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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序号

监测期覆盖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监测期内产生的减排量（ ）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合计

减排量评估依据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温室气体减排 模型》

《示范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基准线研究报告》

《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和评估计划》

减排量评估结论：

（ ）监测计划实施的符合性

项目组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支持性文件，确认示范城市的温室气体减排监测活动基本符合《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温

室气体减排 模型》和《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和评估计划》的监测要求，但部分城市垃圾组分监测工作

和回收量统计数据未按照监测计划执行，详见 节。

（ ）减排量计算及对比分析

示范城市在本监测期内（ 年 月 日 年 月 日）产生的总减排量为 ，对比基准线研究

报告中的预估减排量减少了 。减排量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监测期内产生的减排量计算采用各城市减排

项目的实际生产数据，与基准线研究报告中采用的可研报告设计值存在差异。各城市温室气体减排量差异的具体

原因以及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的对比分析详见 节。

（ ）减排量汇总

示范城市在所有监测期（第 监测期 第 监测期）内产生的总减排量为 。各城市减排量对比分析

详见 节。

监测期序号 监测期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合计

合计



（ ）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项目组通过监测评估发现，各示范城市在垃圾组分监测、回收环节的数据统计以及垃圾低碳领域的缺省值研究等

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我国碳达峰及中和目标的提出，不论是计算生活垃圾处理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还是碳减排来

说，数据核算准确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项目组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详见 节。

项目组人员 周红明、王媛、陈杰、王澜、刘羿鑫、张彼得、陈冰、张黎、仲璐、伏凯、张

思梦、陈文思、庞珊珊

技术复核人 金雅宁

批准人 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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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城市边界及减排项目 

活动概述 

 项目边界 

示范城市地理边界包括城市主城区、郊县等地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全流程管理覆盖的地理范围。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

括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和回收全流程管理覆盖的地理、物理场所。排放源包括垃圾收运、处置和回收环节

所产生或避免的排放，涉及 CO2、CH4、N2O 等温室气体。 

由于各示范城市在收运环节暂未采取电动汽车或生物柴油车替代汽柴油车辆的减排措施，在回收环节存在数据统计体系

不健全、数据统计边界发生变更等情况，本监测期内暂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带来的减排。各城市的试点边界及本监测期内

涉及的减排项目如下表所示： 

表  城市试点边界及本监测期内的减排项目环节 

城市 地理边界 本监测期内的减排项目涉及环节

苏州 城五区（姑苏区、高新区、吴中区、相城区、苏州工业园区） 收运 处置 回收

西安 城七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和长

安区）

收运 处置 回收

泰安 城两区（泰山区、岱岳区，含泰安高新区，不包括泰山景区） 收运 处置 回收

兰州 城四区（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 收运 处置 回收

蚌埠 城四区（蚌山区、禹会区、淮上区和龙子湖区） 收运 处置 回收

 

  减排项目活动描述 

示范城市 2018 年后正式投产的垃圾管理项目作为监测和评估的减排项目活动。2021 年 5 月 31 日-6 月 16 日，项目组

对五个示范城市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支持性文件，项目组确认各城市在本监测期内实施的减排项

目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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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范城市在本监测期内的减排项目基本信息 

城市 项目活动名称 规模 投产时间

苏州

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 年 月后陆续投产

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 年 月 日

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年 月

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餐厨垃圾

地沟油
年 月试运行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扩建苏州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
年 月

西安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餐厨垃圾

地沟油
年 月底

西安泾渭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高陵区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年 月试运行

中节能（西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鄠邑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年 月试运行

光大环保能源（蓝田）有限公司垃圾 新建蓝田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年 月试运行

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西咸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年 月试运行

泰安
泰安北控环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年 月底

兰州
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 有机垃圾 年 月

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 大件垃圾 年 月

蚌埠

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炉排炉）一期
年底

蚌埠旺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

厂（一期）
年 月试运行

 随着高新区和工业园区餐厨处理厂陆续投产运营， 座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已关停。本监测期投入运营的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共 座，

总设计处理规模为 ，更新后的详细名单见附表 。 

2 焚烧厂于 年底投产，在 年运行时间短，项目组将该新建焚烧厂作为减排项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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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监测

 苏州 

2021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项目组对苏州市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生产报表》、《沼气

月报》、《废水处理报表》、《火炬运行记录》等支持性文件，项目组确认本监测期参数的监测信息如下： 

表 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率

堆肥垃圾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有机肥产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备注：

）有机肥替代化肥产生的排放，根据化肥肥效是有机肥的 倍进行计算。

表 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送入发电系统的填埋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垃圾填埋气中甲烷比例 沼气分析仪 连续监测

表 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餐厨垃圾处理量 电子汽车衡 实时监测

沼气收集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天然气供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火炬沼气用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外购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苏州及其他 个示范城市减排项目采用的缺省值详见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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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PJ,y 油脂产量 磅秤 实时监测

