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 

生活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实施治污减排，确保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态

文明水平，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已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符合国际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发展方向，在其指导下，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与处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上升同处理能力不足间的

矛盾日益凸显，生活垃圾处理与管理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为保障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无害化处理水平不断提高，指

导各地选择适宜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有序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

设、运行和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政策，制定本指南。 

1. 总则 

1.1 基本要求 

1.1.1 生活垃圾处理应以保障公共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防止环境污染为宗旨，

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1.1.2 应尽可能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尽可能

分类回收，实现源头减量。分类回收的垃圾应实施分类运输和分类资源化处理。

通过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确保生活垃圾得到无害化处理和处置。 

1.1.3 生活垃圾处理应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活垃圾转运、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监管等重点环节，落实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过程中的污染控

制，着力构建“城乡统筹、技术合理、能力充足、环保达标”的生活垃圾处理体

系。 



1.1.4 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

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 

1.2 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 

1.2.1 应通过加大宣传，提高公众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积极性，扩大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范围和城市数量，大力推广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1.2.2 将废纸、废金属、废玻璃、废塑料的回收利用纳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范

畴，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活垃圾资源再生模式，有效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再生和

源头减量。 

1.2.3 鼓励商品生产厂家按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规定设计、制造产品包装物，

生产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包装物，限制过度包装，合理构

建产品包装物回收体系，减少一次性消费产生的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1.2.4 鼓励净菜上市、家庭厨余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餐厨生活垃圾单独收集处

理，加强可降解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1.2.5 通过改变城市燃料结构，提高燃气普及率和集中供热率，减少煤灰垃圾

产生量。 

1.2.6 根据当地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模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应该遵循有利资源再生、有利防止二次污染和有利生

活垃圾处理技术实施的原则。 

1.3 生活垃圾收集与运输 

1.3.1 加快建设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后续处理相配套的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的数字化管理工作。 

1.3.2 应实现密闭化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防止生活垃圾暴露和散落，防止垃

圾渗滤液滴漏，淘汰敞开式收集方式。 



1.3.3 应逐步提高生活垃圾机械化收运水平，鼓励采用压缩式方式收集和运输

生活垃圾。 

1.3.4 应加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建设，重点是区域性大中型转运站建设。 

1.3.5 拓展生活垃圾收运服务范围，加强县城和村镇生活垃圾的收集。 

1.4 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 

1.4.1 应结合当地的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垃圾

成分和性质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并应满足选址合理、

规模适度、技术可行、设备可靠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1.4.2 应在保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加强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和资

源回收利用。单独收集的危险废物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处理。具备条件的城市可采用对多种处理技术集成进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实

现各种处理技术优势互补。规划和建设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园区是节约土地资源、

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控制、全面提升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1.4.3 应依法对新建生活垃圾处理和处置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符合国家

规定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标准，从生活垃圾中回收的物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

用途或者标准使用。 

1.4.4 应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水平，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运行单位应

编制生产作业规程及运行管理手册并严格执行，按要求进行环境监测，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 

1.4.5 加强设施运行监管，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管相结合，技术监管与市场

监管相结合，运行过程监管和污染排放监管相结合。 

2.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适用性 

2.1 卫生填埋 



2.1.1 卫生填理技术成熟，作业相对简单，对处理对象的要求较低，在不考虑

土地成本和后期维护的前提下，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相对较低。 

2.1.2 卫生填埋占用土地较多，臭气不容易控制，渗滤液处理难度较高，生活

垃圾稳定化周期较长，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性较差，环境风险影响时间长。卫生

填埋场填满封场后需进行长期维护，以及重新选址和占用新的土地。 

2.1.3 对于拥有相应土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污染控制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卫生

填埋方式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2.1.4 采用卫生填埋技术，应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处理、焚烧减量

等多种手段，逐步减少进入卫生填埋场的生活垃圾量，特别是有机物数量。 

2.2 焚烧处理 

2.2.1 焚烧处理设施占地较省，稳定化迅速，减量效果明显，生活垃圾臭味控

制相对容易，焚烧余热可以利用。 

2.2.2 焚烧处理技术较复杂，对运行操作人员素质和运行监管水平要求较高，

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 

2.2.3 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热值满足要求的地区，可采用焚烧处理技

术。 

2.2.4 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处理焚烧烟气，并

妥善处置焚烧炉渣和飞灰。 

2.3 其他技术 

2.3.1 其他技术主要包括生物处理、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技术。 

2.3.2 生物处理适用于处理可降解有机垃圾，如分类收集的家庭厨余垃圾、单

独收集的餐厨垃圾、单独收集的园林垃圾等。对于进行分类回收可降解有机垃圾



的地区，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对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地区，应审慎采

