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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程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程是以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管理和技术规范为主要内容的行业指引。

适用于处置稳定化飞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或飞灰专用填埋场的组织、

实施与管理，可以有效控制稳定化飞灰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降低运行成本和危

害，对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如下部分：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填埋库区设计、施工与验收；5.稳定化飞灰入场要求；6.填埋作业；7.封场及

后期维护与管理；8.污染物排放控制；9.监测要求；10.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

11.信息化管理。

本规程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负责管理，由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常州市环境卫生

管理中心（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后塘河路 1号；邮编：213000）。

本规程全部条文为指导性条文，执行国家标准。

本规程主编单位：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本规程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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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工程设计、施工和运

营管理，提高填埋效率，制定本规程。

1.0.1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1.0.2 本规程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

埋处置稳定化飞灰的组织、实施与管理。

1.0.2 本条明确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物危险特性为“毒性

（Toxicity,T）”，类别属“HW18 焚烧处置残渣”，废物代码为

“772-002-18”，列入其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

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

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在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中 6.3 条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填埋处置，运输和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中 6.3 条规定：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处理后满足下列条件，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填埋处置。

（1）含水率小于 30%；

（2）二噁英含量低于 3μgTEQ/Kg；

（3）按照 HJ/T 300 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表 1 规定的

限值。

表 1 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mg/L）

1 汞 0.05

2 铜 40

3 锌 100

4 铅 0.25

5 镉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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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铍 0.02

7 钡 25

8 镍 0.5

9 砷 0.3

10 总铬 4.5

11 六价铬 1.5

12 硒 0.1

同时，《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中 6.5

条规定：经处理后满足第 6.3 条要求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在生活垃圾

填埋场中应单独分区填埋。

本规程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预处理后成为稳定化飞灰，在

填埋处置环节进行豁免管理后的全过程管理要求。

1.0.3 稳定化飞灰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应适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环境卫生需求，保证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质量，减少渗滤液产生，

降低对填埋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0.3 本规程要求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应结

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地制宜。通过规范填埋作业过程、提高

填埋作业效率，减少对填埋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减少渗滤液产生，

保证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质量。

1.0.4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置稳定化飞

灰的组织、实施与管理除执行本规程外，还需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1.0.4 本规程涉及已有规范规定的内容，除必要的重申外，本规程

不再重复。因此，除执行本规程外，还需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的

规定。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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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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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flyash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净化系统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部沉

降的底灰。本标准中简称“飞灰”。

2.0.2 产生单位 generating unit
生活垃圾焚烧厂。

2.0.3 处置单位 disposal unit
又称接收单位，是指生活垃圾填埋场或飞灰专用填埋场。

2.0.4 飞灰预处理 pretreatment of flyash
通过物理或化学处理，抑制飞灰中污染物质的浸出、扩散，使处

理后的飞灰满足后续填埋处置要求的过程。

2.0.5 稳定化飞灰 stabilized flyash
经预处理后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的

要求，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置的

飞灰。

2.0.6 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 landfill cellofstabilized fly ash
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设立单独填埋库区或建设飞灰专用填埋场，

稳定化飞灰与生活垃圾等其它填埋废物分开填埋的区域。以下简称

“填埋库区”。

2.0.7 吊装式填埋作业 landfillingby hoisting method
采用吊车等起重设备将袋装稳定化飞灰吊入作业库区填埋的作

业方式。

2.0.8 集装袋 flexible freight container
又称吨袋，是一种散装容器，常用聚酯纤维纺织而成，主要以起

重机或叉车就可以实现集装单元化运输。它便于装运散装物料，具有

容积大，重量轻，便于装卸等特点，是一种常见的包装容器。

2.0.9 钢板路基箱 steel subgrade box

https://baike.so.com/doc/6644739-6858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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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钢板、槽钢加工而成的，铺设于填埋作业库区，用作临

时道路的设施和吊装卸料平台。

2.0.10 成型 shaping
将粉末状稳定化飞灰制成一定规则形状（粒状、块状、贝壳状等）

的过程。

2.0.11 成型率 molding rate
稳定化飞灰制成一定规则形状的比例（以重量百分比计）。

2.0.12 扬尘 fugitive dust
因填埋场内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产生并逸散到环境空气中的颗

粒物的统称。

2.0.13 稳定化飞灰专用填埋场 stabilized fly ash monofill
专门用于处置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的，具有人工防渗系统并

