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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和《排污许可管理

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生活垃圾

焚烧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

排放限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和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10 月 2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9 年 10 月 24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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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

排放限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和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排

污许可平台）填报相关申请信息，适用于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排污许可管理。

本标准未作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气、废水或者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生活垃圾焚烧

排污单位的其他产污设施和排放口，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08 排污单位编码规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2012 垃圾焚烧袋式除尘工程技术规范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 号）

http://www.doc88.com/p-4334139071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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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指以焚烧方式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

焚烧厂或焚烧发电厂。

3.2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指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或速率）和排放量。

3.3

“3T+E”燃烧控制 "3T+E" combustion control technique

指通过控制炉膛内焚烧温度（Temperature）、烟气停留时间（Time）、烟气湍流强度

（Turbulence）、过量空气（Excess-Air），有利于焚烧中有害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物的分解并

抑制焚烧中二噁英等污染物生成的方式。

3.4

非正常情况 abnormal situation

指生产设施非正常工况（如焚烧炉烘炉、启停炉、设备检修、焖炉压火等）及污染防治

（控制）设施非正常状况（如故障等引起的达不到应有治理效果或同步运转率）。

4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4.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要求，在排污许可平台填报相应信息。排污许可平台未包括的，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规定需要填报或排污单位认为需要填报的，可自行增加内容。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增加需要在排污

许可证中载明的内容，并填入排污许可平台中“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增加的管

理内容”一栏。

4.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填报单位名称、是否需改正、排污许可证管理类别、邮政编码、行

业类别、是否投产及投产日期、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纬度、所在地是否属于环境敏感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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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点控制区域、总磷总氮控制区等）、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及所属工业园区名称、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备案编号）、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文号、主要污染

物总量分配计划文件文号、颗粒物总量指标（t/a）、二氧化硫总量指标（t/a）、氮氧化物总量

指标（t/a）、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t/a）、氨氮总量指标（t/a）、涉及的其他污染物总量指标

等。

填报行业类别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焚烧发电企业填报“电力生

产（D441）”中“D4417 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类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及焚烧发电企业

填报“环境治理业（N772）”中“N7723 固体废物治理”行业类别；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焚烧企业填报“公共设施管理业（N78）”中“N782 环境卫生管理”行业

类别。

4.3 主要产品及产能

4.3.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根据本标准要求，在排污许可平台中填报主要生产单元名称、主要工艺名称、

生产设施名称、生产设施编号、设施参数、产品名称、生产能力及计量单位、年生产时间及

其他信息。

4.3.2 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

排污单位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填报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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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一览表

主要生

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设施参数 计量单位

焚烧

（发

电）生

产单元

焚烧（发

电）

焚烧炉

设计处理能力 t/d
焚烧炉型式（机械炉排炉、循环流化床锅

炉、其他）
/

设计标态干烟气量（11%O2） Nm3/h
炉膛内焚烧温度 ℃

炉膛内烟气停留时间 s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 %

余热锅炉 额定蒸发量 t/h

汽轮机

额定容量 MW
抽汽量（对外供汽、供热） t/h

型式（凝汽式、抽凝式、其他） /
发电机 额定功率 MW

装卸贮

存预处

理单元

装卸

生活垃圾、污泥运输

通道 a 型式（密闭、露天、其他） /

卸料大厅 型式（密闭、露天、其他） /

预处理 预处理车间 b
面积 m2

设计处理能力 t/d

贮存

垃圾库、污泥库 设计有效容积 m3

燃煤贮存设施
设计储量 t

型式（封闭、露天、其他） /
炉渣池（库） 设计有效容积 m3

飞灰仓 设计有效容积 m3

脱酸中和剂罐（仓）/
水泥仓/活性炭仓

设计有效容积 m3

脱硝剂储罐（氨水罐、

液氨罐、其他）
设计有效容积 m3

危废贮存间 面积 m2

辅助单

元

冷却系统

直流冷却 / /

间接冷却
型式（自然通风冷却塔、机械通风冷却塔、

其他）
/

渗滤液处

理
渗滤液处理站 设计处理能力 t/d

飞灰处理

飞灰处理车间

设计处理能力 t/d

型式（密闭、露天、其他） /

飞灰固化物贮存车间
面积 m2

型式（密闭、露天、其他） /
软水制备 软水制备车间 设计制水能力 t/h

a主要指厂内地磅至卸料大厅之间生活垃圾（污泥）运输通道的上（下）坡段。
b指生活垃圾（污泥）入炉焚烧前的筛分、脱水等预处理。

4.3.3 生产设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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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填报内部生产设施编号，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根据 HJ 608 进

行编号并填报。

4.3.4 生产能力及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为生活垃圾（含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设计处理

能力（填报入厂值）及设计主要产品产能，不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予以淘汰或取缔的处理能

力及产能。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分别填写固体废物具体名称及处理能力。处理能力计

量单位为 t/d；主要产品产能中热力产能计量单位为 GJ/a，电力产能（发电量）计量单位为

kWh/a。

4.3.5 设计年生产时间

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或者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中的焚烧

炉年利用小时数填报，单位为 h。若无相关文件或者文件中未明确相关内容的，按照焚烧炉

近三年实际年利用小时平均值填报。

4.3.6 产品名称

包括电力、热力等，如不涉及电力、热力等产品可不填报。

4.4 主要燃料及辅料

4.4.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根据本标准要求，在排污许可平台中填报主要燃料及辅料种类、设计处理（消

耗）量及计量单位、燃料及辅料信息等内容。

4.4.2 种类

燃料种类：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厂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助

