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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XXXXXXXXXX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XXXXXXXXXX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共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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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的基本原则、范围限定、数据获取方法、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废弃的热塑性塑料为原料，经分选、清洗、破碎、分切/熔融挤出造粒（包含拉条、

热切和/或水切造粒工艺）、改性等工艺制成的再生塑料切片或颗粒的碳排放因子计算。塑料类型以再

生聚乙烯（R-PE）、再生聚丙烯（R-PP）和再生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R-PET）为主，其他塑料类型

可作参考。 

本文件不适用于来自医疗废物、农药包装等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的再生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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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2008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37821-2019 废塑料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再生塑料  recycled plastic 

  利用废弃的塑料加工而成的用作原用途或其他用途的塑料，但不包括能量回收。本标准所指再生塑

料包括再生塑料切片或颗粒两种形态。 

 注1：从广义上讲，塑料的再生包括边角料或废弃制品的任何再利用。 

 注2：再生塑料可以再配或不配填料、增塑剂、稳定剂、颜料等。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等活动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也包括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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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再生塑料生产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

碳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值表示(kgCO2eq/kg)。 

 

产品系统  domestic service fundamental supportive standard 

具有基本流和产品流的单元过程的集合，执行一个或多个定义的功能，并对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进

行建模。 

 

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基于产品系统性能用来量化的基准单位。 

 

基准流  reference flow 

在给定产品系统中，为实现功能单元所表达的功能所需的过程的输入或输出的度量。 

 

原始数据  primary data 

过程或活动由直接量测或依据直接量测之计算，所获得之定量值。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由原始数据以外的来源获得之数据，包括数据库中选择一个已有数据集。 

 

原辅料  raw material 

用于生产产品的主要或次要材料。 

 

辅助输入  ancillary input 

在生产产品的单元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投入，但不构成产品的一部分。 

 

直接的环境排放  direct environmental emissions 

向空气、水体和土壤的排放，进入环境之后不再进行人为转化的物质或能量，不需要追溯下游过程。 

 

待处置废物  waste fo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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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包括一般废物、危险废物和可再生废物，需

要追溯下游过程。 

4 基本原则 

相关性 

应选择与评价产品系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相关的数据和方法。 

完整性 

应纳入所有对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有实质性贡献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清除。 

一致性 

应保证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的整个过程应用相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以得到与目标和范围相

一致的结论。 

准确性  

应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确保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是准确的、可核证的、相关的、无误

导的。 

避免重复计算 

当相同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分配只发生一次时，应避免在研究的产品系统内重复计算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5 范围限定 

产品系统边界 

5.1.1 产品系统边界计算范围为生产阶段和运输阶段（输入物料和废物处置），即从摇篮到大门，包

括废塑料回收、运输、预处理、再生塑料切片或颗粒的加工/制造、包装和出厂。按照单元过程划分，

应包括回收过程、预处理过程、加工/制造过程及包装过程中的一个或多个过程。 

5.1.2 计算回收过程碳排放时，若回收方式无法追溯或回收过程碳排放数据收集困难，可仅计算回收

设施到加工/制造设施运输产生的碳排放。 

5.1.3 预处理过程包括拆包、分拣、脱标、破碎、清洗、干燥、分选等工序。 

5.1.4 再生塑料系统边界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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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再生塑料系统边界图 

注： 实线框是产品系统与环境的边界。 

功能单位与基准流 

选取1t再生塑料的生产为功能单位，对加工/制造过程中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废物处置、运

输都以生产1t再生塑料为计算基准流。 

取舍原则 

取舍规则以各项物料投入占产品重量的重量比为依据，规则如下： 

a) 普通物料重量＜1%产品重量时，或含稀贵或高纯成分的物料重量＜0.1%产品重量时，可忽略其

上游生产数据；总共忽略的物料重量不超过 5%产品重量； 

b) 低价值废物作为原料，如粉煤灰、矿渣、秸秆、生活垃圾等，可忽略其上游生产数据； 

c)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6 数据获取方法 

数据范围 

收集系统边界范围内所有碳排放数据，包括原始数据和次级数据。 

原始数据包括再生塑料生产阶段的输入物料消耗、能源消耗、废物处置以及运输（包括运输形式、

运输距离和运输量）等数据。次级数据包括基础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集。 

数据质量规则 

6.2.1 确定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是从实施本标准的企业采集。 

6.2.2 须明确数据的时间覆盖面以及技术覆盖面。 

6.2.3 采集的数据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7 碳排放因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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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定 

7.1.1 每生产功能单位再生塑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应包括生产阶段和运输阶段（输入物料和废物

处置）的所有排放，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T 24040和 GB/T 24044计算。 

7.1.2 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应根据不同需求按阶段进行计算，并可将分段计算结果累计为再生塑

料系统边界内的全生命期碳排放。 

7.1.3 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应按本标准提供的方法和数据进行计算，可采用基于 LCA 原理设计和开发

计算软件进行计算。 

7.1.4 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应计算每生产功能单位再生塑料生产阶段碳排放与运输阶段（输入物料和

