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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报告主体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国有（上市）

报告年度：2021年

所属行业：电子元件及其组件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710106088J

法定代表人：刘阳

企业简介：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立于 1998 年 5月，

现有员工千余人。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组

件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防务、高端 5G 通讯等领域。公司市

场覆盖华东、华南、西南、华北、华中、西北和国外七大市场区域，销往 22 个

国家，是我国该行业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国际标准 12项，专利 200余项，其中 30多项技术填

补国内空白，是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拥有 IEC国际标准最多的企业。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单位、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企业标准化良

好行为 AAAAA 级企业”、“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中国第四届质量奖

提名奖”、省市质量管理奖等荣誉。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顾秀莲、何鲁丽、华建敏、万鄂湘，比利时首相雷德尔斯、蒙古国总理赛罕恩赫

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外元首先后来公司视察。

公司目前已成为应用传统文化智慧管理现代企业的典范、自主创新的典范、

产业融合的典范、高质量发展的典范。2021年 11月 15日，公司作为全国首批、

央企下属公司首家、军工概念首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正式登陆北交所，这标志着富

士达向着“国际知名品牌”的宏伟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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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是通信行业。公司作为 5G新基建配套射频连接器

核心供应商及重点防务配套企业，打破了我国高端射频连接器长期以来依赖进口

的局面，在关键元器件研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目前为航天五院认证的低

损耗稳相电缆供应商，并作为航天互连产品配套的主力供应商，为卫星通讯、载

人航天、外太空探测等领域提供配套。随着公司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公

司在保持通信市场领先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开拓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计算

机网络设备、医疗设备等市场领域。

展望未来，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以文化为引领，依托研发优势，紧紧抓住国家

新基建与军工发展的有利契机，推动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的技术进步，跻身射频

连接器行业国际知名品牌，在高速成长的行业环境中努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的

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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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碳足迹是指一项活动(或一种服务)进行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

生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累

积产生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用二氧化碳等价表示。

产品碳足迹是指每单位产品全生命周期（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

列阶段，包括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企业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应遵循“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过

程，包括：（1）原材料的获取；（2）能源与材料的生产；（3）制造和

使用；（4）末期的处理以及最终处置。除此之外，碳足迹应保证科学

方法优先，同时具备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

企业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过程，在获取真实有效的数据后，还应选

择科学的核算方法，目前碳足迹的核算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排放因子法

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的乘积，见式（1）：

EGHG =AD×EF×GWP…………………………………………（1）

式中：

EGHG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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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EF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与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

GWP ——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

（二）物料平衡法

使用物料平衡法计算时，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用输入物料中的含

碳量减去输出物料中的含碳量进行平衡计算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见

式（2）：

EGHG = [∑（MI×CCI）-∑（M0×CC0）]×ω×GWP……（2）

式中：

EGHG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MI ——输入物料的量，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M0 ——输出物料的量，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CCI ——输入物料的含碳量，单位与输入物料的量的单位相

匹配；

CC0 ——输出物料的含碳量，单位与输出物料的量的单位相

匹配；

ω ——碳质量转化为温室气体质量的转换系数；

GWP ——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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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测法

通过安装监测仪器、设备，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并采用相关技术文件中要求的方法测量温室气体源排放到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

碳足迹核算过程中采用的排放因子应考虑如下因素：（1）来源明

确，有公信力；（2）适用性；（3）时效性。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如下

表所示：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排放因子实测值

或计算值

通过工业企业内的直接测量、能量平衡或物料平衡

等方法得到的排放因子或相关参数值
高

排放因子参考值 采用相关指南或文件中提供的排放因子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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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为射频同轴连接器射

频同轴电缆，与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生产相关的主要活动

水平数据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一：H62黄铜消耗量

原料名称： H62黄铜

消耗量： 155.74 kg

数据来源： 企业 H62黄铜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 年主

材使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

据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二：铝消耗量

原料名称： 铝

消耗量： 888.23 kg

数据来源： 企业铝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材使用量

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据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三：钢材消耗量

