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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6日

苏州，中国

Julian Ahlers (adelphi)

Paolo Facco (adelphi)

Training of Trainers on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垃圾综合管理培训师培训

Training Block 1  第一期: 

26.07-30.07.2021  2021年7月26日-30日

TODAYS AGENDA
今日日程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Todays Agenda   今日日程

第一天 --- 周一，2021年7月26日

模块 0 欢迎致辞及介绍

14.30 – 15.00 欢迎致辞

• GIZ和adelphi的行政主任Mikael Henzler 致欢迎辞

15.00 – 15.30 讲师和培训学员介绍

• 介绍讲师和专家
• 介绍培训学员

15.30 – 16:00 培训日程

• 培训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总体模块介绍
• 定位与学习目标、培训形式
• 培训中使用的在线工具（如Miro/ Moodle等）

16.00 – 16.1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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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Agenda  今日日程

第一天 --- 周一，2021年7月26日

模块 1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原则

16.15 – 18.15 模块 1.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学习目标：

• 学员熟悉培训第一期和第二期中所有与垃圾综合管理相关的内容

模块内容：

• 介绍第一期和第二期培训涉及的垃圾综合管理相关内容
• 介绍废弃物层级管理相关要素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4

WELCOME!
欢迎！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Welcoming Remarks – Mikael Henzler 欢迎致辞-Mikael Henzler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6

当前职位

• Adelphi 行政主任

背景

• 核心议题：气候与能源、废弃物管理、技
术与创新、绿色金融。

• 与跨学科团队管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咨询
项目

• 区域重点：南亚和东南亚、地中海区域、
马格里布国家、南部非洲和土耳其

10



Welcoming Remarks – GIZ  欢迎致辞-GIZ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7

MEET THE TRAINERS
讲师介绍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Dr.-Ing. Abdallah Nassour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9

当前职位

• envero GmbH 的常务董事
• 罗斯托克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员

经历

• 19年国际废弃物管理科技支持经验

关键技术

• 机械生物处理，生物处理
• 循环经济，沼气，生物天然气，生物燃料

11



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Dr.-Ing. Gert Mors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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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位

• envero GmbH 的常务董事
• 罗斯托克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员

经历

• 28年的国际废弃物管理科技支持经验

关键技术

• 废弃物管理可行性研究、评估与评价、概念、
计算/分析、教育措施、高校教学

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Dipl. Ing. Jan Reich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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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位

• INTECUS废弃物及资源管理高级顾问

背景

• 25年废弃物管理和环境综合管理经验

关键技术

• 物质流，国际合作

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Prof. Dr. Florian Sch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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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位

• 柏林工程应用科学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背景

• 有10年作为GIZ在亚洲和南美的国际顾问的经
验

关键技术

• 环境管理，资源和能源效率，过程工程和国际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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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Dipl. Ing. Sebastian Fr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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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位

• Blackforest Solutions常务董事

背景

• 在60多个国家超过18年从事废弃物管理项目的
经验

关键技术

• 危险废物流、城市矿山、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经
营和复杂废弃物管理项目的管理

Expert Profile（专家简介）: Dipl. Ing. Frank Zö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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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位

• 罗斯托克BN环境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BN 
Umwelt GmbH Rostock)

背景

• 超过19年的废弃物管理经验

关键技术

• 规划和运营废弃物处理厂、物流系统、城市水
管理系统、工厂工程和垃圾综合管理项目

INTRODUCTION OF PARTICIPANTS
介绍培训学员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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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Participants  介绍培训学员

• 请简要说明:
– 您的名字

– 您的城市

– 您在废弃物管理方面的任务和经验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6

OVERVIEW OF TRAINING MODULES (BLOCK 1) 
培训模块概览（第一期）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Training Modules – Block 1  培训模块-第一期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8

第一天 --- 周一，2021年7月26日 专家

模块 1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原则

模块 1.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Paolo Facco (adelphi)

第二天 --- 星期二，2021年7月27日 专家

模块 1.2：自学垃圾综合管理中的最佳实践
Dr. Abdallah Nassour (Envero)

模块 1.3: 垃圾综合管理系统的框架评估

第三天 --- 星期三，2021年7月28日 专家

模块 2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技术选择与方法1

模块 2.1：有机垃圾处理厂的实地考察

模块 2.2：介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
Dr. Gert Morscheck (Envero)

模块 2.3：有机垃圾处理

模块 2.4：不同垃圾流的分选及回收方法 Jan Reichenbach (Inte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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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Modules – Block 1培训模块-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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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 星期四，2021年7月29日 专家

模块 2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技术选择与方法 1

模块2.5：分选设施的实地考察

模块2.6：垃圾组分分析
Dr. Florian Schindler (Beuth 

University)

模块2.7：危险废弃物管理
Sebastian Frisch (Black Forest 

Solutions)

第五天 --- 星期五，2021年7月30日 专家

模块2.8：垃圾分析设施的实地考察

模块 3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执行和监测

模块3.1：废物流预测 Frank Zörner (BN Umwelt)

模块3.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周期的不同阶段关于信息工具的使用
Sebastian Frisch (Black Forest 

Solutions)

MODE OF WORKING
学习模式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Training Modules: Mode of Working    培训模块0：学习模式

• 培训模块将由以下多种形式组成：

– 报告

– 练习

– 问答会话

– 自学课程

• 翻译

– 研讨会期间将提供中英同声传译

– 提问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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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raining Coordinator: Zhang Binliang 中国培训讲师：张斌亮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2

当前职位

• 中创碳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经验

• 在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碳交易等领域
有17年的专业经验

• 多年的培训经验

培训中的角色

• 培训协调员
• 组织和技术咨询的联系人

Logistics  组织信息

• 实地考察
– 培训的第3天（星期三）、第4天（星期四）和第5天（星期五）将

进行实地考察

– 上午8:30巴士从酒店接车

– 访问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张斌亮先生将收集并发布到在线课
程平台的问答环节，由相关专家回答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3

Introduction to Moodle  介绍Moodle

• 在线学习平台在培训期间的提供培训师课程：https://moodle.learning-
os.com/

– 用户名：“名字首字母”+“.”+“姓氏（例如:j.ahlers）

– 密码：ToTNama2021

• 所有的演讲和学习资料将会上传到平台上

• 所有课程的录音将在培训结束后提供

• 与培训模块及其内容相关任何问题的问答论坛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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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REMAINING QUESTIONS?
其他问题？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TIME FOR A COFFEE/ TEA
茶歇

Training Module 0: Introduction

培训模块 0：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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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hou, China

26th July 2021

苏州，中国

7月26日，2021

Paolo Facco (adelphi)

Julian Ahlers (adelphi)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TODAY’S AGENDA:
今日议程：

• What is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什么是垃圾综合管理（IWM）

• The components on IWM
垃圾综合管理的要素

• China current SWM’s situation – a snapshot
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现状—概览

• Emissions from the waste sector
垃圾领域的碳排放

• Key takeaways
结论

WHAT IS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什么是垃圾综合管理（IWM）

Training Module 1.1: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培训模块1.1：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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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什么是垃圾综合管理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refers to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olid wastes covering all sources and all aspects, 
such as generation, segregation, transfer, sorting, treatment, recovery and 
disposal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with an emphasis on maximizing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UNEP)

固体垃圾综合管理是指固体垃圾可持续管理的战略路径，包括垃圾的各
个来源及垃圾产生、分类、中转、分拣、处理、回收和处置等多个方面，
强调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4Source: UNEP (n.d.) 

The waste hierarchy 垃圾层级管理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5Source: OLC (n.d.)

Figure 1: The waste hierarchy
图1：垃圾层级管理

减量

重复使用

循环利用

能量回收

处置

最优选择

最劣选择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6

• Amount of waste generated is reduced 垃圾产生量减少

What is done: 效果：

• Actions related to the design, manufacture, purchase or use of materials or 
products that can lead to a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waste (Eco-Design) 与设计、
制造、采购、使用减废材料或产品相关的行动（生态设计）

•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提高资源利用率

•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提升生产者消费者的意识

How: 措施：

• No need for additional resource extraction 无需资源的再度开发

•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future increased cost avoidance for both 
the consumer and the 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为消费者和城市垃圾
管理系统带来可观的环境效益，避免潜在的成本增加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Reduction 减量

Source: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EP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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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span of products is extended 产品生命周期延长

What is done: 效果：

• Any process by which products are reused for the same purpose for which they 
were designed 将产品在相同情景中重复使用

• Examples: Refilling beverage bottles 例如：饮料瓶重新灌装

How: 措施：

• No need for additional resource extraction 无需资源的再度开发

•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service and repair 
industries 提升服务业和维修业的市场优势，增加就业机会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Reuse 重复使用

Source: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EPA (2021)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8

• Recycling into new products 循环再生成新产品

• Composting of food scraps, yard trimmings, and other organic materials 利用食
物残渣、园林垃圾及其他有机物进行堆肥

What is done: 效果

• Collecting, sorting and processing the recyclable products into raw materials  and 
reprocessing them into products, materials or substances, either for the original 
purpose or for other purposes 可回收物收集、分拣、加工后形成再生料，再
加工成产品，原料或其他物品，用于原用途或其他用途

How: 措施：

• Prevents the need for extracting raw or virgins resources 减少了对原生料的需求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Recycling 循环利用

Source: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EPA (2021)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9

• Materials are converted into useable heat, electricity or fuel  材料转换成热能、电能或
燃料

• Waste is serving a useful purpose by replacing other materials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used to fulfil a particular function 垃圾用来取代其他材料，实现某种特定
功能

What is done: 效果：

• Waste-to-energy (WTE) approach - Combustion, gasification, pyrolysis,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landfill gas (LFG) recovery 垃圾焚烧发电（WTE）—燃烧、气化、热解、
厌氧发酵和填埋气（LFG）回收

How: 措施：

• Gene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nd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by 
offsetting the need for energy from fossil fuels 缓解化石燃料能源需求，发展可再生
能源，减少碳排放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Recovery 焚烧

Source: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EP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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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hazardous types of waste or chemicals cannot be safely recycled disposal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ption 危险垃圾或化学品不可回收，需处置

• EU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Disposal is any operation which is not recovery“ 欧
盟2008/98/EC号令，处置是指除循环再生之外的其他处理方法”

What is done: 效果：

• Landfills are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 to disposal, theoretically with the design, 
operation and end-of-life requirements strictly controlled 填埋是常见的处置方式，
理论上需严格遵循设计、运行、末端处置等要求

• Incineration (without energy recovery) 非能源回收的焚烧

• Permanent storage 永久储存

How: 措施：

•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 human health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负面影响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Disposal 处置

Source: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EPA (2021)

Products vs waste 产品与垃圾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1

Products/Materials Waste

Strict avoidance Reduction at 
source

Product 
Re-use

Waste Prevention 

Waste Minimization Waste Disposal

Recycling Recovery Incineration Landfilling

Source: Cossu (2011/12)

Figure 2: Products versus waste

产品/材料 垃圾

垃圾源头预防

垃圾减量化 垃圾处置

严格避免 源头减量 产品重复使用 回收 能源回收 焚烧 填埋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options is critical for IWM 
不同选择的排列组合对垃圾综合管理至关重要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2

DISPOSAL RECYCLING
RECYCLING + 
REDUCTION

MOST FAVOURED 
COMBINATION

Source: Cossu (2011/12)

Figure 3: Combination of options for IWM

处置 循环
循环 + 
减量

最优组合

资源 资源 资源

产品 产品 产品

分配 分配 分配

不循环 循环 循环

消费
消费 消费

最终处置 最终处置 最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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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NENTS OF IWM
垃圾综合管理的要素

Training Module 1.1: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培训模块1.1：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IWM is more than 3R 垃圾综合管理不仅仅是3R循环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4

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方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Waste system 
elements

垃圾系统要素

IWM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Source: OLC (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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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ch

n
ic

al
 技

术

•Selection of technologies 
available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quantities and 
composition of the waste 
generated 

根据垃圾产生量及组分，
选择可适用的技术

Fi
n

an
ci

al
 经

济

•Aspects dealing with 
budgeting and costs of the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垃圾管理系统的预算和成
本
•Participation and recovery 
of the costs of the system 
by residents,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

居民、企业和政府对垃圾
管理体系的参与及成本的
收回
Impact of market prices for 
recovered materials 

再生材料市场价格的影响
•Level and source of any 
subsidies to cover waste 
collection

垃圾收集补贴的水平和来
源

En
vi

ro
n

m
en

ta
l 环

境

• The effects of waste 
management on land, 
water and air

垃圾管理对水、土、气
的影响
• The need for 

conservation of non-
renewable resources, 
pollution control

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控
制污染
• Public health concerns

公共健康

Source: OLC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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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方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6

• Law and regulations
• Economic instruments
• Public relation 

Indirect actor - Government

Technical level

Process 
Engineering 
Measures 

Direct Actors

• Consumption Behavior 

• Packaging
• Transport

• Product Design
• Production Process

Customers

Distributors

Producers

Waste level

• Municipal Solid 
Waste

• Industrial Waste
• Hazardous 

Waste 

Source: Cossu (2011/12)

Figure 4: Stakeholders

间接参与 – 政府

垃圾层面技术层面 直接参与

消费者

分销商

生产者

法律法规
经济手段
公共关系

城市生活垃圾
工业垃圾
危险废弃物

工艺
工程
措施

消费者
行为

包装
运输

产品设计
生产工艺

The waste system elements 垃圾系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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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Separation

Transport
Transfer

Reduction

Reuse

Recycling

Disposal

Recovery

减量

运输

中转

能量回收

处置重复使用

循环利用

分类

产生

CHINA’S SWM CURRENT SITUATION – A SNAPSHOT
中国固体垃圾管理现状——概览

Training Module 1.1: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培训模块1.1：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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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roduction of MSW in China’s cities (excluding counties, towns and villages)

Source: Lee et al. (2020)

• The amount of MSW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cities has increased 
by 70% between 2001 and 2018 as 
result of urbanization and increased 
purchase power.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购买力的
提高，2001年至2018年间，中国大陆
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增长了70%。

• Considering the count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400 million tons of 
MSW were produced in 2016.

若包含县，2016年的城市生活垃圾
产生量预计超过4亿吨。

MSW generation in China‘s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量持续增加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量（百万吨）

不包括县、镇、村

Organic fractions present in MSW up to 60%
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达到60%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0

Figure 6: Composition of MSW per capita (kg/capita/yr) in various cities of the world. 

Source: GIZ (2017a)

• Chinese cities have a generation 
of MSW per capita almost 
identical to European cities. 

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
几乎与欧洲城市相同。

•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MWS, we 
can see similar patterns in waste 
composition a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生
活垃圾组份类似。

世界上不同城市的人均城市生活垃圾组分（千克/人/年）

其他
塑料
金属
玻璃
纸类

有机类

Up to 60% of the MWS is landfilled 
60%城市生活垃圾被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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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Disposal of MSW in China’s cities (excluding counties, towns and villages)

Source: Lee et al. (2020)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量（百万吨）

不包括县、镇、村

填埋 焚烧 其他

• In 2017, of the 210 million tons of MSW that 
were disposed of in China’s cities, almost 60% 
were landfilled. 
2017年，中国处理的2.1亿吨城市生活垃圾

中，近60%被填埋。

• At that time, China was reported to have 
possessed 654 landfill sites in main cities.
据报道，当时中国在主要城市拥有654个垃

圾填埋场。

• The total combustion capacity was of 101.85 
million tons/year in 2018.
2018年总焚烧产能为1.0185亿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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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of disposed waste in China gets incinerated
45%的垃圾被焚烧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2

Figure 8: Number and average capacity of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s in China. 

• Due to a strong political support, 
the number of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rapidly from 45 in 2002 to 428 in 
2019.
政策支持下，中国垃圾焚烧厂数

量从2002年的45个迅速增加到2019年
的428个。

• The average capacity of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s has increased 
almost 5 times reaching 1,101 
tons/day in 2018.
2018年，垃圾焚烧厂的平均产能

增长近5倍，达到1101吨/天
Source: Lee et al. (2020)

垃圾焚烧
厂数量

焚烧厂平
均产能

（吨/天）

Questions corner 问答

• What is the daily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your City? 

你所在的城市，每天产生多少垃圾？

• Do you have any data regarding the average pro-capita waste generation 
in your City?

你所在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为多少？

• Which are the most common disposal practices in your City?

你所在的城市最常见的垃圾处置方法是什么？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3

EMISSIONS FROM THE WASTE SECTOR
垃圾领域的碳排放

Training Module 1.1: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培训模块1.1：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26



The entire life-cycle process 完整的生命周期过程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5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er definition involves the 
entire life-cycle process from 
generation to disposal of 
varied waste streams.

根据定义，垃圾综合管理
的概念涉及各种垃圾流从
产生到处理的整个生命周
期。

Source: GIZ (2017b)

Figure 9: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r economy and climate change

循环经济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避免排放或
替代化石燃料

温室气体或
短期气候污染物

二次资源

原始资源开发

消费/使用*

垃圾综合管理

设计/生产*

BC 黑碳
CH4 甲烷
CO2 二氧化碳
N2O 氮氧化物
SLCP 短期气候污染物

The IWM system 垃圾综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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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r economy and climate change

These are the main activitie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that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next 
Training’s modules.

这些是垃圾综合管理的主要活动，
将在下一个培训模块中介绍。

循环经济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垃圾综合管理

能量回收
残渣

填埋

循环利用&能量回收 堆肥

协同处理

焚烧 气化热解

机械生物处理技术

厌氧发酵

GHG emissions from the Chinese waste sector
中国垃圾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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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Mio t CO2e from the waste sector

废弃物行业CO2 排放量1.58亿吨

Incineration 14 Mio t
垃圾焚烧0.14亿吨

Landfill 54 Mio t
垃圾填埋0.54亿吨

Wastewater 91 Mio t
废水0.91亿吨

Source: The first two year update on climate change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
（2016年12月）

Industry, 12.3%

Agriculture, 7.9% Waste treatment, 1.3%

Energy activities, 78.5%

Source: GIZ (2021)

Figure 11: GHG emissions from the Chinese was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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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Management Operation In 1,000 t CO2 – eq * % Managed Waste

Collection, sorting, transport 13,407 -

Landfilling 217,362 45%

Incineration (without energy recovery) 4,486 2%

Incineration (with energy recovery) - 6,049 18%

Recycling - 163,514 26%

Composting 466 9%

TOTAL 66,358 100%

Global Worming Potential behind waste management
垃圾管理所带来的全球变暖风险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8

* In 34 OECD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at 100% of generated waste is treated  基于34个经合组织国家，考虑到产生的垃圾100%得到处理。

Source: Umweltbundesamt (2015)

垃圾管理过程

管理垃圾量占比1k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收集，分类，运输

填埋
非能源回收焚烧

焚烧发电

循环利用

堆肥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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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orming Potential behind waste management
垃圾管理所带来的全球变暖风险

Source: Umweltbundesamt (2015)

Figure 12: Net contribution of the disposal methods to global warming (scaled to one t waste)
不同垃圾处置方法对全球变暖的净贡献（以处置1t垃圾计）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每处置一吨垃圾

垃圾残渣堆肥

焚烧发电

非能源回收焚烧

填埋

堆肥

回收利用

美国
欧洲、土耳其、
以色列

日本、韩国、
太平洋地区

How planned IWM can contribute in reducing global worming
垃圾综合管理对全球变暖减缓的贡献
In 1,000 t CO2 – eq * 2011 2030 medium 2030 ideal

Collection 2,151 2,151 2,151

Landfilling 64,689 39,591 0

Incineration (energy recovery) -3,454 -28,840 -50,840

Recycling -44,688 -65,906 -89,850

Composting/anaerobic digestion -595 -712 -2,863

TOTAL 18,104 -53,717 -141,402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0

* Forecast for the USA‘s SWM system 美国固体垃圾管理系统预测

Source: Umweltbundesamt (2015)

1k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收集

填埋

焚烧发电

总计

堆肥/厌氧发酵

平均 理想

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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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corner 问答

• Has your City already evaluated its emission from the MSW sector?

你的城市是否已经评估了城市生活垃圾部门的污染排放量？

• Do you have any active plans to reduce the emissions coming from the 
SWM sector?

你们是否有任何积极的措施来减少固体垃圾管理部门的排放量？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1

KEY TAKEAWAYS
结论

Training Module 1.1: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system elements of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WM)

训练模块1.1：垃圾综合管理（IWM）的原则、概念和系统要素

Main outcomes (1/2) 主要结论：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3

• An effective IWM system considers how to prevent, recycle, and manage solid 
waste in ways that most effectively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高

效的垃圾综合管理系统，将以最有效的方式预防、回收和管理固体垃圾，保
护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

• The major IWM activities are waste prevention, collection, recycling and 
composting, and combustion and disposal in properly designed, constructed, and 
managed landfills. 垃圾综合管理主要包括预防垃圾产生及垃圾收集、回收、堆
肥、焚烧以及设计合理、建造合规及管理妥善的填埋处置。

• Each of these activities requires careful planning, financing,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每一步都需要进行精细的规划、投资、收集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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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outcomes (2/2) 主要结论：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4

• All stakeholders at different levels ne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IWM plans. 不同层面
的各利益相关方都需要参与到垃圾综合管理中。

• Waste management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ome 
waste management solutions have less emission potential than others. These must 
be preferred and a the medium-long term planning must include the latter ones. 垃

圾管理与温室气体排放直接相关：优先考虑污染排放更低的垃圾管理方案，
并将其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中。

• IWM involves evaluating local needs and conditions, and then selecting and 
combin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for those conditions.

垃圾综合管理包括评估当地的需求和条件，根据这些条件选择并组合最适宜
的垃圾管理活动。

Sources: 参考文献：
• 'Council directive 2008/98/EC on waste and repealing certain Directives' (2008) Official Journal L312/3: https://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312:0003:0030:en:PDF 

• EPA. (2021).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Non-Hazardous Materials and Waste Management Hierarchy. US EPA. Retrieved the 07 of July of 2021, from EPA: 
https://www.epa.gov/smm/sustainable-materials-management-non-hazardous-materials-and-waste-management-hierarchy

• GIZ. (2017a). Waste-to-Energy Options in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https://www.giz.de/en/downloads/GIZ_WasteToEnergy_Guidelines_2017.pdf

• GIZ. (2017b). Sectoral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https://www.giz.de/en/downloads/giz2017-ndc-brief-waste-circular-economy.pdf

• GIZ. (2021). Reducing GHG Emissions from 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 Experience of China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Project [Presentation Slides]. PowerPoint. 

• Lee, R. P., Meyer, B., Huang, Q. & Voss, R. (2020).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 for zero waste cities in China: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lean Energy, 4(3), 169–201. 
https://doi.org/10.1093/ce/zkaa013

• OLC. (n.d.). UrbanSanWaste_1.0 Study Session 11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OpenLearn create. Retrieved the 07 of July of 2021, from OpenLearn create: 
https://www.open.edu/openlearncreate/mod/oucontent/view.php?id=80577%C2%A7ion=3

• R. Cossu, Principles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Padua, Academic Year 2011-2012

• Umweltbundesamt. (2015). Th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tential of the Waste Sector (Nr. 56).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378/publikationen/texte_56_2015_the_climate_change_mitigation_potential_of_the_waste_sector.pdf

• UNEP. (n.d.).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resentation slides]. Power Poin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sd/csd/csd_pdfs/csd-
19/learningcentre/presentations/May%202%20am/1%20-%20Memon%20-%20IW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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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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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2021年7月27日

中国苏州

格特·莫尔舍克（Gert Morscheck）博士
教授

阿卜杜拉·纳苏尔（Abdallah Nassour）
博士

Module 1.3: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模块1.3：垃圾综合管理体系框架评估

2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1. 德国废弃物管理条例

2.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要素和责任

3. 废弃物管理的融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

4. 分类收集和热处理的重要性

5. 废物管理系统和策略

6. 中国生物废弃物情况的案例研究讨论

Outline 概要

3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

Waste management and circular economy is 

politic,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 

more than technique

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不仅仅需要技术，

也需要政策、责任和组织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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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4

Main Elements of German Waste Management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背后支撑：

1. 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技术、财务等）

2. 政策、行政、私营部门相应的组织结构

3. 在所有职责领域和流程环节都具备合格的人才

4. 简单的解决方案“源头分离”和先进的技术

5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发展

1950年
代

大约有50,000个
垃圾填埋场

一次废弃物
管理法

1972年

生产者责任延伸
和源头分离

源头

1991年

垃圾填埋仅适用于
经处理后的材料

2005年

X

闭环管理系统的发展和优化

2015年

www.ostprignitz-ruppin.de

必须在源头分离有
机物

1993年

Main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waste management to a circular economy in Germany
德国从废物管理到循环经济的主要发展阶段

6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2021/7/22 6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发展——
1970年至1980年

法律框架

地方税法
德国市政原则

经济发展：产生量
的问题
环境问题
（排放、渗滤液等）

废弃物处置法

处置

5000个垃圾场
130个填埋场

530个卫生填埋场

减少垃圾场的数量

热技术

30个垃圾焚烧厂

生物处理

16个混合垃圾的堆
肥厂

混合市政垃圾制成
的堆肥存在质量问
题和市场销售困难

机械生物处理和垃
圾衍生燃料

燃料再生

分类收集和回收再
利用

玻璃和金属的回收
再利用率有所提高

目标：避免垃圾产
生，卫生的废弃物
处置，解决垃圾量
大的问题

确定市政机关的责任
强制性要求参与和使用废弃物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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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2021/7/22 7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发展——
1980年至2000年

大气污染排放加剧

废弃物处置法

《联邦排放控制法》
第17版：焚烧
包装法令

物质闭环和废弃物
管理法
《京都协定》：环
境保护
生物废弃物法令

42个垃圾焚烧厂
只有三分之一带有气体净化设备
不断发展废气净化技术

避免废弃物生成成为首要目标

发展填埋技术
多屏蔽方案

从2005年开始实施预处理义
务和生物废弃物的分类收集
避免废弃物生成和形成闭环
管理的基础 生物废弃物回收再生的规定+卫

生要求

有机组分的分类收集趋势
加强生物废弃物堆肥厂的发展
发酵技术的初步经验积累

废弃物近依靠本身无法变废为宝

市政垃圾中的复合材
料

玻璃、纸张、塑料和
金属的回收再利用
混合垃圾的质量问题

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
的比例上升
实施“碧点”项目

8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2021/7/22 8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发展——
2000年至2015年

6月1日起禁止对未经
处理的垃圾进行填埋

关闭设施低效或已经
填满的填埋场

建设机械生物处理工
厂

引入一次性产品押金
体系

废弃物管理法

强制对生物废弃物进
行分开收集

162个填埋场

目标：资源、气候和环境保护，从闭环管理到流管理

大约70家焚烧厂
工业的联合焚烧

强制分类收集
大约有1000家堆肥厂
85家厌氧发酵厂

约51家机械生物处理
厂 强制规定废弃物的分

离
回收比例

9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 1972年德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废弃物的法律

• 要求分离可回收材料

• 自2005年6月1日起：未经预处理的废弃物不得填埋

• 对“有机废弃物”的处理必须使之无法继续降解

• 大于6000 千焦/千克的可燃材料必须作为能源回收再利用

• 必须对危险/特殊废物进行分离和妥善处理

• 有机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处理如今已经是强制性的要求

• 废弃物的生产者须承担费用

Selected Waste Law and regulation 
废弃物法律法规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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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可实施的废弃物管理法律和条例

废弃物管理机构

权力和执法

管理、收集和处理

切合实际的财政系统

政府当局、私营部门和科学机构

本地专业知识

可行的长期策略

生产者责任，源头分离，只填埋经处理的材料

合适的技术

回收、机械-生物处理/分拣/MPS、废弃物的能源回收利用等

废弃物管理

11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Ele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Waste Management in Germany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要素和责任

11

法律和法令

行政和管理

（欧盟，联邦环境部、联邦州的环境部门）

（市政机关）

市政或私营企业

收集和运输
预处理 应用 处置

控制

联邦州的环境署和经认可的实验室

教育和资格培训

大学和培训机构等

12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德国拥有一个由15,791家废弃物处理厂组成的全国网络。

- 7,641家分拣和加工厂

- 2,417家生物/机械处理工厂

- 829个热废回收厂（69个垃圾焚烧厂、35个替代燃料发电厂、34个水泥厂、25个用于合并焚烧的燃煤电厂和31个

危险废物焚烧厂）

- 1,496个用于填埋或填埋建设的设施，2,872个致力于回填和地下采矿的企业。

- 534个化学-物理处理厂

根据《2018年现状报告》，德国循环经济内：

- 10,000家市政和私营企业是“德国创新经济部门”的组成部分，旗下拥有

- 267,000名员工，

- 欧盟范围的循环再利用创造了大约700亿欧元的营业收入（2021年）。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事实和数字

