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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染料 

编制单位名称：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核算结论：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染料产品从原料获取

到产品销售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为 15536.14吨 CO2e。



 
 

1 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2021 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2 企业基本情况 

报告主体名称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作） 
报告年度 2021 

所属行业 染料制造（ C2645） 组织机构代码 73213096X 

法定代表人 蔡培明 

详细地址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翔路 189号 

管理负责人 姓 名 张玉银 部门/职务 安环部能管员 手 机 13958236306 

报告主体边界说明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酸性染料和溶剂染料化工企业。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翔路 189号。 

产能变化情况说明（与上年度相比） 

2021年度生产染料 1986吨，与上年度生产染料 1790吨增加了 10.9%。 

主要工艺流程说明 

    1、酸性绿 25#生产工艺流程：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甲苯胺进行缩合反应，

然后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用于缩合 工

序，抽滤后的固体需要进行精制，计量泵打入丁醇和 30%液碱温度控制在 70℃进行溶

解，然后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 面杂质，然后进行抽滤，母液回收套

用，滤饼采用水蒸汽共沸蒸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

作为共沸 蒸馏的第二釜的釜底水；共沸蒸馏后得到的物质进行抽滤，抽滤产物进入反

应釜加硫酸进行磺化，完成后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稀释，调节 pH，然后

进行压滤，色基再用 30%烧碱进行中 和，然后再一次压滤，得到产品。 

2、油溶蓝 97#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和蓝胺在溶剂水中进行缩合，然后在反

应釜中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稀释，调节 PH；完成后将原料进行真空抽

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废水进入厂区废水站。 

3、油溶紫 13#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甲苯胺三种原料加在一起进

行缩合反应，缩合过程中温度控制在 110℃，完成后将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

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收套用；滤饼中含有丁醇，再采用水蒸汽共沸蒸

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作为共沸蒸馏的第二釜的釜



 
 

底水；然后进行抽滤，抽滤产生的废水进入厂区污水站，抽滤后的固体份进行烘干，

干燥温度控制在 110℃左右得到产品。 

4、酸性绿 27#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丁基苯胺进行缩合反应，然

后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用于缩合工序，

抽滤后的固体需要进行精制，计量泵打入丁醇和 30%液碱温度控制在 70℃进行溶解，

然后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面杂质，然后进行抽滤，母液回收套用，滤

饼采用水蒸汽共沸蒸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作为共

沸蒸馏的第二釜的釜底水；共沸蒸馏后得到的物质进行抽滤，生产的废水进入厂区污

水站；抽滤产物进入反应釜加硫酸进行磺化，完成后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

稀释，调节 pH，然后进行压滤，废水进入废水站，色基再用 30%烧碱进行中和，然后

再一次压滤，废水进入废水站，得到产品。产品经烘干后得到成品。 

5、油溶蓝 104#产品工艺：油溶蓝 104#生产工艺与油溶蓝 97#基本相同。1,4-二羟

基蒽醌和均三甲苯胺在溶剂水中进行缩合，然后在反应釜中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

水进行稀释，调节 PH；完成后将原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

系统，废水进入厂区废水站。 

6、溶剂红、溶剂绿、溶剂蓝、溶剂橙、溶剂黄产品工艺：首先在反应釜中用隔膜

泵投入乙醇，然后投入原染料色基进行精制，精制工艺为升温到 80℃进行溶解，然后

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面杂质，到达终点后放料进行压滤，压滤产生的

母液（乙醇）回收套用，物料再用 90~100℃的热水洗涤，洗涤后进行抽滤，抽滤完毕

后将精制料送进烘箱干燥，干燥废气进废气处理装置，烘箱温度控制在 110℃左右，充

分干燥后在封闭的状态下粉碎，粉碎粉尘经布袋除尘后排放。最后经取样分析合格后

包装入库。 

3 核算边界 

产品碳足迹应包括三个部分：（1）原材料运输碳足迹；（2）产品

生产碳足迹（包括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碳足迹）；（3）产品销售过程碳

足迹。 

4 碳足迹核算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 2021年度化石能源消耗量：天然气

18.36万 Nm³ ，电力 10030MWh,热力 91789GJ。数据来源公司《2021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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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计算公式 

EIADE
2CO  电力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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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热力净热  

表 4-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燃料

品种 

消耗量

（万 m

³ ） 

低位发热量

（GJ/万 Nm

³ ） 

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碳氧化

率（%） 

二氧化碳与

碳分子比 

CO2排放

量（t） 

天然

气 
18.36 389.31 15.3×10 ³﹣  99 44/12 369.98 

数据

来源 

天然气消耗量：公司《202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缺省值。 

核查

结论 
符合要求 

表 4-2净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MWh）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

（t） 

10030 0.64 6419.2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GJ） 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GJ）  
CO2排放量

（t） 

91789 0.095 8719.96 

数据来源 

电力、热力消费量：公司《202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宁波市星级绿色工厂评价导则（2022版）》中

CO2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符合要求 

5 结果分析及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产品碳足迹中生产过程中的电力消耗碳足迹占

比高达 41.32%，蒸汽消耗碳足迹占比为 56.13%，因此，生产过程中的电

力消耗和蒸汽使用是影响产品碳足迹的关键要素，也是降低产品碳足迹

的关键环节。 

产品碳足迹改善措施 

通过对产品碳足迹构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生产电力消耗和生产蒸

汽消耗是产品碳足迹的主要贡献，而这也恰恰揭示出了其潜在的减排环

节： 



 
 