原料名称： 钢材

消耗量： 225.7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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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企业钢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材使用

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据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四：铍青铜消耗量

原料名称： 铍青铜

消耗量： 1261.76 kg

数据来源： 企业铍青铜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材使

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据一

致。

活动水平数据五：锡磷青铜消耗量

原料名称： 锡磷青铜

消耗量： 1142.9 kg

数据来源： 企业锡磷青铜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材

使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据

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六：不锈钢消耗量

原料名称： 不锈钢

消耗量： 10604.441 kg

数据来源： 企业不锈钢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材使

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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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活动水平数据七：聚四氟乙烯消耗量

原料名称： 聚四氟乙烯

消耗量： 822.93 kg

数据来源： 企业聚四氟乙烯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年主

材使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购数

据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八：HPb59-1 黄铜消耗量

原料名称： HPb59-1黄铜消耗量

消耗量： 17232.76 kg

数据来源： 企业 HPb59-1 黄铜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21

年主材使用量消耗统计》，数据与企业生产采

购数据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九：电力

原料名称： 净外购电量

消耗量： 3270.935 MWh

数据来源： 企业净外购电量数据来源于电力公司购销发

票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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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数据一：H62黄铜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H62黄铜单位能耗

数值： 0.18 tce/t

数据来源： GB 29442-2012 《铜及铜合金板、带、箔材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二：铝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铝单位能耗

数值： 1.660 tce/t

数据来源： GB 21346-2013《电解铝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三：钢材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钢材单位能耗

数值： 0.545tce/t

数据来源： 中钢协会员单位 2020年吨钢综合能耗统计值。

排放因子数据四：铍青铜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铍青铜单位能耗

数值： 0.408 t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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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GB 29442-2012 《铜及铜合金板、带、箔材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五：锡磷青铜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锡磷青铜单位能耗

数值： 0.408 tce/t

数据来源： GB 29442-2012 《铜及铜合金板、带、箔材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六：不锈钢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不锈钢单位能耗

数值： 0.545 tce/t

数据来源： 中钢协会员单位 2020年吨钢综合能耗统计值。

排放因子数据七：聚四氟乙烯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聚四氟乙烯单位能耗

数值： 3.0 tce/t

数据来源： T/FSI058-2020《聚四氟乙烯单位能耗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取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八：HPb59-1 黄铜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HPb59-1黄铜单位能耗

数值： 0.465 t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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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GB 29442-2012 《铜及铜合金板、带、箔材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

排放因子数据九：电力排放因子

因子名称： 电力能耗

数值： 0.5810

数据来源： 陕西省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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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碳足迹核算及需说明的情况

有限公司碳足迹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计算，根据上文列出的

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具体核算过程如下：

（一）前端原材料获取

原辅料名称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tce/t）

H62黄铜 155.74 kg 0.18

铝 888.23kg 1.675

钢材 225.74kg 0.545

铍青铜 1261.76kg 0.408

锡磷青铜 1142.9kg 0.408

不锈钢 10604.441kg 0.545

聚四氟乙烯 822.93kg 3.0

HPb59-1黄铜 17232.76kg 0.465

通过核算，前端原材料获取中共消耗能源折合 18.88吨标准煤，

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一般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范围 2.66~2.72吨，

取平均值 2.7 tCO2/tce，从而得到前端原材料获取过程中碳排放 50.98

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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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和使用

有限公司在生产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的过程中，仅消

耗电力。

项目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

电力 3270.935 MWh 0.5810 tCO2/MWh

通过核算，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供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1900.41吨。

（三）后期处理和末期处置

通过有限公司生产工业得到，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产

品使用后期，其所有材料均可回收再次利用，无需进行处置，且后期

报废数据部分排放难以监测，本报告中未对该部分进行报告。

（四）单位产品碳足迹

根据上文叙述，2021 年度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碳

足迹为 1951.39吨二氧化碳，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产品产

量为 2566万只。经核算，单位产品碳足迹为 0.076 kg/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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