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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已被确定为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将在未来

几十年继续影响商业和公民。气候变化对人类和自然系统都有影响，并可能对资

源可用性、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有必要在现有最佳科学知识

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的紧急威胁作出有效和渐进的应对。产品碳足迹量化是将

科学知识转化为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温室气体可以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内排放和去除，包括原材料的获取、设计、生产、运输/交付、使用和寿命终

止处理。量化产品的碳足迹（CFP）将有助于理解和采取行动，在产品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增加温室气体的去除量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产品碳足迹计算只包含一个完整生命周期评估（LCA）的温室气体的部分。

基于 LCA的研究方法，国际上已建立起多种碳足迹评估指南和要求，用于产品

碳足迹认证，目前广泛使用的碳足迹评估标准有三种：①《PAS 2050:2011商品

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此标准是由英国标准协会（BSI）

与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英国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联合发布，是

国际上最早的、具有具体计算方法的标准，也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产品碳足迹评价

标准；②《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此标准是由世

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简称 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WBCSD)发布的产品

和供应链标准；③《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此标准以 PAS 2050为种子文件，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编制发布。产品碳足

迹核算标准的出现目的是建立一个一致的、国际间认可的评估产品碳足迹的方法。



2

1 执行摘要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相关环境披露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接受社会

监督，特邀请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对其选定产品的碳足迹排放情况进行研究，

出具研究报告。研究的目的是以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为基础，采用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

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的要求中规定的碳足迹核算方法，计算得

到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鲜益母草胶囊的碳足迹。

本报告的功能单位定义为生产“1件鲜益母草胶囊（1件=200 盒=4800 粒，

6962g）”。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坟墓”类型，包括鲜益母草胶囊的上游原材料生

产阶段、原材料运输阶段、产品生产阶段、产品销售运输阶段、产品使用阶段、

产品废弃回收阶段产生的排放。

报告对鲜益母草胶囊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碳足迹比例进行分析。从单个阶段对

碳足迹贡献来看，发现产品生产阶段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原材料生

产阶段。

评价过程中，数据质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本次数据收集和选

择的指导原则是：数据尽可能具有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商术、地域、时间等

方面。鲜益母草胶囊生产生命周期内主要过程活动数据来源于企业现场调研的初

级数据，部分通用的原辅料数据来源于 GaBi数据库（GaBi Databases）及中国产

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本次评价选用的数据在国内外 LCA评价中被高度认可和广泛应用。

2 公司信息介绍

2.1 公司介绍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年，现已发展为集药品研发、生产、

药品批发、零售连锁于一体的、农业开发、生态养殖、科工贸结合的集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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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中科院金华科技园骨干企业，国家火炬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金华市商标品牌示范

企业。大德集团目前已拥有“大德 dade”、“回力神”两个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在全国 20多个省市设有办事处，公司产品已覆盖除西藏、台湾、香港

外的所有省市。

公司建立了“大德血管靶向创新药物”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以

肿瘤血管靶向破坏药物为研发方向，建立了化学合成中心、制剂中心、药物检测

中心、注册管理信息中心。公司先后承担科技部火炬计划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

项目、浙江省火炬计划项目、浙江省生物制药重大专项、省经贸委中药现代化专

项资金项目，并已顺利通过验收，并与上海大学、浙江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天津药物研究院、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

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多个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协

作关系，开展了多项课题的临床前药学、药理、新药作用机理、毒理和安全性评

价及临床研究。

公司已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 82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发明专利 44项，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外观设计专利 2项，此外公司还申请国外发明专利，获得

授权的有 20项。公司目前拥有 29个品种，其中国家新药 4个，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 3个，多个国家 1.1类新药正在开展临床前或临床研究。

公司积极参于社会慈善活动。2016年企业捐赠义乌市慈善总会冠名基金壹

千万元。每年出资捐助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名儿童得到

了资助，避免辍学。公司积极捐款捐物，救灾救难，先后投入 1000余万元。

公司发展目标：工业销售力争 3年翻三翻；农业开发力争 3年产值过亿；全

集团经过三年拼搏、努力实现双超亿，即利润超亿、纳税超亿，成为义乌市一流

的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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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产工艺

