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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 背景 

截止 2020年底，投运垃圾焚烧电厂 531 座，处理规模达到 61.6 万吨/天，整个

行业已经由增量建设阶段过渡到存量运营阶段，随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

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0 号）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我

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重心彻底转入以“规范运行、达标排放”为项目生存基

础的新常态。 

2019 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共同承担了生态环境部执法局委托的《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指

数》的研究课题。以此为基础，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环境部固体

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联合发起了《生活垃圾焚烧电

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制定《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团体标准，意义重大。该标准将

引导行业将工作重心由建设转向运行，用高质量的运行真正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

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将垃圾焚烧设施变成真正的邻利设施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

重要手段。 

也将为“绿色焚烧”评价或认证服务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1.2 编制过程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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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

心在标准起草之前就对垃圾焚烧电厂的安全运行、环保运行、稳定运行和高效运行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技术手段，为标准的编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在汇总近 30个投运项目的基础上，梳理汇总了一千多个（条）涉及垃圾焚烧电厂

环保管控要求，横向纵向总结了垃圾焚烧电厂效率水平及可靠有效的技术工艺方案，

及行业稳定运行、安全运行的领先水平。 

2020 年 4月 28 日，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

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召开了启动会议（线上会议）。 

2020 年 9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了由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等主编单

位执笔人参加的标准草稿讨论会。 

2020 年 11 月 21 日，在深圳召开了由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

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等主编单位执笔人参加的标准草案第二稿讨

论会。 

2021 年 1 月 6 日，召开了由主编单位执笔人参加的线上会议，基本通过了主编

单位标准草案稿。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了由上述主编单位执人参加的线上会议，原则通过了主

编单位标准稿。 

2021 年 4月 27 日，《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团体标准制定工作

第六次座谈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上海环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等主、参编单位的近 20名代表参加，对《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的

主编稿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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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 日-12 日，在正式公开征求意见前，为保证标准制定的科学严谨

及实用性，标准编制组在中华环保联合会垃圾焚烧发电专家委员会内征求意见，汇

总完善后形成了《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符合性：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合理性：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阶段、现状和公众期待而

制订。标准所规定的内容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 

先进性：本标准为规范运行领域首次制定，没有现行的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2.2 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总结了生活垃圾焚烧电厂（以下简称“焚烧厂”）作为公用环境设施规范

运行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基于运行效果，溯源运行管理，兼顾公众意见的评价办法。

适用于通过环保验收满 1年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说明：规范运行评价标准有三个基本内容如下： 

1、围绕运行展开，轻信其言、重观其行； 

2、规范运行全面包括安全运行、环保运行、稳定运行、高效运行； 

3、规范运行的外延包括运行管理和公众感受。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HJ 1134-2020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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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焚烧厂规范运行是全面考核安全、环保、稳定和高效运行水平的评价活动。 

4.2 焚烧厂是公用环保设施，其运行效果评价要兼顾公众意见。 

4.3 焚烧厂规范运行评价以运行效果为核心，并溯源运行管理。 

4.4 焚烧厂规范运行评价工作要兼顾客观评价和促进参评项目规范运行水平提

升两个目标。 

4.5 焚烧厂若有以下情况，不参与规范运行评价： 

（1）两年内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 

（2）三年内有环保处罚的。 

说明：达标排放是规范运行的安全线，高效运行是规范运行的发展线，建设邻

利设施是规范运行的标杆线 

5评价内容 

5.1安全性运行评价 

5.1.1 安全组织 

安全组织评价应包括：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管理网络、安全

管理人员等。 

5.1.2 安全生产责任制 

焚烧厂应制定企业总体和年度安全生产目标，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定期组织现

场安全检查。 

5.1.3 安全规章制度 

焚烧厂应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并定期进行修订。 

5.1.4 安全教育培训 

焚烧厂应落实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工作，并做好记录。 

5.1.5 安全管理 

焚烧厂的安全管理应做好以下方面： 

（1）工器（机）具、安全用具； 

（2）设备缺陷和反事故措施； 

（3）特种设备； 

（4）危险物品及危险源； 

（5）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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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通安全； 