配备相应设施设备，符合环境卫生及环境安全要求的处理场地。

本章参照国家相关的法规、标准，对本技术规范中出现的相关术

语做出了定义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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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宜优先选择在产生单位内进行预处理。

3.0.1 本条规定了稳定化飞灰预处理的主体，主要是因为焚烧飞灰属

于危险废物，只有在符合条件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过程不按

危险废物管理。如将焚烧飞灰直接转移到其他单位进行预处理，一是

属于危险废物转移，需办理危废转移手续；二是接收单位未必有符合

规定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三是接收单位一般也不具备相应的预处理

能力。因此，优先选择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生单位内进行预处理是

比较适宜的。

3.0.2 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的设计、建设及验收应满足

现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技术规范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的要求。

3.0.2 本条规定了填埋库区的设计、建设及验收应满足现行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技术规范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3.0.3 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设施设备、行车路线及人员通道应布置合

理、运行顺畅;应保持各类标识标志完好正确。

3.0.3 本条对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整体布局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

3.0.4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人员应了解作业流程,掌握作业设施设备

的运行要求、技术指标、技术性能、安全操作和维修规程,并经培训

且现场实践操作(或者模拟操作)合格后方可上岗。

3.0.4 本条规定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人员需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

力并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3.0.5 应建立完善的台账制度,包括生产作业台账,设备仪器台账及安

全管理台账等。

3.0.5 本条要求稳定化飞灰生产及处置单位应建立完善的台账制度。

3.0.6 严禁除稳定化飞灰以外在其他废物入场。

3.0.6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中 6.5 条规定，

经处理后满足第 6.3 条要求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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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包括飞灰、底渣）和满足第 6.4 条要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

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应单独分区填埋。严禁危险废物,工业废物,建筑垃

圾及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固体废物入场。

3.0.7 填埋作业后应及时清扫作业道路及平台，做到日进日清，并保

证填埋区域覆盖效果。

3.0.7 本条规定了填埋作业后库区的环境卫生管理要求。

3.0.8 填埋作业设施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测应符合相关要求:
(1)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的设施设备需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并及时维

修或更换损坏件;
(2)定期对吊装设备、挖掘设备检修和维护,定期检查吊勾、线缆等的

牢固度、防治脱落断裂；

(3)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改善作业区的环境,每季度至少检测一次作业

区扬尘和地下水监测井的水质;
(4)作业现场需配备消防器材，在事故易发区域应设置醒目的安全标

志,定期检查维护;
3.0.8 本条规定了填埋作业设施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测工作要求。

3.0.9 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系

统。

3.0.9 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对稳定化飞灰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与信

息追踪，实现全过程网络化管理。宜建立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全过程

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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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埋库区设计、建设与验收

4.0.1 填埋库区应包括以下设施:计量设施、库区坝、场区道路、防渗

系统、渗滤液导排系统、雨污分流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水

质监测井、调节池等。

4.0.1 根据稳定化飞灰的特性，填埋库区的主要设施与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有一定差异，不需设置填埋气体导排设施及防飞散设施等。

4.0.2 新建、改扩建的飞灰填埋库区防渗系统应采用双人工复合衬层

防渗结构。双人工复合衬层中的人工合成材料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膜时

宜满足《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CJ/T 234)规定的技术

指标要求，并且厚度应不小于 2.0 mm。

4.0.2 因稳定化飞灰只在运输和填埋环节获得危险废物豁免管理，但

其自身的危险特性并不会随着豁免而自然消除。因此，在本标准实施

前，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的防渗系统应符合现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本标准实施后，新建、改扩建的飞灰

填埋库区防渗系统，考虑到对环境、土壤等的风险控制，对其防渗系

统的要求应严于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建设的标准。建议按照《危险废

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中柔性填埋场防渗系统建设的标准

执行，即宜采用双人工复合衬层作为防渗层，双人工复合衬层中的人

工合成材料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膜时厚度应不小于 2.0mm，防止飞灰中

颗粒物在填埋作业过程中尖锐物刺穿防渗层，造成环境污染。在人工

合成材料防渗衬层和渗滤液导排系统的铺设过程中与铺设完成之后，

应通过连续性和完整性检测检验施工效果，以确定人工合成材料防渗

衬层没有破损、漏洞等。若采用刚性填埋场，不适用本条标准。

4.0.3 填埋库区的设计应保证能及时、有效地导排雨水，并设置防洪

系统。防洪标准应按不小于 50年一遇洪水水位设计，按 100 年一遇

洪水水位校核。

4.0.3 本条文规定了防洪标准的要求，确保库区坝顶标高位于不小于

50年一遇洪水水位之上，并按 100 年一遇洪水水位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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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填埋库区应设置相应雨水导排设施，实行雨污分流。

