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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废弃物资源利用的术语和定义、收集、运输、预处理、资源利用工艺、环境保护
与劳动卫生、资源利用产品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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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528-2002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
GB/T 8573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7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测定 卡尔·费休法
GB/T 17767.1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GB/T 17767.3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磷含量的测定
GB 18382-2001 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
GB 8172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 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063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
CJ/T227-垃圾生化处理机
CJ/T 3059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技术评价指标
CJJ/T 52 有机生活垃圾生物处理技术规范
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1. 园林废弃物 garden waste
主要是指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植物残体，主要包括树叶、草屑、树木与灌木剪枝
等，也有研究者称之为园林垃圾。
2.堆肥composting
堆肥，是指在人工控制下，在一定的水分、C/N比和通风条件下通过微生物有氧发酵作用，将废弃
有机物转变为肥料的过程。
3.园林废弃物堆肥 garden waste composting
绿化废弃物堆肥，就是指将绿地中产生的树枝、落叶、草末等废弃物经过一定的处理和混合配比，
在适合的条件下经过有氧发酵，形成有机肥料和土壤改良剂的过程，达到无害化(无杂草、寄生虫等)、
减量化、资源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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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机肥Organic fertilizer
有机肥料是指主要来源于植物和(或)动物,施于土壤以提供植物营养为其主要功能的含碳物料。
5.食用菌（固体培养基）solid medium
以 富含木质纤维素或淀粉类天然碳源物质为主要原料，填加适量的有机氮源和无机盐类，具一定
水分含量的培养基。常用的主要原料有木屑、棉籽壳、秸秆、麦粒、谷粒、玉米粒等，常用的有机氮源
有麦数、米糠等，常用的无机盐类有硫酸钙、硫酸镁、磷酸二氢钾等。固体培养基包括以阔叶树木屑为
主要原料的木屑培养基、以草本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草料培养基、以禾谷类种子为主要原料的谷粒培养基、
以腐熟料为原料的粪草培养基，以种木为主要原料的木塞培养基。
4

园林废弃物的收集和运输

4.1 园林废弃物应进行源头单独收集，不应与其它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并需对枯枝、落叶、草屑等进行
分类收集；
4.2 园林废弃物宜采取定期收集方式，并按照季节适当调整收集周期；
4.3 按区划分收集范围，定点收集；
4.4 收集的园林废弃物，应及时运往垃圾处理场，应防止其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变质；
4.5 危险废物及非园林垃圾不应进入园林废弃物处理系统；
4.6 根据进一步加工及处理要求，园林废弃物应进行破碎；
4.7 采用堆肥、厌氧发酵、湿热处理时，破碎后的粒径范围应达到不影响泵送和混合运行的尺寸大小。
5

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工艺

5.1 堆肥工艺
5.1.1 用碎鼓式削片机将园林废弃物粗粉，粒度控制在 10～20mm。
5.1.2 用碎环式刨片机将园林废弃物细粉，粒度控制在 1～5 mm 以下。
5.1.3 调整堆肥基质的水分比控制在 50%～60%。
5.1.4 调整堆肥基质的碳氮比控制在（25/1）～（30/1）。
5.1.5 将调质好的原料添加微生物菌种，每立方米添加 2~5kg。
5.1.6 翻拌物料，周期内翻 3~4 次，控制温度在 70℃左右。
5.1.7 高温发酵 10～15d，自然堆置熟化至形成稳定的有机质。
5.2 机制炭工艺
5.2.1 用饲料切割机或其他粉碎机将园林废弃物粉碎，粒径小于 5 毫米。
5.2.2 将粉碎的物料烘干或晒干，使含水量在 10%以下。
5.2.3 热压成型成木炭颗粒。
5.2.4 将成型木炭颗粒炭化。
5.3 生物质热解工艺
5.3.1 干燥至含水量应在 15 %以内，粉碎到合适的粒度。
5.3.2 慢速热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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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将生物质在较慢升温速度下热分解,得到占大多数的炭化产品。

