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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企业概况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由益海嘉里金龙鱼粮

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投资的一家集中粮油食品加工、销售等业务于一体

的综合型企业。公司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东江大道 2 号，占地 6 万 7

千多平方米，公司业务以食用油脂及其制品加工、销售为主，现有精炼分提产

线 10 条，产能达 5900T/D、中小包装产线 9 条，产能达 2150T/D、特种油产

线 4 条，产能达 350T/D，生产产品涉及小包装油、特种油脂、散装油等种类。

其中小包装油有“金龙鱼”、“欧丽薇兰”、“胡姬花”等知名品牌。公司连续多年获

得过“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广东企业 500 强”、“广东制造业 100 强”、“广东省

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等殊荣。公司视员工为最重要的企业资源，视人才为企业

最大的资源和财富，高度重视员工的可持续发展和培养，通过帮助员工提升个

人能力，体现个人价值等方式，推动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1.2 产品情况介绍 

1）目前公司经营产品： 

小包装食用油：以“金龙鱼”、“胡姬花”等品牌为主的，家庭用烹调食用包装油

系列产品（400 mL－5 L） 

——小包装食用油拥有金龙鱼、胡姬花、欧丽薇兰、香满园等系列产品，产品

种类涵盖花生油、橄榄油、大豆油、玉米油和调和油等品类，其中金龙鱼黄金

比例调和油、胡姬花花生油、欧丽薇兰橄榄油等品牌品项，深受消费者喜爱。 

餐饮专用油：以“海皇牌”为主的，面对餐饮行

业的餐饮专用油（10－22 L） 

——餐饮用油方面，针对宾馆、酒楼、大中型

饭店，开发了金龙鱼、海皇牌、花旗、元宝牌、

口福等不同品牌、10L/20L/22L 等不同规格、不同档次的餐饮用油，满足各类

用户不同需求。 



特种油脂：以“金味”、“花旗”为主的，服务

于食品加工、烘焙行业的特种油脂系列产品 

——拥有金味、金鹂、花旗、金燕、棕榈树

等品牌，涵盖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起酥油

两大类数百款产品，与麦当劳、雀巢、元朗等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伙伴关系。 

散装油：供应给下游食品生产企业的散装油系

列产品，主要通过油罐专用车的方式进行装运 

——散装油主要产品包括：精炼棕榈油、棕榈

仁油、椰子油和一级大豆油等，主要销售给包

括亨氏、统一、顶益康师傅、九龙维记等各类食品生产企业作为其食品生产原

辅料。 

2）主要品牌 

 

 

小小包包装装食食用用油油品品牌牌品品牌牌 
Brands of Small Package Oil  



 

 

 

1.3 碳足迹盘查目的 

通过对产品碳足迹进行盘查，了解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各阶段的

碳排放情况，有利于低碳管理、节能降耗，节约生产成本；同时，

是响应国家绿色制造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有助于产品生产、

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 

1.4 碳足迹盘查准则 

本次盘查工作的准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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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67-1：2013《产品碳足迹-量化和计算要求及指南》； 

 ISO14064-l：2006《温室气体-第一部分：在组织层面温室

气体排放和移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性规范》 

 

特特种种油油脂脂品品牌牌 



2. 盘查范围 

2.1 产品碳足迹范围描述 

本报告盘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包含 IPCC2007 第 4 次评估报告中

所列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等，并且采用了 IPCC 第

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提出的方法来计算产品生产周期的GWP值。

为方便计算，本文所识别的温室气体仅为二氧化碳。 

本文选取公司主产品食用油脂作为目标产品，公司生产食用油

脂时以 t 或件作为计量单位，因此本文选用 1t 食用油脂作为碳足迹

计算的功能单位。 

生产工艺流程 

公司主要产品是食用油脂，现主要生产工艺有精炼工艺、分提

工艺、酯交换工艺、特种油脂生产工艺，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1）物理精炼工艺流程 

