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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受西门子轨道交通设备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

查方”)的委托,对其 2⒆ 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 K【z匝 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 ,

是否符合 《机械设各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l,9的要求;

4)根据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J,9的要求,对

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核查范围

受核查方 2u1年度在企业法人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 西门子

轨道交通设各 (天 津 )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内的化石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业生

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1.3核查 准 则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 下简称“核算

指南”
)

——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2O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J,9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饣阢一⒛17)

—— 《天热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其他相关标准及要求 (GB/T11“ 2—⒛11)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

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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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牛欢 核查组组长 项目分工、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2 马明皓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3 赵振家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4 赵克蕾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发改办气候〔2017〕1989 号文

附件 5），核查小组查阅了受核查方相关的资料，从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受核查方网站

的相关信息，初步对受核查方的行业领域及主要产品分类代码进行了识别。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企业边界，排放设施的数量与位

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排放源和气体种类，进出企业边界的碳源流种类、数量及有关数据

的收集、处理、计算等。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

次会议、收集和查看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

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 

现场核查访谈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2 所示： 

表2-2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对象 职务/部门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1 年 4 月 8

日 

倪东 
总经理办公

室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

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马洪海 EHS 部 

石磊 工艺部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根据天津市工业和信

息化研究院工作程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修

改完毕后,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提交

至受核查方。

3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基本信‘息

西门子轨道坐落于天津滨海高新区,于 2018年 4月 注册成立。其前身作为西门子电

气传动有限公司的牵引产品业务单元,从 2O04年起便启动了地铁牵引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供货。特别是伴随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引进了西门子Velaro E动 车组技术而进行的为和

谐号CRII3系 列高速动车组配套的牵引电机、牵引变流器,及辅助变流器的大批量本地化

生产,使得公司逐渐成为中国市场最重要的高速动车组牵引传动产品生产商之一。

3。 1。2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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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1组织管理结构图

3.⒈3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1)地铁功率模块组装流程简介

第一步:散热器装配。将散热器配件放置到装配台上,对相关部位进行密封处理,然

后清理表面,涂抹散热膏;第二步:IGBT模块装配。取出相应的模块和二极管等组件物

I搅槲

△豸襁

熵够锴邺



料,清洁其表面,测试后涂抹导热膏,最后确认过程完成;第三步:将模块装配到散热器

上。使用螺栓装配并按要求紧固,然后装配金属梁到散热器中;第 四步:装配温度传感器。

去除相应的电阻器件,固定到散热器铜排上,并进行力矩紧固。然后装配温度传感器,并

使用相应附件完成装配;第五步:将电缆线束固定在 IGBT接头上;第六步:安装铜排。

取三个铜排,清洁其表面,然后将线缆连接到铜排之上,然后用力矩扳手固定安装螺栓 ,

并进行自检、互检;第七步:装配电容器。在电容器的两端涂抹相应的油脂,然后装配到

装配板上,最后使用电容安装模具进行装配;第八步:装配驱动单元的PCB板;第九步:

使用吹气枪清洁装置表面,并包装后放置到木质底托上完成装配过程;第十步:例行出厂

测试,确保质量完全合格。

(2)牵 引变流器检修流程简介

第一步:清洁牵引变流器表面,检查其冷却系统,紧固件有无松动等相关的外观检查;

第二步:对检修变流器进行入场功能测试;第三步:密封胶条的更新;第四步:目 视检查

冷却系统管路连接是否良好,有无泄漏,进出水口是否密封良好;第五步:清洁变流器内

部灰尘;第六步:拆卸内部冷却单元;第七步:目 视检查断路器接触点;第八步:检查电

容和电阻值;第九步:拆卸并清洁 IGBT模块,检查控制单元及传感器;第十步:检查电

气控制系统,更新冷却系统,更换冷却液,并更换拆卸下的紧固件;第十一步:检查标识

是否准确清晰,安装是否可靠,内部的部件无破损或丢失;第十二步:进行例行出厂测试 ,

确保检修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3)牵 引电机制造装配流程简介

第一步:定转子铁芯叠片机加工;第二步:转子生产。转子铁芯穿铜条焊铜环穿轴 ;