5.3.2.2 热解温度 300～700℃，加热速率 0.1～1.0℃·S-1，尺寸颗粒 5～50mm，停留时间 600～6000s。

5.3.3 快速热裂解过程
5.3.3.1 快速升温，得到高级生物油。
5.3.3.2 热解温度 600～1000℃，加热速率 10～200℃·S-1，尺寸颗粒﹤1mm，停留时间 0.5～10s。
5.3.4 闪裂解
5.3.4.1 颗粒粒径在 105～250μm 内，高速升温。
（1）在氢气环境中 20 Mpa 的压力下进行闪解。
（2）在 30 ms～1. 5 s 的保留时间内热转换,在 400 到 950℃之间发生快速解聚作用和裂化。
（3）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热分解,限制次级降解反应的发生。
5.3.4.2 热解温度 800～1000℃，加热速率﹥1000℃·S-1，尺寸颗粒﹤0.2mm，停留时间﹤0.5s。
5.3.5 采用过滤设备对热解产物进行分离与收集。
5.4 木质素乙醇工艺
5.4.1 纤维素原料的预处理工艺
5.4.1.1 物理法
（1）机械粉碎：包括干法粉碎、湿法粉碎、振动球磨碾磨以及压缩碾磨。
（2）液相热水预处理：把 200～300 ℃的高压水和生物质混合 15 min 后，40 %～60 %的生物质可被溶
解，再对得到的液体用稀酸处理后，90 %的半纤维素都能以单糖的形式回收。
（3）微波、超声波、高能电子辐射微波处理能提高纤维素的可及性和反应活性。
5.4.1.2 物理化学法
（1）物理化学法主要包括蒸气爆裂、氨纤维爆裂、CO2 爆裂等。
（2）蒸气爆裂法：先用水蒸气加热原料至 120-290℃（0.3-7.8MPa），作用时间为 2 秒-12 分钟，然后减
压至大气压。
（3）氨纤维爆破(AFEX)：典型的 AFEX 中，处理温度在 90 ～95 ℃，维持时间 20～30 min ，每公斤
干固体原料用氨 1～2 kg。
（4）CO2 爆破：蒸汽爆破过程中添加 CO2 称为 CO2 爆破，与氨纤维爆裂基本相似,只是以 CO2 取
代了氨 。
5.4.1.3 化学法
化学法处理包括碱处理, 稀酸处理及臭氧处理等。
（1）碱处理：使用较多的碱有 NaOH、KOH、Ca (OH) 2 和氨等。
（2）酸处理：常用的酸有硫酸、盐酸、醋酸等。
（3）氧化预处理：常见的氧化剂主要有 H2O2、O3 和 O2 。
5.4.1.4 生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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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最多的是白腐菌，该预处理在常温、常压和近于中性 pH 条件下进行的，降解的最终产物是二
氧化碳和水。
5.4.1.5 联合法

先采用机械破碎，然后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方法进行处理，还有机械破碎 - 电子辐射 - 碱处理法、
机械破碎 - 微波 - 化学处理法、机械破碎 - 化学处理 - 蒸汽爆破等。
5.4.2 水解

