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化垃圾堆肥 

碳减排核算报告 

 

  
2019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 

 

 

摘要 

 
本报告计算了万科西山庭院小区采用堆肥方式处理绿化垃圾的温室气体减

排量。与垃圾焚烧相比，堆肥处理绿化垃圾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96tCO2e，

减排量占基准线排放量的 64%，其中焚烧过程电力减排贡献 大。堆肥处理绿

化垃圾全年产生的减排量，相当于种植 19.6 棵树，相当于一辆排量为 1.4-2.0L

的中等汽油车行驶约 9781 公里的距离产生的碳排放量。堆肥处理 1 吨绿化垃圾

可避免化肥生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589.95kgCO2e。此外，施用 1 吨有机肥

可减少 484.7kgCO2e 排放，相比施用无机肥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81%。根据估

算，若连续施用有机肥 20 年，西山庭院小区的土壤碳库每年增加 1.3 吨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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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目的 

绿化垃圾是城市固体废弃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化垃圾是指植物自然凋落或

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植物残体,主要包括树叶、草屑、树木与灌木剪枝等，也称作园

林废弃物或园林垃圾。一直以来，绿色植物都在美化城市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城市绿化面积增加，绿色植被逐渐增多。与此同时，

大量季节性的落叶，花败，修剪下来的树枝及草坪的碎草，就变成了绿化垃圾。 

绿化垃圾具有体积大密度小的特点，占用土地面积大，若处理不当，不仅影

响城市的美观，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从而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态城市建设。

绿化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这种传统处理方式单一、落后，处理过

程中产生大量 CO2 和 CH4 等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在“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环境保护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碳排放与气候变暖的关系。 

目前国内开始重视绿化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但整体上，资源利用率

不高。我国鼓励通过堆肥、发展生物质燃料、有机质营养基质和深加工等方式处

理绿化垃圾，实现循环利用。垃圾堆肥是一种在有氧条件下进行的生物降解工艺，

采用堆肥工艺处理的垃圾须包含可生物降解的固体有机材料。在堆肥过程中，可

生物降解的有机碳大部分转变为二氧化碳，剩余固体部分用作肥料。绿化垃圾成

分主要是可降解的有机物，进行堆肥处理污染少，温室气体排放少，并且堆肥产

品安全性好，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可用作城市园林绿化的有机肥、土壤改良剂等，

实现资源化利用。 

基于以上背景，万科西山庭院小区在万科集团和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带领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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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点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小区内的绿化垃圾利用堆肥方式处理，以期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同时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本报告旨在核算西山庭院小

区采用堆肥方式替代焚烧方式处理绿化垃圾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避免化肥

的生产和使用排放量以及使用堆肥产品对土壤碳库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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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处理排放 

1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 

1.1 核算边界 

PAS2050 指出，与各类商品和服务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反映出贯穿于这些商

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过程、材料以及决定产生的影响。生命周期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是指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一下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商品和服务的建立、改

进、运输、储存、使用、供应、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1]。 

绿化垃圾生命周期包括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和处理四个主要阶段。其中垃

圾产生过程即绿化植物的枯枝、落叶和碎草等自然掉落或人工修剪，这一过程无

温室气体排放，垃圾收集过程在基准线和项目活动两种情景下的排放无差别，故

不进行核算。因此核算边界只包括绿化垃圾生命周期中的运输过程和处理过程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下图所示实线部分。 

绿化垃圾生命周期流程图如下： 

 
 
 

 

1.2 基准线情景 

西山庭院小区内产生的绿化垃圾收集后运输到垃圾中转站，再从垃圾中转站

运送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不考虑焚烧发电产生的减排。基准线情景产生的排放

产生 收集 运输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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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运输过程中燃油车和电动车产生的排放、焚烧产生的直接排放、焚烧中燃料

消耗的排放以及焚烧用电的排放。 

 

1.3 项目情景 

绿化垃圾收集后在西山庭院小区内进行堆肥处理。项目情景下，由于绿化垃

圾在小区内就地进行堆肥处理，没有运输车燃料消耗和电力消耗，因此只在堆肥

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排放。 

堆肥是废弃物生物处理方式的一种。堆肥处理是一个有氧过程，废弃物中大

部分可降解有机碳转化为二氧化碳。CH4 产生于堆肥处理的厌氧部分，但其氧化

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堆肥处理的有氧部分。堆肥处理还会产生 N2O 排放。 

1.4 排放源和温室气体种类 

本项目涉及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三种，不考虑其他种类的温室气体。所有温室气体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 新公布的温室气体全球升温潜势值（GWP）换算为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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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当量（CO2e），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或克二氧化碳当量（g CO2e）

