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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企业概况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七一二”或“我公司”）是我

国专网无线通信领域的核心供应商，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业设计中心，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我公司前身始建于1936年，是一

家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大型综合性电子骨干企业。公司始终服务于国家及国防战

略，专注推进我国专网无线通信行业发展，主营业务包括专用无线通信、民用无

线通信及环保监测三大领域。 

公司拥有一支极具创造力、领导力的经营管理团队和强有力的技术研发团队，

核心团队对国内外无线通信行业的发展趋势、技术演进路径、客户内在需求、产

业竞争格局有着深刻的认知，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生产及管理经验，并取得

多项技术成果。公司具有良好完整的科研生产能力布局，形成了更具竞争优势的

科研能力、工艺能力、交付能力、质量和服务保障能力。公司的专用产品覆盖了

手持、背负、车载、机载、舰载等主要装备形态，民用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地

铁和轻轨、海事、石油、矿山等领域。公司深度参与了专用互联网、数据链、卫

星通信、卫星导航、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无线通信等诸多通信体制的制定，打造

了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定不移的走高端、高质、高新的发展道路，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时，

注重商业模式的创新，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合理配置资源，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布局，形成模块-整机-系统-服务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在无线通信领域突

出主业竞争优势，打造多个具有行业整体竞争力的产业板块，提升公司创新经营

能力。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打造长效竞争力，实现“技术顶天、市场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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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赋能”，通过有质量的内生增长和外延式扩张增长，实现公司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1.2 产品情况介绍 

表1. 产品简介 

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CIR 系

列-WTZJ-I/ WTZJ-II） 

 

 外形美观、结构坚固，电磁兼容和抗震性能良好，

满足机车环境的使用要求 
 采用可视化的操作终端，界面友好，便于操作。 
 具有 GSM-R 和 450M 两种工作模式，符合《机车

综合无线通信设备技术条件 V2.0》（科技运

[2009]28 号）等相关标准 
 具有列车安全预警系统车载台（800MHz 机车电

台（LBJ））的功能，符合《列车防护报警和客车

列尾系统技术条件（V1.0）》（运基通信[2009]690
号）等相关标准 

 主机分为标准型和小型化两种，产品安装方式多

种多样，可适应各种车型 
 设备可采用 DC110V、DC75V 或 DC24V 供电，

满足各种类型的电源环境 
 采用模块化设计，同型号设备的相同部分具有交

换性，方便维护 
 采用 GSM-R 调度通信模块和数据模块，可用

GPRS 或 CSD 方式传输数据，传输可靠 
列车安全预警系统车载台

（M4212）

 

 具有向客列尾查询列车尾部风压和控制客列尾排

风制动的功能 
 具有发送和接收列车防护报警信息并发出声光提

示的功能 
 具有接收道口事故报警信息和施工防护报警信息

并发出声光提示的功能 
 具有发送列车接近预警信息的功能 
 具有记录功能 
 专用维护设备具有对列车安全预警系统车载台进

行出入库检测和数据维护管理的功能 
 符合《列车防护报警和客车列尾系统技术调价

（V1.0）》（运基通信[2009]690 号）等相关标准 

客列尾中继台 

 设备分为室外机及室内机，用户选择性较大，现

场安装及摆放方便 
 设备采用 AC220V 或 DC-48V 供电，室外机内置

蓄电池，在交流断电时设备也能工作 
 主机采用 5*10 液晶屏，显示内容丰富，便于维护

操作 
 具有转发客列尾信息、实施显示接收和转发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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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尾信息功能、查询和显示中继台存储的记录数

据功能、远程管理功能、供电方式及备用电池状

态检测功能、本地软件升级和远程软件升级功能。 

数字平面无线调车系统 

 

 系统特有的信令强插功能解决了平面调车系统长

期以来的难题，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实用

性，我公司拥有在此项技术上的多项国家专利 
 系统具有先进的调车作业单传输功能，机车控制

器和调车手持台都能接受并显示调车作业单，解

决了原来纸质调车作业单的诸多不便 
 我公司针对铁路平面调车特点，自主研发了专用

数字信道机，是铁路平面无线调车领域第一家完

全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机车电台 

 