5.4.2.1 稀酸水解：用 1%硫酸，在 215℃下水解 0.05 小时，葡萄糖产率 50% -70%。

5.4.2.2 浓酸水解：用 30% -70%硫酸，在 40 ℃下水解 2-6 小时，葡萄糖产率 90%。

5.4.2.3 酶水解：用纤维素酶，在 70 ℃下水解 1.5 小时，葡萄糖产率 75% - 95%。
5.4.3 酒精发酵
原料经过水解（即糖化）
、发酵使双糖、多糖转化为单糖并进一步转化为乙醇。发酵法制酒精主要包括：
分步水解和发酵（SHF）、同时糖化和发酵（SSF）、直接微生物转化（DMC） 。
5.4.4 精馏
燃料乙醇蒸馏使用两塔构成，直接生产含量为 93% - 98%（体积分数）的燃料乙醇。该流程中，每塔又
分为提馏段（醪塔）和精馏段（精馏塔）。两塔同时进醪，同时出产品。高压塔的操作压力约为 4×105Pa，
低压塔的操作压力为常压。加压塔直接用蒸汽加热，此塔塔顶蒸气用作常压塔的热源。此流程的能耗为
1.0 - 1.9kg／L。
5.4.5 脱水
采用膜分离与渗透蒸发的耦合效应。在膜分离乙醇－水溶液环节，应用聚乙烯醇／聚丙炳腈复合膜。工
业上用于醇水分离的渗透蒸发工艺流程可任选为连续式和间歇式。无论是连续式还是间歇式渗透蒸发过
程，都采用料液加热系统－膜组件分离系统－冷凝真空系统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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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产品要求

6.1 堆肥产品
6.1.1 土壤改良剂：应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养分及有益微生物。
6.1.2 高效营养基质：根据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和环境，配制专用营养基质。
6.1.3 生物有机肥：添加拮抗微生物菌种和液体蛋白，促使土壤中微生物区系平衡。
6.2 机制炭产品
6.2.1 木炭颗粒产品要求：直径 6-8mm，长度 8-30mm，灰份≤2.5％，密度 1.2-1.4g／cm3，湿度≤8％，
热量≥4400Kcal／kg。
6.2.2 成型碳棒
6.3 生物质热解产品
6.3.1CO、CO2 、H2 、CH4 及饱和或不饱和烃类化合物(CnHm ) ，作为中低热值气体燃料。
6.3.2 调整相关参数,可获得相当于原料干物质 30 %的焦炭产量。
6.3.3 快速热解所得到的热解液为生物油。
6.3.4 传统热解产生热解液焦油。
7

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

7.1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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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园林废弃物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或企业及时收集、回收处理，并使用专门容器盛放。
7.1.2 园林垃圾处理厂噪声控制限值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7.1.3 堆肥预处理、发酵、后处理设施应具备防雨、除尘、除臭、防渗、通风措施等。

7.1.4 发酵设施及预处理、后处理设施应按工艺要求装配，对于易腐蚀的金属构件及设备应采取相应的
防腐措施。
7.2 劳动卫生

7.2.1 厂区应采取除臭、灭鼠、灭蝇措施，保障员工职业安全与卫生。
7.2.2 处理厂区应设置消防水池、消防设施。沼气收集、输送和贮存设施应进行防火防爆设计，并具备
相应的消防设施。
7.2.3 处理厂周围应设绿化防护带，并设有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
7.2.4 处理厂区应设有道路行车指示标志、安全标志、防火防爆及环境卫生设施标志。
7.2.5 现场工作人员应佩戴口罩、防护帽、防护手套、防护鞋等劳保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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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工作概况
1.1 前言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伴随城市化率的不断扩张而迅速发展。根据前瞻产业研究
院《中国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最新的检测数据
显示，2001 年以来中国园林绿地面积逐渐扩大。截至 2011 年底，中国拥有园林
绿地面积 245.27 万公顷，是 2001 年（94.7 万公顷）的 2.59 倍。同时，中国建成
区绿化面积也在逐步增长，2001-2012 年的 10 年间增长了 2 倍多。2012 年中国
建成区绿地覆盖面积达 171.9 万公顷，同比增长 6.64%。随着园林面积的增大，
园林废弃物的量也迅速增多，我国传统的园林废弃物处理处置的主要方式是填埋
或焚烧，这不仅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且不符合发展循环经济
的标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实践。2005 年 7 月，国务院发出《关
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5]22 号），明确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
的目标为：力争到 201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
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废物
最终处置量明显减少，建成大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典型企业；推进绿色消
费，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一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工业（农业）
园区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制定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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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更是明确地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战略目标。2008 年 8 月 29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进一步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化，
并且明确提出，应“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制定和完善节能、节水、节材
2

