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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项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

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推动实施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

规划》中明确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将形成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发展格

局，从而开启了垃圾焚烧行业“焚烧+”高速发展窗口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

决策，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将生

活垃圾焚烧作为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力推进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因此，垃圾焚烧行业已然成为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可或缺的

重要基础条件和重要基本公共服务。《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化垃圾焚烧设施高效协同把“无废城市”

建设和“双碳”目标结合起来，全面提高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供给质

量和运行效率，从而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我国垃圾焚烧自主技术产品已走

向成熟，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和垃圾处理量均居世界第一；

焚烧炉、烟气处理、渗滤液处理和固废处理等最新技术已达到国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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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生活垃圾焚烧已经进入“高质量”焚烧发电阶段，中国垃圾

焚烧行业实现了从跟跑跻身领跑的重要转变。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

对垃圾焚烧技术和装备需求强烈，垃圾焚烧领跑企业也聚集了“走出

去”的强大势能。尤其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推进，我国垃

圾焚烧企业、技术和装备将有更多机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转型的建设之中。

垃圾焚烧行业服务标准的建立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意见（国市监标准

[2018]84号）》关于切实发挥企业标准对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对标

国际先进标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垃

圾焚烧企业标准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标准水平，全面提高生活垃圾焚

烧设施的供给质量和运行效率，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

鉴于此，编制组在现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运

行管理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根据“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行动及行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本评价标准，一方面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

标准，也可用于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用于指导第三

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有关评估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2.1开展行业实践

2021年 7月，由 14家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发起了面向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行动，并明确在行业中遴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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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质量特征的标杆项目，用榜样的力量引领行业升级。同时，通

过“双百跨越”标杆行动开展行业研究工作

2.2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1年 8月，E20环境平台、首创环保、瀚蓝环境、上海环境

等主要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组，召开标准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

方案，框架进行讨论，并同步开展文献研究，结合“双百跨越”标杆

比选活动对国内外标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热电联产等行业资料和

项目资料开展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工作。

2.3形成标准草案

2021年 8月-9月，基于主要编制单位行业专家的经验完成“评

价导则 1.0版”初稿的编写，期间编制组围绕标准结构、原则、内容

等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系统分析。并在“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比选

行动中进行实践验证和完善。

2.4开展行业验证

2021 年 9 月-2022 年 1 月，运用“评价导则 1.0 版”对来自 13

家领跑企业的 20个标杆项目进行了现场评审和调研，在实践当中吸

收更多行业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2.5启动“领跑者”标准研究工作

2022年 3月，标准编制组启动《“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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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标准研究工作。

2.6编制组内部确定标准提纲

2022年 3月 10日编制组内部围绕“领跑者”标准基本结构和编

制原则，确定编制内容提纲，明确人员分工。

2.7行业专家第一次研讨

2022年 4 月第一次召集行业专家和标准专家围绕“领跑者”标

准框架结构进行讨论，并基于讨论完善编制提纲和内容。

2.8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年 4月-5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9行业专家第二次研讨

2022年 6月 22日，第二次组织行业专家内部对标准征求意见稿

进行讨论，进行意见收集汇总，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标准草

案。

2.10完成标准送审稿

2022年 7月 14日，以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领跑者”标准

评价要求 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标准内部预审查会，

行业专家对提交的送审文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审，提出了修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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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会后编制组认证落实修改意见，完成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三、适用范围和拟解决问题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低碳化服务的基本要求、技术

措施，以及评价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直接燃烧生活垃圾的发电项目或者热电联产项目

节能、低碳的设计与评价。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

方案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

三、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

重点考虑可操作性，便于标准的实施。

2.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QP 015

—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本文件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

要求、国家及行业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服务标准等。

3.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的过程中，充分调研行业现状，确定了评价体系和关

键指标参数，关键技术指标与国内标杆企业进行对比，达到并部分超

越标杆企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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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内容

4.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50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29152 垃圾焚烧尾气处理设备

GB/T 2975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38218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41152 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导则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11/T 1107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管理规范

DB11/T 1234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源消耗限额

DB11/T 1416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

DB44/T 1097 生活垃圾焚烧锅炉能效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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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401/T 12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锅炉节能降耗技术规范

SZDB/Z 167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

及指南

SZDB/Z 308 低碳工业园区评价指南

DL/T 1842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

PAS2050:200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

范

4.2 术语和定义

GB 18485、DB11/T 1416、DB11/T 1107、SZDB/Z 167、DL/T 1842

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2.1 城市垃圾焚烧发电 urban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

是指通过特定的焚烧锅炉燃烧城市市政垃圾，再通过蒸汽轮机发

电机组发电的一种发电形式。

4.2.2 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是指垃圾焚烧发电的过程中，上网电量的能量占垃圾燃烧输入到

热力系统的能量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式中：

——垃圾焚烧发电厂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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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产生的热能或者电能，在计算时，电能乘以系数

2.6，该系数为固定系数，单位为（GJ/a）；

——燃料输入到热力系统的能量，单位为（GJ/a）；

——除 和 之外的年输入能量,单位为（GJ/a）；

——废弃物输入到热力系统的净能量,单位为（GJ/a）；

——无量纲系数，修正锅炉不完全燃烧的燃料损失

4.2.3 吨垃圾耗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per ton of garbage

