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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起本市开始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条例》

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类，湿垃圾定

义为“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

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上海：加大垃圾分类宣传  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



湿垃圾分类现状分析：

湿垃圾类别 现状 2020年

餐厨垃圾 9200 1785

菜场湿垃圾 1148 1215

居民区湿垃圾 2522 3315

湿垃圾总量 6020 6315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9年6月

单位：吨/日

u自《条例》实施后，根据我市绿化市容部门统计截止8月底，本市

湿垃圾分出量已达9200吨/日，并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湿垃圾资源化利

用能力达到7000吨/天。目前湿垃圾日均分出量已经超过预计！



理论可行

餐厨废弃物是一种有机质含量极高、再生利用很强的固体废物，且具有无毒、不含有工业

重金属污染源、有机生物可利用的成分多等优点，粗蛋白和粗纤维等有机物含量较高，可

生化成土壤所需的营养物质，具有一定的资源利用价值，将餐厨废弃物加工制作成土壤调

理剂或有机肥，用于改善土壤环境，理论上科学可行。

厌氧发酵

餐厨垃圾：总量
很大、有机质含量极高、

再生利用很强

饲料加工 加工有机肥

制沼气、堆肥

（园林应用）

探索农田应用？养殖动物饵料

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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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厨垃圾制非农
用途有机肥料技术研
究》科技兴农课题

2012.7-2012.12

2.嘉定永辉羊业，
20批次追踪主成分

2016.6-2018.5

4.连续2年餐厨垃
圾原料组分监测

2016.12-2019.6
5.奉贤、宝山和浦东
农田土壤环境安全风
险评估试验

2019. 4-

6. 标准制订

2012.6-2016.5

3.果菜皮制作商品有
机肥料堆肥工艺完善
与生产实践



1. 《餐厨垃圾制非农用途有机肥料技术研究》科技兴农课题

通过亚临界水技术处理后，仍需要充分好氧堆肥才能用于绿化苗木使用，

高油对植物株高生长有很强抑制作用。制定了《餐厨垃圾制有机肥园林绿

化施用技术规范》和《餐厨垃圾制非农用有机肥标准》。此外，课题对5个

餐厨废弃物处理点样品抽检，其中曹安路市场果蔬废弃物制成有机肥有批

次重金属镉超标，主要原因为源头分类不好，有较多生活垃圾混入。



上图为不同等级粗脂肪含量实际检测结果，油分对植株生长影响比较大。



Ø 生化炉+自然堆肥处理技术
调查了周浦垃圾中转站、长宁区生活垃圾处理中心、曹杨路菜场、金山银龙4个处理点



Ø亚临界水解（HPs）技术方法研究
 代表单位：上海环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建于崇明县港沿镇。（目前停产）



2.嘉定永辉羊业，20批次追踪主成分，杂质率≤1%

根据20批次追踪，分拣标准充分考虑了现有批发市场的实

际情况，除了要求分离并回收垃圾杂质、严禁混入电池等

有毒有害物质要求外，果蔬废弃物杂质率≤1%。



3.果菜皮制作商品有机肥料
堆肥工艺完善与生产实践

粉碎过筛

检测

包装成品

合格

不合格

粉碎

果蔬废弃
物粗制品

堆肥发酵

畜禽粪便

调节碳
氮比和
水分

发
酵
约
45
天

合格

不合格

废水达标排放

蓄水池

果蔬废弃物原料 分拣

杂质
率

运输

渗沥水

•制订了“果蔬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技术规程”。
•经过堆肥试验和对批次养分
检测，要求每批堆肥的果蔬废
弃物质量不超过20%，在此条
件下，有机肥料能够达到农业
部行业标准。



永辉羊业有限公司从
2012年-2016年协助
嘉定区处理菜皮及树
枝作为有机肥辅料；
协助虹口区处理了菜
皮约5万吨。

图为永辉羊业2016年协助嘉定处理菜皮记录，共2723.5吨。



果蔬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套设备生产线



上海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环兴环境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016年-2018年连续2年追踪餐厨垃圾原料情况，制作高温好氧堆肥，进行