 外购热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备注：

）计算生物柴油替代柴油产生的减排时，根据油脂产量的 折算生物柴油产量。

 

表 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餐厨垃圾处理量 电子汽车衡 实时监测

沼气收集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火炬沼气用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外购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油脂产量 磅秤 实时监测

备注：

计算生物柴油替代柴油产生的减排时，根据油脂产量的 折算生物柴油产量。

表 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食品垃圾： （含水 ）

橡胶：

塑料： （含水 ）

纺织品： （含水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

）

金属： （含水 ）

玻璃： （含水 ）

每月一次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热用户输送的供热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天然气的消耗量 万 流量计 实时监测

项目组通过现场访问、查阅支持性文件，确认所有参数的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信息和监测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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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2021 年 6 月 9 日-6 月 11 日，项目组对西安市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生产报表》、《火炬

运行记录表》、《渗滤液处理站运行报表》、《电费发票》以及《资源化产品产量报表》等文件，项目组确认本监测参数的

监测信息如下： 

表  西安市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餐厨垃圾处理量 电子汽车衡 实时监测

沼气收集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锅炉沼气用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发电机组沼气用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火炬沼气用量

沼气中甲烷的比例 沼气分析仪 连续监测

外购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油脂产量 磅秤 实时监测

备注：

）西安市项目边界为主城七区，分别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和长安区，而餐厨垃圾处理

厂一期项目处理了西咸新区的垃圾，因此，本次计算减排量时将餐厨垃圾处理量扣减了西咸新区的垃圾量，其他参数根

据项目边界内垃圾处理量与垃圾处理总量的占比进行拆分。

）西安市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项目中火炬沼气用量为计算值。即，火炬沼气用量 沼气收集量 锅炉沼气用量 发电机组

沼气用量。

）计算生物柴油替代柴油产生的减排时，根据油脂产量的 折算生物柴油产量。

表  西安市新建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

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 ）

食物垃圾： （含水

）

橡胶和皮革： （含水 ）

塑料： （含水 ）

金属： （含水

玻璃： （含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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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 ）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天然气的消耗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热网输送的供热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化学

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化学

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甲烷回收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备注：

1）由于新建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处理边界超出项目边界范围，因此项目活动下城市每月生活垃圾焚烧量

每月焚烧厂的总垃圾入炉量 每月 边界内总进厂垃圾量 每月焚烧厂总进厂垃圾量。该焚烧厂天然气的消耗量、外购

电力、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向热用户输送的供热量、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甲烷回收量采用相同方法拆分计算。另

外，企业本监测期无法提供分区垃圾的收运量数据，并解释收运范围与上一监测期相比没有变化，因此本监测期的拆分

比例采用上一监测期的平均值。

）本监测期内西安市未开展垃圾组分的监测工作，根据前三个监测期研究结果，垃圾组分对于减排量的计算结果十分重

要。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西安 年获取的垃圾组分数据已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目前五个示范城市中

仅苏州和蚌埠按照要求开展了垃圾组分的监测工作，考虑西安的经济发展水平位于苏州和蚌埠之间，本监测期西安的垃

圾组分采用苏州和蚌埠的平均值。

）本监测期内渗滤液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全部送入锅炉燃烧，未送入火炬。

表 西安市新建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

（入炉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 ）

食物垃圾： （含水 ）

橡胶和皮革： （含水 ）

塑料： （含水 ）

金属： （含水

玻璃： （含水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 ）

天然气的消耗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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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沼气中甲烷的比例 沼气分析仪 连续监测

备注：

）由于新建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处理边界大于项目边界，因此减排量计算涉及数据的处理方式详见高陵区

焚烧厂备注 ）。

）垃圾组分和含水率数据监测使用情况详见高陵区焚烧厂备注 ）。

表 西安市新建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 ）

食物垃圾： （含水 ）

橡胶和皮革： （含水 ）

塑料： （含水 ）

金属： （含水

玻璃： （含水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 ）

柴油的消耗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化学需

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化学需

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甲烷回收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备注：

）由于新建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处理边界大于项目边界，因此减排量计算涉及数据的处理方式详见高陵区

焚烧厂备注 ）。

）垃圾组分和含水率数据监测使用情况详见高陵区焚烧厂备注 ）。

）渗滤液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基本全部送入锅炉燃烧，仅发生故障时，才送入火炬，而且送入火炬的量很少。考虑企业

未安装流量计进行计量，本监测期送入火炬的沼气量以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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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安市新建西咸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 ）

食物垃圾： （含水 ）

橡胶和皮革： （含水 ）

塑料： （含水 ）

金属： （含水

玻璃： （含水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

）

柴油的消耗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F  沼气中甲烷的比例
沼气分析

仪
连续监测

备注：

）由于新建西咸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处理边界大于项目边界，因此减排量计算涉及数据的处理方式详见高陵

