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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填埋物的入场条件，填埋场的选址、设计、施工，运行，封场及监测的
环境保护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废物填埋场的建设、运行及监督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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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GB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5086.1～2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GB/T 15555.1～12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测定方法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4848
地下水水质标准
GB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最新版本。

3 定义
3.1 危险废物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
废物。
3.2 填埋场
处置废物的一种陆地处置设施，它由若干个处置单元和构筑物组成,处置场有界限限定,它主要包
括废物预处理设施、废物填埋设施和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
3.3 相容性
指某种危险废物同其他危险废物或填埋场中其他物质接触时不产生气体、热量、有害物质，不
会燃烧或爆炸，以及不发生其他可能对填埋场产生不利影响的变化。
3.4 天然基础层
填埋场防渗层下的天然土层。
3.5

防渗层
防止渗滤液进入地下水的、人工构筑的隔水层。

3.6

双人工衬层
包括两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的防渗层，其构成参见附录 A 图 1。

3.7 复合衬层
包括一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和一层天然材料衬层的防渗层，其构成参见附录 A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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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场场址选择要求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4.11

填埋场场址的选择应符合国家及地方城乡建设总体规划要求，场址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区
域，不会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受到破坏。
填埋场场址的选择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填埋场场址不应选在城市工农业发展规划区、农业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考
古）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供水远景规划区、矿产资源远景储备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
护的区域内。
填埋场距飞机场、军事基地的距离应在 3000 米以上。
填埋场场界应位于居民区 800 米以外，应保证在当地气象条件下对附近居民区大气环境不产生
影响。
填埋场场址必须位于百年一遇的洪水标高线以上，并在长远规划中的水库等人工蓄水设施淹没
区和保护区之外。
填埋场场址距地表水域的距离不应小于 150 米。
填埋场场址的地质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能充分满足填埋场基础层的要求；
b. 现场或其附近有充足的粘土资源以满足构筑防渗层的需要；
c. 位于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主要补给区范围之外，且下游无集中供水井；
d. 地下水位应在不透水层 3 米以下。如果小于 3 米，必须提高防渗设计标准并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取得主管部门同意；
e. 天然地层岩性相对均匀、面积广、厚度大、渗透率低；
f. 地质构造相对简单、稳定，没有断层。
填埋场场址选择应避开下列区域：破坏性地震及活动构造区;海啸及涌浪影响区；湿地和低洼
汇水处;地应力高度集中，地面抬升或沉降速率快的地区；石灰岩溶洞发育带；废弃矿区或塌
陷区；崩塌、岩堆、滑坡区；山洪、泥石流地区；活动沙丘区；尚未稳定的冲积扇及冲沟地区；
高压缩性淤泥、泥炭及软土区以及其他可能危及填埋场安全的区域。
填埋场场址必须有足够大的可使用面积以保证填埋场建成后具有 10 年或更长的使用期，在使
用期内能充分接纳所产生的危险废物。
填埋场场址应选在交通方便、运输距离较短，建造和运行费用低，能保证填埋场正常运行的
地区。

5 填埋物入场要求
5.1 下列废物可以直接入场填埋：
a． 根据 GB5086 和 GB/T 15555.1～11 测得的废物浸出液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有害成分浓度超
过 GB5085.3 中的标准值并低于表 5-1 中的允许进入填埋区的控制限值的废物；
b． 根据 GB5086 和 GB/T 15555.12 测得的废物浸出液 pH 值在 7.0～12.0 之间的废物。
5.2

下列废物需经预处理后方能入场填埋：
a. 根据 GB5086 和 GB/T 15555.1～11 测得的废物浸出液中任何一种有害成分浓度超过表 5-1
中允许进入填埋区的控制限值的废物；
b. 根据 GB5086 和 GB/T 15555.12 测得的废物浸出液 pH 值小于 7.0 和大于 12.0 的废物；
c. 本身具有反应性、易燃性的废物;
d. 含水率高于 85%的废物；
e. 液体废物。