表示。 

核算边界内包括或者排除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如表 1 所示： 

表 1：核算边界内排放源汇总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包 括 /

排除 
解释说明 

基
准
线 

使 用 焚 烧 方 式

处理绿化垃圾 

焚 烧 过 程 和 运 输 过

程燃料的排放 

CH4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N2O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焚 烧 过 程 和 运 输 过

程电力消耗的排放 

CH4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N2O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焚 烧 产 生 的 直 接 排

放 

CH4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N2O 排除 
为了简化而排除，

这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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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包括 
不 包 括 生 物 质 碳

产生的排放 

项
目
活
动 

使 用 堆 肥 方 式

处理绿化垃圾 

堆 肥 产 生 的 直 接 排

放 

CH4 包括 可能产生 CH4 

N2O 包括 可能产生 N2O 

CO2 排除 
不 计 入 有 机 物 分

解产生的 CO2 

 

2 功能单位 

评价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即描述特定数量的产品功能单元的输入及其相

关的排放。功能单位作为基准单位来量化产品系统性能。功能单位是一个重要因

素，它提供了比较的基础，同时为核算结果提供了一个通报基础。只要明确了分

析单元与功能单位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在分析结束时转换回功能单位。功能单位

的定义通常是某一特定产品的一个有意义的数量。 

本项目中，功能单位定义为 1 吨绿化垃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量计

算均以 1t 绿化垃圾为基础，排放量计算结果表示为每吨绿化垃圾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即 kgCO2e/t。 

3 核算方法 

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电力消耗对应的

排放以及焚烧或堆肥过程产生的排放。本项目基准线绿化垃圾未采用填埋方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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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部使用焚烧方式处理。因此，基准线和项目情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均

采用如下公式： 

E=E 燃料+E 电力+E 焚烧/堆肥                        （1） 

E                 基准线或项目情景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E 燃料                     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E 电力                     净购入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E 焚烧/堆肥                 焚烧或堆肥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减排量计算公式为： 

              ER=BE-PE                         （2） 

ER                温室气体减排量（kgCO2e） 

BE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PE                项目情景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3.1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电力消耗对应的排放以及焚

烧产生的直接排放。基准线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BE=BE 燃料+ BE 电力+BE 焚烧                        （3） 

BE 燃料                     基准线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BE 电力                     基准线电力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BE 焚烧                     基准线焚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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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绿化垃圾处理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焚烧过程中消耗

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以及垃圾运输过程中移动源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

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
燃料

= 𝑚
燃料

×EF'×GWP'                         （4） 

E 燃料 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m 燃料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kg） 

EFx 化石燃料对应温室气体排放因子（kg/kg） 

GWPx 温室气体对应的全球升温潜势值 

x 温室气体的种类 

如有多种化石燃料，每种化石燃料的排放需要加和计算 

3.1.2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绿化垃圾焚烧过程中，设备的正常运行需要消耗电力，外购电力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𝐸
电力

= EF
电力

×P
电力

                    （5）
 

E 电力 外购电力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 

P 电力 外购电力的消耗量（KWh） 

EF 电力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kgCO2/KWh) 

其中，电力消耗的排放因子一般采用当地主管部门公布的 新的电网排放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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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焚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绿化垃圾焚烧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包括矿物质碳源和生物质碳源的排放，

其中生物质碳源的排放不计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只核算矿物质碳焚烧的排放

量。大型的高效焚化炉中产生的 CH4 排放量通常很小。如果废弃物储仓中氧气

量少，随后发生厌氧过程，则也可产生 CH4。本项目中废弃物存储区气体都送

入焚化室中被焚化，产生的排放可忽略不计。N2O 排放于燃烧温度相对较低即

500-950°的燃烧过程，本项目中焚烧炉平均炉温 1155°，因此 N2O 排放可忽略

不计。因此焚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 

废弃物焚烧直接排放量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BE
焚烧

= BE
焚烧 ,-.

+ BE
焚烧 ,01

+ BE
焚烧2.3

          （6） 

简化为： 

BE
焚烧

= BE
焚烧 ,-.

 

根据 IPCC 优良做法指南，垃圾焚烧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BE
焚烧 ,-.