（混）燃的其他固体/液体/气体燃料（包括煤、油、气等）。

辅料种类：工艺过程和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过程中添加的化学药剂，包括脱

酸中和剂（石灰石、熟石灰、碳酸氢钠、氢氧化钠等）、脱硝剂（液氨、氨水、尿素等）、活

性炭、螯合剂、水泥等。

4.4.3 年处理（消耗）量及计量单位

燃料处理（消耗）量计量单位为万 t/a 或万 m3/a，辅料消耗量计量单位为 t/a。

按设计值填报。

4.4.4 燃料及辅料信息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报入厂含水率、灰分、

硫分、低位发热量、氯元素等。

助（混）燃用燃料中，燃煤填报灰分、硫分、挥发分、低位发热量。燃油和燃气填报硫

分（液体燃料按硫分计；气体燃料按总硫计）及低位发热量。

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填报值以收到基为基准（挥发分填报值以干燥无灰基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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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设计值填报。

4.5 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

4.5.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分别填报废气、废水的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信息。

废气包括生产设施对应的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有组织、无组织）、污

染防治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编号、设施参数、是否为可行技术）、有组织排放

口编号及名称、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及排放口类型等。

废水包括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污染防治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编号、设

施参数、是否为可行技术）、排放去向、排放规律、排放口编号及名称、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要求及排放口类型等。

4.5.2 废气

4.5.2.1 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及污染防治设施

排污单位废气产排污环节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污染防治设施及排放口类型填

报内容见表 2。污染物种类依据 GB 18485、GB 16297、GB 14554 等标准确定。地方污染物

排放执行标准有更严格要求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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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废气产排污环节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及污染防治设施一览表

生产

单元
生产设施

废气产

排污环

节

污染物种类
排放

形式

污染防治设施
排放口

类型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参数
是否为可

行技术

焚烧

（发

电）生

产单

元

焚烧炉
焚烧烟

气

颗粒物

有组织

袋式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其他
过滤风速
a（m/min）

□是

□否

如采用不

属于“6

污染防治

可行技术

要求”中

的可行技

术，应提

供相关证

明材料

主要排放口

氮氧化物 SNCR、SNCR+SCR 、SCR、其他 /
二氧化硫 半干法、半干法+干法、半干法+湿法、干法+半干法+湿

法、干法、其他
/

氯化氢

一氧化碳 “3T+E”燃烧控制、其他 /
汞及其化合物

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其他
吨入炉燃

料活性炭

设计消耗

量（kg/t）

镉、铊及其化合物

锑、砷、铅、铬、钴、铜、锰、

镍及其化合物

二噁英类 “3T+E”燃烧控制+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其他

装卸

贮存

预处

理单

元

生活垃圾、污泥运

输通道
运输

硫化氢、氨、臭气浓度

无组织
密闭、冲洗、冲洗+药剂除臭、密闭+冲洗/药剂除臭、其

他
/ /

卸料大厅
运输、

卸料
无组织 密闭、密闭+负压、密闭+负压+冲洗/药剂除臭、其他 / /

垃圾库、污泥库 贮存 无组织 密闭+负压+入炉焚烧、其他

设计负压

值（Pa）
或换气次

数

/

预处理车间 预处理 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颗粒物

无组织 密闭、密闭+药剂除臭、密闭+负压+入炉焚烧、其他 / /

有组织 密闭+化学洗涤/生物过滤/活性炭吸附/水洗、其他 / 一般排放口

燃煤贮存设施
装卸、

贮存
颗粒物 无组织 封闭煤场、防风抑尘网+洒水抑尘、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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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

单元
生产设施

废气产

排污环

节

污染物种类
排放

形式

污染防治设施
排放口

类型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参数
是否为可

行技术

装卸

贮存

预处

理单

元

炉渣池（库）
装卸、

贮存
颗粒物

无组织 湿除渣、密闭+湿除渣、其他 / /
有组织 b 密闭+除尘器、其他 / 一般排放口

飞灰仓、脱酸中和

剂储罐（仓）、活

性炭仓、水泥仓

装卸、

贮存
颗粒物

无组织 密闭、其他 / /

有组织 b 密闭+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 一般排放口

脱硝剂储罐
装卸、

贮存
氨 无组织 密闭、其他 / /

辅助

单元
渗滤液处理站

渗滤液

调节、

生化处

理等

硫化氢、氨、臭气浓度

无组织 密闭、密闭+入炉焚烧、密闭+冲洗/药剂除臭、其他 / /

有组织 b 密闭+化学洗涤/生物过滤/活性炭吸附/水洗、其他 / 一般排放口

注：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其他生产设施（如飞灰处理车间、飞灰固化物贮存车间等）提出管控要求的，排污单位应按其要求在排污许可平台中填报相关信息。
a 适用于袋式除尘器。
b 有废气治理措施及排放口的产污环节，原则上按照有组织排放口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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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报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号并填报。

4.5.2.3 是否为可行技术

参照本标准第 6 章“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填报。

4.5.2.4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应填报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有编号，若无现有编号，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号并填报。

4.5.2.5 排放口设置要求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排污单位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关排

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和地方相关管理要求，填报废气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规范化要求。

4.5.2.6 排放口类型

有组织废气排放口分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主要排放口为焚烧炉烟囱，其余有组

织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排污单位废气排放口类型见表 2。

4.5.3 废水

4.5.3.1 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及污染防治设施

排污单位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及污染防治设施等信息填报内容参见表 3。其中，污染

物种类根据 GB 18485、GB 16889 和 GB 8978 等标准确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有更严

格要求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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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排放去向及污染防治设施一览表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b 废水排放

去向

污染防治设施
排放口

类型污染防治设施名称

及工艺

设施参

数

是否为

可行技术

工业废水（包括

化学水处理系

统废水、锅炉排

污水等）

pH、悬浮物、化学需

氧量、石油类

□不外排

□间接排

放

□直接排

放

pH 调节、絮凝沉

淀、气浮、过滤、

其他

设计处

理水量

（t/d）

□是

□否

如采用

不属于

“6 污

染防治

可行技

术要求”