4.0.4 本条文要求在设计及施工时采取工程措施实现雨污分流，设置

雨水导排沟将库区外的雨水进行合理的收集、导排，防止外围雨水入

侵填埋库区。同时，库区内未与稳定化飞灰接触的雨水也要进行有效

收集、导排。通过填埋库区覆盖导排，从源头上减少渗滤液的产生。

4.0.5 填埋库区应设置渗滤液导排系统和渗滤液调节池，宜设置渗滤

液处理设施。

4.0.5 填埋库区应设置渗滤液导排系统。渗滤液产生后，收集、存放

于调节池中，经过渗滤液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4.0.6 填埋库区应设置地下水导排系统，其设计应符合《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的规定，确保运行和后期维护与管

理期内地下水最高水位维持在距离填埋库区基础层底部 1 m以下。

4.0.6 为防止地下水水位升高对防渗层造成破坏，应设置地下水导排

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应确保填埋场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

地下水水位维持在距离填埋场填埋区基础层底部 1 m 以下,地下水

导排的设计应符合《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4.0.7 填埋库区地下水监测设施的设置，应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制标准》(GB 16889)的要求。

4.0.7 填埋库区的地下水监测系统的设置应参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控制标准》GB 16889 中相关条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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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稳定化飞灰接收

5.0.1 进入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的飞灰需经固化、稳定、成型等预处

理，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

的相关要求。稳定化飞灰成型要求为：粒径小于或等于5mm颗粒少于

5%，成型颗粒避免产生尖角。未经成型的粉末状飞灰不得进入填埋库

区。

5.0.1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成型的相关技术要求。若稳定化飞灰

没有成型，在填埋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扬尘，严重危害作业人员身

体健康及污染周边环境。为控制现场作业时的扬尘，同时减缓稳定化

飞灰中污染物的溶出速率，稳定化飞灰需成型后入场。稳定化飞灰成

型率越高，产生的环境污染越小。建议成型率要求为：粒径小于或等

于 5mm 颗粒少于 5%。成型物不可有尖角，防止刺破防渗结构。粉末

状飞灰进入填埋库区后，容易形成扬尘，极易污染周边土壤、水体等

环境。因此，未经成型的飞灰不得进入填埋库区。

5.0.2 应设置稳定化飞灰暂存设施，现有产生单位稳定化飞灰暂存能

力宜不少于2d，在本标准实施后，新建、改扩建的产生单位稳定化飞

灰暂存能力宜不少于5d。暂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和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的相关要

求。

5.0.2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暂存相关要求。为控制渗滤液的产生，

稳定化飞灰的填埋作业宜避开雨天。考虑到连续降雨的可能性，生活

垃圾焚烧厂应具备相应的稳定化飞灰暂存能力。鉴于部分现有的生活

垃圾焚烧厂受用地、设施条件的限制，无法扩建暂存能力，故在本标

准实施前,现有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暂存能力应不少于 2d。对于在本标

准实施后，新建、改扩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应同步考虑稳定化飞灰预

处理和暂存设施的建设，暂存能力不少于 5d。现有、新建、改扩建

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稳定化飞灰的暂存设施均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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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 的

相关要求。

5.0.3 稳定化飞灰应检测合格，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相关条款的要求后，方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填埋

或稳定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填埋前，需按每批次提供合格的检测

报告。

5.0.3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的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稳定化飞

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置前的入场质量要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预处理

后经检测合格，所有指标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中相关要求，方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填埋或飞灰专

用填埋场填埋。入场质量不符合规定、没有按每批次进行检测的稳定

化飞灰，则不允许生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填埋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

埋。

5.0.4 稳定化飞灰宜采用集装袋密封包装，并在集装袋醒目处清晰粘

贴或系挂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危险废物标签。入场时集装袋必

须完整，不得敞口及破损。

5.0.4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前的

包装及标识要求。稳定化飞灰的包装应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 2025 中相关要求，使用满足相应强度要求、完

