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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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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3 

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固体废物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

者虽未丧 失利用价值但 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

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 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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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一、什么是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

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

性的固体废物。 

 

危险特性：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 

 

物理形态：固态、液态、半固态(污泥)、置于容器中的

气态； 

 



–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急性毒性初筛 

–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8征求意见稿 

–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2007）2018  征求意见稿 

危险废物特性 



危险废物特性 

1. 按照GB/T15555.12-1995制备的浸出液，pH值
≥12.5，或≤2.0; 

    

2. 在55℃条件下，对GB/T699规定的20号钢材的
腐蚀速率≥6.35mm/a；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 



危险废物特性 

液态 

闪点温度低于60℃（闭杯实验）的液体、液体混合
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闪点：指在标准大气压（101.3kPa）下，液体表面
上方释放出的可燃蒸汽与空气完全混合后，可以被
火焰或火花点燃的最低温度。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 



危险废物特性 

固态 

在标准温度和压力（即25℃，101.3kPa）下因摩擦、
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当点燃后能剧烈而持续燃烧
并产生危害的固态废物。 

 

测试方法：GB 19521.1《易燃固体危险货物危险特
性检验安全规范》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 



危险废物特性 

气态 

在20℃，101.3kPa状态下，在与空气的混合物中体
积百分比≤13％时可点燃的气体；或者在该状态下，
不论易燃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
上限与易燃下限之差大于或等于12个百分点的气体。  

 

测试方法：GB 19521.3《易燃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
性检验安全规范》的要求进行。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 



危险废物特性 

 爆炸性质 

•  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在无引爆条件下，易发
生剧烈变化 

•  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易
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 

•  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能发
生爆轰或爆炸性反应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 



危险废物特性 

 与水或酸接触产生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 

•  与水混合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并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 

•  与水混合能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
汽或烟雾 

•  在酸性条件下，每千克含氰化物废物分解产生≥250mg氰化
氢气体，或者每千克含硫化物废物分解产生≥500mg硫化氢
气体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 



危险废物特性 

 废弃氧化剂或有机过氧化物 

•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 

•  对热、振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
有机氧化物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 



危险废物特性 

 经口摄取：固体LD50≤200 mg/kg，液体
LD50≤500 mg/kg ； 

 

 经皮肤接触：LD50≤1000 mg/kg； 

 

 蒸汽、烟雾或粉尘吸入：LC50≤10 mg/L。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急性毒性初筛(GB5085.2-2007) 



危险废物特性 

浸出方法: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299-2007）) 

    （1）液固比：10∶1； 

    （2）浸取剂初始酸度－pH值：pH＝3.2±0.05   

    （3）浸取剂类型：浓H2SO4配比浓HNO3为2：1

（质量比）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危险废物特性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无机元素及化合物 