中的可

行技术，

应提供

相关证

明材料

一般排

放口

垃圾渗滤液 a

色度、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

浮物、总氮、氨氮、

总磷、粪大肠菌群、

总汞、总镉、总铬、

六价铬、总砷、总铅

预处理、厌氧、好

氧、超滤、纳滤、

反渗透、其他

湿法脱酸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

氧量、硫化物、氟化

物、总汞、总镉、总

铬、六价铬、总砷、

总铅

中和、沉淀、絮凝、

澄清、超滤、反渗

透、其他

生活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

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动

植物油

一级处理（过滤、

沉淀等）、二级处理

（生物接触氧化、

活性污泥法、A/O、

A2/O 等）、砂滤或

其他过滤方式、其

他

循环冷却水排

水

pH、化学需氧量、总

磷、氨氮
/ /

a 初期雨水、生活垃圾（污泥）运输通道及卸料大厅冲洗水成分与垃圾渗滤液性质相似，一般情况下合并处理。
b 对地方标准或环境影响评价明确要求的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等其他污染物种类，生产废水、垃圾渗滤液、

循环冷却水需增加填报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等其他污染物种类。

4.5.3.2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报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号并填报。

4.5.3.3 是否为可行技术

参照本标准第 6 章“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填报。

4.5.3.4 废水排放去向

废水排放去向包括不外排、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不外排指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以及其他不向外环境排放的方式。

直接排放指直接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直接进入海域；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

河、湖、库）；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沿海海域）；以及其他直接进入环境水体的排放方式。

间接排放指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入其他排污单位、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以及

其他间接进入环境水体的排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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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5 废水排放规律

当废水直接进入环境水体时填报排放规律，不外排和间接排放时不需填报。

排放规律包括：连续排放，流量稳定；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连续

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规律，且不属于周期性规律；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属于冲击型

排放；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

4.5.3.6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编号应填报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有编号，若无现有编号，则根据 HJ 608 进

行编号并填报。

4.5.3.7 排放口设置要求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排污单位执行的标准规范中有关排放口规

范化设置的规定和地方相关管理要求，填报废水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规范化要求。

4.5.3.8 排放口类型

废水排放口分为废水外排口、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废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4.6 图件要求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还应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生产工艺流程图应至少包括主要生产设施（设备）、主要燃辅料的流向、生产工艺流程、

产排污环节等内容。

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应至少包括主体设施、公辅设施、环保设施等内容，同时注明废气主

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的生产单元；厂区雨水和污水排水管线走向；雨水和污

水排放口位置及排放去向等内容。

5 产排污环节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确定方法

5.1 产排污环节及对应排放口

5.1.1 废气

废气排放口应根据排放口编号、污染物种类填报相关信息，主要包括排放口地理坐标、

排气筒高度、排气筒出口内径、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名称及限值、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意见及承诺更加严格的排放要求等。

5.1.2 废水

废水直接排放口应填报排放口地理坐标、间歇式排放时段、受纳自然水体信息、汇入受

纳自然水体处地理坐标以及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废水间接排放口应填报排

放口地理坐标、间歇式排放时段、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以及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单独排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仅说明去向。废水间断排放的，应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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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污染物的时段。其余项为依据本标准第4.5部分填报的产排污环节及排放口信息，信息

平台自动生成。

5.1.3 雨水

雨水排放口基本信息包括排放口编号、排放口地理坐标、排放去向、受纳自然水体信息

（水体名称、受纳自然水体功能目标）以及汇入受纳自然水体处地理坐标。雨水排放口编号

填报排污单位内部编号，如无内部编号，则采用“YS+三位流水号数字”（如：YS001）进

行编号并填报。

5.2 许可排放限值

5.2.1 一般原则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量主要为年许可排放

量，指允许排污单位连续12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可根据需要将年许可排放量按季、月、日进行细化。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有组织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的许可排放浓

度，无组织废气按照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要求的监控点确定许可排放浓度；有组织主要排放

口逐一计算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许可排放量，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为各有组织主要

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之和，有组织一般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的许可排放量原则上不做要求。

对于水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原则上不做要求；单独

排入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其他排污单位污水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和

排放量不做要求，仅说明排放去向。

根据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有其他排放要求

或排污单位承诺执行更严格的排放浓度，除按相关标准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并实施监管外，还

需填报承诺的排放要求。

依据本标准规定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和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2015年1月1日（含）以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

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还应同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意见确定的要求。排污单位

填报许可排放量时，应在排污许可平台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量计算过程。

5.2.2 许可排放浓度

5.2.2.1 废气

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焚烧烟气排气筒）依据GB 18485对本标准表2所列的污染物种类

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其他有组织废气排放口和无组织废气按照GB 16297、GB 14554等对本

标准表2所列的污染物种类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有更严格要求的，

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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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2.2.2 废水

排污单位按 GB 18485、GB 16889、GB 8978 等标准要求确定表 3 所列的水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有更严格要求的，从其规定。

排污单位在同一个废水排放口排放两种或两种以上工业废水，且每种废水同一种污染物

的排放标准不同时，废水适用 GB 8978 的，按照 GB 8978 附录 A 的规定确定许可排放浓度；

若无法按照 GB 8978 附录 A 的规定执行的，则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

5.2.3 许可排放量

排污单位应根据排放浓度限值、烟气量、设计年利用小时数明确废气主要排放口的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年许可排放量，按式（1）、（2）计算：

1

n
ii

E M


 年许可

式中：E年许可——年许可排放量，t；

Mi——第i台焚烧炉大气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t；

n ——焚烧炉数量，无量纲。

 
2 9( ( ) )21  

21 1
10

1
i

iM RO V  


   

式中：Mi——第 i台焚烧炉大气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t；

ρi——第 i台焚烧炉某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许可排放浓度限值，mg/Nm3；

φ(O2) ——烟气氧含量，%。采用近三年自动监测的平均烟气氧含量，投产不满三年

的采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设计烟气氧含量；

V——第 i台焚烧炉标态干烟气量，Nm3/h。采用近三年自动监测的平均烟气量，投产

不满三年的采用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设计烟气量；

R——设计年利用小时数，h。

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6.1 一般原则

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及运行管理要求可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许可证

申请材料审核的参考。

对于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或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排

污单位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要求的污染治理技术的，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可以认为排污单位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有能力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对于未采

用的，排污单位应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

次采用的污染防治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可达到与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相当的处理能力，并加强自行监测、台账记录，评估达标可行性。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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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推荐的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参照附录 A。

