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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质量及企业标准水平评价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

系和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处理量为 200kg/d -20t/d的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的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

关机构在开展质量分级和企业标准水平评估、“领跑者”评价以及相关认证时可参照使用，企业

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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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739 餐厨废弃物处理与利用设备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CJ/T 227 有机垃圾生物处理机

CJJ 52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

JG/T 5050 建筑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考核通则

NY 525 有机肥料

T/ESF 0001 “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14554、GB 22337、GB/T 19095、GB/T 24001、GB/T 28739、GB/T 45001、CJ/T 227、NY
525、T/ESF 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温好氧发酵设备 equipment for high temperature aerobic fermentation

在高温条件下（55-70℃）对厨余垃圾进行好氧发酵的设备，一般由集料、破碎、脱水、好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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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气体净化等单元组成。

3.2

减重率 weight reduction rate

厨余垃圾总质量与产出物质量之差和厨余垃圾总质量的百分比。按式（1）计算：

�� = �−�0

�
× 100%……………………………………（1）

式中：

pm——减重率，%；

m——厨余垃圾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0——产出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3.3

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绝干状态下可利用的产出物质量与处理前厨余垃圾总质量的百分比。按式（2）计算：

�� =
��0
��

× 100%…………………………………………（2）

式中：

pu——利用率，%；

md——绝干状态下，处理前厨余垃圾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d0——绝干状态下，可利用的产出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3.4

单位水耗 unit water consumption

设备运行过程中每处理 1kg 垃圾所消耗的水量，单位为升/千克（L/kg）。

3.5

单位能耗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设备运行过程中每处理 1kg 垃圾所消耗的能量，单位为千瓦时/千克（kWh/kg）。

3.6

耗氧速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高温好氧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对氧的消耗速度，单位为毫克氧气 /克有机固体量 小时

（mgO2/gVSh）。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近三年，生产企业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4.1.2 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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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管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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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领跑者”标准应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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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品标准规定的要求。

4.2 评价指标分类

4.2.1 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

创新性指标。

4.2.2 基础指标包括电源及电气安全，产品外观、标牌及说明书，臭气浓度，噪声，堆体氧浓度，

堆层温度。

4.2.3 核心指标包括可靠度、耗氧速率、减重率、利用率、单位水耗、单位能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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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创新性指标包括种子发芽指数和智能化技术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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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评价指标体系

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领跑者”标准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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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及电气安全 GB/T 28739 符合用电电源及电气安全要
求

GB/T 28739中第 5.6、5.7条

2 产品外观、标牌
及说明书

GB/T 28739 符合产品外观、标牌及说明书
要求

GB/T 28739中第 5.2-5.4、
5.17、8.1条

3 臭气浓度 GB 14554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
求

GB 14554中第 4.2条

4 噪声（dB(A)）
GB 12348/

GB 22337

厂界噪声符合 GB 12348标准
要求；边界噪声符合GB 22337

标准要求

GB 12348中第 4条/
GB 22337中第 4.1条

5 堆体氧浓度
（%,V/V） CJJ 52 符合堆层温度标准要求 CJJ 52中第 7.2.2的第 1条

6 堆层温度（℃） CJJ 52 符合堆体氧浓度标准要求 CJJ 52中第 7.2.3的第 6条

7

核
心
指
标

可靠度 a（%） CJ/T 227 ≥90% ≥87% ≥85% CJ/T 227中第6.5条

8 耗氧速率
（mgO2/gVSh） CJ/T 227 ＜0.4 ＜0.5 - CJ/T 227中第6.1.2条

9 减重率（%） GB/T 28739 ≥90 ≥80 ≥70 -

10 利用率（%） GB/T 28739 ≥45 ≥35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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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位水耗（L/kg） - ≤0.1 ≤0.2 ≤0.3 -

12 单位能耗
（kWh/kg） - ≤0.1 ≤0.15 ≤0.2 -

13

创
新
性
指
标

种子发芽指数
（%）

NY 525 ≥80 ≥70 - NY 525中第 4.2.2条

14 智能化技术评价 -

至少
有两
种智
能化
功能
（例
如：温
控器
远程
操控
功能、
搅拌
通风
远程
操控
功能
等）

至少有
一种智
能化功
能（例
如：温控
器远程
操控功
能等）

- -

a可靠度测试方法见附录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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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企业标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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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高温好氧发酵设备企业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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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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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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可靠度测试方法

A.1 试验方法

在满足设备处理能力的工况下，设备连续运行 500h，并参见表 A.1 中统计故障次数和 JG/T

5050的规定，计算可靠度。

表 A1 故障分类

故障类型 异味强度R 危害系数

一类 涉及人身安全，可能导致人身伤亡，造成主要部件报废，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二类
导致专用功能失效；造成主要零部件坏，且不能用随机工具和易损备件在1h
内修复

3

三类
造成专用性能下降，但不会导致主要零部件损坏，并可用随机工具和易损备

件或价值低的零件在1h内修复
1

四类 不影响正常使用，不需要更换零部件，可用随机工具在20 min内排除 0.1

A.2 指标计算

（1）可靠度按式（A-1）计算：

� = �0
�0+�1

× 100%……………………………………（A-1）

式中：

R——可靠度，无量纲；

t0——累计试验时长，单位为小时（h）；

t1——修复故障所用时长与危害系数乘积的总和，单位为小时（h）。

注：t0、t1均不含保养时间。

（2）t0按式（A-2）计算：

�0 = �=1
� ℎ0�� ……………………………………（A-2）

式中：

t0——累计试验时长，单位为小时（h）；

h0i——单次试验时长，单位为小时（h）。

（3）t1按式（A-3）计算：

�1 = �=0
� （ℎ1� × ��）� ……………………………………（A-3）

式中：

t1——修复故障所用时长与危害系数乘积的总和，单位为小时（h）；

h1i——单次修复故障的时长，单位为小时（h）；

ai——危害系数，无量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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