数据来源 

来源于《2021 年生产运行月报》，包含产品生产、产品包装、辅助

生产的电力消耗。 

鼓风机生产的电力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能源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电力消耗量（万

kWh） 

电力 9210 759.82 
 

表 6-9 柴油消耗量 

数据项 用于鼓风机生产的柴油消耗量 

数据值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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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 

数据来源 

来源于柴油购买发票，包括厂内运输车辆消耗。 

鼓风机生产的柴油消耗与产品产量见下表： 

能源 鼓风机产品产量（台） 消耗量（t） 

柴油 9210 11.76 
 

6.1.4 其他数据 

表 6-10 原料运输里程数 

数据项 物料运输里程数 

数据值 见数据来源表格 

单位 km 

数据来源 

由生产厂家和公司之间距离确定。 

鼓风机生产原料单程运输距离: 

活动水平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 单位 

钢材 79 km 

铸件毛坯 57 km 

油漆 236 km 
 

表 6-11 产品运输里程数 

数据项 产品运输里程数 

数据值 见数据来源表格 

单位 km 

数据来源 

由公司运输到消费厂家之间的单程距离确定： 
 

鼓风机车程 1971 km 

 



 

 

17 

 

6.1.5 碳足迹核算系数 

在进行碳足迹核算时需要相关能耗、物耗、水耗的碳足迹系数，

如下表所示： 

表 6-12 各能源、物料碳足迹系数 

类别 项目 
碳足迹 

系数 
单位 

数据准

确度 
具体来源 

能源 

电力 1.04 
kgCO2e/

kWh 
4 

文献-《用于组织和产品碳

足迹的中国电力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 

柴油 3.09591 
kgCO2e/

kg 
5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2018）-煤炭生产企业、

纺织服装企业 

原料 

钢材 0.68 
kgCO2e/

kg 
6 

根据 Defra 数据及价格计

算，详见表 6-35 

铸件毛坯 
1.25 

kgCO2e/

kg 
6 

根据 Defra 数据及价格计

算，详见表 6-35 

油漆 
0.01 

kgCO2e/

kg 
6 

根据 Defra 数据及价格计

算，详见表 6-35 

辅料 水 0.3441 kgCO2e/t 6 Defra / DECC 

产品包

装 
木箱 3075.236 kgCO2e/t 5 

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

部（DEFRA2018） 

废弃物

处理 
废塑料袋 1320 kgCO2e/t 5 

法国碳排放因子库（2012）

-产品碳足迹 

原料运

输 

单位公里

载重 
0.19639 

kgCO2e/t

.km 
6 Defra /DECC 

产品运

输 

单位公里

载重 
0.19639 

kgCO2e/t

.km 
6 Defra /DECC 

6.2 数据汇总表 

产品碳足迹活动水平数据汇总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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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2021 年产品信息及产量汇总 

产品名称 产量（台） 

鼓风机 9210 

表 6-29 2021 年鼓风机能源、物料消耗数据汇总 

生命周期各环节 活动水平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 单位 

原辅料获取 

钢材 2500.06 t 

铸件毛坯 8713.82 t 

油漆 56.51 t 

水 5812 t 

原辅料运输 

钢材 79 Km 

铸件毛坯 57 Km 

油漆 236 Km 

产品生产 电力消耗量 568.4537 万 kWh 

产品包装 木箱消耗量 58.14 t 

废弃物处理 废塑料袋消耗量 270 t 

厂内运输 柴油消耗量 17.133 t 

产品运输 运输公里数 1971 Km 

七、产品碳足迹的计算 

7.1 计算公式 

采用碳足迹系数法进行计算，详见公式（7-1）； 

                   𝐶𝐹 = ∑ 𝑀𝑖
𝑛
𝑖=1 × 𝑁𝑖             公式（7-1） 

式中：  

𝐶𝐹——产品碳足迹，kgCO2e； 

Mi——第i种能源和物料的消耗量，质量/体积/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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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第i种能源和物料的碳足迹系数，kgCO2e/体积或kgCO2e/

质量或kgCO2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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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产品碳足迹评估与分析 