34



13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2021/7/22 13

Input in waste treatment plants and disposal routes 2017 

2017年垃圾处理厂的原料和垃圾处置路线

德国全国境内原料
为4.09亿吨，其中
有2700万吨危险垃
圾

城市固废 矿业 垃圾产业 商业和工业

大件垃圾

家庭生活垃圾

生物和绿色废弃物

可回收垃圾

商业和工业产生的垃圾

生物处理 分拣和预处理 机械生物处理 热处理 化学-物理处理

家庭生活垃圾/类似生
活垃圾的工商业废弃
物

进口

14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2021/7/22 14

Input in waste treatment plants and disposal routes 2017 

2017年垃圾处理厂的原料和垃圾处置路线

生物处理 分拣和预处理 机械生物处理 热处理 化学-物理处理

家庭生活垃圾/类似生
活垃圾的工商业废弃
物

生物和绿色废弃物

产出

出口 再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 填埋/填埋建设 回填/地下补偿

15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Main finance source of waste management in Germany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主要资金来源

15

1） 市政废物处置

责任 市政当局

使用的废弃物类型 主要为生物废弃物、绿色废物、干垃圾、回收中心等。

基础费用的计算 旨在支付固定成本的基础费用（按人头算的基本费用或家庭基本费用或与集装箱相关的基本费用等）和根据绩效可变的费用

主要数据 每人每年60至80欧元，废弃物收集每吨80至100欧元， 干垃圾处理80至100欧元，生物废弃物处理30至50欧元

2）生产者责任延伸（EPR）

责任 生产者通过“生产者责任组织”（PRO），基于国家法规

适用的废弃物类型 包装、电子废弃物、电池、纸板和纸张、汽车、废油、轮胎

基础费用的计算 收取费用，用于支付废弃物收集、分拣、回收和处理的成本

主要数据 每人每年：包装12.5欧元，混合包装的平均处置价格为50到60欧元/立方米

3）工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的管理处置服务

责任 废弃物管理领域的私营和公营企业，基于国家法规

适用的废弃物类型 非危险废物和危险废物（类似于生活垃圾的工商业废弃物，大约400种危险废物种类等）

基础费用的计算 收取费用，用于支付废弃物收集、分拣、回收和处理的成本

主要数据 医疗废弃物：约5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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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生物废弃物干垃圾 纸张和纸板 包装材料

市民缴费/ 
市政当局的责任

由“生产者责任延伸”融资

Financing and responsibility of household 
waste in Germany

针对德国家庭生活垃圾的融资和责任

资料来源：SR-Rostock

17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Collection center for bulky waste , WEEE, hazardous waste from household 
大件垃圾、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生活危险废物的收集中心

（每50,000名居民1个中心）

18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Separation at source in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的源头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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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Financing of waste management in Germany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融资

19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融资

市民垃圾费
约50亿欧元

生产者责任延伸
EPR——“包装”

约10亿欧元

商业和工业
其他废弃物

（电子、层级等）

每年营业额约700亿欧元

20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Main finance source of waste management in Germany——Example Berlin 

德国废弃物管理的主要资金来源——以柏林为例

60升 120升 240升 660升 1,100升
5,000升

基本费用为每户每年33欧元

干垃圾／每两周清空一次 116 145 176 428 588
3,506

干垃圾／每周清空一次 232 290 352 856 1,176
7,012

生物废弃物/每两周清空一次 - 48 54 - -
-

生物废弃物/每周清空一次 - 96 108 - -
-

可回收垃圾 免费／生产者责任延伸系统负责供资

资料来源：BSR 2021

21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EPR——生产者责任延伸

• 污染者付费原则

最终客户无成本/
在“处置”时

市政当局无成本

市政垃圾费不够支付的成本

=生产者为废弃物的收集、分拣和回收提供资金

资料来源：Land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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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Objectives of EPR-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生产者责任延伸的目的

必须明确界定“生产者责任延伸”倡议追求的目标：

1. 防止废弃物产生？

2. 组织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

3. 减少/避免提高公民缴费额？

4. 确保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融资？

5. 防止乱扔垃圾？

6. 减少/避免填埋？

7. 增加回收比例，并形成循环的闭环？

8. 减少资源和原材料的使用？

9. 减少生产者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10.以上都不是？

所选的具体目标将影响
“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
的设计

资料来源：Landbell

23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Typical EPR Stakeholders 

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典型利益相关方

本地生产商

• 包装制造商

• 装填工厂

• 零售商

进口商

• 包装制造商

• 装填工厂

• 批发商

• 在线卖家

环境部

其他部委（经济部、财政部、内政部…… ）

环境机构

地方当局（市政当局…… ）

盈利组织

废弃物管理者和回收者（收集和处理）

物流公司

非正规部门

非政府组织（环境、社会、消费者）

消费者

学术界

生产商

权力机构

废弃物管理

社会

资料来源：Landbell

24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资料来源：Landbell

如今，生产者责任延伸（主要）：

• 针对包装
• 针对废弃电子电气设备（WEEE）
• 针对电池
• 针对废弃的汽车（ELV）

• 在一些国家：也针对其他废弃物，如纸张、家具、油、轮胎等。
• 新趋势：适用于渔具

THE IDEA IS SUCCESSFUL & SPREAD – WASTE STREAM WISE 
该理念的提出非常成功，传播广泛——明智合理的废弃物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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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the segregated collection of biogenic waste 

生物废弃物分类收集的重要性

Reduction of  waste amounts for disposal

Reduction of waste 

amounts
Less  use of landfill area

Longer life span for landfills

Reduction of the biog. 

fraction in waste

Lower landfillgas emissions

biog. fraction suitable 

for treatment and use

Composting: compost product

AD: Biogas and Compost/digestate

Segregated 

collection

Lower leachate amounts

Reduction of the water 

content in waste
Improvement of the sorting quality for waste

Increase the calorific value of waste

分类收集

减低废弃物的数量

减少废弃物中的生物组分

减少废弃物的水含量

生物组分适合处理和应用

减少处置的废弃物量

减少填埋的土地面积

延长填埋场的使用期限

降低填埋气体的排放

降低渗滤液的数量

提高废弃物分拣的质量

提高废弃物的热值

堆肥：堆肥产品

厌氧消化和堆肥/沼液沼渣

26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垃圾分类

德国罗斯托克

纸张回收桶
信封、册页、卡纸、画册、
纸袋、书写纸张、传单、报
纸、杂志
建议：打开纸板包装，压平

黄色垃圾桶
塑料：酸奶罐子、植物栽种
盆、塑料瓶、塑料袋、保鲜
膜
金属：铝制托盘、铝制盖子、
铝箔、铁罐、空的喷雾罐
复合材料（Tetra Pak)
饮料和牛奶包装盒
泡沫材料：水果蔬菜盘子、
泡沫包装
建议：只投入无残余物的轻
质包装废弃物

玻璃垃圾桶
瓶子、玻璃、玻璃包
装，根据颜色分类：
棕色、绿色（含其他
颜色）、白色
建议：记住投放时间

有机垃圾桶
修剪下来的枝条和灌
木、蛋壳、含有咖啡
残渣的滤纸、水果蔬
菜残余、茶袋、叶子、
草坪修剪后的剩余草
叶、热带水果果皮、
修剪下来的花朵、盆
栽植物、骨头
建议：用纸袋装有机
垃圾，用报纸包裹散
发浓重气味的垃圾。

生活垃圾桶
灰烬、含铅玻璃、有
缺陷的陶器、有缺陷
的玩具、猫砂、清扫
物、吸尘机垃圾袋、
重度脏污的纸张、包
装材料、镜子玻璃
剩余的墙纸、尿布、
烟头
建议：对于偶尔出现
的大量生活垃圾，使
用官方发放的垃圾袋

27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27

Development of separate collection in 

Germany

德国废弃物分类收集的发展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2015年）。

自2004年开始，可
回收利用的废弃物
数量超过干垃圾

生物废弃物、玻璃、纸张

3400万吨 500万吨

剩余垃圾

1800万吨 2500万吨

1530万吨 28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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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市政企业

资料来源：市政当局地方公用事业协会（VKU）

Municipal companies in Germany 

列（从左到右） 企业数量、 电力、气体、热力、水、废水、废弃物、业务宽泛

行（从上到下）联邦州：巴符州、巴伐利亚州、柏林、布兰登堡、不来梅、汉堡、黑森、
梅前州、下萨克森、北威州、莱法州、萨尔州、萨克森州、萨安州、石荷州、图林根州，
总计

29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waste management in Berlin (3,6 Mio. Inhibitions)  

柏林废弃物管理的事实和数字（360万居民）
柏林城市清洁公司（BSR）的营业额（约5.5亿欧元）

资料来源：柏林城市清洁公司

15个回收仓库，6个特设的垃圾收集点

约35.4万个垃圾桶收集家庭和工商业产生的废弃物
每年清空约1850万个垃圾桶

约2.76万垃圾桶收集可回收材料
每年清空约90万个垃圾桶

约9.55万个垃圾桶收集有机垃圾、树叶和花园废弃物
每年清空约350万个垃圾桶

15个回收仓库，6个特设的垃圾收集点

报告日期当天的雇员人数为5409名，公
司是欧洲垃圾管理领域的佼佼者，是德
国最大的垃圾处理市政企业

30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Quantity and results of waste separation at source for the city in Bremen (550,000 Inhabitants)

不来梅市废弃物源头分离的数量和成果（55万居民）

资料来源：市政废弃物处置，不来梅环境公
司，不来梅市

（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依次为）
剩余垃圾
大件垃圾
金属
纸张
玻璃
有害垃圾
花园垃圾
衣物和鞋履
厨余垃圾
电子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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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Importance of waste to energy concepts in Germany 
德国转废为能方案的重要性

水泥产业

有害垃圾焚烧企
业

含有11MJ/Kg能
量废弃物的焚烧
厂

能量含量为
8MJ/Kg废弃物的
焚烧厂

34家水泥厂

世界范围内倾向于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产量：百万吨

32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2

Cooperation with cement industry is important for utilization of RDF 

与水泥产业的合作对垃圾衍生燃料（RDF）的利用很重要

水泥产业约70%的能源来自垃圾衍生燃料

RDF -
垃圾衍生燃料

Landfilling rates of 
selected types of waste
所选废弃物类别的填埋率

33

[%]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德国联邦环境署，2014

废弃物总量
城市固废
生产和商业垃圾
建筑垃圾和工地废渣料
危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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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Circular economy hierarchy 

循环经济层级

资料来源：德国环境咨询委员会

降低材料流

产品设计符合循环要求

避免垃圾产生

为回收再利用做好准备

有害垃圾的回收和处置

可能的进一步使用

处置

35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5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废物管理系统

Legal framework Ministries

Laws Ordinances Standards

Resposibilities, controls, etc.

Umweltbehö rden, Labore Municipality , prov ince Environmental agency,  laboratories

Finances Monitoring

Quality  control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Municipality

Planning Operation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Management etc.

Technical System Municipality  / Priv . company

 Area  -  Infrastructure  -  Personnel

Universitä ten, Berufschulen, etc. User Population, commerce Universities, training schools, etc.

Wasteproduction Informalr sector Education/Qualification

Planer, Ing., Fachkrä fte, etc. Segregation Avoidance Recyclables collection   Segregation Designers, Ing., skilled workers, etc.

DisposalAvoidance Collection Re-use Recycling Recovery

法律框架 各部委
法律-法令-标准
责任、控制等

融资

市政当局、省

监测 环境机构、实验室
质量控制

行政+管理 市政当局
规划-运营-建设-信息-文献
记录-管理-等等

技术系统 市政/私营企业
区域-基础设施-人力
避免-收集-再生使用-回收-
恢复-处置

用户 民众、经济产业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分类-避免

非正规部门
收集可回收材料-分类分离

教育/资格培训 大学和培训
学校等
设计师、工程师、技术工人
等

36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6

General Aspects of the Strategy for Bio waste

生物废弃物战略的总体情况

法律框架

对现行法规的监测

生物废弃物分类收
集的条例

堆肥和沼液沼渣使
用条例

堆肥和厌氧消化厂
允许的排放限制

监测

产品质量控制（堆
肥、沼渣沼液）

设施的运行控制
（排放等）

一旦出现问题，提
供建议

教育

将废弃物管理作为
工程师培养的组成
部分（规划、施工、
运营、收集等）

对工人进行废弃物
管理方面的正式培

训

财务

垃圾税？

对生物垃圾发放补
贴？

利用可回收物品、
垃圾衍生燃料、堆

肥、沼气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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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食物浪费的策略

餐厅：

信息、激励措施

改进采购和菜单管理

适当的存储条件

家庭

在学校、公共建筑、
报纸等媒介上做宣传

引入垃圾分类

逐步引入垃圾分类：

旨在获得适于回收的
清洁生物组分

减少混合废物的数量

减少混合废物中的生
物成分/含水量比例

生物成分的处理

利用热电联产机组、
燃气系统、燃料生产

沼气

生产堆肥以提高土壤
质量和养分含量

混合废物的处理

机械-生物处理
（MBT）：

降低填埋量

提高回收再利用比例

提高待焚烧废弃物的
热值

General Aspects of the Strategy for Bio waste

生物废弃物战略的总体情况

38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8

Strategy for the segregated collection of biowaste 

生物废弃物分类收集的策略

cooperation

Transfer stations or tretament facilities

Urban areas

Dehydration
Konventionelle 

Sammlung

Informal sector / 

Subsidies

Biowaste               

kerbside system

Bring system / 

collection points

Similar to recyclables 

collection

Alternative vertical 

Systems

Segregated collection

of biogenic fraction

Industrial biogenic 

waste
Municipal solid waste

Food industry , 

Restaurants, etc.
Rural areas

Urban sparcely  

populated areas

Conventional 
collection

分类收集生物源组分

工业的生物废弃物 市政固废

食品行业、餐厅等

农村地区
城镇人口稀少的地区

城镇地区

脱水
传统收集方式

合作

非正规部门
补贴

生物废弃物
街边收集系统

交付系统/回
收点

类似于可回收
垃圾的收集

替代的垂直系
统

转运站或处理设施

39 Framework assessment for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39

Treatment concepts of biowaste 

生物废弃物的处理方案

Treatment concepts

Separately  collected 

biogenic waste
Mixed collected waste

Food waste Biowaste Green waste MBT

Anaerobic digestion Composting energy recovery
material orientied 

recovery

处理方案

分类收集的生
物源废弃物

餐厨垃圾

生物废弃物

绿色垃圾

厌氧消化 堆肥 能量回收 材料为导向的
回收再利用

机械-生物处理

混合收集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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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mixed waste 

domestic 

waste 

混合生活垃圾
的处理策略

Restabfall

ENERGY RECOVERY

or similar

RDF

Landfilling landfilling

Biol. Treatment

Rotting/Dry ing

Landfilling

potentially potentiallypotentiallyCo-incineration Co-incineration

(Incineration) street constr. landfill cover street constr. (Incineration)

Recycling RDF-power plant incineration RDF-power plant Recycling

Fraction w/high
Recyclables

Organik calorific value

mech. Treatment Mechanical

treatment

Recyclables Minerals
inerte

Minerals

Mechanical Mechanical

treatment treatment

Splitting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mainly  organic)

Dry ing

(total waste amount) Exhaust air 

treatment

Main target MBT Main target

Technologies MATERIAL ORIENTED RECOVERY

Biogas Digestate
Mech. pre-treatment

(shredding)
splitting

Biol. Treatment Fine fraction
Middel fraction Coarse fraction

Biological

Mixed municipal solid waste 混合的市政固废

主要目标
能量回收 机械-生物处

理技术

主要目标
材料为导向的
回收再利用

破碎

生物
干燥
（全部垃圾）

分拣
机械处理

可回收 垃圾衍生燃料 矿产品

回收 垃圾衍生燃料发电厂 填埋
合并焚烧（垃圾焚烧） 可以用于道路建设

沼气 沼渣沼液

生物处理，厌氧消化

废气处理

机械预处理
拆分

细料组分
（主要为有机）

生物处理
腐烂/干燥

机械处理

中等组分

机械处理

重质/轻质组分
热值

粗料组分

机械处理

可回收物

回收

惰性有机

填埋，作
为填埋场
的覆盖物
或类似功
用 矿产品 垃圾衍生燃料发电厂

焚烧 填埋，可用于筑路 合并焚烧（垃圾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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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废渣组分的情况

机械-生物处
理的能源回收

率

以机械-生物
处理的材料为
导向的回收再

利用

Outputs in MBT in Germany 

德国机械-生物处理的成果金属：3%；玻璃：5%；塑料：9%；织物：5%；木材：2%；纸张：11%；其他：
35%；厨余垃圾：31%

质量损失：24%
填埋：9%
能量回收：63%

材料回收：5%
沼气：6%
能量回收：43%
填埋：29%
质量损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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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

60%

其他

9%

纸张

9%

木材

1%

织物

3%

塑料13%

玻璃 3% 金属

2%

中国的城市固废组成

质量损失： 可能归因于有机物成分高和含水量高。

能量回收： 可能较低

材料回收： 根据可回收材料的类型和质量，产出相同或较少

填埋材料： 根据产出中的回收材料，可能较多或一样多。

Expected outputs in China compared with outputs in Germany

中国的预期产出，与德国的产出比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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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Operation

工厂运行

Area management Calibration Duties of Documentation

Material flow Product delivery    Energy management Labour agreement operational modifications

Impurities reduction Customer requirements Availability safety protection safety protec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standards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Health protection Resposibilities

Hygienization control Quality according to legal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Educationa and trainings Documentation

Process Product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ical equipement

Personnel Instructions and 

documentation
In-/Output control

Ensure cost-effectiveness

Self-monitoring comply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Monitoring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obligation of proof (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OPERATION of FACILIT IES

Avoid failures Ensure product quality
Minimize environmental 

impacts

Guarantee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避免失败 确保产品质量 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 确保健康和安全 确保成本效益

自我监测 符合法律要求 监测
（内部质量控制） 证明义务 外部质量控制

工艺流程
输入/产出控制
卫生情况控制
减排
降低杂质含量
材料流
土地面积管理

产品
质量达到法定标准
客户要求
产品供货

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
维修保养
性能稳定
可用性
能源管理
校准

人力资源
教育和培训
健康保护
安全保障
劳资协议

指令和文献记录
文献记录
权责分明
安全保障
操作修改
文献记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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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waste flows for the actual and proposed SWM system in China

比较中国实际和拟议固废管理系统的废物流
中国当前的废弃物系统 拟建的先进废弃物系统

由于生物源的含量和水含量高，焚烧的效率很低
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很高
非经处理的填埋垃圾有污染排放

所产生的废弃物 所产生的废弃物

焚烧 未经处理的废弃物填埋

Segr.:分类收集的生物垃圾
Mixed waste:混合垃圾
AD…厌氧发酵和/或堆肥
Compost products:堆肥产品
Incineration:焚烧
SLF：卫生填埋
MBT：机械生物处理
Mass Loss: 质量损失
Energy Recovery:能量回收（沼气，
垃圾衍生燃料）
Material Recovery: 材料回收（可
回收物）

分类收集降低了混合垃圾中的生
物源物质含量，提高了焚烧的效
率

机械生物处理技术和分类收集降
低了需要填埋的垃圾量，有效回
收能量和材料

在填埋前首先应让废弃物达到稳
定状态，尽可能避免产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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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收集、禁止填埋未经处理的废弃物和垃圾焚烧发电节能是德国可持续废弃物管理的基础。

• 中国可持续废弃物管理的优良条件合适的方案和实施要求是基础。

• 已经着手开展一系列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项目。项目至少应运行5年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

• 中国城市正在逐步着手解决餐厨垃圾问题。沼渣沼液的回收/处置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绿色废弃物堆肥是可行方案，具备市场营销的可能性。

• 机械-生物处理是一种分布式的解决方案，可作为“垃圾焚烧厂”的补充。

• 中国和德国行动方之间的密切合作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Case Study Bio China

就中国生物废弃物情况的案例研究——总结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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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value potential analysi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produced in the peri-urban area Zhaoquanying, China

中国赵全营镇城市固废的废弃物价值潜力分析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2021/7/22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赵全营镇是国家级的重点城镇，位
于北京市西北部的顺义区（距离市

中心约30公里）

赵全营镇面积达64.45平方公里，
下辖24个建制村

2016年的常住人口为31808人

Zhaoquanying (ZQY) overview

赵全营镇概况

顺义区

北京市

赵全营镇

2021/7/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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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产生大约38吨市政废物

每天收集24个村庄经过分类的
垃圾并转运至赵全营镇的中央

废弃物转运站

所收集的垃圾一并处理后再运
至顺义区的中央焚烧厂

Status quo waste management in ZQY

赵全营镇垃圾管理的现状

2021/7/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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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中心
堆肥和沼气厂

分类的城市生
活垃圾

分类的农村固
废

城镇中的垃圾转
运站

废弃物处理中心
（垃圾焚烧厂）

城里的私营垃圾
回收站

材料回收再利用的
下游市场

其他混合垃圾

可循环利用的垃
圾种类：纸张、
塑料、金属等

交易

交易

废物回收商

交易

废物回收商

交易

有机垃圾

其他混合垃圾

有机垃圾

居民处置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转运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转运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转运

Status quo waste management in ZQY

赵全营镇垃圾管理的现状

2021/7/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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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顺义区市政废

物处理中心的垃圾

处理压力

为市政废物管理系

统建立“赵全营样

板” （可复制到其

他城郊地区）

完善赵全营镇的环

保产业集群，引进

新型环保产业

提高赵全营镇的地

区增值

Motivation and background

动机与背景：

2021/7/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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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sorting analysis
垃圾分类分析

2021/7/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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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分 描述

厨余垃圾 含厨余垃圾和木筷/竹筷。（适合发酵、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质）

其他有机垃圾
花园垃圾，草屑的混合物（可能带根），灌木丛和树木修剪下来的绿色废弃物；

树枝；叶子；可直接堆肥

纸张和纸板 纸张和纸板；杂志、报纸、包装材料、书籍、笔记本

玻璃 包装玻璃，通常为玻璃瓶；无分色

塑料包装
不对塑料聚合物、塑料薄膜（包装或非包装）、塑料容器（通常是塑料瓶）、

泡沫塑料进行分类

织物 衣物和非服装，例如毛巾、抹布

金属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包括包装（罐头）

危险材料、电子废物 灯泡、化学品、电池、医疗产品

未定义的废弃物，鞋履 无法归类到其他组的鞋履和复合材料

卫生材料 卫生纸和餐巾纸、卫生用品、尿布、避孕套

其他矿物废弃物 石材、陶土罐、陶、瓷、建筑陶瓷

10-40毫米组分级别 从全部废弃物中筛出来的细片

0-10毫米组分级别 从10-40毫米组分级别中筛出非常细的切片

waste nomenclatures
废弃物命名法

2021/7/22 7

赵全营镇
的混合固

废

40毫米滤网

粗粒级>40毫
米

细粒级<40毫
米

化学分析的代
表性样本

10毫米滤网
人工垃圾分

类

垃圾组分

化学分析的代
表性样本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化学分析
沼气产量

罗斯托克

赵全营镇

Waste sorting analysis procedure
垃圾分类分析流程

2021/7/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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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 

28.69%

其他有机废

物, 0.67%

PPC, 2.65%

玻璃, 2.28%
塑料包装, 

10.69%

织物, 3.06%

金属, 1.85%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0.55%
未定义的废

物, 4.39%

其他矿物废

物, 4.24%

卫生废物, 

6.50%

<40mm组分, 

34.43%

垃圾分类，赵全营镇——2019年春

厨余垃圾, 

18.44%

其他有机

废物, 

0.52%

PPC, 

2.62%

玻璃, 3.74%

塑料包装, 

15.39%

织物, 4.49%

金属, 1.01%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0.27%

未定义的废

物, 1.70%

其他矿物废

物, 4.70%

卫生材料, 

3.84%

<40mm组分, 

43.27%

垃圾分类，赵全营镇——2019年夏

Sorting analysis results of MSW from ZQY town

赵全营镇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分析结果

2021/7/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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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vailable organic residue in ZQY
赵全营镇可回收利用的有机废弃物总量

有机废弃物 产量（吨／日）

农业废弃物 总量 5289.00
可用 3300.00

家庭生活垃圾 市中心（城市固废） 1530.00

村庄（农村固废） 3269.00

餐厅和食堂厨余 1195.00
总量 9294.00

2021/7/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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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ting in ZQY
赵全营镇的堆肥情况

2021/7/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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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赵全营镇的有机垃圾范

围

中国农业用城市废弃

物的控制标准

德国标准

德国《有机废弃物条例》

（BioAfV），2017

等级A 等级B

重金属含量
铅 毫克/千克 2.94 – 26.70 < 50 <150 <100
镉 毫克/千克 < 0.40 <3 <1.5 <1.0
铬 毫克/千克 6.48 – 69.10 - <100 <70
铜 毫克/千克 8.89 –59.30 - <100 <70
镍 毫克/千克 2.39 – 26.40 - < 50 <35
汞 毫克/千克 0.050 – 0.053 <2 <1.0 <0.7
锌 毫克/千克 46.80 – 126.00 - <400 <300
砷 毫克/千克 1.00 – 2.60 <15 <10 <10

营养物浓度
N % 1.79 >0.5 -

P2O5 % 1.13 >0.3 -
K2O % 1.33 >1 -

Chemical properties of ZQY raw organic waste for composting 
赵全营镇用于堆肥的有机废物原料的化学性质

2021/7/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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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每年产生9294吨可堆肥的有机废弃物

废弃物收集率达到100%

堆肥时间持续12周

在堆肥过程中，料堆体积减少30% 

堆肥售价250元/吨

根据上述假设，每年可生产近6478吨的成品堆肥。成品堆肥
销售可带来每年162万元的收入。

Economic evaluation of ZQY raw organic waste 

composition for composting

对赵全营镇堆肥用有机废弃物原料的价值评估

2021/7/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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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benefit analysis of building a composting 
plant in ZQY

赵全营镇建设堆肥厂的成本效益分析

2021/7/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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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土木工程* 

投资成本（第一部分）

材料和设备的投资成本

（第二部分） * *
投资成本管理

工程a 3% 70,000 堆肥翻转机 12% 250,000 国家补助 30% 628,500

可用土地和空间布局（10

个德南=1万平方米）
24% 500,000 反铲装载机（2） 11% 240,000 自筹资金 0% 0.00

户外设施 33% 700,000 滚筒筛滤器（2） 10% 200,000 所需的额外投资 70%
1,466,50

0

第一部分的总金额 60% 1,270,000 破碎机 5% 100,000

**机械设备需求：

- 单斗装载机（2）

- 破碎机（1）

- 滚筒筛（2）

- 温度探测器（2）

- 气体测量（1）

- 水箱（1）

- 水泵（1）

*现场准备和设计，包括：

- 无障碍和驻车方案

- 堆肥平台（沥青/混凝土）

- 渗滤液的排水系统，以保护地下水

- 供水和供电

- 围栏

车间设备 1% 25,000

办公设备 0.5% 10000

第二部分的总金额 40% 825,000

总建设成本 100% 2,095,000

投资成本

✓ 堆肥厂的生产能力为10000吨/年

✓ 预测数据基于地方实际情况

✓ 总投资成本约为200万欧元

✓ 运营成本总额约为16万欧元/年

Investment Costs

2021/7/22 16

运营及维护的年成本*** 资本、能耗及运营的年成本 每年堆肥销售的利润为30欧元/吨

人力成本 60,000 资本相关的成本 43,995 堆肥销售 210,000

燃油和能源消耗 45,000 运营及维护相关的成本 158,500 生产成本 202,495

耗水 3,500 年成本总额（欧元/年） 202,495 净利润 7,505

设备及其他 10,000 * * *现场工作人员人数：

- 高资历主管（1）

- 经培训的熟练工（4）

- 工人（2）

- 司机（1）

* * *现场工作人员的职责包括：

- 监测生物工艺流程

- 翻转料堆

- 浇灌料堆

- 成品堆肥的质量控制

建筑维护 5,000

机器的维护保养 30,000

保险 5,000

一年的运营维护费用合计 158,500

Operational Costs

运营成本

✓ 堆肥厂的生产能力为10000吨/年

✓ 预测数据基于地方实际情况

✓ 总投资成本约为200万欧元

✓ 运营成本总额约为16万欧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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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as plant in ZQY
赵全营镇沼气厂

2021/7/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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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ane and fermented residue potential of the biomass 
produced in ZQY

赵全营镇利用生物质生产甲烷和发酵残渣方面的潜力

2021/7/22 18

顺义区统计局，《2018年北京顺义区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基质 可用性（吨/年）
甲烷潜力