用生物处理技术。 

2.3.3 采用生物处理技术，应严格控制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并妥善处

置生物处理产生的污水和残渣。 

2.3.4 经过分类的生活垃圾，可作为替代燃料进入城市附近大型水泥厂的新型

干法水泥窑处理。 

2.3.5 水泥窑协同处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并按照相关标准严格

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3.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3.1 卫生填埋场 

3.1.1 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 

3.1.2 卫生填埋场设计和建设应满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CJJ17》、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3.1.3 卫生填埋场的总库容应满足其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 

3.1.4 卫生填埋场必须进行防渗处理，防止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污染，同时

应防止地下水进入填埋区。鼓励采用厚度不小于 1.5 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膜作为

主防渗材料。 

3.1.5 填埋区防渗层应铺设渗滤液收集导排系统。卫生填埋场应设置渗滤液调

节池和污水处理装置，渗滤液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到环境中。调节池宜采取封

闭等措施防止恶臭物质污染大气。 



3.1.6 垃圾渗滤液处理宜采用“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和后处理”的组

合工艺。在满足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前提下，经充分的技术可靠性和经济合理

性论证后也可采用其他工艺。 

3.1.7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应实行雨污分流并设置雨水集排水系统，以收集、

排出汇水区内可能流向填埋区的雨水、上游雨水以及未填埋区域内未与生活垃圾

接触的雨水。雨水集排水系统收集的雨水不得与渗滤液混排。 

3.1.8 卫生填埋场必须设置有效的填埋气体导排设施，应对填埋气体进行回收

和利用，严防填埋气体自然聚集、迁移引起的火灾和爆炸。卫生填埋场不具备填

埋气体利用条件时，应导出进行集中燃烧处理。未达到安全稳定的旧卫生填埋场

应完善有效的填埋气体导排和处理设施。 

3.1.9 应确保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建设质量。选择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和质

量保证的施工材料，制定合理可靠的施工计划和施工质量控制措施，避免和减少

由于施工造成的防渗系统的破损和失效。填埋场施工结束后，应在验收时对防渗

系统进行完整检测，以发现破损并及时进行修补。 

3.2 焚烧厂 

3.2.1 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 

3.2.2 生活垃圾焚烧厂设计和建设应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90》、《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GB 18485》等相关标准以及各地地方标准的要求。 

3.2.3 生活垃圾焚烧厂年工作日应为 365 日，每条生产线的年运行时间应在

8000 小时以上。生活垃圾焚烧系统设计服务期限不应低于 20 年。 

3.2.4 生活垃圾池有效容积宜按 5-7 天额定生活垃圾焚烧量确定。生活垃圾池

应设置垃圾渗滤液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池内壁和池底的饰面材料应满足耐腐蚀、

耐冲击负荷、防渗水等要求，外壁及池底应作防水处理。 



3.2.5 生活垃圾在焚烧炉内应得到充分燃烧，二次燃烧室内的烟气在不低于

850℃的条件下滞留时间不小于 2秒，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应控制在 5%以内。 

3.2.6 烟气净化系统必须设置袋式除尘器，去除焚烧烟气中的粉尘污染物。酸

性污染物包括氯化氢、氟化氢、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应选用干法、半干法、

湿法或其组合处理工艺对其进行去除。应优先考虑通过生活垃圾焚烧过程的燃烧

控制，抑制氮氧化物的产生，并宜设置脱氮氧化物系统或预留该系统安装位置。 

3.2.7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烟气中二噁英的排放，具体措施

包括：严格控制燃烧室内焚烧烟气的温度、停留时间与气流扰动工况；减少烟气

在 200℃-500℃温度区的滞留时间；设置活性炭粉等吸附剂喷入装置，去除烟气

中的二噁英和重金属。 

3.2.8 规模为 300 吨/日及以上的焚烧炉烟囱高度不得小于 60 米，烟囱周围半

径 200 米距离内有建筑物时，烟囱应高出 高建筑物 3米以上。 

3.2.9 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建筑风格、整体色调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厂房的建