本报告研究产品鲜益母草胶囊主要生产工序为破碎工艺、浓缩工艺、制粒工

艺等，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图 2.1 工艺流程图

2.3 设备信息

表 2.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能源品种

1 全自动胶囊剂生产线 定制 3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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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式空调机组 GS 10 电力

3 真空冷冻干燥机组 FDG-100M2 4 电力

4 循环水泵 KL200—315 10 电力

5 空压机 SV37 3 电力

6 变压器 S13-630/10 1 电力

7 变压器 S11-400/10 3 电力

8 变压器 S11-630/10 1 电力

9 燃气锅炉 WNS6-1.25-Y.Q 1 天然气

2.4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鲜益母草胶囊

产品规格：1件=200盒=4800粒

产品质量：6962g

图 2.2 产品照片（1盒）

产品说明：鲜益母草胶囊为硬胶囊，每粒装 0.4g，内容物为浅绿色至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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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和粉末；气微，味苦。具有活血调经的作用，常用于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

产后恶露不绝，症见经水量少、淋漓不净、产后出血时间过长；产后子宫复旧不

全等上述症候者。本产品执行《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Z20080052。

3 目标与范围定义

3.1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得到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生产的“1件鲜

益母草胶囊（1件=200盒=4800粒，6962g）”全生命周期过程碳足迹的平均水平，

为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持续的节能减排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碳足迹核算是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披露产品的碳足迹是环境

保护工作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是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迈向国际市场的

重要一步。本报告的研究结果将为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鲜益母草胶囊的

采购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途径，对促进产品全供应链的温室

气体减排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本报告研究结果的潜在沟通对象包括两个群体：一是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二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如上游主要原材

料供应商、下游采购商、地方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等。

3.2 系统边界

本次碳足迹评价的系统边界为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鲜益母

草胶囊产品生产活动及非生产活动的全生命周期。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坟墓”

类型，包括鲜益母草胶囊的上游原材料生产阶段、原材料运输阶段、产品生产阶

段、产品销售运输阶段、产品使用阶段、产品废弃回收阶段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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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单位

为方便系统中输入/输出的量化，本报告功能单位定义为：生产“1件鲜益母

草胶囊（1件=200盒=4800粒，6962g）”。

3.4 生命周期流程图的绘制

根据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绘制“1件鲜益母草胶囊”产品的生命周期流程图，其碳足迹评价模式为从商业到

消费者（B2C）评价：包括从原材料获取，通过制造、分销和零售，到客户使用，

以及最终处置或再生利用整个过程的排放，产品的生命周期流程图如下：

图 3.1 产品照片生命周期评价边界图

本报告中，产品的系统边界属“从摇篮到坟墓”的类型，为了实现上述功能单

位，产品的系统边界见下表：

表 3.1 包含和未包含在系统边界内的生产过程

包含的过程 未包含的过程

a.产品生产的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原材料

获取+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产品运输+产

品使用+废弃回收；

b.主要原材料生产过程中能源的消耗；

a.资本设备的生产及维修；

b.次要原材料及辅料获取和运输；

c.销售等商务活动产生的运输。



8

包含的过程 未包含的过程

c.产品生产过程天然气、电力及其他耗能

工质的消耗；

d.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厌氧处理；

e.原材料运输、产品运输。

3.5 取舍准则

本项目采用的取舍规则以各项原材料投入占产品重量或过程总投入的重量

比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I普通物料重量＜1%产品重量时，以及含稀贵或高纯成分的物料重量＜0.1%

