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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鉴别 

是指判断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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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在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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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产物类物质即废物



危险废物
名录管理

豁免
管理

排除管
理

危险废物分级管理体系

对环境风险大的危险废

物需要采用危险废物名

录管理实行优先控制

而对产生量小、分散、风

险小的危险废物则可以采

用豁免方式进行管理

对明确环境风险是可

接受的废物采用排除

的方式进行管理

由于危险废物的性质、进入环境的

数量和方式以及所进入的环境条件

不同，最终的影响或后果也不一样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解读 GB 34330-201701



为加强对固体废物的管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而制定。 自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原《导则》应用的诸多弊端，难以满足当前环

境管理工作的需要：

1.规则笼统，判断性不强

2.缺乏明确的区分界限

3.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

为什么制订本标准？

l固体废物种类繁多、性质复杂

l固体废物鉴别是确定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管理界限的方法和手段

l是各级环保部门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

p《固体废物鉴别导则（试行）》（2006年制定）

l固体废物定义

l范围

l固体废物与非固体废物的鉴定

p对我国固体废物鉴别和管理发挥了重要技术支持作用

l打击非法进口废物

l打击违法处理处置固体废物



1.规则笼统，判断性不强

Ø有些判定规则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

Ø通过固体废物范围（产生来源）建立的判定规则相对笼统，没有列出具体的固体废物种类。

Ø不同鉴别机构对鉴别规则理解存在差异，导致不同鉴别机构对同一物质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时有发生。

2.缺乏明确的区分界限

对容易混淆或歧义的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缺乏明确的区分界限。

诸如副产品与副产物、固体废物与污染土壤、废水与液态废物等。

3.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

对以固体废物为原料生产的产物属性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

有的企业更是为了逃避监管，将应按照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管理的处理产物作为产品出售。

存在新的污染环境风险。

原《导则》应用的诸多弊端：



1.规则笼统，判断性不强

Ø有些判定规则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

Ø通过固体废物范围（产生来源）建立的判定规则相对笼统。

Ø没有列出具体的固体废物种类。

Ø不同鉴别机构对鉴别规则理解存在差异

Ø导致不同鉴别机构对同一物质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时有发生。

2.缺乏明确的区分界限

Ø对容易混淆或歧义的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缺乏明确的区分界限。

Ø诸如副产品与副产物、固体废物与污染土壤、废水与液态废物等。

3.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

Ø对以固体废物为原料生产的产物属性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

Ø将应按照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管理的处理产物作为产品出售。

Ø存在新的污染环境风险。

原《导则》应用的诸多弊端：

为了统一各个检验机构或鉴别机构

鉴别固体废物的尺度，保证鉴别质

量和鉴别结果的公正和可靠

环境保护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

局联合发布《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

则》（GB 34330-2017）

该标准是我国首次制定的关于固体

废物的鉴别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

效力



标准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

物质（或材料）和物品（包括产品、商品）的固体废物鉴别

(包括液态废物的鉴别）

标准制订的方法：

一是根据固体废物鉴别实例总结。

通过物质的产生来源以及物质管理过程进行鉴别。

其中管理过程包括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再生）。

二是借鉴国外固体废物鉴别的方法。

依据国外固体废物范围和名录，固体废物加工后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的条件、判断固体废物需要考虑的因素以

及固体废物排除和豁免条款进行鉴别。

不适用于:鉴别结论是综合判断的结果。

Ø放射性废物的鉴别

Ø固体废物的分类

Ø有专用固体废物鉴别标准的物质的固体废

物鉴别

鉴别结论是综
合判断的结果



标准的主要内容：

p第4部分

l明确了不作为液态废物管理的物质

l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液态废物与废水的区分标准。

p第1部分  明确了固体废物种类

l依据产生源明确固体废物种类

Ø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商品）

Ø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Ø在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质

l明确了固体废物与污染土壤的界限

p第2部分

l明确了固体废物在其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管理属性

l同时提出固体废物与其综合利用产品的界限标准；

p第3部分

l明确了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物质种类；

本标准在现行《导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固体废物的判定原则、程序和方法。

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90%以上的固体种类都能在该标准中找到，操作性强。



标准的作用：

4. 可促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再生和生态循环技术的发展，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效率，使其向综合利
用产品转换更通畅。
Ø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采选过程中直接留在或返回到采空区的符合GB 18599中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
求的采矿废石、尾矿和煤矸石不按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Ø促使高炉渣、钢渣、粉煤灰、锅炉渣、煤矸石、尾矿等固体废物作为建材原料使用，减少堆存量。