 符合《列车无线调度通用式机车电台主要技术条

件》和 TB/T3052-2002 标准中 B、C 制式机车电

台指标和功能的有关规定要求 
 电台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牢固、可靠 
 各单元模块化便于检测与维修 
 可利用计算机和专用软件更新模式转换数据信息 
 具有 GPS 数据库，可根据 GPS 信息自动切换工作

模式，也可工作在手动切换模式下 
 具有机车与调度、车站、其他机车、车长之间呼叫

通话功能 
 具有出入库检测功能。 

机车设备测试仪 

 

 可以对调度命令机车设备进行分段测试，排除故

障 
 模拟调度命令机车装置接收调度命令，并发送自

动确认信息，按“确认”键发送签收信息，对调度命

令地面装置进行测试 
 模拟调度命令地面设备发送调度命令，对机车装

置进行测试 
 采用单片机控制，电路简单，可靠性高，操作界面

友好、电池供电、体积小、便于携带、功能齐全。 

双模列尾机车台 

 符合《双模货物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设备暂行技术

条件—列尾机车台》TJ/DW180-2015 标准 
 具有 400MHz 数字模式和 GSM-R 模式两种通信

方式 
 采用可视化操作显示终端，界面友好，便于操纵，

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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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单控制盒和双控制盒两种连接安装方式，

便于适应不同车型 
 具备同时显示机车号、列尾主机 ID\连接状态、风

压、列尾指令信息、GSM-R 通信状态功能等。 

固定源挥发性有机气体在线监测

系统（非甲烷总烃和苯系物） 

 

 适用于固定源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NMHC）和苯

系物（BTX）的测定 
 可适应高温、高湿、高粉尘的检测 
 喷涂、纺织印染、石油化工、农药制造、 医药制

造、橡胶制品制造、电子工业、印刷与包装印刷、

黑色金属冶炼、废弃厂矿区、消防应急响应等行

业成熟的应用 
 分析时日月排放总量，且可随时检测 
 即时显示非甲烷总烃和苯系物的浓度值 
 可存储大量检测数据，可存储高达累计检测五年

以上数据 
 远程监控、R/S 架构，可随时监控园区非甲烷总烃

排放情况， 同时可远程控制检测仪器，可在中心

平台操作仪器。 

汽油车污染排放分析仪 

 

 具有符合最新国标 GB 18285 指定的加速模拟工

况测试功能，GB14621 指定的稳态法及双怠速法

测试功能 
 采用不仅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汽车排放污染物测

试功能（稳态测试、双怠速测试、加速模拟工况测

试），还可根据用户指定工况进行测试 
 符合国际标准 ISO 3930 或 OIML R9900 级精度

要求 
 可选配柴油发动机排气口逃逸氨浓度检测功能。 

北斗车载监控平台 

 

 平台支持交通部《JT/T796-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JT/T808-2013 道

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

协议技术规范及数据格式》、《JT/T809-2011 道路

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的要求。 

1.3 主要生产工艺 

七一二生产工艺主要是使通过焊接、气动工具等方式将原材料等外购成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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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工艺组装成产品；然后进行检验，包括单板加电测试、单元老化测试、整

机老化测试等；测试合格后喷三防漆；整体细调、整机老化指标复测等合格后，

进行外包装即为成品。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1）通信机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图1. 通信机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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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通信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图2. 移动通信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3）环保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图3. 环保事业部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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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碳足迹核查目的 

通过对产品碳足迹进行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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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碳足迹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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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核查范围 

2.1 产品碳足迹范围描述 

本报告核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包含 IPC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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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公司生产的产品众多，型号、大小、规格均不统一，且差别较大，本

文选取产值作为计量单位，因此本文选用 1 万元作为碳足迹计算的功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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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司生产的系统边界 

2.2 碳核查计算的时间范围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选用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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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足迹核查的系统边界 