和废物再利用、资源化标准”。2013 年两会前期，国务院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
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简称《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循
环经济发展战略及专项规划，提出了“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发
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到“十二五”末期资源产出率提
高 15%、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 1.8 万亿元等 18 项主要目标。党的十八
大报告将“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凸显决策层对生态环
保的重视已上升到空前高度。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推进，全国多数城市都将
加大园林绿化投资力度。
随着城市绿化在我国各大城市中的快速发展，园林废弃物如枯枝落叶(植物
凋零叶)、树枝修剪物、草坪修剪物、杂草、种子和残花等的量也越来越大，以
上海为例，全市行道树超过 80 万棵，每年仅行道树修剪至少产生 6 万吨左右的
树枝，加上全市公园、绿地、居住区和单位绿地，每年产生大量的园林植物废弃
物。目前我国处理园林绿色废弃物的市场比较混乱，不能满足建设生态型城市的
发展要求。我国现有的回收利用体系不规范，深加工技术落后。
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规范园林废弃物的处理。例如在美国，
园林废弃物成为继报纸之后的第二大城市固体有机废弃物，园林废弃物的收集、
处理已不仅是园林部门自身的问题，美国环境保护署将园林废弃物作为城市固体
废弃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环境立法角度确保园林废弃物土地利用。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末佛罗里达、明尼苏达、俄亥俄州等州政府就禁令将园林有机废弃物
焚烧或填埋，之后美国的 20 多个州都颁布了类似的法律，从政策法规的角度确
保了园林废弃物土地利用的有效实施。目前我国的园林废弃物处理的管理已有一
定规模，但是保证各项法规能够实施的有关标准仍然是极度的缺乏，市场管理存
在混乱现象，技术不够娴熟。因此，制定有关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
技术要求的规范和标准，加强管理，建立健康合理的回收利用体系，不但能够有
效回收资源，而且能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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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当前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1.2 标准的作用
本标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

1.2.1 规范市场，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
本标准为关于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的通用性标准，针对园
林废弃物在收集、运输、资源利用工艺和资源利用产品要求中所采用技术应达到
的环境要求制定了标准，对规范我国的园林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市场，规范深度加
工工艺，提高可回收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指导作用。
1.2.2 规范收集和运输方式、资源利用工艺、资源利用产品要求
本标准对园林废弃物的收集和运输方式进行了规范化，同时对资源利用工艺
中的堆肥工艺、机制炭工艺、生物质热解工艺、木质纤维素工艺 4 种工艺中的各
种参数进行了规范化，并且对堆肥产品规范了资源利用产品要求。这些规范和要
求能够促使我国在园林废弃物的处理和深加工时有规律可循，更科学合理，更符
合生态工程的要求。
1.2.3 奠定基础，提升我国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领域的标准化
水平
本标准为国内首部关于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的通用
性标准，对后续相关技术标准及其他废弃物回收利用技术标准的制订具有指导
（借鉴）意义。

1.3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提出，由全国产品回收利用
基础和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本标准由北京工商大学牵头起草，北京市朝
阳区楼梓庄乡园林废弃物处理场、北京市西城区东坝苗圃土壤基质加工厂、广州
市绿化公司成立园林基质厂、山东禹城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燃料乙醇有
限公司、北京泛洋园艺开发公司、温州市欣荣园林规划设计院一起完成。主要起
草人为：田媛、任连海、孙迎雪、苏德荣、刘效兰、姚志良。本标准命名为《城
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

