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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规范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 ，防治危险废物焚烧对环境的
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技术规范。
本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和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参与完成。
本技术规范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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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1.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和国家其它危险废物领域有关法规，实现危险废物处置的资源化、减量
化和无害化目标，规范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和运行管理，制定
本技术规范。
1.2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以焚烧方法集中处置危险废物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及企业自
建的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程。特殊危险废物（多氯联苯、爆炸性、放射性废物等）专用焚
烧处置工程可参照本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对于统筹考虑焚烧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焚
烧处置工程，应同时满足本技术规范和《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的
有关规定，相对应指标技术要求不同的，按从严的要求执行。
1.3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规模的确定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应根据城市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专业规划以及焚烧技术的适用性等合理确定。工
程的选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4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并做到运行
稳定、维修方便、经济合理、管理科学、保护环境、安全卫生。
1.5 对有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应优先考虑回收利用，使其资源化；对不宜回收利用但可
焚烧的危险废物可采取焚烧处理。
1.6 危险废物焚烧以危险废物无害化、减量化为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危险废物焚烧产
生的热能可采取适当形式利用。
1.7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除应遵守本技术规范外，还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规定。

２ 编制依据
下列标准和文件所含的条文,通过本技术规范引用构成本规范的条文。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９ 年）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２００５ 年）
（３）《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１９９９ 年）
（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２００４ 年）
（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２００１ 年）
（６）《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１９９８ 年）
（７）《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
（８）《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５９７－２００１）
（９）《危险废物安全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５９８－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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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危险废物鉴别标准》（ＧＢ５０８５．１－３－１９９６）
（１１）《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１２）《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ＧＢ１５５６２．２－１９９５）
（１３）《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１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１５）《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１９９３）
（１６）《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１９９０）
（１７）《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８７－１９８５）
（１８）《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０２）
（１９）《城镇燃气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８－１９９８）
（２０）《锅炉房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１－１９９２）
（２１）《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２００１）
（２２）《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４０－１９９７）
（２３）《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２００１）
（２４）《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２００１）
（２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１９７９）
（２６）《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ＧＢ１２８０１－１９９１）
当上述标准和文件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术语
3.1 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判定
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3.2 焚烧
指焚化燃烧危险废物使之分解并无害化的过程。
3.3 焚烧炉
指焚烧危险废物的主体装置。
3.4 集中处置设施
指统筹规划建设并服务于一定区域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３．５

危险废物处理设施
指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厂内的焚烧主车间、危险废物贮存车间以及烟囱。

3.6 热灼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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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焚烧残渣经灼热减少的质量占原焚烧残渣质量的百分数。计算方法如下:
P=(A-B)/A ×100%
式中: P— 热灼减率，％；
Ａ— 干燥后原始焚烧残渣在室温下的质量，ｇ；
Ｂ— 焚烧残渣经 ６００℃（±２５℃）３ｈ 灼热后冷却至室温的质量，ｇ。
3.7 烟气停留时间
指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从最后的空气喷射口或燃烧器出口到换热面(如余热锅炉换热
器)或烟道冷风引射口之间的停留时间。
3.8 焚烧炉温度
指焚烧炉燃烧室操作温度。
3.9 燃烧效率(CE)
指烟道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浓度之和的百分比，用如下
公式表示：
ＣＥ＝［ＣＯ２］／（［ＣＯ２］＋［ＣＯ］） ×１００％
式中：
［ＣＯ２］和［ＣＯ］分别为燃烧后排气中 ＣＯ２ 和 ＣＯ 的浓度。
3.10 二恶英类
多氯代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的总称。
3.11 标准状态
指温度在 ２７３．１６Ｋ，压力在 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 时的气体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污染物的
排放限值均指在标准状态下以 １１％Ｏ２（干空气）作为换算基准换算后的浓度。

4 焚烧厂总体设计
4.1 建设规模
4.1.1 危险废物焚烧厂建设规模应根据焚烧厂服务范围内的危险废物可焚烧量、分布情
况、发展规划以及变化趋势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4.1.2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程建设内容应包括：进厂危险废物接收系统、分析鉴别系统、
贮存与输送系统、焚烧系统、热能利用系统、烟气净化系统、残渣处理系统、自动化控
制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电气系统，以及燃料供应、压缩空气供应、供配电、给排水、
污水处理、消防、通信、暖通空调、机械维修、车辆冲洗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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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厂址选择
4.2.1 厂址选择应符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专业规划，符合当地的大气污染防
治、水资源保护和自然生态保护要求，并应通过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评价。
4.2.2 厂址选择应综合考虑危险废物焚烧厂的服务区域、交通、土地利用现状、基础设
施状况、运输距离及公众意见等因素。
4.2.3 厂址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不允许建设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Ⅰ类、Ⅱ类功能区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规定的环境空气质量一
类功能区， 即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商业区、文化区和其它需
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２） 焚烧厂内危险废物处理设施距离主要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距离
应不小于 ８００ 米。
（３） 应具备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应建在受洪水、
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区；受条件限制，必须建在上述地区时，应具备抵御 １００ 年一遇洪水
的防洪、排涝措施。
（４） 厂址选择时，应充分考虑焚烧产生的炉渣及飞灰的处理与处置，并宜靠近危险
废物安全填埋场。
（５） 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
（６） 应有可靠的供水水源和污水处理及排放系统。
4.3 总图设计
4.3.1 焚烧厂的总图设计应根据厂址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结合生产、运输、环境保护、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职工生活，以及电力、通讯、热力、给排水、污水处理、防洪和
排涝等设施，经多方案综合比较后确定。
4.3.2 焚烧厂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设置应符合城市交通有关要求，实现人流和物流分离，
方便危险废物运输车进出。
4.3.3 焚烧厂生产附属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等辅助设施应根据社会化服务原则统筹考虑，
避免重复建设。
4.3.4 焚烧厂周围应设置围墙或其它防护栅栏，防止家畜和无关人员进入。
4.3.5 焚烧厂内作业区周围应设置集水池，并且能够收集 ２５ 年一遇暴雨的降水量。
4.4 总平面布置
4.4.1 焚烧厂应以焚烧厂房为主体进行布置，其它各项设施应按危险废物处理流程合理
5