（7）外包工程； 

（8）作业和作业环境； 

（9）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 

（10）建立应急组织体系，做好应急管理工作； 

（11）其它。 

5.1.6 评分 

安全性运行评价应按照附录 A进行评分。 

说明：安全运行是规范运行的基础，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为主。 

5.2 环保运行指标及评价 

5.2.1 五项污染物与炉温在线监测 

正常工况下，每台炉五项污染物日均值不超标；每台炉，全年小时均值超标时

间小于 60 小时。 

正常工况下，每日每台炉炉膛温度低于 850℃次数不得大于 5次。 

5.2.2 环保运行指标包括： 

评价环保运行能力水平，包括以下指标： 

（1）污染物排放总量应确保在排污许可总量范围内； 

（2）恶臭控制应确保厂区无明显恶臭； 

（3）正常工况下，污水各项污染物日均值不超标； 

（4）炉渣应符合排污许可要求； 

（5）污泥应符合排污许可要求； 

（6）飞灰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1134-2020）

要求； 

（7）危废固废应符合排污许可要求； 

（8）环保耗材应符合焚烧厂内控要求，确保各项污染指标达标排放； 

（9）噪声应符合排污许可要求； 

（10）企业环境自行监测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要求； 

（11）对外大屏公示应符合《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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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64 号）要求，企业对外公示应符合《公共企事

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国办发（2020）50号】要求。 

5.2.3 评分 

环保运行评价应按照附录 B进行评分。 

说明：环保运行是垃圾焚烧电厂的生命线，违规排放是高压线。 

5.3 稳定性运行评价 

5.3.1 稳定运行指标 

评价设备的稳定运行能力水平，包括以下指标： 

   （1）全厂垃圾处理能力评价； 

   （2）全厂焚烧炉年平均运行小时数； 

   （3）全厂焚烧炉年平均停炉次数。 

5.3.2 生产运行管理 

（1）焚烧厂应做好生产指标管理，加强生产指标的统计、分析，并记录完整。 

（2）焚烧厂应严格遵守运行规程及运行管理制度，加强设备的运行管理工作。 

（3）焚烧厂应做好运行小指标考核管理工作。 

5.3.3 设备检修维护管理 

（1）焚烧厂应做好设备的巡检维护管理。 

（2）焚烧厂应做好设备的缺陷管理。 

（3）焚烧厂应坚持质量优先的方针，加强设备的检修管理工作。 

（4）焚烧厂应做好设备的技术改造管理工作。 

5.3.4 评分 

稳定性运行评价应按照附录 C进行评分。 

说明：稳定运行是高效运行、环保运行的基础，对高效运行、环保运行有着事

半功倍的作用。 

5.4 高效运行指标及评价 

5.4.1 垃圾焚烧电厂高效运行，系指在一个考核年度内，单个垃圾焚烧电厂充

分高效利用焚烧设施处理垃圾和充分高效利用垃圾蕴藏热能以向外供电/供热，并尽

可能降低全厂电耗、水耗，以实现全厂综合效率最高的能力。 

5.4.2 垃圾焚烧电厂的效率考核要建立在达标排放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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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垃圾焚烧电厂高效运行评价指标包括： 

（1）全厂焚烧能力年有效利用小时数（小时）； 

（2）全厂发电能力年有效利用小时数（小时）； 

（3）年综合厂用电率（百分比）； 

（4）年全厂水耗（吨/吨）； 

（5）年全厂汽耗（吨/千瓦时）。 

5.4.4 评分 

高效运行评价应按照附录 D进行评分。 

说明：高效运行是垃圾焚烧电厂主动希望做好的事情。 

6 规范运行综合评价与等级评定 

6.1 规范运行综合评价 

规范运行综合：SOE=安全运行*K1+稳定运行*K2+高效运行*K3+环保运行*K4。 

其中 K1为 10%、K2为 20%、K3为 30%、K4为 40%。 

6.2 规范运行等级评定 

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等级设为四个等级：绿牌、蓝牌、黄牌、红牌。 

按照 6.1综合评价规则，高于 90分为绿牌；高于 80分为蓝牌；高于 70分为黄

牌；低于 60分为红牌。 

说明：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对接。 

三、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为我国首次制定垃圾焚烧电厂运行质量类评价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

专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 

四、预期效果 

本标准对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原则及评价方法等方面给出了定性和定

量规范，量化提出了垃圾焚烧电厂安全运行、环保运行、稳定运行、高效运行的指

标体系和打分方法。本标准的实施能够有效的引导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规范运行、达

标排放、提高效率，用合理成本建设邻利焚烧设施。 

五、同类标准对比 

在国际和国内的垃圾焚烧发电综合运行评价标准体系中，尚没有同类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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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次制定。 

六、本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表 1 垃圾焚烧发电评价类标准 

 

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1  CJJ/T137-2019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 

2  DL/T1842-2018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 

 

七、重大分歧意见 

无。 

八、标准性质 

本标准属于行业自愿参与的质量认定类团体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及措施 

通过环保验收满 1年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十、现行标准废止 

无。 

十一、其他说明 

无。 

 

 

《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标准》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1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