(1)提高产品生产中的电效。通过设备和系统的节能改造，优化工 

艺流程，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电耗。采用国内先进的工艺技术、采用达到

国家 1级能效的耗能设备、对生产中的余压余能进行回收利用均是切实

可行的方法； 

(2)加强生产全过程的管理。优良的生产管理，可以有效降低生产 

过程中的电耗，减少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 

(3)提高蒸汽的使用效率。通过碳足迹核算量汇总表数据，蒸汽消

耗碳足迹占比为 56.13%，因此，通过提高蒸汽使用效率减少 CO2排放的

潜力。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蒸汽加热设备做好保温等措施； 

(4)降低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前提

下，招投标时优先考虑近距离供货方，同时加强车辆运输中的管理，合

理制定发货时间、频次和路线，尽量避免空载或货载率低的无效运输，

从而减少运输能耗，减少运输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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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2020 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报告主体名称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作） 
报告年度 2021 

所属行业 染料制造（ C2645） 组织机构代码 73213096X 

法定代表人 蔡培明 

详细地址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翔路 189号 

管理负责人 姓 名 张玉银 部门/职务 安环部能管员 手 机 13958236306 

报告主体边界说明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酸性染料和溶剂染料化工企业。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翔路 189号。 

产能变化情况说明（与上年度相比） 

2021年度生产染料 1986吨，与上年度生产染料 1790吨增加了 10.9%。 

主要工艺流程说明 

    1、酸性绿 25#生产工艺流程：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甲苯胺进行缩合反应，

然后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用于缩合 工

序，抽滤后的固体需要进行精制，计量泵打入丁醇和 30%液碱温度控制在 70℃进行溶

解，然后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 面杂质，然后进行抽滤，母液回收套

用，滤饼采用水蒸汽共沸蒸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

作为共沸 蒸馏的第二釜的釜底水；共沸蒸馏后得到的物质进行抽滤，抽滤产物进入反

应釜加硫酸进行磺化，完成后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稀释，调节 pH，然后

进行压滤，色基再用 30%烧碱进行中 和，然后再一次压滤，得到产品。 

2、油溶蓝 97#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和蓝胺在溶剂水中进行缩合，然后在反

应釜中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稀释，调节 PH；完成后将原料进行真空抽

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废水进入厂区废水站。 

3、油溶紫 13#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甲苯胺三种原料加在一起进

行缩合反应，缩合过程中温度控制在 110℃，完成后将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

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收套用；滤饼中含有丁醇，再采用水蒸汽共沸蒸

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作为共沸蒸馏的第二釜的釜

底水；然后进行抽滤，抽滤产生的废水进入厂区污水站，抽滤后的固体份进行烘干，



 
 

干燥温度控制在 110℃左右得到产品。 

4、酸性绿 27#产品工艺：1,4-二羟基蒽醌、丁醇和对丁基苯胺进行缩合反应，然

后物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系统，母液回用于缩合工序，

抽滤后的固体需要进行精制，计量泵打入丁醇和 30%液碱温度控制在 70℃进行溶解，

然后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面杂质，然后进行抽滤，母液回收套用，滤

饼采用水蒸汽共沸蒸馏，分离得到的丁醇和水的共沸物经冷凝后回收丁醇，水作为共

沸蒸馏的第二釜的釜底水；共沸蒸馏后得到的物质进行抽滤，生产的废水进入厂区污

水站；抽滤产物进入反应釜加硫酸进行磺化，完成后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水进行

稀释，调节 pH，然后进行压滤，废水进入废水站，色基再用 30%烧碱进行中和，然后

再一次压滤，废水进入废水站，得到产品。产品经烘干后得到成品。 

5、油溶蓝 104#产品工艺：油溶蓝 104#生产工艺与油溶蓝 97#基本相同。1,4-二羟

基蒽醌和均三甲苯胺在溶剂水中进行缩合，然后在反应釜中通过计量泵泵入 30%盐酸和

水进行稀释，调节 PH；完成后将原料进行真空抽滤，抽滤过程中的废气进入废气处理

系统，废水进入厂区废水站。 

6、溶剂红、溶剂绿、溶剂蓝、溶剂橙、溶剂黄产品工艺：首先在反应釜中用隔膜

泵投入乙醇，然后投入原染料色基进行精制，精制工艺为升温到 80℃进行溶解，然后

室温静置析出重结晶，目的为溶解表面杂质，到达终点后放料进行压滤，压滤产生的

母液（乙醇）回收套用，物料再用 90~100℃的热水洗涤，洗涤后进行抽滤，抽滤完毕

后将精制料送进烘箱干燥，干燥废气进废气处理装置，烘箱温度控制在 110℃左右，充

分干燥后在封闭的状态下粉碎，粉碎粉尘经布袋除尘后排放。最后经取样分析合格后

包装入库。 

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公司在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5536.14吨 CO2e。其中，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369.98吨 CO2、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量为 15139.16吨 CO2。 

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 2021年度化石能源消耗量：天然气

18.36万 Nm³ ，电力 10030MWh,热力 91789GJ。数据来源公司《2021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计算公式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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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计算公式 

EIADE
2CO  电力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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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表 4-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燃料

品种 

消耗量

（万 m

³ ） 

低位发热量

（GJ/万 Nm

³ ） 

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碳氧化

率（%） 

二氧化碳与

碳分子比 

CO2排放

量（t） 

天然

气 
18.36 389.31 15.3×10 ³﹣  99 44/12 369.98 

数据

来源 

天然气消耗量：公司《202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缺省值。 

核查

结论 
符合要求 

表 4-2净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MWh）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

（t） 

10030 0.64 6419.2 

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GJ） 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GJ）  
CO2排放量

（t） 

91789 0.095 8719.96 

数据来源 

电力、热力消费量：公司《202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宁波市星级绿色工厂评价导则（2022版）》中

CO2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符合要求 

五、其它希望说明的情况 

本报告真实、可靠，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本企业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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