1 铜（以总铜计） 100 

2 锌（以总锌计） 100 

3 镉（以总镉计） 1 

4 铅（以总铅计） 5 

5 总铬 15 

6 铬（六价） 5 

7 烷基汞 不得检出1 

8 汞（以总汞计） 0.1 

9 铍（以总铍计） 0.02 

10 钡（以总钡计） 100 

11 镍（以总镍计） 5 

12 总银 5 

13 砷（以总砷计） 5 

14 硒（以总硒计） 1 

15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0 

16 氰化物（以CN-计） 5 



危险废物特性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有机农药类 

17 滴滴涕 0.1 

18 六六六 0.5 

19 乐果 8 

20 对硫磷 0.3 

21 甲基对硫磷 0.2 

22 马拉硫磷 5 

23 氯丹 2 

24 六氯苯 5 

25 毒杀芬 3 

26 灭蚁灵 0.05 



危险废物特性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27 硝基苯 20 

28 二硝基苯 20 

29 对硝基氯苯 5 

30 2,4-二硝基氯苯 5 

31 五氯酚及五氯酚钠（以五氯酚计） 50 

32 苯酚 3 

33 2,4-二氯苯酚 6 

34 2,4,6-三氯苯酚 6 

35 苯并(a)芘 0.0003 

36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2 

37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3 

38 多氯联苯 0.002 



危险废物特性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9 苯 1 

40 甲苯 1 

41 乙苯 4 

42 二甲苯 4 

43 氯苯 2 

44 1,2-二氯苯 4 

45 1,4-二氯苯 4 

46 丙烯腈 20 

47 三氯甲烷 3 

48 四氯化碳 0.3 

49 三氯乙烯 3 

50 四氯乙烯 1 



危险废物特性 

   一种或一种以上剧毒物质的总含量≥0.1%； 

  一种或一种以上有毒物质的总含量≥3%； 

  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0.1%； 

  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突变性物质的总含量≥0.1%； 

  一种或一种以上生殖毒性物质的总含量≥0.5%；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危险废物特性 

 含有二种及以上不同毒性物质，如果满足下列等式，

则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其中，PT+、PT、PCarc、PMuta、PTera分别为固体废

物中剧毒、有毒、致癌性、致突变性、致畸性物质的含

量；LT+、LT、LCarc、LMuta、LTera分别为各种毒

性物质在4.1～4.5中规定的标准值。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危险废物特性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剧毒物质: 39种 

 有毒物质: 143种 

 致癌性物质: 63种 

 致突变性物质: 7种 

 生殖毒性物质: 11种 



危险废物特性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任何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除多氯二苯并对二恶
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外）的含量≥50 mg/kg； 

  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或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15 

μg TEQ/kg。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11种) 



1.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
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2.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
物与其他物质混合，混合后的废物经GB5085.1、GB5085.4和GB5085.5鉴
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3.排入企业内部综合废水处理设施的工业废水，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中车间 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相应的限值要求的，则综
合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视为该工业废水处 理污泥与其他废水处理
污泥的混合固体废物，根据第5.1~5.2条判断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排入公共废水处理设施的工业废水，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中车间或生产设施废 水排放口相应的间接排放限值要求的，则公共
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视为该工业废水处理污 泥与其他废水处理污
泥的混合固体废物，根据第5.1~5.2条判断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6.1 

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
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废物经鉴别不再 
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具有毒性、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
物处置过程产生的废物仍属于危险 废物，国家有关法规、
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 
 

6.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
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后，经GB5085.1、 
GB5085.4和GB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处理后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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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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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废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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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腐蚀性（Corrosivity，C） 

毒性（Toxicity,T） 

易燃性（Ignitability,I） 

反应性（Reactivity,R） 

感染性（Infectivity,In）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 

二、危险废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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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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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1、调整了废物种类。 

  2008年版：49大类，400余小类。 

  2016年版：46大类，479余小类。 

 （362种保留，新增117种） 

“HW06有机溶剂废物、HW41废卤化有机溶剂、HW42废有机溶剂”

合并成“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删除：HW43含多氯苯并呋喃类废物、HW44含多氯苯并二恶英类

废物。 

增加：HW50废催化剂类废物。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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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了原HW06
、HW41、HW4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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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33 

废物种类调整：新增11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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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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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HW41、42合并至HW06；
原HW43、HW44删除。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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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种类调整：废物描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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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2、取消了2008年版名录的“*”标注，实现“鉴别名录”向

“管理名录”的转变  

 2008年版《名录》中对33种废物（来源复杂，其危险特
性存在例外的可能性），标注以“*”，如所列此类危险废
物的产生单位确有充分证据证明，所产生的废物不具有危险
特性的，该类废物可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原做法造成不同地区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异。 
 
 与鉴别标准的配合与衔接：取消33种废物“*”标注，

合理采用“不包括XXX”以及类似的表述方式（17种）  
 与“危险废物排除清单”的配合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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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3、增加了《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列入豁免管理清单的废物共16种/类。 