= M×1078×CCW×FCF×F×44/12          （7） 

BE 焚烧 CO2                 基准线焚烧过程的 CO2 排放量（kgCO2） 

M                  焚烧处理的绿化垃圾质量（t） 

CCW                绿化垃圾碳含量（%） 

FCF                 绿化垃圾中矿物碳成分含量（%） 

F                   燃烧效率（%） 

44/12              C 转化成 CO2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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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情景排放 

项目情景下，绿化垃圾堆肥方式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PE=PE 燃料+PE 原料+PE 电力+PE 堆肥                   （8） 

由于堆肥场地在小区内，减少了绿化垃圾的运输过程，没有运输车辆燃料消

耗，这部分温室气体排放为 0。 

PE 燃料=0 

堆肥过程中需在堆肥箱内添加少量促进剂和调节剂，用于调节堆肥物料 C/N

比，提高有机物和无机物的转化率和利用率，同时加快堆体腐熟，缩短堆肥周期

[2]。促进剂和调节剂均使用北京昊业怡生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果蔬废弃物自主研制

的专用添加剂。堆肥添加剂用量极少，且原材料为有机废弃物，本部分温室气体

排放量极小，因此出于简化考虑，忽略不计。 

PE 原料=0 

堆肥过程不需要使用外购电力。 

PE 电力=0 

因此，公式简化为 PE= PE 堆肥，项目情景的排放即绿化垃圾堆肥过程产生的

直接排放，根据 IPCC 2006，废弃物堆肥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𝑃𝐸
堆肥

= 𝑀×𝐸𝐹,01×𝐺𝑊𝑃,01 + M×𝐸𝐹2.3×𝐺𝑊𝑃2.3       （9） 

PE 堆肥            堆肥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M                堆肥处理的绿化垃圾质量（t） 

𝐸𝐹,01                    CH4 排放因子（kgCH4/t） 

𝐸𝐹2.3                    N2O 排放因子（kgN2O/t） 

𝐺𝑊𝑃,01           CH4 全球升温潜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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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𝑊𝑃2.3           N2O 全球升温潜势值 

 

4 减排量计算 

4.1 活动水平数据 

基准线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垃圾运输车辆燃油消耗量和垃圾

焚烧过程燃料消耗量，根据调研，运输车燃油类型和焚烧添加燃料均为柴油。绿

化垃圾焚烧过程设备运行消耗电力。 

活动水平数据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燃料消耗和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 

类别 活动水平数据 来源 

焚烧柴油消耗量（kg） 0.31 调研值[3] 

运输柴油消耗量（kg） 1.59 计算值 

焚烧用电量（kwh） 64.45 调研值 

运输用电量（kwh） 1.40 调研值 

4.2 排放因子数据 

柴油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以及垃圾运输车辆百公里

油耗均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推荐数值，垃圾运输车辆柴油消

耗量根据以下表 3 数据以及运输里程计算得出： 

表 3 柴油参数 

 数值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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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密度（kg/L） 0.825 GB19147-2016 

低位发热值（GJ/t） 43.33 文献参考值 

百公里油耗（L/100km） 20.2 文献参考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20.2 文献参考值 

燃料碳氧化率 98% 文献参考值 

 

根据 IPCC 2006，绿化垃圾矿物碳成分含量缺省值为 0，碳含量为 20%，燃

烧效率参考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活动水平数据如下

表 4： 

表 4 绿化垃圾成分参数 

 活动水平数据 来源 

碳含量 20% IPCC 2006 

矿物碳成分含量 0 IPCC2006 

燃烧效率 95% 文献参考值[4] 

 

柴油排放因子根据表 5 中柴油参数计算得出，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全国电网平

均排放因子。IPCC 给出了废弃物生物处理的 CH4 和 N2O 排放因子范围区间，关

于处理的废弃物的假设：干物质中的可降解有机碳（DOC）占 25%-50%，干物质

中的 N 占 2%，含水量 60%。根据 IPCC 2006 不同城市固体废弃物成分缺省值，

庭院和公园废弃物干物质含量占湿重的 40%，DOC 含量占干废弃物的 49%。因

此，CH4 排放因子取 0.03kgCH4/t，N2O 排放因子取 0.06kgN2O/t。 

表 5 排放因子汇总 

排放因子 数值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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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kgCO2/kg） 3.145 计算值 

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0.6101 2015 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堆肥 CH4 排放因子（kgCH4/t 垃圾） 0.03 IPCC 2006 

堆肥 N2O 排放因子（kgN2O/t 垃圾） 0.06 IPCC 2006 

 

表 6 温室气体全球升温潜势值 GWP 

温室气体种类 GWP 来源 

CO2 1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CH4 28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N2O 265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4.3 基准线排放 

把活动水平数据（表 2）和排放因子数据（表 5）代入公式计算得出基准线

排放量，如下表： 

表 7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结果 

类别 排放量 kgCO2e/t 

化石燃料燃烧 5.99 

净购入电力 40.17 

焚烧直接排放 0 

合计 46.16 

 

由上表可知，基准线功能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46.16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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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项目情景排放 

把表 5 和表 6 中排放因子数据和 GWP 值代入公式，计算得出项目情景排放

量，如下表： 

表 8 项目排放量 

类别 排放量 kg CO2e/t 

CH4 0.84 

N2O 15.9 

合计 16.74 

 

因此，项目情景功能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PE 堆肥=16.74 kg CO2e/t。 