好无损的包装。从目前许多运行的实际案例及效果来看，采用集装袋

（即吨袋）是较适宜的，对稳定化飞灰后续填埋作业过程中扬尘控制

及填埋后的污染物控制至关重要。根据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要求，需在

集装袋醒目处清晰粘贴或系挂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危险废物标

志，内容包括：废物产生单位情况、危险废物类别、主要成分、危险

特性、安全措施等。集装袋强度要求需满足《集装袋》GB/T10454 第

5.3.5.3 条的要求。

5.0.5 稳定化飞灰的转移应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相

关要求，实行转移联单制度。为便于管理与监管，宜建立稳定化飞灰

电子转移联单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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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稳定化飞灰

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置前的转移要求。稳定化飞灰经处理后满足相关要

求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但在其产生环节仍作为危险废物管理，其

转移也应参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

号）的相关要求执行，实行转移联单制度。如实记录、妥善保管转移

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接收者等相关信息，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经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实施转移活动。

5.0.6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预处理后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要求，且运输工具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管理。

5.0.6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运输环节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 年版)》要求执行。在其转运过程中，做好安全防护和污染防

治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5.0.7 飞灰产生单位对稳定化飞灰中重金属浸出浓度检测频次应不少

于每日或每批次1次；二噁英类的检测频次应不少于每6个月1次。检

测结果须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相关条款的

要求后方可转移，并需附检测报告。

5.0.7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的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稳定化飞

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置前的入场检测频次的要求。入场质量不符合规

定、没有按每批次进行检测的稳定化飞灰，则不允许生活垃圾填埋场

单独分区填埋或飞灰专用填埋场填埋。每批次指每一车次。

5.0.8处置单位对稳定化飞灰中重金属浸出浓度抽检频次应不少于每

月1次（除二噁英类）。

5.0.8 本条文规定了处置单位对稳定化飞灰抽检频次要求。

5.0.9 处置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稳定化飞灰中重金属

浸出浓度检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二噁英类的检测频次应不少

于每年1次，并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

5.0.9 本条文规定了处置单位对稳定化飞灰检测频次要求。不论处置

单位是否具备检测能力，均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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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检测报告。检测合格后方可允许该检测批次转移。

5.0.10 稳定化飞灰检测的取样参照《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

范》HJ/T20。

5.0.10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质量检测的取样参照相关技术规范

执行。

5.0.11 对稳定化飞灰检测不合格的批次，产生单位应对该批次飞灰重

新进行预处理，经再次检测合格后方可转移。

5.0.11 本条文规定了对检测不合格批次的处理方法。对检测不合格

的批次，产生单位均应对该批次飞灰重新进行预处理，经再次检测合

格后方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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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埋作业

6.1 一般要求

6.1.1 处置单位应合理编制年度填埋作业计划并严格按计划实施。

6.1.1 本条文要求填埋处置单位须编制年度填埋作业计划，动态掌握

填埋设计容量、剩余库容量、填埋堆体作业规划、年度稳定化飞灰进

场量等内容，为运行管理与决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6.1.2 填埋作业应合理设置分区、分单元隔堤。

6.1.2 本条文要求填埋处置单位在填埋作业前，通过工程和管理的措

施合理设置隔堤，对填埋作业库区分区和分单元，设置隔堤能有效防

止雨水进入填埋堆体，减少对填埋堆体影响。分区隔堤宜高出库底约

1m～2m，构成可满足 1 个～3个月填埋量的区域；分单元隔堤宜高出

库底约 0.5m～1m，或根据场地情况进行设置，细分出满足 1周～2周

填埋量的区域。对作业区内未填埋区域也要进行空库覆盖。已作业区

覆盖膜上雨水及时导（抽）排至库外，从源头控制渗滤液的产生。

分区隔堤应用高密度聚乙烯膜包裹且与上层防渗膜焊接，防止渗

漏，宜用袋装黏土填充。

隔堤的结构应符合图 1 规定：

图1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区隔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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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膜防渗层；2-膜上保护层；3-渗滤液导流层；4-反滤层；5-稳定化

飞灰层；6-高密度聚乙烯膜；7-袋装黏土；8-隔堤

6.1.3 填埋作业前应做好底面及边坡保护，避免尖锐物刺穿防渗结构

层，宜选用不小于 800g/m
2
非织造土工布或 250 mm 厚袋装粘土铺设。

6.1.3 本条文要求填埋处置前，为防止作业中尖锐物体刺破边底面及

坡防渗膜，应做好边坡防渗衬层的保护，宜选用不小于 800g/m2 非织

造土工布或 250 mm 厚袋装粘土铺设。

6.1.4 稳定化飞灰宜采用吊装式填埋作业方式，配备作业所需吊装设

备和人员。

6.1.4 吊装式填埋是一种新型填埋作业方式，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推土机填埋作业方式不同，适用于集装袋式稳定化飞灰。本条文规定