1. 有利于危险废物的鉴别。
Ø固体废物鉴别是危险废物鉴别的前提
Ø在危险废物鉴别之前，首先必须进行固体废物鉴别
Ø如果一个物质不属于固体废物，那么它就不属于危险废物。
Ø有利于强化固体废物管理，将有效阻止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不合法利用，减少环境风险。

2. 有利于进口废物管理。
Ø在口岸固体废物进口管理中，很多时候需要对是否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进行专门的鉴别，
Ø控制境外固体废物进入我国的重要手段，对加强进口固体废物管理、构建及维护固体废物进口的正常贸易秩序以及保
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3. 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固体废物管理对象。
Ø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副产品、利用固体废物生产的产物



下列物质属于固体废物：

4.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4、依据产生来源的固体废物鉴别：

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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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包括以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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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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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包括以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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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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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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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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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包括以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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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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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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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物质属于固体废物：

4.1 丧失原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4、依据产生来源的固体废物鉴别：

4.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4.3 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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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别

5.1 在任何条件下，固体废物按照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利用或处

置时，仍然作为固体废物管理(但包含在6.2条中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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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堆肥)，以及生产筑

路材料;

b)焚烧处置(包括获取热能的焚烧和垃圾衍生燃料的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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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下列物质不属于固体废物：

5、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别

5.2 利用固体废物生产的产物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按照相应的产品管理(按照5.1条进行利

用或处置的除外)：
包括：

l该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限值（排放达标）和该产物中有

害物质的含量限值（产品质量合格）

l没有标准或技术规范，该产物中所含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于利用被替代原料生

产的产品中的有害成分含量

l并且在该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不高于利用所替代

原料生产产品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废物替代原料——排放、

产品质量都好于）

l当没有被替代原料时，不考虑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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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包括：

c)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下列物质不属于固体废物：

6、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6.1以下物质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

a)任何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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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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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处置后的物质，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

a)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采选过程中直接留在或返回到采空区的符合GB18599中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求的采矿废石

、尾矿和煤矸石。但是带入除采矿废石、尾矿和煤矸石以外的其他污染物质的除外;

b)工程施工中产生的按照法规要求或国家标准要求就地处置的物质。

6.3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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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满足相关法规和排放标准要求可排入环境水体或者市政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的废水、污水。

7.2 经过物理处理、化学处理、物理化学处理和生物处理等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可以满足向环境水体或市

政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排放的相关法规和排放标准要求的废水、污水。

7.3 废酸、废碱中和处理后产生的满足7.1或7.2条要求的废水。



固体废物暴露的风险评价02



1.2固体废物去向识别

通过现场调研，确定固体废物可能的去向，如丢弃、露天堆存、填埋（简易填埋、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危

险废物填埋场填埋）、焚烧（简易焚烧、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危险废物填埋厂处置）和综合利用（建材化、提

纯再生、燃料化等）。通过识别固体废物的去向，为建立暴露场景提供基础。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和程序：危害识别、暴露场景建立、暴露途径确定和风险值计算

1、危害识别

1.1目标污染物识别

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工艺（过程）分析，确定废物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污染物的种类。

对于在企业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需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调查，掌握目标固体废物产生所涉及环节中

使用的原辅料、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的成分，识别产生的固体废物中目标污染物组分。

对在企业内部废水（或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除需对导致废水（或废物）产生的生产工艺进行调查外，还需

对废水（或废物）处理过程中添加的药剂、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的成分进行调查，识别产生的固体废物中目标污染组分。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和程序：危害识别、暴露场景建立、暴露途径确定和风险值计算

2、暴露场景建立

       暴露场景是指固体废物在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时的各种去向，即丢弃、堆存、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中，废物