第三步:定子生产。定子线圈各料、绕线、绝缘、嵌线、焊接、测试、真空压力浸漆。第

四步:识别生产订单所需的电机机壳物料号,确认为所需机壳物料后要清理机壳内、外部 ,

使之符合装配的清洁度要求;第五步:将定子总成压入机壳。其过程为把机壳吊放至操作

台,然后加热机壳,待达到要求温度后,吊起定子并压入机壳之内,然后把相关的附、配

件安装到预留位,为后序装配准备;第六步:焊接定子引出线,使定子三相出线引出到端

子安装位置;第七步:固定三相铜排,焊接三相引出线的排,然后进行铜排绝缘;第八步:

安装轴承。首先检查轴承外观及物料号,再准备轴承室部分,并将轴承压入轴承室中;第

九步:给电机本体涂底。第十步:电机转子装配。先处理电机转子,然后使用工装将转子

装配入电机内;第十一步:安装电机附件,完成电机装配;第十二步:例行出厂测试,确

保质量完全合格。



3.1.4使用的能源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为电力、天然气,其中:电力为生产设各及办公设备消耗 ,

天然气用于生产设备消耗。

3。1.5核查结论

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报告所描述的企业基本情况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符

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核算边界的符合性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受

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内为受核查方控制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

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3.2.2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核

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s-1 主要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3。2.3核查结论

经过以上内容核查,核查组确认受审核方提供的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排放源和气体种

类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 《核算指南》

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受核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下式计算:

排放类型 排放源 气体种类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Co2 生产设各消耗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 /

净购入电力 电力 Co2 全厂用电设施

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 /



E=E燃姥+E菇猡+E杉 +E热ヵ          (1)

尉申
'

E—— 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J总 量,单位为吨C0当量;

E栅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0排放;

E猡 一 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 Co当 量排放 ;

E劭 ——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C0排放 ;

E肋 ——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C0排放。

3。3。1燃料燃烧排放

1)排放量计算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采用 《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

Ec·a糊 =易 亻2Dj ×CCj× @只 ×亻//f2丿           (1)

式中,

助@2糊 一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

'—
— 化石燃料的种类;

/Df—— 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cCf—— 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对气体燃料

以吨碳/万 Nm3为 单位 ;

@∏ —— 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为佴/12。

2)活动水平数据的计算

机械设各制造企业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

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公式 (2)计算

/D氵 =Λ石C巧 ×FCJ                     (2)
式中

/D.,同 公式 (1λ

Ⅳc冫← 为化石燃料品种 i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 GJ/吨为单位,对气体

燃料以GJ/万 Nm3为 单位。

FcJ  报告期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t对气体燃料 ,

单位为万 Nm3。



3.3.2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E笤 和热≡彳D鬯力×EF笤力+/D杉 ×EF热力                (3)

式中:

E电和热:净购入生产用电力、热力隐含产生的 C0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02、

AD电力、AD热力:分别为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和热力量 (如蒸汽量 ),单

位分别为兆瓦时 (MW⑴ 和百万千焦 (GJ、

EF电力、EF热力:分别为电力和热力 (如蒸汽 )的 C0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

C02/兆 瓦时 (tC02/MWh)和 吨 CO2/百 万千焦 (tCO2/GJ)。

受核查方不涉及外购热力的排放。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 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根据章节 3.2中 对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及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核查,核查组查阅了相

关统计报表、财务凭证、原始抄表记录等,对受核查方相关活动数据及来源进行核查,核

查结果说明如下:

3.4.1.1燃料燃烧排放

(1)天然气消耗量

通过现场访谈以及查阅文件,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天然气消耗主要为生产消耗,根据

受核查方提供的能源消耗情况统计表进行统计消耗量。

表39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

单位 m’