农田使用风险评估。每2周取上海环兴环境资源利用有限公司1个餐厨废弃

物样品，共取样品44个，主要来自静安、徐汇和嘉定3个区。

4.连续2年监测餐厨有机废弃物原料组分



餐厨有机废弃物关键指标特征分析表

　项目
含水量
（%）

总盐分
（%）

Na+(%)
粗脂肪
（%）

pH
有机质
（%）

平均(n=44） 77.58 4.19 1.37 28.02 4.29 63.71 
MAX 82.11 6.70 2.13 36.40 4.98 73.93 
MIN 72.37 2.54 0.81 16.80 3.83 42.55 
标准差 2.59 0.97 0.33 5.24 0.28 6.85 
变异系数 3.33% 23.17% 23.92% 18.69% 6.44% 10.75%



项目 Pb(mg/kg) Cr(mg/kg) Hg(mg/kg) Cd(mg/kg) As(mg/kg)
平均(n=44） 1.58 1.93 0.06 0.13 4.09 
MAX 9.61 11.07 0.70 0.59 9.12 
MIN 0.00 0.00 0.00 0.00 0.05 
标准差 2.21 2.45 0.16 0.12 2.72 
变异系数 139.72% 127.12% 293.71% 94.38% 66.50%

餐厨有机废弃物关键指标特征分析表



5.开展农田土壤环境安全风险评估试验

处理数 处理类别 内容

处理1 常规处理 化肥

处理2 对照处理（CK） 化肥+普通有机肥（3吨）

处理3 目标有机肥1（环兴） 化肥+土壤调理剂用量（3吨）

处理4 目标有机肥1（环兴） 化肥+土壤调理剂用量（6吨）

处理5 目标有机肥2（文鑫） 化肥+土壤调理剂用量（3吨）

处理6 目标有机肥2（文鑫） 化肥+土壤调理剂用量（6吨）

    为验证土壤调理剂的使用效果，评价对农田土壤理化性质、
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上海农科院庄行农业综合试验站设施
大棚中开展了田间试验，试验从2016年12月开始，2017年12月结
束，供试作物分别为青菜-玉米-南瓜。





•增施有机肥处理的作物增产效果明显，增施土壤调理剂的增产
趋势次之；总的来看土壤调理剂的增产作用和普通商品有机肥
类似。 

土壤调理剂可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在相同用量下，有
机肥和土壤调理剂处理在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作用上统计差
异未达显著水平。



• 土壤水稳性团粒结构，土壤调理剂可显著提高土壤R0.25值，土
壤调理剂和普通有机肥在提高土壤R0.25值方面的效果基本类似。

• 土壤调理剂和普通商品有机肥之间的土壤盐分变化趋势不明
显，不同处理之间的土壤盐分含量和pH差异均不显著。



•土壤调理剂处理和有机肥处理的土壤粗脂肪含量和常规

化肥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土壤粗脂肪平均含量随时

间呈逐渐下降趋势。

• 各处理土壤重金属累积平均含量差异不显著。



• 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处理小区的土壤细菌数、真菌和放线菌

菌数量明显高于化肥处理小区。

•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处理能显著提高土壤的呼吸强

度，但随时间土壤呼吸强度逐渐变弱。



经过8年摸索，根据湿垃圾来源可分三条资源化利用路径：

第一类：集贸市场湿垃圾
经严格分拣，对
接有机肥企业，
作为辅料用

有机肥料

第二类：餐饮业、食堂的餐厨有机废弃物
经过脱油脱盐
高温生化或者
堆肥处理 土壤调理剂

第三类：居民区湿垃圾 分拣难度大，环境风
险大 园林绿化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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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2.农委组织第一次
专家评审，报市市场
监督局立项

7.30

3.沪市监标技[2019]278号文件
给予立项

8.27

10.9

5.市场监督局组织第三
次专家审定会

4.15- 6.30

1.抽样检测、走访企业、
专家咨询

4. 农委组织第二次专
家评审和形成送审稿。

Ø标准制订进程



Ø完善修订标准，召开多次专家会和讨论会



（一）标准参考资料

1、 CJJ 184-2012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

2、餐厨废弃物制备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南——上海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文鑫公司企标”）

3、有机湿垃圾处置产品质量要求——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拟

4、果蔬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上海市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拟

5、参考北京嘉博文公司企标制定标准。



1、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5009.6食品中粗脂肪的测定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576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T 17139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33891 绿化用有机基质
NY/T 305.1 有机肥料铜的测定
NY/T 305.2 有机肥料锌的测定方法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1972 水溶肥料钠、硒、硅的测定
NY/T 1978 肥料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NY/T 2876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有机质分级测定

（二） 标准主要内容



2、标准非指标部分

（1）适用范围
• 本标准规定了餐厨有机废弃物制备土壤调理剂的技术指标、检测方
法、判定规则和应用范围。

•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餐厨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经严格分类分拣，通过
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工艺生产，经无害化处理的土壤调理剂。