区焚烧厂备注 ）。

）垃圾组分和含水率数据监测使用情况详见高陵区焚烧厂备注 ）。

项目组通过现场访问、查阅校准报告等支持性文件，确认除垃圾组分以及餐厨厂的火炬沼气用量，其他参数的监测设备

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信息和监测计划一致。 

 泰安 

2021 年 5 月 26 日-5 月 27 日，项目组对泰安市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垃圾量汇总表》、《生

产日报表》、《污水处理站渗滤液处理设施统计表》、《污水站水质检验报告单》等支持性文件，项目组确认本监测参数的

监测信息如下： 

表 泰安市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

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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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垃圾： （含水率

）

橡胶和皮革： （含水率 ）

塑料： （含水率 ）

金属： （含水率 ）

玻璃： （含水率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率 ）

柴油的消耗量 地磅
每批次购买监

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热用户输送的供热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化学

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化学

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甲烷回收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备注：

）由于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的垃圾处理边界大于项目边界，因此项目活动下城市每月生活垃圾焚烧量

每月焚烧厂的总垃圾入炉量 每月 边界内总进厂垃圾量 每月焚烧厂总进厂垃圾量。该焚烧厂柴油的消耗量、外购电

力、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向热用户输送的供热量、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废水处理厌氧工段送入火炬的沼气量、废

水处理厌氧工段沼气回收量采用相同方法计算。

）本监测期内泰安市未开展垃圾组分的监测工作，根据前三个监测期研究结果，垃圾组分对于减排量的计算结果十分重

要。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泰安 年获取的垃圾组分数据已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目前五个示范城市中

仅苏州和蚌埠按照要求开展了垃圾组分的监测工作，考虑泰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蚌埠相似，因此泰安的垃圾组分采用蚌

埠的监测数据。

）向热用户输送的供热量根据蒸汽吨数及焓值计算得到。焚烧厂对外供蒸汽（ ℃， ），折合焓值为 。

项目组通过现场访问、查阅校准报告等支持性文件，确认除垃圾组分，其他参数的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

信息和监测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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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 

2021 年 6 月 7 日-6 月 9 日，项目组对兰州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收运数据统计表》、《厂

房用电设备统计表》以及《车辆加油明细》等文件，项目组确认本监测参数的监测信息如下： 

表 兰州市 有机垃圾处理站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堆肥垃圾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FCi, com, y 柴油消耗量 地磅 每批次监测

有机肥产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备注：

项目组仅获取了柴油消耗的费用金额数据，本次监测期内根据单价 元 升、密度 进行换算；

有机肥替代化肥产生的排放，根据化肥肥效是有机肥的 倍进行计算。

表 兰州市 大件垃圾处理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大件垃圾处理量 地磅 实时监测

大件垃圾破碎预处理消耗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成型过程

电力消耗量
估算值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量
根据经验计算

值

备注：

兰州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是先将大件垃圾破碎预处理成小的块状，之后销售到下游生产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生物质

固体成型燃料替代燃煤会产生温室气体减排。但是目前企业无法掌握生产生物质固体燃料过程中电力消耗量和生物质固

体成型燃料产量数据，本监测期根据相关标准和研究成果进行估算，具体过程如下：

：电力消耗量：根据《 生物质燃料成型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表 中粒状吨料电耗的最大值

进行保守估算。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量： 吨大件垃圾，除去 损耗及含铁量，除去 含水率，成品率大概在 左右。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替代燃煤产生的减排，根据燃烧 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相当于 吨标煤进行计算，每吨标煤

燃烧约排放 。

项目组通过现场访问、查阅校准报告等支持性文件，确认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信

息和监测计划一致。另外，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为新投产项目，新制定了监测计划，项目组将在后续监测期对其监测设备

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信息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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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 

2021 年 6 月 15 日-6 月 16 日，项目组对蚌埠市进行了第四次监测和评估，通过现场调研及查看《生产报表》和《渗滤

液处理站运行报表》等支持性文件，项目组确认本监测参数的监测信息如下： 

表 蚌埠市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一期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量（入炉

量）
地磅 每车次入厂监测

垃圾成分 的比例

纺织品： （含水率

）

食物垃圾： （含水率

）

橡胶和皮革： （含水率

）

塑 料 ： （ 含 水 率

）

金属： （含水率 ）

玻璃： （含水率 ）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含水率 ）

分孔筛、地

磅、台秤

每三个月检测一

次

柴油的消耗量 地磅 每批次购买监测

外购电力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向电网输送的供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厌氧工段处理的废水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化

学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化

学需氧量浓度
检测仪 每日监测

甲烷回收量

送入火炬的沼气量

备注：

）甲烷的回收量未监测，根据焚烧厂经验公式计算：（渗滤液原液 厌氧池出水 ） 厌氧池进水量，并

根据标况下甲烷密度 ，及沼气中甲烷比例折算。送入火炬的沼气量未监测，采用沼气的回收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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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减排项目监测信息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餐厨垃圾处理量 电子汽车衡 实时监测