表 7-1  2021 年度鼓风机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生命周期各环节 活动水平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 单位 碳足迹系数 单位 碳排放量（tCO2e） 

原辅料获取 

钢材 2500.06 t 0.68 kgCO2e/kg 1700.04 

铸件毛坯 8713.82 t 1.25 kgCO2e/kg 10892.27 

油漆 56.51 t 0.01 kgCO2e/kg 0.57 

水消耗量 5812 t 0.3441 kgCO2e/t 2.0 

原料运输1
 

钢材运输距离 79 Km 0.19639 kgCO2e/t.km 38.79 

铸件毛坯运输距离 57 Km 0.19639 kgCO2e/t.km 97.54 

油漆运输距离 236 Km 0.19639 kgCO2e/t.km 2.62 

产品生产 电力消耗量 568.4537 万 kWh 1.04 kgCO2e/kWh 5911.92 

产品包装 木箱消耗量 58.14 t 3075.236 kgCO2e/t 178.79 

废弃物处理 废塑料袋消耗量 270 t 1320 kgCO2e/t 356.4 

厂内运输 柴油消耗量 17.133 t 3.09591 kgCO2e/kg 53.04 

                                                             
1
 由于企业辅料采购一般就近采购，运输占比较少，因此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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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各环节 活动水平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 单位 碳足迹系数 单位 碳排放量（tCO2e） 

产品运输 运输公里数 1971 Km 0.19639 kgCO2e/t.km 3565.05 

总碳足迹（tCO2e） 22799.04.     17478.31069 

产品产量（台） 9210     9210 

产品碳足迹（tCO2e/台） 2.48     1.89775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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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产品碳足迹分析 

7.3.1 按生命周期各环节分析 

表 7-2  2021 年度鼓风机碳足迹构成 

生命周期各环节 碳排放量（tCO2e） 碳排放比例(%) 

原辅料获取 12594.88 55.24 

原辅料运输 138.95 0.61 

产品生产 5911.92 25.93 

产品包装 178.79 0.78 

废弃物处理 356.40 1.56 

厂内运输 53.04 0.23 

产品运输 3565.05 15.64 

总碳排放 22799.04 100 

由表 7-2 可知，鼓风机碳足迹构成大小为：原辅料获取＞产品生

产＞产品运输＞废弃物处理＞产品包装＞原辅料运输＞厂内运输，原

辅料获取环节的碳足迹占总碳足迹最大，达 55.24%。 

八、不确定性分析 

8.1 分析方法 

首先，需要对清单中数据的来源进行质量评估，从数据的可靠性

和相关性两个方面来评估。可靠性选定为统计代表性、时间代表性和

数据来源三个指标；相关性选定地理代表性和技术代表性两个指标，

如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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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对不确定性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时，采用对各指标

进行加权平均的方法，参见公式 8-1。可靠性中 3 个指标各占 1/3，相

关性中 2 个指标各占 1/2。最终得分高，则数据质量好，不确定性低；

反之得分低，则数据质量差，不确定性高，数据质量等级参照表 8-2。 

表 8-1 数据可靠性量化指标 

                  

𝑄 =
𝑞1+𝑞2+𝑞3

6
+

𝑞4+𝑞5

4
           公式（8-1） 

式中： 

Q——数据质量等级分； 

𝑞1——数据的统计代表性质量等级分； 

𝑞2——数据的时间代表性质量等级分； 

指标值 9 7 5 3 1 

统计代

表性 
全面统计 

重点统计或

典型统计 

抽样调查频

次高于每月

天一次 

抽样调查频

次 1-3 月每

次 

抽样调查频

次低于 3 月

每次；抽样

频次未知 

时间代

表性 

研究目标当

月数据 

与研究目标

当月差距 3

月以内 

与研究目标

当月差距

3~8 月 

与研究目标

当月差距

8~18 月 

与研究目标

当月差距 18

月以上；未

知数据年代 

数据 

来源 

三级测量数

据/实际数据 
平均数据 经验数据 额定数据 未知 

地理代

表性 

研究目标区

域 

与研究目标

区域地理条

件大部分相

同 

与研究目标

区域地理条

件类似 

与研究目标

区域地理条

件部分类似 

与研究目标

区域地理条

件完全不

同；未知地

理条件 

技术代

表性 
生产现场 

技术水平档

次相差为 0 

技术水平档

次相差为 1 

技术水平档

次相差为 2 

技术水平档

次相差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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𝑞3——数据的来源质量等级分； 