    仅豁免了特定环节的部分管理要求，并未豁免其危废属性。 

豁免流程： 

    是否列入清单--是否属于豁免环节--是否具备豁免条件 

豁免内容包括： 

    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收集过程不按危废管理；利用过程

不按危废管理；填埋过程不按危废管理；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

不按危废管理；不按危废进行运输；转移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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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环节： 

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环节。 

包括：收集、运输、转移、利用、
处置（协同处置）等。 

 

豁免条件： 

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应具备的条
件。 

 

豁免内容： 

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内容。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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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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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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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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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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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4、明确了通过鉴别确定的废物的归类问题。 

    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按照国家规定

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 

    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应根据其主要有

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并按代码“900-000-

××”（××为危险废物类别代码）进行归类管理。 

    如鉴别后的危险废物主要有害成分为砷，其危险废物类别

代码应为“900-000-24”。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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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5、名录中类似于“不包括XXXX”的描述。 

     

    

 

   《名录》中关于“不包括XXXX”的描述，是根据当前环境

管理的需要，将此类废物明确不包括在《名录》里。此类废物

虽未列入《名录》，但仍然需要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

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经鉴别不具有危险特

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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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订内容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6.明确废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采用《危险化学品目录
》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职责分工》：废弃的危险化学品由环保部监督管
理  

 参照《巴塞尔公约》，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
的化学品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  

 采用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年版，2828种危险化学品），远多于2008版
名录中的49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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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管理清单（草案）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名录》管理：

优先控制环境风险

大的危险废物。 

豁免管理清单：

针对产生量小、分

散、风险小的危险

废物。 

排除管理清单：

针对明确环境风险

是可接受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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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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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危险废物鉴别程序 

三、危险废物鉴别 



□ 法律依据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2017年10月1日实施） 

–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急性毒性初筛 

–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8征求意见稿 

–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2007）2018  征求意见稿 

鉴别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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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三、危险废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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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三、危险废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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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固体废物及其鉴别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固体废物：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

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

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

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

物品、物质。 

 

固体废物分类：生活源废物（生活垃圾、废家电、报废机

动车、生活污泥、医疗废物等）；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

物、副产物、污染控制残渣等）。 

鉴别：产生源鉴别、过程鉴别、排除和豁免。 



• 副产物: 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目标产物产生的 
物质。 

• 目标产物: 是指在工艺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 
希望获得的一种或多种产品，包括副产品。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固体废物及其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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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recycle 

是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处理 treatment 

是指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使固体废物转化为适合

于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的活动。 

处置 disposal 

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

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

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份的活动，或者将固体

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2.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3. 在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5.1根据固体废物利用和处置方式进行鉴别（属于固体废物） 

5.2固体废物再加工产物的固体废物鉴别（不属于固体废物） 

1. 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2. 处置后，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7不作为液态废物管理的物质 

产生源鉴
别 

过程鉴别 

排除 

排除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固体废物鉴别分类 



产
品 

原材料 
❖产品类固体废物 
丌能在产生企业返工/返修的丌 

合格产品、残次品 
废品 

❖副产物类固体废物 
下脚料 
边角料 
残余物 
设施中清理出来的残余物 
生产过程中丌能作为返料的物质 

❖污染控制设施产生的固体废物 
废气除尘器收集的烟尘 
废水处理污泥、浓缩液 

原材料加工成
产品过 
程中产生的固
体废物 



过期产品 
受灾产品 
假冒伪劣产品 
丧失原有利用价值产品 
被抛弃产品 
使用寿命到期产品 

填埋 

焚烧 

堆肥 

地下灌注 

永久贮存 

其他处置方式 

产品 

产品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固体废物 

新产生的 
固体废物 

处置 

固体废物 方式 

渗滤液 

焚烧炉渣、飞灰、底渣 

堆肥残余物 

其他残余物 



原材料或产品 

固体废物 

丌符合国家或行业通用的质量标准的物质 

带入所替代原料没有的污染物质 

市场价值为负的物质 

丌存在特定用途、实际已有的市场需求的物质 

固体废物经过分拣、破碎等机械处理得到的物
质 

固体废物再加
工过程中产生
的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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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a)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为不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标