中的污染物经由不同方式迁移并到达受体人群的情况。

       通过分析暴露场景，确定风险评价的主要暴露途径、受体人群及其暴露方式。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暴露场景可分为堆存、填埋、焚烧和资源化利用四种。

    在开展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过程中，需根据加现场调研的结果，综合废物特性分析，建立现实存在的

风险最大的暴露场景。

    例如铬渣在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情况下，风险最大的可能是露天堆存；

    废矿物油风险最大的可能是低水平的资源化利用。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和程序：危害识别、暴露场景建立、暴露途径确定和风险值计算

2、暴露场景建立

2.3焚烧场景

简易焚烧场景中，如民用锅炉或小锅炉焚烧，因焚烧不完全或生成新的污染物排放入大气，呼吸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

2.4资源化利用场景

资源化利用场景较为复杂，需根据固体废物具体的综合利用方式建立。如做路基材料、屋顶防水材料可参考堆存场景

2.1堆存场景

最不利的是固体废物堆置于开放堆存场中，且无防渗措施。废物中的污染物在降雨的淋滤作用下被释放，进而污染地下

水，造成人体健康风险。含挥发性污染物的固体废物（包括固态、半固态和液态），置于开放或半封闭堆存场中，废物中的

有机物污染物因挥发作用释放进入大气，在大气中经迁移扩散后，通过呼吸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固态的废物也可能因

扬尘作用，经大气迁移被人体吸入造成健康风险。

2.2填埋场景

固体废物简易填埋，进入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或者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废物中的污染物会因渗滤液的淋滤

而被溶出，污染组分迁移至土壤饱和层，并经土壤饱和层的衰减作用，迁移扩散至取水井，对人体健康产生风险。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和程序：危害识别、暴露场景建立、暴露途径确定和风险值计算

3、暴露途径确定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暴露途径包括地下水饮用摄入和空气吸入，其中空气吸入途径又包括烟熏扩散模式和颗粒扩散

模式的暴露途径。

   暴露途径的选择取决于固体废物特性、废物中目标污染物特性和暴露场景。具体的暴露途径确定方法见表1。

表1 各暴露场景中目标污染物的暴露途径

暴露途径

暴露场景 目标污染物 固态 半固态和液态

堆存场景
重金属 摄入和吸入（颗粒扩散） 摄入

有机物 摄入和吸入（烟熏扩散） 摄入和吸入（烟熏扩散）

填埋处置场景
重金属 摄入 摄入

有机物 摄入 摄入

焚烧 有机物 吸入（烟熏扩散） 吸入（烟熏扩散）

资源化利用 二次污染物（重金属、有机物） 摄入、吸入 摄入、吸入



4、风险值计算

4.1摄入暴露途径风险值计算程序

本方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标准，如我国危险废物浸出毒性标准，国内外地下水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等，尽可

能简化环境风险评价的步骤，计算各暴露途径下固体废物的环境风险值。

GB 5085.3-2007中危害成分 HQw(1)
是

HJ/T299-2007浸出液浓度Ci

否

国内外饮用水质量标准控制污染物

确定目标污染物i

HQw(2)
是

否

非致癌风险评价HQw(2)致癌风险评价CRw

（1）计算流程

  

（2）风险表征  

1）HQw（1）        HQw= CiL/CL

CiL：按《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制备浸出液
中污染物i的浓度；

CL：《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表1中污染物i的鉴别
标准值。

2）HQw（2） 1 0 0w
iL

iD

H Q C
C




CiD：国内外饮用水质量标准中污染物i的限值

3）HQw（3） 0 .0 8 4 4 3 2w
i

o

CH Q
R fD



RfDo：污染物i的经口摄入非致癌参考剂量（mg/kg/d）；
Ci：污染物i的暴露浓度= CiL/100；

4）CRw 0.033w i oCR C SF  

SFo：污染物i的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mg/kg/d）-1，(附录1) ；
Ci：污染物i的暴露浓度= CiL/100；



