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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两山标准化研究中心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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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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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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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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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T212-2015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 18485、DB11/T 1416、DB11/T 1107、SZDB/Z 167、DL/T 18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1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urban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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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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低碳化服务 service of low-carbon

在设计、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中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从而实现节能减耗、提质增效、流程优化、能源替代、资源替代等功能。

3.3

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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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吨垃圾耗水量 water consumption per ton of garbage

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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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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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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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单位年度营收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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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期内相对于上一评价期的碳排放强度的削减百分比。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及重大环境违法事件。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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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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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连续、稳定的提供生活垃圾处置服务，并应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生活

垃圾焚烧行业的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

4.2 评价指标分类

4.2.1 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低碳化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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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基础指标包括焚烧炉运行基本条件、节能降耗、污染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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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核心指标包括能源节约、资源利用、数智融合、共建共享、清洁生产; 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

包括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基准水平。

4.2.4 创新性指标为碳经济绩效、碳能源绩效和碳生态绩效，划分成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两个等级。

4.3 企业标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4.3.1 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框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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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基

础

指

标

评价指标 指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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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焚烧

炉炉温指

标

/ GB 1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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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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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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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烧炉-余

热炉热效

率

/ GB/T 18750 ≥75%

GB/T 18750《生活垃圾焚

烧炉及余热锅炉》中6.5.5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

炉 的 热 效 率 不 应 低 于

75%。

3 节能降耗 /

GB/T

23331-2020

GB/T

38218-2019

按国家规定要求，具备开展节能降耗相关工作

的软硬件条件，并组织开展节能评估与能源审

计工作，从结构节能、管理节能、技术节能三

个方面挖掘节能潜力。

依据 GB/T 38218-2019中

4.5、4.6相关规定，查看

企业相关管理制度文件和

执行记录

4
核

心

指

标

低碳管理 / /

建有相关管

理体制机制，

年度管控目

标完成率≥

90%

建有相关管

理体制机制，

年度管控目

标完成率≥

80%

建有相关管

理体制机制，

年度管控目

标完成率≥

70%

依据 SZDB/Z 308-2018中

第五章相关规定，查看企

业相关管理制度文件和执

行记录

5

节能增效

吨垃圾发电量

垃圾焚烧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

≥420 ≥330 ≥280

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中4.4内

容，现场查看相关记录

6 综合厂用电率
DL/T

1842-2018
≤13% ≤15% ≤20%

依据DL/T 1842-2018中

5.4.4内容，现场查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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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7

资源利用

吨垃圾耗水量

（t/t 垃圾）

垃圾焚烧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

≤1.2 ≤1.6 ≤3.0

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六章

内容，查阅相关文件记录

和现场检查

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垃圾焚烧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

≥98% ≥85% ≥70%

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六章

内容，查阅相关文件记录

和现场检查

9

数智融合

烟气预测时间

周期
/ ≥15min ≥10min ≥5min

依据垃圾焚烧发电厂实际

控制情况，查阅相关文件

记录和

现场检查

10 智能生产分析能力 /

具有基于实

景孪生智能

生产分析场

景不低于 10

个；核心分析

模型不低于

30个。

具有基于实

景孪生智能

生产分析场

景不低于 5

个；核心分析

模型不低于

20个。

具有基于实

景孪生智能

生产分析场

景不低于 1

个；核心分析

模型不低于

10个。

现场检查

11

生产设施

能资源计量器具配备

情况

垃圾焚烧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

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主要

用能设备计

量器具配备

率 100%

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主要

用能设备计

量器具配备

率 90%

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主要

用能设备计

量器具配备

率 80%

依据GB/T21369 和

GB24789查阅相关文件记

录和现场检查

12 年运行时间

垃圾焚烧行业

清洁生产评价

指标体系

＞8400h ＞8200h ＞8100h

依据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查阅相

关文件记录和现场检查

13
余热锅炉主蒸汽压力

和温度

GB/T 18750

DL/T1842-201

8

5.3MPa ≤ P

＜9.8MPa

T=485℃

5.3MPa≤P＜

9.8MPa

T=450℃

3.8MPa≤P＜

5.3MPa

T=400℃

依据垃圾焚烧发电厂实际

参数

14

创新性指标

能效水平
欧盟废弃物框

架指令
≥0.6 ≥0.5 ≥0.2 查阅相关文件记录

15
碳排放强度

削减率
/ ≥6% ≥4.5% ≥3.5%

依据 SZDB/Z 308-2018中

5.2.6内容，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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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5.1 评价包括标准水平评价、服务水平评价（标准实施情况评价），其中：

a) 标准水平评价。采取对标分析方式进行。根据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单位）标准制定情况，与

本标准进行对比，评估标准符合性，确定标准水平。

b) 服务水平评价（标准执行情况评价）。在进行标准水平评价基础上，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单

位）实际执行标准后的服务水平进行评价，确定标准执行水平/服务水平。

5.2 评价方式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资料审核：通过相关文字、图片所形成的资料、证明等文件进行评审；

b) 现场评审：评审员赴现场或组织相关会议进行评审。

5.3 原则上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应与标准水平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如存在不一致，则按相对低水平结