6.3 运行管理要求

6.3.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行业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等要求设计、运行

焚烧主体设施和各污染防治设施并进行维护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使排放的污染物符合

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由于事故或设备维修等原因造成污染防治设施停止运行时，排

污单位应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6.3.2 废气

a）每台焚烧炉必须单独设置烟气净化系统。排污单位应依法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

并按照 HJ 75、HJ 76 等相关标准落实定期比对监测和校准的要求。

b）焚烧控制条件应满足 GB 18485 等相关标准要求。

c）对活性炭、脱酸中和剂、脱硝剂等烟气净化消耗性物资、材料应当实施计量并记入

台账。

d）袋式除尘器应按照 HJ 2012 等标准规范要求安装压差计，定期进行泄露检测，及时

更换袋式除尘器破损滤袋，保证滤袋完整。

e）严格管控无组织排放，产生无组织废气的环节，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进行，废

气经收集系统和（或）治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如不能密闭，则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治理措施、

其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或环境管理措施。生活垃圾贮存设施和渗滤液收集设施应采取密闭负

压措施，并保证其在运行期和停炉期均处于负压状态，停炉期间应收集并经除臭处理；生活

垃圾（污泥）运输通道、卸料大厅等区域应加强冲洗；卸料大厅车辆入口通过设置风幕、常

闭门等装置，保证密闭效果；全厂恶臭气体应满足 GB 18485、GB 14554 要求后排放。

6.3.3 废水

a）产生的废水宜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处理后回用时应满足相应回用水水质标准要求。

b）应对贮存和作业区的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排放。

c）规范记录废水处理设施开停、维修巡检、药剂和消耗材料使用、处理前后水质水量

监测等数据。

6.3.4 工业固体废物

a）应建立台账记录固体废物的产生、去向（贮存、利用、处置及委托利用处置）及相

应量。

b）产生的污泥或浓缩液应当在厂内妥善处置。

c）飞灰、烟气脱硝废钒钛系催化剂、废布袋、废离子交换树脂、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过程应满足危险废物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危险废

物转移过程应当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焚烧飞灰经处理符合 GB 16889 要求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137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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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经处理满足 GB 30485 要求后，可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d）按 GB 18485 的要求，对焚烧炉渣热灼减率与飞灰固化物开展监测。

6.3.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预防要求

a）排污单位应当按 HJ 942 要求采取相应防治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泄漏造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b）列入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名录的排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并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1）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2）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3）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7.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标准确定的产排污环节、排放口、污染物及

许可限值等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在排污许可平台中明确。

本标准未规定的其他监测要求按照 HJ 819 等标准规范执行。

生活垃圾焚烧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增加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

理要求。

7.2 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中应明确排污单位的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标准

及其限值、监测频次、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监测质量控制、自行监

测信息公开等内容。

对于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填报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自动监测系统

联网情况、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情况等；对于未要求开展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排污

单位应当填报开展手工监测的污染物排放口和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频次，手工监测时

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荷。

7.3 自行监测要求

7.3.1 监测内容

自行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应包括排放标准以及其他环境管理要求中涉及的废气、废水污

染源和污染物。

7.3.2 监测点位

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的监测点位包括外排口监测点位、内部监测点位、无组织排放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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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位等。

a）有组织废气外排口

废气污染源通过排气筒等方式排放至外环境的，应在排气筒设置监测点位。废气监测平

台、监测断面和监测孔的设置应符合 GB 18485、HJ 75、HJ /T 397 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b）无组织废气排放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位应符合 GB 16297 和 GB 14554 等标准要求。

c）废水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监测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HJ/T 91、HJ/T 92 等

标准规范要求。

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为车间排放口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的污染物，在相应的废水

排放口采样。排放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为排污单位排放口的污染物，废水直接排放的，在排

污单位的排放口采样；间接排放的，在排污单位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后、进入其他污水处

理系统前的法定边界位置采样。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的监测点位包括废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

d）内部监测点位

当环境管理有要求，或排污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在排污单位内部设置监测点，监测

污染物浓度或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的关键工艺参数等。

7.4 监测频次

排污单位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和废水监测点位、主要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要求

见表 4~表 6。

表 4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主要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一览表

污染物排放环节 监测点位 主要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焚烧炉 焚烧烟气排气筒

颗粒物、氮氧化物（以 NO2计）、二氧化硫、氯

化氢、一氧化碳
自动监测

汞及其化合物（以 Hg 计），镉、铊及化合物（以

Cd+Tl 计），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

其化合物（以 Sb+As+Pb+Cr+Co+Cu+Mn+Ni 计）

1 次/月

二噁英类 1 次/年 a

注 1：主要排放口应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注 2：其他排放口和监测因子相关要求按照 HJ 819 和 GB 16297 等标准规范执行。

a鼓励排污单位按照 1 次/半年频次开展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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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主要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一览表

监测点位 主要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无组织排放厂界监控点 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颗粒物 1 次/季度

表 6 废水监测点位、主要监测指标和最低监测频次一览表

监测点位 主要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废水外排口 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流量 1 次/季度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 1 次/日 a

注：其他排放口和监测因子相关要求按照 HJ 819、GB 8978 等标准规范执行。

a雨水排放口有流动水排放时开展监测，排放期间按日监测，如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每季度第一次有流动

水排放时按日开展监测。

7.5 监测相关要求

a）采样及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测定方法、数据记录、监测质量控制、自行监测信息公

开等内容应按照 HJ 819 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b）排污单位应按规定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并与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强化环境监管；排污单位应在显著位置树立便于查看的显示屏，将焚烧

生产设施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实时实地向全社会公开，强化监测信息公开。

8 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8.1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8.1.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在排污许可平台中明确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有核

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增加和加严记录要求。排污单位

也可自行增加记录要求。

环境管理台账分为电子台账和纸质台账两种形式。

排污单位可在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记录格式，其中记录频次

和内容须满足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要求。

8.1.2 记录内容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应真实记录基本信息、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和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参见附录 B。主要生产设施、污染