棕榈油 蒸汽加热 真空干燥 酸处理 脱色

过滤热能回收高压蒸汽加热蒸汽除酸

脱臭 热能回收 冷却 部分棕榈油进分提加工

挥发分回收

副产物：含油白土

水汽

磷酸 白土

循环冷却水

低压蒸汽 间接加热 废气污染源

 



物理精炼主要分两步：脱色和脱臭两个步骤进行完成。 

① 脱色处理：在真空、高温状态下，油品与适量的白土进行混合，利用白

土吸附的特点去除油中的油不溶物、微量金属元素、类胡萝卜素及其它色素等，

同时去除油中的胶质、残余皂和其它杂质。 

② 脱臭处理：在适宜的温度和蒸汽的翻动下，将油中的游离脂肪酸及易挥

发性臭味物质一起蒸馏出脱臭塔。 

（2）精炼棕榈油分提加工工艺流程 

精炼棕榈油

蒸汽加热 冷却控制 过滤 空气挤压

80%精炼棕榈液油

（过滤温度下成液体状）

20%精炼棕榈硬脂

（过滤温度下成固体状）

循环冷却水

 

 

分提工艺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试剂，通过控制棕榈油的冷却结晶过程并进行

分离，把棕榈油分成低熔点的液相（软脂）和高熔点的固相（硬脂）。油温必须

保持在适宜的温度，以破坏所有已存在的晶体。在搅拌和循环水冷却状态下，通

过设定油和冷却水间的温差和冷却时间来控制冷却过程，使晶体形成并慢慢长大。

当达到要求温度时（取决于希望达到的软脂质量），停止冷却，将形成的大晶团

过滤分离。 

（3）毛豆油/菜油精炼工艺流程 



毛豆油/菜油 蒸汽加热 混合器 酸处理 冷却器

混合器碱反应罐加热器离心机水洗罐

离心机 真空干燥 脱色脱臭

碱

磷酸

精炼大豆、菜油

循环冷却水

水副产物：皂角

白土

副产物：含油白土 废气污染源

废水污染源

 

毛豆油、毛菜油采用化学精炼的方式进行中和处理，再经过脱色、脱臭步骤

即是完整的精炼工艺过程。中和又称为碱炼，其不仅能够有效地中和油中的游离

脂肪酸并离心分离重相不溶物，而且操作时条件比物理精炼法“更加宽松”。 

（4）毛菜油脱胶工艺流程（新增） 

毛菜油

加热 反应 离心分离 干燥

加酸

加水 废水污染源
 

毛菜油采用水化脱胶的工艺，加入定量的热水与酸（柠檬酸或磷酸）让毛

油中的非水化磷脂转化成水化磷脂，磷脂吸水膨胀进行絮凝并离心分离，使毛

菜油中的磷脂降低，达到四级菜油的标准。 

（5）起酥油加工工艺流程 

混合罐 进料罐 过滤器 柱塞泵 急冷机1

捏合机急冷机2捏合机急冷机3背压阀

挤压阀 起酥油包装机

氮气

 

起酥油的加工是由原料油按一定比例事先用油溶解的添加物，经计量后进入



调和罐，充分混合，然后冷却至，进行预冷。用急冷摄合机将混合物与导入的氮

气一起进行急冷，迅速冷却到过冷状态，部分油脂开始结晶。然后通过连续捏合

进行结晶，出口温度符合工艺要求，使起酥油获得光滑的奶油状组织和白色的外

观。 

（6）人造奶油加工工艺流程 

精炼棕榈油 调配 混合 杀菌 冷却 结晶

熟化储存

油脂

水/油溶性配料

 

人造奶油生产的基本过程与起酥油生产过程相似，包括原辅料的调和、乳化、

急冷、捏合、包装和熟成 5 个阶段。将精炼动物植物油和油溶性、水溶性辅料及

一定比例的油脂进行混合调配、杀菌，经过冷却结晶后形成人造奶油。调配过程

是将原料和辅料通过一系列有标度的储存罐或流量计予以定量，并引入喂料罐，

将混合物彻底混合并通入第一个通常称作 A 单元的刮板换热器，形成一定量的

晶体，经 B 单元捏合工段后，改变晶体结构，形成产品需要的晶体结构。 

（7）酯交换加工流程（新增） 

原料油 蒸汽加热 真空干燥 冷却器

甲醇钠

储罐

磷酸

 

