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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016-V01 在工业设施中利用气体燃料生产能源 

（第一版） 

 

一.  来源和适用条件 

1. 来源 

本方法学参考 UNFCCC-EB 的 CDM 项目方法学 AM0049：Methodology for gas 

based energy generation in an industrial facility  (第 3.0 版），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B/ASGAC1E1P2OK7R912UPB3RAQ5FHS8B 

 

2.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在已有工业设施中安装了燃气1供能系统以满足其自身能源需

求的项目活动。本方法学适用于以下类型的项目活动： 

(1) 现场生产电力和/或蒸汽的项目活动，包括： 

(a) 工业设施现场内的独立发电系统；或 

(b) 工业设施现场内的热电联产系统2； 

(2) 从一个或多个单元过程生产非蒸汽热能的项目活动3； 

(3) 由燃煤或燃油转为燃气产能的项目活动4； 

(4) 使用以下四种热电联产可行技术之一的项目活动： 

(c) 顶循环——燃料燃烧用于发电，余热或蒸汽用于工业用途；或 

(d) 底循环——燃料燃烧用于生产工业用热能，余热用于发电；或 

(e) 顶循环配合蒸汽涡轮——燃料在锅炉中燃烧用于生产高温高压蒸汽，

给涡轮功能，驱动发电机。蒸汽中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其余部

分仍然作为热能供工业生产使用；或 

(f) 顶循环配合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应用——燃料在喷漆发动机中燃烧，

                                                             
1气体应为主要燃料。可适用少量其他启动或辅助燃料，但其所占比例不可超过总燃料用量的 1%。 
2热电联产（可以是由单一燃料源同时或相继产热和发电）。 
3单元过程指工业设施中位于一点的单一设备，燃料在其中燃烧（在项目及基准线情景中）以实现生产非蒸汽

热能的目的。在单元过程中，燃料燃烧既不用来生产蒸汽或发电，也不用来作为化学反应的氧化剂或作为原料

的其他用途。单元过程的一个例子是熔炉生产热空气。各单元过程应该主要利用单一燃料（而不是混合燃料）

生产单一产品（如热空气）。对于各单元功序，能效的定义是：单元过程产生的有效能源和供给单元过程的能

源（燃料净热值乘以燃料量）之比。本方法学涵盖数个但愿工序的燃料转换，即项目参与方可为一套工业设备

范围内的数个单元工艺提交一份项目设计文件。 
4本方法学允许在现有技术内的燃料转换和/或用于替代煤炭或石油燃烧的新技术。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B/ASGAC1E1P2OK7R912UPB3RAQ5FHS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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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转动的机械能用于驱动发电机。燃气涡轮中的废热被直接捕集并

利用，或者送往废热锅炉中生产蒸汽供工业用途。 

本方法学在以下情况下适用： 

 项目所用燃料可包含天然气或液化煤气和/或液化天然气生产

线生产的富甲烷气体（MRG）（以下简称―项目燃料‖）； 

 在项目活动之前，项目所在的已有工业设施通过自行产能满足

其热能需求，但发电量不能满足工业设施需要； 

 在项目活动执行前，蒸汽生产设备和/或单元过程中仅使用煤

炭或石油（而不是天然气）。 

 ―项目燃料‖在该地区充足可得，例如， 本项目活动使用的项

目燃料不会阻碍未来相当于本项目活动规模的其他基于项目燃料产能

的增长5； 

 法规/程序不限制工业设施继续使用项目活动开始执行前的化

石燃料6； 

 法规不要求在蒸汽和/或电力生产设备和/或单元过程中使用特

定的燃料，包括―项目燃料‖； 

 法规不要求项目活动执行的时间内进行技术变更或升级； 

 在计入期内蒸汽或单元过程的生产容量或寿期没有增加（即只

计算相关设备寿期结束前的减排量）。计入期内没有对现场发电量进

行扩容的计划7； 

 项目活动不导致项目所在的工业设施工艺所需蒸汽/热能质量

的变化； 

 基准线电网的地理/物理边界可被清晰界定，且电网信息及基

准线排放量公开可得； 

 特殊情况下（例如工业设备听成或维修期）热电联产单元生产

的电力输出至电网。这种情况下年度输出至电网的总电量必须少于热

电联产设备发电总量的 10%，项目参与方不可申请替代电网电量产生

                                                             
5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价格刚性的供给限制（例如计入期内有限的资源未能增加）可能意味着项目活动

转移了本应用在经济领域中其他方面的天然气，从而导致潜在的泄漏。因此，项目开发者有必要书面证明供给

限制不会导致此处指出的显著泄漏。 
6应监测可能影响燃料或技术使用的法规变更，其基准线的影响应在更新计入期时进行评价并用于减排量的计

算。 
7若计划扩容，则应视作一个独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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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减排量； 

 若项目燃料是煤炭及液化天然气生产的 MRG
8， 

基于除天然气外的燃料的合成燃料生产线产能不扩容； 

用于计算合成燃料生产线能量和/或碳平衡的燃料输入数据和产品输出数据可得。 

注：项目参与方应检查减排量计算程序是否适合项目特定情况。若公式不能完全

满足项目特定情况，应申请对本方法学的修改或偏移。 

 

二.  基准线方法学 

1. 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含项目活动下进行燃料转换的各单元工艺、蒸汽和/或发电设备燃

烧燃料引起的 CO2排放量。项目边界对基准线排放和项目排放都适用。 

为确定项目活动排放量，项目参与方应将各单元工艺、现场发电设备和/或热

电联产设备燃烧―项目燃料‖所排放的 CO2计入。 

为确定热能的基准线排放量，项目参与方应计入没有项目活动生产蒸汽和/或

非蒸汽热能是所燃烧的煤炭或石油量。为确定电力基准线排放，项目参与方应按照

已批准的―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计入没有项目活动时发电源所排放的 CO2

量。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括项目所在的工业设施的物理、地理位置，以及在没有

项目活动的情况下作为电力来源的电网。 

表 1 包含项目边界内或排除在项目边界外的排放源 

 排放源 气体 是否包含 判断/说明 

基准线 基准线情景产生

的热能（蒸汽或

非蒸气）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基准线情景发电

量（基于电网）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8富甲烷气体（MRG）煤炭及液化天然气生产的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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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 否 次要排放源 

项目活动 项目活动引起的

现场燃料燃烧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图 1 项目边界图示 

用于生产热能和电力的现有设备的寿期估算程序 

估算现有设备剩余寿期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现有设备剩余寿期即被项目活

动所取代的现有设备在没有项目活动的情况下被淘汰的时间： 

(a) 可按照该行业及该国家内的惯例（基于行业调查、统计、技术文献等）确定

该类设备典型平均技术寿期； 

(b) 可评价并书面证明项目负责公司更替设备的计划活动（例如按照类似设备更

替的历史记录）。 

现有设备在没有项目活动时的替换时间应按照保守的方法选择，即若只能估算

时间框时应选择最早的时间点。该信息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阐述。 

最可行基准线情景选择程序 

项目参与方应通过执行以下步骤确定最可行的基准线情景。若项目活动涉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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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边界内数个热电联产系统的燃料和/或技术转换，则以下步骤应对各系统分别执