安排。
4.4.2 危险废物物流的出入口以及接收、贮存、转运和处置场所等主要设施应与焚烧厂
的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4.4.3 使用燃料油点火或助燃的焚烧厂采用的燃油系统应符合国家《汽车加油加气站设
计与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６－２００２）中的有关规定。
4.4.4 使用城镇燃气点火或助燃的焚烧厂采用的燃气系统应符合国家《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０２８－１９９８）中的有关规定。
4.4.5 地磅房应设在焚烧厂出入口处，与厂界的距离应大于一辆最长车的长度且宜为直
通式，并应具备良好的通视条件。
4.4.6 焚烧厂的洗车设施宜位于厂出口附近。
4.5 厂区道路
4.5.1 焚烧厂厂内道路应根据工厂规模、运输要求、管线布置要求等合理确定，厂区道路
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消防及各种管线的铺设要求。道路的荷载等级应根据交通情况
确定。
4.5.2 焚烧厂区主要道路的行车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６ｍ，车行道宜设环形道路。焚烧厂房
外应设消防道路，道路的宽度不应小于 ３．５ｍ。路面宜采用水泥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道
路的荷载等级应符合国家《厂矿道路设计规范》（ＧＢＪ２２－１９８７）中的有关规定。
4.5.3 临时停车场可设在厂区物流出口或入口附近。

５ 危险废物接收、分析鉴别与贮存
5.1 接收
5.1.1 焚烧厂应设进厂危险废物计量设施。
5.1.2 地磅的规格应按运输车最大满载重量的 1.7 倍设置。
5.2 分析鉴别
5.2.1 焚烧厂应设置化验室，并配备危险废物特性鉴别及污水、烟气和灰渣等常规指标监
测和分析的仪器设备。
5.2.2 化验室所用仪器的规格、数量及化验室的面积应根据焚烧厂的运行参数和规模等
条件确定。
5.2.3 危险废物特性分析鉴别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物理性质：物理组成、容重、尺寸
（２） 工业分析：固定碳、灰分、挥发分、水分、灰熔点、低位热值
（３） 元素分析和有害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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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特性鉴别（腐蚀性、浸出毒性、急性毒性、易燃易爆性）
（５） 反应性
（６） 相容性
5.2.4 危险废物采样和特性分析应符合《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
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3－1996)中的有关规定。
5.2.5 对鉴别后的危险废物应进行分类。
5.3

贮存

5.3.1 危险废物贮存容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
(2) 贮存容器必须具有耐腐蚀、耐压、密封和不与所贮存的废物发生反应等特性。
贮存容器应保证完好无损并具有明显标志。
(3) 液体危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 毫米并有放气孔的桶中。
5.3.2 经鉴别后的危险废物应分类贮存于专用贮存设施内，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满足以
下要求：
（１）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必须有符合《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ＧＢ１５５６2.2－１９９５）的专用标志；
（２）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离间隔断；
（３） 应建有堵截泄漏的裙角， 地面与裙角要用兼顾防渗的材料建造， 建筑材料必
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４） 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导出口和气体净化装置；
（５） 应有安全照明和观察窗口， 并应设有应急防护设施；
（６） 应有隔离设施、报警装置和防风、防晒、防雨设施以及消防设施；
（７） 墙面、棚面应防吸附，用于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 必须
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
（８） 库房应设置备用通风系统和电视监视装置；
（９） 贮存库容量的设计应考虑工艺运行要求并应满足设备大修（一般以 １５ 天为宜）
和废物配伍焚烧的要求；
（１０） 贮存剧毒危险废物的场所必须有专人 ２４ 小时看管。
5.3.3 危险废物输送设备应根据焚烧厂的规模和危险废物的物理特性进行选择。
5.3.4 贮存和卸载区应设置必备的消防设施。