酯交换是油脂改性方法之一，油脂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产生二酰甘油阴离子

诱导前体，促使三甘酯分子内或分子间进行酯交换。混合的原料油经过蒸汽加热、

干燥后加入催化剂甲醇钠，进行循环反应，并以加入磷酸作为反应结点。这一过

程能改变混合油油脂的熔点或溶解状态，通过改变结晶特性，提高产品的使用性

能，控制反式酸的生成，防止产品的后结晶、渗油及砂粒化现象。 

（8）食用油中（新增）、小包装加工流程 



一级油

检验

调和油

调油 灌装 加盖 压盖 喷码

光检贴标检验装箱成品

 

食用油中、小包装加工是指将油罐中油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灌瓶、封装、贴

标、装箱、打包的一系列过程。这一过程中不涉及化学反应，仅为油类的调和、

灌装和包装工序。 

2.2 碳足迹盘查计算的时间范围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选用 2019 年整个自然年度（即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的数据进行产品碳足迹计算，采用

大样本计算，有效减少数据带来的计算结果准确性差的问题。 

2.3 碳足迹盘查的系统边界 

食用油脂的生命周期从棕榈油、大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葵

花籽油等原料油的生产开始，采用精炼工艺、分提工艺、酯交换工

艺等，最后成品油灌装。由于食用油脂包装规格大小不一，并且在

出场之后出售至用户，用户分散又较为零散，因此追踪起来较为困

难，故产品的包装、使用和使用后废弃物的处理不在本研究的系统

边界内，即为“摇篮-到-大门”（B to B）的方法。 

食用成品油脂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原料油加工到成品

食用油脂的生产过程中的化石燃料排放直接排放及动力介质等的间

接排放。 

3.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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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华测

国际认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对公司的产品碳足迹进行了盘查。

工作组对碳足迹盘查工作采用了前期摸底确定工作方案和范围、文

件和现场访问等过程执行本次碳盘查工作。前期摸底中，主要开展

了产品基本情况了解、原材料供应商的调研、工艺流程的梳理、企

业用能品种和能源消耗量、企业的产品分类及产品产量等。结合产

品的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确认、统

计和计算，结合合适的排放因子和产品产量计算出产品的碳足迹。 

3.1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确定的系统边界内，食用油脂产品生命周期包括 3 个阶段: 原

料油获取阶段，包括棕榈油、大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葵花籽油、

等的获取及运输；生产阶段，包括精炼工艺、分提工艺、酯交换工

艺等过程；后处理阶段，包括储存、运输等过程。在进行碳足迹评

价时需要对这些过程的输入、输出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进行采集、

统计。本研究采集了食用油脂产品相关的 2019 年活动数据，并进行

分析、筛选，计算得到生产每吨食用成品油脂的输入、输出数据。 

3.2 次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数据计算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某个过程不在组织控制、

数据调研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无法获取。对于无



法获取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情况，寻求次级水平数据予以填补。例

如本研究中，原材料的收集及分类等过程不在组织的控制范围内，

过程活动数据不能通过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计算的方式得到。因此，

在进行碳足迹评价时采用次级活动数据。本研究中次级活动数据主

要来源是数据库和文献资料中的数据，或者采用估算的方式。 

4．碳足迹计算 

本文中食用油脂产品的碳足迹计算公式如下: 