防治设施、排放口编号应与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规定的编号一致。

8.1.2.1 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包括排污单位名称、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行业类别、法定代表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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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信用代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排污权交易文件及排污许可证编号等。

8.1.2.2 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至少记录以下内容。

a）正常工况

1）运行状态：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2）主要产品产量：名称、产量。

3）生产负荷：实际处理量与设计处理能力之比。

4）燃料信息：名称、处理（消耗）量、成分分析数据等。

b）非正常工况

起止时间、污染物排放情况、事件原因、应对措施、是否报告等。

8.1.2.3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包括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的运行管理信息，至少记录以

下内容。

a）正常状况

1）有组织废气防治设施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是否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情况、排口温度等信息。

2）无组织废气控制措施

无组织控制措施运行、检查、维护及时间等信息的记录。

3）废水治理设施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是否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情况等信息。

4）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环节、处置去向等。

b）非正常状况

起止时间、污染物排放情况、事件原因、应对措施、是否报告等。

8.1.2.4 监测记录信息

按照本标准第 7 章节相应要求执行，生活垃圾焚烧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

规定。

8.1.2.5 其他环境管理信息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确定的其他信息，排污单位自主记录的环境管理信息。

8.1.3 记录频次

8.1.3.1 基本信息

对于未发生变化的基本信息，按年记录，1次/年；对于发生变化的基本信息，在发生变

化时记录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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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a）正常工况

1）运行状态：一般按日或班次记录，1次/日或班次。

2）生产负荷：一般按日或班次记录，1次/日或班次。

3）产品产量：连续生产的，按日记录，1次/日。非连续生产的，按照生产周期记录，1

次/周期；周期小于1天，按日记录，1次/日。

4）燃、辅料：处理量（消耗量）一般按日或班次记录，1次/日或班次。燃料成分分析

按照检测批次记录，1次/批。

b）非正常工况

按照工况期记录，1次/工况期。

8.1.3.3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a）正常状况：按日或班次记录，1次/日或班次。

b）非正常状况：按照非正常状况期记录，1次/非正常状况期。

8.1.3.4 监测记录信息

按照本标准第 7 章节相应要求执行。

8.1.3.5 其他环境管理信息

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实际生产运行规律等确定其他记录频次。

8.1.4 记录存储及保存

8.1.4.1 纸质存储

纸质台账应存放于保护袋、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媒介中，专人保存于专门的档案保存地

点，并由相关人员签字。档案保存应采取防光、防热、防潮、防细菌及防污染等措施。纸质

类档案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并留存备查。

8.1.4.2 电子化存储

电子台账保存于专门存贮设备中，并保留备份数据。存贮设备由专人负责管理，定期进

行维护。电子台账根据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理要求定期上传。

8.2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8.2.1 报告周期

执行报告包括年度执行报告、季度执行报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环境管理需求，

可要求排污单位上报月度执行报告（具体要求参照 HJ 944），并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排污

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提交执行报告。

a）年度执行报告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年度，报告周期为当年全年（自然年）；对于持证时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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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年度，当年可不提交年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年度执行报告。

b）季度执行报告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季度，报告周期为当季全季（自然季度）；对于持证时间不

足一个月的季度，该报告周期内可不提交季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季度

执行报告。

8.2.2 编制内容

8.2.2.1 年度执行报告内容

年度执行报告编制内容应包括：

a）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b）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c）自行监测执行情况；

d）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执行情况；

e）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

f）信息公开情况；

g）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h）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

i）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j）结论；

k）附图附件要求。

具体内容要求参见HJ 944的5.3.1，实际排放量核算按照本标准规定方法进行。表格形式

参见附录C。

8.2.2.2 季度执行报告内容

季度执行报告应包括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合规判定分析、超标排放或污染防

治设施非正常状况说明等内容，以及各月度生产小时数、主要产品及其产量、主要燃料及其

处理（消耗）量等信息。

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9.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逐一核算废气有组织主要排放口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实际排放

量，实际排放量为各主要排放口正常情况和非正常情况实际排放量之和。原则上不核算一般

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的实际排放量。对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其他许可排放量要求的污

染物可参照主要排放口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排污单位的废水污染物如需核算实际排放量，可参照本标准核算方法核算，实际排放量

为正常情况和非正常情况实际排放量之和，见附录 D。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实测法（分为自动监测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和产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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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于排污许可证中规定应当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和污染物，根据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的

有效自动监测数据采用自动监测实测法核算实际排放量。对于排污许可证未要求采用自动监

测的排放口和污染物，按照优先顺序依次选取自动监测、手工监测数据核算实际排放量。采

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实际排放量时，首先采用执法监测数据，其次采用自行手工监测数据。

排污单位应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平均生产负荷进行对比，并给出对比结

果。对于排污许可证中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而未采用的，采用产污系数法按

照直接排放核算实际排放量。

排污单位在废气非正常排放期间，应保持自动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自动监测设备应记录

非正常情况下实时监测数据，根据自动监测数据按式（3）核算该时段的各类污染物的实际

排放量并计入年实际排放量中。

9.2 废气

9.2.1 实测法

a）自动监测实测法

废气自动监测实测法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

质量浓度、小时烟气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见式（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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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核算时段可为年、季、月、日、小时等；

St——核算时段内运行小时数，h；

ρi——第 i小时标态干烟气的某污染物平均排放质量浓度，mg/Nm3；

Li——第 i小时标态干烟气的平均排放量，Nm3/h。

对于因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以及其他情况导致数据缺失的按照 HJ 75 进行补遗。自动

监控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时段人工采样监测要求按《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执行。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自动监测数据季度有效捕集率不到 75%的，自动监测数据不

能作为核算实际排放量的依据，实际排放量按照“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项目

而未采用”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排污单位能提供充分材料证明自动监测数据缺失或数据异常等情况不是排污单位责任