６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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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般要求
6.1.1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系统应包括预处理及进料系统、焚烧炉、热能利用系统、烟气
净化系统、残渣处理系统、自动控制和在线监测系统及其它辅助装置。
6.1.2 危险废物在焚烧处置前应对其进行前处理或特殊处理，达到进炉要求，以利于危险
废物在炉内充分燃烧。
6.1.3 对于处理氟、氯等元素含量较高的危险废物，应考虑耐火材料及设备的防腐问题。
对于用来处理含氟较高或含氯大于 ５％的危险废物焚烧系统，不得采用余热锅炉降温，其
尾气净化必须选择湿法净化方式。
6.1.4 整个焚烧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处于负压状态，避免有害气体逸出。
6.1.5 危险废物焚烧厂设计服务期限不应低于 ２０ 年。
6.2 预处理及进料系统
6.2.1 危险废物入炉前需根据其成分、热值等参数进行搭配，以保障焚烧炉稳定运行，降
低焚烧残渣的热灼减率。
6.2.2 危险废物的搭配应注意相互间的相容性，避免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混合后产生不良
后果。
6.2.3 危险废物入炉前应酌情进行破碎和搅拌处理，使废物混合均匀以利于焚烧炉稳定、
安全、高效运行。对于含水率高的废物（如污泥、废液）可适当进行脱水处理，以降低能
耗。
6.2.4 在设计危险废物混合或加工系统时，应考虑焚烧废物的性质、破碎方式、液体废物
的混合及供料的抽吸和管道系统的布置。
6.2.5 危险废物输送、进料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自动进料装置，进料口应配制保持气密性的装置，以保证炉内焚烧工况的
稳定；
(2) 进料时应防止废物堵塞，保持进料畅通；
(3) 进料系统应处于负压状态，防止有害气体逸出；
(4) 输送液体废物时应充分考虑废液的腐蚀性及废液中的固体颗粒物堵塞喷嘴问
题。
6.3 焚烧炉
6.3.1 危险废物焚烧可根据危险废物种类和特征选用不同炉型。
6.3.2 危险废物焚烧炉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焚烧炉的设计应保证其使用寿命不低于 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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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焚烧炉所采用耐火材料的技术性能应满足焚烧炉燃烧气氛的要求，质量应满
足相应的技术标准，能够承受焚烧炉工作状态的交变热应力；
（３） 应有适当的冗余处理能力，废物进料量应可调节；
(4) 焚烧炉应设置防爆门或其它防爆设施；燃烧室后应设置紧急排放烟囱，并设置
联动装置使其只能在事故或紧急状态时才可启动；
(5) 必须配备自动控制和监测系统，在线显示运行工况和尾气排放参数，并能够自
动反馈，对有关主要工艺参数进行自动调节；
(6) 确保焚烧炉出口烟气中氧气含量达到 6%-10%(干烟气);
(7) 应设置二次燃烧室，并保证烟气在二次燃烧室 1100℃以上停留时间大于 2s;
(8) 炉渣热灼减率应﹤5%;
(9) 正常运行条件下，焚烧炉内应处于负压燃烧状态；
(10) 焚烧控制条件应满足国家《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中
的有关规定。
6.3.3 燃烧空气设施的能力应能满足炉内燃烧物完全燃烧的配风要求；可采用空气加热
装置；风机台数应根据焚烧炉设置要求确定；风机的最大风量应为最大计算风量的 １１０％
—１２０％；风量调节宜采用连续方式。
6.3.4 启动点火及辅助燃烧设施的能力应能满足点火启动和停炉要求，并能在危险废物
热值较低时助燃。
6.3.5 辅助燃料燃烧器应有良好燃烧效率，其辅助燃料应根据当地燃料来源确定。
6.3.6 采用油燃料时，储油罐总有效容积应根据全厂使用情况和运输情况综合确定；供油
泵的设置应考虑一备一用；供油、回油管道应单独设置，并应在供、回油管道上设有计量
装置和残油放尽装置；采用重油燃料时，应设置过滤装置和蒸汽吹扫装置。
6.4 热能利用系统
6.4.1 焚烧厂宜考虑对其产生的热能以适当形式加以利用。
6.4.2 危险废物焚烧热能利用方式应根据焚烧厂的规模、危险废物种类和特性、用热条
件及经济性综合比较后确定。
6.4.3 利用危险废物焚烧热能的锅炉，应充分考虑烟气对锅炉的高温和低温腐蚀问题。
6.4.4 危险废物焚烧的热能利用应避开 200～500℃温度区间。
6.4.5 利用危险废物焚烧热能生产饱和蒸汽或热水时，热力系统中的设备与技术条件应
符合国家《锅炉房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１－１９９２）中有关规定。
6.5 烟气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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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烟气净化技术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危险废物特性、组分和焚烧污染物产生量的变化
及其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并应注意组合技术间的相互关联作用。
6.5.2 烟气净化系统可根据不同的废物类型及其组分含量选择采用湿法烟气净化、半干
法烟气净化以及干法烟气净化三种方式。
(1) 湿法净化工艺：包括骤冷洗涤器和吸收塔（填料塔、筛板塔）等单元，应符合下列
要求：
① 必须配备废水处理设施去除重金属和有机物等有害物质;
② 为了防止风机带水，应采取降低烟气水含量的措施后再经烟囱排放。
(2) 半干法净化工艺：包括半干式洗气塔、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等处理单元，应
符合下列要求：
① 反应器内的烟气停留时间应满足烟气与中和剂充分反应的要求；
② 反应器出口的烟气温度应在 130℃以上,保证在后续管路和设备中的烟气不结
露。
(3) 干法净化工艺：包括干式洗气塔或干粉投加装置、布袋除尘器等处理单元，应符
合下列要求：
① 反应器内的烟气停留时间应满足烟气与药剂进行充分反应的要求；
② 应考虑收集下来的飞灰、反应物以及未反应物的循环处理问题。
③ 反应器出口的烟气温度应在 130℃以上,保证在后续管路和设备中的烟气不结
露。
6.5.3 烟气净化装置应有可靠的防腐蚀、防磨损和防止飞灰阻塞的措施。
6.5.4 酸性污染物包括氯化氢、氟化氢和硫氧化物等，应采用适宜的碱性物质作为中和剂，
在反应器内进行中和反应。
6.5.5 除尘设备的选择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1) 烟气特性：温度、流量和飞灰粒度分布；
(2) 除尘器的适用范围和分级效率；
(3) 除尘器同其它净化设备的协同作用或反向作用的影响；
(4) 维持除尘器内的温度高于烟气露点温度 ３０℃以上。
6.5.6 烟气净化系统的除尘设备应优先选用袋式除尘器。若选择湿式除尘装置，必须配备
完整的废水处理设施。
6.5.7 袋式除尘器应注意滤袋和袋笼材质的选择。
6.5.8 危险废物焚烧过程应采取如下二恶英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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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废物应完全焚烧，并严格控制燃烧室烟气的温度、停留时间和流动工况；
(2) 焚烧废物产生的高温烟气应采取急冷处理，使烟气温度在 １．０ 秒钟内降到 ２００℃
以下，减少烟气在 ２００～５００℃温区的滞留时间；
(3) 在中和反应器和袋式除尘器之间可喷入活性炭或多孔性吸附剂，也可在布袋除
尘器后设置活性炭或多孔性吸附剂吸收塔（床）。
6.5.9 活性炭或多孔性吸附剂及相关设备应具有兼顾去除重金属的功能。
6.5.10 对于含氮量较高的危险废物必须考虑氮氧化物的去除措施。应优先考虑通过焚烧
过程控制，抑制氮氧化物的产生；焚烧烟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方法，宜采用选择性非催化
还原法。
6.5.11 引风机应采用变频调速装置。
6.5.12 经净化后的烟气排放和烟囱高度设置应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要求。
６．６ 残渣处理系统
６．６．１ 焚烧炉渣应进行特性鉴别，经鉴别后属于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处
置，不属于危险废物的按一般废物进行处置。产生的炉渣由处置厂进行特性鉴别分析至
少 １ 次／天，并保留渣样。由环境管理部门委托监测部门进行抽查鉴别分析 １ 次／月。焚
烧飞灰、吸附二恶英和其他有害成分的活性炭等残余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应送
危险废物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处置。
6.6.2 残渣处理系统应包括炉渣处理系统、飞灰处理系统。炉渣处理系统应包括除渣冷
却、输送、贮存、碎渣等设施。飞灰处理系统应包括飞灰收集、输送、贮存等设施。
6.6.3 炉渣与飞灰的生成量应根据废物物理成分、炉渣热灼减率及焚烧量核定。
6.6.4 残渣处理技术选择与规模确定，应根据炉渣与飞灰的产生量、特性及当地自然条
件、运输条件等，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6.5 残渣处理系统应有稳定可靠的机械性能和易维护的特点。
6.6.6 炉渣处理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与焚烧炉衔接的除渣机应有可靠的机械性能和保证炉内密封的措施；
(2) 炉渣输送设备应有足够宽度。
6.6.7 炉渣和飞灰处理系统各装置应保持密闭状态。
6.6.8 烟气净化系统采用湿法烟气净化方式时，应采取有效的脱水措施。采用半干法方式
时，飞灰处理系统应采取机械除灰或气力除灰方式，气力除灰系统应采取防止空气进入
与防止灰分结块的措施。
11