确认数值
天然气

90113

数据来源 根据受核查方提供的能源消耗情况统计表进行统计消耗量

监测设各

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 每月 1次

监测设各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校核
(1)受核查方 2ω 1年使用的天然气消耗量如下表所示。
(2)查 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报表及对应发票,确认下表中各项数据完整、正确。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受核查方 2021年的天然气消耗量为 90113m3。

(2)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

表s-4 对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3。4.1.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

表3-s 2Oz1年度天然气消耗量统计表 (单位:m3)

⒛21年 天然气

1月 0

2月 0

3月 0

4月 8129

5月 10570

6月 13999

7月 14479

8月 11957

9月 2504

10月 5525

11月 13168

12月 9782

全年 90113

参数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

确认数值
天然气

389.31

单位 GJ/104Nm3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没有实测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受核查方采用 《机械设各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J,9中 附录二表 2.1的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与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的 缺省值一

致。



3.4.1.3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

(1)净购入电力

表s-5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2)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

单位 MW%

确认数值 1867.065

数据来源 能源统计报表

监测设备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各校验 电力公司统一安装设备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

交叉校核 查阅财务部提供的电力购买发票及结算单,与 能源统计报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净购入电量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

表s-6 核查确认的zO21年净购入电力统计 (单位:kwh)

2021年 购入电力

1月 166974

2月 105525

3月 104165

4月 95344

5月 158326

6月 210991

7月 275066

8月 266289

9月 164331

10月 85020

Il月 114870

12月 120164

全年 1867065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化 石燃料燃烧

(1)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表3刀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2)碳氧化率的核查

3.4。2.2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3.4.2.3电 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s-9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数据真实、可靠、准确,且符

10

参数 天然气

核查确认的数据值 o.0153

单位 tC/GJ

数据源 采用核算指南中附录二中表 2.1的 缺省值。

核查结论
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⒛21年度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

据数据真实、可靠、准确,与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一致。

表s-8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参数 天然气

核查确认的数据值 99%

单位 /

数据源 采用核算指南中附录二中表 2.1的 缺省值。

核查结论
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⒛21年度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碳氧化率数据数

据真实、可靠、准确,与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一致。

参数 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o.8843

单位 tCo丿~IW%

数据源
K【9011年和⒛12年 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的华北电网 2012

年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与 《2011年 和 ⒛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中的华中电网⒛12年排放因子一致,数据准确。



合 《核算指南》要求。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审阅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对受核查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通过

重复计算、公式验证等方式,确认排放量计算公式和结果正确。

3.4.3.1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表s-102怩 1年度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3.4.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不涉及。

3.4.3.4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s-Ⅱ 2m1年度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3.4.3.5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不涉及。

3.4.3.6排放量汇总

表s-⒓ 2⒓1年度排放量汇总表

年度
料

种

燃

品

消耗量
低位

发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氧

率

碳

化

Co2与碳的

分子量比
排放量

A B C D E F=A衤 B艹 C艹 D衤 E

10。Nm3 GJ/104Nm3 tC/GJ tCo2

2021
天然气 9.0113 389.31 0.0153 99% 3.67 195,0184

合计 195.0184

年度

电力消耗量 排放因子 净外购电力消耗排放量

MWh tCo2MⅥh tCo2

A B C=A艹B

2021 1867.065 o。 8843 1651.0456

年度 2021年

排放总量 (tCo￡
) 1846.06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e) 195.0184



年度 2021年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tCo2e) o.0000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tC0夕
) 1651.0456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tCo￡ ) 0.0000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

1)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2)受核查方制定了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

3)受核查方未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

4)受核查方未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4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核查组对受核查方 2021

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的排放报告核算方法与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 (试行 l,9相符合。

4。2排放量声明

4.2.1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表⒋1经核查的排放量

年度 ⒛21年

排放 I总 量 (tCo夕 ) 1846.06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e) 195.018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tCo2e) 0.0000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tCo2e) 1651.0456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tCo2e) 0。 0000



4.2.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的排放量声明

不涉及。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5附件

附件⒈ 不符合清单

附件⒉ 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建议受核查方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内部审核制度等。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NC1 无

NC2

N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