（立方甲烷/年）

发酵后的沼

渣沼液（吨

/年）

农村固废 a
3269.00 146882.91 2970.23

城市固废 b
1530.00 68721.78 1389.67

餐厅/食堂厨余 b
1195.00 68149.46 1117.23

农业废弃物b
3300.00 397107.41 2447.25

总计 9,294.00 680,861.56 7,924.38

a实验分析值&b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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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value potential of biogas by-product produced 
from the organic waste of ZQY
赵全营镇利用有机废物生产沼气副产品的经济价值潜力

2021/7/22 19

可回收利用的有机废弃物总量：吨/年 9294.00

甲烷总产量：立方米甲烷/年 680861.56

发电潜力 千瓦时电力/年 元/年 *

1741170.70 1015682.89 

热力潜力 千瓦时热力/年 元/年 *

1425519.80 237586.64 

沼渣沼液潜力 吨/年 元/年**

7924.38 1320666.66

销售收入合计：元/年 2,573,936.2 

* N. Duana, C. Lin， X. D. Wang，X. J. Zhang及Y. Hou，《沼气工程对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北郎
中生态村为例》，《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第五卷，第160-166页，2011年。
* * L. Hongyan，受访者，《中国生物有机肥料成本》（NY 884—2012）。[采访]，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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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benefit analysis of building a Biogas plant in 
ZQY

赵全营镇建设沼气厂的成本效益分析

2021/7/22 20

56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2021/7/22 21

组分 数量 投资 % 成本（欧元） 成本（人民币）*

与沼气厂设施相关的成本

小块土地 1 0.00% 0.00 0.00

土方工程 1 2.81% 30000.00 241200.00

验收车间 1 9.36% 100000.00 804000.00

热电联产发电厂 2 2.34% 25000.00 201000.00

预制沼气池和搅拌池 1 2.34% 25000.00 201000.00

净化 2 4.68% 50000.00 402000.00

发酵罐 2 2.34% 25000.00 201000.00

仓库 2 6.55% 70000.00 562800.00

控制系统 1 5.62% 60000.00 482400.00

社交空间/等待区 1 3.75% 40000.00 321600.00

气体管道 2 1.69% 18000.00 144720.00

废气燃烧器 1 1.40% 15000.00 120600.00

泵和压缩机 8 1.40% 15000.00 120600.00

热交换器 4 0.94% 10000.00 80400.00

管道施工 1 4.68% 50000.00 402000.00

生物滤池 1 7.49% 80000.00 643200.00

电气设施 1 4.68% 50000.00 402000.00

地秤 1 1.59% 17000.00 136680.00

规划、专家意见和审计 1 1.41% 15000.00 120600.00

并网 1 4.68% 50000.00 402000.00

运输货船 1 2.34% 25000.00 201000.00

其他 1 2.15% 23000.00 184920.00

未完待续，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2021/7/22 22

与地方热网相关的成本数据

互连系统 1 21.54% 230000.00 1849200.00
泵 3 1.87% 20000.00 160800.00
热交换器 4 1.40% 15000.00 120600.00
其他 1 0.94% 10000.00 80400.00
投资总成本 100% 1,068,000.00 8,586,720.00

投资成本管理

国家补助金 30% 320400.00 2576016.00
自筹资金 0% 0.00 0.00
所需的额外投资 70% 747600.00 6010704.00

资本、能耗和运营的年成本

资本相关成本 89171.50 716938.91 
能耗相关成本 20644.60 165982.58 
运营相关成本 134457.02 1081034.41 
总成本/年 244,273.12 1,963,955.91 

销售电力、热力、沼渣沼液的年利润

售电 121881.95 1015682.89 
售热 28510.39 237586.64 
销售沼渣沼液 [31] 158480.00 1320666.66 
利润总额/年 308,872.34 2,573,936.20 
净利润 68739.221 572826.83 
利润+折旧 131039.22 1091993.50 

摊销时长（年） 5.71

….from previous slide  根据前页信息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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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aste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ZQY and recommended changes
赵全营镇垃圾管理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2021/7/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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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aste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ZQY赵
全营镇垃圾管理的现状

赵全营镇下辖24个
村庄产生的废弃物

私营的废物回收商

生活垃圾处理中心
（焚烧厂）

赵全营镇中心城区
产生的废弃物

2021/7/22 24

金属、纸张、塑料等
有机废弃物
其他垃圾

金属、纸张、塑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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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potential & recommended changes
废弃物利用潜力和改进建议

热力：1425.51兆瓦时/年
赵全营镇下辖24个
村庄产生的废弃物

私营的废物回收商

生活垃圾处理中心
（焚烧厂）

生物质中心
沼气和堆肥厂

赵全营镇中心城区
产生的废弃物

电力：1741.70兆瓦时/年

沼渣沼液：7924.38吨/年

2021/7/22 25

成品堆肥：6478吨/年

金属、纸张、塑料
有机废弃物
其他垃圾
热力
电力
沼液沼渣

金属、纸张、塑料

© 2009 罗斯托克大学 | 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Conclusion 结论

对赵全营镇废弃物组

分的总体分析及化学

分析表明，当地的有

机废弃物非常适合堆

肥和沼气的生产

从环保和经济的角度

来看，堆肥和沼气生

产可在赵全营镇产生

积极的效应

强烈建议建立垃圾分

类收集体系，以便有

效回收利用废弃物所

含的能源。

赵全营镇这类城市郊

县地区应实现独立自

主的垃圾管理

2021/7/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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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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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2021

苏州，中国

Prof. Dr. Gert Morscheck

PD. Dr. Abdallah Nassour

Module 2.2: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介绍

2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Target of waste management
垃圾管理的目标

➢保护资源

➢保护人类

➢长久的善后管理

3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Waste generation in Germany 2018  362.3 Mio. Mg

2018年德国垃圾产生量 362.3 百万吨

建筑垃圾

63%

商业垃圾

15%

城市生活垃圾

14%

矿业垃圾

8%

建筑垃圾 228.1 百万吨

商业垃圾 55.1百万吨

城市生活垃圾 50.3百万吨

矿业垃圾 28.8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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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Household waste composition Germany 2018
2018年德国生活垃圾组成

混合家庭
垃圾

有机垃圾

废纸与纸板

混合包装

玻璃

电子电器废弃物

大件垃圾
其他

5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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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农
业生产 建筑部门

商业与零
售部门

家庭

正规填埋

填埋危险
废物

6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Why should we reduce landfilling?
我们为什么需要减少填埋？

© 2006 ICF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渗滤液收集

渗
滤
液

碳封存

碳
输入
可降解/
不可降解

甲烷
二氧
化碳

挥发性
有机物

甲烷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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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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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农
业生产 建筑部门

商业与零
售部门

家庭

正规填埋

填埋危险
废物

分类
收集

堆肥

建筑垃圾
处理

机械废物加工
与处理

不可回收残渣
的预处理

热处理

厌氧消化

二次
回收

一次
回收

有毒材料
有毒材料

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

纸，玻璃，
金属，塑料

稳定化残渣

塑料，木材

惰性残渣

惰性残渣

金属，矿物，木材，沙土

建筑垃圾

生物质废物

生物质废物

8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Systems of waste management
垃圾管理体系

• 合法的

• 有组织的

• 技术专业的

• 商业的

体系

有助于促进工业源、商业源和生活源固体废物的可持续利用和处
理处置

废弃物管理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组织和管理

9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 废物类型清单

• 指明是哪一类废物，如何产生的，在哪里产生的

• 提供所有危险废物和非危险废物的代码

• 20组

• 6位数代码

• 839种废物类型

European Waste Catalogue (EWC)
欧洲废物名录（E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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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10

European Waste List 欧洲废物名单
废物种类名单

危险废物 非危险废物

细分类别: 

➢ 20种主要类型
➢ 111种次要类型
➢ 839种废物类别（405种被列为危险废物）
➢ 6位数代码

对废弃材料进行分类，并根据它们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在哪里
产生的进行分类

European Waste Catalogue (EWC)
欧洲废物名录（EWC）

11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20 城市生活垃圾（家庭源垃圾和类似的商业源、工业源或机构源垃圾），
包括单独收集的部分

20 02 花园和公园垃圾（包括墓地垃圾）

20 02 01 生物可降解废物

20 02 02 土壤和废石

20 02 03 其他不可生物降解的废物

European Waste Catalogue (EWC)
欧洲废物名录（EWC）

12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12

20 城市生活垃圾（家庭源垃圾和类似的商业源、工业源或机构源垃圾），
包括单独收集的部分

20 01 单独收集的废弃物

20 01 01 纸和纸板

20 01 02 玻璃

20 01 08 生物可降解厨余和餐厨垃圾

20 01 10 衣物

20 01 39   塑料

20 01 40 金属

20 01 41 烟囱残留物

European Waste Catalogue (EWC)
欧洲废物名录（E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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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13

20 城市生活垃圾（家庭源垃圾和类似的商业源、工业源或机构源垃圾），包
括单独收集的部分

20 03 其他城市生活垃圾

20 03 01 混合城市垃圾

20 03 02 市场废物

20 03 03 街道清扫残渣

20 03 04 化粪池污泥

20 03 06 污水净化废弃物

20 03 07 大件废物

20 03 99   未另行规定的城市垃圾

European Waste Catalogue (EWC)
欧洲废物名录（EWC）

14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Municipal Solid Waste
城市生活垃圾

Source: Municipal Solid Waste-Vickers Seerdrum Ltd Source: Municipal Solid Waste Ballistic Separator

15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Organic Waste
有机垃圾

Source: Young entrepreneurs innovate in green energy with an in situ organic waste 
digester

Source: Reduce your foodprint-Goumboo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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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Bulky Waste
大件垃圾

Source: Kern County Bulky Waste Event Oct 24 Source: SSI Shredding Systems

17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Recyclables
可回收垃圾

Source: OMICS InternationalSource: The Recycling Partnership

18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C&D Waste
建筑垃圾

Source: Chinese company recycles construction waste in four villages Source: EPA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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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End-of-life Vehicle
报废汽车

Source: Daily Mail Source: Hoffmann Centre - Chatham House

20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WEEE - Waste from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电子电器废弃物

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Source: Skip Services Enniskillen Fermanagh

21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WEEE - Waste from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电子电器废弃物

Waste Management in Germany 2020  |  Facts, data, di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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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Hazardous Waste
危险废物

Sour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New Hanover County Source: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23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1.1 Incineration 焚烧

技术 残余废物惰性化；在炉排或流化床焚烧炉中将有机化合物热破坏以及碳广泛热氧化。

产出 电能和热能（取决于废物的热值）

副产品 灰分、烟尘、金属废料、脱硫石膏、盐、酸、受污染的活性炭

1.2 Mechanical-Biological/physical Pre-Treatment 机械—生物/物理预处理

技术
残余废物惰性化；将有机化合物生物破坏和将有机碳化合物生物转化；高热值组分热

惰性化。

产出 如果有机部分是可发酵的，产生电能和热能；垃圾衍生燃料焚烧也能产生电能和热能。

副产品
惰性有机细组分；金属废料、垃圾衍生燃料的焚烧和烟气净化产品（灰烬、烟尘、脱

硫石膏）

Residual waste 废物残渣

24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Bio-Waste  生物质废物

Digestion消化

技术 采用不同制造商的各种技术进行厌氧处理

产出
沼气（电力和热力）；

农业沼渣

副产品 生物废弃物或沼渣处理产生的杂质

Composting 堆肥

技术 采用不同制造商的各种技术进行好氧处理

产出 农业堆肥

副产品 生物废弃物或堆肥处理产生的杂质

68



25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Packaging 包装废物

技术 不同的分拣技术

产出 不同材料（各种塑料；玻璃、金属）用于生产新包装

副产品 用于焚烧或填埋的不可回收材料

Paper & Cardboard 废纸和废纸板

技术 不同的分拣技术

产出 分选出的纸或纸板用于回收

副产品 采用热处理或填埋处理的不可分拣残渣、废金属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建筑垃圾

技术 不同的破碎和分选技术

产出 碎混凝土或砖、钢筋和其他金属，各种可回收建筑材料

副产品 采用热处理或填埋处理的不可分类残渣

Hazardous waste 危险废物

技术 各种预处理工艺（污染物的破坏或转化）；焚烧炉或化学物理处理厂；专有安全填埋场

产出 用于填埋处置的稳定的、危险性较小的废物

副产品 污染的包装、废气及处理排出的气体

26 Introduction to MSW treatment methods

谢谢大家！

德国罗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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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2021年7月28日

中国苏州

格特·莫尔舍克（Gert Morscheck）博士
教授

阿卜杜拉·纳苏尔（Abdallah Nassour）
博士

Module 2.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模块2.3：有机废弃物处理

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Organic waste sources
有机废弃物的产生源头

• 家庭产生的其它垃圾

• 家庭分离收集的生物废弃物（餐厨垃圾、厨余垃圾）

• 家庭产生的绿色废弃物

• 城市和工业产生的绿色废弃物

• 农业产生的有机废物（植物残留和动物粪便、木材）

• 从餐馆、食堂和食品工业中分类收集的生物废弃物

• 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污泥

• 工业产生的有机垃圾（纸质废弃物、污水污泥…… ）

• 死牲畜、牲畜废物、肉类加工厂和渔业产生的废弃物

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Sources of biowaste
生物废弃物的来源

生物废弃物

绿色垃圾 商业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 家庭废弃物 集体餐饮 工业废弃物

酒店 商店和超市 饭店 医院 其他集体餐饮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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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Legal framework on biowaste in Germany
德国生物废弃物的法律框架

4

《循环经济法》 《肥料法》 《畜牧副产品处置法》 《联邦土地保护法》

《生物废弃物法令》 《肥料法令》 《畜牧副产品处置法令》 《联邦土地保护法令》

《联邦污染防治法》和相关法令 《可再生能源法》

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Use of organic wastes有机
废弃物的使用

（不是所有情况均适用德国）

非法处置

气化、热解、水热碳化

有机废弃物

直接填埋

厨房下水道处置

花园堆肥

动物饲料

厌氧消化

焚烧

土地利用

堆肥

机械-生物处理

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 回收丢弃的食物并将其作为动物饲料，这种做法并非什么新鲜事

• 应仔细分析餐厨垃圾的营养、蛋白质含量，并计算出每单位的能量值

• 用作动物饲料的有机废弃物必须经过仔细的消毒！

✓ 蒸汽≥ 133 C°

✓ 压力≥ 3 bar 

✓ 时间≥ 20分钟

Animal feed – animal food

动物饲料与动物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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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Direct landfilling – main method worldwide!!
直接填埋——全球常用的方法！ ！

生物废弃物

直接填埋

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Landfill 垃圾填埋

• 直接填埋未经处理的废弃物不仅有损当地环境
（渗滤液、灰尘、气味、害虫问题…… ） ，
还会对整个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 垃圾填埋气体（GHG）

• 在德国禁止

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Landfill 垃圾填埋

• 填埋未经处理的废弃物不仅有损当地环境（渗滤液、灰
尘、气味、害虫问题…… ） ，还会对整个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

• 垃圾填埋气体也对地球气候产生破坏（甲烷！ —— 捕
获大气中热量的效力至少是二氧化碳的25倍）

• 利用各种类型的有机废弃物（堆肥、发酵）以减少垃圾
填埋场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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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Estimated Global Anthropogenic Methane Emissions by Source

按来源排列的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估值

资料来源：1990-2020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全球人为排放量（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报告430-R-06-003）

肠道发酵（30%）
生物质燃烧（3%）
站点和移动燃料供应（1%）
废水（9%）
粪肥（4%）
填埋（12%）
煤（6%）
油和气（18%）
其他（7%）
稻谷（10%）

1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arbon footprint of global food wastage 

全球食物浪费的碳足迹

从左到右：中国、美国、食物浪费、印度、俄罗斯、日本、巴西、德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伊朗、韩国、澳大
利亚、英国、沙特阿拉伯、意大利、法国、南非、土耳其、乌克兰

如果食物浪费是一个国家，
那么它将是世界排放位列
第三的国家。

1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12

GHG-emissions from food loss and waste worldwide

全球食物损失和食物浪费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如果食物损失和浪费是一个国家，那么该国将成为世界第

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因食物损失或食物浪费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接近公路运输的水

平

10.7 10.0%

GTC02E (2011/12)*

* 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所有六种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因土地利用、土地使用性质变化和林业（LULUCF）造成的排放。国家数据源自2012年，食品损失和浪费数据则来源于2011年

（可获取的最近数据）为了避免重复计算，食物损失和浪费引起的排放数据不应与国家统计数据加总。

资料来源：CAIT.2015; FAO.2015.Food wastage footprint & climate change.Rome:FAO.

世界资源研究所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份额（2011/12） *

*部门数据为2012年数据，而食物损失和浪费数据来源于2011年（可获取的最近数据）。由于食物损失和浪费数据结合了最终损失或浪费的食物在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排放（例如：公路运输，垃圾填埋），

食物损失和浪费数据不应与部门数据贾总，以防止重复计算。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14.C0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2014 edition).Paris:OECD/IEA; WRAP.2014.

Strategies to achiev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gains by reducing food waste.

&tl川「y, UK:     FAO.IE.F"比旳加血於左鮎”耐 & c"伸农前my匕 Rumg： FAO.          W O R L D RESOURCES 112S T I T U T E

中国 美国 食物损失 印度 俄罗斯 航空产业 钢铁产业 食物损失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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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Use of organic wastes
有机废弃物的使用

动物饲料

厌氧消化

焚烧

有机废弃物

直接填埋

厨房下水道处置

花园堆肥

扩展用地

堆肥

机械-生物处理

1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Biological treatment concepts for biogenic waste streams
生物废弃物的生物处理方案

分类收集生物废弃物 混合收集的废弃物

餐厨垃圾 生物垃圾 绿色垃圾 机械-生物处理技术

厌氧消化 堆肥 能量回收 材料为导向的回收再利用

沼气 沼渣沼液 堆肥 高热值组分/RDF  可回收物 惰性有机 矿物组分

处理方案

1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omposting - Content
堆肥——内容

• 什么是堆肥？

• 堆肥的原因

• 基本的控制参数

• 原材料预处理

• 堆肥系统

• 环境方面的关切问题

• 质量标准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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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Management of Biodegradable Waste
可生物降解废弃物的管理

• 生物废弃物是有机肥料（腐殖质和养分）的
来源

• 生物废弃物可用作沼气生产的原料，与有机
肥料（电力、热力和堆肥）的生产相结合。

• 生物废弃物的使用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
放。

• 生物废弃物循环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场的土地
面积

1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What is Composting?
什么是堆肥？

堆肥是对有机物质进行受控的好氧分解，将其变成稳
定的腐殖质样的堆肥产品。

其过程等同于自然分解，但堆肥的速度更快，强度更
大，因为：

• 堆肥通过将有机废弃物与其他成分混合，可优化微
生物的生长

• 堆肥控制和创造微生物的最佳生长条件（曝气，调
节水平衡... ）

好氧分解 C6H12O6 + 6 O2              6 CO2 + 6 H2O

能量= – 2.875 kJ/Mol热量！

1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omposting堆肥

• 有机材料的好氧分解发生在一定的嗜热温度范围内

• 我们需要用高温杀死可引起人类、植物和动物患病
的杂草种子及有机体（经过消毒的堆肥）

• 农业和园艺用途是从有机垃圾中回收养分、从而改
善土壤条件的好方法

• 质量良好的堆肥只能从分类收集的有机废弃物中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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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Suitable input materials 适用的原材料

有机的厨余垃圾 园林有机废弃物

水果蔬菜和色拉菜的剩余物

果实残留物

咖啡和茶包袋、咖啡渣和茶叶渣（带滤纸）

蛋和坚果壳

面包皮

马铃薯皮

鲜切花

纸巾、厨房用纸和包装纸

草屑

叶子、树皮、根

树木和树篱切屑、木屑

磨碎的椰子壳

碎棕榈叶

草本植物/播种杂草
花卉和植物，植物的部分；患病的植物部分

苔

被风吹落的果子

绿色切屑（公园、运动场）

2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材料的堆肥也意味着形成生命自然循环的闭环

• 降低矿物肥的使用量

• 堆肥作为原料可以：

✓ 为植物提供营养素

✓ 调整土壤条件

✓ 腐殖质（有机物）来源

To compost materials means also to close the natural circle of life

消费者 蔬菜

资源管理

绿色垃圾的分类收集

堆肥厂

堆肥

有机堆肥
用在学校花园里

2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omposting is a Microbial Process
堆肥是一个微生物过程

有机材料
+
水
+
空气

二氧化碳
+
水蒸气
+
热力
+
堆肥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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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Primary Needs of Composting Microbes
堆肥微生物的基本需求

• 碳——提供碳水化合物的能源

• 氮——提供营养物质和蛋白质，以形成生物质

• 其他营养素（P……）

• 氧气—— 好氧呼吸

• 水分——生物功能所必需

• pH值——初始范围优选5至8

2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快速堆肥的建议条件

条件 合理范围 首选范围

碳氮比（C: N） 20:1 - 60:1 25:1 - 35:1

含水量 40% - 65% 50% - 60%

温度 40 - 65°C 55 - 60°C

pH 5.0 - 9.0 6.5 - 8.0

孔隙度 30% - 80% 50% - 80%

Recommended Conditions for Rapid Composting

2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过程

(Leslie Cooperb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2)

The Composting Process

水

热

堆肥场

成品堆肥
原材料

有机物质
矿物质
水
微生物

有机物质
矿物质
水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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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碳：堆肥材料的氮比例（C: N）

牛粪 20:1

羊粪 14:1 

家禽粪便 10:1

腐殖质 10:1

蔬菜 12:1 

废弃的海藻 19:1

秸秆 80:1 

玉米茎 60:1 

叶片 45:1 

苜蓿 13:1 

豆类/干草 25:1 

干草；花园垃圾 80:1

腐烂的锯屑 200:1

新鲜锯屑；木材 500:1 

纸张
170 -

800:1 

Carbon : Nitrogen ratio (C:N) 

of compost materials

2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碳氮比随时间而变化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0 2 4 6 8 10

碳
氮

比
（

%
）

（
w
/
w
）

堆肥时间（周）

Safwat Hemidat, 2017

2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适当的水分和空气

• 堆肥场需要水，因为生物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微生物需要水才能生存

• 然而，水太多时，生物在无氧情况下会淹死

• 40% -50%含水量（MC）为最佳，可为生物提供空气和水

Proper Moisture and Air

孔隙水
粒度

孔隙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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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过程中的平均含水量 Safwat Hemidat, 2017

30

40

50

60

7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含
水

量
（

%
）

堆肥时间（周）

加水

Average Moisture Content during Compost Process

2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工艺因素——温度

• 活跃的好氧生物是热力产生的原因。

• 温度会影响d代谢过程，特别是代谢速度。
一般来说，微生物的活跃性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上升。

• 卫生

Process factor - Temperature

温度

时间

活跃阶段 弯曲阶段

A=嗜中温
B=嗜热
C=嗜中温
D=成熟

3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温度曲线的评价结果 Safwat Hemidat, 2017

蓝色：环境温度
红色：料堆温度

Results of evaluation Temperature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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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不用曝气情况下二氧化碳和氧浓度的变化Safwat Hemidat, 2017

0

5

10

15

20

25

0 5 10 15气
体

体
积

（
%
）

（
v
/
v
）

堆肥时间（周）

Changes in  CO2 & O2 concentration without aeration

3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操作质量和产品质量

卫生
无害

Operation quality and product quality

安全区域

霍乱弧菌

绦虫

沙门氏菌

痢疾变形虫

肠道病毒

志贺氏杆菌

蛔虫

3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Repetition and application
复述和应用

堆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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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过程

1. 收集

2. 分类

3. 容器式堆肥

4. 绿色废弃物的开
放式室外堆肥

5. 筛选和分级

6. 堆肥

The Composting Process

3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设施建设的原则
（I. Körner, R. Stegmann TUHH)

Principal set-up of a composting facility 

废弃物 助剂 空气 残留物

运送储存 预处理 混合 腐败 后处理

残留物 工艺用水 废气

处理 处理 堆肥

3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资料来源：Sutco, Biofix

资料来源：BACKHUS 资料来源：Biodegma

堆肥技术——示例Composting technologies - Examples

82



3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方法

闭合的 密封的 开放的

静态
隧道
容器

动态
隧道

拟动态
地板反应器
隧道
塔
容器

静态或动态
露天堆肥
曝气静态堆肥化
曝气翻转堆肥化

布里科勒方法

3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系统——开放式

——开放式料堆

• 三角形或梯形的固废阵列

• 由前端装载机或翻转机定期翻动

• 一体化系统在长排的料堆下方有穿孔导管，用来进行经控制的

曝气

• 缺点是：土地面积要大，容易产生异味

Composting Systems - open

3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露天堆肥

在堆肥场地上对园艺废弃物、粪便和餐厨
垃圾进行露天堆肥

自然通风和翻转的组合

Windrow composting

翻转前 翻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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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Temperature profile in the compost windrow
露天堆肥的温度曲线

翻转!