6.6.9 飞灰收集应采用避免飞灰散落的密封容器。收集飞灰用的贮灰罐容量宜按飞灰额
定产生量确定。贮灰罐应设有料位指示、除尘和防止灰分板结的设施，并宜在排灰口附
近设置增湿设施。
6.7 自动化控制及在线监测系统
6.7.1 焚烧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必须适用、可靠，应根据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特点进行设
计，并应满足设施安全、经济运行和防止对环境二次污染的要求。
6.7.2 焚烧厂的自动化系统应采用成熟的控制技术和可靠性高、性能价格比适宜的设备
和元件。设计中采用的新产品、新技术应在相关领域有成功运行的经验。
6.7.3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应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能在中央控制室通过分散控制系
统实现对危险废物焚烧线、热能利用及辅助系统的集中监视和分散控制。
6.7.4 自动控制的主要内容应根据焚烧厂的规模和各工艺系统的设置情况确定。一般可
包括：进料系统控制、焚烧系统控制、热能利用系统控制和烟气净化系统控制等。
6.7.5 对不影响整体控制系统的辅助装置，可设就地控制柜，必要时可设就地控制室，但
重要信息应送至中央控制室。
6.7.6 对贮存库房、物料传输过程以及焚烧线的重要环节，应设置现场工业电视监视系
统。
6.7.7 对重要参数的报警和显示，可设光字牌报警器和数字显示仪。
6.7.8 应设置独立于分散控制系统的紧急停车系统。
6.7.9 危险废物焚烧厂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主体设备和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 辅机的运行状态；
(3) 电动、气动和液动阀门的启闭状态及调节阀的开度；
(4) 仪表和控制用电源、气源、液动源及其它必要条件供给状态和运行参数；
(5) 必需的环境参数。
6.7.10 计算机监视系统的全部测量数据、数据处理结果和设施运行状态，应能在显示器
显示。
６．７．１１ 应对焚烧烟气中的烟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等污染因子，以及氧、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燃室和二燃室温度等工艺指标实行在线监测，并与当地环保部
门联网。烟气黑度、氟化氢、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应每季度至少采样监测 １ 次。二恶英采
样检测频次不少于 １ 次／年。
6.7.12 热工报警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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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艺系统主要工况参数偏离正常运行范围；
(2) 电源、气源发生故障；
(3) 热工监控系统故障；
(4) 主要辅机设备故障。
6.7.13 计算机监视系统功能范围内的全部报警项目应能在显示器上显示并打印输出。