准(规范)，或者因为质量原因，而不能在市场出售、流通或者不能按照

原用途使用的物质，如不合格品、残次品、废品等。但符合国家、地方

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标准中等外品级的物质以及在生产企业内进行返

工(返修)的物质除外; 

 

b) 因为超过质量保证期，而不能在市场出售、流通或者不能按照原用途

使用的物质; 

 

c)因为沾染、掺入、混杂无用或有害物质使其质量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而不能在市场出售、流通或者不能按照原用途使用的物质; 

固体废物鉴别一——根据原有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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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d) 在消费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因为使用寿命到期而不能继续按照原用

途使用的物质; 

e) 执法机关查处没收的需报废、销毁等无害化处理的物质，包括(但不限

于)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产品、毒品等禁用品; 

f) 以处置废物为目的生产的，不存在市场需求或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流

通的物质; 

g) 因为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因素和人为灾难因素造成损坏而无法继续按

照原用途使用的物质; 

h) 因丧失原有功能而无法继续使用的物质; 

i) 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在市场出售、流通或者不能按照原用途使用的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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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a) 产品加工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边角料、残余物质等; 

b) 在物质提取、提纯、电解、电积、净化、改性、表面处理以及其他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质： 

      1) 在黑色金属冶炼或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高炉渣、钢渣、轧钢氧化皮、

铁合金渣、锰渣; 

       2) 在有色金属冶炼或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铜渣、铅渣、锡渣、锌渣、

铝灰(渣)等火法冶炼渣，以及赤泥、电解阳极泥、电解铝阳极炭块残极、

电积槽渣、酸(碱)浸出渣、净化渣等湿法冶炼渣; 

       3) 在金属表面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电镀槽渣、打磨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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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c) 在物质合成、裂解、分馏、蒸馏、溶解、沉淀以及其他过程中产生

的残余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质： 

    1)  在石油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废碱液、白土渣、油页岩渣; 

     2) 在有机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渣、废母液、蒸馏釜底残渣、电

石渣; 

     3) 在无机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氨碱白泥、铬渣、硫铁矿

渣、盐泥。 

 

d) 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开采、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尾矿、煤

矸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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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e) 石油、天然气、地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钻井泥浆、废压裂液、油泥

或油泥砂、油脚和油田溅溢物等; 

f) 火力发电厂锅炉、其他工业和民用锅炉、工业窑炉等热能或燃烧设施

中，燃料燃烧产生的燃煤炉渣等残余物质; 

g) 在设施设备维护和检修过程中，从炉窑、反应釜、反应槽、管道、

容器以及其他设施设备中清理出的残余物质和损毁物质; 

h) 在物质破碎、粉碎、筛分、碾磨、切割、包装等加工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不能直接作为产品或原材料或作为现场返料的回收粉尘、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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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i) 在建筑、工程等施工和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报废料、残余物质等建筑废

物; 

j) 畜禽和水产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动物粪便、病害动物尸体等; 

k) 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作物秸秆、植物枝叶等农业废物; 

l) 教学、科研、生产、医疗等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动物尸体等实验室废

弃物质; 

m) 其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副产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1）一般考虑 

该物质是否有意生产，是否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制造，经济价值是否为负，  
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循环或使用链中的一部分 

（2）特征 

该物质的生产是否有质量控制，是否满足国家或国际承认的规范/标准 

 
 

判别的关键点 
•有意生产——是否可以因为下游生产的需求而改变生产能力？ 
（煤焦油、工艺副产废酸） 

——供求关系能够影响鉴别结果（时间性和空间性） 
 

•质量控制——是否有标准？企业标准有效？产品标准？ 
——是否控制质量的工艺流程？（各种精蒸馏残渣） 
——工艺流程是否能够根据质量要求进行参数调整？ 



含SO2冶
炼 
烟气 

净化除
尘 

砷、氟 

两转两
吸 

硫酸产
品 

含SO2

冶 炼
烟气 脱硫石膏（固

废） 

含SO2烟气处理过程的产物 

 有意生产，以硫酸产品质量为目的的工艺参数控制 

 无意生产，丌以石膏产品质量为目的的工艺参数控制（以 
 脱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为目标） 