5.3 下列废物禁止填埋：
a. 医疗废物；

b. 与衬层具有不相容性反应的废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表 5-1 危险废物允许进入填埋区的控制限值
项目
稳定化控制限值(毫克/升)
有机汞
0.001
汞及其化合物（以总汞计）
0.25
铅（以总铅计）
5
镉（以总镉计）
0.50
总铬
12
六价铬
2.50
铜及其化合物（以总铜计）
75
锌及其化合物（以总锌计）
75
铍及其化合物（以总铍计）
0.20
钡及其化合物（以总钡计）
150
镍及其化合物（以总镍计）
15
砷及其化合物（以总砷计）
2.5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0
氰化物（以 CN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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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埋场设计与施工的环境保护要求
6.1 填埋场应设预处理站，预处理站可以包括废物临时堆放、分捡破碎、减容减量处理、稳定化及
养护等设施。
6.2 填埋场应对不相容性废物设置不同的填埋区，每区之间应设有隔离设施。但对于面积过小，难
以分区的填埋场，对不相容性废物可分类用容器盛放后填埋，容器材料应与所有可能接触的物
质相容，而且不被腐蚀。
6.3 填埋场所选用的材料应与所接触的废物相容，并要考虑其抗腐蚀特性。
6.4 填埋场天然基础层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10-5 厘米/秒, 而且其厚度不应小于 2 米。
6.5 填埋场应根据天然基础层的地质情况分别采用天然材料衬层、复合衬层或双人工衬层作为其防
渗层。
6.5.1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1.0×10-7 厘米/秒,且厚度大于 5 米,可以选用天然材料衬
层；天然材料衬层经机械压实后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7 厘米/秒，厚度不应小于 1 米。
6.5.2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1.0×10-6 厘米/秒，可以选用复合衬层;复合衬层必须满
足下列条件：
a. 天然材料衬层经机械压实后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10-7 厘米/秒，厚度应满足表
6-1 所列指标，坡面天然材料衬层厚度应比表 6-1 所列指标大 10%；
表 6-1 复合衬层下衬层厚度设计要求
基础层条件
下衬层厚度
厚度≥0.5 米
渗透系数≤1.0×10-7 厘米/秒，厚度≥3 米
渗透系数≤1.0×10-6 厘米/秒，厚度≥6 米
渗透系数≤1.0×10-6 厘米/秒，厚度≥3 米

厚度≥0.5 米
厚度≥1.0 米

b. 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可以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 HDPE 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2 厘米/秒,
厚度不小于 1.5 毫米，。HDPE 材料必须是优质品，禁止使用再生产品。
6.5.3 如果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大于 1.0×10-6 厘米/秒，则必须选用双人工衬层。双人工合
成衬层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a. 天然材料衬层经机械压实后的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0-7 厘米/秒，厚度不小于 50 厘米；
b. 上人工合成衬层可以采用 HDPE 材料, 厚度不小于 2.0 毫米；
c. 下人工合成衬层可以采用 HDPE 材料, 厚度不小于 1.0 毫米；