7 公用工程
7.1 电气系统
7.1.1 焚烧厂用电负荷应为 ＡＣ３８０／２２０Ｖ，负荷等级为二级，并应设置备用电源。
7.1.2 高压配电装置、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和接地的技术规范应分别
符合国家《３－１１０ｋＶ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６２－１９９２）、《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
压保护和绝缘配合》（ＤＬ／Ｔ６２０）和《交流电气装置接地》（ＤＬ／Ｔ６２１）中的有关规定。
7.1.3 照明设计应符合国家《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１９９２）中的有关规定。
７．２ 给水、排水和消防
7.2.1 给水
7.2.1.1 焚烧厂应有可靠的供水水源和完善的供水设施。生活用水、锅炉用水及其它生
产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7.2.1.2 厂区给水管网宜采用生活、消防联合供水系统。
7.2.1.3 各种设备冷却水和其它生产废水，鼓励对其经过处理后再重复利用。
7.2.2 排水
7.2.2.1 焚烧厂区排水应采用雨污分流制。
7.2.2.2 雨水量设计重现期应符合国家现行《室外排水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４－１９９７）中的有
关规定。
7.2.2.3 焚烧厂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宜优先考虑循环再利用，废水排放应满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要求。
7.2.2.4 经收集池收集的贮存及作业区的初期雨水必须经过有效处理，达到国家《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后排放。
７.2.3 消防
7.2.3.1 焚烧厂消防设施的设置必须满足厂区消防要求，消防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的防
火规范要求。
7.2.3.2 焚烧厂房的生产类别应属于丁类，焚烧车间、变压器室、储备仓库、燃油库应按
一级耐火等级设计，其它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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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焚烧炉采用轻柴油燃料启动点火及辅助燃烧时，油箱间、油泵间应为丙类生产厂
房，建筑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厂房内的上述房间应设置防火墙与其它房间隔开。
7.2.3.4 焚烧炉采用气体燃料启动点火及辅助燃料时，燃气调压间应属于甲类生产厂房，
其建筑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并应符合国家《城镇燃气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８－１９９８）中
的有关规定。
7.2.3.5 焚烧厂房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并应符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１６－２００１）中的有关规定。
7.2.3.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设有火情监测和灭火设施。
7.2.3.7 消防器材的设置应符合国家《建筑灭火器配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４０－１９９７）中的有
关规定， 并定期检查、验核消防器材效用并及时更换。
7.2.3.8 焚烧厂房的防火分区面积划分应符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2001) 中
的有关规定。
7.2.3.9 焚烧厂房内部的装修设计应符合国家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2001)中的有关规定。
7.3 采暖通风与空调
7.3.1 焚烧厂各建筑物冬、夏季负荷计算的室外计算参数应符合国家《采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２００１）中的有关规定。
7.3.2 焚烧厂房的采暖热负荷，宜按维持室内温度＋５℃计算，不应计算设备散热量。
7.3.3 建筑物的采暖设计应符合国家《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２００１）中
的有关规定。
7.3.4 建筑物的采暖设备宜选用易清扫并具有防腐性能的散热器。
7.3.5 建筑物的通风设计应符合国家《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９－１９９４）中的
有关规定。
7.3.6 建筑物的空调设计应符合国家《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２００１）中
的有关规定。
7.3.7 当其它建筑物机械通风不能满足工艺对室内温度、湿度要求时应设空调装置。
7.4 建筑与结构
7.4.1 焚烧厂区建筑的造型应简洁、新颖， 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厂房平面布置和空间
布局应满足工艺设备布置要求，同时应考虑今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的可能性。
7.4.2 厂房平面设计应组织好人流和物流线路，避免交叉；操作人员巡视检查路线应避免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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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厂房的围护结构应满足基本热工性能和使用要求。
7.4.4 厂房建筑、防腐、采光和消防等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7.4.5 焚烧厂房宜采用自然通风，窗户设置应避免排风短路并有利于组织自然风。
7.4.6 严寒地区的建筑结构应采取防冻措施。
7.4.7 焚烧厂房可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的差异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
7.4.8 贮存间应考虑密封、防腐和地面防渗并与焚烧厂房主体结构分开。
7.4.9 焚烧厂的建设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7.5 其它辅助设施
7.5.1 焚烧厂应设置机修间，机修间应具有全厂设备日常维护、保养与小修任务，并具有
设施产生突发性故障时应急能力。设备的大、中修宜通过社会化协作解决。
7.5.2 机修间应配备必须的金工设备、机械工具、搬运设备、备用品和消耗品。
7.5.3 金属、非金属材料以及备品备件库应与燃料库、化学品库房分开设置。
7.5.4 厂区不应设变压器检修间，但应为变压器就地或附近检修提供必要条件。
7.5.5 电气试验室设计应满足电测量仪表、继电器、二次接线和继电保护回路调试以及
电测量仪表、继电器等机件修理要求。
7.5.6 自动化试验室不应布置在振动大、多灰尘、高噪声、潮湿和强磁场干扰的地方。
其设备配置应满足工作仪表维修与调试的需要。
7.5.7 锅炉房、配电室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7.5.8 焚烧厂通讯设施应保证各生产岗位之间通讯联系和对外通讯的需要。