的，可按照排污单位提供的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年申报期间

的稳定运行期间自动监测数据的小时浓度均值和半年平均烟气量，核算数据缺失时段的实际

排放量。

b）手工监测实测法

手工监测实测法应采用各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质量浓度、小时烟气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见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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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ρi——第 i次监测标态干烟气污染物的某污染物小时平均排放质量浓度，mg/Nm3；

Li——第 i次监测标态干烟气的小时平均排放量，Nm3/h；

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无量纲；

St——核算时段内运行小时数，h。

9.2.2 产污系数法

产污系数法核算方法见式（5）。

� ᒘ Ꮳ � ⺠ � ���ᡘ （5）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R——核算时段生活垃圾（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量，t；

β——某污染物的产污系数，g/t。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相关数据核算。

10 合规判定方法

10.1 一般原则

合规是指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许可事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污染物种类、排

放限值符合许可证规定，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速率）和

排放量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

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

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排污单位可通过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按时提交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自

证其依证排污，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记录中的内

容，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速率）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也可通过执法监

测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若同一时段内的执法监测数据与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对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种类

而未采用的以及自动监测设备不符合规定的，即认为不合规。

10.2 废气

10.2.1 排放浓度（速率）合规判定

主要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合规是指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获取的自动监测、执法

监测或自行手工监测污染物排放浓度数据满足 GB 18485 要求。

一般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速率）和废气无组织排放浓度合规是指按照相关监测技术

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或自行手工监测污染物排放浓度（速率）数据低于或等于 GB

16297、GB 14554 等排放标准限值。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相关达标判定方法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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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排放量合规判定方法

污染物排放量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污染物年实际排放量满足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10.3 废水

废水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获取的自动监测、执法

监测或自行手工监测任一有效日均值（除 pH 外）低于或等于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排放标准

中浓度限值为非日均值的污染物，其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测规范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

低于或等于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相关达标判定方法的，从其规

定。

10.4 管理要求

有核发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管理要求，审核环境管理台账记

录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核查排污单位是否满足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主要包括：

a）排污单位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

b）排污单位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记录频次等

是否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c）排污单位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执行报告要求定期上报，上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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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

表 A.1 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

废气产污环节名称 污染物种类 可行技术

焚烧烟气

颗粒物 袋式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

氮氧化物 SNCR、SNCR+SCR、SCR

二氧化硫、氯化氢
半干法+干法、半干法+湿法、干法+湿法、半干法

+干法+湿法、半干法 a

汞及其化合物

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
镉、铊及其化合物

锑、砷、铅、铬、钴、铜、

锰、镍及其化合物

二噁英类 “3T+E”燃烧控制+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

一氧化碳 “3T+E”燃烧控制

垃圾、污泥运输通道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密闭+冲洗/药剂除臭、冲洗 b、冲洗+药剂除臭 b

卸料大厅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密闭+负压/冲洗/药剂除臭

预处理车间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颗

粒物

密闭+药剂除臭、密闭+负压+入炉焚烧、密闭+化
学洗涤/生物过滤/活性炭吸附

垃圾库、污泥库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密闭+负压+入炉焚烧

渗滤液处理站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产臭区域密闭+入炉焚烧、产臭区域密闭+化学洗涤

/生物过滤/活性炭吸附

脱硝剂储罐 氨 密闭

炉渣池（库） 颗粒物 密闭+湿除渣、密闭+除尘器

燃煤贮存 颗粒物 封闭煤场、防风抑尘网+洒水抑尘

飞灰、脱酸中和剂、

活性炭、水泥贮存
颗粒物 密闭+袋式除尘器

注：排污单位若同时建有非焚烧处置工程，不同处置工艺共用生产设施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按从严原则

确定，在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同时，还应满足相应处置工艺适用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
a 适用于采用高品质脱酸剂或高性能雾化器等的改进技术。
b 适用于生活垃圾（污泥）运输车辆具备良好密闭效果和防渗滤液滴漏功能的情况。



25

表 A.2 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表

排放

方式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可行技术

循环

回用

垃圾渗滤液、地面冲洗水及初期雨水（卸料大厅、

垃圾运输通道、地磅）

色度、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总汞、

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预处理+厌氧+好氧+超滤（纳滤）+反渗透

浓缩液（浓水）喷入焚烧炉、浓缩液（浓水）干化后送至焚烧炉

处置、浓缩液（浓水）用于石灰制浆

生活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氨氮、总磷、动植物油

与渗滤液合并处理

一级处理（过滤、沉淀）+二级处理（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活性

污泥法、A/O、A2/O、其他）+消毒

工业废水（包括化学水处理系统废水、锅炉排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pH 调节+絮凝沉淀（气浮、过滤）

湿法脱酸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硫化物、氟化物、

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中和+沉淀+絮凝+澄清+超滤+反渗透

排入城

镇污水

集中

处理站

垃圾渗滤液、地面冲洗水及初期雨水（卸料大厅、

垃圾运输通道、地磅）

色度、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总汞、

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预处理+厌氧+好氧+超滤（纳滤）

浓缩液（浓水）喷入焚烧炉、浓缩液（浓水）干化后送至焚烧炉

处置、浓缩液（浓水）用于石灰制浆

生活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氨氮、总磷、动植物油

与渗滤液合并处理

一级处理（过滤、沉淀、气浮等）

工业废水（包括化学水处理系统废水、锅炉排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pH 调节+沉淀

直接排

放地表

水体

垃圾渗滤液、地面冲洗水及初期雨水（卸料大厅、

垃圾运输通道、地磅）

色度、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总汞、

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

预处理+厌氧+好氧+超滤（纳滤）+反渗透

浓缩液（浓水）喷入焚烧炉、浓缩液（浓水）干化后送至焚烧炉

处置、浓缩液（浓水）用于石灰制浆

生活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氨氮、总磷、动植物油

一级处理（过滤和沉淀）+二级处理（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活性

污泥法、A/O、A2/O、其他）

与渗滤液合并处理

工业废水（包括化学水处理系统废水、锅炉排污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pH 调节+絮凝沉淀（气浮、过滤）

注：在采用本表所列技术基础上，增加其他成熟措施（如超滤、反渗透等）仍视为可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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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参考表