行。 

步骤 1：选择所有热电联产系统现实可信的备选方案 

项目参与方至少应考虑以下备选方案： 

对于发电，现实可信的备选方案可能包括： 

P1：拟议项目活动而不作为自愿减排项目活动； 

P2：现场或场外燃煤/油热电联产装置； 

P3：现场或场外燃煤/油捕集发电装置； 

P4：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或捕集发电装置； 

P5：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捕集发电装置； 

P6：场外基于化石燃料的现有装置； 

P7：电网取电，等。 

对于产热，现实可信的备选方案可能包括： 

H1：拟议项目活动而不作为自愿减排项目活动； 

H2：现场或场外燃煤/油热电联产装置； 

H3：现场或场外燃煤/油单元过程； 

H4：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装置； 

H5：现场或场外可再生能源单元过程； 

H6：现场燃煤/油单元过程； 

H7：区域供热等其他来源； 

H8：其他产热技术（例如热泵或太阳能） 

若一个或多个情景被排除，应对结论进行适当解释和证明。 

步骤 2：排除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备选方案 

排除不符合任何强制性法律法规要求的备选方案。使用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

―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最新版的分步骤 1。 

步骤 3：排除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的备选方案 

使用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最新版的步骤 3 排除面临无

法克服的障碍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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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比较剩余备选方案的经济吸引力 

按照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最新版的步骤 2 比较通过步

骤 3 后仍剩余的所有备选方案的经济吸引力。经济投资分析应使用 NPV/IRR/ROI/

投资回收期之一的指标来进行比较，并明确陈述以下参数： 

 投资要求（分解为主设备成本，所需建设工程，安装等） 

 适用于该国家该行业的贴现率（按照独立（财务）专家论证，适当的风险差

额可反映私人投资燃料转换项目的情况，可使用随之增长的政府债券利

率）； 

 各单元过程的效率，考虑不同燃料间的区别； 

 各种燃料的当前价格及预期价格（变动成本）（注：当前价格默认假设为未

来价格。若项目参与放欲使用与当前价格不同的未来价格，则未来价格必须

得到政府机构或政府间机构发布的公开或官方文件的支持）； 

 各燃料的运行成本（特别是煤炭的处理成本）； 

 项目寿期，以及现有产热设备的剩余寿期；以及 

 其他运行维护成本，等。 

投资指标的计算应考虑项目活动新设备寿期（或计入期两者中较短者）终了的

残值9。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提供所有假设。 

比较不同情境的所有投资指标并选择成本效率最高的情景（即拥有最具吸引力

的投资指标）作为基准线情景。按照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额外性论证与评价

工具‖最新版的分步骤 2d 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检验结果。若投资分析一致地支持了

（若假设范围合理）成本效率最高的情景时基准线情景这一结论，则该分析提供了

可靠的论证。 

若敏感性分析不完全令人信服，则从按照投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选出的最具吸

引力的情景中选择排放量最小的情景作为基准线情景。 

注：仅当整个计入期基准线情景为现场燃煤/油产热（H6）及电网取电（P7）

时，本方法学适用。 

2. 额外性 

应通过以下两步骤评价额外性： 

步骤 1：投资比较分析 

                                                             
9注意 NPV 可能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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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准线情景的识别‖章节所述的步骤 4 进行基准值分析，证明项目活动在

没有自愿减排时比已识别的基准线情景经济吸引力低。按照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

的―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最新版的分步骤 2d 进行敏感性分析，检验投资分析的

结果。 

进行投资分析时应按照以下方面： 

（1） 对于项目活动（包括所有发电/热电联产/单元过程），与基准值进行

比较的财务指标至少应按照以下数据进行计算。财务指标可包括

IRR（净资 IRR 或项目 IRR）、NPV、所提供服务的标准化成本（例

如 成本/TJ） 

 初始投资——仅含项目活动相关成本； 

 运行维护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燃料、劳动力成本等（价值/

年）； 

 相对于基准线成本节约的电力、蒸汽、热能的量（价值/年）； 

 用于计算投资回报或 IRR 的项目寿期； 

 寿期终了时的设备残值。 

（2） 若使用净资产 IRR 作为财务指标，则也需要计算债务的数量和成

本。 

（3） 基准值应按照以下方法之一进行估算： 

 项目业主曾经（基于公司过去三年的资产负债表）经营过的类

似项目的平均回报率（或 IRR）； 

 基于公司以往资产负债表的加权平均资产成本（WACC），若

有则应考虑项目特定的并充分论证的风险因素； 

 对于项目活动类似的技术进行市场调查得出的最佳标准化服务

成本（价值/TJ）； 

 基准线情景的标准化服务成本。 

（4） 用于估算财务指标及基准值的假设应合理且便于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

的审定/核证机构在审定时进行取证。 

若财务指标表明自愿减排项目活动比基准值更具吸引力，则项目活动不是额外

的，此外还需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证明影响项目活动财务指标的假设在合理范

围内变动不会改变项目活动不具经济吸引力这一特点。若敏感性分析得出可靠

结论，则继续进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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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普遍性分析 

按照 CDM 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最新版的步骤 4 证

明项目活动在相关国家及行业是普遍实行的。 

―若‗额外性论证与评价工具‘分步骤 4a 及 4b 得到满足，即（i）查不到类似项

目或（ii）查到了类似项目，但项目活动与类似项目间的本质区别可被合理解

释，则项目活动是额外的‖。 

―若分步骤 4a 及 4b 不满足，即查到类似项目且项目活动与类似项目间的

本质区别不可被合理解释，则拟议项目不是额外的。‖ 

 

3. 基准线排放量 

基准线排放量为个单元过程发电量与产热量引起的排放量之和。这些排放量计

算如下： 

yheatyelecty BEBEBE ,,    (1) 

其中 

BE y = 年度 y期间的基准线排放量 （tCO2e/yr） 

BEelect,  y  = 年度 y期间发电引起的基准线排放量（ t CO2e） 

BEheat, y  = 年度 y期间产热引起的基准线排放量（t CO2e） 

基准线电力排放量 

基准线电力排放量由项目边界内所有发电单元除特殊情况下输出至电网的电量

外的总发电量乘以电力 CO2排放因子计算而得，如下： 

 

TDL

EFEGEG

BE i

yCOBLyortPJyiPJ

yelect







1

,2,,exp,,,

,  (2) 

其中： 

BEelect y  = 年度y期间发电引起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r) 

EGPJ,i ,y  = 年度y项目边界内发电单元i的发电量（MWh/yr）。若项目活动执

行前有发电量产生，则应将此量从项目活动总发电量中减去 



 9 / 43 

EGPJ,export,y  = 年度y现场产生但由于特殊情况输出至电网的电量(MWh/yr) 

EFBL, CO2, y = 年度y基准线发电排放因子 (tCO2e/MWh) 

TDL = 下网电量的输配电损耗，以分数形式表示（0<TDL<1）。该值需

要书面证明材料支持。若文件无法准确证明损耗百分比，按保守

原则，应使用输电范围内最低损耗估算值，或在基准线情景中忽

略损耗（即TDL=0%） 

若电力因特殊情况输出至电网，则工业设施须满足以下要求： 

10100
,,

,exp,



i

yiPJ

yortPJ

EG

EG
 (2a) 