产品重量时，可忽略该物料的上游生产数据；总共忽略的物料重量不超过 5%；

II大多数情况下，生产设备、厂房、生活设施等可以忽略；

III在选定环境影响类型范围内的已知排放数据不应忽略。

本报告所有原辅料和能源等消耗都关联了上游数据，部分消耗的上游数据采

用近似替代的方式处理，基本无忽略的物料。

3.6 影响类型和评价方法

基于研究目标的定义，本研究只选择了全球变暖这一种影响类型，并对产品

生命周期的全球变暖潜值（GWP）进行了分析，因为 GWP是用来量化产品碳足

迹的环境影响指标。

研究过程中统计了各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

和三氟化氮（NF3）等。并且采用了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年)提出的方法

来计算产品生产周期的 GWP值。该方法基于 100年时间范围内其他温室气体与

二氧化碳相比得到的相对辐射影响值，即特征化因子，此因子用来将其他温室气

体的排放量转化为 CO2当量（CO2e）。例如，1kg甲烷在 100年内对全球变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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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相当于 27.9kg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因此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

为基础，甲烷的特征化因子就是 27.9kgCO2e。

3.7 数据质量要求

为满足数据质量要求，在本研究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I数据准确性：实景数据的可靠程度

II数据代表性：生产商、技术、地域以及时间上的代表性

III模型一致性：采用的方法和系统边界一致性的程度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并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选择来自

生产商和供应商直接提供的初级数据，其中企业提供的经验数据取平均值，本研

究在 2022年 7月进行数据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当初级数据不可得时，尽

量选择代表区域平均和特定技术条件下的次级数据，次级数据大部分选择来自

Gabi数据库及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2022）；当目前数据

库中没有完全一致的次级数据时，采用近似替代的方式选择数据库中数据。数据

库的数据是经严格审查，并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 LCA研究。

本次报告编制中初级数据，如生产制造的原辅材料清单及能源消耗由生产厂

商直接提供，数据等级为实际现场值，数据质量高；次级数据如原材料生产、运

输和产品运输中使用的能源消耗来源于 Gabi数据库或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系数库（2022）中的背景数据。各个数据集和数据质量将在第 4章对每

个过程介绍时详细说明。

4 过程数据收集

4.1 原材料生产阶段

4.1.1 活动水平数据

原材料数据来源于企业 2021年实际消耗量统计，根据“1件鲜益母草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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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件=200盒=4800粒，6962g）”进行分配，具体数据如下：

表 4.1 原材料及辅料消耗量

序号 原材料 活动水平 单位 来源

1 鲜益母草 31.93 kg 生产统计

2 糊精 0.479 kg 生产统计

3 硬脂酸镁 3.83 g 生产统计

4 药用聚氯乙烯硬片 0.87 kg 生产统计

5 鲜益母草铝箔 0.17 kg 生产统计

6 鲜益母草复合膜 0.38 kg 生产统计

7 鲜益母草说明书 392 g 生产统计

8 鲜益母草纸盒 1812 g 生产统计

9 鲜益母草纸箱 820 g 生产统计

10 干燥剂 204 g 生产统计

4.1.2 排放因子数据

原材料生产的碳排放系数未进行供应商实景过程调研，数据通过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和 GaBi Databases等获取，具体数据如

下：

表 4.2 原材料及辅料排放因子

序号 原材料 排放因子 单位 数据来源

1 鲜益母草 0.18 tCO2eq/t China Database—叶菜类

2 糊精 0.23 tCO2eq/t China Database—淀粉根

3 硬脂酸镁 2.2289 tCO2eq/t EF-secondary data—stearate production

4 药用聚氯乙烯硬片 2.12 tCO2eq/t GaBi Database—polyvinyl choloride SPVC

5 鲜益母草铝箔 9.12 tCO2eq/t China Database—铝罐和铝箔

6 鲜益母草复合膜 1.99 tCO2eq/t GaBi Database—polyvinyl choloride

7 鲜益母草说明书 1.76 tCO2eq/t China Database—复印纸

8 鲜益母草纸盒 0.14 tCO2eq/t China Database—包装纸盒

9 鲜益母草纸箱 0.23 tCO2eq/t GaBi Database—corrugated board

10 干燥剂 4.28 tCO2eq/t EF-secondary data—silicon 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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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材料运输阶段