了吊装设备和人员、进场道路、吊装卸料平台的做法和要求。吊装式

填埋作业具体流程如下：

(1)铺设吊装平台：为满足吊车作业需要，应设置吊装平台。初始作

业时可借助库区边缘道路作为吊装平台。随着填埋作业向库区的延伸，

可在库区内设置专门的吊装平台。平台的宽度应比吊机支撑架伸出后

宽度每侧增加不小于 0.5m。吊装平台可选用钢板路基箱铺设，也可

铺设预制混凝土加厚平板。

(2)铺设进场道路：随着作业堆体的延伸，为满足吊装作业的需要，

应先对稳定化飞灰堆体进行整平和压实，再在其上面铺设钢板路基箱

或混凝土加厚平板，在填埋堆体上设置进场道路，以满足稳定化飞灰

运输车辆进出库区行驶需要,进场道路宽度宜不小于 6m。

(3)吊车准备：吊车吨位可根据作业需要选用。为兼顾吊装作业安全

和效率，应合理控制每次吊装集装袋的数量，严禁违章指挥和操作。

常用吊车吨位可选择 50t、80t 或 100t。50t 吊机有效作业半径为 15m

左右，80t 吊机有效作业半径为 20m 左右，100t 吊机有效作业半径为

25m 左右。为充分考虑吊装安全、效率和成本等因素，每次宜吊装 2

包或 4 包，最大不超过 6 包。因吊车使用成本高，吊车吨位应根据实

际填埋作业需要来安排。

(4)人工准备：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需人工配合，在作业前应合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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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好用工。一般吊装作业过程中，吊车指挥、运输车上挂吊装钩和作

业区内脱吊装钩均需安排人工。另外，在打开覆盖膜及日覆盖时也需

人工作业。

6.2 填埋作业

6.2.1 稳定化飞灰吊装式填埋作业流程包括飞灰产生、飞灰固化稳定

化处理、稳定化飞灰暂存、质量检测、危险废物转移申报及审批、运

输、入场称重计量、吊装入库、堆体整平及修坡、日覆盖或中间覆盖、

封场及生态修护。

图 6.2.1 稳定化飞灰吊装式填埋作业流程

6.2.1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吊装式填埋作业流程。吊装式填埋作

业流程不同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推土机填埋作业方式。

6.2.2 在降水（雨、雪、冰雹等）时不宜进行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

6.2.2 为控制渗滤液的产生，在降水（雨、雪、冰雹等）时不宜进行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

6.2.3 填埋作业过程中应及时对填埋堆体边坡和顶平面进行整形和修

整。

6.2.3 填埋作业过程中应及时对填埋堆体边坡和顶平面进行整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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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填埋堆体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裂缝、沟坎、空洞等要求充填密实，