1.4 工作过程
标准的起草工作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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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资料，包括国内外有关园林废弃物、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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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
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园林废弃物收集利用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积累。尤其
是美国对园林绿化废弃物收集、分类、发酵和后加工的工艺程序，相关的法令和
标准都有严格规定。各州成立专门的堆肥协会引导园林有机废弃物的堆肥，引导
园林绿化废弃物循环利用；给经营园林绿化废弃物的生产厂家提供购买机械用的
贷款；对不同居民数量和园林绿化废弃物产量进行估算以确定堆肥厂家规模、运
行的费用等。而且美国环境保护署 1994 年还专门颁布了园林废弃物和城市固体
废弃物堆肥的 EPA530-R-94-003 法则；日本，该国相对资源匮乏的背景使其更重
视废弃物的再利用，在经历了上世纪 60 年代末严重的产业公害和 70 年代的石油
危机之后，建设循环型社会逐步成为日本自下而上的一种共识，他们建立了一套
完备的法律制度和责任明确、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掌握并自主开发了一系列节
能、环保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在防治公害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节约和循环
利用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德国在 50 年代末就开始以立法的形式确保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在 1970 年的《国土整治法》第七章”废弃物的利用
和无害清除”中规定：对城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气体、液体废弃物和居民
垃圾或液体和气体有害物质进行国民经济上的有效利用和无害处理，主管国家机
关、经济机关和企业应确保采取恰当的协作形式，有计划的建立妥善利用和无害
清除废弃物的必要设备；我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十五”发展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 年 8 月 30 日建城[2007]215
号《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中指出“鼓励通过堆肥、发展生物质
燃料、有机营养基质和深加工等方式处理修剪的树枝，减少占用垃圾填埋库容，
实现循环利用。”
在标准的收集方面，收集了 NY/T 528-2002《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
GB/T 8573《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GB/T 8577《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
测定 卡尔·费休法》、GB/T 17767.1《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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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767.3《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磷含量的测定》
、GB 18382-2001《肥料标
识、内容和要求》、GB 8172《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14554-1993《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063《复混肥料（复合肥料）》、GB 20287《农用微生物

菌剂》、CJ/T227《垃圾生化处理机》、CJ/T 3059《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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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CJJ/T 52《有机生活垃圾生物处理技术规范》、GB 12348《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等。
第二阶段为标准的起草阶段。
2009 年 3 月成立标准专家工作组，提出标准草稿提纲。至 2009 年 6 月，完
成了标准草稿的编写工作。
2011 年 8 月 5 日召开专家工作组会议，主要对标准的题目进行了修改，并
对标准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调整。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城市园林废弃物资源回收和深加工技术要求》征
求意见稿研讨会，主要针对前面两次征求到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
修改。与会专家对园林废弃物如何分类，就枯落物分成两类，即草质和木质，就
树枝来讲，直径大的算木质，树叶算草质；另外有专家提出，树叶及草屑可考虑
直接做饲料，产品分好类后，按照不同产品做成园林复合肥等，总原则是因地制
宜，就地处理，就地使用。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2.1 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国家关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2.2 标准要与已颁布实施的相关标准 NY/T 528-2002《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
程》、GB/T 8573《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GB/T 8577《复混肥料中游离水
含量测定 卡尔·费休法》、GB/T 17767.1《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GB/T 17767.3《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总磷含量的测定》
、GB 18382-2001《肥料标
识、内容和要求》、GB 8172《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14554-1993《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063《复混肥料（复合肥料）》、GB 20287《农用微生物
菌剂》、CJ/T227《垃圾生化处理机》、CJ/T 3059《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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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CJJ/T 52《有机生活垃圾生物处理技术规范》、GB 12348《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等标准相协调。

2.3 按照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4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城市园林废弃
6

物的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的现状，使其兼顾可操作性和导向性。

三、主要技术内容介绍及分析
3.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废弃物资源利用的术语和定义、收集、运输、预处理、资
源利用工艺、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资源利用产品的要求。
按这一体系进行编写，主要是因为园林废弃物种类繁多，无法按照某一特定
的标准对园林废弃物的具体分类进行规定；而按照回收利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制
定规范则可以涵盖主要的处理工艺技术从而获得更大范围的适用性。但在具体的
环节中，也需针对典型园林废弃物的具体规定相应的处理规范，体现了针对不同
类型的废弃物所采取的处理工艺上的差异，以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本标准适用于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植物残体，主要包括树
叶、草屑、树木与灌木剪枝等。
标准中对园林废弃物的类别及清单主要参考本标准所列术语和定义主要参
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 年 8 月 30 日建城[2007]215 号《关于建设节约
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北京园林绿化行业 2011 新技术材料推荐会、2011 国
家林业行业标准“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与应用技术规范”审查会、北京工商大学
田媛等实用新型专利（2012）园林废弃物堆肥工艺参数及美国园林废弃物和城市
固体废弃物堆肥的 EPA530-R-94-003 法则。

