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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所应遵守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及经营单位的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运输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5085.1-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3015     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9217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HJ/T177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HJ/T228      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229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276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T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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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421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 

HJ519        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JT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JT618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19 号，2011 年)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 号，2004 年)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 号，1999 年)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环发[2003 年]206 号)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 号，2005 年)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试行)》（环发[2006]50 号）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8 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 1 号，2008 年) 

《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交通部令[1996 年]第 10 号)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5 年]第 9 号)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铁运[2006]79 号)  

3 术语和定义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界定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等术语的含义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运输 transportation 

指使用专用的交通工具，通过水路、铁路或公路转移危险废物的过程。 

4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的一般要求 

4.1 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在收集、

贮存、运输危险废物时，应根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许可证核发的有关规定建立

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危险废物分析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污染防治措

施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内部自行从事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活动应遵照国家相关管

理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操作流程，确保该过程的安全、可靠。 

4.2 危险废物转移过程应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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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单位应建立规范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制度，定期针对管理

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至少应包括危险废物鉴别要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危险废物包装和标识、危险废物运输要求、危险废物事故应急方法

等。 

4.4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单位应编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可参照《危险废物经营

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涉及运输的相关内容还应符合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针

对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中的事故易发环节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4.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收集、贮存、运输单位及相关部

门应根据风险程度采取如下措施： 

(1)设立事故警戒线，启动应急预案，并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报告办法(试行)》（环发[2006]50号）要求进行报告。 

(2)若造成事故的危险废物具有剧毒性、易燃性、爆炸性或高传染性，应立即疏散人群，

并请求环境保护、消防、医疗、公安等相关部门支援。 

(3)对事故现场受到污染的土壤和水体等环境介质应进行相应的清理和修复。 

(4)清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物均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5)进入现场清理和包装危险废物的人员应受过专业培训，穿着防护服，并佩戴相应的

防护用具。 

4.6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时应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危险特性

对危险废物进行分类、包装并设置相应的标志及标签。危险废物特性应根据其产生源特性及

GB5085.1-7、HJ/T298进行鉴别。 

4.7 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按HJ519执行。 

4.8 医疗废物处置经营单位实施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GB19217、HJ/T177、HJ/T229、HJ/T276及HJ/T228执行；医疗机构内部实施的医疗废物收集、

贮存和运输应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执行。  

5 危险废物的收集 

5.1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进行的危险废物收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危险废物产生节点将危险

废物集中到适当的包装容器中或运输车辆上的活动；二是将已包装或装到运输车辆上的危险

废物集中到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内部临时贮存设施的内部转运。 

5.2 危险废物的收集应根据危险废物产生的工艺特征、排放周期、危险废物特性、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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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因素制定收集计划。收集计划应包括收集任务概述、收集目标及原则、危险废物特性

评估、危险废物收集量估算、收集作业范围和方法、收集设备与包装容器、安全生产与个人

防护、工程防护与事故应急、进度安排与组织管理等。 

5.3 危险废物的收集应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和方法、

专用设备和工具、转移和交接、安全保障和应急防护等。 

5.4 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作业人员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

镜、防护服、防毒面具或口罩等。 

5.5 在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运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包括防爆、

防火、防中毒、防感染、防泄露、防飞扬、防雨或其它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5.6 危险废物收集时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因素

确定包装形式，具体包装应符合如下要求： 

(1)包装材质要与危险废物相容，可根据废物特性选择钢、铝、塑料等材质。 

(2)性质类似的废物可收集到同一容器中，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应混合包装。 

(3)危险废物包装应能有效隔断危险废物迁移扩散途径，并达到防渗、防漏要求。 

(4)包装好的危险废物应设置相应的标签，标签信息应填写完整翔实。 

(5)盛装过危险废物的包装袋或包装容器破损后应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6)危险废物还应根据GB12463的有关要求进行运输包装。 