开挖出的稳定化飞灰要及时回填，增加堆体稳定性，为封场覆盖提供

稳定的工作面和支撑面。

6.2.4 每次填埋作业结束后，应对作业面、临时道路和吊装卸料平台

进行日覆盖。每一单元完成阶段性堆高作业后，暂不继续向上填埋时，

应进行中间覆盖。中间覆盖宜采用 HDPE（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

厚度不宜小于 1.0 mm，HDPE土工膜宜采用热熔焊接方式。

6.2.4 日覆盖和中间覆盖是做好雨污分流、源头控制渗滤液产生和减

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工作。每次填埋作业结束后，应对作业面、临时道

路和吊装卸料平台进行覆盖（即日覆盖）。日覆盖宜采用防雨材料或

土工膜。日覆盖为每日作业行为，所选材料宜轻便、防雨，如 190g/m2

聚乙烯防渗布，展开尺寸为 12m×70m，其具有防渗漏、抗撕裂、耐

酸碱腐蚀、防老化等特点。每一单元作业区达到阶段性标高后，暂不

继续向上填埋时，应进行中间覆盖。中间覆盖宜采用土工膜，膜厚度

不宜小于 1.0 mm。中间覆盖时间相对较长，所选材料宜用稳定性好、

不易刺穿、不易老化的 HDPE 土工膜。根据实际使用经验，膜厚度宜

选用不小于 1.0 mm 厚 HDPE 土工膜（7.2 m×50 m）。HDPE 土工膜应

符合《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CJ/T 234 的厚度和技术

性能指标相关要求。HDPE 土工膜使用寿命一般为 3～5 年。

6.2.5 填埋运行期内，应控制填埋堆体的坡度，确保堆体稳定。填埋

堆体库区边坡坡度宜为 1:3；填埋堆体库内坡度不宜大于 1:1；最终堆

体顶平面坡度不宜小于 2%。单层堆体高度宜为 5 m。

6.2.5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填埋堆体坡度的要求。填埋库容使用

完毕后，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 51220 要求，

应对稳定化飞灰单独分区填埋库区或稳定化飞灰专用填埋场进行封

场和生态修复。在填埋作业运行期内，应提前控制填埋堆体的坡度，

防止在封场和生态修复时重复对填埋堆体坡度进行大范围的修正，既

增加工程量和造价，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填埋堆体库区边坡坡度宜

为 1:3。最终堆体顶平面坡度不宜小于 2%。《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置技术规范》GB 50869 中规定，生活垃圾填埋顶面坡度不小于 5%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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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可以防止堆体顶部不均匀沉降造成雨水聚集，而稳定化飞灰填埋

不存在较大沉降现象，故堆体顶平面的坡度设置不宜小于 2%，坡度

过小不利于雨水导排。而对于填埋作业期内，填埋堆体内侧坡度不宜

大于 1:1，在保证堆体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快速堆高，减少堆体汇

水面积。

图 2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区边坡示意图

1-库区垃圾坝；2-填埋库区；3-填埋堆体；4-外侧边坡（1:3）；5-

内侧边坡（1:1）；6-顶面坡度（2%）；7-退坡平台（5 m）；8-堆体

层高（5 m）

6.2.6 处置单位应建立运行台帐记录制度，如实记载有关运行管理情

况。

6.2.6 本条文要求处置单位在填埋作业过程中应建立运行台帐记录

制度，如实记载有关运行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稳定化飞灰质量检测、

进场调度、入场量、填埋作业运行记录、日（中间）覆盖记录、渗滤

液收集处理记录、环境监测数据、稳定化飞灰产生及运输单位信息备

案记录等。

6.2.7 处置单位应建立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的全部档案并按国家档案

管理等法律法规进行整理与归档。

6.2.7 本条文要求处置单位应建立全部档案，包括场址选择、勘察、

征地、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封场及封场后管理、监测以及

应急处置等全过程所形成的文件资料，应按国家档案管理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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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理与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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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

7.0.1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达到设计标高后，应及时进行封场覆盖。

封场覆盖系统应包括防渗层、雨水导排层、覆土层、植被层等。

7.0.1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作业达到设计标高后应进

行封场覆盖的要求，封场覆盖系统应包括防渗层、雨水导排层、覆土

层、植被层。

7.0.2 封场覆盖应控制坡度，以保证填埋堆体稳定。

7.0.2 封场覆盖应控制坡度，以保证填埋堆体稳定。按《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 51220 要求，填埋堆体库区边坡宜为 1:3。

边坡稳定分析要求从短期及长期稳定性两方面考虑，边坡稳定性通常

与填埋物的抗剪参数、坡高、坡角、重力密度及孔隙水应力等因素有

关。

7.0.3 封场的建设应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并防止植物根系对封场土工

膜的损害。封场坡面宜设置合理的雨水导排系统。

7.0.3 封场的建设应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并防止植物根系对封场覆盖

系统的损害，防止雨水侵蚀填埋堆体。生态恢复所用的植物类型宜选

择浅根系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以保证封场防渗膜不受损害。植物类型

还要求适合填埋场的生长环境。封场坡面宜设置合理的雨水导排系统，

防止暴雨对植被层和覆土层的冲刷。

7.0.4 封场后进入后期维护与管理阶段的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应定

期监测堆体稳定、地下水水质等情况，保证日常巡查频次。填埋堆体

沉降的监测周期宜为每月一次，地下水水质监测频次宜为每个季度1
次。

7.0.4 封场后进入后期维护与管理阶段的稳定化飞灰填埋库区，应定

期监测堆体稳定、地下水水质情况。

一、堆体沉降监测：

（1）填埋堆体沉降的监测内容包括堆体表层沉降、堆体深层不同深

度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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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堆体中的监测点宜采用 30m～50m 的网格布置，在不稳定的局