废物处置）碳排放之和，并应按下式计算： 

 

𝐹𝑟𝑝 = (𝐶𝑠𝑐 + 𝐶𝑌𝑆)/𝑄.............................（1） 

式中： 

Frp——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 即从摇篮到大门，生产功能单位再生塑料的碳排放量 (kgCO2eq/t) ； 

Csc——生产阶段碳排放 (kgCO2eq) ； 

Cys——运输阶段碳排放 (kgCO2eq) ； 

Q——功能单位，即1t再生塑料的生产。 

7.1.5 再生塑料生产阶段输入物料碳排放量的计算应包括原辅料、辅助输入、包装材料等，纳入计算

的物料应符合 5.3 取舍原则规定。 

再生塑料生产 

7.2.1 生产阶段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𝐶𝑠𝑐 = ∑ 𝑀𝑖𝐹𝑖
𝑛
𝑖=1 + ∑ 𝐸𝑗𝐹𝑗 +

𝑛
𝑗=1 ∑ 𝑊𝑘𝐹𝑘

𝑛
𝑘=1 .............................（2） 

式中： 

Csc——生产阶段碳排放 (kgCO2eq) ； 

Mi——第i种输入物料的消耗量，包括原辅材料、辅助输入、包装材料等； 

Fi——第i种输入物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单位物料数量)，可优先选取代表中国生产技术及市

场清单数据集。对于生产阶段碳排放贡献大或无可关联清单数据集的输入物料，宜调查其上

游生产过程，按照上游生产数据计算其生产阶段和运输阶段（输入物料和废物处置）排放量

作为该项输入； 

Ej——第j种净外购能源消耗量，包括电力、天然气、蒸汽等； 

Fj——第j种净外购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单位外购能源数量)，可优先选取代表中国生产技

术及市场清单数据集； 

Wk——第k种废物处置量，包括一般废物、危险废物、可再生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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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第k种废物处置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单位废物处置数量)，可优先选取代表中国生产技术

及市场清单数据集。对于对生产阶段碳排放量贡献大或无清单数据集的输入物料，宜调查其

上游生产过程，按照上游生产数据计算其生产阶段和运输阶段（输入物料和废物处置）排放

量作为该项输入。 

7.2.2 生产阶段输入物料的消耗量 4(Mi)应通过查询物料清单、采购清单、领料/投料清单等相关技术

资料确定，净外购能源消耗量(Ej)应通过查询缴费清单、抄表记录等相关技术资料确定，废物处置量(Wk)

应通过查询固废台账、委托处置信息等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7.2.3 废塑料作为主要输入物料，其在前一个生命周期的环境效益和负担应计算在当前产品系统中，

在 7.2.1基础上，按下式计算废塑料（再生塑料）和/或原生塑料为输入物料的碳排放： 

∑ 𝑀𝑖𝐹𝑖
𝑛
𝑖=1 =(1-𝑅1)𝐸𝑉 + 𝑅1 × (𝐴𝐸𝑟𝑒𝑐 + (1 − 𝐴)𝐸𝑉 ×

𝑄𝑠𝑖𝑛

𝑄𝑝
).............................（3） 

式中： 

A——原生塑料和再生塑料之间分配系数，取值范围为0.2 ≤ A ≤ 0.8，可依据国家统计局上年

发布的相关领域全年供给与需求情况或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数据取值，当可回收塑料高需求

低供给时，A=0.2；当可回收塑料供给和需求平衡时，A=0.5；当可回收塑料低需求高供给时，

A=0.8；若无相关数据，可取默认值0.5； 

R1——再生塑料在生产中输入的比例； 

Qsin/Qp——输入的再生塑料与原生塑料品质比，可依据行业标准中表示塑料品质的重要参数取值，

其中包装材料可按照默认值，PP、PET和HDPE取值0.9，LDPE取值0.75； 

Ev——每个功能单位原生塑料获取和生产所产生碳排放； 

Erec——每个功能单位再生塑料再生过程所产生碳排放，包括收集、分类和运输过程，即包括5.1.4

中的回收和预处理过程。  

再生塑料运输 

7.3.1 运输阶段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𝐶𝑌𝑆 = ∑ 𝑀𝑖𝐷𝑖
𝑛
𝑖=1 𝑇𝑖 + ∑ 𝑊𝑘𝐷𝑘

𝑛
𝑘=1 𝑇𝑘............................（4） 

式中： 

Cys——运输阶段碳排放(kgCO2eq)； 

Mi——第i种输入物料的消耗量(t)； 

Di——第i种输入物料平均运输距离(km)； 

Ti——第i种输入物料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t·km)]； 

Wk——第k种废物处置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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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第k种废物处置平均运输距离(km)； 

Tk——第k种废物处置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t·km)]。 

7.3.2 运输距离应采用实际的运输距离。 

7.3.3 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子(T)应包含输入物料从生产地到加工/制造设施的运输过程或废物从加工

/制造设施到处置设施的运输过程的直接碳排放和运输过程所耗能源的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宜优先选取

代表中国生产技术及市场清单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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