3.2 主要内容的说明
1. 本标准所列术语和定义主要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 年 8 月 30 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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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2007]215 号《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北京园林绿化行业 2011
新技术材料推荐会、2011 国家林业行业标准“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与应用技术
规范”审查会、北京工商大学田媛等发明专利（2012）园林废弃物堆肥工艺参数

及美国园林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废弃物堆肥的 EPA530-R-94-003 法则。此外，北京、
上海、广州、厦门均出台相应地方文件以推动园林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与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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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基本准则”的说明
2.1 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政策指向。
2.2-2.4 “鼓励通过堆肥、发展生物质燃料、有机营养基质和深加工等方式处理
修剪的树枝，减少占用垃圾填埋库容，实现循环利用。
”根据对园林废弃物的特
点，将园林废弃物的分类收集放在优先位置；收集的园林废弃物，应及时运往垃
圾处理场，应防止其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变质，危险废物及非园林垃圾不应进入园
林废弃物处理系统，根据进一步加工及处理要求，选择处理方式，放在其次；根
据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产品要求，采用堆肥、机制炭、生物质热解、木质素乙
醇等工艺对废弃物进行加工处理，因此放在第三位。
2.5、本条款还参考下列条例及标准：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章第 15 条至第 41 条；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条例》；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餐厨垃圾资源利用技术要求》（批准文号 20074595-T-33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技术评价指标》(CJ/T3059)；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 36)；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l2801)；
《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监察的暂行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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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1-2010)；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CJJ 133-2009)；
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上述标准才能执行。
2.6、本条款还参考了下列文献：

（1）北京工商大学田媛等发明专利（2012）园林废弃物堆肥工艺参数

（2）孙克君， 阮琳 ，林鸿辉.园林有机废物堆肥处理技术及堆肥产品的应用.
8

（3）钱新锋，赏国锋，沈国清.园林绿化废弃物生物质炭化与应用技术研究进展.
中国园林,2012,（11）：101-104.
（4）张洪勋， 李林.纤维素类生物质热解技术研究进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04，18(01)：16-19.
（5）杨丰科，程伟，王艳等. 生物质热裂解生产生物燃料的研究进展.氨基酸和
生物资源，2008，30(04)：37-41.
（6）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及前景分析.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设计（2012）
（7）张瑞霞，仲兆平，黄亚继. 生物质热解液化技术研究现状.节能，2008(04)：
16-19.其中的热解液化工艺流程。
（8）刘德礼，谢林生，马玉录.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技术研究进展.酿酒科技，2009,
（1）：105—109.
（9）（1）杨长军，汪勤，张光岳.木质纤维素原料预处理技术研究进展.酿酒科
技，2008,（3）：85—89
（10）计红果，庞浩，张容丽，廖兵.木质纤维素的预处理及其酶解.化学通报，
2008,（5):32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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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收集、运输及贮存”的说明
3.1 园林废弃物应进行源头单独收集，不应与其它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并需对枯
枝、落叶、草屑等进行分类收集；
3.2 园林废弃物宜采取定期收集方式，并按照季节适当调整收集周期；
3.3 按区划分收集范围，定点收集；
3.4 收集的园林废弃物，应及时运往垃圾处理场，应防止其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变
质；
3.5 危险废物及非园林垃圾不应进入园林废弃物处理系统；
3.6 根据进一步加工及处理要求，园林废弃物应进行破碎；
3.7 采用堆肥、厌氧发酵、湿热处理时，破碎后的粒径范围应达到不影响泵送和
混合运行的尺寸大小。