4.2.1 活动水平数据

原材料运输阶段活动水平为根据供应商与企业平均距离计算所得的货物周

转量，具体数据如下：

表 4.3 原辅材料运输活动水平

序号 原辅材料 活动水平 单位 来源

1 鲜益母草 0.6386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2 糊精 0.0766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3 硬脂酸镁 0.0023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4 药用聚氯乙烯硬片 0.1958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5 鲜益母草铝箔 0.0221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6 鲜益母草复合膜 0.0646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7 鲜益母草说明书 0.1176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8 鲜益母草纸盒 0.5436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9 鲜益母草纸箱 0.0287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10 干燥剂 0.2244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4.2.2 排放因子数据

原材料运输方式均为道路运输，因未能获取运输过程实际能源消费量，数据

通过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获取，具体如下：

表 4.4 原辅材料运输排放因子

序号 原辅材料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1 所有物料 0.074 kgCO2eq/( t·km) China Database—道路交通平均

4.3 产品生产阶段

4.3.1 活动水平数据

产品生产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均来源于企业统计的实景数据，具体如下：

表 4.5 产品生产阶段活动水平

生产单元 项目 活动水平 单位 来源

全厂区 电 0.1334 MWh 生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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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17.3491 Nm3

水 1.0829 m3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 5.4304 kgCOD

4.3.2 排放因子数据

产品生产阶段的排放因子来源于背景数据库，具体如下：

表 4.6 产品生产阶段排放因子

生产单元 项目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全厂区

电 0.5810 tCO2/MWh 中国 2020年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天然气 0.64 kgCO2eq/Nm3 China Database—天然气（Natural Gas）

水 12.32 kgCO2eq/m3 China Database—工业用水平均

废水厌

氧处理
0.2 kgCH4/kgCOD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表 4.7 甲烷 GWP值

生产单元 项目 GWP 来源

废水厌氧处理 甲烷 27.9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年)

4.4 产品运输阶段

4.4.1 活动水平数据

产品运输阶段活动水平为根据客户与企业平均距离计算所得的货物周转量，

具体数据如下：

表 4.8 产品运输阶段活动水平

序号 产品 活动水平 单位 来源

1 1件鲜益母草胶囊 5.5487 t·km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4.4.2 排放因子数据

产品运输方式均为道路运输，因未能获取运输过程实际能源消费量，数据通

过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获取，具体如下：

4.9 产品运输阶段排放因子

序号 产品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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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排放因子 单位 来源

1 1件鲜益母草胶囊 0.074 kgCO2eq/( t·km) China Database—道路交通平均

4.5 产品使用阶段

鲜益母草胶囊为药品，不属于用能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极小，

因未能获取鲜益母草胶囊使用阶段的有效数据，本报告产品使用阶段碳排放量计

为零。

4.6 产品废弃回收阶段

因未能获取鲜益母草胶囊废弃阶段处置的有效数据，故根据产品组成进行假

设：

a) 产品中药物本报告中设定废弃率为 10%，故一件鲜益母草胶囊药物食用

重量为 1728g，废弃处置根据国家混合垃圾处置平均水平计算排放；

b) 产品组分中鲜益母草纸箱（820g）可回收利用，本报告设定回收率为 60%，

故一件鲜益母草胶囊纸箱回收重量为 492g，判断回收类型符合 ISO

14067-2018中的开环分配程序。

4.6.1 活动水平数据

1件鲜益母草胶囊的质量为 6962g，扣除掉食用部分及回收部分，产品废弃

处置的活动水平为 4742g；废弃回收部分的活动水平数据为鲜益母草纸箱的原材

料获取阶段排放量，详见下表：

表 4.10 产品废弃回收阶段活动水平

序号 可回收原材料
原材料排放—EV

（tCO2eq）
数据来源

1 鲜益母草纸箱 0.1886 计算值

4.6.2 排放因子数据

产品废弃处置的排放因子为 353.19 kgCO2/t，数据来源 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混合垃圾处置平均 （mixed waste average)。废弃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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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排放因子如下：

