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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 

 

欢迎进入中国能效与碳注册系统，该系统是由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

在合作伙伴美国气候注册办（The Climate Registry，TCR）的技术支持下，开发的

适用于在华运营企业和其他类型实体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具。 

 

下图为中国能效与碳注册系统首页，页面中左侧为登录框。 

 

 

 

登陆框： 用户需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方可进入系统。当用户忘记密

码时，最多可尝试输入 5 次密码，若输入密码均失败，为保护账

户安全，系统将自动重置密码，用户可直接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确认身份后，获得重置密码，进入系统后，用户可通过“账户管

理”，重新设置安全密码。 

 



 

2. 用户管理 

 

进入系统后，在页面右上角，显示登录账户的用户名，紧随其后，有两个按

钮： 

 

1) 退出：点击此按钮，退出该账户，显示软件系统首页面； 

2) 用户管理：点击此按钮，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可实现两个操作，一是

更新账户密码；二是创建第三方审核单位的名称、账号和密码。 

 

注：用户完成清单后，可选择合适的第三方审核机构进行清单审核，用户为

指定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创建的账户属于只读账户，即只可阅读用户的数据信息，

不可以修改或编辑，但在提交审核结果时，第三方审核机构可输入审核结果及相

关评语。 

 

 

 

 

 

 

 

 



 

3. 属性页面 

 

3.1 单位属性 

下图为用户首次进入系统时显示的页面，页面左侧为“结构树”，可显示用

户的组织结构层级及所属排放源；上方横向栏为属性和年份信息，可通过“添加

年”按钮，创建年份。 

 

 

此页面中间内容（白色显示区）为“单位属性”信息，用户需按要求填写。 

 

*注:此处的“单位”是指报告主体，是清单编制中组织结构的最高级别。 

 



信息填写完成后，需保存，点击“增加设施”按钮，可创建“单位”所属的

下级单位，即设施（此处也可以是子公司或下属工厂等）。 

     

3.2 设施属性 

    进入“设施属性”信息页面，如下图，用户需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设施属性页面中，“类型”一项为下拉菜单，下拉菜单中为比较常见的设施

类型：固定源、商业办公楼、道路移动源、空中移动源、水路移动源、其他设施

排放源。如下图所示： 

 

 



 

注：此软件为用户提供设施合并功能，即用户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将若

干规模较小、操作模式和排放类型相同的设施合并为同一设施，避免重复性地逐

一单独报告，便于温室气体管理的同时减少工作负荷。如用户不需求合并同类设

施，可逐一填写设施的属性信息，依次创建所有设施。    

    设施创建完成后，可依次点击每个设施属性页面下的“添加源”按钮，创建

对应的排放源。 

 

3.3 源属性 

在“源属性”页面，依次填写每个源的属性信息，其中“活动类型”是根据

《温室气体核算规程》中的运营边界，对排放源的分类，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注：此软件系统要求用户报告范围 1 和范围 2 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

允许用户对其他排放进行报告。选择性报告-范围 1（范围 2 或 3）允许用户报告

在范围 1（范围 2 或 3）中的除六种温室气体外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比如 NF3；

或在报告边界外的所属其他排放。选择性报告-生物质燃烧，是指在所有选择性

报告中，属于生物质燃料的排放，通过此选项单独报告。 

 

用户选定“活动类型”后，方可选择“燃料类型”，“燃料类型”的下拉菜单

选项是依据活动类型而量身设定的。选择后，页面下方会出现一系列符合要求的

燃料匹配列表，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可一次性选择恰当选项（可多选），以简化

操作流程。下图仅以固定源-派生煤气为图例。 



 

 

3.4 温室气体种类的选择 

     所有单位、设施、源、活动创建完成后，可查看左侧的结构树，检查是否

有遗漏，并可通过结构树中的“+”、“-”实现展开或收缩功能，便于审阅。 

    在每一个排放活动下面，系统都会自动显示三种最为常见的温室气体，即

CO2、CH4 和 N2O，其他温室气体的选择，可通过点击结构树中的“排放活动”