石灰石、石灰 

副产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标准是否考虑了污染控制？ 

没有污染物 
含量限值 

副产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副产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3）环境影响（根本原则） 

同初级产品相比，该物质的使用是否环境无害；同相应的原材料相

比，  在生产过程中，该物质的使用是否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增加

风险；是否会对 人体健康或环境产生更大的风险；该物质是否含

有对环境有害的成分，而这 些成分通常在所替代的原料或产品中

没有发现这些成分在再循环过程中丌能 被有效利用或再利用 

（4）使用和归宿 

该物质使用前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工；是否可直接在生产/商业上应

用；  是否仅仅需要很小的修复就可投入使用；是否仍然适合于其

原始目的；是 否可作为其他用途的替代物；是否实际应用在生产

过程中；是否有固定的 用途；是否可以其现有的形式或者丌经过

表一所列作业方式处理的形式得 到利用；是否只有经过表一所列

作业方式处理后才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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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a)烟气和废气净化、除尘处理过程中收集的烟尘、粉尘，包括粉煤灰; 

b)烟气脱硫产生的脱硫石膏和烟气脱硝产生的废脱硝催化剂; 

c)煤气净化产生的煤焦油; 

d)烟气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硫酸或盐酸; 

 

e)水净化和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及其他废弃物质; 

f)废水或废液(包括固体废物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处理产生的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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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g) 化粪池污泥、厕所粪便; 

h) 固体废物焚烧炉产生的飞灰、底渣等灰渣; 

i) 堆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质; 

j) 绿化和园林管理中清理产生的植物枝叶; 

k) 河道、沟渠、湖泊、航道、浴场等水体环境中清理出的漂浮物和疏浚

污泥; 

l) 烟气、臭气和废水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过滤器滤膜等过滤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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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m) 在污染地块修复、处理过程中，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处置或利用

的污染土壤： 

     1)填埋; 

      2)焚烧; 

      3)水泥窑协同处置; 

      4)生产砖、瓦、筑路材料等其他建筑材料。 

 

n) 在其他环境治理和污染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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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a)法律禁止使用的物质; 

 

b)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固体废物的物质。 

 



5 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别 

5.1 根据固体废物利用和处置方式进行鉴别（属于固体废物） 
 

◆a）以土壤改良、地块改造、地块修复和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直接施用于土 

地或生产施用于土地的物质，以及生产筑路材料的方式； 

◆b）为了获取热能的燃烧，或用于生产燃料，或包含于燃料中； 

◆c）填埋处置； 

◆d）倾倒、堆置； 

◆e）焚烧处置，包括获取热能的焚烧和垃圾衍生燃料的焚烧；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5.2 利用固体废物生产的产物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丌作为 

固体废物管理，按照相应的产品管理 

◆a）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 

◆b）符合相关国家污染排放（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包括该产物生 

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限值和该产物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标准； 

当没有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该产物中所含有害成分含量 丌高于

利用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中的有害成分含量，并且在该产物生产 过程中，

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丌高于利用所替代原料生产产品过 程中排放到

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当没有被替代原料时，丌考虑该条件； 

◆c）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2017） 

5 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别 



6 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6.1 以下物质丌作为固体废物管理： 

•a）仸何丌需要修复和加工即可用于其原始用途的物质，或者在产 生点经过修

复和加工后满足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 标准并且用于其原始用

途的物质； 

•b）丌经过贮存或堆积过程，而在现场直接返回到原生产过程或返 回其产生过

程的物质； 

 

•c）修复后作为土壤用途使用的污染土壤； 
 

•d）供实验室化验分析用或科学研究用固体废物样品。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3433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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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 

（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三）危险废物鉴别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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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危废鉴别程序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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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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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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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四、危险废物鉴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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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