部区域宜增加监测点的密度。

（3）沉降计算时监测点的选择要求沿几条选定的沉降线选择不同的

监测点。

（4）监测周期宜为每月一次 ,若遇恶劣天气或意外事件，宜适当缩

短监测周期。

二、地下水水质情况监测：参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中相关条款要求执行，监测频次为每个季度 1次。

三、日常巡查：巡查封场覆盖系统是否完好；堆体表面特别是坡面上

覆盖层是否有裂缝；生态修复（绿化）是否存在缺株、死株现象等，

并作好巡查和修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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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污染物排放控制

8.1 水污染物控制

8.1.1 每次作业后应及时覆盖，减少渗滤液产生。降水后如覆盖层上

有积水，应及时排出。

8.1.1 稳定化飞灰填埋结束后，用防水材料（HDPE 膜或防雨布）对

堆体进行覆盖，可从源头控制雨水入侵填埋堆体。覆盖层如有积水应

及时排出，防止二次污染产生，做到雨污分流。

8.1.2 如采用上述措施后仍有渗滤液产生，应及时导排至专用渗滤液

调节池。

8.1.2 因降水等原因，导致仍有渗滤液产生，应收集到专用渗滤液调

节池贮存。渗滤液调节池应密闭，防止雨水侵入。

8.1.3 渗滤液产生后，经处理后出水水质须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GB 16889中相关条款要求。

8.1.3 渗滤液产生后，经过渗滤液处理设施处理，出水水质须达到《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中相关标准后排放。

8.2 扬尘控制

8.2.1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应全过程控制扬尘，防止扬尘飘散污染环

境。

8.2.1 稳定化飞灰填埋作业应全过程控制扬尘，防止环境污染。稳定

化飞灰作业现场应保持环境整洁。当有包装物破损或物料散落时应及

时清除干净。应经常性地检查中间覆盖系统，发现有破损或开裂时，

应及时进行修复，确保覆盖完好，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8.2.2 稳定化飞灰包装用集装袋不应重复使用，应与稳定化飞灰一并

入库填埋。

8.2.2 稳定化飞灰在填埋过程中，飞灰易附着在集装袋表面，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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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会导致环境污染，故稳定化飞灰包装用集装袋应与稳定化飞灰

一并入库填埋，不能重复使用。

8.2.3 稳定化飞灰入库后，除堆体整平、边坡整形需要外，不宜破袋。

8.2.3 稳定化飞灰包装用集装袋在破袋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扬尘，所以

稳定化飞灰入库后，除堆体（边坡）整形需要外，不宜破袋。

8.2.4 填埋作业后应及时清扫作业道路、平台，并有效覆盖。

8.2.4 本条文是对填埋作业后填埋区域环境卫生的相关要求，填埋作

业后应及时清扫作业道路、平台，做到“工完场清”，并保证填埋区

域覆盖效果，能有效控制扬尘。

8.2.5 堆体整平、边坡整形时，应避开风力较大的天气，并配备移动

式或固定式降尘设施，抑制扬尘扩散。

8.2.5 本条文是对填埋堆体整平、边坡整形时扬尘控制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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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环境和污染物监测

9.1 总体要求

9.1.1 飞灰产生单位和处置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展稳定化飞

灰预处理及填埋处置过程中的环境和污染物监测。具备条件和能力的

产生单位和处置单位可自行检测和监测，也可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

（监）测机构代其开展检测和监测。

9.1.1 本条规定了稳定化飞灰的预处理及填埋处置全过程中的环境

和污染物监测要求。自身具备检测能力的可自行检测，不具备的，可

委托有资质的机构代其开展。

如国家发布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时，从

其规定。

9.2 监测方法

9.2.1 稳定化飞灰的预处理及填埋处置全过程中的环境和污染物监测

按《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醋酸缓冲溶液法》HJ/T300和《生活

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等的相关要求执

行。

9.2.1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预处理、填埋处置过程中的环境和污

染物监测的方法要求。

9.2.2 处置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标准、规范等要求，建立污染物监

测制度，制定污染物监测计划，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

量的影响开展监测，保存原始记录。

9.2.2 本条规定了处置单位开展污染物监测总的要求。

9.2.3 处置单位应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

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9.2.3 本条规定了处置单位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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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处置单位水污染物监测参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