若输出至电网的电量超过发电量的 10%，则本方法学不适用。 

基准线情景为从电网输入电力。排放因子 EFBL, CO2, y为电网排放因子，按照―电力

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用组合边际法进行事后估算，使用运行项目边际（OM）

比新建项目边际（BM）为 50：50 的权重比。 

基准线热能排放量 

以下是两个可行的蒸汽/热能项目案例情景： 

1) 情景 1：与基准线情景生产等量热能的单元过程使用项目燃料的燃料转

换；或 

2) 情景 2：热电联产单元产热替代基准线中的单元过程。 

 

情景 1：从基准线情景到单元过程使用“项目燃料”的燃料转换 

基准线热能排放量（BEheat,y）是在缺少项目活动的情况下，单元过程中燃烧煤炭或

石油造成的 CO2排放量。在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单元过程 i 燃烧的煤炭或石油

的量（FFbaseline,i,y）按照项目活动年度 y单元过程 i 燃烧的―煤炭或石油量（FF 

project,i,y）的实际监测值进行计算。 

iCOFFiFF

yibaselinei

yheat EFNCVFFBE ,2,,

,,

,   (3) 

yibaselineiFF

yiprojectyPF

yiprojectyibaseline
NCV

NCV
FFFF

,,,

,,,

,,,,







  (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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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eat,y = 年度 y基准线热能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 

FFbaseline,i,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年度 y燃烧的煤炭或石油的量，单位

为体积或质量。 

FFproject,i,y  = 单元过程 i 年度 y 燃烧的―项目燃料‖的量，单位为 m³  

NCVPF,y  = 年度 y燃烧的项目燃料10的平均净热值，单位为 TJ/m³  

NCVFF,i  =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年度 y燃烧的煤炭或石油的净热值，

单位为 TJ 每单位体积或质量 

EFFF,CO2,i =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年度 y燃烧的煤炭或石油的排放因

子，单位为 tCO2/TJ 

ε project,i,y  = 单元过程 i 在年度 y的能效 

ε baseline,i,y  = 年度 y单元过程 i 在与燃烧煤炭或天然气的单元过程 I负荷因子

相当时的能效 

情景 2：热电联产系统废热生产蒸汽/热能 

在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生产的热能（HR project, i, y）由热电联产（热电联产

可以是同时产热发电或发电机废热回收）中产生时，基准线燃料消耗量按如下公

式估算： 





i yibaselineiFF

yiproject

ybaseline
NCV

HR
FF

,,,

,,

,


 (4) 

y,iy,i,heatiny,i,heatouty,i,heaty,i,project hrs)hh(FRHR ××= -  (5) 

其中： 

FFbaseline,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基准线情景燃烧的煤炭和石油的量，单

位为质量 

*HRproject,i,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由单元过程 i 生产的项目热能，单位为

TJ 

FRheat,i,y = 废热回收源（单元过程 i）产生的热载体流量（例如，空气，蒸

汽或高温液体等），单位为 kg/hrs  

                                                             
10尽管统一简称为项目燃料，但天然气和富甲烷气体应分别使用各自的排放因子和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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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eatout,i,y = 废热回收源出口处热载体的焓，单位为 TJ/kg  

hheatin ,i,y = 废热生产源入口处热载体的焓，单位为 TJ/kg 

NCVFF,i  =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年度 y燃烧的煤炭或石油的净热值，

单位为 TJ 每单位体积或质量 

*ε baseline,i,y  = 年度 y单元过程 i 在与燃烧煤炭或天然气的单元过程 I负荷因子

相当时的能效 

hrsi,y = 年度 y产生废热（缺少项目活动时由燃烧煤炭或石油生产）的废

热生产源（单元过程 i）的运行小时数 

*在项目活动中，一个以上的供应蒸汽/热能的单元过程被热电联产直接向工序提供

热量所替代，而热电联产单元中产生的本应由基准线单元过程生产的蒸汽/热能所

占的比例不可得，则假设基准线情景单元过程的能效（ε baseline,i,y）为 100%。 

HRproject,i,y则被作为热电联产单元向工序输出的蒸汽/热能。 

排放因子和热值 

注意到可行的基准线情景可能使用数种类型的燃料和/或热源，这些燃料和热源可

能被用于不同的单元过程或一个单元过程。若项目执行前单元过程使用数种类型的

燃料和/或热源，项目参与方应采用保守式从过去三年中单元过程所使用的各种类

型燃料或热源中选择 CO2排放因子最低的燃料类型或热源作为基准线排放因子

（EFFF,CO2,i）及基准线净热值（NCVFF,i）。 

若适用，则根据 IPCC 2006 提供的指南确定排放因子及净热值。 MRG 则要使用不

同于天然气的排放因子和净热值。项目参与方可以进行测定或使用当地可靠且可得

的数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合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

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照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

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若采取测定的方式，则项目参与方应在项目设计文件前估算排放因子及净热值，且

应在项目执行后的监测报告中记录测定结果。 

基准线及项目情景中单元过程的能效 

单元过程的效率显著地受到负荷及运行情况的影响。因此，基准线情景参与燃料油

的消耗取决于单元过程的运行情况。本方法学允许采取以下两种选项决定公式 5 和

公式 6 种所用的锅炉效率（ yibaseline ,, ）： 

选项 A：采取保守方式，假设单元过程的效率保持不变，并将最佳运行情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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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基准线的效率（即最佳负荷、最佳烟道气氧气浓度，足够的燃料粘性，对单元

过程效率典型的或最佳的外围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等） 

选项 B：为单元过程建立效率与负荷关系式。因此可按照实际监测的不连贯的时间

段 t 的产热量分别确定各时间段 t 的燃油消耗量，与产热量对应的基准线效率也可

由此效率与负荷关系式确定。 

( ) ))HRSE(f(.HRf ε t,projectt,projectt,baseline 961+=  (6) 

T
 N t

8760
=  (7) 

其中： 

FFbaseline,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y基准线情景燃烧的煤炭和石油的量，

单位为质量 

tprojectHR ,  = 时间段 t 内单元过程的产热量（其中 t 是年度 y内不连续的时

间段），单位为 GJ 

tbaseline,  = 时间段 t 内单元过程的效率（其中 t 是年度 y 内不连续的时间

段） 

f(HRPJ,t) = 通过回归分析确定的效率与负荷的关系式 

SE(f( tprojectHR , )) = 时间段 t 内效率与负荷的关系式的标准误（其中 t 是年度 y内

不连续的时间段） 

t = 年度 y内持续时间为 T 的独立时间段 

Nt = 年度 y内时间段 t 的个数 

T = 时间段 t 的持续时间，单位为 h 

各时间段 t 应具有相同的持续时间 T。选择持续时间 T 时，应考虑单元过程典型

负荷的变化。T 的最大值为 1 小时，则每年 y 的独立时间段个数为 8760

（Nt = 8760 HRx）。若单元过程的负荷在以小时内存在显著变化，则项目参与方

应选择持续时间 T 更短的时间段（例如 15 分钟）。 

效率与负荷关系式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在单元过程可运行的负荷范围内至少进

行 10 次测定 x。建议项目参与方使用标准化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监测方法学中详

述了不同负荷下效率的测定程序。各次测定 x 应以单元过程产热量（HRx）和效率

（ηx）的形式成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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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与方应选择适当的回归公式来处理测定结果。 