表 B.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行业类别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环评审批意见文号 a 排污权交易文件 排污许可证编号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a 列出环评审批意见文号、备案编号，或者地方政府出具的认定或备案文件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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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主要生产设施正常工况信息表

生产单元名称 生产设施名称 a 编号

处理能力（t/d） 运行状态

生产负荷（%）c

产品 燃料

设计能

力
实际能力 开始时间 b结束时间 b 电力（kWh/d）热力（GJ/d） 名称 种类 用量（t/d）

焚烧（发电）生产单元

焚烧炉

余热锅炉 /

汽轮机 /

发电机 /

……

……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a 指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名称。
b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记录频次内的起止时刻。
c 实际处理量与设计处理能力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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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燃辅料统计表 a

种类 名称 处理（消耗）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

（kJ/kg或

kJ/Nm3）

含水率（%） 灰分（%） 硫分（%） 氯（mg/kg） ……

燃料

生活垃圾 t

污泥 t

…….

助燃燃料

油 t / /

天然气 Nm3 / / / /

煤 t / /

……..

辅料

活性炭 kg / / / / / /

脱酸中和剂 t / / / / / /

脱硝剂 t / / / / / /

螯合剂 t / / / / / /

水泥 t / / / / / /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a 此表仅填写排污单位生产所用燃料情况，不包含移动源如车辆等设施燃料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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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基本信息与运行管理信息表

防治设施名称 编号
运行状态 污染物排放情况

烟气温度 a（℃）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是否正常 标态干烟气量（Nm3/h） 污染物种类 数据来源

脱硝设施

脱酸设施

除尘设施

活性炭喷射

其他治理装置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a 烟气温度指排气筒监测温度。

表 B.5 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基本信息与运行管理信息表

防治设施名称 编号

主要防治设施规格参数 运行状态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泥产生量

（t/d）
处理方式

参数名称 设计值 单位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是否正常
出口流量

（m3/d）
污染物种类 数据来源 排放去向

渗滤液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

工业废水处理设施 /

其他治理装置 /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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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运行管理信息表

时

间

生产设施

名称

生产设施

编号

固体废物

名称

固体废物

种类

固体废物去向
其他

说明
产生量（干

重、t）

自行贮存量

（t）

自行利用量（t）

及方式

自行处置量（t）

及方式
转移量（t）

委托利用处置

量（t）
委托单位 出厂日期

飞灰 危险废物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表 B.7 非正常情况信息表

生产设施名称 生产设施编号 非正常工况起始时刻 非正常工况终止时刻
污染物排放情况

事件原因 是否报告 应对措施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排放去向

污染防治设施

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

编号
非正常状况起始时刻 非正常状况终止时刻

污染物排放情况
事件原因 是否报告 应对措施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排放去向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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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有组织废气（手工/自动监测）污染物监测原始结果表

序号

排放

口编

号

监测

日期

监测

时间

出口

标态干烟

气量

（Nm3/h）

氧含量

（%）

二氧化硫（mg/m3） 氮氧化物（mg/m3） 颗粒物（mg/m3） 二噁英类（ngTEQ/m3） 氯化氢（mg/m3） …….

监测结果 折标值 监测结果 折标值 监测结果 折标值 监测结果 折标值 监测结果 折标值

1

2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表 B.9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原始结果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硫化氢（mg/m3） 氨（mg/m3） 臭气浓度 颗粒物（mg/m3） ……

1 无组织排放厂界监控点

2 ……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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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废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指标

pH 化学需氧量（mg/L） 氨氮（mg/L） ……

1

2

记录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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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表格形式

表 C.1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汇总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a 备注

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变化 □未变化

注册地址 □变化 □未变化

邮政编码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变化 □未变化

行业类别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 □变化 □未变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变化 □未变化

技术负责人 □变化 □未变化

联系电话 □变化 □未变化

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 □变化 □未变化

主要污染物类别及种类 □变化 □未变化

大气污染物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废水污染物排放去向 □变化 □未变化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变化 □未变化

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变化 □未变化

设计生产能力 □变化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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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a 备注

（二）主要原辅料及燃料

辅料
辅料（自动生成） 年最大消耗量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燃料 b
燃料（自动生成）

灰分 □变化 □未变化

硫分 □变化 □未变化

含水率 □变化 □未变化

氯元素 □变化 □未变化

低位发热量 □变化 □未变化

年最大处理（消耗）量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三）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

废气
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防治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废水
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防治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去向 □变化 □未变化

排放规律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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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a 备注

2 环境管理要求 自行监测要求
排放口（自动生成）

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监测设施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是否联网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仪器名称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位置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是否符合安装、运行、维

护等管理要求
□变化 □未变化

手工监测采样方法及个数 □变化 □未变化

手工监测频次 □变化 □未变化

手工测定方法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a 对于选择“变化”的，应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b 燃料包括焚烧的生活垃圾、助（混）燃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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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序号 记录内容 a 名称
数量或内

容
计量单位 备注 b

1 主要辅料用量
辅料（自动生成）

……

2 燃料及能源 c

燃料（自动生成）

用量

硫分

灰分

热值

…… ……
用电量

……

3 生产规模
生产单位（自动生成）

……

4 处理量及主要产

品产量

处理（自动生成）

产品（自动生成）

……

5 取排水 d 取水量

废水排放量

6 运行时间
生产单元（自动生

成）

正常运行时间

非正常运行时间

停产时间

…… ……
7 全年生产负荷 e

8 其他 ………
a 排污单位可根据自身特征补充细化表中相关内容。表中未能涵盖的信息，排污单位可以文字形式另行说

明。
b 如与排污许可证规定事项不符的，在“备注”中说明变化情况及原因。
c 能源类型中的用量、硫分、灰分、热值等原则上指报告时段内全厂各批次收到基燃料的加权平均值，以入

厂数据来衡量；排污单位也可使用入炉数据并在备注中说明；对于液体或气体燃料，可只填写用量、硫分、

热值；热值指燃料低位发热量。
d 取水量指排污单位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合计总量。废水排放量指排污单位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的合计