4. 关于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工艺的说明
4.1 堆肥工艺
4.1.1 用碎鼓式削片机将园林废弃物粗粉，粒度控制在 10～20mm。
4.1.2 用碎环式刨片机将园林废弃物细粉，粒度控制在 1～5 mm 以下。
4.1.3 调整堆肥基质的水分比控制在 50%～60%。
4.1.4 调整堆肥基质的碳氮比控制在（25/1）～（30/1）。
4.1.5 将调质好的原料添加微生物菌种，每立方米添加 2~5kg。
4.1.6 翻拌物料，周期内翻 3~4 次，控制温度在 70℃左右。
4.1.7 高温发酵 10～15d，自然堆置熟化至形成稳定的有机质。
4.2 机制炭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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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用饲料切割机或其他粉碎机将园林废弃物粉碎，粒径小于 5 毫米。
4.2.2 将粉碎的物料烘干或晒干，使含水量在 10%以下。
4.2.3 热压成型成木炭颗粒。
4.2.4 将成型木炭颗粒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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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物质热解工艺
4.3.1 干燥至含水量应在 15 %以内，粉碎到合适的粒度。
4.3.2 慢速热裂解
4.3.2.1 将生物质在较慢升温速度下热分解,得到占大多数的炭化产品。
4.3.2.2 热解温度 300～700℃，加热速率 0.1～1.0℃·S-1，尺寸颗粒 5～50mm，
停留时间 600～6000s。
三类热解工艺主要参数
类型

热解温度

加热速率

颗粒尺寸

停留时间

（°C）

（°C）

（mm）

（S）

常规热解

300~700

0.1~1

5~50

600~6000

快速热解

600~1000

10~200

<1

0.5~10

闪解

800~1000

>1000

<0.2

<0.5

4.3.3 快速热裂解过程
4.3.3.1 快速升温，得到高级生物油。
4.3.3.2 热解温度 600～1000℃，加热速率 10～200℃·S-1，尺寸颗粒﹤1mm，停
留时间 0.5～10s。
4.3.4 闪裂解
4.3.4.1 颗粒粒径在 105～250μm 内，高速升温。
（1）在氢气环境中 20 Mpa 的压力下进行闪解。
（2）在 30 ms～1. 5 s 的保留时间内热转换,在 400 到 950℃之间发生快速解聚作
用和裂化。
（3）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热分解,限制次级降解反应的发生。
4.3.4.2 热解温度 800～1000℃，加热速率﹥1000℃·S-1，尺寸颗粒﹤0.2mm，停
留时间﹤0.5s。
4.3.5 采用过滤设备对热解产物进行分离与收集
4.4 木质素乙醇工艺
4.4.1 纤维素原料的预处理工艺
4.4.1.1 物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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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粉碎：包括干法粉碎、湿法粉碎、振动球磨碾磨以及压缩碾磨。
（2）液相热水预处理：把 200～300 ℃的高压水和生物质混合 15 min 后，40 %～
60 %的生物质可被溶解，再对得到的液体用稀酸处理后，90 %的半纤维素都能
以单糖的形式回收。
（3）微波、超声波、高能电子辐射微波处理能提高纤维素的可及性和反应活性。
4.4.1.2 物理化学法
（1）物理化学法主要包括蒸气爆裂、氨纤维爆裂、CO2 爆裂等。
（2）蒸气爆裂法：先用水蒸气加热原料至 120-290℃（0.3-7.8MPa），作用时间
为 2 秒-12 分钟，然后减压至大气压。
（3）氨纤维爆破(AFEX)：典型的 AFEX 中，处理温度在 90 ～95 ℃，维持时
间 20～30 min ，每公斤干固体原料用氨 1～2 kg。
（4）CO2 爆破：蒸汽爆破过程中添加 CO2 称为 CO2 爆破，与氨纤维爆裂基本
相似,只是以 CO2 取代了氨 。
4.4.1.3 化学法
化学法处理包括碱处理, 稀酸处理及臭氧处理等。
（1）碱处理：使用较多的碱有 NaOH、KOH、Ca (OH) 2 和氨等。
（2）酸处理：常用的酸有硫酸、盐酸、醋酸等。
（3）氧化预处理：常见的氧化剂主要有 H2O2、O3 和 O2 。
4.4.1.4 生物法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白腐菌，该预处理在常温、常压和近于中性 pH 条件下进行的，
降解的最终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
4.4.1.5 联合法
先采用机械破碎，然后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方法进行处理，还有机械破碎 - 电
子辐射 - 碱处理法、机械破碎 - 微波 - 化学处理法、机械破碎 - 化学处理 蒸汽爆破等。
4.4.2 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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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稀酸水解：用 1%硫酸，在 215℃下水解 0.05 小时，葡萄糖产率 50% -70%。

