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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的技术水平 使其科学化

规范化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好氧静态堆肥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好氧静态堆肥处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 语

好氧静态堆肥

堆肥原料在有氧和处于静态条件下完成生物降解的全过程

一次性发酵

堆肥原料在发酵设施中一次完成生物降解的全过程

二次性发酵

堆肥原料先后在不同的发酵设施中完成生物降解的全过程

初级发酵

二次性发酵中的第一阶段发酵

次级发酵

二次性发酵中的第二阶段发酵

堆层氧浓度

在堆肥设施中 堆肥物空隙内氧 含量的百分比

耗氧速率

单位时间内发酵物对氧的消耗量

发酵周期

堆肥原料腐熟并达到无害化卫生标准所需的时间

初级堆肥

堆肥原料经初级发酵后 达到无害化卫生标准并初步稳定 腐

熟的堆肥制品

腐熟堆肥

堆肥原料经一次性发酵后或经二次性发酵后 达到无害化卫

生标准 充分稳定 腐熟的堆肥制品

专用堆肥

腐熟堆肥添加各种有机 无机的化肥 进一步加工成各种规

格的堆肥制品



  

  

堆 肥 原 料

堆肥原料应是城市生活垃圾和其它可作为堆肥原料的垃

圾

进仓原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含水率宜为

有机物含量为

碳氮比 为

重金属含量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垃圾农用

控制标准 的规定

堆肥原料中严禁混入下列物质

有毒工业制品及其残弃物

有毒试剂和药品

有化学反应并产生有害物质的物品

有腐蚀性或放射性的物质

易燃 易爆等危险品

生物危险品和医院垃圾

其它严重污染环境的物质



 

 

好氧静态堆肥工艺

堆肥工艺类型和流程

好氧堆肥工艺类型可分为一次性发酵和二次性发酵

一次性发酵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

图 一次性发酵工艺流程示意图

符合进仓原料要求的堆肥原料 可直接进入发酵设施

发酵或经预处理去除粗大物和非堆肥物后进入发酵设施发酵

进仓原料进入发酵设施发酵前 必须进行物料调节

水分

发酵完毕后的堆肥必须经后处理 达到合格的堆肥制

品



  

  

预处理和后处理过程中的分选物 其可回收物应作资

源回收利用 其非堆肥物 杂物必须采用卫生填埋或其它无害化

措施 进行最终处置

二次性发酵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

图 二次性发酵工艺流程示意图

符合进仓原料要求的堆肥原料 可直接进入初级发酵

设施发酵或经预处理去除粗大物和非堆肥物后进入初级发酵设施

发酵

进仓原料进入初级发酵设施发酵前 必须进行物料调

节 水分

次级发酵完毕后的堆肥必须经后处理 达到合格的堆

肥制品

预处理和后处理过程中的分选物 其可回收物应作资

源回收利用 其非堆肥物 杂物必须采用卫生填埋或其它无害化



  

  

措施 进行最终处置

堆肥发酵周期和发酵条件

一次性发酵工艺的发酵周期不宜少于 二次性发酵工

艺的初级发酵和次级发酵周期均不宜少于

发酵设施必须有保温 防雨 防渗的性能 必须配置通风

排水和其它测试工艺参数的装置

发酵过程中 必须测定堆层温度的变化情况 检测方法应

符合附录 的规定 堆层各测试点温度均应保持在 以上 且

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发酵温度不宜大于

发酵过程中 应进行氧浓度的测定 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各测试点的氧浓度必须大于

发酵过程中 必须进行通风 对不同通风方式应符合下列

要求

自然通风时 堆层高度宜在 并应采用

必要的强化措施

机械通风时 应对耗氧速率进行跟踪测试 及时调整

通风量 标准状态的风量宜为每立方米垃圾

风压可按堆层每升高 增加 选取 通风次数和时

间应保证发酵在最适宜条件下进行

发酵终止时 堆肥应符合下列要求

含水率宜为

碳氮比 不大于

达到无害化卫生要求 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粪便

无害化卫生标准 的规定

耗氧速率趋于稳定

堆 肥 制 品

堆肥制品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



  

  

准 的规定

堆肥制品可按用途分别制成初级堆肥 腐熟堆肥和专用堆

肥等不同品级

堆肥制品出厂前 应存放在有一定规模的 具有良好通风

条件和防止淋雨的设施内



  

  