８ 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8.1 一般规定
8.1.1 危险废物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残渣、恶臭、废水、噪声及其它污染物的防治
与排放应贯彻执行国家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8.1.2 焚烧厂建设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符合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
8.1.3 制定危险废物焚烧厂污染物治理措施前应落实污染源的特性和产生量。
８．２ 环境保护
8.2.1 烟气污染物的种类分类如表 8.2.1 所示。
表 8.2.1
类别
尘

烟气中污染物分类

污染物名称

符

颗粒物

PM
15

号

氯化物

HCl

硫氧化物

SOX

氮氧化物

NOX

氟化氢

HF

一氧化碳

CO

汞及其化合物

Hg 和 Hg2+

重

铅及其化合物

Pb 和 Pb2+

金

镉及其化合物

Cd 和 Cd2+

属

其他重金属及其化合物

包括 Cu、Mg、Zn、Cr 等和非金属

酸
性
气
体

As 及其化合物
有
机
类

二恶英

PCDDS(Dioxin)

呋喃

PCDF S(Furan)

多氯联苯

PCBS

多环芳烃、氯苯和氯酚等其他有机碳

TOC

8.2.2 应对焚烧工艺过程进行严格控制，抑制烟气中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对烟气必须采取
综合处理措施，其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
中的有关规定。
8.2.3 焚烧厂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应优先回用。回用水质应符合国家《生活杂用水水质标
准》（ＣＪ２５．１－１９８９）。当废水需直接排入水体时，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值。
8.2.4 残渣处理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止二次污染的措施。
8.2.5 焚烧厂的噪声应符合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１９９３）和《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１９９０），对建筑物内设施直接噪声源控制应符合国家《工业企
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８７－１９８５）中的有关规定。
8.2.6 焚烧厂噪声控制应优先采取噪声源控制措施。厂区内各类地点的噪声控制宜采取
以隔音为主，辅以消声、隔振、吸音综合治理措施。
8.2.7 焚烧厂恶臭污染物控制与防治应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４５５４－１９９３）
中的有关规定。
8.2.8 焚烧线运行期间应采取有效控制和治理恶臭物质的措施。焚烧线停止运行期间应
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恶臭扩散到周围环境中。
8.2.9 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采样、环境监测和分析应遵照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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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５９７－２００１）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４－２００１）中的有关
规定。
8.3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8.3.1 焚烧厂的职业卫生应符合国家《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１９７９） 、
《生产过
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ＧＢ１２８０１－１９９１）和《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监察的暂
行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8.3.2 焚烧车间、变压器室、储备仓库、燃油库按一级耐火等级设计，其它建（构）筑物的
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消防器材的设置应符合国家《 建筑灭火器配制设计规范》
（ＧＢＪ１４０－１９９７）中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检查、验核消防器材效用，及时更换。
8.3.3 焚烧厂的受压容器应按《压力容器设计规定》设计和检验， 焚烧炉、余热锅炉等
高温设备和管道均应设置保温绝热层。
8.3.4 所有正常不带电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应采取接地或接零保护，厂区钢结构、排
气管、排风管和铁栏杆等金属物应采用等电位联接。
8.3.5 主要通道处应设置安全应急灯。
8.3.6 各种机械设备裸露的传动部分或运动部分应设置防护罩，不能设置防护罩的应设
置防护栏杆，周围应保持一定的操作活动空间，以免发生机械伤害事故。
8.3.7 各生产构筑物应设有便于行走的操作平台、走道板、安全护栏和扶手，栏杆高度和
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规定。
8.3.8 在设备安装和检修时应有相应的保护设施。
8.3.9 存放易燃待处理物料的仓库应独立设置，不同物化性质的物料应分区存放。
3.3.10 储备仓库中储备易燃易爆物料的小间内的电气设备、灯具应采用防爆设备。
8.3.11 废物贮存和焚烧部分处理设备等应采取密闭措施，减少灰尘和臭气外逸。
8.3.12 所有产生作业粉尘、有毒有害物质的建筑物内应安装设备通风设备，并保持通风
除尘、除臭设备设施完好。
8.3.13 在所有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其标志设置应符合国家
《安全色》（ＧＢ２８９３－１９８２）和《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中的有关规定。
8.3.14 焚烧厂应采取相应的避雷、防爆措施， 其设计应符合国家《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２０００）和《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ＧＢ５０８３－１９８５）中的有关规定。
8.3.15 焚烧厂建设应采用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措施。
8.3.16 职业病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应确保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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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7 厂内应设置必要的更衣、沐浴、厕所等生活卫生设施。