沼气收集量 流量计 连续监测

火炬沼气用量

沼气中甲烷含量 气体分析仪 实时监测

外购电量 电能表 连续监测

BDSPJ,y 油脂产量 磅秤 实时监测

备注：

监测参数火炬沼气用量无流量计监测，采用沼气收集量减去锅炉沼气用量计量，其中锅炉沼气用量无流量计计量，企业

根据白天运行情况估算。

计算生物柴油替代柴油产生的减排时，根据油脂产量的 折算生物柴油产量。

项目组通过现场访问、查阅支持性文件，确认除火炬沼气用量外，其他参数的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标准、频次等信息

和监测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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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量评估 

 苏州 

苏州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新建工

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以及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依据基准

线研究报告，这些减排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填埋+焚烧”。 

基于 MRV 模型公式（34）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1 章节中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替代“填埋+焚烧”所产生的减排量计

算步骤，项目组计算了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项目的减排量；依据 MRV 模型公式（27）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1 章节中

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替代“填埋+焚烧”所产生的减排量计算步骤，项目组计算了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的减排量；依据 MRV 模型公式（7）~（11）、（26）和（28）计算了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

理厂以及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减排量。详细的计算过程见苏州市第四监测期减排量计算表（V01 版，2021 年 8 月

2 日），该表作为本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本监测期内，苏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苏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 ）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垃圾处置环节

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

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

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垃圾回收环节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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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西安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新建高陵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西咸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依据基

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填埋。 

基于 MRV 模型公式（28）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2 章节中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减排项目减排量计算步骤，项目组计算

了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减排项目的减排量。基于 MRV 模型公式（27）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2 章节中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减排量计算步骤，项目组计算了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蓝田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以及西咸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减排量。详细的计算过程见西安市第四监测期减排量计算表（V01

版，2021 年 8 月 2 日），该表作为本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本监测期内，西安市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西安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 ）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垃圾处置

环节

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西安泾渭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

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中节能（西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

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光大环保能源（蓝田）有限公司垃圾 新

建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西咸

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垃圾回收环节

合计

 泰安 

泰安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

炉）。依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垃圾焚烧（循环流化床）。 

基于 MRV 模型公式（27）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3 章节中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减排量计算步骤，项目

组计算了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项目的减排量，详细的计算过程见泰安市第四监测期减排量计算表（V01 版，

2021 年 8 月 2 日），该表作为本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本监测期内，泰安市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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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泰安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 ）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垃圾处置环节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垃圾回收环节

合计

 兰州 

兰州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和新建

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依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填埋+焚烧”。 

基于 MRV 模型公式（34）等，项目组计算了 20t/d 有机垃圾处理站项目的减排量和 50t/d 大件垃圾处理站项目的减排

量。详细的计算过程见兰州市第四监测期减排量计算表（V01 版，2021 年 8 月 2 日），该表作为本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

本监测期内，兰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兰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 ）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垃圾处置环节
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

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

垃圾回收环节

合计

 蚌埠 

蚌埠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一期和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依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垃圾填埋。 

基于 MRV 模型公式（27）以及基准线研究报告 3.5 章节中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减排量计算步骤，项目

组计算了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项目的减排量。基于 MRV 模型公式（28），项目组计算了新建餐厨垃圾处理

厂（一期）项目的减排量。详细的计算过程见蚌埠市第四监测期减排量计算表（V01 版，2021 年 8 月 2 日），该表作为本

报告的附件一并提交。本监测期内，蚌埠市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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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蚌埠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 ）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垃圾处置环节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

炉）一期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垃圾回收环节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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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 

 

 

自 2019 年 1 月 NAMA 项目开展减排量评监测和评估以来，项目组已开展了四个监测期的监测评估工作，依据前三个

监测期减排量评估结果，垃圾组分对减排量测算影响非常大。另外，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西安、兰州和泰安采用基准

线垃圾组分进行减排量评估，可能导致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无法合理反映各城市的实际垃圾处理/处置排放强度水平。因此

本监测期对各城市垃圾组分数据进行了更新4，各监测期基准线排放强度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本章基于更新后的数据进行汇

总分析，形成评估结论。 

 温室气体减排量汇总 

减排量评估结果显示，五个城市在本监测期内产生的总减排量为 1243227tCO2e，在所有监测期内产生的累计总减排量

为 3843245tCO2e。各示范城市减排量汇总如表 4-1 所示，减排量对比分析如图 4-1、4-2。 

表 温室气体减排量汇总表

监测期

序号
监测期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合计

合计

目前仅苏州和蚌埠按照《监测计划》的要求开展垃圾组分的实测工作，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西安的垃圾组

分更新为苏州和蚌埠实测的平均值，泰安和兰州更新为蚌埠的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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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示范城市减排总量对比

图 不同垃圾处理 处置类型减排总量对比

通过对比，针对本监测期以及所有监测期减排量的累计情况，可得出如下结论：1）在城市减排贡献中，西安减排贡献

最大，其贡献比例在本次监测期内占 69%左右，主要原因是西安在上一监测期新投产了 4 个焚烧厂；其次为蚌埠、苏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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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兰州减排贡献比例最小，主要原因是兰州规划项目还在建设阶段，相比其他城市规划项目建设进展较为缓慢；2）垃