5 减排量分析 

基准线每吨绿化垃圾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46.16 kgCO2e，项目情景每吨绿化垃

圾的排放量为 16.74 kgCO2e，根据计算公式 ER=BE-PE 可得功能单位减排量

ER=29.42 kgCO2e/t。堆肥处理绿化垃圾全年产生的减排量，相当于种植 19.6 棵

树（一棵树按每年能吸收 5kg 二氧化碳，时效为 20 年计算），相当于一辆排量为

1.4-2.0L 的中等汽油车（根据 Defra&DECC，排放因子 0.20033kgCO2e/km）行驶

约 9781 公里的距离产生的碳排放量。 

基准线电力产生的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为 87%，其中焚烧过程电力排放

占比 98%；燃料柴油产生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为 13%，其中运输过程柴油消耗

占比 84%。由于绿化垃圾主要成分为生物碳，垃圾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只包括来

源于化石碳的排放，源于生物碳的温室气体排放不计入总量。因此，绿化垃圾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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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处理中，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是主要排放来源。 

项目情景下，由于没有来自电力和运输的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温室气

体排放，与基准线相比，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约 64%。 

根据西山庭院小区物业公司提供的数据，西山庭院小区 2018 年产生的绿化

垃圾总量约为 66.6 吨。由此推算得出基准线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3.07tCO2e，

项目情景绿化垃圾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1.11tCO2e。采用堆肥处理绿化垃圾后，

每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96tCO2e。 

6 不确定性分析 

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数据的收集方式。本报告活动数据主要来源于万

科西山庭院小区物业公司原始记录以及焚烧厂，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所需数据，

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绿化垃圾成分采用权威机构的缺省数据，但不同地区的成

分有一定差别，由于条件受限，未进行实测，采用数据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

误差，焚烧过程电力消耗水平与垃圾含水量、燃烧效率和成分相关，这些增加了

数据的不确定性。项目中使用的堆肥添加剂数量少，排放远低于 1%，因此作忽

略不计处理。这些因素造成了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对减排量产生实质性

影响。 

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是由于部分排放因子是根据权威机构推荐范围来估算。

柴油消耗情况与运输车辆实际使用情况和路况等多种因素相关，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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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化肥的排放和土壤碳库变化 

土壤碳库的变化是由于在进行土地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同管理活动和投入

产生土壤碳排放或清除。本项目中，绿化中使用的肥料由绿化垃圾堆肥产生的有

机肥替代原本的无机肥，是主要的土地管理活动变化,。化肥生产过程排放大量温

室气体，本项目使用绿化垃圾堆制有机肥，替代了小区化肥购买和使用，减少了

碳排放。施用无机肥和有机肥对生物量碳库的影响可忽略。相关研究显示，施用

有机肥和无机肥对生物量生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根据 IPCC 2006，生长导致

的生物量碳库增加与修枝和死亡导致的碳库损失可能互相抵消。本项目绿化垃圾

均进行收集处理，死有机物质碳库没有变化。因此本部分核算范围包括避免化肥

生产的排放、施肥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由施肥引起的土壤碳库变化。 

 

1. 避免化肥生产的排放 

化肥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化石燃料，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𝐸
化肥

= EF
化肥

×𝑀×f
产肥率

                    （10）
 

𝑀
 绿化垃圾质量（t） 

EF 化肥 化肥生产的排放因子(kgCO2e/t 肥料) 

f
产肥率 垃圾堆肥的产肥率（%） 

根据调研，西山庭院小区绿化使用的化肥主要为磷酸二铵，因此化肥生产的

排放因子采用磷酸二铵的排放因子 1679.396 kgCO2e/t 肥料，数据来源于文献调研[8]
。

绿化垃圾堆肥的产肥率为 35%，绿化垃圾质量按功能单位 1t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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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数据代入公式（10），计算得出，1t 绿化垃圾堆肥替代等量化肥生产

可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589,95 吨。 

2. 施肥的排放 

施肥产生的排放包括施用无机肥和有机肥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间接

排放包括挥发氮导致的 N2O 排放和淋溶/径流导致的 N2O 排放。施肥涉及的温

室气体种类只包括 N2O。 

施肥产生的 N2O 排放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𝐸
施肥 CD-

= （𝐸
直接 CD-

+ 𝐸
挥发 CD-

+ 𝐸
淋溶/径流 CD-

）×GWP2D-       （10） 

𝐸
施肥 CD-

 施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CO2e） 

𝐸
直接 CD-

 施肥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kgN2O） 

𝐸
挥发 CD-

 挥发氮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kgN2O） 

𝐸
淋溶/径流 CD-

 淋溶/径流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kgN2O） 

GWP2D- N2O 对应的全球升温潜势值 

 