术要求》GB/T 18772中相关条款要求执行，渗滤液处理后连续外排时

监测频次为每日1次。

9.2.4 本条文规定了对水污染物监测的参照标准和频次要求。

9.2.5 处置单位扬尘监测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中相关

条款要求执行，监测频次为每个季度 1次。

9.2.5 本条文规定了对扬尘监测的参照标准和频次要求。

9.2.6 处置单位地下水监测参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中相关条款要求执行，监测频次为每个季度 1次。

9.2.6 本条文规定了对地下水监测的参照标准和频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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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全及应急管理

10.1 安全教育与防护

10.1.1 处置单位从事稳定化飞灰管理和作业的人员应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0.1.1 本条文规定了处置单位从事稳定化飞灰管理和作业的人员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要求。

10.1.2 从事稳定化飞灰作业的人员工作时应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10.1.2 本条文规定了处置单位从事稳定化飞灰作业人员工作时应佩

戴个人防护用品装备，如手套、防护镜、防护服、防毒面具或口罩等

劳动防护用品，并在佩戴、使用后方可上岗。

10.1.3 根据寒暑季节和生产特点，作业人员应采取防寒保暖、防雨、

防风和防暑降温等措施，并在现场设置合适的休息场所。

10.1.4 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休息、就餐、洗漱及污染衣物的洗涤管理

制度。

10.1.5 填埋作业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建立健康登记卡。

10.1.6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检查人员以及外来参观者，进入作业区应

佩戴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10.1.7 应符合《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相关要求，在生产

作业现场设置相应安全标志和标识。

10.1.3～10.1.7 这几条主要规定对处置单位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等的

要求。

10.2 安全生产

10.2.1 处置单位应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填埋处置过程的相关安全

管理工作。

10.2.2 作业人员必须严格按照作业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和使用

设备，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填埋处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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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吊装作业时，严禁在起重臂及被吊物下作业或通行。要定期检

查吊勾、线缆等的牢固度，防止脱落或断裂。在强风等恶劣天气条件

下应停止吊装作业。

10.2.4 挖掘机整平、压实作业时，严禁任何人员进入其作业范围。

10.2.5 作业现场应配备消防器材，并定期开展消防培训和演习。

10.2.6 与生产作业无关的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填埋处置作业区域。

本节主要规定填埋作业过程中安全生产的相关要求。

10.3环境管理

10.3.1 处置单位应配备环境管理人员，负责填埋处置过程的相关环境

管理问题。

10.3.1 本条文规定处置单位应配备环境管理人员。

10.3.2 稳定化飞灰处置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标准、规范等规定，建

立环境管理制度，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开展环境应急演练，确保快速、

有序、高效地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10.3.2 本条文规定填埋运行单位建立环境管理制度的要求。

10.4 应急管理

10.4.1 处置单位应配备应急管理人员，负责填埋处置过程的相关应急

管理问题。

10.4.1 本条文规定处置单位应配备应急管理人员。

10.4.2 稳定化飞灰处置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标准、规范等规定，建

立应急管理制度，编制应急管理预案，开展应急管理演练，确保快速、

有序、高效地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10.4.2 本条文规定填埋运行单位建立应急管理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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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息化管理

11.0.1 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全过程宜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全过程监管

与信息追踪。

11.0.1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信息化管理的主体单位是处置单

位，飞灰产生单位和运输单位作为配合单位，建立稳定化飞灰全过程信息化

管理系统，实现全过程监管与信息追踪。

11.0.2 稳定化飞灰产生、运输和处置单位均应如实上传相应数据信息至信息

化管理系统，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11.0.2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一致性要求。

11.0.3 当转移联单上称重计量数据与处置单位入场时称重计量数据发生偏差

时，以处置单位入场数据为准，并及时在信息化管理系统中修正。

11.0.3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数据信息发生偏差时的修正要求。

11.0.4 相关数据信息可实时传输给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

11.0.4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数据信息上传要求。

11.0.5 稳定化飞灰产生、运输和处置单位应将各自稳定化飞灰相关数据信息

按月度打印，年度装册，长期保存。

11.0.5 本条文规定了稳定化飞灰数据信息存档和保存期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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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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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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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

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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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10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GB/T 18772

11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12 《集装袋》GB/T 10454

1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

14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

15 《固体废物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77.3

16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醋酸缓冲溶液法》HJ/T 300

1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

18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19 《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CJ/T 234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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