圾处置技术类型中，垃圾焚烧产生的减排量最大，在本次监测期内约占 87%左右，其次为厌氧消化、填埋场技术改造，堆

肥等其他方式由于处理/处置规模小，其产生的减排量最小。 

 温室气体减排量对比分析 

本监测期内，5 个示范城市产生的总减排量比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预估减排量减少了 28.37%。各示范城市的温室气体

减排量对比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示范城市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对比分析

城市 减排项目名称

监测期内减排量

（ ）

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

量 （ ）
差异比例

苏州

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

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

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扩建苏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西安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西安泾渭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高陵

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中节能（西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鄠邑

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光大环保能源（蓝田）有限公司垃圾 新建蓝

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西咸区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泰安
泰安北控环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兰州
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

安宁区大件垃圾处理站

由于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规划项目未包含苏州新建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七子山填埋场

发电项目，兰州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和大件垃圾处理站以及蚌埠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因此，此处无法对这些项

目的减排量进行比较。

本监测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为 个月，该列数据为基准线研究报告预测半年减排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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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

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新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一期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合计

如上表所示，各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中预估的减排量均产生了一定偏差，除西安新建餐厨垃

圾处理厂（一期）和泰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减排量比预估数据有所增加，其余规划项目减排量数据均较预估偏低，

各示范城市主要差异原因分析如下： 

（1）苏州 

苏州市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减少了 89.63%。主要原因是： 

 本次监测评估发现，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用电产生的排放占总排放（未考虑有机肥替代化肥而避免产生的排放）的

44.80%，而基准线研究报告由于缺少用电量预估数据未计算该部分产生的排放，导致项目排放较预估数据有明显的升

高； 

 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吨垃圾有机肥产量采用经验值 0.67 吨，而实际上吨垃圾有机肥产量为 0.203

吨，有机肥产出量显著偏低，从而导致本监测期有机肥替代化肥而避免产生的排放减少； 

 新增农贸市场垃圾的处理规模为 57t/d 且本监测期内处理能力负荷率仅为 33.36%。而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的减排量是

在处理能力为 100t/d 且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的情景下计算得到的，垃圾处理量不足也导致减排规模的整体下降。 

苏州市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减少了 79.18%。主要原因是： 

 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工程尚未完全完成，本监测期仅计算扩建部分 2250t/d 产生的减排量，而基准线研

究报告计算减排量时采用最终提标改造后设计的垃圾处理规模 6850t/d，处理规模不同是减排量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由于苏州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取得阶段性成效，餐厨垃圾厂也陆续投产，本监测期的垃圾组分数据与历史年份差距较大，

尤其是塑料占比，从历史年份的 13.6%提高到 40.17%。塑料组分的提高导致项目排放增加，减排量减少。 

（2）西安 

西安市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增加了 56.25%。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垃圾处理量较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设计值高 4.56%，另一方面本监测期内由于项目产生的沼渣外运至填埋场进

行填埋，产生的沼液直接排入厂区内的污水处理站处理，无贮存环节，因而未计算沼渣和沼液贮存产生的泄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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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准线研究报告中计算的该部分排放占比达到 95%以上（不含发电替代电网供电、生物柴油替代柴油而避免产生的

排放）。因此，这 2 个因素综合作用导致项目排放减少，基准线排放增加，进而导致减排量增加。 

西安市新建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减少了 34.71%；鄠邑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减排量减少了 34.51%；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厂发电项目的减排量减少了 23.33%；西咸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减排量减少了 15.93%。其中，高陵区、鄠邑区和蓝田县、西咸区焚烧厂减排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监测

期垃圾处理量较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设计值分别下降了 27.87%、27.61%、18.14%以及 14.63%，垃圾处理量不足导致这 4

个焚烧厂产生的减排量大幅度减少。 

（3）泰安 

泰安市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增加了 15.20%。主要原

因是： 

 垃圾焚烧厂电力供应替代电网供电而避免产生的排放量较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设计值高 6.36%； 

 本监测期内焚烧厂新增了供热，供热替代热网供热带来的减排占项目总减排量的 15.54%，而基准线研究报告中并未包

含此部分减排量。因此，这 2 个因素综合作用导致项目排放减少，基准线排放增加，进而导致减排量增加。 

（4）蚌埠 

蚌埠市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项目的减排量与基准线研究报告预估减排量相比，减少了 38.37%。主要原

因是： 

 垃圾处理量较基准线研究报告中的设计值低 7.51%； 

 基准线研究阶段获取的垃圾组分检测数据中，垃圾组分中的橡胶与塑料合并为橡塑类进行监测，项目组在计算项目排放

时估计二者在橡塑类垃圾中各占 50%，而本监测期内垃圾组分已分别监测橡胶类、塑料类，其中塑料类占比远大于橡

胶类，且塑料类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更多，因此导致了本监测期的项目排放较基准线研究报告增加。 