七一二产品的生命周期从电子元器件、模块、集成电路、功能器件、线缆、

电源等原材料的收集开始，采用原材料组装、检验、测试、包装等生产工序，完

成产品的制造。由于企业产品在出厂后销售至用户，用途广泛，追踪起来较为困

难，故产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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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

排放及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排放。将生产过程等效为一个碳平衡系统，碳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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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工序原料及能耗折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化石燃料、电力等；碳输出

端为所有工序含碳（副）产品或废渣折合的二氧化碳排放，两者之差为这一过程

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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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芬碳资产管理咨询（北京）有限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对公司的产品碳足迹进行了核查。工作组对碳足迹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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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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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集了生产相关的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活动数据，并进行分析、筛选，计算得到单位产值的输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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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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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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碳足迹核查数据类别与来源 
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初级 
活动 
数据 

输入 
主料消耗量 原材料消耗统计表 
辅料消耗量 原材料消耗统计表 

输出 废水、废气、废渣 环保数据统计表 
运输 运输燃油消耗量 按供应商距离以及车数估算 
能 源 使

用 
电 能源消耗统计表 
天然气 能源消耗统计表 

次级 
活动 
数据 

排放 
系数 

主料 

数据库及文献资料 
辅料 
能源 
运输 

4．碳足迹计算 

本文中的碳足迹计算公式如下: 

CF =∑ 𝑷𝑷𝒊𝒊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𝒋𝒋=𝟏𝟏 × 𝐐𝐐𝒊𝒊𝒋𝒋 × 𝑮𝑮𝑮𝑮𝑷𝑷𝒋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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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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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原材料收集阶段 GHG 排放 

表3. 原材料开采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序

号 

基本信息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G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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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材 原材料 CO2 2285.5 t 2.0131 tCO2/t 1 4600.71 
2 塑料 原材料 CO2 3595.4 t 3.8736 tCO2/t 1 13927.14 

小计 185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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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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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 原材料

运输 CO2 243100 km 0.20911 kgCO2/km 1 50.83 

小计 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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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耗电力、天然气

等产生的排放，相关计算过程可参见《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 

表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年度 物质种

类 

化石燃料消耗

量 
A（t/万 Nm3） 

低位发热值 
B（GJ/t 或 GJ/

万 N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D×44/12 

（tCO2） 

2020 年  天然气 2.81 389.31 0.0153 99 60.76 

 
  

                                                        
1 数据来源于刘宏强,付建勋,刘思雨,谢欣悦,杨笑楹. 钢铁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与实践[J].钢铁，2016,51（4）：7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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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净购入电力产生排放量 

年度 物质种类 净购入电量 
A（MWh） 

电力排放因子 
B（tCO2/MWh 或

tCO2/GJ） 

排放量 
G=A×B 
（tCO2） 

2020 年 净购入电量 8200.3 0.8843 7251.53 

表7.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物质种类 净购入热力 
A（GJ） 

热力排放因子 
B（tCO2/GJ） 

排放量 
G=A×B 
（tCO2） 

2020 年 净购入热力 20342 0.11 2237.62 

表8. 产品生产阶段总排放量 
年度 2020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60.76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排放量（tCO2） 9489.15 
总排放量（tCO2） 9549.90 

4.4 产品产值 

根据 2020 年碳核查报告，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产值为： 

表9. 主营产品产量表 
时间 产值（万元）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300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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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确定的产品产值数据，2020

年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产值碳足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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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单位产值碳足迹（tCO2/万元） 

 原材料收集阶段 
产品生产阶

段 
产值（万

元）  原材料收集阶段 原材料运输阶段 

生命周期各阶段排放 18527.85 50.83 9549.90 300549.5 
各阶段排放占比 65.87% 0.18% 33.95% 100% 
单位产值碳足迹 0.0616 0.0002 0.0318 ／ 

5.核查结论 

基于对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碳足迹核

查组确认： 

1）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产值碳足迹为 0.0936tCO2/万元； 

2）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单位产值碳足迹中原材料

收集阶段比重为 65.87%，原材料运输阶段排放量比重为 0.18%，产品

生产阶段排放比重为 33.95%。即单位的碳足迹绝大部源自原材料收集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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