和上方横向栏的“属性”，弹出温室气体选择页面，可多选，选择后，点击最下

方“保存”。此时，在左侧结构树中对应的“排放活动”下方将自动显示用户选

择的所有温室气体，便于后续计算。 



 

 

 

 

 

 

 

 

 

 

 



4. 计算 

 

4.1 能耗计算 

选择左侧结构树中的任一排放活动，再点击横向栏中的报告年份，下方白色

区域弹出能耗计算页面。下图以 2008 年 1#工业锅炉柴油燃烧的能耗计算为示例。 

用户需在消耗量一栏中输入 2008 年 1#工业锅炉消耗的柴油总量，单位为吨，

t。此数据为能耗和排放量计算的重要依据。 

 

能耗计算有三种可选方式： 

1) 不报告，用户因某种原因，不想公布此数据，可选择不报告选项，在清

单报告中，此项不参与计算、不参与报告； 

2) 预先计算，用户有更为准确的方式测量或计算能耗数据，可选择此项，



直接填写能耗结果，单位为吨标煤，tce； 

3) 转换因子，用户可通过系统提供的公式计算。系统会显示计算公式、公

式中每一个因子的取值以及参考文献，即数据来源。公式中热值数据通

常默认为系统提供的缺省值，若用户有更准确的测量数据，可选择自定

义值选项，并输入数据。 

能耗计算结果在表格的最后一行显示。 

 

4.2 排放计算 

    选择左侧结构树中某一排放活动下面的任一温室气体，如图例中，1#锅炉，

柴油燃烧排放的 CO2，在横向栏中，选择报告年，如图例中的 2008。选择需计算



的温室气体和报告年份后，在白色空白区将弹出温室气体计算页面。 

以图例中工业锅炉柴油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计算为例，CO2 计算有三种方式

这三种方式与能耗计算的方式类似，可参见 4.1 节。 

，

在排放计算中，简化评估法（SEMs）是指因测量或计算成本过高、技术不

可行或排放量很小等原因，使用粗略的、上限式的、简化的评估方法来估算某些

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系统要求估算的排放量不能超过总排放的 5%（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排放之和，以 CO2 当量为单位）。每一个排放计算页面，简化评估法

（SEMs）的默认值为“否”，若此计算值为评估法估算值，则用户需选择“是”，

系统会自动统计简化评估的排放量以及占总排放的百分比，若超过 5%，在最终

生成的清单报告中将以红色警示。 

    在计算页面最后一栏，显示该种温室气体的 GWP 值（全球增温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以及以 CO2 当量为单位的排放量。 

    针对不同类型的排放源和/或排放活动，计算页面的计算方式选项可能会不

同，比如电力消耗的排放计算，会增加 CEMs 选项，即连续排放监测。 

 

4.3 设施层面计算 

本指南中 4.1 节和 4.2 节对能耗和排放的计算均属于源层面报告，即基于所

有排放源和排放活动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并生成排放清单。本注册系统同时也

为用户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设施层面的计算，即基于每个设施的总体排放情况

计算，并生成排放清单。 

    在左侧结构树中选择任一设施，在横向栏中选择报告年份，即可弹出该设施

排放数据表，见下图。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输入所有能耗和排放数据。这种方



式要求用户已经完成设施能耗与碳核算，具备完整且准确的数据基础。 

 

 

 

 

 

 

 



5. 组织边界 

 

用户在完成所有设施的创建或属性信息填写后，或者在完成所有数据的

输入和计算后，需确定报告年清单的组织边界。点击左侧结构树中的单位，

即位于第一行的组织结构最高级别， 点击横向栏中的报告年，即可弹出组织

边界确定页面，如下图所示。 

 

 