９ 工程施工及验收
9.1 建筑、安装工程应符合施工设计文件和设备技术文件要求。
9.2 施工安装使用的建筑材料和有关器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设计要求，并取得供货
商的合格证明文件，严禁使用不合格产品。
9.3 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要求。
9.4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应按我国现行的有关标准执行。对国外引进专用设备应按
供货商提供的设备技术规范、合同规定及商检文件执行，并应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或行业
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要求。
9.5 焚烧线及其全部辅助系统与设备、设施试运行合格并具备运行条件时应及时组织工
程验收。
9.6 工程验收应依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批准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设备供货
合同及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件、专项设备施工验收规范、环境监测部门
的监测报告及其它文件。
9.7 竣工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要求完成生产性建设工程和公用辅助设施建设并具备运
行条件。未按期完成建设任务，但不影响焚烧厂运行的少量土建工程、设备、仪器等，
在落实具体解决方案和完成期限后，可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2) 焚烧线、烟气净化及配套热能利用设施已安装完毕并带负荷试运行合格。废物
处理量、炉渣热灼减率、炉膛温度、焚烧炉热效率、生产蒸汽参数、烟气污染物排放指
标、设备噪声级、原消耗指标均达到有关设计标准。引进的设备、技术、按合同规定完
成负荷调试、设备考核。
(3) 焚烧工艺装备、工器具、原辅材料、配套件、协作条件及其他生产准备工作已
适应运行要求。
(4) 具备独立运行和使用条件的单项工程，可进行单项工程验收。
9.8 工程竣工验收前严禁焚烧线投入使用。