6.6

6.7
6.8

6.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衬层要求的其它指标同第 6.5.2 条。
填埋场必须设置渗滤液集排水系统，雨水集排水系统和集排气系统；各个系统在设计时采用的
暴雨强度重现期不得低于 50 年。管网坡度不应小于 2%；填埋场底部应以不小于 2%的坡度坡
向集排水管道。
采用天然材料衬层或复合衬层的填埋场应设渗滤液主集排水系统,它包括底部排水层、集排水
管道和集水井；主集排水系统的集水井用作渗滤液的收集和排出。
采用双人工合成材料衬层的填埋场除设置渗滤液主集排水系统外，还应设置辅助集排水系统，
它包括底部排水层、坡面排水层、集排水管道和集水井组成；辅助集排水系统的集水井主要
用作上人工合成衬层的渗漏监测。
排水层的透水能力不应小于 0.1 厘米/秒。
填埋场应设置雨水集排水系统，以收集、排出汇水区内可能流向填埋区的雨水、上游雨水以
及未填埋区域内未与废物接触的雨水。雨水集排水系统排出的雨水不得与渗滤液混排。
填埋场应设置集排气系统以排出填埋废物中可能产生的气体。
填埋场必须设有渗滤液处理系统，以便处理集排水系统排出的渗滤液。
填埋场周围应设置绿化隔离带,其宽度不应小于 10 米。
填埋场施工前应编制施工质量保证书并获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施工中应严格按照施
工质量保证书中的质量保证程序进行。
在进行天然材料衬层施工之前，要通过现场施工试验确定合适的施工机械，压实方法、压实
控制参数及其它处理措施，以论证是否可以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要进行现场施
工质量检验，检验内容与频率应包括在施工设计书中。
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在铺设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a. 对人工合成材料应检查指标合格后才可铺设，铺设时必须平坦，无皱折；
b. 在保证质量条件下，焊缝尽量少；
c. 在坡面上铺设衬层，不得出现水平焊缝；
d. 底部衬层应尽量避免埋设垂直穿孔的管道或其它构筑物；
e. 边坡必须锚固，锚固形式和设计必须满足人工合成材料的受力安全；
f. 边坡与底面交界处不得设角焊缝，角焊缝不得跨过交界处。
在人工合成材料衬层在铺设、焊接过程中和完成之后，必须通过目视，非破坏性和破坏性测
试检验施工效果，并通过测试结果控制施工质量。

7 填埋场运行管理要求
7.1 在填埋场投入运行之前，要制订一个运行计划。此计划不但要满足常规运行，而且要提出应急
措施，以便保证填埋场的有效利用和环境安全。
7.2 填埋场的运行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 入场的危险废物必须符合本标准对废物的入场要求；
b. 散状废物入场后要进行分层碾压，每层厚度视填埋容量和场地情况而定；
c. 填埋场运行中应进行每日覆盖，并视情况进行中间覆盖；
d. 应保证在不同季节气候条件下，填埋场进出口道路通畅；
e. 填埋工作面应尽可能小，使其得到及时覆盖；
f. 废物堆填表面要维持最小坡度，一般为 1：3（垂直：水平）；
g. 通向填埋场的道路应设栏杆和大门加以控制；
h. 必须设有醒目的标志牌，指示正确的交通路线。标志牌应满足 GB15562.2-1995 的要求；
i. 每个工作日都应有填埋场运行情况的记录，应记录设备工艺控制参数，入场废物来源、种
类、数量，废物填埋位置及环境监测数据等；
j. 运行机械的功能要适应废物压实的要求。为了防止发生机械故障等情况，必须有备用机械；
k.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的运行不能暴露在露天进行，必须有遮雨设备，以便防止雨水与未进
行最终覆盖的废物接触；
l. 填埋场运行管理人员，应参加环保管理部门的岗位培训，合格后上岗。
7.3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分区原则
7.3.1 可以使每个填埋区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封闭。