煤化工残渣评价结果表

序号 残渣名称 全国年产生量（万吨） 评价选用模型 评价结果 废物特性

1 脱硫废液 387~430 摄入模型 151.4 252-013-11

2 焦油渣 14.5 非控条件下焚烧模型 8.62 252-004-11

3 高温煤焦油 1750*  1400** 熏烟扩散模型 6.32E-04 252-014-11

4 酚渣 0.6 熏烟扩散模型 3.71E-04 252-006-11

5 焦粉 232 熏烟扩散模型 1.46E-04 252-015-11

6 煤沥青（残渣） 380 熏烟扩散模型 1.41E-04 252-016-11

7 中低温煤焦油 335* 熏烟扩散模型 0.5E-04 450-003-11

8 剩余污泥 80 熏烟扩散模型 1.17E-06 252-010-11

9 洗油再生渣 8.6~21.5 熏烟扩散模型 1.72E-07 252-003-11

10 气化灰渣 1800~3200 熏烟扩散模型 1.41E-08 一般固废

11 除尘器集灰 140 熏烟扩散模型 9.08E-11 一般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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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危险废物名录制定历程

1、1998年版《名录》危险废物 

47大类。

<名录>+ <行业分类指南>— 305

种废物。

不足：废物来源定义不明确、针
对性不强、与我国实际情况不太
相符，可操作性较差。

总局、经贸委、外贸部、公安部
联合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参照《巴塞尔公
约》，采用列举法编制。



我国危险废物名录制定历程

2、2008年版《名录》危险废物 
49大类，400种废物。
    环境保护部、发改委联合颁布。
中国环科院修订（2003-2008）

有点：根据产生源分类、指出具
体工艺，或指明废物类型。指明
了危险废物的5种特性。

不足：工艺太笼统。不能细化到
产生环节；没有考虑到作为产品
应用等



我国危险废物名录制定历程

3、2016年版《名录》危险废物 
46类。479种废物。
   环保部、发改委、公安部联合
发布。2013年中国环科院修订

2013年6月。最高院、最高检《关于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出台。危险废物属性认
定成为关键量刑依据。

l美国114种特定和非特定源（制造业）
l欧盟203种
l优先管理废弃危化品498种



修订的主要内容

l 调整《名录》废物种类 

l    新增《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l    废弃危险化学品目录采用《危险化学品目录》 

名录前言部分

p 第四条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

p 第五条 列入本名录附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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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第八条 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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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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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为危险废物类别代码）进行归类管理。 

经鉴别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一）《名录》废物种类调整情况





新增废物117种：废物描述更具体



删除32种危险废物

举例：  08版形式：硝基苯-苯
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已
删除）
             16版形式：900-401-
06中所列废物分馏再生过程中
产生的高沸物和釜底残渣

1.原名录中HW06有机溶剂废物、HW41废卤化有机溶剂和HW42废有机溶剂，

共26种。

2.原名录中属于鉴别范畴的废物，共4种。

l900-012-10含有或沾染PCBs、PCTS、PBBS和多氯（溴）萘，且含量

≥50mg/kg的废物、物质和物品；

l900-034-43*含任何多氯苯并呋喃同系物的废物；

l900-035-44*含任何多氯苯并二恶英同系物的废物；

l802-006-49危险废物物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残渣。 

3.原名录中范围过广、重复、描述错误的废物2种。

346-099-17其他工艺过程中产生的表面处理废物；       范围过广

261-046-27氧化锑生产过程中除尘器收集的灰尘。       氧化锑产品。



扩大废物范围

l261-041-21、261-042-21、261-043-21、261-044-21删除 “有钙焙烧”工艺的限

定 。

l900-044-49 废弃的铅蓄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汞开关、荧光粉和阴极射

线管（删除了“电子废物拆解过程产生”这一范围限定） 。

lHW32 900-026-32”使用氢氟酸进行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删除玻璃蚀刻) 。

缩小废物范围

l276-002-02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

反应基和培养基废物（排除氨基酸、维生素过程中产生的培养基废物） 。

l092-002-29明确定义汞矿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为尾砂，排除了采矿废石（底