１０ 运营管理基本要求
10.1 运营管理总则
10.1.1 为实现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厂科学管理、规范作业和安全生产，有效防止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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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达到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的目的，制定本运营管理要求。
10.1.2 本运营管理要求是对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在焚烧厂运营管理方面的
基本要求。
10.1.3 本运营管理要求适用于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厂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
10.1.4 焚烧厂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除应执行本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定。
10.2 运营条件
10.2.1 危险废物运营单位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获得许可证后方可
运营； 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活动。
10.2.2 必须具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相应数量的操作人员。
10.2.3 具有完备的保障危险废物安全处理、处置的规章制度。
10.2.4 具有保证焚烧厂正常运行的周转资金和辅助原料。
10.2.5 具有负责危险废物处置效果检测、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１0.3 机构设置与劳动定员
10.3.1 焚烧厂运营机构设置应以精干高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有利于生产经营为原则，
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
10.3.2 焚烧厂工作制度宜采用四班工作制。
10.3.3 焚烧厂劳动定员可分为生产人员、辅助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焚烧厂劳动定员应
按照定岗定量的原则， 根据项目的工艺特点、技术水平、自动控制水平、投资体制、当
地社会化服务水平和经济管理的要求合理确定。
１０.4 人员培训
10.4.1 焚烧厂应对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技术、安全
防护、紧急处理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10.4.2 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一般要求
① 熟悉有关危险废物管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② 了解危险废物危险性方面的知识；
③ 明确危险废物安全卫生处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④ 熟悉危险废物的分类和包装标识；
⑤ 熟悉危险废物焚烧厂运作的工艺流程；
⑥ 掌握劳动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使用的知识和个人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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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熟悉处理泄漏和其它事故的应急操作程序。
（２）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操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还应包括：
① 危险废物接收、搬运、贮存和上料的具体操作和灰渣处理的安全操作；
② 处置设备的正常运行，包括设备的启动和关闭；
③ 控制、报警和指示系统的运行和检查，以及必要时的纠正操作；
④ 最佳的运行温度、压力、燃烧空气量，以及保持设备良好运行的条件；
⑤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产生的排放物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⑥ 设备运行故障的检查和排除；
⑦ 事故或紧急情况下人工操作和事故处理；
⑧ 设备日常和定期维护；
⑨ 设备运行及维护记录，以及泄漏事故和其它事件的记录及报告；
⑩ 技术人员应掌握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处置设备的基本工作原
理。
10.5 危险废物接收
10.5.1 危险废物接收应认真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10.5.2 焚烧厂有责任协助运输单位对危险废物包装发生破裂、泄漏或其它事故进行处
理。
10.5.3 危险废物现场交接时应认真核对危险废物的数量、种类、标识等，并确认与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是否相符。
10.5.4 焚烧厂应对接收的废物及时登记。
10.6 交接班及运行登记制度
10.6.1 为保证焚烧厂生产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必须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内容包括：
（１） 生产设施、设备、工具及生产辅助材料的交接；
（２） 危险废物的交接；
（３） 运行记录的交接；
（４） 上下班交接人员应在现场进行实物交接；
（５） 运行记录交接前，交接班人员应共同巡视现场；
（６） 交接班程序未能顺利完成时，应及时向生产管理负责人报告；
（７） 交接班人员应对实物及运行记录核实确定后签字确认。
10.6.2 焚烧厂应当详细记载每日收集、贮存、利用或处置危险废物的类别、数量、危险
废物的最终去向、有无事故或其他异常情况等，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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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危险废物经营活动记录档案和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情况报告与转
移联单同期保存。
10.6.3 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管理部门应依据这些准确信息建立数据库，为
管理和处置危险废物提供可靠的依据。
10.6.4 焚烧厂生产设施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生产活动等记录的主要
内容包括：
（１）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记录；
（２） 危险废物接收登记记录；
（３） 危险废物进厂运输车车牌号、来源、重量、进场时间、离场时间等记录；
（４） 生产设施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记录；
（５） 危险废物焚烧灰渣处理处置情况记录；
（６） 生产设施维修情况记录；
（７） 环境监测数据的记录；
（８） 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记录。
10.7 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
10.7.1 一般规定
10.7.1.1 焚烧厂在设计、施工和生产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卫生问题， 采取有效措
施和各种预防手段， 严格执行以下规范和标准：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２） 《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监察规定》（劳动部第 ３ 号令）
（３） 《建设项目（工程）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和技术措施验收办法》（劳安字〔１９９２〕１
号）
（４）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ＧＢ１２８０１－１９９１）
（５）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ＧＢ５０８３－１９９９）
（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２００１）
（７）《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４０－１９９７）
（８）《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２００１）
（９）《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
（１０）《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定》（劳人护（１９８７）３６ 号）
（１１）《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劳动部 １９９５）
（１２）《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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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ＧＢＺ１－２００２）
（１４）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ＧＢ４０６４－１９８３）
（１５） 《安全色》（ＧＢ２８９３－１９８２）
（１６） 《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
（１７） 《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劳部发〔１９９５〕４０５ 号）
（１８）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国经贸安全〔２００２〕８９ 号）
当上述标准和文件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10.7.1.2 建设单位必须在焚烧厂建成运行的同时，保证安全和卫生设施同时投入使用，
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10.7.2 安全生产
10.7.2.1 焚 烧 厂 生 产 过 程 安 全 管 理 应 符 合 国 家 《 生 产 过 程 安 全 卫 生 要 求 总 则 》
（ＧＢ１２８０１－１９９１）中的有关规定。
10.7.2.2 各工种、岗位应根据工艺特征和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执
行。
10.7.2.3 各岗位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岗位培训并持证上岗。
10.7.2.4 严禁非本岗位操作管理人员擅自启、闭本岗位设备，管理人员不允许违章指挥。
10.7.2.5 操作人员应按电工规程进行电器启、闭。
10.7.2.6 风机工作时， 操作人员不得贴近联轴器等旋转部件。
10.7.2.7 建立并严格执行定期和经常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严禁违章指
挥和违章操作。
10.7.2.8 应对事故隐患或发生的事故进行调查并采取改进措施。重大事故及时向有关部
门报告。
10.7.2.9 凡从事特种设备的安装、维修人员，必须经劳动部门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设备
安装、维修人员操作证后才能上岗。
10.7.2.10 厂内及车间内运输管理，应符合《工业企业厂内运输安全规程》（ＧＢ４３８７－１９９４）
中的有关规定。
10.7.3 劳动保护
10.7.3.1 废物贮存和焚烧部分处理设备等应尽量密闭， 以减少灰尘和臭气外逸。
10.7.3.2 尽可能采用噪声小的设备， 对于噪声较大的设备，应采用减震消音措施， 使噪
声符合国家规定标准要求。
10.7.3.3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员工应配备防毒面具、耐油或耐酸手套、防酸碱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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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4 焚烧炉、余热锅炉、除尘系统等高温操作间应配置降温设施。
10.7.3.5 检修人员进入焚烧炉检修前应先对炉内强制输送新鲜空气并测定炉内含氧量，
待含氧量大于 １９％后方可进入。检修人员在炉内检修时需佩戴防毒面具，同时炉外应有
人监护。
10.7.3.6 进入高噪声区域人员必须佩戴性能良好的防噪声护耳器。
10.7.3.7 进行有毒、有害物品操作时必须穿戴相应种类专用防护用品，禁止混用；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 用毕后物归原处， 发现破损及时更换。
10.7.3.8 有毒、有害岗位操作完毕，要将防护用品按要求清洁、收管，不得随意丢弃，不得
转借他人；做好个人安全卫生（洗手、漱口及必要的沐浴）。
10.7.3.9 禁止携带或穿戴使用过的防护用品离开工作区。报废的防护用品应交专人处理，
不得自行处置。
10.7.3.10 应配足配齐各作业岗位所需的个人防护用品，并对个人防护用品的购置、发放、
回收、报废进行登记。防护用品要由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更换和处理。
10.7.3.11 工作区及其它设施应符合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各种设施及防护用品（如
防毒面具）要由专人维护保养，保证其完好、有效。
10.7.3.12 对所有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应定期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卡。
10.7.3.13 应定期对车间内的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若发生超标，应分析原因并采取相
应措施。
10.7.3.14 应定期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的教育，加强防范措施。
10.8 检测、评价及评估制度
１0.8.1 定期对危险废物处置效果进行检测和评价，必要时应采取改进措施。
10.8.2 应定期对危险废物处置厂的设施、设备运行及安全状况进行检测和评估，消除安
全隐患。
10.8.3 应定期对危险废物处置程序及人员操作进行安全评估，必要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
施。
10.9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厂应建立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发生事故时的应急预案。
（2）危险废物运送过程中发生事故时的应急预案。
（3）焚烧设施、设备发生故障、事故时的应急预案。

23

本技术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方便在执行本技术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执行” 、“应按……执
行”或“应符合……中的有关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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