筑造型应简洁大方，经济实用。厂房的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应满足工艺及配套设

备的安装、拆换与维修的要求。 

4.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监管要求 

4.1 卫生填埋场 

4.1.1 填埋生活垃圾前应制订填埋作业计划和年、月、周填埋作业方案，实行

分区域单元逐层填埋作业，控制填埋作业面积，实施雨污分流。合理控制生活垃

圾摊铺厚度，准确记录作业机具工作时间或发动机工作小时数，填埋作业完毕后

应及时覆盖，覆盖层应压实平整。运行、监测等各项记录应及时归档。 

4.1.2 加强对进场生活垃圾的检查，对进场生活垃圾应登记其来源、性质、重

量、车号、运输单位等情况,防止不符合规定的废物进场。 



4.1.3 卫生填埋场运行应有灭蝇、灭鼠、防尘和除臭措施，并在卫生填埋场周

围合理设置防飞散网。 

4.1.4 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应及时收集、处理，并达标排放，渗滤液处理设施应

配备在线监测控制设备。 

4.1.5 应保证填埋气体收集井内管道连接顺畅，填埋作业过程应注意保护气体

收集系统。填埋气体及时导排、收集和处理，运行记录完整；填埋气体集中收集

系统应配备在线监测控制设备。 

4.1.6 填埋终止后，要进行封场处理和生态环境恢复，要继续导排和处理垃圾

渗滤液和填理气体。 

4.1.7 卫生填埋场稳定以前，应对地下水、地表水、大气进行定期监测。对排

水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周一次，对污染扩散井和污染监视井的水质监测

频率应不少于每 2周一次，对本底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月一次;每天进

行一次卫生填埋场区和填埋气体排放口的甲烷浓度监测;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行

场界恶臭污染物监测。 

4.1.8 卫生填理场稳定后，经监测、论证和有关部门审定后，确定是否可以对

土地进行适宜的开发利用。 

4.1.9 卫生填埋场运行和监管应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

规程 CJJ 9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4.2 焚烧厂 

4.2.1 卸料区严禁堆放生活垃圾和其他杂物，并应保持清洁。 

4.2.2 应监控生活垃圾贮坑中的生活垃圾贮存量，并采取有效措施导排生活垃

圾贮坑中的渗滤液。渗滤液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可回喷进焚烧炉焚烧。 

4.2.3 应实现焚烧炉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监测项目至少包括焚烧炉燃烧温度、

炉膛压力、烟气出口氧气含量和一氧化碳含量，应在显著位置设立标牌，自动显



示焚烧炉运行工况的主要参数和烟气主要污染物的在线监测数据。当生活垃圾燃

烧工况不稳定、生活垃圾焚烧锅炉炉膛温度无法保持在 850℃以上时，应使用助

燃器助燃。相关部门要组织对焚烧厂二噁英排放定期检测和不定期抽检工作。 

4.2.4 生活垃圾焚烧炉应定时吹灰、清灰、除焦；余热锅炉应进行连续排污与

定时排污。 

4.2.5 焚烧产生的炉渣和飞灰应按照规定进行分别妥善处理或处置。经常巡视、

检查炉渣收运设备和飞灰收集与贮存设备，并应做好出厂炉渣量、车辆信息的记

录、存档工作。飞灰输送管道和容器应保持密闭，防止飞灰吸潮堵管。 

4.2.6 对焚烧炉渣热灼减率至少每周检测一次，并作相应记录。焚烧飞灰属于

危险废物，应密闭收集、运输并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经处理满足《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要求的焚烧飞灰，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

置。 

4.2.7 烟气脱酸系统运行时应防止石灰堵管和喷嘴堵塞。袋式除尘器运行时应

保持排灰正常，防止灰搭桥、挂壁、粘袋；停止运行前去除滤袋表面的飞灰。活

性炭喷入系统运行时应严格控制活性炭品质及当量用量，并防止活性炭仓高温。 

4.2.8 处理能力在 600 吨/日以上的焚烧厂应实现烟气自动连续在线监测，监测

项目至少应包括氯化氢、一氧化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项目，并与当

地环卫和环保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 

4.2.9 应对沼气易聚集场所如料仓、污水及渗滤液收集池、地下建筑物内、生

产控制室等处进行沼气日常监测，并做好记录；空气中沼气浓度大于 1.25%时应

进行强制通风。 

4.2.10 各工艺环节采取臭气控制措施，厂区无明显臭味；按要求使用除臭系统，

并按要求及时维护。 

4.2.11 应对焚烧厂主要辅助材料（如辅助燃料、石灰、活性炭等）消耗量进行

准确计量。 



4.2.12 应定期检查烟囱和烟囱管，防止腐蚀和泄漏。 

4.2.13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和监管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

术规程 CJJ 128》、《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等相关标准的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