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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

案》关于“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

开更高质量的标准”的要求，强化企业标准引领，树立行业标杆，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全国工商联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的指导下，联合“领跑者”

制度的工作机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一同在部分行业领域开展民营企业标准“领跑

者”活动。

进入“十四五”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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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具备了独立设计、制造

整个焚烧线的能力，且最新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促进生活垃圾焚烧行

业能够更好的适应分类后的生活垃圾与其他多元固废协同处置，需要有一套服务

评价标准，从系统化协同处置服务方面凝练出促进行业高质量目标可达的实施指

南，从而引导整个垃圾焚烧行业向着更高标准发展。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逐步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厂向着多元固废协同处置的方

向发展，因此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设计和服务阶段不但需要考虑整个系统的集约性

和高效性，还需要兼顾设备的协同处置能力。

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评价入手，对焚烧厂的总体服务进行全方位评价，同时

充分考虑全国各地不同体制下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行管理特点和要求，构建定量

评价和定性评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评价体系的准确性和普适性。

我们将从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标准出发，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建

立《“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团体标准，触发

和引导国内企业建立高水平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体系，引领行业高

质量发展，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标准达到或超

过国际先进标准水平。

为切实发挥企业标准对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支撑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工作的有序推进，上海环境、E20环境平台及相关企业

共同制定《“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E20环境平台，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

为 2022年。该标准一方面可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和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

行评价，引导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对服务进行优化升级，促进生活垃圾焚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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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标准的发布实施，可用于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

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适用范围和拟解决问题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

定义、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

照使用，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方案时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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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

3.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的过程中，充分调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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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高端客户要求进行对比，达到并

部分超越标杆企业水平。

四、主要工作过程

1.开展调研

2021年 8月开始，标准编制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相关资料收集与背景调研，

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及相关其他城市固废处置行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

准和企业标准进行了相关的检索和研究，与之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55012-2021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50-2008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6889-2008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T 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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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国家生态环境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餐厨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

规程；HJ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76-29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T 300-200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

建标 142-2010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日建设标准；CJJ 90-2002 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T 290-200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

用泥质；CJJ/T 137-2019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 128-2017 生活垃圾焚

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T212-2015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CJJ231-2015 生活垃圾焚烧厂检修规程；CJJ 184-2012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T 134-2019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JB/T 11826-201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焚

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RISN-TG009-2010 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导则；在企业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的企业标准大于 20家。

2021年 10月 15日，E20环境平台与 13家行业龙头企业，在北京召开了《双

百跨越-生活垃圾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 1.0版》编制会议。此次会议完成了该项评

价导则的基本框架编制，各家代表均对评价导则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2021年 12月 16日，E20环境平台在广东深圳召开了《双百跨越-生活垃圾

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 1.0版》发布会，与会单位有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

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环保（中国）有限公司、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会上，E20平台代表全体与会单位，发布了《双百

跨越-生活垃圾焚烧厂标杆评价导则 1.0版》。

2022年 1月 17日，E20平台和 13家焚烧行业龙头企业，启动了《“领跑者”

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的编制工作。经过多轮的线上

会议讨论，于 2022年 6月 17日完成了标准第一稿草案。

2022年 7月 1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 E20平台及相关标准编制单位，在

北京采取线上+线下模式，召开了《“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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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协同服务》的专家评审会。会上，与会专家包括标准院专家，对《“领跑者”

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中的各项指标问题进行了充分

讨论。其中，“创新性指标”中建筑协同服务指标和资源化协同服务指标采用的

评价方式较为新颖，需要经过新一轮讨论才能确定。会后，标准起草组对会上各

专家反馈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并将建筑协同服务指标和资源化协同服务指标进行

了具体的说明，提出了标准第二稿草案。

2022 年 7 月 5日，E20 平台等在线上召开第二轮标准讨论会，对标准草案

进行了讨论和确认，会上，与会代表对标准起草组修改后的“创新性指标”予以

认可。

2.通过标准立项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按照“领

跑者”标准立项要求，于 2022年 6月完成立项。

3.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2年 6月在 E20环境平台、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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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标准研究工作。。

4.起草组工作会议

2022年 6月 17日在线上的第二次起草组工作会议，起草组全员参加。会上，

起草员各成员提出在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必要性和取值合理性研究工作中需要

进行其他成员协助的工作，起草组内部进行沟通，各成员协调互助。

2022年 7月 1日在线上的第三次起草组工作会议，起草组全员参加。会上，

起草员各成员将对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必要性和取值合理性研究结果进行分享。

5.意见征集

2022年 7月 19日，上海环境集团等于各自官网发布“关于《“领跑者”标

准评价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团标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基础部分（第一至三章）

对标准的使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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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

求、评价指标分类和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具

体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1）基本要求包括：

近三年，生产企业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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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系

统化协同服务评价领跑标准应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垃圾焚烧行业的相关产品

(产品标准)规定的要求。

（2）评价指标分类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系统化协同服务评价标准“领跑者”标准中所包括的指

