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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企业概况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精工）原为绵

阳富临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由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组建，

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2010 年 8 月 18 日变更为股份公司，位于绵阳

市经开区板桥街 268 号，专业从事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国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主要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

供应商之一。2012 年，为提高生产力并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富临

精工决定在科技城中小工业集中区启动区新建厂房和生产线，主要

进行液压挺住、可变气门及精密零部件等生产。 

1.2 产品情况介绍 

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投资组建了 10 余条生产线，主要产品有

液压挺柱、液压自动张紧器、滚轮气门摇臂、机油喷嘴、VVT 凸轮

相位调节器及可变气门正时系统控制阀五大系列，600 余个型号，形

成了年产 5000 余万支的生产能力。 

在科研成果方面，公司通过技术积累，公司核心技术截止2019

年申请专利323项，已获得授权专利229项，其中发明专利30项。公司

自主研发并形成产业化可变气门正时系统（VVT、VVL）产品的成功

打破国外技术分别获得“国家科技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张紧器、

VVT、机油控制阀3项产品获得省级科技成果成果，张紧器，VVT获

得绵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专利二等

奖。电磁阀获得绵阳市科技成果三等奖，液压挺柱和张紧器被评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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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名牌产品称号，公司获得四川省著名商标称号。 

 

1.3 碳足迹盘查目的 

通过对产品碳足迹进行盘查，了解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各阶段的

碳排放情况，有利于低碳管理、节能降耗，节约生产成本；同时，

是响应国家绿色制造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有助于产品生产、

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 

1.4 碳足迹盘查准则 

本次盘查工作的准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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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盘查范围 

2.1 产品碳足迹范围描述 

本报告盘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包含 IPCC2007第4次评估报告中所

列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等，并且采用了 IPCC 第四

次评估报告(2007 年)提出的方法来计算产品生产周期的 GWP 值。为

方便计算，本文所识别的温室气体仅为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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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公司主产品精密零部件作为目标产品，公司生产精密

零部件以万件作为计量单位，因此本文选用 1 万件精密零部件作为

碳足迹计算的功能单位。 

 

 

图 1-1  产品碳足迹范围 

2.2 碳盘查计算的时间范围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选用2019年度的数据进行产品

碳足迹计算，采用大样本计算，有效减少数据带来的计算结果准确

性差的问题。 

2.3 碳足迹盘查的系统边界 

精密零部件的生命周期从型材、橡胶等原材料的收集开始，采

用机加工、清洗、组装等生产工序，企业的精密零部件产品的使用

和使用后废弃物的处理不在本研究的系统边界内，即为“摇篮-到-大

门”（BtoB）的方法。其中燃料开采、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的生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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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范围内。精密零部件系统边界包括以下过程: 

(1)原材料的收集：型材、橡胶等原材料的收集主要是指原材料

从全国各地采购后并运输到厂内； 

(2)生产过程：包括机加工、清洗、组装等过程； 

(3)包装过程：包装、入库等过程； 

3.数据收集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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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联

智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月对公司的产品碳足迹进行了

盘查。工作组对碳足迹盘查工作采用了前期摸底确定工作方案和范

围、文件和现场访问等过程执行本次碳盘查工作。前期摸底中，主

要开展了产品基本情况了解、原材料供应商的调研、工艺流程的梳

理、企业用能品种和能源消耗量、企业的产品分类及产品产量等。

结合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确

认、统计和计算，结合合适的排放因子和产品产量计算出产品的碳

足迹。 

3.1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确定的系统边界内，精密零部件产品生命周期包括 3 个阶段:

原料获取阶段，包括型材、橡胶等的获取及运输；生产阶段，包括

包括机加工、清洗、组装等过程；后处理阶段，包括包装、入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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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在进行碳足迹评价时需要对这些过程的输入、输出的初级活

动水平数据进行采集、统计。本研究采集了精密零部件产品相关的

2019 年活动数据，并进行分析、筛选，计算得到生产每万件精密零

部件的输入、输出数据。 

3.2 次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数据计算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某个过程不在组织控制、

数据调研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无法获取。对于无

法获取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情况，寻求次级水平数据予以填补。例

如本研究中，原材料的收集及分类等过程不在组织的控制范围内，

过程活动数据不能通过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计算的方式得到。因此，

在进行碳足迹评价时采用次级活动数据。本研究中次级活动数据主

要来源是数据库和文献资料中的数据，或者采用估算的方式。 

表 1 碳足迹盘查数据类别与来源 

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初级 

活动 

数据 

运输 运输燃油消耗量 按供应商距离以及车数估算 

能源使用 电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次级 

活动 

数据 

排放系数 

主料 

数据库及文献资料 
辅料 

能源 

运输 

4．碳足迹计算 

本文中精密零部件产品的碳足迹计算公式如下: 

CF =∑ 𝑷𝒊
𝒏
𝒊=𝟏，𝒋=𝟏

× 𝐐𝒊𝒋 × 𝑮𝑾𝑷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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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F 为碳足迹，P 为活动水平数据，Q 为排放因子，GWP

为全球变暖潜势值。 

4.1 原材料收集阶段 GHG 排放 

由于企业原材料众多，并且无法查询到原材料排放因子，考虑

到此部分产生的排放量比例远远小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故

本次盘查过程未计算对原材料收集阶段产生的排放量。 

4.2 原材料运输阶段 GHG 排放 

表 2  原材料运输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序

号 

基本信息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GWP 
排放量

（tCO2e） 排放

源 

设施/活

动 

温室

气体

种类 

活动数

据值 
单位 

排放因

子值 
单位 

1 货车 
原材料

运输 
CO2 144500 km 0.20911 

kgCO2

/ km 
1 30.22 

小计 30.22 

 

4.3 产品生产阶段 GHG 排放 

企业生产阶段的碳排放主要为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即净购入

电力产生的排放，相关计算过程可参见《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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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净购入电力产生排放量 

排放源 

净外购量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tCO2） 

A B  C=A*B 

外购电力 25000 0.5257 13142.50 

表 4  产品生产阶段总排放量 

年度 201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tCO2） -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13142.50  

总排放量（tCO2） 13142.50 

4.4 产品产量 

根据 2019 年度碳核查报告，2019 年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精密零部件产量为： 

表 5  主营产品产量表 

类别 产量（万件） 

液压挺柱 2645.63 

机械挺柱 3734.66 

合计 6380.29 

 

4.5 产品碳足迹 

根据 4.1以及 4.2部分的计算结果以及 4.3部分确定的产品产量，

2019 年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铜碳足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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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产品碳足迹（tCO2/万件） 

项目 
原材料运输阶段

（tCO2） 

产品生产阶段

（tCO2） 
产量（万件） 

生命周期各阶段

排放 
30.22  13142.5 6380.29  

各阶段排放占比 0.23% 99.77% ／ 

产品碳足迹（tCO2/

万件） 
/ / 2.06  

 

5.盘查结论 

基于对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文件评审和现场盘

查，碳足迹盘查组确认： 

1）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精密零部件碳足迹为

2.06 tCO2/万件； 

2） 由于无法获得原材料排放因子，故本次碳足迹盘查分为原

材料运输以及产品生产两个阶段产生的排放量，其中原材

料运输阶段排放量比重为 0.23%，产品生产阶段排放比重

为 99.77%。即精密零部件产品的碳足迹绝大部源自生产

过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