报告期内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处理一吨进厂垃圾所消耗的原水量。

计算公式为：

··········································· (1)

式中：

——吨垃圾耗水量，单位为（t/t）；

——处理垃圾用原水量，单位为（t）；

——入厂垃圾量，单位为（t）。

4.2.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reuse rate of industrial water

报告期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用

水量的比例。

4.2.5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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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年度营收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二氧化

碳排放量依据《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方法计算。

4.2.6 碳排放强度削减率 reduction rate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报告期内相对于上一报告期的碳排放强度的削减百分比。

4.2.7 污染排放强度 pollution discharge intensity of incineration

报告期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与年度营收

额的比值。单位：（吨/万元）污染物包括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

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4.3 评价指标体系

4.3.1 基本要求

依据 T/CAQP 015-2020、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

则》给出的规定，生产企业必须满足的要求包括：

（1）城市垃圾焚烧厂运行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的

要求。

（2）不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近三年内未发生重

大安全、环保事故及重大环境违法事件。

（3）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设施完善，符合安全生产、环保和消防有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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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5）企业可根据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

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

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3.2 评价指标分类及指标体系框架

依据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

通则》给出的规定，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准

的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4.3.2.1基础指标包括围绕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的基本条件，

包括炉温、炉排漏渣率、余热锅炉热效率、节能降耗、污染物管控等

基本条件，满足垃圾焚烧厂规范运行行为、提高运行水平和保障公众

利益。

4.3.2.2核心指标从管理和技术两个维度，分别从低碳管理、节能

增效、资源利用、数智融合、生产设施五个方面包括：

低碳管理评价指标及分级水平主要是依据 SZDB/Z 308-2018《低

碳园区评价指南》，通过行业调研发现，目前以垃圾焚烧技术为核心，

正在逐步形成市政污泥、沼渣、一般工业固废、浓缩液掺烧等多源固

废协同处理处置的园区化趋势，因此管理维度参考低碳园区管理要求

进行评价。

节能增效主要从能源的角度对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和耗能两个

角度进行评价，其中产能主要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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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核心指标吨垃圾发电量进行评价；耗能主

要依据 DL/T 1842-2018《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评价综合厂

用电率，评价全场综合厂用电的水平，从而评价厂区节能效果；同时

根据《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和《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

范》，垃圾焚烧发电厂蒸汽参数的选取直接影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发

电效率和收益，提高蒸汽参数成为提高发电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成为

反映节能增效的重要指标。

资源利用主要反映垃圾焚烧发电厂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水平，从

资源消耗和利用两个角度，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选取进炉垃圾低位热值、吨垃圾耗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进行评价。

数智融合主要反映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运用智能化手段驱动温

室气体减排的能力。从行业现状而言，垃圾焚烧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标准对行业内智能化较为领先的深能环保、三峰环境、瀚蓝环境、

光大环境进行了调研，目前的智能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料

系统的自动化水平，主要以人工干预时间进行评价；二是烟气处理系

统预测能力；三是远控率和程控率的响应时间。因此，本标准依托“双

百跨越”标杆行动对已经实施了智能化升级改造的标杆厂进行了调

研，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形成了指标分级水平。

生产设施从运行时长和能资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两个方面评价

垃圾焚烧厂低碳服务能力，均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评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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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

中 5星级水平；一般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基

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

4.3.2.3 创新性指标是在基础性指标确保垃圾焚烧厂稳定安全运

行的前提之下，通过核心指标节能、降耗、增效三大措施之后所展现

出来的垃圾焚烧厂的低碳服务效果评价，主要包括碳经济、碳能源和

碳生态三方面的效果。

碳经济绩效主要对垃圾焚烧厂内控能力评价，包括常规综合管控

能力和碳资产管控能力，前者主要基于“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行

动中标杆厂实际建设水平和能力构建评价指标和分级标准；后者则按

照《碳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的有关要求对垃圾焚烧厂进行评价。

碳能源绩效主要主要参考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结合我国垃

圾焚烧厂能效相关研究成果，提出能源效率、余热利用两项指标进行

评价。

碳生态绩效回归垃圾焚烧厂减污减碳的初心，按照动态性原则评

价碳强度削减率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评价。

以上核心及创新性指标均着眼于体现垃圾焚烧厂减污减碳协同

功能及其低碳服务效果，同时可量化的指标，选取的过程中重点考虑

了“无废城市”的关注焦点、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痛点等方面，符

合行业升级、服务提升的发展趋势。具体的评价指标要求及框架见下

表 1。
表 1 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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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

表 2。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

公开后均可进入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企业标准排行榜。

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

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

低碳化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 2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

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先进水平要求

（80%）
*

创新性指标

先进水平要求

（50%）
*

二级应同时满

足

核心指标

平均水平要求

（80%）
*

创新性指标

平均水平要求

（50%）
*

三级应同时满

足

核心指标

基准水平要求
-

*表示满足指标的数量，指标数量按照比例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计量。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

果等情况

本标准主要针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

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

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予以证明，力求标准的科学性、

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标准制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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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

划等保持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标准发布实

施。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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