 本监测期内垃圾中惰性废物（玻璃、塑料、金属等）占比增加，由基准线报告中的 17.3%增加到本监测期的 40.6%，

导致基准线排放减少。这三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基准线排放减少、项目排放增加，进而导致减排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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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垃圾处理/处置类型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对比分析 

NAMA 项目执行期内，五个示范城市实施的主要减排项目为新建、扩建焚烧厂、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厂、堆肥处理站等。

为了对比示范城市相同垃圾处置技术的低碳化程度，项目组计算了各城市在本监测期内不同垃圾处置技术的吨垃圾处理排放

强度，并分析垃圾组分、吨垃圾上网电量以及资源化产品产量等指标对排放强度的影响。 

（1）焚烧 

在 5 个示范城市中，苏州、泰安和兰州在 2015~2017 年各存在一座正常运行的焚烧厂，蚌埠焚烧厂7、泰安焚烧厂（炉

排炉技术）、西安（高陵、鄠邑、蓝田、西咸）新建的焚烧厂以及苏州扩建的焚烧厂作为减排项目进行了监测评估。项目组

对比了不同城市焚烧厂本监测期内的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并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内容如下： 

表 示范城市焚烧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上网电量对比

各城市焚烧厂

本监测期

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吨垃圾上网电量

苏州

泰安

兰州

蚌埠

西安（高陵）

西安（鄠邑）

西安（蓝田）

西安（西咸）

蚌埠焚烧厂于 年底投产，项目组将其作为减排项目计算，因此未计算历史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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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范城市焚烧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本监测期内示范城市焚烧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最高的为苏州焚烧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最低的是蚌埠焚烧厂。吨垃

圾上网电量和垃圾组分的差异是导致相同处理方式在各示范城市排放强度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如表 4-4 所示，在 5 个示

范城市中，苏州市的垃圾组分含有最多的是塑料垃圾，塑料在所有组分中化石碳含量最高，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

化碳，从而导致排放强度升高。 

表 示范城市的垃圾组分比例对比分析（湿重）

垃圾组分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食品垃圾

橡胶

塑料

纺织品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金属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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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厌氧消化 

2015-2017 年，苏州、泰安和兰州各有一处餐厨垃圾处理厂，苏州工业园区、高新区餐厨厂、西安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

（一期）以及蚌埠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作为减排项目进行评估。项目组比较了本监测期内各示范城市餐厨垃圾处理

厂的排放强度，并分析了产生差距的原因。具体结果如下： 

表 示范城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各城市餐厨厂 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苏州（七子山）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高新区）

西安、兰州和苏州七子山餐厨厂的排放强度均为负值，而泰安餐厨厂的排放强度最高，主要与资源化产品利用情况有

关，具体体现为：资源化产品利用越充分则餐厨厂的排放强度越低：a) 兰州粗油脂、沼液、沼渣均有回收利用；b)西安和

苏州七子山地沟油制粗油脂量产量大，占粗油脂产生总量分别为 66%和 61%左右；c) 泰安生产的资源化产品-生物柴油产

量未统计，沼气目前仅自用于供热。各餐厨厂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气、沼液、沼渣以及地沟油处理产生的粗油脂等资源化产品

利用情况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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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餐厨垃圾处理厂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表 示范城市餐厨厂资源化产品利用情况

资源化产

品利用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工业园区 七子山 高新区

沼气
沼气提纯送入

天然气管网

沼气发电自

用

沼气发电自

用

沼气供热自

用、发电上

网

沼气供热

自用

沼气供热自

用

部分沼气用于

锅炉

粗油脂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沼液 有机肥

沼渣 有机肥

（3）堆肥 

本监测期内，苏州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兰州新建 20t/d 有机垃圾处理站，二者均采用了堆肥技术，排放强度分别

为-0.0438 t CO2e/t、-0.1645t CO2e/t，排放强度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吨垃圾有机肥产量与外购

电力差距较大，经计算苏州和兰州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吨垃圾有机肥产量分别为 0.20t/t、0.27t/t，吨垃圾耗外购电力量分别

为 0.13MWh/t、0.07MWh/t。 

兰州驰耐餐厨厂由于 年 月发电设备故障，沼气发电停运；

泰安餐厨厂生产的资源化产品 生物柴油产量未统计，因此本监测期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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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堆肥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

 各示范城市垃圾处理/处置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对比分析 

本监测期内各示范城市垃圾处理/处置类型涉及填埋、焚烧、厌氧消化以及堆肥，目前 5 个示范城市基本形成了以垃圾

焚烧为主、厌氧消化为辅、堆肥和其他方式占比较小的垃圾处理/处置格局。 

表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垃圾处理 处置类型分布

示范城市名称 填埋 焚烧 厌氧消化 堆肥 其他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如前所述，本监测期内泰安开展的垃圾组分监测工作不符合《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和评估计划》的要求，西安和