例如，若为多项式，则应使用下述回归公式： 

n

xnxxxx )HR(b......)HR(bHRba)HR(fε ++++== 2

21  (8) 

其中： 

( x , HRx) = 规定负荷范围内测定 x 成对记录的数据 

x  = 测定 x 中单元过程的效率； 

HRx = 测定 x 中，持续时间 T 内单元过程产热量(GJ)
11

 

x = 规定负荷水平下进行的测定 

a, b1, b2,…, bn = 回归分析估算的回归公式参数 

若为线性回归公式，即若上述公式（8）中 n=1，则可按下式确定标准误： 

( )( ) )

HR)(HR

HR)(HR

N

1
(1*σHRfSE

xN

1x

2

x

2

tproject,

x

tproject,

∑ -

-

=

++=  (9) 

其中 












 



xN

1x

2

x

2

x

η)(η)*R(1*
2N

1
σ  (10) 

x

N

1x
x

N

η

η

x

∑
=

=  (11) 

x

N

1x
x

N

HR

HR

x

∑
=

=  (12) 

( )

( )∑

∑

-

-*

x

x

N

1x
x

N

1x
x

2

1

ηη

HRHRb

R

=

=
=  (13) 

其中： 

                                                             
11HGx的值应与持续时间 T 中，规定的负荷水平内的产热量一致。若测定时间和持续时间 T 不同，产热量的测

定值应被外推至持续时间 T 的产热量。 



 14 / 43 

SE(f(HRProject,t)) = 时间段 t 内效率与负荷的关系式结果的标准误 

f(HRproject,t) = 通过回归分析确定的效率与负荷的关系式 

σ = 回归公式的标准误 

HRproject,t = 时间段 t 内单元过程发热量(GJ) 

HRx = 测定 x 中持续时间 T 内单元过程的产热量(GJ)
 
 

HR = 所有测定 x 中持续时间 T 内单元过程产热量的平均值(GJ)
 
 

ηx = 测定 x 中单元过程的效率 

η = 所有测定 x 中单元过程的平均效率 

R = 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x = 规定负荷水平下进行的测定 

Nx = 为建立效率与负荷关系式而进行的测量 x 的次数（至少 10

次） 

t = 年度 y内持续时间为 T 的独立时间段 

T = 独立时间段 t 的持续时间（h） 

计算项目单元过程效率 ε project,i,y的时，应使用上述确定效率的方法选项 A 进行计

算。计算基准线效率时所得结果应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年度中有代表性的情况下

及非最佳运行情况下进行检验。 

若项目参与方可以合理证明一年中单元过程的效率不因燃料转换而改变，或者改

变可忽略（即 ε project,i – ε baseline,i < ε baseline,i的 1%），或可预计 ε project,i将小于 ε 

baseline,i，则项目参与方可假设 ε project,i = ε baseline,i作为简化方法。 

 

4. 项目排放 

项目排放量（PEy）是项目中各单元过程、独立发电单位或热电联产单位燃烧

项目燃料所产生的 CO2排放量。项目排放量计算为项目燃料12燃烧量、净热值、及

                                                             
12尽管天然气 NG和 MRG统一简称为项目燃料 PF，但应使用各自不同的排放因子和净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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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因子的乘积。 

y,CO,PFy,PFy,projecty EFNCVFFPE 2××=  (14) 

∑∑
j

y,j,project
i

y,i,projecty,project FFFFFF +=  (15) 

其中： 

PEy  = 年度 y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 

FFproject,y  = 所有单元过程及发电单位项目燃料燃烧量，单位为 m³ 
13

 

FFproject,i,y  = 年度 y内，单元过程 i 中项目燃料燃烧量，单位为 m³  

FFproject,j,y  = 年度 y内，发电单位/热电联产单位的项目燃料燃烧量，单位为 m³  

NCVPF,y  = 年度 y内，项目燃料的平均净热值，单位为 TJ/m³ 

EFPF,CO2,y = 所有单元过程中所燃烧的项目燃料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TJ 

若天然气为项目燃料，如适用则可以按照 IPCC 2006 指南确定排放因子及净热

值。 项目参与方既可以进行测定，也可以使用当地可得且准确可靠的数据。 数据

不可得时，若 IPCC 默认排放因子（各国特定的，如可得）可合理反应当地情况，

则可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据应按照保守原则进行选择（即合理范围内选择导致项

目排放量较高的数值），所做选择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进行证明和论述。若采取测

定的办法，项目参与方可在项目设计文件中事前估算排放因子及净热值，且应在项

目执行后的监测报告中记录测定结果。 

对于 MRG，项目参与方应测定其排放因子及净热值。 

 

5. 泄漏 

由于减少煤炭及煤渣运输而导致的正泄漏量不予考虑，这是保守的。 

应考虑两个主要泄漏源。 

1) 项目燃料精炼、处理、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分配所导致的排放量。这

主要包括燃料燃烧时或火炬燃烧时产生的逃逸 CH4及 CO2。 

2) 若项目燃料为液化煤气厂生产的 MRG 时，项目燃料生产中相关的回流

排放导致的泄漏。 

                                                             
13应提供标准状态压强及温度下的 M3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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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y,USy LELELE +=  (16) 

其中： 

LE,y  = 年度 y内的总泄漏量，单位为 t CO2e 

LEUS,y = 年度 y内由燃料精炼、处理、液化、运输相关的回流排放

量（对于天然气和 MRG）及天然气再气化导致的泄漏量，

单位为 t CO2e 

LEp,y  = 年度 y内，MRG
14生产导致的泄漏量，单位为 tCO2e. 

 

i. 天然气燃料精炼、处理、液化、运输及再气化导致的回流排放量（仅在项

目燃料为天然气时考虑） 

在本方法学中，应考虑以下排放源： 

 项目活动所使用的天然气及缺少项目活动时电网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精

炼、处理、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分配相关的逃逸 CH4，。 

 若项目活动使用 LNG：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运输

或分配系统相关的燃料燃烧/电力消耗引起的 CO2排放量。 

因此，排放量可按下式计算： 

yCOLNGyCHy LELELE ,2,,4   (17) 

其中： 

LEy = 年度 y的泄漏量，单位为 t CO2e 

LECH4,y = 年度 y内逃逸回流 CH4排放引起的泄漏量，单位为 t CO2e 

LELNG,CO2,y =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运输或分配系统相关

的燃料燃烧/电力消耗引起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 

                                                             
14合成燃料的生产涉及煤炭气化，且可能需要引入天然气作为合成燃料的生产源。富甲烷气体是一种―废弃产

物‖，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于输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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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甲烷排放 

为确定燃料生产、运输及分配（若为天然气）相关的逃逸甲烷排放量，项目参与方

应用所有单元过程 i 所消耗的天然气的量与甲烷回流排放因子（EFNG,upstream,CH4）相

乘，再减去缺少项目时所有燃料类型 k 的量与甲烷排放因子(EFk,upstream,CH4)的乘

积，如下： 

44,,,,4,,,,,4 CHCHupstreamkk

k

ykbaselineCHupstreamNGyNGyprojectyCH GWPEFNCVFFEFNCVFFLE 







  (18) 

其中， 


i

yiprojectyproject FFFF ,,,  (19) 


i

ykibaselineykbaseline FFFF ,,,,,  (20) 