施肥产生的直接排放按如下公式计算： 

𝐸
直接 CD-

= （𝐹EC + 𝐹-C）×𝐸𝐹F                        （11） 

𝐹EC 无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kgN） 

𝐹-C 有机氮（纯养分）的总施用量（kgN） 

𝐸𝐹F 氮肥 N2O 直接排放系数 

挥发氮导致的 N2O 排放和淋溶/径流导致的 N2O 排放，分别按公式（12）

和公式（1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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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
挥发 CD-

= （𝐹EC×𝐹𝑟𝑎𝑐JKEL + 𝐹-C×𝐹𝑟𝑎𝑐JKEM）×44/28×𝐸𝐹D       （12） 

𝐹𝑟𝑎𝑐JKEL 施用的无机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化学氮比例 

𝐹𝑟𝑎𝑐JKEM 施用的有机肥以 NH3 和 NOx 形式挥发的化学氮比例 

𝐸𝐹D 挥发氮 N2O 排放系数 

𝐸
淋溶/径流 CD-

= （𝐹EC + 𝐹-C）×𝐹𝑟𝑎𝑐OPK,070×44/28×𝐸𝐹8       （13） 

𝐹𝑟𝑎𝑐OPK,070 淋溶/径流氮的比例 

𝐸𝐹8 淋溶/径流氮 N2O 排放系数 

 

根据西山庭院物业公司，本项目中无机肥为磷酸二铵，有机肥为绿化垃圾的

堆肥产品。本报告以 1t 肥料为基础分析施肥产生的排放。 

磷酸二铵相关参数来源于国标 GB10205-2009，有机肥数据来自北京昊业怡

生有限公司检测值，如下表所示： 

表 9 肥料相关数据和排放因子 

类别 数据 单位 来源 

无机肥 N 含量 15% —— GB10205-2009 

无机氮（纯养分）tN 150 Kg 计算值 

有机肥 N 含量 2.62% —— 检测值 

有机氮（纯养分）tN 26.2 Kg 计算值 

氮肥 N2O 直接排放因子 EF1 0.01 KgN2O/kgN IPCC 2006 

挥发氮 N2O 排放因子 EF2 0.01 KgN2O/kgN IPCC 2006 

淋溶径流 N2O 排放因子 EF3 0.0075 KgN2O/kgN IPCC 2006 

FracGASF 0.1 —— IPC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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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GASM 0.2 —— IPCC 2006 

FracLEACH-H 0.3 —— IPCC 2006 

 

将表 9 中数据代入公式（10）~（13），可计算出施用 1t 无机肥产生的排放

E 无机肥=600.5kgCO2e，施用 1t 有机肥产生的排放 E 有机肥=115.8kgCO2e。施

用 1t 有机肥产生温室气体减排量约 484.7kgCO2e，相比施用无机肥可实现温室

气体减排 81%。根据西山庭院和北京昊业怡生公司提供的数据，1t 绿化垃圾可

堆制有机肥约 351kg，折算出 1t 绿化垃圾的减排量为 170.3kgCO2e。 

3. 土壤碳库变化 

土壤碳库变化以单位面积的碳排放或清除量表示，即 tC/hm2。 

由于数据获取受限，根据 IPCC 2006，可采用缺省方法估算土壤中的年度碳

库变化，采用以下公式： 

∆C = E-,R7E-,RST
U                                     （14） 

∆C 土壤中的年度碳库变化，单位为吨碳/年（tC/a） 

SOCX 清查时期 后一年的土壤碳库，单位吨碳（tC） 

SOCX7Y 清查时期初期的土壤碳库，单位吨碳（tC） 

D 
库变化系数的时间依赖，即平衡的 SOC 值间转移的缺省

时间段，年 

T 一个单独清查时期的年数，年 

 

依据各管理措施的参数缺省值计算 SOC0 和 SOC0-T，如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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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 SOC]^_×𝐹O`×𝐹MJ×𝐹a×𝐴                        （15） 

SOC\ 第 i 年土壤碳库，单位为吨碳（tC） 

SOC]^_ 参考碳库，缺省值为 68，单位吨碳/公顷（tC/hm2） 

𝐹O` 土地利用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𝐹MJ 土地管理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𝐹a 有机质投入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A 被估算的土地面积，单位公顷（hm2） 

 

缺省方法是基于一个确定时期内土壤的碳库变化。变化的计算基于管理变

化后的碳库相对于参照条件中的碳库。进行了如下假设： 

1） 随着时间的变化，土壤有机碳达到特定土壤、气候、土地利用和管理

方式的空间平均、稳定值；及 

2）土壤有机碳库变化转移中到一个新平衡，土壤有机碳以线性方式发生。 

本报告设定清查时期第一年为 2018 年， 后一年为 2038 年，估算连续施

用有机肥 20 年土壤碳库的年度变化。西山庭院小区绿化面积约 3.6 公顷，其中

高大乔木、绿篱、花坛地被植物及草坪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3%、10%、66%和