表 4.11 产品废弃回收阶段排放因子

序号 可回收原材料
回收率—R

（%）

分配因子-A

取值
数据来源

1 鲜益母草纸箱 60.00 0.50 ISO14067-2018

5 碳足迹计算

5.1 碳足迹计算方法

产品碳足迹的公式是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活动的所有原辅材料、能源乘

以其排放因子后再加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 = ��=1，�=1
� �� × ��� × ���� （1）

式中:

CFP——产品碳足迹；

P——活动水平数据；

Q——排放因子数据；

GWP——全球变暖潜势值。

注：本报告采用 2021年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值。

5.2 碳足迹计算结果

根据 5.1章节公式，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汇总

计算，得到 1件鲜益母草胶囊产品的碳足迹为 146.44 kgCO2eq，具体结果如下：

表 5.1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

生命周期

阶段

原材料

生产

原材料

运输

产品生

产

产品运

输

产品使

用

产品废

弃回收

产品碳

足迹

碳排放量

(kgCO2eq)
12.02 0.142 132.25 0.41 0.00 1.62 146.44

占比 8.21% 0.10% 90.31% 0.28% 0.00% 1.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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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

5.3 碳足迹影响分析

从鲜益母草胶囊产品生命周期累计碳足迹贡献比例的情况，可以看出鲜益母

草胶囊产品的碳排放环节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阶段，占比 90.31%，其次为原材

料生产阶段，占比 8.21%，具体详见下图。

图 5.2 产品碳足迹贡献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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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碳足迹改进建议

减少产品碳足迹需综合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影响，根据以上碳足迹

贡献度分析，建议重点加强节能管理，以减少产品生产阶段的碳足迹，具体如下：

（1）绿色供应商管理

公司原材料获取阶段对产品碳足迹贡献较大，依据绿色供应商管理准则进行

供应商考核，建立并实施供应商评价准则，加强供应链上对供应商的管理和评价，

如要求主要供应商开展 LCA评价，在原材料价位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尽量选取

原材料碳足迹小或单位产品耗能较小的供应商，推动供应链协同改进。

（2）产品生态设计

在分析指标的符合性评价结果以及碳足迹分析、计算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环

境友好的设计方案采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工作，提

出产品生态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以节能绿色为改进方向，减少产品生产阶段的

碳足迹。

（3）加强节能管理

加强节能工作，从技术及管理层面提升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投入，厂内可考

虑实施节能改造，重点提高通用设备的利用率，减少电力的使用量、加强余热回

收利用等。

（4）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意识

坚定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加强生命周期理念的宣传和实践。运用科学

方法，加强产品碳足迹全过程中数据的积累和记录，定期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

境影响进行自查，以便企业内部开展相关对比分析，发现问题。在生态设计管理、

组织、人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6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初级数据存在测量误差和计算误差。减少不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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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有：

a) 使用准确率较高的初级数据，最大程度的使用供应商提供的原始数据；

b) 对每道工序都进行能源消耗跟踪监测，提高初级数据的准确性。

7 结语

低碳是企业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进行产品碳足迹的核算是实现温室

气体管理，制定低碳发展战略的第一步。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可以

了解排放源，明确各生产环节的排放量，为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和发展战略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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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数据库介绍

（1）GaBi数据库：由德国的 Thinkstep公司开发的 LCA数据库，GaBi 专

业及扩展数据库共有 4000多个可用的 LCI数据。其中专业数据库包括各行业常

用数据 900余条扩展数据库包含了有机物、无机物、能源、钢铁、铝、有色金属、

贵金属、塑料，涂料、寿命终止、制造业，电子、可再生材料、建筑材料、纺织

数据库、美国 LCA数据库等 16个模块。

（2）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China Products Carbon

Footprint Factors Database)：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碳达峰碳中和研究中心联

合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中国

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CCG）统筹下，组织 24家研究机构的 54名专业研究人员，

基于公开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和再计算，并经过 16名权威专家评审

后公开的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权威性。

数据集包括产品上游排放、下游排放、排放环节、温室气体占比、数据时间、不

确定性、参考文献/数据来源等信息，包括能源产品、工业产品、生活产品、交

通服务、废弃物处理和碳汇共计 1490条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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