果为评价结果分级依据。

5.4 评价结果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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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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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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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达到三级及以上要求的企业标准，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可进入“垃圾焚烧发电”

企业排行榜。

5.4 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服务可进入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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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1 =
�� − �� + ��
0.97 × �� + ��

式中：

�1——垃圾焚烧发电厂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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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无量纲系数，修正锅炉不完全燃烧的燃料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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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吨垃圾耗水量

吨垃圾耗水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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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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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削减率

碳排放强度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C.1）

式中：

���——碳排放强度，单位为（tCO2e /万元）；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tCO2e）；

���——年度营收额，单位为（万元）。

碳排放强度削减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1

����
（C. 2）

式中：

����——较第 y-1 年比，第 y 年生活垃圾焚烧碳排放削减率（%）；

����−1—第 y-1 年生活垃圾焚烧碳排放量（tCO2e）；

����—第 y 年生活垃圾焚烧碳排放量（tCO2e）。

其中，����按下列方法进行计算：

1.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

1.1 核算边界

垃圾焚烧厂排放的核算边界按照组织和功能双边界进行界定，其中组织边界是指垃圾焚烧发电最低

一级的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包括全生命周期建筑系统的碳排放、药剂碳排放等；

功能边界是指为实现焚烧发电或供热功能所涉及的各功能系统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焚烧系统、汽水

系统、电气系统、控制系统和脱硫脱硝等装置的集合，不包括厂区内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

如图 2中虚线框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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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算边界示意图

1.2 排放源

垃圾焚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废水处理产生

的甲烷排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外购药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再生能源、资源减排

以及垃圾焚烧厂建筑碳排放。

1）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指含有化石碳的垃圾组分，如塑料、橡胶、纺织品、

纸类等燃烧产生的排放。

2）渗滤液等废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指通过厌氧处理废水产生的甲烷排放，折合成二氧化碳排

放。

3）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一般包括启动焚烧炉等主要生产系统消耗的化石燃料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作为辅助燃烧剂掺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外购药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一般包括烟气处理过程需要的药剂所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5）再生能源、资源减排：指报告主体回收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自用或者作为产

品外供给其它单位，从而免于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6）垃圾焚烧厂建筑碳排放：包括材料生产阶段、施工建造阶段、运行维护阶段、拆解阶段、回收

阶段中各单元过程碳排放量的总和。

2.生活垃圾焚烧排放核算要求

2.1 计算公式

2.1.1 生活垃圾焚烧排放量是统计期内未分类的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考虑生物

碳含量，采用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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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4

12
× ������,�,� × ������,�,� × ��������,�,�（C.3）

其中：

PECOMCO2 ,c,y
—第 y年在项目边界内与燃烧室 c相关的燃烧产生的CO2项目排放 tCO2e ；

Qwaste,c,y—第 y年供给燃烧室 c的新鲜垃圾量 t ；

FFCwaste,c,y—第 y年供给燃烧室 c的垃圾中化石碳的比例（tC t）；

EFFCOM,c,y—第 y年燃烧室 c的燃烧效率 比例 ；

44
12
—转换因子 tCO2e tC ；

C—用于项目活动的燃烧室：气化炉，焚化炉燃烧室；

2.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2.2.1 新鲜垃圾量应根据垃圾焚烧企业（单位）实际焚烧的垃圾监测值来确定。

2.2.2 燃烧效率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监测。

2.2.3 供给燃烧室 c的垃圾中化石碳的比例采用 IPCC 2006指南第 5卷第 2章表 2.4。

3.渗滤液等废水处理排放核算要求

如果项目活动产生的排放废水采用有氧的方式进行处理，如：联合堆肥，那么废水处理产生的项

目排放假设为 0；如果在厌氧消化器中被处理，那么根据程序“厌氧消化产生的项目排放”来计算排放。

如果项目活动中产生被厌氧处理（而不是在作为项目活动一部分的厌氧消化器内被处理）和厌氧

储存的排放废水，或产生未经处理即被释放的排放废水，那么项目参与方须采用下面的公式中确定

����,�,�。该计算把排放废水处理方式产生的甲烷区分为全部、部分或没有进行火炬焚烧/燃烧，公式（2）

计算如下：

����,�,�

���,� × ����,� × �0 ×����� × �����4，

对于没有燃烧

���,� × ����,� × �0 ×����� × �����4 +
�������,��,�
�����4

− ���4,�����,�

对于部分燃烧
�������,��,�
�����4

，

对于全部燃烧

（C.4）

其中：

����,�,�—第 y年项目活动排放渗滤液等废水产生的甲烷项目排放量(tCO2e)；

���,�—第 y年项目活动产生的且经厌氧处理或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排放废水量（m3）；

����,�—第 y年项目活动产生的排放废水的 COD（tCOD m3）；

�0— 最大的甲烷生产能力，表示给定的化学需氧量可产生的最大甲烷量（tCH4 tCOD）；

�����—甲烷转换因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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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烷全球变暖潜势（ tCO2e tCH4） ；