兰州未开展垃圾组分的监测工作，苏州和蚌埠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了本监测期的垃圾组分检测工作，监测基本信息详见

表 4-8。项目组考虑垃圾组分对减排量的测算影响较大，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相似性对西安、兰州和泰安 3 个示范

城市的垃圾组分进行了修订，具体修订细节详见上文第 4 章节。 

苏州填埋场用作应急垃圾处理设施，包括填埋焚烧厂的飞灰。

西安江村沟填埋场于 年年初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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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的垃圾组分监测情况

城市 样品数量 监测频次 检测标准 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苏州 个 至少每三个月一次 符合 不符合

西安 未监测 符合 不符合

泰安 个 每季度一次 未按标准进行监测 符合 不符合

兰州 未监测 符合 不符合

蚌埠 个 每季度一次 符合 不符合

项目组根据修订后垃圾组分，计算了各示范城市垃圾处理/处置碳排放强度：由小到大分依次为兰州 0.1420 tCO2e/t、

蚌埠 0.1649 tCO2e/t、泰安 0.1794 tCO2e/t、西安 0.3420 tCO2e/t、苏州 0.4184 tCO2e/t。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垃圾中塑

料组分的不同，苏州垃圾中塑料组分是西安的 1.4 倍左右，是兰州、蚌埠和泰安的 2.4 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同一垃

圾组分的泰安和蚌埠的碳排放强度大小接近，兰州最小，这与 3 个示范城市垃圾处理/处置方式有关。其中，泰安和蚌埠焚

烧占比在 91%左右，厌氧消化 8%左右，而兰州焚烧占比约为 85%，厌氧消化等其他处理/处置方式占比约 15%，这说明了

厌氧消化、堆肥等其他垃圾处理/处置方式比焚烧更低碳。 

图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垃圾处理 处置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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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范城市本监测期内塑料组分比较

通过前文分析，垃圾组分对示范城市的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具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 5 个示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样，随着居民收入的日益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垃圾中各种物理组成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突出表现为

橡塑类等可回收包装废弃物含量明显增加
12
。对此，项目组对比了苏州、蚌埠历史年度和 4 个监测期塑料类垃圾组分监测结

果，具体如下： 

来源于《天津市城市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 环境卫生工程 》

40.17%

28.62%

17.07% 17.07% 17.07%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监测和评估报告

（第 监测期）

图 各示范城市垃圾组分塑料占比

苏州和蚌埠垃圾中塑料组分整体呈上升趋势，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个别监测期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垃圾组分监测采

样过程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同时也验证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西安、兰州和泰安采用基准线垃圾组分进行减排量评估，

可能导致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无法合理反映各城市的实际垃圾处理/处置排放强度水平”这一结论。因此，本监测期采用苏

州和蚌埠的垃圾组分实测数据对西安、兰州和泰安的垃圾组分进行修正的方式是可行的。 

此外，为了使各示范城市之间的低碳化水平更具有可比性，项目组本监测期依据苏州的垃圾组分对西安、泰安、兰州和

蚌埠 4 个示范城市进行了碳排放强度的重新计算。主要考虑苏州在 5 个示范城市中垃圾组分监测数据相对较完善，且在五

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数据对其余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有一定代表性。 

修正后的西安、兰州、泰安和蚌埠整体垃圾处理/处置的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均将高出苏州，一方面说明在处理相同成

分垃圾的情况下，苏州的处理方式低碳化程度在五个城市中具备一定优势；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消费结

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影响排放量较大的塑料占比增加，未来西安、兰州、泰安和蚌埠 4 个城市整体吨垃圾处理排放强度也

或将逐步升高，但是随着垃圾处理/处置方式逐步优化，西安、兰州、泰安和蚌埠 4 个示范城市整体的实际吨垃圾处理排放

强度可能会低于图 4-9 中的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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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范城市垃圾处理 处置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修正后）

 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垃圾管理领域完善的数据监测和统计系统对于城市建立、维护及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至关重要，是垃圾管理温室

气体减排效果评估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我国碳达峰及中和目标的提出，不论是计算生活垃圾处理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还是碳减

排来说，数据核算准确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次监测评估结果显示，各示范城市在垃圾组分监测、回收环节的数据

统计以及垃圾低碳领域的缺省值研究等方面依旧存在不足。因此，项目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1）垃圾组分监测 

按照《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监测与评估计划》，各城市应按照相关标准（CJ/T313-2009）开展垃圾组分监测工作，

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检测，每次检测至少取 3 个样品。经实际调研，本监测期内各示范城市的垃圾组分监测情况如前文

表 4-8。项目组又将苏州、蚌埠本监测期内的监测结果与历史年份进行了比较，发现不同年份监测的垃圾组分差别较大，因

此建议西安、泰安和兰州尽快严格按照《示范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监测与评估计划》要求开展垃圾组分的检测工作，以确保减

排量计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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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苏州、蚌埠本监测期内垃圾组分与历史年份对比