其中： 

LECH4,y = 年度 y内回流逃逸 CH4排放量导致的泄漏量，单位为 t CO2e 

FFproject,y = 年度 y内所有单元过程燃烧的天然气量，单位为 m³
15

 

FFproject,i,y = 年度 y内单元过程 i 燃烧的天然气量，单位为 m³ 
16

 

NCVNG,y = 年度 y内燃烧的天然气的平均净热值，单位为 TJ/m³ 
17

 

EFNG,upstream,CH4 = 天然气生产、运输及分配过程中回流逃逸甲烷排放因子，单位

为 t CH4/TJ 供给最终用户的燃料 

FFbaseline,k,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内所有单元过程燃烧的类型 k 燃料的

量，单位为体积或质量单位 

FFbaseline,i,k,y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内单元过程 i 燃烧的类型 k 燃料的量，

单位为体积或质量单位 

                                                             
15应提供标准状态压强及温度下的 M3 数 
16应提供标准状态压强及温度下的 M3 数. 
17应提供标准状态压强及温度下的 M3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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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Vk = 缺少项目活动时，年度 y内所有单元过程燃烧的类型 k 燃料的

平均净热值，单位为 TJ 每单位体积或质量 

EFk,upstream,CH4 = 类型 k 燃料（煤炭或燃油类型）生产过程中回流逃逸甲烷排放

因子，单位为 t CH4/TJ 生产的燃料 

GWPCH4 =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 

若可得到可靠而准确的关于燃料生产过程中（若为天然气，则考虑运输及分配过程

中）逃逸 CH4国家数据排放因子，则项目参与方应使用这些数据来确定平均排放

因子：CH4总排放量除以各种燃料的产量或供给量18。若这些数据不可得，项目参

与方可使用下属表 2 中的默认值。在这种情况下，应使用项目当地的天然气排放因

子，除非可以证明相关系统（燃气生产和/或处理/运输/分配）在近期占主导地位，

且按照国际标准建造及运行，此时可使用美国/加拿大的数据。 

注意天然气逃逸回流排放量的排放因子（EFNG,upstream,CH4）应包括天然气生产、处

理、运输及分配引起的逃逸排放，见下述表 2。还需注意考虑到煤炭净热值，若煤

炭的排放因子基于质量单位，则应转换为能量单位。 

 

表 2 逃逸甲烷回流排放因子的默认值 

项目 单位 默认值 该排放因子参考文献为 IPCC 指南

1996 年修订版第 3 卷 

煤炭    

地下采矿 tCH4/kt coal 13.4 第 1.105 页及 1.110 页，公式 1 及 4 

地表采矿 tCH4/kt coal 0.8 第 1.108 页及 1.110 页，公式 2 及 4 

石油    

生产 tCH4/PJ 2.5 第 1.129-1.131 页，表 1-60 至 1-64 

运输、精炼及

储存 

tCH4/PJ 1.6 第 1.129-1.131 页，表 1-60 至 1-64 

总计 tCH4/PJ 4.1  

                                                             
18 若国家特定方法被用于估算排放量，则可以使用作为国家通信而呈报给 UNFCCC 的温室气体名录数据。 



 19 / 43 

天然气    

美国及加拿大    

生产 tCH4/PJ 72 第 1.129 页，表 1-60 

处理、运输及

分配 

tCH4/PJ 88 第 1.129 页，表 1-60 

总计 tCH4/PJ 160  

东欧及前苏联

国家 

   

生产 tCH4/PJ 393 第 1.129 页，表 1-61 

处理、运输及

分配 

tCH4/PJ 528 第 1.129 页，表 1-61 

总计 tCH4/PJ 921  

西欧    

生产 tCH4/PJ 21 第 1.130 页，表 1-62 

处理、运输及

分配 

tCH4/PJ 85 第 1.130 页，表 1-62 

总计 tCH4/PJ 105  

其他石油出口

国/其他国家 

   

生产 tCH4/PJ 68 第 1.120 及 1.130 页，表 1-63 及 1-64 

处理、运输及

分配 

tCH4/PJ 228 第 1.120 及 1.130 页，表 1-63 及 1-64 

总计 tCH4/PJ 296  

注：该表中的排放因子来自 IPCC 指南 1996 年修订版第 3 卷中提供的 IPCC 默认值，由计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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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因子范围内的平均值而得。 

LNG 造成的 CO2排放量 

若适用，则应估算 LNG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输送分配系统所消

耗的燃料/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量（LELNG,CO2,y），算法为项目活动燃烧的天然气量

乘以适当的排放因子，如下： 

LNGupstreamCOyprojectyCOLNG EFFFLE ,,2,,2,   (21) 

其中： 

LELNG,CO2,y = 年度 y内，LNG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输送分

配系统所消耗的燃料/电力引起的泄漏量，单位为 t CO2e 

FFproject,y = 年度 y内所有单元过程燃烧的天然气量，单位为 m³  

EFCO2,upstream,LNG = LNG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输送分配系统所消

耗的燃料/电力引起的逃逸 CO2排放因子 

若可得到 LNG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输送分配系统所消耗的燃料/

电力引起的逃逸 CO2排放因子的可靠数据，项目参与方应用该数据确定平均排放

因子。若数据不可得，项目参与方可粗率假设该值默认为 6 t CO2/TJ
19。 

ii. MRG 生产引起的回流排放（若适用，例如燃气为燃料工厂废气或混合气） 

 
yMRGyprMRGyPJ EFFFLE ,,,,   (22) 

其中： 

FFMRG,pr,  = 年度 y内项目活动消耗的 MRG，单位为 TJ 

EFMRG,y  = 年度 y内生产项目活动所用 MRG 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TJ  

LEPJ,y = 年度 y内生产 MRG 引起的泄漏量 t CO2e 

边际法 

为确保项目活动需求仅创造额外天然气的边际需求，应测定并记录项目执行前及项

目存在期间合成燃料工厂的运行参数。项目活动执行前的参数用以估算混合燃料生

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的输入量，这对于混合燃料工厂情景与项目活动之间的比较是很

                                                             
19该值在《North American LNG systems》上公开发表。. ―Barclay, M. and N. Denton, 2005. Selecting offshore 

LNG process. <http://www.fwc.com/publications/tech_papers/files/LNJ091105p34-36.pdf> (10th April 2006)‖. 

http://www.fwc.com/publications/tech_papers/files/LNJ091105p34-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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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的。 

项目一旦执行，则应开始每年监测、累计并报告混合燃料生产装置的输入和产出。

混合燃料生产线必须在项目活动存在期内满足以下情况，以证明 MRG 边际使用量

仅可归入天然气中： 

对于 i=煤炭                            yi,BL,SPin,yi,BL, SPin,yi,PJ,SPin,yi,PJ, SPin, CFQ  CFQ ×<×
20

 

对于 i=天然气                        
yi,BL,SPin,yi,BL, SPin,yi,PJ,SPin,yi,PJ, SPin, CFQ CFQ ×>×  

对于 i=LF 及产物                   
yi,BL,SPout,yi,BL, SPout,yi,PJ,SPout,yi,PJ, SPout, CFQ  CFQ ×>×  

对于 i=MRG                          
yi,BL,SPout,yi,BL, SPout,yi,PJ,SPout,yi,PJ, SPout, CFQ  CFQ ×>×  

其中： 

QSPin,PJ,i,y =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及

化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out,PJ,i.y =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及