5.6 含多氯联苯废物的收集除应执行本标准之外，还应符合 GB 13015 的污染控制要求。 

5.7 危险废物的收集作业应满足如下要求： 

(1)应根据收集设备、转运车辆以及现场人员等实际情况确定相应作业区域，同时要设

置作业界限标志和警示牌。 

    (2)作业区域内应设置危险废物收集专用通道和人员避险通道。 

(3)收集时应配备必要的收集工具和包装物，以及必要的应急监测设备及应急装备。 

(4)危险废物收集应参照本标准附录A填写记录表，并将记录表作为危险废物管理的重要

档案妥善保存。 

(5)收集结束后应清理和恢复收集作业区域，确保作业区域环境整洁安全。 

(6)收集过危险废物的容器、设备、设施、场所及其它物品转作它用时，应消除污染，

确保其使用安全。 

5.8 危险废物内部转运作业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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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转运路线，尽量避开办公区和生

活区。 

(2)危险废物内部转运作业应采用专用的工具，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参照本标准附录 B

填写《危险废物厂内转运记录表》。 

(3)危险废物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运路线进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无危险废物遗失在

转运路线上，并对转运工具进行清洗。 

5.9 收集不具备运输包装条件的危险废物时，且危险特性不会对环境和操作人员造成重大危

害，可在临时包装后进行暂时贮存，但正式运输前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包装。 

5.10 危险废物收集前应进行放射性检测，如具有放射性则应按《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14500)进行收集和处置。 

6 危险废物的贮存 

6.1 危险废物贮存可分为产生单位内部贮存、中转贮存及集中性贮存。所对应的贮存设施分

别为：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用于暂时贮存的设施；拥有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用

于临时贮存废矿物油、废镍镉电池的设施；以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所配置的贮存设施。 

6.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选址、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应满足GB18597、GBZ1和GBZ2的有

关要求。 

6.3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和消防设施。 

6.4 贮存危险废物时应按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性进行分区贮存，每个贮存区域之间宜设置挡

墙间隔，并应设置防雨、防火、防雷、防扬尘装置。 

6.5 贮存易燃易爆危险废物应配置有机气体报警、火灾报警装置和导出静电的接地装置。 

6.6 废弃危险化学品贮存应满足GB 1560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

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的要求。贮存废弃剧毒化学品还应充分考虑防盗要求，采用双钥匙封闭式

管理，且有专人24小时看管。 

6.7 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6.8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建立危险废物贮存的台帐制度，危险废物出入库交接记录内容应参

照本标准附录C执行。 

6.9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根据贮存的废物种类和特性按照GB18597附录A设置标志。 

6.10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关闭应按照 GB18597 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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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7 危险废物的运输 

7.1 危险废物运输应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照其许可证的经营范围组织实施，

承担危险废物运输的单位应获得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 

7.2 危险废物公路运输应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5 年]第 9 号)、

JT617 以及 JT618 执行；危险废物铁路运输应按《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铁运[2006]79

号)规定执行；危险废物水路运输应按《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交通部令[1996 年]第 10

号)规定执行。 

7.3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应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运输的规定。 

7.4 运输单位承运危险废物时，应在危险废物包装上按照 GB18597 附录 A 设置标志，其中

医疗废物包装容器上的标志应按 HJ421 要求设置。 

7.5 危险废物公路运输时，运输车辆应按 GB13392 设置车辆标志。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危险

废物时应在集装箱外按 GB190 规定悬挂标志。 

7.6 危险废物运输时的中转、装卸过程应遵守如下技术要求： 

(1)卸载区的工作人员应熟悉废物的危险特性，并配备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装卸剧毒

废物应配备特殊的防护装备。 

(2)卸载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和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3)危险废物装卸区应设置隔离设施，液态废物卸载区应设置收集槽和缓冲罐。 

8 监督与实施 

8.1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可根据本标准所提出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要求对管辖区域

内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行为进行监管，确保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的环境

安全。 

8.2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标准及其它有关管理要求建立地方危险废物收集、贮

存、运输管理制度和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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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收集记录表 

 
收集地点  收集日期  

危险废物种类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数量  危险废物形态  

包装形式  暂存地点  

责任主体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收集单位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收集人签字  责任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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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内转运记录表 

 
企业名称： 

 

 

 

 

 

 

 

 

 

 

 

 

 

 

 

危险废物种类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数量  危险废物形态  

产生地点  收集日期  

包装形式  包装数量  

转移批次  转移日期  

转移人  接收人  

责任主体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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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出入库交接记录表 

 
贮存库名称： 

 
 

 

危险废物种类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来源  危险废物数量  

危险废物特性  包装形式  

入库日期  存放库位  

出库日期  接收单位  

经办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