CF =∑ 𝑷𝒊
𝒏
𝒊=𝟏，𝒋=𝟏

× 𝐐𝒊𝒋 × 𝑮𝑾𝑷𝒋 

其中，CF 为碳足迹，P 为活动水平数据，Q 为排放因子，GWP

为全球变暖潜势值。 

4.1 原材料收集阶段 GHG 排放 

表 3 原料油生产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序

号 

基本信息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GW

P 

排放量

（tCO2e） 排放源 
设施/

活动 

温室

气体

种类 

活动数

据值 

单

位 

排放因

子值 
单位 

1 
原料棕

榈油 

原 料 油

生产 
CO2 1391402   ton 0.22 tCO2/t 1 299569  

2 
原料豆

油 

原 料 油

生产 
CO2 127877  ton 0.57 tCO2/t 1 73030  

3 
其他原

料油 

原 料 油

生产 
CO2 113905  ton 0.43 tCO2/t 1 49207  

小计 421806 

注：*原料棕榈油油的排放因子选择数据库“Ecoinvent 3.0”中对应数据项《Palm 

kernel oil, crude {GLO}| market for | APOS, SCO2》CO2 排放因子，进行排放

量计算。          



*原料豆油油的排放因子选择数据库“Ecoinvent 3.0”中对应数据项《Palm kernel 

oil, crude {GLO}| market for | APOS, SCO2》CO2 排放因子，进行排放量计算。

          

*其他原料油的排放因子采用同集团下属的深圳南天油粕工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和 2018 年平均碳强度。           

表 4 原材料运输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序

号 

基本信息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GW

P 

排放量

（tCO2e） 排放

源 

设施/活

动 

温室

气体

种类 

活动数据

值 

单

位 

排放因

子值 
单位 

1 燃油 远洋船运 CO2 
75973056

05   

ton*

km 
0.0544 

kgCO2

/tkm 
1 413293  

小计  

4.2 产品生产阶段 GHG 排放 

企业生产阶段的碳排放主要为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即消耗天

然气、电力等产生的排放，相关计算过程可参见《益海(广州)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碳足迹计算表》： 

表 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排放源 

化石燃料消

耗量 

（t 或 m3） 

低位发热值 

（KJ/kg 或

KJ/ 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TJ） 

氧化率 

 

排放量 

（tCO2） 

A B C D G=A×B×C×D×44/12/106 

天然气 987668 38931 15.32 99% 2136  

汽油 27.10 43070 18.9 98% 79  

柴油 38.48  42652 20.2 98% 119  

合计 2334 

表 6 净购入电力产生排放量 



排放源 

净外购量

（MWh 或

GJ） 

排放因子 

（tCO2/MWh 或

tCO2/GJ）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tCO2） 

A B  C=A*B 

净外购电力 34509.90 0.5271 18190  

 

排放源 
净外购量（GJ） 

排放因子 

（tCO2/GJ）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tCO2） 

A B  C=A*B 

净外购热力 198317  0.11 21815 

表 8 产品生产阶段总排放量 

年度 201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334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tCO2） 18190 

净购入热力排放量（tCO2） 21815 

总排放量（tCO2） 42339 

4.4 产品产量 

根据 2019 年度深圳碳核查报告，2019 年益海(广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食用油脂产量为： 

产品 产量（吨） 

食用油脂 1620818 

4.5 产品碳足迹 

根据 4.1以及 4.2部分的计算结果以及 4.3部分确定的产品产量，

2019 年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食用油脂碳足迹如下表所示： 

表 4-7 产品碳足迹（tCO2/t） 

 原材料收集阶段 产品生产 合计 



 
原材料收集阶

段 

原材料运输阶

段 

阶段 

生命周期各阶段排放 421806 413293 42339 
 

各阶段排放占比 48.07% 47.10% 4.83% ／ 

产品碳足迹 0.260 0.255 0.026 0.541 

5.盘查结论 

基于对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文件评审和现场盘查，碳

足迹盘查组确认： 

1） 益海 (广州 )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食用油脂碳足迹为

0.541tCO2/t 产品； 

2）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2019 年食用油脂产品碳足

迹中原材料收集阶段比重为 48.07%，原材料运输阶段排

放量比重为 47.10%，产品生产阶段排放比重为 4.83%。

即食用油脂产品的碳足迹绝大部源自原料油生产和运输

过程阶段。故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除自身节能减

排外，可适当考虑采用国产原料的压榨油品以降低产品碳

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