21%。参考碳库是 68tC/hm2。本报告设定清查第一年所有库变化因子为 1，代

入公式可得出初始土壤碳库 

SOC0-20 =244.8 tC 

根据 IPCC 2006 优良做法，清查时期 后一年作如下假设： 

1）对于高大乔木的绿化面积，所有库变化因子等于 1； 

2）对于草坪草的绿化面积，采用 IPCC 2006 草地管理相关库变化因子缺省

值，FLU 和 FI 取值 1，FMG 取值 1.14； 



 

 26 

3）对于绿篱和花坛地被绿化面积，采用 IPCC 2006 农田管理的相关库变化

因子缺省值，FLU 和 FI 取值 1，FMG 取值 1.1。 

将相关数据和库变化因子代入公式（14）和（15），计算得出土壤碳库变化

如下表所示： 

表 10 土壤碳库变化 

类别 土壤碳库 单位 

SOC0-20 244.8 tC 

SOC0 270.6 tC 

∆C 1.3 tC/a 

 

由表 10 可知，若连续施用有机肥 20 年，西山庭院小区的土壤碳库每年增

加 1.3 吨碳，单位面积的土壤碳库年度增加量为 0.36tC/hm2，每年土壤碳库增加

0.5%，20 年后土壤碳库增加 10.5%，增加量 25.8 吨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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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本报告计算了绿化垃圾堆肥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避免化肥生产的排放

和小区绿化施用堆制成的有机肥减少的排放量，并估算了连续施用有机肥 20 年

的土壤碳库年度增加量。结果汇总如下表： 

表 11 结果汇总 

类别 单位减排量 年度减排量 减排率 

垃圾堆肥 29.42 kgCO2e/t 垃圾 1.96tCO2e 64% 

避免化肥生产 589.95 kgCO2e/t 垃圾 39.29tCO2e —— 

施有机肥 

484.7 kgCO2e/t 有机

肥 
11.34tCO2e 81% 

土壤碳库增加 0.36 tC/hm2/a 1.3tC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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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垃圾堆肥减排项目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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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绿化垃圾堆肥处理的减排项目活动。本指南规定了绿化垃圾处

理对应的温室气体减排核算的术语、定义、核算边界和核算方法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 5 卷 废弃物 

DB/T 1416-2017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 

CJ/T 313-2009 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HJ 658-2013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燃烧氧化-滴定法 

3. 术语和定义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es 

大气层中那些能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本指南涉及

的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堆肥 composting 

一种在有氧（富氧）条件下垃圾的生物降解工艺。 

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lev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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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的数据，例如绿化垃圾处理量、外购的

电量、燃料消耗量等。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 

项目业主直接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指南指绿化垃圾焚烧、

填埋、堆肥处理过程的排放，以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 

项目业主消费的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隐含在电力或热力

生产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与活动水平数据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单位活动水平的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量。 

固体废弃物处置场所 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 

作为固体废弃物 终存放处的指定区域，简称 SWDS。 

焚烧 combustion 

生物和化石原料中有机化合物的可控燃烧。 

4. 核算边界 

项目业主应以绿化垃圾处理的空间范围为边界识别、核算和报告边界内所有

与绿化垃圾处理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运输过程和处理过程产

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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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放源识别 

绿化垃圾处理排放源包括运输过程中消耗燃油的直接排放、处理过程的直接

排放、处理过程中燃料的直接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表 1 核算边界内排放源汇总及排除理由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包括/排除 说明理由 

基准线 

使用焚烧或填埋处

理绿化垃圾产生的

排放 

C02 包括 焚烧主要排放源 

CH4 包括 填埋主要排放源 

N2O 排除 
基准线下基本不产

生 N2O 

项目情景 
使用堆肥处理绿化

垃圾产生的排放 

CO2 包括 

包括化石燃料排放

的 CO2，堆肥产生

的 CO2 来源于生

物，不计入总量 

CH4 包括 主要排放源 

N2O 包括 可能产生 N2O 

6. 核算方法 

基准线和项目情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之和，按公

式（1）计算 

                          E=Edirect+Eindirect                                       (1) 

式中： 

E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direct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indirect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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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准线 

7.1 基准线确定 

无项目活动时，采用焚烧或填埋处理绿化垃圾。不考虑焚烧发电和供热产生

的减排。基准线排放包括绿化垃圾在运输阶段和处理阶段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包括运输过程化石燃料的排放、填埋过程的排放以及焚烧过程燃料的排

放和矿物碳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排放。 

7.2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公式（1）计算。 

基准线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2）计算。  

 