Anja Logo/ Franco Weibel, Ebenrain-Zentrum 2018, 

www.ebenrain.ch 

4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自推进堆肥翻转机

Self-Propelled Compost Turning Machines

4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自推进堆肥翻转机
无曝气

Self-Propelled Compost Turning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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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曝气——被动通风的堆肥系统

伊朗的euRec ®好氧生物废弃物处理

Aeration - passively aerated windrow system 

4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资料来源：Stadtentsorgung Rostock

罗斯托克绿色废弃物堆肥的方案

Composting concept for green waste  in Rostock

验收/称重 拒收，返还制造商

绿色垃圾接收

破碎/筛选

热回收
破碎

筛选

绿色垃圾料堆

储存/料堆

筛选

储存/商业化

4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系统——主动曝气

带地板通风堆肥系统的扩展料堆

Composting Systems – active a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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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Active aerated - Oxigen-optimised Composting
主动曝气——优化供氧过程的堆肥 Umweltelektronik

堆肥控制系统
接口电缆
数据总线

背壁
中压风机

可视化

三角、秋千
或平地层料
堆

氧气和温度
曲线的探头

工作区（混凝土或沥青）
通道盖，带有通风孔
通风道
带虹吸管的排水管容器

4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室内堆肥？膜覆盖

• 冬季雨季和炎热干燥的夏季
• 保持最佳水分含量，避免浸出
• 减少异味

In-door-composting? Membrane Textile Cover

防水布固定器
氧测量探头
天气影响
二氧化碳
温度曲线测量
CORETM盖板
空气
热量
气味
湿度
微生物

4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overed Aerated Static Pile Composting
加盖曝气的静态料堆堆肥

卷绕机

CORE顶盖
锚定系统

控制单元

电脑PC

水分

氧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鼓风机单元

具有耐候性

热，气味，胚
芽、细菌

渗滤液排水和曝气通道，带有带孔的金属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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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加盖的曝气静态料堆堆肥

• 从露天堆肥系统逐步向容器式堆肥系统发展，讲求封闭和过程控
制

• 容器式堆肥系统在经济和技术上可接受的替代品

• 实现同样的目标

Covered Aerated Static Pile Composting

5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系统——室内系统
容器式堆肥——厨余垃圾-餐厨垃圾

• 封闭结构内或容器式堆肥

• 生物质可通过机械方式混合、运输和曝气，并可自动编程

• 容器包括：大型圆形罐体、垂直筒仓、集装箱、箱体或隧道反应堆

• 缺点：建造和运营成本高昂

• 优点：停留时间更短（5到10天），土地面积要求小，工艺控制更优，产品质量高且终
端不变，异味控制良好

• 温度控制（卫生）

Composting Systems - Indoor Systems

5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资料来源：Stadtentsorgung Rostock

罗斯托克生物废弃物堆肥的方案Composting concept for biowaste in Rostock

转接点

对塑料废弃物的加工

汽车卸货

混合区

堆肥箱

筛选 40mm

后期堆肥

筛选
20mm

储存/商业化

加工

人工分拣

破碎

强力堆肥

储存/后期堆肥

加工/处理有机废弃物

严重受污染的有机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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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鼓式堆肥系统Envital

Drum composting system

分配带

鼓式堆肥系统的开口

腐败容器

后期腐败

输送设备（清空）
输送设备（填料）

进料站

生物滤池

5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鼓式堆肥系统——容器内堆肥

Envital

Drum composting system – In vessel composting

原材料 废气 转动

堆肥到第二阶段

5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Turned bed composting system - line composting system
回转床式堆肥系统——直线堆肥系统

（隧道堆肥）

• 狭长通道的墙壁之间堆肥

• 曝气

• 翻堆机

用于将翻转机运送到下一
层的小车

翻转机（朝着原材料装载
端移动）

鼓风机（每个曝气区域每
层一个

装在原材料

气室或砾石基，
下方带有曝气管道

堆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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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隧道堆肥系统，集装箱堆肥系统
箱体堆肥系统

Tunnel composting system Container composting system
Box composting system

工艺用水 废气 空气再循环

条缝地板

废弃物进料

堆肥产出

新鲜空气

进气

5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隧道/集装箱/箱体堆肥系统

Tunnel / Container / Box composting system

5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生物处理设施的典型排放

• 空气

微生物、粉尘、气味、挥发性有机物、生物气溶胶

• 水管理

未经处理的废水——应通过筑岸堤、排水收集解决，硬面层必须要有

• 土地

乱扔废物

Typical Emissions from Biological Treatment Facilities 

89



5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生物废气处理生物滤池

• 生物过滤是减少空气中污染物质的过程，该过程利用生物“氧化” ——降解

• 被污染的空气通过一层基质，该基质含有可分解污染物质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将污染物
质作为营养来源

• 挥发性有机物的生物氧化

• 比燃烧系统更具有经济优势

• 仅适用于可生物降解的化合物

• 没有过滤池！！ 好氧生物反应器

Biological waste gas treatment Biofilter

5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生物滤池

Biofilter

待净化空气的进口管道 滤床

空气分配通道 供应塑料螺旋管 贫混凝土

渗滤液排放口

6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Craig Coker:BioCycle August 2012, Vol. 53, No. 8, p. 21

生物滤材
• 木屑
• 堆肥
• 泥煤

经过处理的空气 堆肥

沙砾碎石

空气分配管道

气流

堆肥颗粒

生物膜

溶解

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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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生物滤池——气味处理

Biofilter - odour-treatment

6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根据《空气质量控制技术规范》（TA Air）对堆肥和发酵厂的排放要求[TA Luft 2002]

运营方的义务示例

排放类型 质量流量 质量浓度或气味物质浓度 《空气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要求

粉尘合计 - 10 mg/m³ 5.4.8.5号的堆肥厂
5.4.8.6.1号的发酵厂

异味重的物质 - 500 GE/m³ 5.4.8.5号的堆肥厂，吞吐量10,000 
Mg/年
5.4.8.6.1号的发酵厂，吞吐量
Throughput 30 Mg/天

碳合计 0.50 kg/h 50 mg/m³ 5.2.5号的有机物质

氨 0.15 kg/h 30 mg/m³ 5.2.5号的气态无机物质

Operator obligations Example

6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的市场营销Compos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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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的市场营销

堆肥<20毫米 堆肥 > 20 mm

Compost Marketing

6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营销结构——德国

Compost - Marketing Structure - Germany

土壤栽培
园艺爱好
农业
其他

专业园艺
景观/栽培
特定作物

6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生物废弃物堆肥质量控制法令》

堆肥厂消毒作业条件

• > 55 °C ，持续两周 或

• > 65 °C （封闭工厂中60 °C），持续一周

Compost Quality control Ordinance on Bio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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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操作质量和产品质量

卫生
无害

> 55 °C ，持续两周 或

> 65 °C （封闭工厂中60 °C），
持续一周

Operation quality and product quality

6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腐熟度/杜瓦测试
新鲜堆肥在杜瓦瓶中的自发热能力

1. 将新鲜的原始样本过筛后取< 10毫米的部分，用“拳头探针”检查
筛出材料的水含量

2. 在无压力情况下在杜瓦瓶中填充材料。

3. 在测试过程中，将容器带到室温为20°C的空调室。每天最少测量两
次温度，间隔8小时。

4. 温度下降后测试结束。

6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腐熟度/杜瓦测试

• 腐熟度I Tmax = 60 – 70°C

• 腐熟度II Tmax = 50 – 70°C

• 腐熟度III Tmax = 40 – 50°C

• 腐熟度IV Tmax = 30 – 40°C

• 腐熟度V Tmax = 20 – 30°C

如果最高温度低于40摄氏度，
堆肥就已经完成。

堆肥未完成

堆肥完成

PERMISSION - Example Compo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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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德国堆肥和沼渣沼液的使用标准（粗体：适用的相关限值）

许可——堆肥质量示例

德国标准（《德国肥料
法》，2012）

德国标准（《有机废弃物条例》，2017）

参数 单位 限值 限值 单位 参数

A B Mg DM/ha 最大应用率（单位：年）

20 30

<2 每升FM 发芽萌发

0 % 杂质> 20mm 

0.1 % 非降解塑料膜>2mm

0.4 % 其他杂质>2mm

5 % 石头> 5mm 

PERMISSION - Example Compo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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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堆肥和沼渣沼液的使用标准 （粗体：适用的相关限值）

许可——堆肥质量示例

德国标准（《德国肥料法》，2012） 德国标准（《有机废弃物条例》，2017）
参数 单位 限值 限值 单位 参数

水分 % < 45 % 水分
OM (C, %) 15 - 40 % 有机物
合计 铅 mg/kg 150 150 100 mg/kg 合计 铅
合计 镉 mg/kg 1.5 1.5 1 mg/kg 合计 镉
合计 铬 mg/kg 100 70 mg/kg 合计 铬
铬（VI） mg/kg 2 mg/kg 铬（VI）
合计 汞 mg/kg 1 1 0.7 mg/kg 合计 汞
合计 镍 mg/kg 80 50 35 mg/kg 合计 镍
合计 锌 mg/kg 5 400 300 mg/kg 合计 锌
合计 铜 mg/kg 900 100 70 mg/kg 合计 铜
合计 铊 mg/kg 1 mg/kg 合计 铊
合计 砷 mg/kg 40 mg/kg 合计 砷
全氟表面活性剂（PFT） mg/kg 0.1 mg/kg 全氟表面活性剂（PFT）

二恶英/呋喃多氯代二
恶英PCDD/多氯

二苯并呋喃
PCDF

ng WHO-

TEQ/kg
Σ 30

ng WHO-TEQ/kg

二恶英/呋喃多氯代二恶
英PCDD/多氯二苯
并呋喃PCDF

多氯联苯
ng WHO-

TEQ/kg
ng WHO-TEQ/kg 多氯联苯

PERMISSION - Example Compo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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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弃物条例》（BioAbfV）和《肥料条例》（DüMV）规定的阈值

阈值
《德国肥料法》和《有机废弃物条例》对堆肥

的规定

德国2013年堆肥产品

质量； n = 2,834

三年内每公顷20吨DM 三年内每公顷30吨

DM

砷（As）

mg/kg DM

40 40

铅（Pb） 150 100 33.97

镉（Cd） 1.5 1.0 0.42

铬（Cr-总计） 100 70 23.5

铬（VI） 2.0 2.0

镍（Ni） 50 35 14.7

汞（Hg） 1.0 0.7 0.11

铊（Tl） 1.0 1.0

铜（Cu） 100 70 42.3

锌（Zn） 400 300 173

全氟代表面活性剂 0.1 0.1

二恶英/呋喃（PCDD/PCDF）和

多氯联苯

ng/kg DM 
(WHO-TEQ)

30 30

Treshold values in the biowaste ordinance (BioAbfV) and in the fertiliser ordinance 
(Dü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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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中德堆肥限值对比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German limits for compost

7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堆肥可用于：

• 生物修复和污染预防

• 动植物的疾病控制

• 侵蚀控制和景观美化

• 污染土壤的堆肥（清洁）

• 再造林、恢复湿地、振兴土地生境

• 作为肥料

COMPOST can be used for:

7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总结——堆肥应用的益处

为什么要堆肥？

• 供应营养物质（N、P、K…… ）和腐殖质（有机物质）

• 加强和快速植被

• 损害区的土壤稳定性

• 土壤水分保持

• 防止冲蚀

• 封闭的物质循环

• 气候保护

Summary - Benefit of application of com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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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总结——堆肥
Summary - composting

边界条件

降雨
大气温度

废弃物数量
废弃物类型
纯度

堆肥技术
工艺过程时间

腐烂过程

料堆温度 水含量

体积减少

二氧化碳/氧

有机物质
碳氮比

气味
渗滤液

质量要求

有机物质
碳氮比
营养物

重金属
有害的有
机物质
野草
病原体
植物耐受

pH值
导电性
含水量

自发热
杂质

晶粒大小
水
持水量
团聚体稳定性
离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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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弃物的使用

动物饲料

厌氧消化

焚烧

有机废弃物

直接填埋

厨房下水道处置

花园堆肥

扩展用地

堆肥

机械-生物处理

Use of organic wastes

7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庭院堆肥

Backyard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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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庭院堆肥

Backyard composting

8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有机废弃物的使用

动物饲料

厌氧消化

焚烧

有机废弃物

直接填埋

厨房下水道处置

花园堆肥

扩展用地

堆肥

机械-生物处理

Use of organic wastes

8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生物废弃物处理）

Anaerobic Digestion (Bio waste treatment)

绿色垃圾 生物废弃物和绿色垃圾 餐厨垃圾

堆肥 消化
（好氧堆肥） （厌氧处理）

风坑堆肥
使用地膜覆盖的堆肥
箱式/容器内堆肥
隧道堆肥

湿式厌氧消化
干式厌氧消化
- 渗漏
- 活塞流

97



8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发酵——厌氧消化

2021/7/23

• 有机物在排除氧气的完全密封的环境中（消化池）分解。

• 发酵不仅在液体介质中进行；如今也存在干式发酵技术

• 厌氧消化过程产生有用物，即沼气，可作为发电和热力生产的燃料；还可产生沼渣沼液（液体
或固体），用作农业肥料和/或土壤改良剂。

Fermentation - Anaerobic Digestion

8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 C6H12O6 → 3CO2 + 3CH4

信息来自：Wiki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碳水化合物 糖

脂肪 脂肪酸

蛋白质 氨基酸

碳酸和酒精

氢、二氧化碳、氨

氢、醋酸、二氧化碳 甲烷、二氧化碳

水解作用 酸化 产酸 甲烷生成

8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添加基质后的沼气生产——批量试验（LfU 2007）

产气率或沼气产量

单位产气率

累计沼气产量

平均水力停留时间（HRT），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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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的基质

生物可降解性

很好 良好 差

糖、碳氢化合物、蛋白质 脂肪、油脂 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
合成材料

Substrates for AD 

8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的基质

• 动物粪便和泥浆

• 农业残留物和副产品

• 食品产业和农业（蔬菜和动物来源）产生的可消化有机废弃物

• 市政废弃物中可消化的有机部分和餐厨垃圾（蔬菜和动物来源）

• 污水污泥

• 专门的能源作物（如玉米、芒属植物、高梁、三叶草）

Substrates for AD 

8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参数

• 厌氧细菌的生长和活性受以下条件的显著影响：

• 氧的排除

• 恒温

• pH值

• 养分供应

• 搅拌强度

• 是否使用抑制剂（例如氨）及使用量

AD (anaerobic digestion)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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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根据不同标准对沼气的生产工艺进行分类

标准 区分特征
基质的干物质含量 湿式消化

干式消化

进料类型 不连续
准连续
连续

工艺流程阶段数 单阶段
两个阶段

工艺温度 嗜冷
嗜中温
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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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the processes for generating bioga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riteria

8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根据不同标准对沼气的生产工艺进行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ocesses for generating bioga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riteria

发酵类型

连续 不连续

湿发酵 干发酵

沼液沼渣

干发酵
（渗滤法工艺）

9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干法 湿法

特性 基质水分：60-85%. 基质水分> 90%

优势 小规模的反应体积和材料流。 常规的运输和混合工艺，

有利的材料和能源交换，

可靠的气体泄出。

缺点 特殊的运输和混合工艺，

存在不完全发酵的风险，

可能会造成过度的单位容积负荷（过
度酸化、沼气产量下降）

大规模的反应体积和材料流，

昂贵的固体/液体分离。

干法消化和湿法消化的比较

Comparison: wet and dry di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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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嗜中温 嗜热

特点 最佳温度最高为40°C 最佳温度最高为65°C

优势 稳定的过程控制，

较低的工艺流程能源需求

高分解率

产品消毒，

回收所产生的热力

缺点 消毒无法保证 对温度和浓度变化敏感；

在某些情况下会降低沼气质量

比较：嗜中温与嗜热

Comparison: mesophilic and thermophilic

9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 温度

温
度

°
C
 

天数

厌氧消化参数

沼气（累积）
甲烷（累积）

AD (anaerobic digestion) parameters

9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温度：

嗜热过程——优势（与嗜中温和嗜冷工艺流程做比较）

• 能有效消除病原体（环境卫生！！）

• 产甲烷细菌生长率较高（提高沼气产量）

• 缩短停留时间；处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 改善基质的消化性和可用性

• 能更好地降解固态基质，提高基质的可用性

• 能够更好地分离液态和固体组分

厌氧消化参数

AD (anaerobic digestion)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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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嗜热工艺流程——缺点（与嗜中温和嗜冷工艺流程相比）

• 不平衡的程度更高

• 温度高，因此能源需求较高

• 氨氮抑制的风险更高

厌氧消化参数
温度：

AD (anaerobic digestion) parameters

9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沼气厂

• 农业和农场规模的沼气厂（德国有9000个）

• 家庭沼气池（这类沼气池在亚洲有数百万家）

• 市政废弃物作为原料的沼气厂（分类收集获得）

• 市政废弃物作为原料的沼气厂（机械-生物处理过程中的生物处理步骤）

• 对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污泥进行厌氧消化

• 工业沼气厂（食品加工、饮料行业……）

• 垃圾填埋气体回收厂

Biogas plants 

9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南丹麦大学
ISBN 978-87-992962-0-0 

沼气厂系统
Biogas plants

动物庄园
牛粪
猪粪
禽类粪便

其他生物质提供方
工业有机废弃物
城市固废（有机）
污水污泥

运输系统

中央沼气厂
均质化
消化
减少臭味干扰
环境卫生
有营养的产品

农田肥料
改善植物养分的利用
减少无机肥料的用量
减少对水的污染

沼气用于发电和产热
可再生能源
碳中和
缓解空气污染
高效的能源使用

分离消化
后的生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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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沼气厂组成

Biogas plant components

接收
- 废弃物输入
- 称重
- 装料

准备
- 材料分离
- 预处理

消化

完成部分
- 水萃取-沼液沼渣
- 沼气收集-沼气

9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消化池

• 沼气厂的核心

• 反应器密封罐，在没有氧的情况下发生分解，产生沼气

➢ 原料喂料系统

➢ 沼气和沼渣沼液的输出系统

➢ 绝缘加热

• 各种类型的沼气池

➢ 由混凝土、钢铁、砖块或塑料制成，形状类似于筒仓、盆或池
塘；置于地下或地表

➢ 尺寸从几立方米到数千立方米不等

Digesters

9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各种类型的沼气池

• 由基底干物质含量决定

• 湿式消化– DM < 15% （粪便、污水污泥、废弃物）

• 干式消化-DM介于20-40%之间（固态动物粪便、城市固态的生物废弃物、
能源作物）

• 从原料输入和输出角度来看

• 分批连续消化池类型

• ……… 

消化池

Dig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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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消化池和厌氧消化厂类型
Digester and AD plant types

固体废弃物厌氧消化

基质输入模式

单阶段连续工艺 多阶段连续工艺 批式工艺

湿法消化 干法消化

无可用

可用技术/方法示例

10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池的设计 BIOCEL

• 分批的干式厌氧消化

• 作为喂料基质的有机固废，其总固体含量浓度比例保持在30-40%的干物质
（w/w）

• 嗜中温温度范围的混凝土消化池

• 装载物料后，用气密门关闭消化池

• 15到21天

Designs of anaerobic digesters

10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厌氧消化池的设计

瑞士考穆坡盖斯（KOMPOGAS）

• 单级的干式厌氧消化

• 嗜热温度55-60°C范围内的水平塞流反应器

• 缓慢旋转和间歇作用的叶轮，以确保混合和重物重悬

• 总固体浓度约为23% -28% ；停留时间15到20天

• 产能为15,000或25,000吨/年

• 产生约820 m³ /吨挥发性固体

Designs of anaerobic digesters

沼液沼渣的再循环

沼气

新鲜的废弃物
流出的
沼渣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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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Schwarting-Uhde

• 两阶段的湿式厌氧消化

• 两个垂直塞流反应器

• 第一反应器——嗜中温——用于水解和酸化

• 第二反应器——嗜热——用于甲烷生成

• 湿式总固体浓度约12% ——预热

• 通过升降罐内液体柱混合（湍流）

厌氧消化池的设计

Designs of anaerobic digesters

第一阶段（嗜中温） 第二阶段（嗜热）

从溶液中分离出的沉淀物

10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DRANCO

• 单阶段消化

• 紧随其后的是短期的好氧成熟期

• 嗜热：50 - 60°C 

• 嗜中温：35 - 60°C

• 垂直塞流反应器

• 从顶部进给；从底部移除——连续

• 固废的总固体含量为20 – 50%

• 停留时间：15到30天

• 沼气产量：每吨废弃物进料可产出100 - 200m³沼气

厌氧消化池的设计

Designs of anaerobic digesters

10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Linde-BRV

• 两阶段的干式厌氧消化

• 固体浓度——34%

• 横向搅拌叶的多个搅拌器来混合

• 水平活塞流

• 嗜热温度（嗜中温也可以）

• 嗜热停留时间：15到25天

厌氧消化池的设计

Designs of anaerobic digesters

脱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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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 已收集的1420万吨可生物降解废弃物（可生物降解物、可生物降解的花园和公园废弃物、集市废

弃物）

• 堆肥厂760万吨

• 发酵厂660万吨

• 其中有1030万吨/居民人均125千克

• 生物废弃物垃圾箱收集490万吨（居民人均59千克）

• 花园和公园废弃物收集垃圾540万吨（居民人均65千克）

德国2017年的堆肥和发酵

106

Composting and Fermentation in Germany 2017

10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将厌氧发酵过程纳入废弃物处理方案

107

Integration of the anaerobe fermentation process into the waste treatment concept

花园和公园废弃物

有机废弃物 发酵 堆肥

沼气 堆肥 电力、热力

材料流
分离 生物质发电厂

10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沼气性能

沼气组分数值的平均数；标准甲烷含量为50%的沼气
• 热值：21 MJ/Nm³
• 密度：1.22 kg/Nm³  
• 质量与空气近似（1.29 kg/Nm³）

Biogas properties

复合物 化学符号 含量

甲烷
二氧化碳
水蒸气

氧
氮
氨

氢
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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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直接燃烧和热利用

• 利用沼气最简单方法是在锅炉或燃烧器中直接燃烧沼气

• 沼气可以在当地燃烧供热，也可以通过管道将热力输送给最终用户

• 涉及到采暖，沼气不需要任何升级

• 但沼气需要经过冷凝，去除颗粒、压缩、冷却和干燥。

沼气的应用

Use of biogas

11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沼气的应用

热电联产（CHP）发电

• 热电联产发电是沼气的标准应用领域

• 非常有效地利用沼气进行能源生产

• 使用前，应将沼气排干、干燥和清洁（硫化氢、硅氧烷）

• 热电联产电厂的效率可以达到最高85%

• 35%电力和50%热力

• 热电联产厂属于火力发电厂，其燃烧器电机与发电机联结

Use of biogas

11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热电联产（CHP）

沼气

餐厨垃圾 厌氧消化 沼气

热电联产单元

电 热 损失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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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热电联产（CHP）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 generation

11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热电联产的限值

《联邦排放控制法》第44版 —— 关于中型燃烧设施、燃气轮机和内燃机安装的联邦排放控制法 —
—

• 氮氧化物的限值：500 mg/m³；从2023年开始为100 mg/m³ 

• 总碳氢化合物限值：（总碳）——从2023年起规定不超过1,300 mg/m³ 

• 粉尘合计：5 mg/m³ 

• 一氧化碳的限值：500 mg/m³

• NH3的限值：（氨）30g/m ³

• 甲醛的限值：20 mg/m³

热电联产（CHP）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 generation

11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废弃物消化后沼渣沼液的利用
环境卫生和消除杂草种子

• 厌氧消化过程能使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失活

• 消化池内原料的实际停留时间、工艺流程温度、搅拌技术和消化池类型

• 确保能安全回收用作肥料的沼渣沼液，欧洲立法要求采取具体的卫生措施

• 24小时全天候在大于55°C的温度条件下在反应器中水力停留时间超过20天，或

• 超过1小时热预处理或后处理>70°C 或

• 对沼渣沼液进行好氧腐熟（> 55°C 持续两周或>65°C 为期一周）

Utilisation of digestate from 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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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2021/7/23

有机废弃物的使用

动物饲料

厌氧消化

焚烧

有机废弃物

直接填埋

厨房下水道处置

花园堆肥

扩展用地

堆肥

机械-生物处理

116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机械-生物处理的目标

1. 降低可生物降解废物部分的微生物活性，尽可能避免不加控制地产生破坏气候的填埋气体。
惰化处理

2. 缩小待填埋的废弃物体积，从而尽量降低必要的填埋产能，延长填埋场的工作寿命

3. 减少危险物质的质量，否则这些物质容易浸出并进入垃圾填埋场，如果不收集和处理渗滤液，
则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

4. 通过材料分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垃圾衍生燃料（RDF）或/和沼气（运用厌氧消化的沼气
厂）进行材料和能量回收

Goals of mechanical-biological treatment

117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机械-生物处理中的物料流

废弃物进料

家庭废弃物 商业废弃物

机械处理

生物处理

填埋 SRF和回收利用

垃圾焚烧或填埋
无用的材料

干燥损失

腐败损失
因生物处理

Material flow M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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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Organic waste treatment2021/7/2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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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ate

SandSand

工艺流程方案
“在压缩有机组分后进行液体发酵”

Procedural concept 
“Fermentation of the liquids after 
pressing the organic fractions”  

加压水
滤饼

螺旋压机

储罐 两台固定式生物膜发酵器 两台后期发酵器 搅拌槽发酵器

119 Organic waste treatment2021/7/23 119

Erbenschwang采用机械-生物处理的沼气厂
“在压缩有机组分后进行液体发酵”

Biogas plant in MBT-Erbenschwang

“Fermentation of the liquids after pressing the organic fractions”

120 Organic waste treatment2021/7/23 120

总体衡算
（基于1000Mg新鲜废弃物<60mm）

Overall balance 
(based on 1,000 Mg fresh waste <60 mm) 

沼气

厌氧反应器 沙

沼液沼渣加压水

压榨渣 挤压

加压水

废弃物组分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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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热平衡
Heat balance

热模块 热电联产

行政管理 生物膜和第二反应器 搅拌釜反应器 干燥物质燃料

122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总结 Summary

有机垃圾资源丰富！ ！ 气候和能源！ ！
2016年非洲城市固体废物的构成[%]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坎帕拉（乌干达）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

伊巴丹（尼日利亚）

阿克拉（加纳）

莫希（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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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肯尼亚）

拉各斯（尼日利亚）

阿布贾（尼日利亚） * * *

开罗（埃及）

茨瓦内（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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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下一步做什么？
分类收集生物废弃物？

尝试从绿色废弃物或农业干垃圾着手！
真的可以吗？ 能赚钱吗？ 能减少倾倒的废弃物吗？

学习………………。

后期尝试生物废物的处理（堆肥或厌氧消化 ？ 能源价格？气候？）

赶紧开始吧！时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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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感谢您的聆听！

罗斯托克大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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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州

扬·赖兴巴赫 工学硕士

（Jan Reichenbach）

INTECUS GmbH

模块2.4
不同废物的分类和再循环方法

（包括包装、塑料、建筑垃圾和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等）

Module 2.4. 

Sorting and recycl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 waste streams
(covering, among others, packaging, plastics, construction waste and WEEE)

模块2.4大纲 | Outline for module 2.4

五个专题
• 简介/基本信息

垃圾分类的原因
分类和分类原则
垃圾分类集点

• 依照来源/工业规模分类
分类作为高质量回收的先决条件

• 垃圾分类技术
使用的标准/属性
技术设备

• 分类实践——高效分类和回收的方法
包装玻璃/塑料
建筑垃圾、塑料、木材、矿物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电池

• 支持/加强分类分拣及回收成功的策略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
▪ 回收和再利用材料（再利用、再循环）

▪ 减少资源损失（垃圾填埋和焚烧）
=生态方面（资源保护）

▪ 实现对废弃物的下游处理
-去除有害的（干扰/污染）物质
-生成某些均质/具有相同特性的材料组分

▪ 有助于避免有害物质的进一步流通（从循环中去除）

▪ 将废弃物中可回收的材料变成可交易的货物
=法律方面（最后的废物状态）

▪ 废弃物获得增值/获得利润或经济效益

多种多样的兴趣/目标=大量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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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生态效益的示例（造纸/纸板生产）

图表：Kappen, PTS

机械/化学纸浆生产的能源需求总量：
2,250 - 3,800千瓦时/吨

原纤维+填料供给 造纸商 纸制品加工机 零售商，包装商

消费者

使用

可回收再生的纸张
加工240-700千瓦时/吨

干式分拣 收集

循环和再循环必不可少，但不能成为让有害成分在商品中进一步扩散或提高有害物质含量
的载体！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法律要求示例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 循环经济中材料流相关的风险

垃圾分类

图表：TUDD-IAA，风险循环项目

生产工艺B、C、D

消费产品B、C

消费C、D

再使用C、D

废弃物材料A、B、C

可回收物B、C、D

回收过程C、D
再生材料B、C、D

工业废弃物A、B、D

内部回收工艺流程

A=运输风险
B=包含不明确的化学品
C=不明确的健康风险
D=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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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DDT （主要作为木材防腐剂，自19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禁止使用这一物质）

▪ 汞（ 1996年首次禁止将其用作为碱性电池成分，欧盟自2015年起禁止所有电池产品用汞，水俣公约自
2020年起在国际上禁止使用汞）

▪ 镉（电池成分，欧盟自2006年起已实际禁用）

▪ 阻燃剂（TPP、溴化阻燃剂，例如六溴环十二烷，用于可发性聚苯乙烯EPS的隔热保温；欧盟自2016年起
禁用）

▪ 添加剂/溶剂（如双酚A、无碳复印纸中的二异丙基萘DIPN ）

▪ 矿物油（例如印刷油墨/印刷产品中的矿物油饱和烃MOSH、矿物油芳香烃MOAH）

▪ 增塑剂（例如塑料产品中的DEHP、DBP、BBP、DINP、DIDP、DNOP ）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

产品 纯PVC 稳定剂 增塑剂 填料 其他添加剂

硬聚氯乙烯

窗户 80-90 % 1-3 % - 3-5 % 5-10 %

管道 95-98 % 1-5 % - - -

PVC地板 20-50 % 1-2 % 15-30 % 40-50 % 0-10 %

PVC刚性膜/防水油布 90-95 % 1-2 % - - 5-10 %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有助于避免有害成分的进一步流通
Background data: Sorting to prevent a further circulation of harmful components 

分类=拣选=分离
▪ 在垃圾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放在特别感兴趣的物品/材料上（ =选择） ，并将其

从剩余的废弃物/材料中移出/转移（ =分离） ，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
-其价值（用于销售/再循环）

▪ -与之相关的损害/风险
▪ -我们可从中获得某些好处（例如资源/金钱/产能方面的节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

分类分拣=选择+分离
两大主要方法
▪ 有益物质分拣=选择并取出特别感兴趣的内容（目标组分）

▪ 有害物质分拣=选择并取出（对目标）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

“选择性分类”可以与两者皆相关，主要倾向于有益物质分类的原则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定义和分拣原则

1. @ 源头 （=产生废弃物的地方）
谁负责：废弃物生产者（家庭、机构、商业/工业场地）
原因： -法律规定/义务

-财政激励/惠益（降低费用/垃圾处置费用）

-生态方面的动机
-[回收材料供进一步使用]

2. 商业[产业规模化的]垃圾处理（=废物处理设施）
谁负责： -垃圾管理服务的提供方/回收方，包括非正规部门
原因： -回收材料以供进一步使用，例如：

（1）获得可销售的材料组分；
（2）可使用的材料

-经济利益（服务付款和材料销售/节省的收益）

-合同义务（消除令人不安的事项/降低花费昂贵的垃圾处置需求）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简介/基础知识 Introduction/basics

垃圾分类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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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0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源头分类（分离）Sorting (separating)@source

总体依赖/受制于
▪ 法律规定要进行分类/分离
▪ 所提供的垃圾收集服务/基础设施
▪ 个人是否准备好进行垃圾分类/分离（意愿、意识、能力）

最起码的分类水平：干垃圾（可回收利用）、湿垃圾（可生物降解）、有害垃圾

分类（选择性的）收集垃圾

有害垃圾：移动

回收容器收集

门到门服务

可回收干垃圾（包装、纸张、玻璃）

湿垃圾（生物废
弃物）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1

源头分类（分离） Sorting (separating)@source

德国的数据： 2015 2019

人均垃圾分类收集的材料（预）分拣量@源头分类[千克/年]

可生物降解废弃物 111 122

纸张和纸板 72 66

轻量包装 28 33

玻璃 23 23

木材/金属/纺织品废弃物 15 22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9 4

大件垃圾 29 31

干垃圾 169 156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Σ 
287

基本的分类标准：
▪ 产品特征（ =产品类型/材料）
▪ 物理状态（例如破坏和/或污染程度）

Σ 
30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2

源头分类（分离） Sorting (separating)@source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示例：生物（可降解）的生活垃圾/厨余垃圾