报告类型下拉菜单中有三个选项： 

基础报告：首次进行碳核算或处于碳核算实践的初期阶段，清单报告中

存在数据不完整、简化评估的排放量超过 5%，准确性或完

整性上存在改善空间的清单报告； 

过渡报告：从基础报告向完全报告过渡的清单报告，此类报告能够基本

满足碳核算的各项原则和要求，但不一定要进行第三方审核

及公开报告； 



完全报告：清单报告符合碳核算各项原则和要求，并通过第三方审核，

在系统报告平台中公开报告。 

 

组织边界表格中会自动列出用户生成的所有设施，组织边界允许控制权法、

股权分配法以及两种方法的结合，但实际计算中只能使用一种方法的百分比作为

依据，也就是说，用户只能在三列百分比中一次性选中一列，如图中，选中财务

控制权的百分比，以此作为核算依据。确定边界后，用户需真实、准确的填写每

个设施对应的百分比数据。 

 

 

 

 

 

 

 

 

 

 

 

 

 

 



6. 个性指标计算 

 

用户在完成所有数据的输入和计算后，可进一步计算个性指标。点击左

侧结构树中的单位，即位于第一行的组织结构最高级别， 点击横向栏中的报

告年，即可弹出指标计算页面（注此页面与组织边界确定页面为同一页面），

如下图所示。 

 
页面中空白框为用户需要输入的数据或信息，其他为系统自动计算数据。

个性指标的计算包括碳强度、能源强度、节能量、减排量计算，这些计算是非强

制性的，用户可自愿选择是否需要计算，其计算结果也将显示在清单报告中。 



7. 报告 

 

用户可在左侧结构树中点击“报告”按钮，随后在横向栏点击任一年份，即

可弹出报告页面。用户可通过此页面，下载并查阅清单报告。 

如下图所示，报告页面共有五项内容，包括报告类型、状态、评语、操作、

操作记录。 

 

1) 报告类型，如前文所述，系统支持设施层面和源层面两种计算方式，因

此报告类型也包括这两种计算方式生成的清单报告，用户可通过“用户

切换报告类型”按钮，实现两种方式的切换，当报告显示为灰色时为非

选定状态，即无法点击下载。报告下载格式包括 Excel 和 PDF 两种。 

2) 状态，指清单报告生成后，系统提交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结果，以及

是否公开在报告平台中发布等信息。当状态栏中字体为加粗突出显示时，



为当前的进度。 

3) 评语，允许用户在此处对数据收集、数据质量、计算过程以及清单报告

中的某些环节做出特别说明。 

4) 操作，操作中的按钮为灰色时，为不可点击状态，这些按钮会根据目前

用户的权限以及进度，自动显示可点击或可操作选项。其中： 

    用户提交：用户在检查清单报告无误或确认无需修改时，通过此按

钮，提交报告，提交后，用户再登陆账户时，所填的报

告年数据为灰色，即不可修改状态； 

    用户取消：用户提交报告后，若因发现错误或其他原因，希望重新

修改，可通过此按钮，取消提交状态； 

    审核员通过：用户提交报告后，第三方审核员会进入系统查阅所有

信息和报告，并进行第三方审核，若审核结果符合相关

要求，第三方审核员可点击此按钮；若不通过，可点击

“审核员退回”； 

   用户发布：只有在清单报告通过第三方审核后，用户才有权限使用

该按钮，若用户点击此按钮，清单报告将自动以 excel

和 pdf 两种格式公开发布于系统报告平台。 

5) 操作记录， 记录用户及第三方审核机构对此报告的每一次操作，包括

时间、评语、操作内容等。 

 

 

 



8. 图表 

 

用户在完成能耗和排放计算后，可在左侧结构树中点击“图表”按钮，随后

在横向栏点击任一年份，即可查阅报告年的数据分析图表，图表包括不同设施的

能耗和排放量比较图、不同范围排放源的排放分布图、不同年份的能耗和排放趋

势图，图标类型有饼状图和柱状图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