化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in,BL,i,y =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及化石

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out,BL,i.y =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及化石

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CFi  = 表示化石燃料 i 对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TJ 

若满足所有四条情况，回流排放量可归入天然气生产 MRG 的边际。EFMRG,y可用作

仅由天然气生产 MRG 的排放量的排放因子。 

存在典型的 MRG 生产工艺，其中包括清洗、重组、转化及混合。按照混合燃料生

产工艺的质量能量守恒计算 MRG 的产量。应在项目活动执行前估算该值，项目活

动中每六个月估算一次。 

                                                             
20若由于煤炭液化效率及回流过程，煤炭液化技术容量不变但煤炭用量小幅增长（<2%），满足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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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按下式进行时候估算： 

)FFFF(

))EF*FF-EF*(Q-)EF*FF- EF*((Q
EF

yi,BL,MRGout,yi,PJ,MRGout,

iMRG,yi,BL,MRGout,NGBlyNGin,iMRG,yi,PJ,MRGout,NGyPJ,,NGin

yprd, MRG, ∑∑
∑∑

=

 

(23) 

其中： 

EFMRG, prd,y  = 年度 y内生产项目活动所用 MRG 的排放因子 

QNGin,PJ,y   = 年度 y内项目存在期间合成燃料生产过程所用天然气的总

和，单位为 TJ 

EFNG = 年度 y内天然气（能源设施）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TJ 

∑FFMRGout,PJ,i,y = 年度 y内项目存在期间由天然气生产的 MRG 总量，单位为

TJ 

EFMRG,i = MRG 的排放因子 tCO2/TJ 

QNGin,BL,i,y = 项目活动执行前，年度 y内合成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天然气

量，单位为 TJ 

∑FFMRGout,BL,i,y = 项目活动执行前，年度 y内由天然气生产的 MRG 总量。 

质量及能量的守恒数据可监测获得，此外还可以使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以建立

排放量与项目活动所用 MRG 的产量间的关系式。 

默认方法 

若无法证明 MRG 仅由合成燃料天然气消耗量的边际增长生产而得，则应使用项目

活动执行前后整个生产线的质量及能量守恒来估算 MRG。该分析所得的碳元素的

净增长（计作 t CO2e）除以特定年份项目活动消耗 MRG 的体积，即得 MRG 生产

的排放因子。 



 23 / 43 

 

按下式算数地表示并计算该值：21
 

)FFFF(

))CF*Q-CF*(Q-) CF*Q- CF*((Q
 EF

yi,BL,MRGout,yi,PJ,MRGout,

yi,BL,SPout,yi,BL,SPout,yi,BL,SPin,yi,Bl,SPin,yi,PJ,SPout,i.yPJ,SPout,yi,PJ,SPin,yPJ,,SPin

y prd,MRG ∑∑
∑∑

=

 

(24) 

其中： 

EFMRG prd, y  = MRG 生产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TJ 

QSPin,PJ,i,y =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的化石燃

料及化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out,PJ,i.y =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

及化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in,BL,i,y =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及化

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QSPout,BL,i.y =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及化

石燃料公用设施，单位为 TJ 

CFi  = 表示化石燃料 i 对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TJ 

                                                             
21项目活动 MRG 产量可能随其他变化一起变化，例如液化燃料板或其他 MRG 用户的变化，则应改变公式 22

的分母来体现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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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MRGout,PJ,i,y = 年度 y内项目存在期间由天然气生产的 MRG 总量，单位为 TJ 

∑FFMRGout,BL,i,y = 项目活动执行前，年度 y内由天然气生产的 MRG 总量。 

质量及能量的守恒数据可监测获得，此外还可以使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以

建立排放量与项目活动所用 MRG 的产量间的关系式。 

 

6. 减排量 

特定年度 y内项目活动的减排量（ERy）为基准线排放量（BEy）减去项目排放

量（PEy）及泄漏量（Ly）之差，如下： 

yyyy LEPEBEER   (25) 

其中： 

ERy = 年度 y的减排量(tCO2/yr) 

BEy = 年度 y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yr) 

PEy = 年度 y的项目排放量(tCO2/yr) 

LEy = 年度 y的泄漏量(tCO2/yr) 

 

7.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编号 1 

数据/参数 EFCO2, coal; EFCO2, oil, EFCO2, NG, EFCO2,LF, EFCO2,MRG 

单位 t CO2/TJ 

来源 IPCC，根据不同的燃料和技术类型 

测量程序（如果有） 公开数据 

备注 若使用默认值则不需监测该参数。用于评价额外性 

 

编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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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EFBL,CO2,y 

单位 t CO2/MWh 

描述 年度 y基准线电力排放因子 

来源 国家关于电网排放因子的电网数据及最接近基准线的技术供应商提供

的数据 

测量程序（如果有） 根据国家电网 OM/BM 及燃料与效率最接近基准线的技术估算 

备注 如基准线章节定义，选择排放因子最低的数值 

 

编号 3 

数据/参数 EFk,upstream,CH4 

单位 t CH4/TJ 

描述 项目设备气体燃料精炼、处理、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分配与缺少项

目活动时电网所用的化石燃料逃逸 CH4排放因子。最新公布数据 

来源 上表 2 

测量程序（如果有） 默认值 

备注 计算泄漏量 

 

编号 4 

数据/参数 EFNG,upstream,CH4 

单位 t CH4/TJ 

描述 供给最终用户的天然气生产、运输及分配导致的逃逸甲烷排放因子 

来源 上表 2 

测量程序（如果有）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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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计算泄漏量 

 

编号 5 

数据/参数 EFCO2,upstream,LNG 

单位 tCH4/TJ 

描述 LNG 液化、运输、再气化及压缩进入天然气输送分配系统引起的化石

燃料燃烧、电力消耗导致的逃逸甲烷排放因子 

来源 测量或使用默认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计算泄漏量 

 

三.  监测方法学 

1. 监测程序  

根据监测方法学，计入期内需要监测的主要参数如下列出。其他参数可以根据主要

参数计算得到。 

项目排放的主要参数： 

1) 项目活动年度燃料（燃气）消耗量 

2) 项目活动所用燃料（燃气）净热值 

3) 项目活动所用燃料排放因子 

若适用，则根据―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监测基准线排放量 

基准线所需监测的参数； 

1) 项目活动发电量 

2) 热电联产单元效率 

3) 单元过程产热量 

泄漏排放量所需监测的参数（若项目使用的是产自天然气、液化煤气的 M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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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气、液化煤气生产线原料天然气、煤炭的边际增长 

2) 基准线中合成燃料生产所消耗的能量，包括天然气及煤炭消耗量 

 

2. 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数据/参数 T&D 技术的电力输送分配损耗（TDL） 

单位 % 

描述 关于电力输入的输送分配损耗。损耗包括输送分配过程中发生的技

术性的电能损耗 

来源 电网电力供应商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及地区的公开数据 

测量程序（如果有）  

测量频率 年度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该数值应得到书面证据的支持。若文献不足以准确支持损耗百分

比，基于保守原则，应使用估算范围内最低的损耗，或在基准线情

景中忽略损耗（即 T&D=0%） 

 