堆肥厂 场 的环境要求

作业区环境

作业区噪声应不大于 超过标准时必须采取降噪声

措施

作业区粉尘 有害气体 等 的允许浓度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的规定 对作业

区产生粉尘的设施 应采取防尘 除尘措施 作业区必须有良好

的通风条件

厂 场 内外环境

厂 场 内外大气单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大气环

境质量标准 中三级标准的规定

生活垃圾不宜在厂 场 区内 外场地任意裸卸 进厂

场 垃圾卸料宜在进料仓内进行 厂 场 内场地散落垃圾必须

每日清扫

发酵设施应设有脱臭装置 厂 场 内 外大气臭级不得

超过 级

发酵设施必须有收集渗沥水的装置 渗沥水不应排放 而

应在收集后和作业区冲洗污水一起进入补加水蓄水池 作为物料

调节用水

厂 场 区内应采取灭蝇措施 并应设置蝇类密度监测

点

环 境 监 测

作业区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作业区环境监测应每季度进行一次 内容应包括 噪

声 粉尘 有害气体 细菌总数 空气

作业区噪声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

测量规范 的规定

作业区生产性粉尘浓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作

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的规定

堆肥厂 场 内 外环境质量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堆肥厂 场 内 外环境质量监测应每季度进行一次

内容包括 大气中单项指标 飘尘 总悬浮微

粒 地面水水质 噪声 蝇类密度和臭级

大气飘尘浓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大气飘尘浓

度测定方法 的规定

蝇类密度测定方法可采用捕蝇笼诱捕法 测定应在

月进行 每月 次

臭级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技术标准 的规定 测定应在 月进行 每月 次



  

  

生产工艺检测

堆肥原料应至少每季度检测一次 检测方法应符合附录

的规定 检测内容应包括 垃圾来源 垃圾物质组成 含水率 总

有机质 碳氮比 重金属 值和质量密度等

发酵过程中各工艺参数的检测应每季度进行一次 检测内

容应包括 含水率的变化 碳氮比 的变化 堆层温度的变

化 堆层氧浓度和耗氧速率变化 发酵全过程中各工艺参数的变

化应以日为单位进行跟踪检测

堆肥制品的质量检测应每季度抽样检测 次 检测内

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的规定



  

  

附录 检 测 方 法

堆肥原料和堆肥制品的采样

采样应用多点采样 再用四分法 即将样品混合堆成圆锥 按

十 字形将圆锥切成四份 取对角线的两份 为一次缩分 再将

两份样品混合堆成圆锥 按 十 字形切成四份 取对角线的两

份 依此类推重复 次 缩分后的最终样品不得少于

堆肥原料组成的测定

将测定组成的试样称重 记录 然后将试样平摊在干净的平

面上 用 网目的分选筛分类 按表 组成 分别称

重 记录 求出每一组成的质量百分数 填入表内

组成
组成的质量
试样的质量

堆肥原料组成 表

日

期

易腐垃圾 灰 渣 废 品

动物性 植物性 渣砾 灰土 纸 布 塑料 金属 玻璃

堆肥原料含水率的测定

将最后一次缩分的试样分成三份 约 分别称重 记

录 装入搪瓷方盘铺平 放入烘箱 在 的温度下 使

水分蒸发 样品在烘箱内应干燥至恒重 使两次称重差值不超过

试样重量的



  

  

含水率
干燥前质量 干燥后质量

干燥前质量

求三个试样的含水率平均数 得出堆肥原料的平均含水率

堆肥制品控制指标的测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垃

圾农用控制标准 的规定

堆肥制品无害化卫生指标的测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的规定

堆肥发酵过程中堆层温度的测定 应符合下列要求

测定仪器可用金属套筒温度计或其它类型测温传感

装置

测定点分布应均匀 有代表性 高度应分上 中 下

三层 上层和下层测试点均应设在离堆层表面或底部

处 每个层次水平面测试点布置按发酵设施的几何形状 可分中

心部位和边缘部位设置 边缘部位距边缘宜为

在发酵周期内 应每天 次测试堆层各测试点温

度变化 记录并绘制温度曲线 直至发酵终止

堆肥发酵过程中堆层氧浓度和耗氧速率的测定 应符合

下列要求

测定仪器可用气体氧测定仪

测定点的位置和数目应与堆层温度测定点相一致

可用金属空管插入需测定的位置 抽取堆层中的气

体 直接输入气体氧测定仪 仪表上显示氧浓度百分值即代表堆

层该位点的氧浓度

耗氧速率可通过不同时间堆层氧浓度的下降来求

得 具体步骤为 测定前应先向堆层通风 在堆层氧浓度达到最

高值时 含量 左右 记录该测定值 然后停止通风 间

隔一定时间测氧浓度下降值 记录每次测试时间 以时间为横

标 氧浓度为纵标 绘制曲线 同一测试点氧浓度的下降开始很



  

  

快 呈直线下降 然后曲线趋平 渐近于稳定值 取氧浓度下降

呈直线状的两次测试值 按下式计算 得到工程上适用的耗氧速

率

式中 耗氧速率

起始氧浓度

最终氧浓度

两测试值相隔的时间



  

  

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应符合 的要求 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的要求 或规定



  

  

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

参 加 单 位 无锡环卫工程实验厂

主要起草人名单 陈世和 张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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