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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促进氯碱生产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工作，指导企业开展碳减排活动并进行碳资源管理，特制

定本文件。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氯碱工

业协会（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86 号天津电子科技中心 1105 室；邮编：300192；电话

022-27428286），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

本文件参编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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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行业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碳排放核算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碳排放核算边界、核算要求、核算方法以及碳资产管理等内容，

确定了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碳排放基准值。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的氯碱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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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工业用氢氧化钠

GB/T 5138 工业用液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排放量

在指定时间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以质量单元计算）。

3.2

碳排放基准值

指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的碳排放量基准值，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进行表示。

3.3

绿色能源

是指在能源的生产过程中，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或趋近于零，对于环境冲击影响较低的能

源。

4 核算边界

4.1 以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生产系统为核算边界，即从能源、物料经计量并进入生产单元和工序开始，

到成品计量入库为止的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不包括企业的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4.2 烧碱生产系统包括从原盐或盐卤等原材料和电力、蒸汽等能源经计量进入生产单元和工序以及

电解用交流电进入整流变压器前交流电表计量开始，经盐水制备、盐水精制、电解、蒸发、固碱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3491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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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到成品烧碱计量入库以及氯气、氢气经初步处理送出为止的有关生产单元和工序组成的产品生产

用能装置、设施和设备。

注：1) 原盐包括符合工业盐标准的工业废盐，工业废盐预处理过程不纳入核算边界内；

注：2) 烧碱生产系统不包括氢气进一步加工处理等生产装置。

4.3 液氯生产系统为从氯气进入液化设备开始，到液氯完成包装为止的整个生产过程。

5 核算要求

5.1核算边界内的碳排放总量是进出边界的碳源流所产生的排放量差值。

5.2 离子膜法电解工艺联产烧碱、氯气、氢气；氢气、氯气生产和处理过程的碳排放量由烧碱产品

承担，以烧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表示，采用各种规格烧碱产品独立核算的原则，烧碱产量应折 100%

计算。液氯作为商品直接销售或企业自用于其他装置时，承担液化及包装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5.3 在核算边界内回收利用的 CO2，应根据 CO2实际回收利用的量，从碳排放总量中予以扣除。

5.4 核算边界内产生的氢气、余热及化学反应热等输出边界后作为能源使用时，该部分能源不纳入

碳排放量的核算。

5.5 盐水工序使用的碳酸盐不产生CO2排放，不纳入碳排放量的核算。

5.6 核算边界内企业使用自身配套的绿色能源时，该部分能源不纳入碳排放量的核算。

5.7 以完善的能源计量体系为基础，建立健全专门的碳排放数据核算和分析台账。

6 核算方法

6.1 核算总则

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的碳排放总量是核算边界内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输入电

力、输入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再扣除实际回收利用的二氧化碳的量。

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的碳排放总量计算方法，按照公式（1）计算：

EGHG=ECO2_化燃+ECO2_输入电+ECO2_输入热-RCO2回收……………………………（1）

式中：

EGHG ——为核算边界内的碳排放总量，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O2_化燃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O2_输入电 ——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电力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O2_输入热 ——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热力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RCO2 回收 ——为核算边界内 CO2的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2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核算边界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方法

按公式（2）计算：

ECO2_化燃=∑ⅰ（ADⅰ×CCi×OFi×44/12）………………………（2）

式中：

ECO2_化燃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ⅰ ——化石燃料品种ⅰ明确用于燃料燃烧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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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 ——化石燃料品种ⅰ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每吨(tC/t)；对气体燃料，

单位为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
4
Nm

3
)；

OFi ——化石燃料ⅰ的碳氧化率,单位为%，可参照附录A中的表A.1。

6.3 输入电力、输入热力对应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

输入电力的核算方法按照公式（3）计算：

ECO2_输入电=AD电力×EF电力 ……………………………（3）

式中：

ECO2输入电——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CO2；

AD电力 ——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电力消费量，单位为MWh；

EF电力 ——为电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 MWh；

输入热力的核算方法按照公式（4）计算：

ECO2_输入热=AD热力×EF热力……………………………（4）

ECO2_输入热 ——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力 ——为核算边界内输入热力消费量，单位为吉焦（GJ）；

EF热力 ——为热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6.4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计算

由核算边界内产生的、但又被回收利用作为原材料或外销产品从而避免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核算边界内CO2回收利用量，按照公式（5）计算：