数据/参数 FFproject,i,y 

单位 吨或 m
3
 

描述 单元过程 i 年度 y 燃烧的项目燃料（天然气或合成燃料）的量 

来源 项目边界上流量计读数 

测量程序（如果有） 应连续监测各单元过程燃气的年消耗量 

测量频率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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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C 程序 供给项目的天然气量的测定值应进行定期（根据法规或仪表商）维

护、校准及检验以保证可接受的精度。读数应与燃气供应商的账单

进行比较。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

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

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

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审查。 

备注 在供应端及项目端都需要监测燃料消耗总量以交叉核对。 

 

数据/参数 EFFF,CO2,I,y 

单位 tCO2/m
3
 或 tCO2/t 

描述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燃烧的煤炭或石油的排放因子 

来源 当地、地区、全球（IPCC）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参与方既可以进行测定，也可以使用可靠可得的当地准确数

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合理的表现

的当地的情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照保守原则

（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在项目设计

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测量频率 一次或定期采样（每次测定至少采一个样） 

QA/QC 程序 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项目存在期应

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量管理系统，

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审查。 

备注 可选的，使用下数默认值 

 

数据/参数 EFPF,CO2,i 

单位 tCO2/m
3
 或 tCO2/t 

描述 缺少项目活动时单元过程 i 燃烧项目燃料（天然气或 MRG）的排放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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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当地、地区、全球（IPCC） 

测量程序（如果有） 若为天然气：项目参与方既可以进行测定，也可以使用可靠可得的

当地准确数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

合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

照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

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若为 MRG：项目参与方应进行测定。 

可选的，也可以从合成燃料生产商处获得数据。 

测量频率 一次或定期采样（每次测定至少采一个样） 

QA/QC 程序 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项目存在期应

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量管理系统，

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审查。 

备注 可选的，使用下数默认值 

 

数据/参数 εproject,i,y 

单位  

描述 单元过程燃烧项目燃料的效率（天然气或 MRG） 

来源 使用以下选项： 

a) 进行现场测定 

b) 若未对单元过程进行更新或变更，则可使用生产商记录的正常

运行情况下的能效规格说明（正常代表两次维护活动之间的负

荷） 

测量程序（如果有） 使用公认标准测定单元过程效率，例如―British Standard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boilers for steam, hot water and 

high temperature heat transfer fluids‖（BS845）或其他相似标准。使用

直接法（代表性时间段内净产热量除以所燃烧的燃料的热值）而不

用间接法（确定燃料供应及热能生产并估算损失）。在正常运行情况

下(正常代表单元过程符合、平均烟道氧气浓度、代表性或最佳外围



 30 / 43 

环境）测定稳定状态的效率。测定须由有资格的第三方监督（例如 

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审定/核证机构）。应在两次维修之间进行测定

以反映单元过程的正常状态。将测定程序集结果清楚地记录在项目

设计文件中，或在计入期内记录在监测报告中。 

测量频率 应按照以下频率测量： 

 两次维修之间 

 项目活动期间―项目燃料―发生本质变化 

 单元程序发生了可能影响其效率的改进或变更 

 计入期更新时 

QA/QC 程序  

备注 如基准线排放量章节所述，只有选项 A 适用于项目效率 

 

数据/参数 εbaseline,i,y 

单位  

描述 单元过程燃烧基准线燃料的效率 

来源 使用以下选项： 

a) 进行现场测定 

b) 若未对单元过程进行更新或变更且使用了对应于生产商提供的

效率规格说明的燃料时，则可使用生产商记录的最佳运行情况

下的能效规格说明（维护后的最佳负荷） 

测量程序（如果有） 使用公认标准测定单元过程效率，例如―British Standard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boilers for steam, hot water and 

high temperature heat transfer fluids‖（BS845）或其他相似标准。使用

直接法（代表性时间段内净产热量除以所燃烧的燃料的热值）而不

用间接法（确定燃料供应及热能生产并估算损失）。在最佳运行情况

下(最佳代表单元过程符合、平均烟道氧气浓度、代表性或最佳外围

环境）测定稳定状态的效率。应按照单元程序最佳运行实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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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须由有资格的第三方监督（例如 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审定/核

证机构）。应在预防性维护后立即进行测定以反映单元过程的最佳状

态。将测定程序集结果清楚地记录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或在计入期

内记录在监测报告中。 

测量频率 应按照以下频率测量： 

 项目活动开始后 

 单元程序发生了可能影响其效率的改进或变更 

 计入期更新时 

QA/QC 程序  

备注 若选择了选项 A 

 

数据/参数 εbaseline,i, 

单位  

描述 单元过程在年度 y内的独立时间段 t 中的基准线效率 

来源 项目参与方测定 

测量程序（如果有） 建立单元过程燃烧基准线燃料（煤炭或石油）的效率-负荷关系式

(ηBL,t = f(HRproject,t))。使用公认标准测定单元过程效率，例如―British 

Standard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boilers for 

steam, hot water and high temperature heat transfer fluids‖（BS845）或

其他相似标准。使用直接法（代表性时间段内净产热量除以所燃烧的

燃料的热值）而不用间接法（确定燃料供应及热能生产并估算损

失）。在最佳运行情况下(最佳代表单元过程符合、平均烟道氧气浓

度、代表性或最佳外围环境）测定稳定状态的效率。应按照单元程序

最佳运行实践执行。测定须由有资格的第三方监督（例如 经国家主

管部门备案的审定/核证机构）。应在预防性维修后立即进行测定以反

映单元过程的最佳状态。在测定活动中，负荷在整个运行区间内变

化，并测定单元过程在不同稳定状态下的效率。应在运行区间内至少

10 个不同负荷水平下测定效率。对测定效率及负荷水平进行回归分

析。计算回归分析的标准差，使用方法学附件中的方法。将测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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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果清楚地记录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或在计入期内记录在监测报告

中。 

测量频率 应按照以下频率测量： 

 项目活动开始后 

 单元程序发生了可能影响其效率的改进或变更 

 计入期更新时 

QA/QC 程序  

备注 若选择了选项 B 

 

数据/参数 NCVFF,i 

单位 TJ/t 或 TJ/m
3
 

描述 单元过程 i 所用燃料的净热值 

来源 燃料供应商、当地政府、国家标准、IPCC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参与方即可以使用当地可得可靠的准确数据。该数据不可得

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合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况，则

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照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

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

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测量频率 月度或每次新燃料交付时 

QA/QC 程序 不需要拟定额外的 QA/QC 程序 

备注 以较低的热值为标准 

 

数据/参数 NCVPF,y 

单位 TJ/t 或 TJ/m
3
 

描述 项目情景中，单元过程所用项目燃料（天然气或合成燃料）的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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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来源 燃料供应商、当地政府、国家标准、IPCC 

测量程序（如果有） 若为天然气：项目参与方既可以进行测定，也可以使用可靠可得的

当地准确数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

合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

照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

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若为 MRG：项目参与方应进行测定。 

可选的，也可以从合成燃料生产商处获得数据。 

测量频率 月度或每次新燃料交付时 

QA/QC 程序 不需要拟定额外的 QA/QC 程序 

备注 以较低的热值为标准 

 