7.3.2 使不相容的废物分区填埋。
7.3.3 分区的顺序应有利于废物运输和填埋。
7.4
填埋场管理单位应建立有关填埋场的全部档案，从废物特性、废物倾倒部位、场址选择、勘
察、征地、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封场及封场管理、监测直至验收等全过程所形成的一切文件资
料，必须按国家档案管理条例进行整理与保管，保证完整无缺。
8 填埋场污染物控制要求
8.1 严禁将集排水系统收集的渗滤液直接排放，必须对其进行处理并使之达到 GB8978—1996《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中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要求及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含
9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和 98 年 1 月 1 日后建设的单位)表中适用范围栏内的“一切排污单位”或
“其他排污单位”的二级标准要求后方可排放。
8.2 危险废物填埋场废物渗滤液排放控制项目为：pH 值，悬浮物（SS），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NH4），磷酸盐（以 P 计）。
8.3 填埋场渗滤液不应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填埋场地下水污染评价指标及其限值按照 B/T14848 执
行。
8.4 地下水监测因子应根据填埋废物特性由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必须具有代表性，能
表示废物特性的参数。常规测定项目为：浊度，pH 值，可溶性固体，氯化物，硝酸盐（以 N 计），
亚硝酸盐（以 N 计），氨氮，大肠杆菌总数。
8.5 填埋场排出的气体应按照 GB16297 中无组织排放的规定执行。监测因子应根据填埋废物特性由
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必须具有代表性，能表示废物特性的参数。
8.6 填埋场在作业期间，噪声的影响控制应按照 GB12348 相应级别的标准值执行。
9 封场要求
9.1 当填埋场处置的废物数量达到填埋场设计容量时，应实行填埋场封场。
9.2 填埋场的最终覆盖层应为多层结构，应包括下列部分：
a. 底层（兼作导气层）：厚度不应小于 20 厘米, 倾斜度不小于 2%, 由透气性好的颗粒物质
组成;
b. 防渗层：天然材料防渗层厚度不应小于 50 厘米，渗透系数不大于 10-7 厘米/秒；若采用复
合防渗层，人工合成材料层厚度不应小于 1.0 毫米，天然材料层厚度不应小于 30 厘米。其
它设计要求同衬层相同；
c. 排水层及排水管网：排水层和排水系统的要求同底部渗滤液集排水系统相同,设计时采用的
暴雨强度不应小于 50 年；
d. 保护层：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0 厘米，由粗砾性坚硬鹅卵石组成；
e. 植被恢复层：植被层厚度不应小于 60 厘米，其土质应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场地恢复；同时植
被层的坡度不应超过 33%。在坡度超过 10%的地方，须建造水平台阶；坡度小于 20%时，标
高每升高 3 米，建造一个台阶；坡度大于 20%时，标高每升高 2 米，建造一个台阶。台阶
应有足够的宽度和坡度，要能经受暴雨的冲刷。
9.3 封场后应继续进行下列维护管理工作，并延续到封场后 30 年：
a. 维护最终覆盖层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b. 维护和监测检漏系统；
c. 继续进行渗滤液的收集和处理；
d. 继续监测地下水水质的变化。
9.4
当发现场址或处置系统的设计有不可改正的错误，或发生严重事故及发生不可预见的自然灾
害使得填埋场不能继续运行时，填埋场应实行非正常封场。非正常封场应预先作出相应补救计
划，防止污染扩散。实施非正常封场必须得到环保部门的批准。
10 监测要求
10.1 对填埋场的监督性监测的项目和频率应按照有关环境技术规范进行，监测结果应定期报送当
地环保部门，并接受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10.2 填埋场渗滤液

10.2.1 利用填埋场的每个集水井进行水位和水质监测。
10.2.2 采样频率应根据填埋物特性、覆盖层和降水等条件加以确定，应能充分反映填埋场渗滤液
变化情况。渗滤液水质和水位监测频率至少为每月一次。
10.3 地下水
10.3.1 地下水监测井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在填埋场上游应设置一眼监测井，以取得背景水源数值。在下游至少设置三眼井组成三维监
测点，以适应于下游地下水的羽流几何型流向；
b.监测井应设在填埋场的实际最近距离上，并且位于地下水上下游相同水力坡度上；
c.监测井深度应足以采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10.3.2 取样频率
10.3.2.1 填埋场运行的第一年，应每月至少取样一次；在正常情况下，取样频率为每季度至少一
次。
10.3.2.2 发现地下水质出现变坏现象时，应加大取样频率，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监测项目。查出
原因以便进行补救。
10.4 大气
10.4.1 采取点布设及采样方法按照 GB16297—1996 的规定执行。
10.4.2 污染源下风方向应为主要监测范围。
10.4.3 超标地区、人口密度大和距工业区近的地区加大采样点密度。
10.4.4 采样频率：填埋场运行期间，应每月取样一次，如出现异常，取样频率应适当增加。
11.

标准实施监督
本标准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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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层系统示意图
(参考件)

废物填埋层
主排水层
上人工合成衬层
辅助排水层

主集排水管道

辅助集排水管道
下人工合成衬层
天然材料衬层
基础层

图1

双人工衬层示意图

废物填埋层
集排水管道
排水层
人工合成衬层
天然材料衬层

符合

图2

基础层

复合衬层示意图

废物填埋层
集排水管道
排水层
天然材料衬层

符合

图3

天然材料衬层示意图

基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