BEd\]^ef = 	 (p\×BE\\ )                      （2） 

式中： 

BEdirect        基准线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kgCO2e） 

BEi            基准线 i 方式处理绿化垃圾的直接排放，单位（kgCO2e） 

i                绿化垃圾处理方式，填埋或焚烧 

pi              处理方式 i 所占比例 % 

基准线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3）计算。 

                     BE\kd\]^ef = BE
电力

+ BE
热力                               (3) 

BE 电力        基准线外购电力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BE 热力        基准线外购热力消耗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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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处理产生的直接排放用公式（4）计算 

BE
焚烧

= BE
矿物碳

+ BE
燃料

                   （4） 

BE
矿物碳

       基准线绿化垃圾矿物碳焚烧的排放，单位（kgCO2e） 

BE
燃料

        基准线焚烧过程和运输过程燃料的排放，单位（kgCO2e） 

矿物碳焚烧的 CO2 排放用公式（5）计算 

BE
矿物碳

= M×1078×CCW×FCF×F×44/12         （5） 

BE 矿物碳               基准线矿物碳焚烧的 CO2 排放量（kgCO2） 

M               绿化垃圾质量（t） 

CCW             绿化垃圾碳含量（%） 

FCF              绿化垃圾中矿物碳成分含量（%） 

F                燃烧效率（%） 

44/12            C 转化成 CO2 的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用公式（6）计算 

BE
燃料

= （ADl×NCVl×CCl×OFl×44/12l 	×GWP,-D）	      （6） 

ADl                化石燃料 i 消耗量，单位 t 

GWP,-D          CO2 全球升温潜势值 

NCVl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热值，其中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GJ/t，气体燃料单位为 GJ/万 m3 

CCl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 tC/GJ 

OFl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填埋处理产生的排放用公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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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填埋

= M×1078×MCF×DOC×𝐷𝑂𝐶r×𝐹stu×
16
12

− R ×(1 − OX) ×𝐺𝑊𝑃stu 

（7） 

BE 填埋                 基准线填埋的 CH4 排放量（kgCO2e） 

MCF             甲烷修正因子 

DOC             可降解有机碳含量（kg/t） 

DOCf             可分解的有机碳比例（%） 

FCH4              甲烷在垃圾填埋气体中的比例（%） 

16/12             C 转化成 CH4 的系数 

R                 甲烷回收量（kg） 

OX                氧化因子 

GWP,0u                   CH4 全球升温潜势值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采用公式（8）计算 

                BE
电力

= AD
电力

×EF
电力

×GWP,-D                     

（8） 

AD
电力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单位 kwh 

EF
电力             电力对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kgCO2/kwh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采用公式（9）计算 

                 BE
热力

= AD
热力

×EF
热力

×GWP,-D                    

（9） 

AD
热力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单位 GJ 

EF
热力             热力对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kg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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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情景 

8.1 项目情景确定 

项目情景下，采用堆肥处理绿化垃圾。项目情景排放包括绿化垃圾在运输

阶段和处理阶段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包括运输过程化石燃料的排

放和堆肥过程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排放。 

8.2 项目情景排放 

项目情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公式（1）计算。 

项目情景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按公式（10）计算。 

                 PEdirect= PECH4+PEN2O+PE 燃料                                (10) 

式中： 

PEdirect       项目情景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kgCO2e） 

PECH4        项目情景 CH4 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PEN2O        项目情景 N2O 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PE 燃料        项目情景化石燃料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项目情景与基准线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相同，按公式（3）计算，化

石燃料、电力和热力排放计算方法与基准线相同，分别按公式（6）、（7）和

（8）计算，不再重复列出。 

绿化垃圾堆肥处理的 CH4 和 N2O 排放，可采用公式（11）计算。 

                                    PEll = （M×𝑀r×EFl×GWPl）l                    （11） 

𝑖             CH4 或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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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堆肥处理的绿化垃圾质量，单位为吨（t） 

Mf           堆肥处理的绿化垃圾中有机废弃物含量，单位% 

EFl           绿化垃圾堆肥处理的排放因子，单位为 kgCH4/t 有机废弃物或

kgN2O/t 有机废弃物 

GWPl         CH4 或 N2O 全球升温潜势值 

9. 活动水平数据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绿化垃圾处理量应根据企业（单位）台账和统计报表确定； 

b) 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企业（单位）能源台账或统计报表并结合购买结算

凭证获取； 

c) 电力与热力消费量应通过查读电表和热计量表、核算电力和热力供应部

门结算凭证获取。 

10. 排放因子数据 

温室气体全球升温潜势值见附录 A。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应使用国家或地方发布的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或