数据/参数 hheatout,i,y 

单位 TJ/kg 

描述 缺少项目活动时，废热生产源出口处载气的焓，单位为 TJ/kg 

来源 项目参与方按照标准蒸汽表计算焓 

测量程序（如果有） 若热载气为蒸汽，则需要监测单元过程（锅炉）出口处的蒸汽温度

及压力，以确定蒸汽的焓。温度及压力监测仪表应按照供应商或最

佳实践的要求进行维护和校验。 

测量频率 最少月度测定。若单元过程负荷变化较大，则频率应为每日。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

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若蒸汽生产变化不大，则每月计算一次平均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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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hheatin ,i,y 

单位 TJ/kg 

描述 废热生产源入口处载气的焓（单元过程 i），单位为 TJ/kg 

来源 项目参与方按照标准蒸汽表计算焓 

测量程序（如果有） 若热载气为蒸汽，则需要监测单元过程（锅炉）入口处的蒸汽温度

及压力，以确定蒸汽的焓。温度及压力监测仪表应按照供应商或最

佳实践的要求进行维护和校验。 

测量频率 最少月度测定。若单元过程负荷变化较大，则频率应为每日。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

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若蒸汽生产变化不大，则每月计算一次平均焓值 

 

数据/参数 FRheat,i,y 

单位 kg/hrs 

描述 废热生产源（单元程序 i）产生的载气的流量（如空气、蒸汽或热

流） 

来源 单元过程 i 处的监测设备（蒸汽流量计） 

测量程序（如果有） 应在产热的单元过程出口处测定 

测量频率 连续 

QA/QC 程序 应定期对蒸汽流量表进行压力及温度校准，校准记录应保留。项目

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量管

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审

查。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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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数据/参数 hrsi,y 

单位 小时 

描述 废热生产源（单元过程 i）的运行时间 

来源  

测量程序（如果有）  

测量频率 连续 

QA/QC 程序  

备注  

 

数据/参数 FFproject,j,y 

单位 吨或 m
3
 

描述 单元过程 i 年度 y 燃烧的项目燃料（天然气或合成燃料）的量 

来源 项目边界上流量计读数 

测量程序（如果有） 应连续监测各单元过程燃气的年消耗量 

测量频率 连续 

QA/QC 程序 供给项目的天然气量的测定值应进行定期（根据法规或仪表商）维

护、校准及检验以保证可接受的精度。读数应与燃气供应商的账单

进行比较。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

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

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

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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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供应端及项目端都需要监测燃料消耗总量以交叉核对。 

 

数据/参数 EGPJ,y 

单位 MWh 

描述 热电联产单元供给工业设施的电量 

来源 测量发电量 

测量程序（如果有）  

测量频率 连续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

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数据/参数 FFMRG,pr,y 

单位 TJ 

描述 年度 y内项目活动消耗的 MRG 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或燃气供应商应提供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边界上流量计读数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校验记录应保持至核查后的 2 年。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

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

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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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若（1）使用天然气22或（2）可证明项目活动不影响合成燃料23生产

线。否则该值用于计算 MRG 生产相关的泄漏量 

 

数据/参数 EFMRG,prd,y 

单位 t CO2/TJ 

描述 年度 y 项目活动使用的 MRG 生产造成的排放因子 

来源 估算 

测量程序（如果有）  

测量频率 每年 

QA/QC 程序 不需要拟定额外的 QA/QC 程序 

备注 若无法证明 MRG 仅由合成燃料天然气消耗量的边际增长生产而得，

则应使用项目活动执行前后整个生产线的质量及能量守恒来估算

MRG。该信息用于计算合成生产线 MRG 生产造成的排放因子，如

公式 16。 

 

数据/参数 QSPin,PJ,i,y 

单位 TJ 

描述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及化

石燃料公用设施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22燃气直接由产气源泵出并供给使用燃气的工业设施。 
23合成生产线与生产液体燃料的生产线相连，即合成燃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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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QSPin,BL,i,y 

单位 TJ 

描述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及化石燃

料公用设施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QSPout,PJ,i,y 

单位 TJ 

描述 项目活动存在期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及化

石燃料公用设施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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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QSPout,BL,i,y 

单位 TJ 

描述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混合燃料生产线生产的化石燃料及化石燃

料公用设施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CFi 

单位 tC/TJ 

描述 表示化石燃料 i 对应的排放因子 

来源 当地、地区、全球（IPCC）、项目参与方、MRG 生产商 

测量程序（如果有） 项目参与方和/或合成燃料生产商可进行测定或使用可得可靠的当地

的准确数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的默认值被认为合

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所有数值应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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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值）选取，且应在

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 

测量频率 每年或定期采样（每次燃料交付至少采样一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 

备注 还可以使用上述默认值 

 

数据/参数 QNGin,PJ,y 

单位 TJ 

描述 项目存在期间输入 MRG 生产过程的天然气（及所有能源设施）的总

和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EFNG 

单位 t CO2/TJ 

描述 天然气（能源设施）排放因子 

来源 若适用，则应按照 IPCC2006 指南。液体燃料生产商可进行测定或使

用可得可靠的当地的准确数据。该数据不可得时，若 IPCC 200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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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认值被认为合理的表现的当地的情况，则可以使用该默认值。

所有数值应该按照保守原则（即在合理范围内选择较低的基准线数

值）选取，且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对所做选择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证

明。 

测量程序（如果有） 可由 MRG 供应商/生产商进行测定。应使用标准化测定协议或程

序，最好是国际公认的。 

测量频率 每年 

QA/QC 程序 不需要拟定额外的 QA/QC 程序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QNGin,BL,y 

单位 TJ 

描述 基准线年份输入 MRG 生产过程的天然气（及所有能源设施）的总和 

来源 燃气供应商或合成生产线提供的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FFMRGout,PJ,i,y 

单位 TJ 

描述 项目存在期间，年度 y 内由 MRG 过程外的天然气生产的 MRG―i‖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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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消耗的 MRG 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或燃气供应商应提供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所有 MRG―I‖的数据应记录并存储。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

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FFMRGout,BL,i,y 

单位 TJ 

描述 基准线年份中，年度 y 内由 MRG 过程外的天然气生产的 MRG―i‖量

项目活动消耗的 MRG 量 

来源 项目参与方或燃气供应商应提供信息 

测量程序（如果有） 燃料总消耗量应由 MRG 供应商监测并应与采购信息进行交叉核对 

测量频率 每年累计 

QA/QC 程序 项目存在期应记录、编制并报告该信息。若存在环境管理系统或质

量管理系统，该参数应配合该系统，以确保可以按照常规标准进行

审查。关于数据编制、存储及更正活动的责任应清晰界定。若项目

参与方提供信息，可与燃气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 

备注 所有 MRG―I‖的数据应记录并存储。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

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EFMR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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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 CO2/TJ 

描述 项目参与方、MRG 生产商 

来源 项目参与方应进行测定。或者从 MRG 生产商处获得该数据 

测量程序（如果有） 可由 MRG 供应商/生产商进行测定。应使用标准化测定协议或程

序，最好是国际公认的。 

测量频率 每年 

QA/QC 程序 不需要拟定额外的 QA/QC 程序 

备注 用于确定合成燃料生产线是否造成额外泄漏的信息 

 

数据/参数 EGPJ,export,y 

单位 MWh 

描述 工业设施生产的，间歇性输出至电网的电量 

来源 实测，生产线运行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用电表连续测定，电表定期校验 

测量频率 连续，每月/每年整理 

QA/QC 程序 与电网运营商交叉核对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