𝑞4——数据的地理代表性质量等级分； 

𝑞5——数据的技术代表性质量等级分。 

表 8-2 数据质量等级 

得分 数据质量 不确定性大小 

8≤不确定性≤9 最高 最小 

7≤不确定性≤8 较高 较小 

6≤不确定性≤7 较差 较大 

不确定性≤6 差 非常大 

按照各碳足迹构成占总碳足迹的比例，对各碳足迹构成的等级分

进行加权平均，可获得核算结果的等级分，参见表8-2所示的数据等

级，即可获得核算结果的数据等级。具体参见公式（8-2）： 

Q𝐴𝑉𝐺 = ∑Q × η                公式（8-2） 

式中： 

QAVG——核算结果的数据质量等级分； 

Q——各碳足迹构成的数据质量等级分； 

η——各碳足迹构成占总碳足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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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不确定性分析结果 

表 8-3 鼓风机产品碳足迹可靠性分析结果 

项目 原料 辅料 包装材料 电力 厂内运输 原辅材料运输 产品运输 废弃物处理 

统计代表性（q1） 9 9 7 9 9 7 7 7 

时间代表性（q2） 9 9 9 9 9 9 9 9 

数据来源（q3） 9 9 5 9 9 7 7 5 

地理代表性（q4） 7 7 7 9 7 7 7 7 

技术代表性（q5） 9 9 7 9 9 7 7 7 

单个投入产出不确定性 8.5 8.5 7 9 8.5 7.3 7.3 7 

产品碳足迹占比（%） 0.10 0.16 1.91 63.18 0.57 1.14 29.13 3.81 

总体不确定性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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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3 可知，评价产品碳足迹中，电力的可靠性是 9，数据质

量最高，不确定性最小；包装材料、废弃物处理的可靠性均是 7，不

确定性最大。数据总体不确定性分别为 8.38%，数据质量较高，不确

定性较小。 

九、结论 

 2021 年鼓风机总碳足迹值为：22799.04tCO2，产品碳足迹为

2.48tCO2/台。 

 鼓风机碳足迹的构成因素中，原材料获取环节的碳足迹占比最大，

占产品碳足迹总量的 55.24%。电力消耗量的使用是鼓风机产品低

碳控制的关键要素。 

十、节能减排建议 

    通过前章结论，鼓风机产品碳足迹中，除原材料获取环节外，能

源资源贡献最大。因此为了减少产品碳足迹，应聚焦在节能降耗方面，

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 建议企业对能源管理提高精细化水平，以能源管理体系运行

为抓手，不断挖掘节能潜力，提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节能降耗措施

及建议，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2.能源资源使用导致的碳排放超过产品碳足迹的 90%，掌握自身

能源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状况，挖掘节能潜力，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

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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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灵活调控设备使用情况，以减少不必要

的能源消耗。建议年假期间和生产淡季尽量集中安排生产，避免机器

开关机而损失能源。 

4.通过提高工艺优化和科学管理，提高产品收率，从而降低原料

单耗，从而减少原料消耗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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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产品碳足迹评价声明 

产品名称： 鼓风机产品 

企业名称：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 

核查依据标准及准则： ISO 14067:2013 & PAS 2050:2011 

单位产品碳足迹: 鼓风机产品：2.58 tCO2/台 

系统边界： 核算的时间边界为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鼓风机包含原辅料生产、原辅料运输、产品生

产与包装、废弃物处理和成品运输全过程。 

评价机构： 山东正向国际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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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文件清单 

序号 内容 

1 企业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组织机构图 

4 厂区布局图 

5 2021年生产运行月报 

6 财务发票 

7 产品原材料运输距离 

8 现场访问名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