渣） 。

l264-012-12 其他油墨、染料、颜料、油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废吸

附剂（排除了水性油漆）。 

l315-001-21铬铁硅合金生产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删除了污泥） 。

l32 900-026-32 “使用氢氟酸进行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删除废蚀刻液处理污泥) 。



废弃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废物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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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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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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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录中有很多类似于“不包括

XXXX”的描述

 是不是意味着这些XXXX就不属

于危险废物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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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固体法》危险废物定义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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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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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危险废物鉴别确定是危险

废物的，应该如何对其归类？ 

ü在《名录》第八条中规定，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

ü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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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本次《名录》修订删除HW43、HW44两大类危险废物，这些废物经鉴别后可

以按照《名录》第八条进行归类管理。 

关于“行业来源”的具体解

释和范围，应以什么为依据？ 

ü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ü按照单位的主要经济活动确定其行业性质。

ü当单位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与废物产生有关的活动确定

废物产生的行业。 



电子废物、废电线电缆是否

属于危险废物？ 

l2008年版《名录》中对“900-044-49”类废物描述为“在工业生产、生活

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经拆散、破碎、砸

碎后分类收集的铅酸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

和多氯联苯电容器等部件”

   因文字表述不清，造成了将“废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是危险

废物的误解。

l2016年版《名录》将该条修改为“废弃的铅蓄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

汞开关、萦光粉和阴极射线管”。 

Ø电子废物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本身并不属于危险废物。 

Ø电线电缆产品的结构元件，总体上可分为导线、绝缘层、屏蔽和护层等。

    废电线电缆在结构元件上基本未发生改变，且并不具有危险特性，因此

废电线电缆不属于危险废物。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的意义

l 针对产生源建立危险废物名录体系——加强对危险废物分类管理
ü 与鉴别标准的配合与衔接，合理 采用“不包括XXX”表述方式 

ü 与“危险废物排除清单”相配合 

不确定原则:针对无法确定固体废物的

去向和环境影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

例：抗生素生产菌渣、工业废盐

最不利原则: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可

能的暴露场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时，

选择可能环境风险（健康风险） 较

大的场景作为评价依据。

例：废催化剂 



新增《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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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豁免环节之外的环节

仍然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

列入豁免管理清单废物共16类/种

l全部环节豁免2类/种

l利用处置环节豁免的11种

l运输环节豁免3种

l收集环节豁免3种

l转移环节1种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仅豁免了危险废物特定环节的部分管理要求，

并没有豁免其危险废物的属性。 





l全过程：无需执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 

l收集过程：收集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l利用过程：利用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l填埋过程：填埋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l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水泥企业不需要持有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l运输过程：运输工具可不采用危险货物运输工具； 

l转移过程：进行转移活动的运输车辆可不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转移过程中可不运

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但转移活动需事后备案。 

各豁免环节的具体要求

p豁免的特定环节的前后环节，仍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6.3条要求且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填埋，填埋过程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如果不能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6.3条要求或不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则处置过

程仍然需要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解读04



共7个标准文件



共7个标准文件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的危险特

性鉴别中样品的采集和检测，以及

检测结果的判断等过程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中的固体废物包括固态、半

固态废物和液态废物（排入水体的

废水除外）。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废物的危险特

性鉴别，

   不适用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产

生的危险废物的应急鉴别。



危险废物定义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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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 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除具有以

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固废法》——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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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4.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34330-

2017判断待鉴别的物品、 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不属于危险废物。



4.2 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则首先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凡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属

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4.3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无法根据本标准第5、第6条相关判定规则判别属性的固体废物，

经综合分析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生环节和主要危害成分，不可能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危

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应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4.4 危险特性鉴别应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进行。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

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并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有关规定确定废物类

别和代码。

4.5 上述鉴别程序无法鉴别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危险废物鉴别流程图
企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
申请危废鉴别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其他不予
鉴别的情况，环保部门告知企业