标分为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基础指标

基础指标包括垃圾焚烧炉炉温指标、炉排漏渣率、焚烧炉-余热炉热效率、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ACC）指标、烟气净化指标、飞灰/炉渣处理指标、污水处

理指标和其他污染物资源化指标。

核心指标包括污泥协同指标、餐厨/协同指标、建筑垃圾协同指标、资源化

产品指标；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 5星级

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

榜中 3星级水平。

创新性指标为建筑协同服务指标和资源化协同服务指标，划分成平均水平和

先进水平两个等级，其中先进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的 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

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产品性能和

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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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垃圾焚烧厂系统化协同服务标准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

基
础
指
标

垃圾焚烧
炉炉温指

标

GB
18485-2014

/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自动监测数
据标记规则》

记录全厂每台炉全年“炉膛内热
电偶测量的五分钟均值”低于
850℃的次数。

GB 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中 5.3 规定
在二次空气喷入点所在断面、炉
膛中部断面和炉膛上部断面中至
少选择两个断面分别布设监测
点，实行热电偶实时在线测量，
并根据焚烧炉设计书检验和制造
图核验炉膛内焚烧温度监测点断
面间的烟气停留时间。满足烟气
在 850℃以上停留时间大于 2s，
且二次风喷嘴布置可获得良好的
流场分布。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
数据标记规则》中 3.4 规定
炉膛内有 3 个及以上测温断面，
取炉膛中部和上部两层断面各自
热电偶测量温度中位数算术平均
值的 5 分钟平均值。

2 炉排漏渣
率

RISN-TG009-
2010

≤2.0%

RISN-TG009-2010《生活垃圾焚烧
技术导则》中 4.3.3.3 规定
炉排漏灰量按进炉垃圾重量计，
要求不大于 2％。

3
焚烧炉-
余热炉热

效率

GB/T
18750-2008

≥75%

GB/T 18750-2008《生活垃圾焚烧
炉及余热锅炉》中 6.5.5 规定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的热
效率不应低于 75%。

4

自动燃烧
控制系统
（ACC）指

标

CJJ/T
137-2019

符合 CJJ/T 137-2019《生活垃圾
焚烧厂评价标准》中①②③④要

求

CJJ/T 137-2019《生活垃圾焚烧
厂评价标准》中表 3.2.2 规定
炉排炉自动燃烧控制系统具备以
下功能可被认为功能齐全：
①可根据炉膛温度自动控制助燃
燃烧器启停；
②下列参数均可自动调节：推料
速度、炉排移动速度、一次风量
（干燥段、燃烧段、燃烬段可单
独调节）、二次风量；
③可根据锅炉出口氧含量或排烟
CO 含量自动调节二次风风量；
④可根据锅炉蒸发量或蒸汽压力
自动调节进料速度和一次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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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烟气净化
指标

GB
18485-2014
及欧盟工业
排放指令
2010/75/EC

符合 GB 18485-2014《生活垃圾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中①②③④要

求

GB 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中表 4 生活垃圾焚
烧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限值规
定：①颗粒物浓度不大于 20/30
mg/Nm3（日均值/小时均值）；②SO2

浓度不大于 80/100 mg/Nm3（日均
值/小时均值）；
③NOx浓度不大于250/300 mg/Nm3

（日均值/小时均值）；
④二噁英排放测定均值不大于
0.1 ngTEQ/Nm3

6
飞灰/炉
渣处理指

标

GB
16889-2008/

GB
18485-2014

飞灰经稳定化处置后符合 GB
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中有关含水率、二
噁英含量和浸出毒性指标检测要
求；焚烧炉渣热灼减率≤5%，炉
渣实现综合利用。

GB 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控制标准》中 6.3 规定稳定
化处置后应满足符合下列要求：
①含水率小于 30％；②二噁英含
量低于 3μg TEQ／Kg；③按照
HJ/T 300-2007 制备的浸出液中
危 害 成 分 浓 度 低 于 GB
16889-2008 中表 1 规定的限值。
GB 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中 5.3 规定焚烧炉
渣热灼减率≤5%。

7 污水处理
指标

GB
16889-2008

符合 GB16889-2008《生活垃圾填
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①②③④

要求

GB 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控制标准》中 9.1 对污水排
放的浓度限定值做出了规定，按
照表 2 规定的浓度限定值如下：
①化学需氧量（CODCr）排放测定
值不大于 100，生化需氧量（BOD5）
排放测定值不大于 30，总氮不大
于 40，氨氮不大于 25，总磷不大
于 3 mg/L；②悬浮物不大于 30，
总汞不大于 0.001，总镉不大于
0.01，总铬不大于 0.1，六价铬不
大于 0.05，总砷不大于 0.1，总
铅不大于 0.1mg/L；③大肠杆菌群
数不大于 10000 个/L；④色度不
大于 40（单位：稀释倍数）。