总量。
e 全年生产负荷指全年最终处理量除以设计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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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污染治理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

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 a

备注
名称 编号 运行参数 数量 单位

废水
污染防治设施
（自动生成）

运行时间 h
废水处理量 t
废水回用量 t
废水排放量 t
耗电量 kWh

××药剂使用量 kg
××水污染物处理效率 c %

污泥产生量 t
污泥平均含水率 %

…… …… ……

废气

颗粒物控制系统
（自动生成）

运行时间 h
平均除尘效率 c %
除尘灰产生量 t

布袋除尘器清灰周期及换袋情况 /
…… …… ……

氮氧化物控制系统
（自动生成）

运行时间 h
药剂用量 t

平均脱硝效率 c %
脱硝固体废物产生量 t

…… …… ……

酸性气体控制系统
（自动生成）

运行时间 h
药剂用量 t

平均脱酸效率 c %
脱酸副产物产生量 t

…… …… ……

重金属控制系统
（自动生成）

运行时间 h
药剂用量 t

平均重金属去除效率 c %
固体废物产生量 t

…… …… ……
…… 其他设施 b

（自动生成）
…… …… ……

a 排污单位根据自身特征细化列表中内容，如有相关内容则填写，无相关内容则不填写。列表中未涵盖的信

息，排污单位可以文字形式另行说明。
b 其他防治设施中包括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等防治设施。
c 水污染物处理效率/平均除尘效率/平均脱硝效率/平均脱酸效率/平均重金属去除效率为报告期内算数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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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情况汇总表

非正常

设施
设施编号

时段
情况描

述及原

因

各排放因子浓度（mg/m3） 采取的应对措施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自行填写） …...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废水污染防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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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

号
污染物种类

污染防治设

施编号
监测设施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a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

（mg/m3）

监测结果

（折标，mg/Nm3） 超标数

据数量
超标率 b（%） 备注 c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
a 若采用自动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剔除异常值后的数量；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

测数据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b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数量占总有效监测数据数量的比例。
c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等在“备注”中进行说明。

表 C.6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速率监测数据统计表 a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b 许可排放速率（kg/h）
实际排放速率（kg/h） 超标数

据数量
超标率 c（%） 备注 d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
a 如排污许可未许可排放速率，可不填此表。
b 若采用自动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剔除异常值后的数量；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测

数据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c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数量占总有效监测数据数量的比例。
d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排放速率超标原因等在“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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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监测点位/设施
生产设施/无组织排

放编号
监测时间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

（mg/m3）

监测结果

（折标，mg/Nm3）

是否超标及超标

原因
备注 a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
a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等在“备注”中进行说明。

表 C.8 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监测设施
有效监测数据

（日均值）数量 a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

（mg/L）

浓度监测结果

（日均浓度，mg/L） 超标数据数

量
超标率 b（%） 备注 c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a 若采用自动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剔除异常值后的数量；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测

数据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b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数量占总有效监测数据数量的比例。
c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等可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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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9 非正常情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

时段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有效监测数据（小

时值）数量 a

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mg/m3）

浓度监测结果

（折标，小时浓度，mg/Nm3）
超标数据数量 超标率 b（%） 备注 c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a 若采用自动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剔除异常值后的数量；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测

数据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b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数量占总有效监测数据数量的比例。
c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等可在“备注”中说明。

表 C.10 特殊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

记录日

期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

类

污染防治设施

编号
监测设施

有效监测数据

（小时值）数量 a
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mg/m3）

浓度监测结果

（折标， mg/Nm3） 超标数据数

量
超标率 b（%） 备注 c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

……
a 若采用自动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剔除异常值后的数量；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测数据

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b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数量占总有效监测数据数量的比例。
c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等可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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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 台账管理情况表

序号 记录内容 是否完整 说明

自动生成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表 C.12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报表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生产

设施/无组织

排放编号

月份 污染物 实际排放量（t） 许可排放量（t） 备注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

…… /

注：实际排放量不合规的，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表 C.13 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报表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编号 月份 污染物 实际排放量（t） 许可排放量（t） 备注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

…… /

注：实际排放量不合规的，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表 C.14 废气污染物超标时段排放情况表

日期 时间 生产设施编号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

/无组织排放编号
超标污染物种类

实际排放浓度

（折标，mg/m3）

实际排放量

（t）

超标原因

说明

表 C.15 废水污染物超标时段排放情况表

日期 时间 排放口编号 超标污染物种类 实际排放浓度（mg/L）
实际排放量

（t）

超标原因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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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信息公开情况报表

序号 分类 执行情况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备注

1 公开方式 □是 □否

2 时间节点 □是 □否

3 公开内容 □是 □否

…… …… …… ……

注：信息公开情况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的，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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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2）

（D3）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推荐核算方法

D.1 实测法

a）自动监测实测法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实测法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的有效自动监测日均排放质量浓

度、日废水排放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如式（D1）所示。

6
1
( ) 10tS

i ii
P C Q 


  

式中：P——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St——核算时段内运行天数，d；

Ci——第 i日某污染物的平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第 i日废水排放量，m3/d。

b）手工监测实测法

采用手工监测实测法的，应采用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废水污染物的日均排放浓度、日废

水排放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如式（D2）所示。

61 10
n

i ii
t

C Q
P S

n



   （ ）

式中：P——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Ci——第 i次监测某污染物的日平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第 i次监测的日平均废水排放量，m3/d；

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无量纲；

St——核算时段内运行天数，d。

D.2 产污系数法

在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废水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时，按式（D3）核算。
610P R    

式中：P——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R——核算时段生活垃圾（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量，t；

β——某污染物的产污系数，g/t。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相关数据核算。

废水处理设施非正常情况下的排水，如无法满足排放标准要求时，不应直接排入外环境，

待废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运行，并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如因特殊原因造成废水污染治理设

施非正常运行超标排放污染物的或其他情况外排的，采用产污系数法（即不考虑污染防治设

施处理效率）按照直接排放核算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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