RCO2回收=Q×PUR CO2×19.77……………………………（5）

式中：

RCO2回收 ——为核算边界内的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t）；

Q ——为核算边界内回收利用的CO2气体体积，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Nm

3
）；

PURCO2 ——为CO2外供气体的纯度，单位为百分号（%）；

19.77——为CO2气体的密度，单位为吨每万立方米（t/10
4
Nm

3
）;

本文件中CO2回收利用量计算公式以CO2气体为基础，可根据核算边界外供的二氧化碳产品形态对

公式加以调整，如以干冰形式外供的，可根据CO2质量及纯度计算。

6.6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计算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应等于核算边界内总碳排放量除以产量，按照公式（6）计算：

E=EGHG/Pi……………………………………………（6）

式中：

E ——为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i ——为产品的种类；

Pi——为核算边界内各规格产品的产量，单位为吨（t）。

7 碳资产管理

7.1 碳排放基准值



T/CCASC XXXX—2022

5

以烧碱行业标杆值法确定离子膜法电解工艺碳排放基准值，不同规格的产品碳排放基准值见表

1。

表1 单位产品碳排放基准值

产品名称及规格
a

离子膜液碱≥30.0% 离子膜液碱≥45.0% 离子膜固碱≥98.0% 液氯≥99.6%

单位产品碳排放

量
b
（tCO2/t）

1.45 1.67 2.07 0.04

注：a 烧碱产品名称及规格执行GB/T 209的规定。液氯产品名称及规格执行GB/T 5138 的规定。

注：b 电力排放因子取值为2022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0.5810tCO2/MWh；

注：c 热力排放因子使用缺省值0.11 tCO2/GJ，自备电厂供应热力时排放因子可采用实测值；

注：d 化石燃料、天然气等物料的排放因子均使用缺省值，可参照附录A中的表A.1。

7.2 碳资产管理

碳资产管理包括综合管理、技术管理、实物管理以及价值管理：

——综合管理包括计划、制度、流程、培训、咨询、风险等的管理，是碳资产管理的基础。

——技术管理包括减排技术、能效技术、低碳解决方案等的管理，是碳资源转变为碳资产的技

术支撑。

——实物管理包括碳盘查、碳综合利用、碳排放等的管理，是价值管理的基础。

——价值管理包括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开发，碳交易以及碳的金融衍生品，如碳

债券、碳信用等的管理，价值管理体现的是碳资产价值实现。

7.3 碳减排措施

7.3.1 用能结构优化。宜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氯碱用能相结合，加快用能结构调整，降低化石能源使

用比例。加快氯碱副产氢气能源化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开发，由副产物向能源、资源转变，探索氯碱

—氢能—绿电自用新模式。

7.3.2 技术支撑

—— 离子膜法烧碱装置膜极距及装备新技术；

—— 多效逆流蒸发浓缩技术；

—— 熔盐降膜蒸发集成技术；

—— 二氧化碳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

—— 副产中压蒸汽氯化氢合成炉技术改造或装备升级换代；

—— 离子膜法电解工艺优化和精细化管理技术，公用工程系统优化和余热梯级化利用技术；

—— 氢气转化为热力、电力等企业内部氢能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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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相关参数缺省值

相关参数缺省值见表 A.1。

表 A.1 常见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GJ/10
4
Nm

3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固体

燃料

无烟煤 t 26.7c 0.0274b 94

烟煤 t 19.570d 0.0261b 93

褐煤 t 11.9c 0.0280b 96

洗精煤 t 26.334a 0.02541b 93

其他洗煤 t 12.545a 0.02541b 90

型煤 t 17.460d 0.0336b 90

焦炭 t 28.435a 0.0295b 93

液体

燃料

原油 t 41.816a 0.02008b

98b

燃料油 t 41.816a 0.0211b

汽油 t 43.070a 0.0189b

柴油 t 42.652a 0.0202b

煤油 t 43.070a 0.0196b

炼厂干气 t 45.998a 0.0182b

液化石油气 t 50.179a 0.0172c

气体

燃料

天然气 104Nm3 389.31a 0.01532b

99b

焦炉煤气 104Nm3 173.54e 0.0121c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e 0.0708c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e 0.0496c

密闭电石炉气 104Nm3 111.190d 0.0395d

其他煤气 104Nm3 52.270a 0.0122c

注：a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9》。

注：b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注：c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注：d数据取值来源为行业经验值。

注：e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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