8

核
心
指
标

污泥协同
指标

CJ/T
290-2008 /

JB/T
11826-2014

能够提供
掺烧污泥
服务，以
含 水 率
80% 污 泥
计，掺烧
比例大于
10% （ 单
位：湿污
泥量/生
活 垃 圾
量）

能够提供
掺烧污泥
服务，以
含 水 率
80% 污 泥
计，掺烧
比例大于
5%，小于
等于 10%
（单位：
湿污泥量
/生活垃
圾量）

能够
提供掺烧
污 泥 服
务，以含
水 率 80%
污泥计，
掺烧比例
小于等于
5%（单位：
湿污泥量
/生活垃
圾量）

CJ/T 290-2008《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烧用泥质》
中4.2节，对污泥进入干化系统的
含水率有明确规定，为80%，不足
或大于按照80%计量。

JB/T 11826-2014《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泥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
范》中7.4对炉渣热酌减率有明确
规定，应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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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热灼
减率小于

3%

炉渣热灼
减率小于

4%

炉渣热灼
减率小于

5%

9 餐厨协同
指标

CJJ
184-2012/
《餐厨垃圾
处理厂运行
维护技术规

程》

餐厨垃圾
处置系统
处理后固
渣焚烧比
例小于

20%（餐厨
渣/入场
餐厨垃
圾）

餐厨垃圾
处置系统
处理后固
渣焚烧比
例小于

30%（餐厨
渣/入场
餐厨垃
圾）

项目拥有
餐厨垃圾
协同处置
工艺设

施，能够
提供厌氧
发酵、好
氧发酵、
协同焚

烧、生物
资源化其
中一种或
多种不同
资源化要
求的服务

关于餐厨垃圾处置系统处理
后固渣率尚无相关标准规范，是
否需要更换评价标准，或是标明
该评价标准为运行经验总结所
得。

住建部《餐厨垃圾处理厂运
行维护技术规程》2.4.1中对餐厨
垃圾预处理系统除杂率进行了明
确规范，如下：采用人工分选时
粗大杂质分选率应不小于90%，设
备分选的不可生物降解杂质分选
率应不小于95%，除砂率应不小于
90%，有机物损失率应不大于5%。

CJJ 184-2012 《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规范》中7.2规定分选后的
餐厨垃圾中不可降解杂物含量应
小于5%；油脂分离收集率应大于
90%。

10 建筑垃圾
协同指标

CJ/T
134-2019

装修垃圾
资源化率
85%以上，
资源化系
统处理后
固渣焚烧
比例小于
15%（固渣
/入场建
筑垃圾）；
拆除垃圾
资源化率
95%以上，
资源化系
统处理后
固渣焚烧
比例小于
5%（固渣/
入场建筑
垃圾）

装修垃圾
资源化率
75%以上，
资源化系
统处理后
固渣焚烧
比例小于
25%（固渣
/入场建
筑垃圾）；
拆除垃圾
资源化率
95%以上，
资源化系
统处理后
固渣焚烧
比例小于
5%（固渣/
入场建筑
垃圾）

项目能够
提供建筑
垃圾/装
修垃圾资
源化处置

服务

建筑垃圾资源化细分为装修垃
圾、拆除垃圾。CJJT 134-2019《建
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中 4.1.3
规定装修垃圾资源化率 75%的列
为平均水平，资源化率 85%的列为
先进水平；8.1.7 规定拆除垃圾资
源化率不应低于 95%。资源化率在
一定情况下受到地区、时间、经
济等影响，可综合考虑后再评价；

11 创
新
性
指
标

建筑协同
服务指标

协同处置
两种及以
上废弃物
的共用建
筑占地面
积大于总
建筑面积

40%

协同处置
两种及以
上废弃物
的共用建
筑占地面
积大于总
建筑面积

30%

协同处置
两种及以
上废弃物
的共用建
筑占地面
积大于总
建筑面积

20%

协同项目共用建筑设施面积，包
括共用办公建筑设施、共用工艺
处理建筑设施（上下层）、共用厂
区物流道路、共用卸料平台、共

用污水处理设施等。
计算方法为：共用设施建筑占地
面积/总建筑、构筑物占地面积

12
资源化协
同服务指

标

资源化协
同率大于

4

资源化协
同率大于

3

资源化协
同率大于

2

资源化协同率=资源化产品种类-
排出厂区污染物种类

资源化产品包括：再生砖、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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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氢气）、肥料、热能（蒸汽
/热水）、再生油脂、再生骨料或

其他可销售再生产品
排出厂区污染物包括：废气、废
水、飞灰、炉渣、沼渣、污泥或
其他需额外进行安全处置的废弃

物

3.评价方法（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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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外窗企业标准排行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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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窗企业标准“领跑

者”候选名单。

表2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六、预期作用和效益

本文件主要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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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本文件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不矛盾。国内、国外均没有本文件所评价内容的评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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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 1 项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平均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 1 项达到平均水平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基准水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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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无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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