生物（可降解）废弃物vs.
混合废弃物堆肥

如果未对垃圾源头分类
▪ 产生交叉污染效应

-潮湿的有机颗粒破坏了其他可回收物的质量，
使其无法分类/无法回收

▪ -废弃物中的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溶解并迁移/提高有机成分

▪ 将生物（可降解）与其他废物进行合理分类/分离的机械化过程几
乎不存在，并且/或者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上述污染的发生。

▪ 农业用堆肥
不得/无法由
混合废弃物生产而得！ ！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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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3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源头分类（分离） Sorting (separating)@source

中国的垃圾源头分类实践
对六安市的研究

源头分类（分离） Sorting (separating)@source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4

确保有效性的要点：
▪ 分类系统必须易于理解和使用
▪ 应确保一定的统一性（以免混淆）

▪ 制度设计应有助于实现分类目标（材料均匀性，防止污染/滥用）

▪ 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例如垃圾分类的财政激励措施）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斯洛文尼亚、法国和保加利亚的源头分类
（分离）系统

驱动力量：

尚未分类的废弃物

▪ 节约潜力（例如：未分类情况下的成本更高/影响更大）

▪ 材料价值（如果不做分离/收集，则将损失的材料价值）

垃圾分类收集/源头分类

▪ 已收集，但质量不佳（无法上市销售）

垃圾分类收集/源头分类和预分拣等级

▪ 质量不符合生产行业的规格（不可回收）

▪ 质量还可以，但不足以满足高质量的应用（可用范围有限）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5

商业化[工业规模]的分类分拣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最大化收益

提升品质

117



分拣和分类是高质量回收再利用的前提条件

循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一大条件是高质量的回收再利用循环。[……]只有优质的再生材
料才能建立市场信任，才能真正取代原材料，实现可持续的循环经济。CEWEP, 2017年12月

[……随着（分类）收集的废弃物数量增加……] ，
只有高质量的回收才能确保所生产的二级原材料适用于更高要求的产品应用，从而实现更为
循环的经济。
回收再利用也能保持材料产业的流通；高质量的循环利用保留了最有用的材料特性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020：回收质量：操作定义的发展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问题：迄今为止，回收的成功与否以数量而不是用质量来衡量！

Sorting as precondition for quality recycling 

“高质量回收利用”的建议定义：

‘通过回收循环链保存或回收材料（聚合物、玻璃或纸纤维）不同特性的程度，以便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在循环经济中回收再利用的潜力。’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020：回收质量：操作定义的发展

为什么需要定义：
1. 对于“质量”的含义缺乏明确的定义→这导致难以制定与质量相关的政策，因为业界对化学品纯度或

环境效益的解释可能不尽相同。

2. 次生原料的利用率低于可以达到的水平 → 生产商经常对原始材料的质量表示担心。特别对塑料而言，
质量符合要求的材料获取困难，这是一个关键的限制因素。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7

分拣和分类是高质量回收再利用的前提条件

“引入和实施回收质量计量标准，该宏观目标是确保分拣后的材料作为原料适合进入下一阶
段的分拣或回收过程，处理过程最终可获得符合一定质量要求的次生原料。” 欧盟委员会联
合研究中心，2020：回收质量：操作定义的发展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Sorting as precondition for quality recycling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8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分拣和分类是高质量回收再利用的前提条件

EN 643重点指出：

• 垃圾分类出来的纸张不适用于造纸业。
源头分类是一项要求

• 源自混合材料废弃物收集系统的再生纸张必须特别
标明。

工业分拣不可或缺

针对废弃物分拣商/贸易商的市场/行业指南
示例文件：EN 643——欧洲再生利用纸张和纸板的标准品级清单

以塑料包装为例：
工业分拣不可或缺

Background data: Sorting as precondition for quality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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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9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分离的理论

垃圾分类所依据的
属性/条件

分离/分类的目标

回收再利用的材料产量高
[富集热值，例如垃圾衍生燃料RDF]

尽量减少不想要的（例如有
害、干扰）物质含量

粒度

密度

（微粒的）几何形状

弹道性能

电磁行为

静电行为

分子结构

产品特征（材质外观）

商业化[工业规模]分类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0

分拣技术（设备） 波长范围

（nm）

材料属性 质谱指纹图谱

磁选／磁力分离机 铁磁性/顺磁性 铁、氧化铁

涡电流分离机 电导率，感应电流 非铁金属

沉降式分拣/分离 密度
聚合物（PE/PET），

非铁金属，有机

弹道式分选/分离系统 粒子的几何形状、密度 重/轻粒子

气流筛分 粒子的几何形状、密度 重/轻粒子

Spiker 硬挺度 纸板、纸箱

电磁传感器 导电性 金属，电子通讯

紫外-可见和（X射线）荧光光谱
（RFA/XFA, XPS）

0.0001 - 1 射线可透/荧光
金属（电池）、

示踪物标记的物品

可见光谱 400 - 780 颜色 打印纸，多种多样

高分辨率CCD彩色摄像头 400 – 1,000 粒子几何形状，颜色 金属、玻璃

激光和其他摄像头类型 200 – 1,000 颜色/荧光 玻璃，有机

近红外NIR光谱 780 – 3,000 反射/吸收（分子） 聚合物（PE、PP、PET）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1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按尺寸分离装置（示例）
▪ 宁可分拣少一步，分离多一步，以便优化后续的分类分拣过程

滚筒筛（多个） 星筛或圆盘筛（多个）

振动筛或桶筛（如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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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2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I）

冲击式分离机
▪ 做倾斜和圆形的垂直运动，将轻的、平的物品

从重的和滚动的物品中分离出来（利用几何形
状和密度）
[也被认为是二维/三维分拣技术，如特定筛子的应
用]

▪ 底部可设计为穿孔筛网，从而筛出作为第三种
组分的细料

▪ 在材料进入冲击式分离机前，可以借助滚筒筛
分离细料和过大的粒子(>150mm) ，从而提高分
离结果的质量

混合材料喂料

重型材料的组分
精细尺寸的组分

轻质材料
组分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3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II）

气流分选器
例如：横流空气筛

▪ 进料时，在一个相当狭窄的粒度范围内依据密度进
行分离

▪ 轻物通过气流排出（例如，横向导向坠落方向）

▪ 单个物料件的形状也很重要

解释：
——有益物质/有害物质分拣 流床筛

横流筛

重型物
品

轻型物
品

气流

气流

锯齿形筛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4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III）

磁力分拣机/分离机
▪ 铁磁性/顺磁性材料的分拣/分离
▪ 多种解决方案，例如

顶部皮带和底部皮带（例如鼓式磁力分离器）

解释：
——高度相似的技术[A]

解释：
——有益物质/有害物质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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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5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IV）

光学分拣机
▪ 例如，摄像头支持的分拣（例如，玻璃/PET薄片按颜色分拣）

1 - 振动式输送机溜槽
2 - 光发射器
3 - 摄像头（光学传感器）
4 - 金属探测器
5 - 镜头清洁器
6 - 通风控制器
7/8 -分拣风口
9 - 分拣出的材料组分I
10 - 分拣出的材料组分II
11 - 分拣出的材料组分III（=剩余
部分）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6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V）

（其他）基于传感器的分类
例如：近红外光谱

▪ 近红外辐射的发射源为LED、激光或石英卤素灯泡
▪ 近红外可激活材料中的分子
▪ 近红外在被反射的同时将丧失一定的能量
▪ 对反射的近红外光谱进行计算机分析
▪ 与参考光谱进行比较

（反射光谱是分子结构的特征）
▪ 信号传到分拣装置（例如空气喷头）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7

动画：Rotter/Janz, 2004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技术设备示例（V）

基于传感器的分拣（工作原理）
例如：近红外光谱

图表：RTT-Systemtechnik

近红外光谱的特性

纸张

进料

高速输送带

喷嘴弹射和传感器阵列

流程

移除输送
带

分拣出来
的组分

光波

强度

121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8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人工分拣
▪ 仍是废料分拣最常用的做法/组成部分之一
▪ 作为独立的解决方案存在，并可与其他技术/设备相结合，用于自动分拣（也可将其作为分

拣质量的控制措施）
▪ 分拣质量高，但也有局限性（如不同聚合物类型的情况），需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

各种因素（如价格/成本水平、质量要求、劳动力、数量）决定了分拣实践的程度和技术
强度不同。

I. 基本配置
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和强度相当低，劳动力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II. 高级或扩展配置
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和强度高于基本配置，劳动力需求减少

III. 高科技配置
旨在建立大规模自动化工艺流程的技术和设备，通常根据客户要求和特定市场环境
定制和优化，通常需要高投资和高素质人力资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不
容易移植和转移，无法保证在所有地区都能实现高效率！）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9

商业化的[工业规模]分拣实践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in practice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0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成本方面

商业化的[工业规模]分拣实践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in practice

不同技术配置的增量成本（系数）

针对设备的资本投资
运营成本
系统成本

基本配置 部分机械化的（高级）配置 自动化的（高科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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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1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费用方面 Background data: Cost aspects

示例：用于再生利用的纸张加工（分拣）

资本投资
• 基本配置

对于一条普通的加工生产线，不包括建筑物和其他辅助结构的净资本需求估计在5万到8万
欧元之间

• 高级配置
根据光电及其他基于传感器的分拣装置的使用情况，平均一条加工产线所需的净投资可达
1000万欧元

经营费用
• 基本配置

通常在15-20欧元/Mg的范围内，其中维修和保养费用每年约为2,000-5,000欧元（初始投
资的6-8%）。

• 先进的配置
通常在11-15欧元/Mg的范围内，成本变化幅度大，取决于应用的设备和控制分拣的强度。

（BPMWM，2015）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2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质量方面

商业化的[工业规模]分拣实践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in practice 

不同技术/设备在实现分拣目标方
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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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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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 20% 40% 60% 80% 100%

燃料产率（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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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垃圾衍生燃料加工材料的产出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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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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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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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分选器

尺寸
分离

冲击式分
离机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3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质量方面 Background data: Quality aspects

图表：TUDD-IAA, Riskcycle Project

浓度 单位荷载
分担

从左到右：
其他塑料产品
其他复合材料
鞋履
皮革
电子垃圾
橡胶
塑料瓶和容器
有机废弃物
包装薄膜
封装材料
尿布
纸张和纸板
织物
细料10-40mm
细料<10mm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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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4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质量方面 Background data: Quality aspects

质量平衡 能源：低热值（视为废弃） 氯

流动平衡，为按尺寸分拣

流动平衡，为按弹道分拣

德国数据，2017：

▪ 近8000家致力于废料分离/分类的工厂，
年总处理量达1.6亿吨

▪ 约2300个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年处理总量约6000万吨

▪ 超过1100个分拣设施
每年处理的混合废物材料超过2600万吨

▪ 约340个废弃电子电气设备处理厂
年处理总量大于100万吨

BDE/bvse et al. Status Report on the German Circular Economy

《德国循环经济现状报告》, 2020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5

商业化的[工业规模]分拣实践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in practice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商业化（这里涉及非正规的）废弃物分类分拣的实践
针对六安市的观察研究

商业化的[工业规模]分拣实践 Commercial [industrial-scale] sorting in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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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7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初步调查结果/汲取的教训：
• 回收再利用和分拣是相互依存的，即再生利用离不开分拣，反之亦然，几乎无法想象（而

且几乎完全不现实）

• 可应用不同的原则和技术

• 有效性和强度可能有所不同

• 存在各种适用范围

因此，有效方式是： 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和解决（材料、市场）

最常见的是一系列分拣解决方案（原理、

技术、应用范围）的组合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2021/7/22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8

示例：“Optibag” 方案
▪ 源头分类&产业规模化的自动分拣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9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包装细分市场

源头分类

工业废弃物分类

瓶子的处置（和回收）通用
模型

玻璃瓶

塑料瓶

再利用的准备 回收 其他回收再利用
分拣
清洗
研磨
净化
再次熔炼 瓶子制造

焚烧
回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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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0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包装细分市场

回收玻璃

容器玻璃
不同颜色

干扰物品（过大
尺寸，CSP）
例如金属： <60ppm

异物（纸张、塑
料、金属）
例如金属： <5ppm

进一步纯化（ CSP，
错误的颜色）
例如： CSP ：
<20ppm ，
最大色差3ppm 

塑料的
回收再利用

退押瓶费
制度

包装分拣厂
例如，目标聚合物：
至少95%

塑料回收装置
例如异物： <10ppm ，
其他聚合物25-500ppm

BPWM, 2015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1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玻璃（瓶到瓶）的回收再利用

BPWM, 2015

光学分拣机

庞大笨重的杂质 铝、塑料、纸张

接收
预分拣
真空脱水机
分拣传输带
磁性分离
筛选

惰性材料分离

光学分拣

检查质量

破碎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2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塑料包装的回收利用
人工分拣 质量分拣

沉降式分拣 光学分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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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3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德国数据：混合包装分拣的结果

*许多工厂目前同时最多可分拣8个塑料组分

分拣分类后的材料 占比（质量的百分数） 所使用的设备 材料的利用

塑料*

- 混合级
- 薄膜
- PET

20 – 27

5 – 12

3 – 5 

光学分拣机 （近红外）
气流分选器
光学分拣机 （近红外）

材料的回收利用（塑料）/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再
利用（垃圾衍生燃料）
材料的回收利用（塑料）/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再
利用（垃圾衍生燃料）
材料再生利用

锡板 6 - 19 磁力分离机 材料再生利用 （钢铁）

饮料纸箱 10 - 11 光学分拣机 （近红外） 材料的再生利用（纸张）/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再
利用

铝材 2 - 3 涡电流 材料的回收利用（铝材）

玻璃 0 - 3 冲击式分离机/人工 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玻璃）

其他复合材料 2 - 4 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回收再利用（垃圾衍生燃料）

分拣后的残留物 25 - 30 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回收再利用（垃圾衍生燃料）

€>
adelph
i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PET（瓶到瓶）的回收再利用

11 I JX A 中国综合的

I \ I /V\ 废弃物管理
I UJ t NAMA

opener

分类/垃圾
分类 机械清洗

预先识别和
分拣（材料；

颜色）

湿磨法

图表：Ruped systems GmbH
PET瓶的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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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细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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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干燥
2. 分离

最终拣选

分类

PET细化技术

i 质量保证

RFA-06

质量保证
（实验室）

拆包机A

磁力分离机B    鼓式过滤机
C 分选 D  剪切磨E 湿法分
离/洗涤F 干燥G

片状分拣 H 质控 I 大袋充
填 J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5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PET材料的回收再利用途径 Background data: PET recycling pathways

德国数据，2015

与美国市场的比较（回收高密度聚乙烯瓶）
38%用于瓶子的生产，28%用于管道，10%用于户外家具的生产，7%用于汽车零部件，7%用于地板制造， 5%用于生产箔

回收

32.1%用
于制造新
瓶
（瓶到瓶）
29.4%用
于生产植
物纤维
27.3%用
于工业薄
膜和箔
11.2%其
他应用

回收过程中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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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聚丙烯（PP）的回收再利用

出现在： 商店/市场/家庭（刚性包装，例如箱子、容器、玩具、家具）

建筑工地（管道/建筑垃圾）

工业废弃物（保险杠、包层/报废汽车指令ELV）

回收再利用：在热降解对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之前，聚丙烯可以在 “闭环”中再生利用四次，聚丙烯回收

物通常与 “原生”塑料以1：3的比例混合。

步骤： - 从混合（包装）材料流中分拣出来

- 通过 “沉浮”式分离方法，从其他塑料聚合物（如PET）中分离出来

- 依据颜色分拣

- 切碎成 “片状”或利用挤出机复合，以生产密度更大的塑料颗粒；

材料可通过几乎所有热塑性加工方法进行（再）加工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7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聚氯乙烯（PVC）的回收再利用

出现在： 施工现场（窗框、管道、地板、屋顶膜、电缆/建筑垃圾）
工业/医疗废物（医疗器械、血液储存袋、汽车内饰）
家庭（包装、智能卡）

回收： 聚氯乙烯因其结构和组成，可以轻松地进行机械回收。

分拣对于实现最佳的回收再利用效果至关重要

步骤： - 源头分类分拣（建筑工地）

-按照尺寸12、10、8和6毫米一步步粉碎和研磨，包括自动化的

分拣（去除）干扰物质（金属、木材、橡胶、矿物、箔）

-干净的聚氯乙烯再次经过研磨，在挤出机中进一步加工，以形成新的轮廓，

核心部分是由回收的（灰色花岗岩），而外部是由原生的PVC制成。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8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木料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出现在：施工现场（梁、木制屋顶桁架、地板、楼梯、电缆卷盘/建筑垃圾）
商店/市场[家庭] （包装，例如托盘、水果箱）
家庭/办公室（家具/大件垃圾）

生成时的状态：未处理的，天然（包装）
胶水粘贴/涂料覆盖的，复合（家具/木屑压合板或纤维板）
所有的混合，包括化学防腐（建筑木材）

可分拣性： 自动化（工业）规模大概率不可能

（因为存在各类尺寸和各种污染，其中一部分是看不见的。）

回收： 由于可分拣性较低，导致废弃物作为能源的利用成为主要的应用领域，

存在材料回收再利用（木屑压合板）的可能性，但智能分拣是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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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9

▪ 最好在源头分类分拣（确保了解最初的和此前的用途，性状检查分析）
▪ 需要简单且合乎逻辑的分类标准
▪ 预防方案（即便没有证据证明风险的存在，也要尽可能排除风险）

（德国）方案：
四个分类类别，适用德国《废木料条例》（AltholzV）中规定的“法律推定”原则

类别AI：未经处理的或仅经机械加工的木材废料，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受到非木材物质的轻微污染。（德国：
25-35%）

类别AII：涂层和木材防腐剂中不含卤素有机化合物的涂胶、涂漆、上清漆或经过其他处理的木材废料（德国：
45-50%）

类别AIII：涂层中含有卤素有机化合物但不含木材防腐剂的木材废料（德国：1-10%）

类别AIV: 用木材防腐剂处理过的木材废料和其他因其污染物负荷而不能归入AI、AII或AIII类的木材（德国: 

10-15%）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木料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0

▪ 德国只允许AI和AII类的木材废料用于木屑压合板的生产。
▪ 再生木材在木屑压合板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德国：25-30% ，英国：50%，意大利：90%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木料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练一练？下图所示的哪些废木料可回收用于生产木屑压合板？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1

有助于源头分拣分类的特征：

▪ 应用领域： 任何可能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木材都
有可能经过了化学防腐处理 AIV类

▪ 纯度： 来源不明的任何木材混合物可能含有受污染的
组分 AIV类；或有塑料涂层的部件（家具） AIII类

▪ 视觉信号： 例如非自然着色、晶体/光泽表面、荷叶效应 AIII/IV类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木料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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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2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木料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建筑行业中采取的选择性拆除/受控拆除是一种策略/技术，旨在实现源头分拣分类

建筑垃圾的源头分类/分离可产生的经济
效益

状态不确定
受污染
有涂层
自然状态

木制建筑垃圾的可能处置方案

拆除模式：传统、选择性、经过优化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3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建筑垃圾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建筑垃圾的源头分类/分离可产生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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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 Personal Reststoffe

人事费用 危险废弃物的
处置

现场物流 可循环再利
用的处置

矿物碎石的处
置

混合建筑垃圾的
处置成本

施工现场# 1 施工现场# 2

施工现场# 3 施工现场# 4

无源头分类 源头分类 无源头分类 源头分类

无源头分类 源头分类 无源头分类 源头分类

-
33%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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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4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建筑垃圾的工业规模分类/分离

减
少

混
凝

混
凝

土
碎

石
中

的
石

膏
成

分
（

=
硫

含
量

）

进料中的石膏含量（质量的百分比）

回
收

骨
料
中
的
石
膏
含
量

（
质

量
的
百
分
比
）

湿法分离的分拣技术（跳汰）
再生产品中的石膏含量=
进料中的石膏含量0.274* 

基于传感器的分拣技术
再生产品中的石膏含量=
进料中的石膏含量0.092*

图表：Müller, 2010

混合碎石的流入 轻质组分的
溢出

重质组分
的流出

湿法分拣（跳汰技术）

照片：Weimann, 2009

▪ 硫化物和氯化物是矿物建筑材料闭环回收的最大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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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5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矿物碎石的回收再利用 Background data: Recycling of mineral rubble

德国数据，2006

筑路

压型

其他应用

建筑混凝土

回
收
数
量
（
单
位
：
百
万
吨
）

年份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背景数据：建筑物中材料成分的演变 Background data: Evolution of material composition in buildings

数据：使用矿物建筑材料的回收材料
混凝土生产中的骨料，DBU; FKZ:AZ 26101-23)

除了地区差异之外（建筑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会对回收和分类产生最大的影响

1850-1950年建筑的材料组成

1980年代住宅建筑的材料组成

矿物质/惰性

木材

金属 其他

钢铁、金属 木材 其他

混凝土

聚合物屋面

石棉
合成矿物纤维

抹灰准条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的循环再利用

▪ 源头分类对于回收成功不可或缺
▪ 需要简单且合乎逻辑的分类标准
▪ 必须有预防方案
▪ 材料的复杂性逐步增加 （聚合物占比上升，ABS、PS、 PP的占比最多）
▪ 选择性/受控的拆除策略是商业化[工业规模]分拣的组成部分
▪ 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中分离塑料尚不常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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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的循环再利用

欧盟第2012/19/EU号指令的附件三规定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WEEE）的六大（分
拣）分类：热交换设备、屏幕和显示器、灯具、大型设备、

小型设备、小型信息通讯设备，回收法规要求源头分类

58

第1组 热交换器（C&F）

第3组 灯具

第4组 大型家用电器（LHA）第2组 显示设备（屏幕）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电池 差异化水平 产出

源头分类 I. 电池及其他
II. 便携式/汽车电池
【III．锂离子电池】

电池组分
废弃物接收站收到各类电池

（限制因素：电化学系统）

工业分拣 i. 电磁分拣
ii. X射线分拣
iii. 基于传感器的分拣（紫外线）

分离成各种电化学系统

59

示例：电池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高效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方法 Efficient sorting and recycling approaches

示例：电池的分拣和回收再利用

技术 分拣结果 再生利用

电磁分拣流程 利用电磁传感器识别磁性圆形电池系统。邻近的磁场
会受到干扰，这取决于传感器传送的是哪个电化学系
统。每秒最多可绝缘六个电池。分拣纯度为98% 。

利用高炉或电弧炉工艺，碱锰、锌
碳、镍氢电池在带有监测系统的工
艺过程中被切碎，金属（铁、镍、含
锌的氧化锰）得到分离，可再生使用
锂一次系统的电池（LiMnO2）借助
真空蒸馏工艺获得回收，可充电的
锂系统（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经过处理
后可回收金属（钴、镍、铜）

X射线分拣工
艺

按大小分拣圆形单池，这些电池会通过X射线传感器。
电池系统可通过X射线图像上的灰度分级来识别。每秒
可识别超过26个电池。分拣纯度高于98%。

紫外线传感器 铝锰和碳化锌电池需要进一步的紫外线分拣步骤。
2005年前，欧洲电池制造商在无汞电池的涂料中加入
了紫外线敏感的颜料。

60

自动化的商业[工业规模]电池分拣
（电池成分决定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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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1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支持/加强分类和回收成功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upport/enhanc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uccess

▪ 分拣和回收是循环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在实践中必须应对诸多挑战
▪ 这些挑战的范围和复杂性正在增加。与此同时，走向循环经济的需求也变得越

来越明显/迫切。

分拣/回收行业面临的紧迫挑战（示例）：
− 更为复杂的材料组合（复合材料产品）
− 越来越多的产品中集成了 “智能”功能（电子）。
− 忽视源头分离/分拣
− 原材料价格低
− 不可分离的（多层、多聚物）合成物（无法明确识别的材料）
− 深色材料（ “黑色塑料” =光学分拣机不可识别）
− 产品设计造成的残余物质（损害“正常”属性，例如密度）
− 粘性标签

单靠技术无法解决问题，
分拣/回收需要多方面的进一步支持！

所有

包装/塑料
回收商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2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支持/加强分类和回收成功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upport/enhanc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uccess

1. 回收设计

对塑料包装设计方案的建议：
− 生产集中于PE、PP和PET

− 包装物重量中有至少90%应来自同一种可回收的塑料，
不要设计多层塑料，不要粘结不同的材料组件，不用铝进行表面蒸煮

− 停止使用旨在增加材料密度而无其他益处的填料

− 聚合物应可被立即识别，不要做成纸张材料的样子

− 不要出于纯粹的营销目的而对包装进行着色

− 在产品设计中尽可能减少小部件和松散部件的数量（容易被人随意丢弃）

一些已经讨论过/测试过/有需求的方案/支持措施:

63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支持/加强分类和回收成功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upport/enhanc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uccess

2. 材料可追溯性（材料标记和数据库）
a) 以便实施基于示踪物的分类分拣，例如

一些已经讨论过/测试过/有需求的方案/支持措施:

分离 励磁 组分分拣

示踪物的集成
针对包装，基于当前的技术状况
可应用常规柔印和胶印印刷
每包平均所需面积
每包平均所需示踪剂

探测
在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设
备中，所有编码的组分和
颜色都在一步中测量

分拣
所有组分都被分拣
到了最后一个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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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4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支持/加强分类和回收成功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upport/enhanc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uccess

2. 材料可追溯性（材料标记和数据库）
b) 促进以材料为导向的拆除规划和源头分类

一些已经讨论过/测试过/有需求的方案/支持措施:

图表：Case study research EU HISER Project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5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支持/加强分类和回收成功的策略 Strategies to support/enhanc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uccess

3. 自愿和政策措施的明智结合
例如 - 材料收集系统应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

-更换问题部件，开发和使用安全无害的替代物

一些已经讨论过/测试过/有需求的方案/支持措施:

示例：各类措施对回收物中有害物质含量的影响

纸张产品的MOSH／
MOAH含量（印刷）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报纸 杂志（木材污染）瓦楞纸板 RCP可折叠箱
（食物包装）RCP折叠箱（非食物包装）

替代１.０２ 分类收集 无MOSH／MOAH 浮选
印刷油墨 所有措施

造纸

折叠箱纸板 高耐破纸板／瓦楞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6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旨在质量控制/废弃物监测的分拣

▪ 用科学方法确定不同来源/工艺产出的废弃物中不同成分的存在以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分拣
分析

▪ 不适用于整个废弃物流，但适用于样本
▪ 经分拣分类的材料/对象，取决于分析的目标
▪ 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各类指南和共同原则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Last but not least

示例：各类城镇结构和整个县城的材料组成及人均废弃物
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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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

扬·赖兴巴赫（Jan Reichenbach），INTECUS GmbH，工学硕士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8

分拣技术 Sorting techniques

2021年7月28日——模块2.4 

技术设备示例（VI）

涡电流分离机
▪ 从材料流中分离非铁磁部件（非铁金属）
▪ 带有永久磁铁的旋转筛或电磁筛会引起电流和磁场效应变化，取决于所使用

的设备类型。迅速增大的不均质磁场会排斥闭合的良好导体。导体内感应的
电流回路（涡电流）将产生以下效果：

▪ 分离器安装在传送带上，传送带运载薄薄一层的混合材料。
传送带的末端有一个涡电流转子。有色金属在传送带带动下向前落入产品箱，
而非金属物质因重力作用而直接从传送带上掉落。

照片：IUT, 2010 in LIFE10 
ENV/DK/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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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9日

中国苏州

F. Schindler博士/教授
柏林工程应用技术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Module 2.6: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模块2.6：垃圾组分分析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垃圾组分分析

Module 2: Technical options and methods for  Integrated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模块2：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技术选择与方法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垃圾组分分析

垃圾分析的目的是提供有关垃圾在物质以及化学和物理性质方面的组分信息。

分析确定：

- 总量及各成分含量

- 按粒度组分

- 物质组别

- 可回收性

- 杂质比例

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以确定各个筛分成分的化学/物理性质，并确定物质的确切组别和
/或其总量。

本演示文稿提供关于如何进行组分分析的实践指导。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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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垃圾组分分析

垃圾组分分析对于生成垃圾管理数据至关重要。本演示文稿将分为四个主要
专题介绍垃圾组分分析：

1. 容器特性
2. 采样
3. 垃圾物质组分（分类/筛分/过滤）
4. 垃圾的物理化学性质

所有这些数据都对垃圾管理规划很有帮助。

上述步骤同样适用于各类垃圾的物质组分分析。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

Needs for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垃圾组分分析的需求

为帮助当地市政当局或公司制定垃圾管理概念，需要进行垃圾组分分析：

• 确定流量（例如可回收垃圾/残留物），并以此为基础

• 用于接收、加工和处理设备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垃圾分析构成任何垃圾管理规划的基础，因此也是日益复杂、相互关联的处理工
艺的功能基础。