垃圾组分
苏州 蚌埠

本监测期内 历史年份 本监测期内 历史年份

食品垃圾

橡胶

塑料

纺织品

其他（除纸张和木材）

金属

玻璃

（2）回收环节数据统计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量仅计算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和废金属等四类可回收物因回收比例的提高而产生的

减排。鉴于示范城市存在数据统计边界变化、数据统计系统不健全等问题，各城市的基准线回收比例暂无法确定，因而暂未

计算回收环节减排量。目前，苏州、兰州和蚌埠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与数据统计工作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相互合作的模式。

其中，苏州由供销社下属的苏再投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有限公司负责；兰州由供销社下属的兰州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负责；蚌埠

统计口径发生了几次调整，本监测期是由住房城乡建设局特许经营山西新世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此外，各城市在回收体系建设方面也在积极的探索与创新，以苏州市和兰州安宁区为代表，正在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两

网融合”的政策。其中： 

- 苏州建设了“苏州市垃圾分类综合管理平台”，该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

化、模型化和可视化为目标，打造“逐级化监管、数据化考核、科学化决策、创新化互动”的多层级、全方位的垃圾分类管

理模式，全面提升垃圾分类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 兰州市安宁区建设“智慧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一体化项目”，该项目涵盖了全循环智能智慧控制中心、有机垃圾智能

处置中心、再生资源分选中心、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等功能区，实现了对 17 个小区 25889 户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

收集运输、垃圾分类处理的全流程管理与监控。 

综上，建议苏州、蚌埠、兰州在回收环节明确数据获取来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回收环节数据监测统计体系，优化监测

方法，统一边界，充分收集相关数据；西安和泰安应尽早明确数据获取来源，采用与自身相适宜的办法来开展回收环节数据

统计工作，进而确保后续监测期各城市可开展回收环节减排量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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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垃圾低碳领域缺省值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上一监测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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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苏州市新增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名单 

序号 新增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名称 地址 处理规模 投产时间

吴中区新齐村有机垃圾处理站 新齐村后张墩（自然村） 年 月

吴中区江湾村有机垃圾处理站 江湾村内 年 月

吴中区甪直集贸市场处理站 柯福路农贸市场 年 月

吴中区合丰村有机垃圾处理站 合丰村 年 月

吴中区宝带农贸市场有机垃圾集中处理

站
宝带农贸市场 年 月

吴中区尧峰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尧峰路 号 年

吴中区临湖渡村农贸市场处理站 新市街 号 年 月

吴中区东山环卫所处理站 东山大道凤凰山路口 年 月

相城区陆慕农贸市场处理点 阳澄湖中路 年

相城区度假区处理点 圣堂路 年

相城区大庄农贸市场处理点 西塘河原养牛场 年 月

相城区高新区（筹）可再生资源处理中心 住友电装路春兰路北 米 年 月

相城区望亭镇区有机垃圾处置点
望亭镇吴门口路中心小学旧

址
年 月

相城区北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站 北桥街道飞鸟路 号 年 月

相城区渭塘镇骑河有机处理站 渭塘镇骑河村骑河路 年 月

相城区漕湖农贸市场有机处理站  年 月

姑苏区新康有机易腐垃圾处置点 新康中转站内 年 月

姑苏区姑香苑有机易腐垃圾处置点 姑香苑中转站内 年 月

合计

备注：

随着高新区和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正式投产运营，苏州市 座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已关停。分别是相城区项路村后

河浜处置点、相城区望亭镇宅基村资源化处理站、园区湖东邻里中心有机垃圾处理站、园区娄葑街道农贸市场有机垃圾

处理站、园区斜塘街道车坊农贸市场有机垃圾处理站、园区唯亭街道高浜农贸市场有机垃圾处理站、园区农贸市场易腐

垃圾集中处置点以及高新区农贸市场易腐垃圾集中处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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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相关参数缺省值 

表 与垃圾组分相关的缺省值

垃圾组分 总碳含量比例（ 总含碳量中化石碳比例（ ）

纸 厚纸板

纺织品

食物垃圾

木头

花园和公园垃圾

卫生纸

橡胶和皮革

塑料

金属

玻璃

其它，惰性垃圾

表 其他缺省值

监测参数 描述 单位 数值

堆肥过程中的甲烷排放因子

堆肥过程中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甲烷全球变暖潜势值

氧化亚氮的全球变暖潜势

电力排放因子

华北：

华东：

西北：

 热力排放因子

化肥生产的排放因子

ρ  甲烷的密度
常态下：

标况下：

 甲烷的泄漏因子

ŋ  火炬燃烧效率

 柴油排放因子

 焚烧厂焚烧炉的燃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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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垃圾处理方式 相关的甲烷排放因子 垃圾

 与垃圾焚烧方式 相关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垃圾

 厌氧处理废水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

 厌氧废水处理系统的甲烷修正因子

 填埋气中甲烷体积含量

 沼气中的甲烷体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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