推荐缺省值（见附录 B）。 

项目业主应按照国标方法对其他相关因子进行实验检测或按照国家或地方

主管部门发布的推荐缺省值确定，当缺乏实验和采样条件时，应采用附录 C 中

的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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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垃圾焚烧和填埋比例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当无法获取数据时，

应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相应年份的区域统计数据来确定。 

绿化垃圾燃烧效率按 95%确定。 

化石燃料低位热值的测定应遵循 GB/T213、GB/T384、GB/T22723 和 GB/T 

17167，取多次检测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作为低位发热量。当缺乏监测和分析条件

时按附录 C 表 C.1 推荐值确定。 

液体燃料的碳氧化率取 98%，气体燃料的碳氧化率取 99%。 

单位热值含碳量按照附录 C 表 C.1 取缺省值。 

总碳含量和矿物碳含量的确定，项目业主根据样品检测值取算数平均值，

总碳含量参照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进行测定，矿物碳含量按照 HJ658-

2013 测量。缺乏监测和采样条件的企业（单位），应使用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推荐值（附录 C 表 C.2）。 

甲烷修正因子和氧化因子分别按照附录 C 表 C.3 和表 C.4 确定。 

甲烷回收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缺省值为 0。 

甲烷在填埋气体中的比例缺省值 50%。 

堆肥 CH4 和 N2O 排放因子按照附录 C 表 C.5 确定。 

11. 减排量 

减排量计算按公式（12）。 

ER = BE − PE                    （1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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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kgCO2e） 

BE        基准线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kgCO2e） 

PE        项目情景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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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全球增温潜势值 

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值（GWP）见表 A.1。 

 

表 A.1 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GWP） 

温室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GWP（100-yr）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8 

氧化亚氮 N2O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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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中国区域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见表 B.1。 

 

表 B.1 电力和热力平均 CO2 排放因子 

名称 数值 单位 

电力排放因子 0.6101 tCO2/M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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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表 C.1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 

燃料品种 
低位发热量 

（GJ/t 或 GJ/万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 

燃料油 40.190 21.1 98 

汽油 44.800 18.9 98 

柴油 43.330 20.2 98 

液化石油气 47.310 17.2 98 

天然气 398.31 15.3 99 

其他能源品种  12.2 99 

 

表 C.2 绿化垃圾缺省的碳含量和矿物碳比例 

碳含量 

（DOC 含

量）% 

矿物碳含量% 

20 

（18-22） 
0 

 

表 C.3 甲烷修正因子（MCF） 

SWDS 类型 甲烷修正因子（MCF）的缺省值 

管理-厌氧 1 1.0 

管理-半有氧 2 0.5 

未管理 3-深（>5m 废弃物）和/或地下水位高 0.8 

未管理的 4-浅（<5m 废弃物） 0.4 

未归类的 SWDS5 0.6 
1 厌氧管理 SWDS：这些必须已控制废弃物放置（即，将废弃物指定到特定处置区域，一定程度的净化

控制和一定程度的火灾控制），并至少要包括如下其中一个：（i）覆盖材料（ii）机械压实（iii）废弃物

平整 
2 半有氧管理 SWDS：这些必须已控制废弃物放置，并包括如下所有将空气引入废弃物层的以下结构：

（i）可渗透覆盖材料（ii）渗滤排放系统（iii）控制贮水量和（iv）气体通风系统 
3 未管理 SWDS-深和/或地下水位高：所有不符合管理 SWDS 标准的 SWDS，其深度大于或等于 5 米和/

或高地下水位近似地平面。后种情形相当于废弃物填充内陆水域，如池塘、河流或湿地。 
4 未管理浅 SWDS：所有不符合 SWDS 管理标准的 SWDS，其深度不足 5 米。 
5 未归类 SWDS：只有不能将其 SWDS 归类为上述四种类别的管理和未管理的 SWDS 时，才可使用此

类别的 M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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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氧化因子（OX） 

SWDS 类型 氧化因子（OX）的缺省值 

管理 1，未管理和未归类的 SWDS 1.0 

覆盖有 CH4 氧化材料 2 的管理 0.5 

1 管理但未覆盖通风材料 
2 例如：土壤、堆肥 

 

表 C.5 废弃物堆肥处理的 CH4 和 N2O 排放的缺省排放因子 

 
CH4 排放因子

kgCH4/t 有机废弃物 

N2O 排放因子

kgN2O/t 有机废弃物 
备注 

干

重 

10 

（0.08-20） 

0.6 

（0.2-1.6） 

关于处理废弃物的假设：25-50%干物质中的

DOC，2%干物质中的 N，含水量 60%。假设湿废

弃物的含水量为 60%，可根据湿废弃物的排放因子

来估算干废弃物的排放因子。 

湿

重 

4 

（0.03-8） 

0.3 

（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