在垃圾处理方面，垃圾分析有助于提高所用工艺的效率，也包括个别装置（例如
粉碎机、筛网、传送带）和/或处理步骤（对可回收物质、堆肥等的分类）。

Composition of municipal waste in Europe 欧洲城市垃圾的组分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6

参考欧盟委员会《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指南》，
2020年4月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

/publication/bb444830-94bf-11ea-aac4-

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

PDF/source-129395707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7日

EC-2020等现有分
类文件中的信息！

生物垃圾

纸张和纸箱

塑料

玻璃

金属

纺织品

其他

数据来源：基于世界银行（2018）以及欧盟统计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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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mposition 垃圾组分

垃圾组分分析有助于：

• 提高目前转运、储存、分类（分离）、处理和处置方法的效率

• 选择合适的设备

- 用于垃圾破碎的粉碎机、破碎机、碎纸机

- 筛网（滚筒筛网）

- 用于转运和分离的输送（带）设备

- 转运和储存方式

• 处理方法
- 某些可回收物质的分类

- 可单独降解的物质（用于堆肥/生物甲烷化）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es 垃圾组分分析

垃圾分析的目的是提供有关垃圾在物质以及化学和物理性质方面的组分信息。

区分以下组分分析：

- 粒度

- 物质组别

- 可回收性或

- 杂质含量

除垃圾类型外，还应对单个筛选成分的化学/物理特性进行分析。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城市垃圾调查为垃圾管理提供统计和评估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

Analysis of solid municipal waste 城市生活垃圾分析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

对城市生活垃圾的质量和组分进行分析有以下目的：

• 收集基线数据，以规划/预测城市垃圾产生的发展情况。

• 了解城市生活垃圾的实际质量、组分和来源。

• 获得预防、回收、处理和处置垃圾的数据。

• 确定因采取垃圾收集措施或经济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导致的城市垃圾质量
和组分的变化。

通过自己的研究来
了解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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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mposition and Data Analysis 垃圾组分与数据分析

1.垃圾容器特性

• 容器尺寸（容积）

• 收集系统和频率

• 数据收集和评估

• 垃圾收运车容量

2.代表性垃圾采样

• 采样

• 样本选择/制备

• 采样影响

• 随机采样

3.废料组分

• 物质组分

• 垃圾分类

• 垃圾配送

进行组分分析

• 筛分

• 人工分类

• 光学分类

4.垃圾的物理化学性质

• 化学和物理实验室分析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Waste collection container characteristics 垃圾容器特性

在垃圾处置系统的研究中，容器数据至关重要。
垃圾容器的重要特性包括：

- 容器可收集重量（空箱 = 毛重 - 净重）
- 装满等级（百分比%）。
- 容器中垃圾的重量
- 收集系统的上门率（上门收集）
- 垃圾收集的使用频率（例如可回收垃圾的中央容器）

市政当局或公司管理层应进行垃圾分析：

• 确定垃圾数量（例如可回收垃圾/残留物），并以此为基础。
• 帮助选择合适的处理工厂（垃圾处理设施），分析其中的垃圾部件及其尺寸。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参考：Sölling（2009），
《BSR、垃圾减少/避免、

处理和处置、演示、工业
工程（IE）》

Container System 容器系统

• 在德国，使用容器进行垃圾运输的系统主要负责收集生活垃
圾、商业垃圾和类似生活垃圾的商业垃圾以及可回收成分
（包装、生物垃圾等）。

• 垃圾产生者处的收集容器直接将垃圾倒入垃圾收运车中，然
后可以立即重新使用。

• 收集定期进行，例如每周一次。

• 用于垃圾转运的容器容量通常为60-1100升（详情见下图）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2

参考：Sölling（2009），《BSR、
垃圾减少/避免、处理和处置、演示、
工业工程（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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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llection container characteristics 垃圾收集容器的特性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3

120升 240升 660升
1100升

参考：Sölling（2009），
《BSR、垃圾减少/避免、

处理和处置、演示、工业
工程（IE）》

120升 240升 660升
1100升

Emptying of the containers 容器清空

垃圾容器开口必须与垃圾收运车接收垃圾的液压装置相匹配，方便将容
器的垃圾倒入垃圾收运车中。

240升以下的容器有一个盖子，会在钩住垃圾车的倾倒系统前打开，而
1100升（1.1立方米）的大型容器的盖子仅在倾倒垃圾时才会打开。

倾倒垃圾的过程通常十分耗费人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垃圾容器是
从业主的住宅运到路边的。除垃圾收运车司机外，通常还配备一到两名
装卸工。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4

参考：Sölling（2009），
《BSR、垃圾减少/避免、

处理和处置、演示、工业
工程（IE）》

1.1立方米容器=

十分耗费人力

参考：Schindler F.博士/教授、Söling、Frieder、Joachim Weiland博士/教授，（2010/12）垃圾管理/再生利用技术、
工业工程（ IE ）、远程教育研究所（DLI），柏林

Waste container characteristics 容器特性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5

必须根据垃圾清除周期、容器的承载力
（重量）和应用的收集系统（车辆）以及
与行程计划（路线）有关的识别数据，计
算每位公民需要的容器容量。

参考：Freudenfett Fridolin（2014/03），Faun 

Variopress垃圾运送车辆柏林城市垃圾收集，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BSR_Variopress-

001.JPG#filelinks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22日

141



Waste Collection Vehicles - back and front side 垃圾收运车辆 - 背面和正面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6

参考：Schindler, F.，2021，自拍照片，柏林垃圾
收集，2021年6月24日拍摄

Swap container systems 容器交换系统

• 容器交换系统用于处理大容量垃圾、垃圾密度
较高（例如建筑碎石）或不定期产生垃圾的情
况。

• 这些可互换的容器通常放置在收集点（回收
点）。该收集系统会将满载垃圾的容器（如容
器、料斗）拉走。 将空的容器放在收集点（使

用半自动放置系统将空容器放下，将有垃圾的
容器挂到车上拉走）。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7

参考：Schindler F.博士/教授、Söling、Frieder、Joachim Weiland博士/教授，
（2010/12）垃圾管理/再生利用技术、
工业工程（ IE ）、远程教育研究所（DLI），柏林

只需一名工人便可操作容器交换车。根据设
计，所使用的容器容积从1到40立方米不等。
如果需要，例如对于纸张/纸板等垃圾，也
可以使用自带垃圾压实机的垃圾容器。

参考《2021年柏林城市垃圾收集（BSR）》，
https://www.bsr.de/containertransport-21134.php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22日

Container systems 容器系统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8

参考：Schindler F.博士/教授、Söling、Frieder、Joachim Weiland博士/教授，（2010/12）垃圾管理/再生利用技术、
工业工程（ IE ）、远程教育研究所（DLI），柏林

灵活的容器系统适用于公路
/铁路联合转运。
基本设备包括可用于公路和
铁路转运的自卸车和容器。

例如，可以通过旋转升降机
或起重机将容器从车辆提升
到火车上。

通过旋转升降机，由
一个人（即车辆司机）
在几分钟内便可完成
中转。

中转站

卡车中转

火车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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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ntainer characteristics (important for Waste Composition sampling)

容器特性 （对于垃圾成分采样很重要）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9

待收集/审查的数据：

a. 每名居民提供的垃圾量
b. 收集频率
c. 垃圾箱尺寸
d. 收集系统
e. 收集系统的利用
f. 采集器路线规划特征数据

背景挑战：

a. 垃圾收运车容量
b. 收集间隔太长
c. 容器尺寸太小
d. 分类效率低（可回收垃圾）
e. 垃圾重量（允许重量）
f. 每次行程要装载的容器数量（装载水平、比重）

必须根据垃圾清除周期、容器的承载力（重量）和应用的收集系统（车辆）以及与行程计划（路线）有
关的识别数据，计算每位公民需要的容器容量。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必须了解容器特性，才能分析垃圾组分。

Sampling -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 Spot Check 采样 - 代表性采样/抽检

• 从定义的范围内随机选择样本非常重要。

• 只有符合统计要求的样本才能保证数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 采样范围和区域或取样地点的准确确定分别取决于对分类的具体要求（例如单独登
记的垃圾来源的纯度、混合垃圾的组分、某些可回收垃圾的脱脂程度、各种容器尺
寸等）。

• 家庭垃圾和工业产生的类似垃圾包括未分类垃圾以及来源分离的生物垃圾和可回
收垃圾，具体取决于收集系统。

• 一般来说，它们通过现场的容器收集，或者通过只允许插入特定物品并且容量有限
的携带方案系统收集。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0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EU -Standards for sampling of waste 欧盟 - 垃圾采样标准

欧洲垃圾采样标准：

• CEN/TR 15310-1-5《垃圾特性描述 - 废料采样》
• EN 14899《垃圾特性描述 - 剌激物质采样 - 采样计划的编制和应用》
• EN 14735《垃圾特性描述 - 用于生态毒性试验的垃圾样本制备》

它们规定了采样计划的编制和应用程序，包括实验室样本的采集方法，以满足测试计划的目标：
这些原则或基本规则能帮助项目经理：

✓ 制定在常规或例行情况下使用（制定明确的采样方案）的标准化采样计划

✓ 设计和制定采样计划，根据具体个案使用；

✓ 遵守欧洲和国家法律的具体采样要求；

本欧洲标准为确定垃圾的特性而制定。
• 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采样计划，以满足测试方案的所有要求。最终，采样计划为采样者提供如何进行

采样的详细说明。

7/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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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the area / location of sampling 采样区域/位置的结构

城市垃圾的采样需要了解该地区的结构，这些统计数据包括：

• 房屋密度/房屋类型（单层、多层）

• 房屋使用（居住、商业）

• 居民数量（用户或员工）

• 绿化面积比例（公园、花园）

• 每栋房屋的公寓/房间/店铺数量

• 工业/商业活动使用占比

大多数信息通常可以从负责统计的国家主管部门运行的数据
库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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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重要的是要知道：

• 容器尺寸（小/中/大）
• 垃圾源头分类（分离）
• 居民/公司对回收中心的使用情况
• 垃圾收集频率
• 收集系统（上门收集、收集点/地）

此类信息可从负责垃圾管理当局或承包商处获取

最后还要考虑季节性变化，原因是收集的垃圾结构、数量和组分可能不同。例如，建议进行季度分类分析（一年4次）。

• 如果要编制地区结构的相关数据，则土地分配计划和建筑发展计划也要考虑在内，例
如选择所有带花园的房屋。如果没有此类数据，便必须在检查垃圾收集区后对样本进
行分类。

• 在选择进行全年调查的时间时，应考虑垃圾数量的季节性偏差。调查最好在垃圾产生
最多的时候进行（例如，生物垃圾在秋季和冬季产生数量最多）。

• 根据这一垃圾数量统计方式，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某种垃圾在一年中特定时段的容器
容量。

7/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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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 spot check 代表性采样/抽检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 spot check 代表性采样/抽检

• 垃圾收集工作定期通过上门收集在不同收集点之间进行。在每种情况下，从收集区收
集的垃圾数量将代表随机抽样的基本整体（对于上门收集，抽取每次收集重量的0.5%-

1.0%；对于可回收垃圾，抽取不超过收集中心容器重量的10%-15%，取决于两个中心
之间的距离）。

• 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类分析，对收集的垃圾数量和组分的季节性差异进行记录。

• 如果已知每个季节的最小和最大数量，可将分析次数减少为两次。在此情况下，应在
最大周期内采集样本。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4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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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of waste 垃圾采样

• 上门收集垃圾：建议从整个调查区域收集5%至10%的容器数据样本，以便进行有效的
数据统计。

• 这意味着，可以选择一趟垃圾收集线路，对不同垃圾种类的120/240升移动垃圾箱
（MGB） 进行采样（例如，在柏林采样8次120升=960升~1立方米或1000升）。

• 如果现有的容器总数为1200个，则至少应对每六十个120和240升容器中的内容物进行
调查。

• 通常，可以从区域公司/地方当局提供的清单或垃圾收集公司的容器清单中选择要统计
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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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Sampling of solid waste 生活垃圾采样

粗略估计法：

• 基本分析：可以对每个容器类型/尺寸和分层至少选30个容器作为样本。 或至
少200个收集站的信息。

例外情况：需要科学的准确性。

• 对于精度要求高的任务，为执行详细的路线规划或创建基于容器尺寸计算
（灵活的）清空费用的数据基础，必须单独确定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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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
语版本）

Composition of waste  / Waste Analysis 垃圾组分/垃圾分析

垃圾的组分很复杂，垃圾分析和采样的方法也同样丰富。

因此，垃圾分析的结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比较。

它介绍了垃圾分析的程序。

• 介绍实验准备、样本采集和评估。

• 通过使用差异化水平，可将详细的分析与复杂度较低的调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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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因此，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于2014/2015年在萨克森州制定了标准化垃圾分析的参考指南。
它被称为《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是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的代表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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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and composition of municipal waste 城市垃圾的质量和组分

萨克森州的指导方针旨在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的研究工作。

关于城市垃圾的质量和/或组分的数据应该是全面的、可更新的及可比较的。

原则上，城市垃圾分析是编制城市垃圾管理概念及规划回收和处置设施的基础。

因此，我们呼吁公共垃圾管理当局审查未来的调查，以确定是否满足本指南规定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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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
语版本）

Differentiate the Waste (3 Levels) as well as Material Groups 

区分垃圾（3个等级）以及物质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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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差异化（见下文参考）

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
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一级

• 物质组别（根据物质从属关系分类）
= 例如有机物

二级

• 指定的垃圾类别（物质分类的法律框
架）= 例如花园垃圾

三级
• 进一步区分（细分）= 例如割草

Differentiate the Waste (3 Levels) as well as Material Groups 

区分垃圾（3个等级）以及物质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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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示例（纸）：

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一级

纸张、纸板、纸箱

二级

纸张、纸板、纸箱包装

纸张、纸板、纸箱印刷材料

行政用纸

三级

纸张、纸板、纸箱、
纸杯、纸盘等

其他纸张、纸板、纸箱包装

报纸

书籍

行政用纸

其他印刷材料、行政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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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groups 物质组别

为确定组分，需要将垃圾类型分解为组分（物质组）。这种分类方式必须通
过筛分（视觉分类）或分类（实际人工分类）进行。

物质组别目录可分为三个分类等级：

1. 第一级分类严格根据物质从属关系分类，是一种总结性的列举。

2. 第二级分类根据已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法律和条例的要求，扩大物质分类。

3. 第三级分类给出进一步细分的例子。第三级分类可以扩展。

为了方便比较数据，可以在第一级分类的组别下设置下级分类。这样可以区
分一些特殊种类，例如在生物垃圾类别下设不同回收方式的下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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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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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1.一级分类 2.二级分类
黑色金属 铁（黑色金属）包装

其他铁（黑色）金属（无包装）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包装

其他有色（黑色）金属（无包装）
纸张、纸板、纸箱 纸张、纸板、纸箱包装

纸张、纸板、纸箱印刷品、行政用纸
其他纸张、纸板、纸箱（无包装）

玻璃 玻璃包装（瓶子、食品包装）
其他玻璃（无包装）

塑料 塑料包装
其他塑料（无包装）

有机物
木材 木材包装

其他木材（无包装）
纺织品

矿物

复合物质/包装

堆肥包装
电动和电子设备
其他复合物质（无包装）

有害物质

卫生纸

其他
小于10毫米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aste 确定垃圾组分

根据垃圾的类型和任务，垃圾的组分应通过以下方式确定：

• 分类
和/或

• 目视检查（筛选）

从待分析的生活垃圾的总比例中，以随机采样的方式分析有代表性的子数量。

7/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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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通过手工分类来分析组分
垃圾成分的测定方法

当对垃圾组分较小的垃圾进行分类时，
筛分应在10+40毫米（筛段）进行。

目视检查：
直观地分析组分

与目视检查相比，分类是更精确的分析方法。

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147



Sieving / Screening 筛分/筛选

• 可以使用机械筛选装置和平板显示器进行筛选。筛分/筛选用于将不同粒度的待分析垃
圾组分分配到定义的粒度类别。

• 一般而言，可以根据期望的结果调整筛分/筛选过程。

• 采样前必须确定筛段大小、穿孔类型、筛选速度及筛选负荷。

• 垃圾管理中使用的典型筛段有10毫米、20毫米、40毫米、60毫米、80毫米、120毫米
或200毫米。

• 筛选的质量应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完成。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4

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
语版本）

Visual Inspection / Sifting 目视检查/筛分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可以使用目视分类/筛分作为分类的替代方法：

• 人口的研究单位高度同质

• 垃圾的混合程度相对较低，由少数几类物质组成

• 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进行分类

• 确定大件垃圾的组分

筛分大件垃圾适用于粗略估计组分，以检查处理过程或步骤的适宜性，或评估再生利用选
择。

目视检查/筛分适用于具备上述前提条件的园林垃圾、市场垃圾和商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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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Composition Analysis 组分分析的最低要求

《2014年萨克森州垃圾分类指南》

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

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

• 不同时期至少开展两（2）次不同的活动（夏季/冬季=不同的生长期）

• 至少三（3）个不同的地点（城市、郊区、农村）

• 至少六（6）次现场采样（每个地点约1立方米）

• 每项垃圾组分分析至少需要四（48）次现场采样

7/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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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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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
德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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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Example 垃圾组分分析示例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
缓行动”项目培训

37

参考Sprösser，Kirstin，2016，LUBWhttps://www.lubw.baden-wuerttemberg.de/documents/10184/374683/06-spr%C3%B6sser-2016_01_15_abfallsortieranalysen-internet.pdf/17dd4e42-

1735-49d6-b6d4-260fb02bd200?version=1.0&download=true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8日

收集

筛分
（40毫米）

粗分
（＞40毫米）

细分
（＞40毫米）

分类 筛分
（10毫米）

中等成分
10-40毫

米

分成不同物质组别

精细成分＜
10毫米

干重和烧失
分析

如：有机成分
（厨余垃圾、花园垃圾）

Waste Composition analysis 垃圾组分分析

垃圾组分分析的
步骤。
有两个步骤或方法：

• 筛分
• 人工分类

图：垃圾抽样 - 不同类型家庭垃圾的筛
分和分类分析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
组分和废气管线特征分析》，https://orbit-
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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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分析流程图

Chemical & physical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 screen fractions

不同筛分的物理化学性质

• -比重

• -含水量

• -孔隙体积

• -水容量

• -可压缩性

• -溶解性

• -可浸出性

• -pH值

• -热值

• -烧失量

• -盐度

• -污染物含量

• -植物养分含量

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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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physical Composition 化学物理组分

我们主要分析垃圾的化学和物理组分，以将其分类为：

• 高/低潜在有害物质

• 可以采用哪种处理方法

• 养分含量、热值

垃圾通常非常多样化，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数据，从新鲜样本到分析的代表性样本以及仔
细的采样至关重要。

从根本上说，分析的多样性当然取决于测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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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Chemical-physical Composition 化学物理组分

因此，以下实验室分析的工作实例仅代表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情况。

因此，分析分为两组：

首先获取以下方面的基本数据：

• 经过筛选和分类分析后的成分适宜性

• 各种垃圾管理或储存方法的适用性

必须进行的分析；在测试范围内可选的分析，以获得更全面的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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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Water content 含水量

• 含水量的相关数据必不可少：

• 首先确定特殊处理方法（例如发酵/堆肥）

• 其次计算净热量（焚烧炉性能）

• 获得必要的数据（脱水前后称重、计算）非常容易，因为在大多数情
况下，垃圾样本必须先进行干燥，然后才能在实验室进行下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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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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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andescent heat loss 白炽热损失

• 白炽热损失可作为测定样本中有机物含量的一种方法。

• 分析（在马弗炉中焚烧样本）很简单，如果样本已经经过研磨，便可快速进行。

• 要大致了解含量，可以使用碎纸机中的样本。但是，必须获得更多数量的样本，这一过程必须至少
重复五次。

• 白炽热损失分析提供样本是否适合进行生物处理等相关信息（结合其他参数，如有害物质和植物营
养成分的含量等），以及是否适合按照城市垃圾技术法规的指示进行储存。

• 这些数据可用于粗略计算样本的总热值和碳含量（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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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Gross Calorific Value Analysis 总热值分析

• 总热值分析（Ho）通过热量计进行测量，并使用干燥的细磨样本进行计算。

• 由于分析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设备，只有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才有效。分析结果是精确
计算净热值（Hu）的基础，而净热值对于确定热处理装置尺寸是必不可少的。

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都应在实施前进行评估。在取样前，应与实验室一起安排程序。请确保
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分析（符合国家法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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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idlingmaier W., J. Müsken（2017/08），《垃圾组分分析和废气管线特性》，
https://orbit-online.net/index.php/literature/analytical-methods，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Information & experience in waste analysis in a laboratory 

实验室垃圾分析的信息与经验

• 该参考文献详细介绍了实验室环境中垃圾分析的信息和经验。

• 对于经过认可的垃圾实验室，它提出了特殊要求以及若干基于参数的
质量保证措施。

• 文献还介绍了通常用于样本制备/处理的特种设备（例如均质化设备、
粉碎机、水分离设备、样本分离器等）

• 通常用于样本制备/处理和样本分析的设备（例如紫外可见光谱、气相
色谱/质谱法、原子吸收光谱仪、微生物实验室设备等）

参考Quantz，D.德国认证认可委员会，（2015/05）德国联邦环境署（UmWeltbundesamt，UBA），
垃圾分类、采样和分析，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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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physical Composition 化学物理组分

• 可以通过化学物理实验室测试对垃圾进行进一步表征。

• 具体的分析要求请参见LAGA PN 98。特别规定载于《废弃木材条例》
附件4、《垃圾填埋场条例》附件4或《垃圾焚烧条例》附件4以及德
国标准化组织（DIN）的各项条例：

• DIN EN 14778:2011-09

• DIN EN 14899

• DIN EN 15442:2011-05

• DIN EN 16179:2012-11

• 分析要求涉及样本采集、样本体积、样本组分、样本储存与转运以及
样本制备/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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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必须由合格且胜任的人员进行：
• 根据LAGA PN 98进行采用的专业知识
• 符合DIN EN ISO/ICE 17025标准且经过认可的实验室

在分析的准备阶段，必须对以下几点做好规定：
• 待分析的参数数量
• 采样程序
• 采样技术
• 样本的包装和发送，以及
• 作为储备样本所需数量

实验室样本的数量通常取决于基本数量的体积，与采样方法无关（例如，从垃圾堆或从流动的废物中采
样）。
LAGA PN 98规定，例如两个实验室样本的体积最大为30立方米。
待测参数的精度要求决定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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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physical Composition 化学物理组分

参考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2015/02），《2014年萨克森州分类指南》，萨克森州垃圾统一分析指南（仅提供德语版本）

Example of Laboratory data collection / Composition Analysis

实验室数据收集/组分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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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木材

塑料

有机物

参考TBR，雷姆沙伊德市，
垃圾管理概念，2016年，
http://www.tbr-

info.de/files/daten/entsorg

ung/download/AWK_RS_

2016.pdf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

月8日（目前仅提供德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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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S - The wast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federal state authorities

ASYS - 联邦州当局的垃圾监测系统

• 德国所有联邦州都在使用ASYS联合垃圾
监测系统，目前约有340个主管部门使用
该系统。

• 将下属机构纳入ASYS网络是每个国家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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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SYS，主管部门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处理来自eANV的所有必要数据，从而监测垃圾（包括有害垃圾）
是否得到正确处置。
ASYS支持主管部门处理验证程序，并记录和检查以下各项数据：
- 垃圾处置证书
- 托运单和中转单
- 转运许可证
- 垃圾管理公司证书
- 垃圾生产者、运送者和处理者的主数据

参考萨克森州，网页
https://www.wertstoffe.sachsen.de/asys-das-

abfalluberwachungssystem-der-

landerbehorden-26441.html最新审核日期：
2021年7月7日

Verification procedure 验证程序

• 此外，ASYS使主管部门和相关公司之间能够通过自动和电子方式交换数据。这种数据
交换通过中央协调装置“ZKS-WEAT”在电子垃圾核查程序eANV中进行。

• 对物质流向的监测通过垃圾立法规定的核查程序进行。在此过程中，处置数据在官方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ASYS的帮助下进行处理和评估。为此，必须为垃圾生产者、垃圾处
置者、垃圾转运者和中间商分配官方编号，并链接到ASYS的运营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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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记录程序方面，与联邦各州合作设立中央协调
办公室ZKS-Waste。其中，电子垃圾数据在托运者和
预期接收者之间进行传递。

参考萨克森州，网页
https://www.wertstoffe.sachsen.de/asys-das-

abfalluberwachungssystem-der-

landerbehorden-26441.html最新审核日期：
2021年7月7日

EC- Guidance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of municipal waste

欧盟委员会- 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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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ractices Worldwide 全球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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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UBA清洁生产德国，最
佳实践，2021年
https://gis.uba.de/maps/reso

urces/apps/online-kartierung-

weltweiter-bestpractice-

projekte/index.html?lang=en

&vm=2D&s=73957190.9489

44&r=0&c=3202979.0114196

595%2C4497747.709232537

2021年7月29日

中国苏州

F. Schindler博士/教授
柏林工程应用技术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Module 2.6: 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in Berlin (BSR, Berlin), 
Waste composition, Waste to Energy, Recycling 

模块2.6：柏林的城市垃圾管理（BSR，柏林）、垃圾组分、转废为能、再
生利用

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IN BERLIN (BSR, 

BERLIN), WASTE COMPOSITION, WASTE TO 

ENERGY, RECYCLING

柏林的城市垃圾管理（BSR，柏林）、垃圾组分、转废
为能、再生利用

Module 2: Technical options and methods for Integrated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模块2：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技术选择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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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in Berlin 柏林城市垃圾管理

参考
https://www.berlin.de/senuvk/um
welt/abfallwirtschaft/downloads/si
edlungsabfall/Abfall_Broschuere
_engl.pdf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
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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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in Berlin City 

柏林城市生活垃圾（MSW）

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360万人口。

Berliner Stadtreinigungsbetriebe（BSR）是德国最大的
垃圾管理公司之一。

柏林报告称，城市生活垃圾（MSW）的人均产生量为0.46

吨（每人每天1.26千克）。城市生活垃圾包括家庭、行政
大楼、商业建筑、学校、道路清扫等产生的垃圾。

在柏林，几乎80%的城市生活垃圾来自家庭垃圾。可再生
利用的垃圾由家庭和其他商业机构在源头分类，然后送往
再生利用设施。

BSR在鲁勒本的生活垃圾处理厂管理着该市62%的垃圾。
鲁勒本有一家代表性的转废为能（WTE）工厂，由BSR所
有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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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Waste Management in Berlin 柏林公共垃圾管理

柏林市对在其土地上产生的一般垃圾的处理作了如下规定：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负责处理柏林土地上产生的城市
垃圾。

- 自2009年以来，柏林土地公共垃圾管理机构已将因处理产生
的建筑垃圾排除在处理范围之外。

- 对于六座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污泥，由
柏林自来水厂（BWB）负责处理。

柏林州的最高垃圾管理机构，即参议院环境、转运和气候保护
部，既负责部级工作，也部分负责执行垃圾管理条例。

参议院环境、转运和气候保护部还为柏林制定垃圾管理计划、
垃圾管理概念和垃圾平衡，并定期更新。

参考：Schindler, 

F.，2014，自拍
照片，柏林垃圾
箱中心，2024年
6月24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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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Generation Pattern -City of Berlin 垃圾产生模式 - 柏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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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柏林的垃圾产生情况，具体说明回收率在 15 年（1996 年 -2011 年）中的增长情况：

参考 Dongqing Zhang、Tan Soon Keat、

Richard M. Gersberg，《柏林和新加坡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之比较》、《垃圾管

理》第 30 卷，第 5 期，2010 年 5 月，

第 921-933 页，ISSN 0956-053X

图表显示，柏林的整体发
电率在数量上稳步下降。

可回收垃圾

国内大件垃圾

道路清扫垃圾

商业垃圾

家庭和商业垃圾

每
年
垃
圾
产
量

Waste Balance – 2009 till 2019  2009年至2019年垃圾平衡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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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重量（兆克
或吨/年）
= Mg/a 

比重 千克*人/

年
= kg * P / a 

参考. 2019，柏林市官方网站https://www.berlin.de/senuvk/umwelt/abfall/bilanzen/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Berlin’s Household waste (Weight fraction)

柏林的家庭垃圾（重量成分）

左图显示垃圾的百分比组成

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每人
每天1.26千克（人均0.4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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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Dongqing Zhang、Tan Soon 

Keat、Richard M. Gersberg，《柏林

和新加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之比较》、

《垃圾管理》第 30 卷，第 5 期，

2010 年 5 月，第 921-933 页，ISSN 

0956-05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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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s Waste Balance  2019 2019年柏林的垃圾平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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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019，柏林市官方网站https://www.berlin.de/senuvk/umwelt/abfall/bilanzen/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纸张

玻璃

塑料

有机物

重量 再生利用

Waste Segregation and Colour Coding 垃圾分类和颜色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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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城市生活垃圾
被收集在彩色编码的
垃圾箱中。

BSR收集器/车辆将房

屋中的垃圾（源头分
离）送到垃圾处理厂

 

PLASTICS & 

METALS 

GLASS PAPER ORGANIC 

WASTE 

OTHERS 

Plastic: Cup, such as 

yogurt, 

Plastic bottles, for 

example, 

dishwashing, laundry 

detergent,  juice bottles, 

toys, wrapping 

foil, plastic bags 

Foams 

Metals: Beverage  

Cans, tools, 

Cutlery, screws 

Aluminum foil lids, trays 

Composite 

Beverage cartons 

 

 

Bottles, 

Beverage 

Bottles, 

Glasses 

such as 

jars etc. 