4.4.2.2 浓酸水解：用 30% -70%硫酸，在 40 ℃下水解 2-6 小时，葡萄糖产率 90%。
4.4.2.3 酶水解：用纤维素酶，在 70 ℃下水解 1.5 小时，葡萄糖产率 75%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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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酒精发酵
原料经过水解（即糖化）、发酵使双糖、多糖转化为单糖并进一步转化为乙醇。
发酵法制酒精主要包括：分步水解和发酵（SHF）、同时糖化和发酵（SSF）、直
接微生物转化（DMC） 。
4.4.4 精馏
燃料乙醇蒸馏使用两塔构成，直接生产含量为 93% - 98%（体积分数）的燃料乙
醇。该流程中，每塔又分为提馏段（醪塔）和精馏段（精馏塔）。两塔同时进醪，
同时出产品。高压塔的操作压力约为 4×105Pa，低压塔的操作压力为常压。加
压塔直接用蒸汽加热，此塔塔顶蒸气用作常压塔的热源。此流程的能耗为 1.0 1.9kg／L。
4.4.5 脱水
采用膜分离与渗透蒸发的耦合效应。在膜分离乙醇－水溶液环节，应用聚乙烯醇
／聚丙炳腈复合膜。工业上用于醇水分离的渗透蒸发工艺流程可任选为连续式和
间歇式。无论是连续式还是间歇式渗透蒸发过程，都采用料液加热系统－膜组件
分离系统－冷凝真空系统三部分组成。

5. 关于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利用产品要求的说明
5.1 堆肥产品
5.1.1 土壤改良剂：应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养分及有益微生物。
5.1.2 高效营养基质：根据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和环境，配制专用营养基质。
5.1.3 生物有机肥：添加拮抗微生物菌种和液体蛋白，促使土壤中微生物区系平
衡。
5.2 机制炭产品
5.2.1 木炭颗粒产品要求：直径 6-8mm，长度 8-30mm，灰份≤2.5％，密度 1.2-1.4g
／cm3，湿度≤8％，热量≥4400Kcal／kg。
5.2.2 成型碳棒
5.3 生物质热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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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CO、CO2 、H2 、CH4 及饱和或不饱和烃类化合物(CnHm ) ，作为中低热
值气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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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调整相关参数,可获得相当于原料干物质 30 %的焦炭产量
5.3.3 快速热解所得到的热解液为生物油
5.3.4 传统热解产生热解液焦油

6. 关于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的说明
6.1 环境保护
6.1.1 园林废弃物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或企业及时收集、回收处理，并使用专
门容器盛放。
6.1.2 园林垃圾处理厂噪声控制限值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6.1.3 堆肥预处理、发酵、后处理设施应具备防雨、除尘、除臭、防渗、通风措
施等。
6.1.4 发酵设施及预处理、后处理设施应按工艺要求装配，对于易腐蚀的金属构
件及设备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6.2 劳动卫生
6.2.1 厂区应采取除臭、灭鼠、灭蝇措施，保障员工职业安全与卫生。
6.2.2 处理厂区应设置消防水池、消防设施。沼气收集、输送和贮存设施应进行
防火防爆设计，并具备相应的消防设施。
6.2.3 处理厂周围应设绿化防护带，并设有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
6.2.4 处理厂区应设有道路行车指示标志、安全标志、防火防爆及环境卫生设施
标志。
6.2.5 现场工作人员应佩戴口罩、防护帽、防护手套、防护鞋等劳保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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