�������,��,�—第 y年与排放废水处理相关的焚烧产生的排放(tCO2e)；

���4,�����,�—第 y年送到火炬/燃烧室中的排放废水处理所排放的甲烷量（���4）。

应使用 EB最新版“火炬燃烧导致的项目排放计算工具”估算火炬焚毁产生的甲烷排放（�������,��,�

的估算请参看工具中参数�������,�的估算）。甲烷排放量使用默认排放因子值，假设气体中所包含甲烷

有的焚毁效率为 90%，且�������,��,�=�����,��,�，公式如下：

�����,��,� = ���4,�����,� × 0.1（C.5）

其中：

�����,��,�—第 y年废处理产生的甲烷燃烧引起的排放量 (tCO2e)；

���4,�����,�—第 y年送到火炬燃烧室的废水处理气体中的甲烷量 tCO2e ；

���4,�����,�是应用 EB最新版“气流中温室气体质量流量的确定工具”来确定的，采用以下要求：

 应用本工具的对象是连接火炬终端的管道内的气体流；

 甲烷是温室气体，应确定其质量流；

 应连续测量气体流的流量；

 简化气体流分子量的计算是有效的（工具中的公式 3或 17）；

 且质量流必须根据按小时计的时间间隔 t进行计算，然后对第 y年进行合计（���4）；

如果被处理的废水来源于现场实施的不止一个替代垃圾处理方式，那么应该估算全场区的排放，

之后分配给处理方式中的任何一个。

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要求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露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工具”来确定计算。

����,���,� = ��������,� × ����������,�（C.6）

其中：

����,���,�—第 y年项目辅助燃料消耗产生的排放量 tCO2e ；

��������,�—第 y年项目的辅助燃料消耗量（t）；

����������,�—第 y年项目所用辅助燃料的��2排放因子 tCO2e/t 。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选择选项 B方式进行计算：

����������,� = ����,� × ����2,�,�（C.7）

其中：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tCO2e/t ；

����,�—化石燃料�平均热值 GJ t ；

����2,�,�—化石燃料�平均排放系数 tCO2e G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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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购药剂排放核算要求

���ℎ,�,� = ����ℎ,�,� × ���ℎ,�,�� （C.8）

其中，

����,�,�—第 y年购买�种药剂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第 y年使用�种药剂的质量 � ；

����,�,�—第�种化学药剂的���排放因子 ���� � 。

6.再生能源、资源温室气体减排核算要求

6.1 计算公式

再生能源主要是指垃圾焚烧产生的发电量和/或供热量。供电量是指统计期内发电设施的发电量减

去与生产有关的辅助设备的消耗量；供热量是指焚烧炉经汽轮机直接供热量，按以下计算方法获取：

（1）对于仅提供发电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el,� = ���,� ����,�（C.9）

其中，

����,��,�—第 y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供电实现���替代排放(�����)；

���,�— 第 y年生活垃圾焚烧并网电量（���）；

����,�— 第 y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

（2）对于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量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en,� = ���,� × H × K ×W（C.10）

其中，

����,��,�—第 y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供热实现���替代排放(�����)；

���,�—第 y年生活垃圾焚烧供热蒸汽量（�）；

�—饱和蒸汽的焓值（�� ��）；

�—热力（百万千焦）的折标准煤系数，系数数值为 0.0341；

�—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折算系数，系数数值为 2.4567。

（3）炉渣资源化利用情况，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 = �=1
� �����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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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炉渣资源化再生产阶段碳排放（�����）；

��—第�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第�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单位建材数量）。

7.垃圾焚烧厂建筑碳排放核算要求

建筑碳排放应覆盖工业建筑全生命周期，以碳排放单元过程为基本单位进行数据采集与核算，建

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应为材料生产阶段、施工建造阶段、运行维护阶段、拆解阶段、回收阶段中各

单元过程碳排放量的总和。

��,� =
���,�
�
+ ���,� + ���,�（C.12）

其中，

��,�—第 y年垃圾焚烧厂建筑碳排放量(�����)；

���,�—垃圾焚烧厂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第�年垃圾焚烧厂建筑运行维护能耗的碳排放量(�����)；

���,�—第�年垃圾焚烧厂建筑运行维护材料替换的碳排放量(�����)；

l—建筑运行的设计年限(a)。

8.排放量计算

���� = �����,� + �����,� + ��,� − ����,�（C.13）

其中，对于建筑、药剂等已经在本行业核算碳排放量，本指南不再重复计算；对于尚未在本行业核

算碳排放，则在本指南内统一核算。

����—第�年项目排放温室气体总量 ����� ；

�����,�—第�年项目直接排放 ����� ，包括垃圾焚烧排放 ��������,�,� 和渗滤液等废水处理排放

����,�,� ；

�����,�—第 y年项目间接排放 ����� ，包括辅助燃料消耗排放 ����,���,� 和外购药剂产生的排放

（����,�,�）；

��,�—第 y年垃圾焚烧厂建筑碳排放量(�����)；

����,�—第 y年项目再生能源、资源温室气体减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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