Newspapers, 

Magazines, 

Packaging paper, 

Brochures, 

Cartons, 

Catalogs, Writing 

paper, Books, 

Notebooks etc. 

Shells of fruits, 

vegetables, Tea 

bags, Egg shells, 

Food waste, Old 

food, flowers  

garden waste, 

shrubs, Leaves, 

Paper towels  etc. 

Hygiene 

products, 

Sanitary papers, 

Dishes, Vacuum 

cleaner bags, 

Paper soiled, 

Animal litter, 

Diapers, Colors, 

sweepings, ash 

tray content, 

Mirrors broken 

etc. 

Colour Coding in Practice 彩色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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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021，照片取自柏林市官方网站
https://www.berlin.de/senuvk/umwelt/abfallwirtschaft/de/siedlungsabfall/index.shtml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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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s Waste Balance  2019  2019年柏林的垃圾平衡示意图

参考2019年，照片取自柏林市官方网站https://www.berlin.de/senuvk/umwelt/abfall/bilanzen/download/Abfallbilanz_2019.pdf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生活垃圾：
= 789,260 Mg/a（Mg = 吨）

2019年度合计

约17%来自KMU

= 135,700 Mg/a 

欧洲
25年的

再生利用/堆肥/ 

焚烧/

最终处置
趋势图

Recycling rate of municipal waste 城市垃圾再生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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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欧盟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城市垃圾再生利用率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bookmark/7a83fb2f-9dfb-4d0c-97d8-a7e2ffb982e2?lang=en最新审核日期：

%

欧盟委员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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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and Reuse Quota of Domestic and KMU (incl. Dual System)

国内和KMU的再生利用和再使用配额（包括双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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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2019年，照片取自柏林市官方网站https://www.berlin.de/senuvk/umwelt/abfall/bilanzen/download/Abfallbilanz_2019.pdf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损失（水）

可回收垃圾

最终处置

能源纸张

玻璃

塑料

有机物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 柏林每年产生约89.3万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其中每
年约有52万吨垃圾由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

• 该厂是柏林唯一的垃圾焚烧厂。该厂由BSR所有，
BSR是一个由柏林人民管理的政府组织。该厂全年
无休，全天候运行。

• 柏林市的大部分垃圾都由它处理。因此，该厂对于
柏林的垃圾处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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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参考照片取自BSR，网址：https://smart-city-

berlin.de/en/projects-list/project-

detail?tx_news_pi1%5Bnews%5D=674&cHas

h=24d268db33dd23893647cd95a9e44800最
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 鲁勒本的转废为能工厂旨在处理
大部分（约60%）柏林城市生活
垃圾。该厂负责收集和处理垃圾。
对于垃圾收集服务，一个四口之
家的居民需要为100升容量的垃圾
收集箱平均每3个月支付50欧元。

• 该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了改
造，并进行扩建以提高产能，于
2012年6月18日重新开放。改造
花费了大约1.5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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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照片取自BSR，网址：https://smart-city-

berlin.de/en/projects-list/project-

detail?tx_news_pi1%5Bnews%5D=674&cHash=24d268db33d

d23893647cd95a9e44800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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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 公司约有400辆卡车在这家工厂运营。在这400

辆卡车中，有140辆卡车使用压缩天然气
（CNG）。

• 由于BSR公司还有另一家向电网输送等量沼气
的沼气厂，因此这140辆卡车被认为是气候中
和的。

• BSR对这些废料进行分析，并推算出它们的垃
圾成分。

• 这种废料的热值为每公斤8300千焦，可用于垃
圾焚烧发电厂的热电联产。

7/23/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0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参考：Freudenfett Fridolin（2014/03），Faun Variopress垃圾运

送车辆柏林城市垃圾收集，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BSR_Variopress-

001.JPG#filelinks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22日

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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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SR，宣传手册，网址：https://www.bsr.de/assets/downloads/Broschuere_MHKW.pdf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6月18日

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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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
自拍视频，柏林鲁勒本垃圾焚
烧发电厂，与Prabhu 

Sriniwasa于2021 年6月24日一
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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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 Prof. Schindler @BSR 视频 - Schindler教授@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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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纳
6个人
的起重机

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照片，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与Prabhu 

Sriniwasa于2021 年6月24日一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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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
照片，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Prabhu Sriniwasa于2021 年6月24

日一起拍摄

Video – Prof. Schindler @BSR 视频 - Schindler教授@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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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视频，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拍摄于2021 年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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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
视频，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
拍摄于2021 年6月24日

焚烧 蒸汽发生 洗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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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
照片，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Prabhu Sriniwasa于2021 年6月24

日一起拍摄

该厂能够从每吨城市生活垃圾进料中产生2.16吨高压蒸汽。每年，该厂为柏林市提供106吉瓦
时的电力和602吉瓦时的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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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流程的概念布局：
我们将进行现场参
观：

参考：Schindler, F.，2021年，
自拍视频，柏林鲁勒本垃圾焚
烧发电厂，拍摄于2021 年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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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 从车辆接收的城市生活垃圾被倾倒到
垃圾储坑，再通过机器进行分批处理，
按计划好的时间间隔连续将垃圾倒入
焚烧炉。通过助燃空气风口供应用于
焚烧的空气，以确保垃圾在空气动力
学条件下完全混合，并确保产品燃烧
彻底，并控制排出烟囱的气体：SPM、
NOX和SOX的含量在可接受的水平。
排放出口管路配备了先进的多级气体
过滤器，以减少工厂排放，并提高工
厂的整体能效。来自格栅的炉渣与来
自格栅底部的灰渣以及来自烟气净化
系统（洗涤器）的灰渣会被送到安全
的垃圾填埋场外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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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BSR，宣传手册，
https://www.bsr.de/assets/downloads/Broschuere_MHKW.p

df

最新审核日期：2021年7月7日

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 鲁勒本垃圾焚烧厂（MHKW）最近于2012年进
行了现代化改造，用新的单线取代其8条焚烧线
中的4条。改造后的工厂有四个焚烧室，每小时
处理能力为12吨，还有一条每小时处理36-39
吨的新焚烧室管线。改装后的燃烧室是欧洲最
大的燃烧室。工厂的产能为每年52万吨废物。

• 焚烧室的大小设想为花费时间来提升至需要的
温度，并释放格栅区域上的热能。该厂的MBI
技术为操作人员提供更多的手段，能够处理能
源生产设施中各种不同的垃圾组合。

• 这也使焚烧温度能够达到800°C-900°C，加
上洗涤器的布置，最终确保去除呋喃和二恶英
等致癌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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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2021年，柏林转废为
能工厂，自拍照片，2014年4月20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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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过程后的残留物
@BSR鲁勒本垃圾焚烧
厂

BSR Ruhleben Waste to Energy (WTE) Plant BSR鲁勒本转废为能（WTE）工厂

参考：Schindler, F.，2021年，自拍
照片，柏林鲁勒本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Prabhu Sriniwasa于2021 年6月24

日一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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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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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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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 文
章 - 冲压容器，柏林再
生利用中心，自拍照片，
拍摄于2021年6月24日

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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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 容

器，柏林再生利用中心，
自拍照片，拍摄于
2021年6月24日木材花园绿地铁、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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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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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利用站

参考：Schindler, F. 文
章 - 冲压容器，柏林再
生利用中心，自拍照片，
拍摄于2021年6月24日

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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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 文
章 - 冲压容器，柏林再
生利用中心，自拍照片，
拍摄于2021年6月24日

Brown, Green and White Glas Collection Containers

棕色、绿色和白色玻璃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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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 文
章 - 玻璃容器，柏林
Reinickendorf，自拍照
片，拍摄于2021年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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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电子垃圾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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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自拍照片，电子
垃圾，柏林再生利用中心，拍摄于2021年
6月24日

回收旧电器 - 为环保利益：
- 在再生利用中心收集垃圾
及
- 销售面积大于400平方米的专业经销商/零
售商如果向您出售同等家电，则有义务免费
接受较大的旧家电退还。
- 边缘长度不超过25厘米的小家电可以退还
给零售商，与是否购买新家电无关。

Recycling Centre - Berlin Municipal Waste Corporation (BSR)

再生利用中心 - 柏林城市垃圾公司（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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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Schindler, F. 文
章 - 冲压容器，柏林再
生利用中心，自拍照片，
拍摄于2021年6月24日

F. SCHINDLER博士/教授
柏林应用技术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电话：+49 (0) 30 – 4504 – 6001

电邮：FLORIAN.SCHINDLER@BEUTH-HOCHSCHULE.DE

网址：WWW.BEUTH-HOCHSCHULE.DE/F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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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0日

中国苏州

模块2.7：危险废物管理

Module 2.7: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什么是危险废物？
1. 危险废物的定义和分类

危险废物的定义

7/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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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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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危险废物是指
其特性使其具有危险性
或能够对人类健康或环
境产生有害影响的废物。

例如可燃性、腐蚀性、反
应性、毒性。

爆炸性
物质

气体 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 氧化物和
过氧化物

传染性
物质

毒性或
传染性

放射性 腐蚀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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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分类

《欧洲废物目录》（EWC）

• 《欧洲废物目录》登记以过程为导向和以物质为导向的废物类型，为
每种类型分配明确的6位数废物代码

• 《欧洲废物目录》中列出大约400种危险废物（标有“*”），另有大
约400种非危险废物

• 就其危险特性而言，所有列出的废物类型均可作为绝对危险条目、绝
对非危险条目或过渡条目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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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分类
《欧洲废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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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拆建废物（包括从污染场地挖掘的土壤）

17 01         混凝土、砖、瓦和陶瓷
17 01 01    混凝土
17 01 02    砖
17 01 03    瓦和陶瓷
17 01 06*  含有危险物质的混凝土、砖、瓦和陶瓷的混合物或单独碎片
17 01 07    除17 01 06中提及的物质以外的混凝土、砖、瓦和陶瓷的混合物

危险废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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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5         药物制造、配制、供应和使用期间产生的废物

07 05 01*    含水洗涤液和母液

07 05 03*    有机卤化溶剂、洗涤液和母液

07 05 04*    其他有机溶剂、洗涤液和母液

07 05 07*    卤化蒸馏底物和反应残留物

07 05 08*    其他蒸馏底物和反应残留物

07 05 09*    卤化滤饼和废吸收剂

07 05 10*    其他滤饼和废吸收剂

07 05 11*    现场处理含危险物质的污水过程中产生的污泥

07 05 12 除07 05 11中提及的污泥外，现场处理污水过程中产生的污泥

07 05 13*    含有危险物质的固体废物。

07 05 14      除07 05 13中提及的固体废物外的固体废物

07 05 99      未另作说明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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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未知危险废物

- 预先表征的危险废物通常出现在具有标准化投入和产出流，并实施危险废物
管理系统的加工或生产设施中，如石油和天然气相关行业、化工生产单位等，
或汞、粉尘或过滤灰分等均质危险废物。

- 未知的危险废物通常出现在意外污染物或不同材料偶然形成的混合物中。不
明废物的其他来源可以是液体或膏状废物蒸发池、污染土壤、灰分等，也可
以是异质危险废物，如污染土壤、污泥或污染液体。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

危险废物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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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物 传染性医疗废物 电子废物及其他

危险废物类型示例

工业废物
工业（危险）废物来源示例
• 冶金行业
• 非冶金行业
• 化学废物
• 钢铁厂
• 制药厂
• 石油行业
• 军事
• 矿山
• 发电厂
• 酒精厂
• 拆建
• 皮革制造
• 农药最终用户和施用服务
• 纺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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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物
工业废物（固体、半固体或液体）的更多示例

•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生产活动

• 非金属矿物（汽油生产活动除外）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生产、提炼、石化、分销及营销

• 化学品、煤炭、橡胶和塑料生产活动

• 受污染的纸张、纸制品、印刷和出版活动

• 受污染的木材和木制品、家具

• 受污染的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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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危险废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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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型

苯乙烯单体液体
荧光灯
分子筛

废催化剂
岩棉

标准甲酰吗啉溶剂

底泥罐柜
燃油废物

聚合物废物
无烟煤空容器
过滤元件
过滤模具

抑制剂塑料或金属盒
缓凝剂塑料或金属盒
塑料桶和塑料罐

袋滤器
轮胎
岩棉

己烷废物
200升空桶催化剂

校准瓶
稀释剂罐

油脂和油罐
200升空桶油

200升空桶催化剂

实验室己烷废物
氢氧化钠实验室洗废液

酸洗废液
废催化剂

废物类型
分子筛

石灰石
各类过滤器
电子仪器
含硫废物
过期材料，彩色罐

纤维玻璃
氢碳酸污泥
燃油
活性氧化铝
催化剂

陶瓷球
磷酸盐
次氯酸钙
氯化钠
阳离子树脂和阴离子树脂

干肥料

酸性电池
污泥树脂
易燃溶液
活性炭
喷砂废物
无线电池
二氧化钛
油性水

钢材加工产生的工业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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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型

废渣、粉尘、污泥
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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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
医疗废物类型（固体和液体）

• 非传染性医疗废物

• 传染性医疗废物

• 细胞毒性废物（可能含有放射性）

• 特殊可回收物（X射线、CT、照相废液可能含有银、溶剂）

• 致病废物、伦理废物

• 温度计（含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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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3

医疗废物
医疗废物产生源

• 公立和私立医院
• 大学医院
• 实验室
• 诊所、医疗中心和医生办公室、专科诊所
• 牙医
• 兽医
• 军医院
• 难民营
• 停尸房和葬礼室
• 养老院、产科中心
• 血库和采集服务机构
• 公司诊所、机场诊所、监狱诊所
• 透析中心
• 化妆品企业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4

医疗废物的类型和来源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5

来源 废物类型

公立或私立医院 全系列医疗废物

专科医院，如肿瘤专科 较高量的细胞毒性废物

专科医院，如骨科 较高量的可回收物

牙医 如汞合金

实验室、大学医院 较高量的化学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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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简介- 健康风险

▪ 尖锐物造成的损伤—新冠肺炎、HIV、肝炎等疾病的传播

▪ 致病废物污染

▪ 体液污染

▪ 在处理（焚烧）医疗废物的过程中，接触药品中的毒物，
特别是释放到周围环境中的抗生素和细胞毒性药物；接触
汞和二恶英等物质

▪ 在消毒、灭菌或废物处理活动、垃圾填埋或非法倾倒等不
当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化学灼伤

▪ 与露天焚烧和医疗废物焚烧炉操作相关的热损伤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6

医疗废物简介
环境风险

▪ 如果垃圾填埋场建设不当，而且操作人员不具备从业
资格，在这些垃圾填埋场处置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可
能导致饮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污染。

▪ 如果不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理、储存和处置医疗废物，
用化学消毒剂处理这些废物可能导致化学物质释放到
环境中。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7

医疗废物 - 来自医院的细胞毒性废物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8

• 细胞毒性废物 • 《巴塞尔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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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废物的来源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9

• 电池，如镍镉电池、锂电池、铅电池
• 荧光灯
• 洗衣机、空调、冰箱（部分无害）
• 变压器油（含多氯联苯）
• ……

电子废物类型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0

• 重金属（汞、铅、内分泌干扰物质（溴化阻燃剂，
BFR）–有毒物质（二恶英、多氯联苯，PCB）

• 玻璃材料（由二氧化硅、氧化钙、氧化钠等玻璃制
成的阴极射线管）

电子废物来源和类型 - 概述

来源 废物类型

荧光灯 汞

旧监视器和电视阴极射线管（CRT设备）镉-铝-铅

电缆 金属芯

铅酸电池 含酸铅

冰箱和冰柜 臭氧消耗、温室气体（氟氯化碳）

热塑性塑料 阻燃剂（溴化阻燃剂）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1

173



电子废物及其他废物类型（部分无害）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2

报废车辆示例：二手轮胎示例：阴极射线管示例：

《巴塞尔公约》
2. 危险废物收集

危险废物收集
《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HW）出口计划

《巴塞尔公约》的主要宗旨：

• 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跟踪危险废物的产生、运输、处置或处理情况

• 已有近190个国家批准《巴塞尔公约》

• 《巴塞尔公约》使危险废物专业人员能够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废物产
生者、运输者、顾问和处置设施）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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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收集
《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出口计划

《巴塞尔公约》的主要宗旨：

• 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

国际跟踪和协调

• 防止以非法或对环境不安全

的方式处理/处置危险废物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5

危险废物收集
《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出口计划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6

中国

角色：《巴塞尔公约》联络点（FP）
部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机构： 生态环境部
通信地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2号 100006

危险废物收集
《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出口计划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7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中国区域中心

175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28

运输所需文件（《巴塞尔公约》）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29

运输所需文件（《巴塞尔公约》）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0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 个人芯片卡

读取器

医疗废物、危险废
物的数字运输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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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1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的特点

• 电子记录保存

• 审计证据副本

• 无纸化数据的长期存储

• 政府、地方当局访问

• 参与者：废物产生者、运输公司、处置设施

• 参与者受到多层冗余保护

• 合格电子签名

• 与手写签名相同的法律效力

• 能够与计费等其他系统或《巴塞尔公约》流程建立链接

• 能够实现完全透明和跟踪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2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

电子签名
条形码数量、质量平衡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3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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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4

电子运输跟踪系统

• 受控的废物交接

• 整个过程链中废物处置的跟踪
和透明度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5

危险废物的运输方式

资料来源：https://www.yumpu.com/de/document/view/21217356/exportablauf-
lernenderch

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 - 对危险废物（HW）
运输商的特殊要求

最重要的国际法规概述：

•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危险废物海运

•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危险废物公路运输（欧盟）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危险废物空运

• 《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RID）- 危险废物铁路运输（欧盟）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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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37

国际运输概述 - 准则
危险货物海上运输 – IMO

• 国际海事组织（IMO）

• 198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是
关于防止船舶因作业或事故原因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国际公约。

• 1977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CSC）：20世纪60年代，海运货物托运使用货运集装箱
的数量迅速增加，专业化集装箱船得到发展。国际海事组织着手研究海运集装箱化的安全
问题。集装箱本身已成为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INTERVENTION）：《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
约》。自1983年起，公约扩大适用范围，涵盖石油以外的其他物质。

资料来源：https://safety4sea.com/seafood-processor-fined-for-polluting-alaska-waters/

资料来源：http://www.telecomitalia.com/content/tiportal/it/technology/standards-focus/ottobre-

2016/technical-updates-on.html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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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输概述 - 准则

危险货物公路运输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ADR）

•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 50个缔约方，包括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非欧洲国家……

• 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运输必须遵守此公约

• 欧盟国家和一些非欧盟国家的国内运输必须遵守此公约

• 附件A包含有关危险物品和物质的条款，特别是关于其包装和贴标的条款

• 附件B涉及承运货物的结构、设备和作业

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 - 对危险废物运输商的特殊要求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9

示例：《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
公约》（ADR） → 危险废物公路运
输（欧盟）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规定了对危险废物卡车的所有技术要
求、附加安全措施、驾驶员资格、危
险废物的包装和装载、技术检查和应
急设备、标志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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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0

合适运输代理人的重要性，专门从事危险废物运输

在欧洲，运输危险废
物的驾驶员需获取
ADR专业驾驶员培训
证书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1

跟踪和库存系统
库存控制系统内的库存管理系统类型

2.条形码系统 / 光学读取器系统

• 比使用人工流程的系统更加准确高效

• 工人用条形码扫描仪扫描库存时，自动更新库存水平

• 杜绝人工或纸质系统经常出现的耗时的数据错误

• 使设施内和多个地点之间的库存移动，以及从接收到拣
选、包装和运输的库存移动更加便利

资料来源：https://www.rilta.ie/services/hazardous-waste-management/waste-tracking/ç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2

跟踪和库存系统

资料来源：https://www.rilta.ie/services/hazardous-
waste-management/waste-tracking/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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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3

跟踪和库存系统

库存控制系统内的库存管理系统类型

3.射频识别（RFID）库存系统

• 相对昂贵

主动射频识别

主动射频识别技术使用固定式标签读取器

射频识别标签通过读卡器，将移动记录在库存管理软件中

最适合需要实时库存跟踪或库存安全存在问题的单位

读取范围300英尺

被动射频识别

需使用手持式读取器监控库存移动

读取范围40英尺

桶和容器的射频识别标签

危险废物收集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4

- 贴有《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
（CSC）铭牌的海运集装箱

-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
（ADR）/《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IMDG）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5

国际运输概述 - 准则

• 国际海运领域
使用的《国际
集装箱安全公
约》（CSC）
铭牌

资料来源：https://www.blackforest-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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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46

选择合适的集装箱类型 整箱货（FCL） 拼箱货（LCL）

• 费用高昂
• 交付速度更快

• 更易预约交付
• 更易拆分发货

资料来源：https://www.flexport.com/help/181-lcl-vs-fcl 你装运的货物 其他进口商装运的货物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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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输概述 - 准则
危险货物空运 - IATA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是全球航空公司的行业协会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于1945年4月19日在古巴哈瓦那成立。

• 1945年成立伊始有57个创始成员，如今280多家会员航空公司遍及120个国家。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会员包括世界领先的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它们的运输能力占全球空中交通运
输的83%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危险品规则》（DGR）是帮助您准备和记录危险货物的可靠来源

• 《危险品规则》为托运人和运营商在所有商业航空运输中通过空运安全运输危险物品和
物质规定了专门程序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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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输概述 - 准则

危险货物铁路运输 - RID

• 《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RID）构成《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
（COTIF）附录C ，并附有附件

• 《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仅适用于国际运输

• 第2008/68/EC号指令将《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纳入欧盟国内法，包括国
家运输

• 由于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与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
（OTIF）之间的协调工作，关于铁路运输危险货物的条款也与关于公路运输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和内河航道运输（《危险货物国际内河
运输欧洲公约》）的条款相协调。

资料来源：https://www.ecta.com/resources/Documents/Annual%20Reports/ECTA-

ANNUAL-REPORT-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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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收集
运输系统

▪ 根据《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危险货物的类别如下：

▪ 第1类 爆炸性物质和物品

▪ 第2类 气体，包括压缩、液化和在压力下溶解的气体和蒸气

▪ 易燃气体（如丁烷、丙烷、乙炔）

▪ 非易燃、无毒，可能导致窒息（如氮气、二氧化碳）或氧化剂（如氧气）

▪ 有毒（如氯、光气）

▪ 第3类 易燃液体

▪ 第4.1类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物

▪ 第4.2类 易自燃物质

▪ 第4.3类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9

危险废物收集
运输系统

▪ 根据《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危险货物的类别如下：

▪ 第5.1类 氧化性物质

▪ 第5.2类 有机过氧化物

▪ 第6.1类 毒性物质

▪ 第6.2类 传染性物质

▪ 第7类 放射性材料

▪ 第8类 腐蚀性物质

▪ 第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0

危险废物收集 （《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中的
化学危害物图示符号）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1

联合国危险物品分类和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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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险废物包装、取样、分析

危险废物包装

必须依照以下各项进行现场作业
和技术监督

• 危险废物的现场包装和贴标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IMDG和《危险货物国际道路
运输欧洲公约》ADR）

• 《巴塞尔公约》

• 最终处理设施的验收标准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3

危险废物- 取样设备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4

▪示例：现场设备准备

▪现场取样和重新包装工具

▪重新检查：包装材料、取样设备是否到位？

▪标签和申报材料是否到位？

▪在可到达的距离内是否有消防和应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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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包装
容器类型
• 用于储存不同类型危险废物的各种容器

• 必须针对每种危险废物使用合适的容器，
在适用情况下必须获得联合国批准

• 生产日期不满5年

• 清洁干燥，无凹痕、腐蚀或残留物

• 装有较小液体包装的桶或箱应使用吸收
性填料（如蛭石）包装，以吸收任何泄
漏物

• 仅相容废物一起储存和运输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55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56

固定托盘化装载单元

• 货物托架（托盘）保持正确状态是进出库、码垛和拆垛期间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要求
• 货物的包装方式必须确保在拾取、运输和放置时，货物不会散开、脱落或有部件脱落
• 可以通过码垛方案（如纸板的中间层）显著提高托盘上码放的包装容器的稳定性
• 可以使用织物、塑料或钢带或捆绑带进行垂直和/或水平捆扎，以提高托盘上的包装稳固性

不宜使用扁平货物托架 不宜使用钢丝网箱式托盘 通过中间层固定桶
带气瓶的钢丝网箱式托盘

• 至少181人死亡，6000人受伤，100–

150亿美元财产损失，估计有30万人无

家可归。

• 2750吨硝酸铵肥料未妥善储存

• 爆炸原因尚且不明，可能的原因包括烟花仓库

起火、袭击或弹药仓库起火；调查仍在进行中。

57

贝鲁特港 - 出了什么问题？

资料来源：https://edition.cnn.com/

185



贝鲁特港 - 出了什么问题？

58

资料来源：https://instagram.com/

硝酸铵（AN）肥料不属于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然而：

1. 硝酸铵是一种氧化剂，即使排除空气也能促使火灾发生。

2. 被油或可燃材料污染的硝酸铵在高温时可能起火。

3. 如果加热到足够温度（比如在火中），再加上污染、密闭或两者兼而有之，

硝酸铵会释放出其他气体，包括毒性二氧化氮（NO2）的棕色蒸气。

4. 加热硝酸铵，再加上污染物、密闭或两者兼而有之，会增加爆炸风险。

贝鲁特港 - 出了什么问题？

59

资料来源：https://www.dw.com/en/ammonium-nitrate/a-54452221

涉及硝酸铵的火灾已造成多次爆炸，但还有更多涉及硝酸铵的火灾未导致爆炸。在没有

事先起火的情况下，固体硝酸铵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很小。若能消除所有潜在的燃料来源，

发生意外爆炸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通过减小硝酸铵在以下方面的可能性降低爆炸风险：

• 受热，例如在火灾中

• 污染

• 密闭

此外，还可设置耐火隔断墙进行分区、堆放不可燃存货或设置中间空间，以减少储存在

一个地方的硝酸铵数量。

资料来源：https://www.dmp.wa.gov.au/Documents/Dangerous-Goods/DGS_COP_StorageSolidAmmoniumNitrate.pdf

Vs.