企业自行选择鉴别机构 企业与鉴别机构签订鉴别合同 鉴别机构编制鉴别方案并组织方案评审

企业委托检测机构开展检测，出具检测报告鉴别机构编制鉴别报告

鉴别机构组织专家评审

专家现场质询，形成专家综合意见

依据鉴别报告结论及评审意见，
形成正式鉴别意见

提交省固管中心登记，发布鉴别意见

随机抽取检测、工艺、管理等专家3-5名

会前1-2天，鉴别报告发给专家形成个人意见

每年按10%的比例对鉴别报
告进行抽检，根据抽测结果，
进行考核

评审不通过，退回修订



l《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于2007年发布，但相当长时间后危险废物鉴别工作才逐步开展。

l自2010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率先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l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3〕15号）发布后，加强了对危险废物的监管执法，鉴别工作案例迅速增多。

l根据各省级固管中心反馈的信息统计，2016年全国有17个省市开展了危险废物鉴别工作，共完成危险废物

鉴别报告120份（包括鉴别为危险废物的13份，经鉴别不属于危险废物的107份）。

Ø主要涉及行业有石油与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电子电器制造、汽车制造、医药、印染涂料制造、食品加工、

皮革制造、农药制造等多个行业。

Ø主要类别有各行业产生的污泥、残渣、废包装桶、废催化剂、废液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发现的不明废物等。

l2016年，全国共有45家机构参与了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Ø固管中心7%、科研院所18%、政府检测机构33%、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4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应用情况



确定危险废物排除管理清单

在危险废物方面，已形成初步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包括《名录》《豁免清单》。但由于缺少危险废物排除

管理制度，导致未列入《名录》的固体废物均需要通过危险特性鉴别以确定其属性，不利于危险废物的分级

分类管理。

某些种类的固体废物已经开展了数例鉴别且不具有危险特性，如氟化钙污泥、废石灰石粉等，但因鉴别结

果不能通用，造成企业重复鉴别，费效低下。通过排除制度明确该类固体废物的属性，避免重复鉴别。

降低企业鉴别费用

Ø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固体废物通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等方法已明确其不具有危险特性，但在不同地区实

际管理中却仍将其作为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既消耗了有限监管力量，又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难度。

Ø根据已开展的危险特性检测和鉴别结论，将已明确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列入《排除清单》并公开发布，

Ø将有利于提高地方环保部门的管理效率。

提高环保部门管理效率



危险废物排除管理清单（征求意见稿）2017 年3 月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进一步细化了危险废物鉴别的采

样对象、份样数、采样方法、样品检
测、检测结果判断等
的要求；

 增加了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固体
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采样、检测、判
断等技术要求。

8 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技
术要求
8.1 涉及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污染
案件的司法鉴定
8.2 环境污染事件次生固体废物鉴别
8.3 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按第 8.1 条开展鉴别。
8.4 环境污染事件存在某类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时，应根据固体废物的形态特征，判断是否存在多
种固体废物的混合情形。



p此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l进一步明确了鉴别程序；

l进一步细化了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l增加了不明来源固体废物判定规则。

5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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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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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5.1、GB 5085.4和GB 5085.5鉴别不
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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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危险废物处理后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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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5.1、GB 5085.4和GB 5085.5鉴别不再
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7 不明来源固体废物判定规则
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无法按照 HJ/T 298 第 8.3 款明确产生来源、产生工艺及性质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

产废者
责任延
伸管理

危险废物
第三方审

核

辽宁危险废物管理体系的创新

l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
（2016年1月1日实施）
Ø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ü检查大项目共12项
ü具体检查内容27项
Ø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经营单位
ü检查大项目共10项
ü具体检查内容27项
l危险废物管理计划2016

l加强危险废物产生源头监管

l审核企业申报登记的危险废物种类和

数量的准确性

l避免企业漏报、瞒报、谎报情况发生

l对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具有防止、减少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任。

l委托第三方处置，应审核经营许可证及处

置范围，跟踪处置情况。

l危险废物未处置完毕之前，生产企业依然

对该危险废物有监管职责。

环保与公安联合检查

环境污
染责任
保险

共保体：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纳入保险责任
注册号：C000012309120171101044232

辽宁省环境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组织实施

l经济上减负—突发事故后，保险公司及时赔付
---避免了企业破产的风险
l法律上减责—事故造成30万以上损失，刑事
责任，赔付后，可减轻刑事处罚
l信用上增信—环保守法
l金融上增信—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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