贝鲁特港 - 出了什么问题？

60

资料来源：https://www.baua.de/DE/Angebote/Rechtstexte-und-Technische-Regeln/Regelwerk/TRGS/pdf/TRGS-511.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在德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专门针对硝酸铵处理问题发

布了《危险物质技术准则T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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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61

资料来源： https://www.enva.com

运输包装概述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62

选择安全包装类型

• 爆炸品
• 气体
• 易燃液体和可燃液体
• 易燃固体，自燃，遇水危险
•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 毒物和毒物吸入危害
• 放射性
• 腐蚀性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63

包装类型

哪种包装类型适合哪种危险废物？

• 以下单元格给出包装类型分类和选择的完整指南。代码交叉引用《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指南中的详细信息。

• 以医疗废物和液化石油气为例

联合
国编
号

名称 类别 类别-

代码
包装
类别

标签 特别规定 限量和
例外数量

包装 可移动罐柜和散料容器

包装
说明

特殊
包装
规定

混合
包装
规定

说明 特殊
规定

3291 医疗
废物

6.2 I3 II 6.2 565 0 E0 P621

IBV620

LP621

MP6 BK2

1075 液态石油
气体

2 2F 2.1 274

586

639

660

662

0 E0 P200 MP9 (M)

T50

187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64

标记和标识

联合国代码

资料来源：https://www.labelmaster.com/un-markings

危险废物运输和监测

65

标记和标识

国内运输方式

• 唯一桶号
• 联合国编号
• 废物产生者
• 联系人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66

储存设施中的包装

• 包装和容器是储存危险物质时的主要保护措施

• 仍含有残余物的空包装须遵守与填充包装相同的规定

• 包装符合危险货物运输要求的，视为符合储存包装选择方面的要求

• 如果不同危险品可能一起发生危险反应，并引起火灾，释放易燃、窒息性、氧化或毒性气体，或
形成不稳定物质，则这些危险物质不得一起储存。

188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67

储存设施中的包装

• 储存过程中，不得将危险残余物或产品粘附在包装外部，以免危及仓库人员或降低机械稳定性
（如通过腐蚀）

• 包装材料，特别是塑料、纸板和纸张的保护性能，可能由于物理或化学老化而受到严重影响。为
避免泄漏，应考虑最长储存期。

• 应使用保护罩、遮阳帘或有色窗玻璃，防止储存的危险品受到阳光直射和紫外线辐射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68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的安全措施

操作说明和员工信息
• 只有按照操作说明和规定开展工作、受过指导的合格员工才能在储存设施中工作
• 在进行储存和相关活动时，手头必须有操作说明

每位员工对自己工作场所的清洁和整洁负责

走道、过道和通道必须始终无障碍

必须即刻收拾不再需要的工具和辅助用具，如爬梯和空托盘

泄漏物，特别是由油和油脂引起的泄漏，必须立即清除

废物必须在预定收集点收集，并在工作结束时从仓库中清除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69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的安全措施

操作说明和员工信息

• 操作说明可以涉及个别物质（如氰化物、爆炸品）
• 一般而言，应遵守以下几点：

▪ 相应危害贴标和分类的规范
▪ 与储存这些危险物质有关的危险
▪ 技术、组织和个人防护措施以及行为守则
▪ 参考联合储存禁令
▪ 紧急情况下的行为
▪ 留心任何火灾和爆炸危险
▪ 避免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的点火源

189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70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的安全措施

资料来源：https://hubpages.com/literature/False-Alarm

资料来源：http://segurancadotrabalhosempre.com/o-que-e-epc-vantagens-e-beneficios/

资料来源：http://www.libben.co.uk/course-details/18-face-fit-testing-

资料来源：https://www.flinnsci.com/fire-blanket-with-case/se3006/

应急响应组织

• 雇主采取的急救措施可分为：
▪ 医疗保健、职业医生和公司急救提供者
▪ 对工人的指导
▪ 急救设施、救援设备和装置及其他辅助设备

• 法定事故法规（如《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应适用）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71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的安全措施
灭火器

• 应根据当地作业条件的类型和范围以及每种情况下储存的货物
制定结构防火规定

• 储存区应备有灭火器，并使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 应根据储存的危险品安装和更新自动喷淋系统

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

72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的安全措施 DIN EN 2：火灾分类

资料来源：
www.gloria.de

火灾类别 固体物质
火灾，
主要是
有机物质，
如轮胎，

液体
或正在变成
液体的物质
火灾，
如酒精

气体火灾，
如天然气、
甲烷、
丙烷、

金属火灾，
如锂、镁、
钠

食用油
和食用脂肪
火灾

带ABC干粉灭火剂的干粉灭火器

带BC干粉灭火剂的干粉灭火器

带金属粉末的干粉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清水灭火器（另配有添加剂，如润湿剂、防冻剂

带添加剂的清水灭火器，与水结合还能扑灭B类火灾

泡沫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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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备- 医疗废物容器类型

▪ 容器应：

▪ 显示填充等级

▪ 关闭后，不会重新打开

▪ 应能承受坠落

▪ 适用于直接焚烧（进料系统和内容物）

▪ 指示颜色和形式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3

危险废物取样- 制定详细的预防措施

• 须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和装备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4

危险废物取样 - 制定详细的个人防护用品预防措施和
选择方案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5

1. 团队讨论须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和装备

安全水平

移动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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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理和收集所用装备
个人防护用品设想方案

• 搬运期间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

• 不同安全级别的呼吸防护装备

• 重型橡胶手套

• 安全鞋（！）

• 直接处理危险废物期间使用的
连体防护服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6

危险废物包装：
运输和储存系统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7

Vs.

危险废物包装：
运输和储存系统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8

192



危险废物包装：
运输和储存系统

▪样品和化学品的安全储存条件

▪防泄漏

▪防火

▪溢出和泄漏

缓冲罐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79

4. 危险废物贴标

样品贴标– 评估问卷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1

193



根据德国LAGA PN98制定的样品取样协议- 危险废物取样和贴标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2

危险废物取样
样品贴标和文件记录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3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4

危险废物分析：待分析危险废物的
实验室参数（根据危险废物处理技术）

各种处理技术的主要参数集

焚烧 填埋 物化处理 废油 受污染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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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设施类型

5.危险废物处理

处理技术：处理约400种不同类型的危险废物

• 高温回转窑焚烧（例如在回转窑中，也可共同焚烧）

• 物化处理厂（如中和、沉淀等）

• 垃圾填埋场（如针对灰分或石棉等惰性危险废物）

• 再生利用或能量回收（如针对废油或污染土壤的回收）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6

危险废物处理通则

• 危险废物的处理和处置需
要高投资、高运营支出和
技术诀窍，需要建立复杂
的法律框架并进行严格执
行和监测。

• 处理设施审核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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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综合处理中心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 危险废物回转窑

• 危险废物物化处理

• 危险废物再生利用技术

• 危险废物垃圾填埋场

• 危险废物临时储存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8

危险废物综合处理中心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89

危险废物的焚烧：

• 高温焚烧和热解技术使有机废物暴露于高温下，从而减少其体积或毒性。当
有机化学废物被置于1150℃的温度下时，它们会分解成更简单、毒性更低的

形式。

• 回转窑是一种添加耐火衬层的多功能圆筒，能够燃烧几乎任何液体或固体有
机废物。通过旋转该装置，可改善燃烧区中的湍流。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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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理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回转窑：

• 1150℃

• 液体和固体危险废物

• 不同进料系统

• 每年投入5,000到150,000吨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1

图4.1    带二次燃烧室的回转窑

锅炉

二次
燃烧室

回转窑
废物进料

燃料仓

废物处理技术（最佳可行技术）
在回转窑中焚烧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2

在带二次燃烧室（1150℃）

的回转窑中焚烧危险废物和
医疗废物

3.集中还是分散？

医疗废物处理技术（最佳可行技术）在回转窑中焚烧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3

回转窑焚烧用烟气净化系统
（1150℃）

3.集中还是分散？

回转窑焚烧炉

烟气净化技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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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处理

• 中和是通过混合酸和碱以产生中性溶
液来降低废物酸度或碱度的过程。事
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废物管理过
程。

• 沉淀是去除废物中所含可溶性化合物
的过程。添加特定的化学物质以产生
沉淀物。这种处理方法适用于含有重
金属的废物。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4

• 离子交换用于从溶液中去除源于无机材料的
离子。将溶液转移到树脂床上，树脂床交换
离子以去除无机物质。

• 脱氯是从多氯联苯（PCB）等氯化物中去除
氯原子的过程。

• 氧化还原是对有毒废物进行解毒的过程，在
该过程中，电子从一种反应物转移到另一种
反应物时，化学键断裂。

物化处理

• 离心是快速旋转容器内的固体和
液体混合物以分离废物中固体和
液体成分的过程。

• 沉淀是去除废物中悬浮固体颗粒
的过程。

• 浮选是利用微小气泡使颗粒漂浮
到表面以去除液体中固体的过程。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5

危险废物的填埋：

• 垃圾填埋场是将危险废物放置在土地内或土地上的处置设施。设计和运营得当的垃圾填埋场添加衬
层系统，以防止泄漏，并包含收集潜在污染的地表水径流的系统。大多数垃圾填埋场将废物隔离在
互不相连的隔室或沟渠中，以此防止不兼容废物的潜在接触。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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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的再生利用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7

• 催化剂再生利用
• 油性废物
• 溶剂再生利用
• 银再生利用（X射线薄膜、电解液）、汞再生利用
• 电渣再生利用
• 锂电池再生利用
• 铅酸电池再生利用
• 制动液再生利用
• 二手机油再生利用

再生利用技术

油/水分离和废油
再生利用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8

危险废物处理- 危险废物再生利用设施

铅酸电池再生利用：

• 高利润系统，

• 使用现代技术可建立安全
的再生利用程序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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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理-（工业废物）

酸再生利用：

• 硝酸

• 硫酸

• 盐酸

• ...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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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处理技术（最佳可行技术）
高压釜和微波炉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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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波和饱和蒸汽技术处理传染性
废物

医疗废物处理技术（最佳可行技术）
微波技术

• 微波和饱和蒸汽联合高效消毒/灭菌

• 无化学添加剂

• 无需预先粉碎废物

• 抽气前阶段

• 通过抽气进行干燥

• 高处理量（每小时最多210升废物）

• 文档自动打印输出

• 或者消毒或灭菌： 121 – 134℃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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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的稳定化与固化

• 在危险废物管理领域，固化/稳定
化是一个术语，通常用于表示使用
添加剂改变危险废物，以使其无危
险或符合当前土地处置要求的技术。

• 稳定化是一种垃圾填埋前处理程序，
用于不同类型的工业废物，特别适
用于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物。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03

污染土壤

矿石筛

带均匀
进料器的料斗

输送机
定量给料机

干燥试剂仓

供水（如需）

均化机

螺旋钻

干燥试剂
给料机

液体试
剂储存

泵 搅拌机

搅拌槽
稳定化
土壤

粘结剂
供应

污染土壤
反向旋转
螺旋钻

粘结剂
注射式喷嘴

危险废物填埋场

• 危险废物填埋场设计的多重围栏概念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04

阈值和值

•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0年11月24关于工业排放的第2010/75/EU号指
令（《工业排放指令》或LED ）是欧盟规范工业设施污染物排放的主
要文书。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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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质清单

空气
1. 二氧化硫及其他硫化物
2. 氮氧化物及其他氮化合物
3. 一氧化碳
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5. 金属及其化合物
6. 粉尘，包括细颗粒物
7. 石棉（悬浮颗粒、纤维）
8. 氯及其化合物
9. 氟及其化合物
10. 砷及其化合物
11. 氰化物
12. 已被证明具有致癌性或致突变性或可能
影响经由空气繁殖的特性的物质和混合物
13.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06

水
1. 有机卤素化合物和可能在水生环境中形成此类化合物的物
质
2. 有机磷化合物
3. 有机锡化合物
4. 经证实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或可能影响水生环境中或经
由水生环境繁殖的特性的物质和混合物
5. 持久性碳氢化合物以及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有机毒性物质
6. 氰化物
7. 金属及其化合物
8. 砷及其化合物
9. 生物杀灭剂和植物保护产品
10. 悬浮物
11. 促成富营养化的物质（特别是硝酸盐和磷酸盐）
12. 对氧平衡有不利影响的物质（可使用生化需氧量、化学
需氧量等参数测量）
13. 第2000/60/EC号指令附件十所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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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中国苏州
Frank Zörner先生

Train-The-Trainer program for Chinese authoritie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 Mechanical-Biological-Treatment (MBT)

针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部门的培训计划
-机械-生物处理（MBT）

Project boundary of Suzhou 苏州的项目边界

5大辖区

• 姑苏区

• 高新区

• 吴中区

• 湘城区

•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是中国东部的经济强市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

人口

508
万

面积

4044
平方公

里

城市
生活垃圾

248万
吨/年

Outline of the presentation 报告简述

1. 垃圾组分与物质流向

2. 物质流处理

3. 物质流向图

4. 机械-生物处理（MBT）

4.1 机械处理

4.2 生物处理

5. 热处理

6. 物质流向图 - 罗塞诺的机械-生物处理工厂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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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STE COMPOSITION AND MATERIAL 

FLOWS

垃圾组分与物质流向

1. Waste composition and material flows 垃圾组分与物质流向

7/22/2021 5

机械-生物处理

生物处理

物质再生
利用

热处理

2. TREATMENT OF MATERIAL FLOWS

废弃物（物质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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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eatment of material flows 废弃物（物质流）处理

分类收集
（金属、玻璃、纸张、
包装、生物垃圾、
塑料、电子垃圾）无分拣放置

热处理（单一燃烧）

残留物 黑色金属/有色
金属

垃圾衍生燃料（RDF）

垃圾衍生燃料工厂

煤炭和褐煤发电厂

水泥生产

灰/矿渣

能源

能源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 物质再生利用

机械-生物处理（MBT）

收集和转运混合城市生活垃圾

物质再生利用

黑色金属/有
色金属

生物处理

能源

物质处理

7

3. MATERIAL FLOW DIAGRAM 物质流向图

3. Material flow diagram 物质流向图

39%
- 31% 高热值成分
- 4% 重质货物
- 2% 金属
- 2% 木材

24.5万吨/年（100%）

24.1%
- 14% 有机降解，

排水
- 0.1%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
- 9% 生物燃料
- 1% 粉尘煤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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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CHANICAL–BIOLOGICAL TREATMENT 

(MBT)

机械-生物处理（MBT）

4. Mechanical-Biological Treatment.(MBT)

机械-生物处理（MBT）

未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和
商业垃圾

机械处理

（切碎预处理，对金属、塑料、纸
张等各个成分进行风筛）

生物处理
（堆肥/发酵）

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

垃圾衍生燃料

有机物

11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2

4.1 Mechanical Treatment 机械处理
预分类

筛分

切碎

冲击式分离机
（密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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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3

4.1 Mechanical Treatment 机械处理
近红外分离机

涡流分离机

磁选

空气分级机
（密度分离）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4.2 Biological treatment 生物处理

有机垃圾组分的生物处理

堆肥
（好氧处理）

发酵
（好氧处理）

干湿发酵
（单级和多级）

消毒

排水

好氧处理

排水

废气垃圾填埋物质

密集腐烂
（封闭系统：隧道堆肥、箱子）

曝气/冲洗/混合

腐烂后
（露天通风堆肥）

废气 生物气

14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5

4.2 Biological treatment – Aerobic treatment – Composting 

生物处理 - 好氧处理 - 堆肥

露天通风堆肥 翻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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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6

4.2 Biological treatment – Anaerobic treatment – Fermentation

生物处理 - 好氧处理 - 发酵

罗斯托克天然有机物和
餐饮垃圾发酵机械-生
物处理工厂

5. THERMAL TREATMENT

热处理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18

5. Thermal treatment 热处理

• 垃圾焚烧厂

• 水泥行业

• RDF燃烧的热电联产发电厂

• 发电厂（如褐煤电厂）
德国吕德斯多夫水泥厂

罗斯托克垃圾衍生燃料-

热电联产机组工厂
路德维希斯卢斯特热垃圾利
用工厂（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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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TERIAL FLOW DIAGRAM – MBT PLANT

IN ROSENOW

物质流向图 - 罗塞诺的
机械-生物处理工厂

7/22/202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

减缓行动”项目培训
20

6. Material flow diagram - MBT plant in Rosenow

物质流向图 - 罗塞诺的机械-生物处理工厂

感谢您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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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2021

中国苏州
Sebastian Frisch

Module 3.2: Use of IT 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MSW Management Cycle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周期的不同阶段关于信息工具的使用

Agenda 目录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

1. 软件在垃圾管理中的应用

2. 跨区域的垃圾收集与物流追踪

3. 塑料废弃物收集与安全处置

4. 国家垃圾管理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5. 数字化手段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实施中的应用

1. UTILITY OF SOFTWARE SOLUTIONS IN WASTE 
MANAGEMENT
软件在垃圾管理中的应用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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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IT solutions in waste management
信息技术手段在垃圾管理中的优势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4

经济
系统效率的提高和优化为所有
利益相关者带来了经济利益。

社会
更多地纳入非正规部门，改善
其收入来源和健康保障。

环境
可持续的垃圾管理可改善空气
和水质，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质量，改善生态系统。

Advantages of IT solutions in waste management
信息技术手段在垃圾管理中的优势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5

关联废弃物管理价值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提高整个废弃物管理周期的监测能力

非正规部门的加入和提升

通过改进物质的追踪，为处理设施提供稳定数量的垃圾

确保利益相关者遵守法律

避免出于经济利益目的废弃物泄漏

价值链优化带来的显著的环境效益

IT solutions integration: Collection 在收集环节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 装有传感器的智
能垃圾箱，用于
追踪垃圾重量。
当垃圾箱装满时，
可以通过电子信
息通知操作员和
驾驶员。

➢ 可以远程诊断以
监控系统性能并
发送维护通知。

运输

材料回收和循环

能量回收

处置

收集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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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材料回收和循环

能量回收

处置

收集和分类

IT solutions integration: Transportation在运输环节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 为收集车辆优化
路线，以节省时
间和燃料。

➢ 收集车上装的传
感器，可用于在
卡车容量满额时
通知操作员。

IT solutions integration: Overall cycle在全生命周期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 分析居民的垃圾处置趋势，
以提高运营效率，预测垃
圾桶填充情况，最大限度
地减少垃圾箱过量，并保
持收集点周围的卫生条件。

➢ 将垃圾产生者与处理处置
设施连接起来，以确保收
集的废物得到精确核算。

运输

材料回收和循环

能量回收

处置

收集和分类

2. TRANSBOUNDARY WASTE COLLECTION AND 
LOGISTICS TRACKING – ZEDAL
跨区域的废弃物收集与物流追踪—ZEDAL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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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aste management situation
当前废弃物管理情况

有效的废物处置还包括其他难点：
➢ 缺乏详细说明废弃物转移的文件
➢ 与非法倾倒废弃物有关的法律问题

一个追踪垃圾管理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系统有着极大的优势。

NO

废物识别系统 便捷的废弃物追踪系
统

废弃物管理过程中利
益相关者的目录

相关人员签名追踪

Main features 主要特点

➢ 通过简化和数字化废物管理流程，节省时间和成本

➢ 使用签名追踪更加安全

➢ 基于欧盟废弃物运输条例和巴塞尔公约的适当监管规定，添加内置通知和废物转移表格

➢ 综合合理性检查确保表格是准确且合法合规的

➢ 方便地访问数据，包括废弃物产生量，废弃物含量，废弃物运输方，处置价格

优点

➢ 节省时间和成本 ➢ 减轻环境影响 ➢ 获取有用的废物数据

➢ 精简废弃物管理程序 ➢ 法律合规性 ➢ 系统数字化、安全性好，
使用方便

Step 1: Notification documents 第一步：通知文件

现状

➢ 缺乏关于废物产生情况的资料信息

➢ 利益相关方难以方便快捷地共享信息

➢ 文书工作可能出错

➢ 缺乏废物识别系统

未来

➢ 数字化、基于浏览器的门户

➢ 通过地址主页数据、储存废物目录以及所要求的废
物代码，几分钟内即可填写国际公认的表格

➢ 表单的系统集成验证

➢ 系统可以实现多语言操作

➢ 灵活的通讯方式（纸质、传真、电子邮件、电子数
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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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Communication with stakeholders 第二步：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现状
➢与各方沟通是非常耗时的

未来

➢为每一方分配单独的通信方式和语言

➢可以根据通知数据自动生成废弃物轨迹
文档的模板

➢重复输入进单独的系统，管理传入的文
件或传真以及去除了相关的时间延迟

Step 3: Movement documents 第三步：废弃物轨迹文档建立

现状

➢缺乏与运输商的废物轨弃迹追踪，
可能会导致法律问题

未来

➢只需单击一下，即可将轨迹文档
发送给所有相关方

➢ZEDAL确保只咨询通知中批准的
运输商

Step 4: Waste movement tracking 第四步：废弃物轨迹追踪

现状

➢ 缺乏对废物实际处置地点和方式的了解

➢ 没有与废弃物轨迹相关的文件集成系统

未来

➢ 实时文档跟踪

➢ 以电子形式获取和发送废物接收、处置和回收
确认单

➢ 每次通知都会追踪废物量和运输数量

➢ ZEDAL将整个过程保存在一个数据库中，您可

以随时查看该数据库中参与者的交付状态或检
查相关注册、取消或处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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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dvantages 其他优点

➢ 可定制的工作环境

➢ ZEDAL可以连接到任何可操作的业务
流程系统

➢ 提供了有关ZEDAL系统和国际废弃物
管理立法的发展情况

➢ 与国家废弃物管理政策相适应

➢ 所有参与者（政府、生产商、出口商、
运输商、进口商、回收/废物处理公

司、经纪人、经销商）在任何时候都
拥有同等、完整和可评估的信息

Data management 数据管理

ZEDAL有一个主页数据管理系统，用于管理生产者、运输者、政府和处置者的数据

可以通过过滤和排序选项自主查看相关数据

快速搜索可直达单个文档

查看处理量和运输次数的相关数据，该数据细分为已注册和已确认为回收/处理商的单独数据

根据时间框架、运输商、处理商便捷地评估不同类型的废弃物

门户网站提供了一个索引选项“amount（量）”，可通过不同选项查找相关累积数据

3. PLASTIC WASTE COLLECTION AND SAFE 
DISPOSAL – CLEANHUB
塑料废弃物收集与安全处置— CLEANHUB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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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aste management situation 废弃物管理现状

80%的塑料未收集，对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

回收技术的投资仍然很低

严重缺乏塑料处理设施

废塑料有效处置的其他难点有
:

➢ 大多数塑料没有回收价值，
但会造成重大环境问题

➢ 缺乏可持续的塑料收集和
处置激励

目前的处置非常不透明，缺乏
工作环节的各种证明：
➢ 处置过程不透明

➢ 地方各方之间缺乏整体协
调

➢ 收集的材料难以追溯

20

Process overview 流程概述

回收

对分拣出塑料流的运输进行追踪，直至其到达处置设施。

储存和分选

根据证据对垃圾的储存和分选活动进行监控。

收集

跟踪塑料垃圾的重量和成分，并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收集过程分配资金。

订单

那些想实现塑料中和（收集量与塑料垃圾产生量相等）的公司下订单收集废塑料。

Linking software with recycling partners
将软件与回收合作伙伴联系起来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1

软件/CLEANHUB

软件发展

国际销售与物流

认证过程

品牌公关

消费者服务

回收合作商

收集管理

加工管理

当地物流

当地利益相关方管理工作

市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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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 involved 参与的利益相关者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2

收集 分选 分选结果

目标用户 ➢ 收集中心
➢ 废物拾荒者
➢ 清理类非政府组织

➢ 分选厂
➢ 分选批发商

➢ 分选厂
➢ 分选批发商

主要任务 ➢ 记录收集量
➢ 记录材料来源

➢ 图片形式的简单工
作证明

➢ 管理提交给下一级
集中/分拣单位的物
料

➢ 记录物料移交

➢ 各项来源的依序分
选

➢ 记录分选单位

➢ 记录物料移交

➢ 各项来源的依序分
离

➢ 记录分选单位

Tracking recovery from collection 收集过程的回收追踪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3

收集中心界面 材料登记 物料移交

Monitoring segregation 监测分选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4

分选厂界面 物料移交 开始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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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ing segregation results 记录分选结果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5

分选结果记录 分选结果明细 总览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6

相同的流程可应用于所有进一步的回收步骤（清洗、挤压成型、焚烧等），具体取决于目标出产
商（芯片、颗粒等）。可以跟踪不同塑料废物流的不同回收链。

废弃物产生者 回收合作伙伴 快消行业

环境

商业

家庭

标准化
单元

收集APP

运输运输 物理收集 分离

可
回
收
的

不
可
回
收
的

能量回收

加工

采购接口

Recognition of service providers 对服务提供商的认可

原材料供给

用于下游加工的原废料可通过来源证明进行验
证。

足迹中和化

可提供处置证书，以验证不可回收塑料的塑料
足迹的中和化。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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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ATIONAL WASTE MANAGEMENT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 WAS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MS)
国家废弃物管理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废物信息
管理系统（WIMS）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8

WIMS overview 废物信息管理系统（WIMS）概述

完整的企业解决方案，用于收集、
存储和分析与国家级废物管理相
关的数据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29

优点

➢ 废弃物管理数据的集中数
据库

➢ 数据分析和决策制定的工
具

➢ 实时监测能力

➢ 提高工作效率 ➢ 减少纸质工作 ➢ 与外部实体共享电子数据

➢ 安全数据管理收集 ➢ 可定制 ➢ 提升废弃物管理效果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0

公众参与决策支持分析数据管理 场地可流动性 共享&协作监测 设计&规划绘图和可视化

获得态势感知
并支持信息驱
动的决策制定

发现、量化并
预测趋势和模
式以提升效果

收集、组织和
维护资产和资
源的准确位置
和详细信息

管理并使流动
员工能够收集
和访问现场信

息

与公民和外部
利益团体进行
沟通和合作

使每个人都能
轻松发现、使
用、制作和共

享信息

通过绘图和可
视化了解位置

和关系

实时跟踪、管
理和监控资产

和资源

评估备选方案
并创建最佳设

计

WIMS framework 废物信息管理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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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omponents 系统组成

绘图 地图数据编辑 废物地图管理 填埋数据分析 工作自动化 医疗废物管理

场地调查 检验管理 数据交换 处理自动化 许可证管理 危险废物运输

废弃物处理管
理

社区伙伴关系 知识中心 公众参与 数据名录 决策支持

执行图表 废物管理图表 国家废物管理
指标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1

System operations 系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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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和权限的简单
界面

➢完全控制所有系统应用
程序

System operations: Waste management 系统操作：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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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

•政府可以监控废物从产生到处理设施的轨迹

•系统生成的电子单

•通过交互式图表进行数据分析

废物处理管理

•废物处理和回收公司可以报告废物的数量和产品

•提高政府的监测能力

•通过交互式图表进行数据分析

医疗废物管理

•医疗设施废物管理相关文件和数据的存储库

•监督医疗设施在废物管理方面的合规性

•进行定期检查

•高级搜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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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系统操作：管理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4

检验管理

•可定制的检查清单

•以电子方式生成检验报告

•允许管理员分配检验任务

•可以在现场收集数字签名、照片、视频和其他附件

公众参与

•市民可以申报投诉和事件

•通知和状态跟踪

•用户友好界面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供进出口公司在线签发许可证

•允许公司在线支付费用

•通过交互式仪表板进行数据分析

System operations: Data analytics 系统操作：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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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地图管理

•交互式GIS地图

•分析和决策工具

•高级搜索工具

•创建和共享自定义地图和报表

填埋数据分析

•显示垃圾填埋场调查的结果

•显示岩土和地球物理信息

•显示监控信息

场地调查

•允许用户创建自定义调查

•管理者可以向员工分配测量任务

•启用现场数据收集

•允许上传相关文档和媒体

•调查结果分析

Dashboard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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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可以通过可定制
的图表访问数据

➢关键绩效指标现场展示

➢平台可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进行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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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GITAL SOLUTIONS FOR EPR IMPLEMENTATION 
– CIRCUL8
数字化手段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实施中的应用 —
CIRCUL8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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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

价值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
应该能够访问系统。

连通性

将不同的上下游相关方联系起
来至关重要。

透明化

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都
应透明可用，特别是监测数据。

EPR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efficient recycling systems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实施需要高效的回收系统

Stakeholder integration in circul8 利益相关者集合 circu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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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cycle.circul8®.world

运输员

回收
人员

系统
操作员

消费者

生产者成
员

政府员工 Circul8 整合了所有参与者，它

在一个一体化的中央系统中解
决了逆向物流和循环经济过程
中的问题。

➢无错误数据传输

➢信息的实时可用性

➢方便参与者加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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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collection management 优化收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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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零售商和维修中心连续安排收集
订单

➢ 也可以安排一次性上门收集服务

Downstream processes monitoring 下游过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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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者可以直接将数据输入系统

➢ 即时查看工作情况

➢ 追踪污染率

方案管理者拥有全面的操作视图

➢ 收集订单的实时进度

➢ 现场垃圾桶即时概况

Downstream processes monitoring 下游过程监控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42

➢ 从家门口开始的实时文档记录

➢ 逐步追踪以实现全面的质量流
管理

123 

kg

相关证明的多种形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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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8 integration for PRO operations 
circul8 生产者责任组织（PRO）的操作一体化

22.07.2021 IWM NAMA Training of Trainers 43

自动化

Circul8 将所有材料流的EPR报告

自动化，并积极推动环境合规
的活动，提供完全透明的所有
相关参数。

报告

Circul8 有助于生产者责任组织

有效地管理和平衡生产者义务，
并向政府报告义务情况。

循环物流

Circul8 促进了高效的回收物流，

整合了从提货订单下达到资源
回收的每一个步骤。这些资源
可以反馈到制造过程中，以实
现真正的循环流动。

circul8 integration for PRO operations 
circul8 生产者责任组织（PRO）的操作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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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对关键绩效指标进行
监控，以确保与政府相合

➢ 成员可以直接在系统中透
明地访问其数据

➢ 系统可以直接为会员、收
集者和回收者触发计费

Performance monitoring 工作情况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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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数据存储库

➢ Circul8 可捕获所有相关的操作参数，

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精确评估和采取纠
正措施

➢ 可以提取相关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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