2、术语和定义
u餐厨有机废弃物 kitchen organic waste
  饭店、宾馆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等加工、消费食物过程中产生的残羹

剩饭、过期食品、下脚料和废料等易腐有机废弃物，严禁混入污泥、
干垃圾、有毒有害垃圾。

u土壤调理剂 soil amendments/soil conditioners 
  加入障碍土壤中以改善土壤物理、化学和/或生物性状的物料。
  [改自NY/T 3034-2016，定义3.1]。 
u杂质 impurity 

湿垃圾原料中除了可以经微生物发酵降解的动植物残体外的其他不
可降解的物质。 
u含杂率 the impurity rate 

含杂率指的是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中杂质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比



3、主要条款说明
  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有机物总量（以烘干基计），% ≥75.0 NY/T 2876
易氧化有机质（以烘干基计）），% ≥20.0 NY/T 2876
酸碱度（pH 值） 5.0~8.5 NY 525
游离水（H2O）含量，% ≤15.0 GB/T 8576
钠离子 Na+（以烘干基计），% ≤0.4 NY/T 1972
粗脂肪含量（以烘干基计），% ≤10.0 GB 5009.6

颗粒性状

粉状，mm ≤6 GB/T 
33891

颗粒状
（1.00mm~4.75mm或 
3.35mm~5.60 mm），%

≥90 GB15063

含杂率（质量分数）a，% ωz>2mm≤0.1 附录A
注：

a、颗粒状原料须先达到含杂率指标后再进行加工造粒。



  重金属限量指标

限量指标

餐厨有机废弃物制备的土壤调理剂重金属限量指标总汞（Hg）、总

砷（As）、总镉（Cd）、总铬（Cr）、和总铅（Pb）按照NY525相

关条款执行，总铜（Cu）、总锌（Zn）和总镍（Ni）应符合表2的

要求。

项    目 限量指标 检测方法
总铜（Cu）（以烘干基计） ≤100 NY/T 305.1
总锌（Zn）（以烘干基计） ≤300 NY/T 305.2
总镍（Ni）（以烘干基计） ≤60 GB/T 17139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1、外观及感观

• 为粉状或粒状，均匀，无恶臭，无霉变，无肉眼可视杂质。



2、有机物总量

• 有机物总量指经高温灼烧去除有机物，根据灼烧后灰分质量计算得出的成分含量（质量分

数）。有机物总量包括有机碳在内所有可灼烧的有机物，是土壤调理剂重要的质量指标，具有

广泛的适用范围。

• 前期抽检了12个由餐厨有机废弃物原料制作的土壤调理剂产品，一般普通商品有机肥料的

有机质含量为50.0-83.5%，这和制作肥料时植物类残体比例高低有关。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标准中，有机物总量定为≥85%，但文鑫公司前期抽检产品中有机物总量检测值为83.7-

84.0%，标准设定可能过高。本次抽检产品有机物总量的平均值±2倍标准差为75.14-85.46%，

为考虑其他相关工艺产品适用性，拟定标准值≥75%。



  3、易氧化有机质

•指用定量高锰酸钾溶液氧化试样中的有机碳，根据在一定波长下测定的吸

光度值计算有机碳含量，再经碳系数换算得出的成分含量（质量分数）。易

氧化有机质可改良土壤障碍、提高土壤肥力，是土壤调理剂重要的功能性指

标。

•前期抽检了12个由餐厨有机废弃物原料制作的土壤调理剂产品，检测易氧

化有机质平均值±2倍标准差为21.92-70.33%，根据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标准制定为20%，为有利湿垃圾利用，拟定标准值≥20%。



  4、酸碱度（pH 值）

• 指在一定水土比条件下，用pH 计测得的试样的pH 值。酸碱度反映

了产品的性质，不同的酸碱度的土壤调理剂用于土壤后，对土壤养

分有效性和土壤理化性质有一定的影响。是土壤调理剂的质量指标。

• 前期抽检12个样品pH值检测结果为5.0-8.4，由于湿垃圾含有较多的

蛋白质、脂肪类，分解后形成有机酸，比常规有机肥原料酸度高，

较偏酸性，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标准制定为5.5-7.5，常规有

机肥标准为5.5-8.5，考虑到适用性，拟定限量值5.0~8.5。



  5、游离水（H2O）含量

•指在一定温度下利用烘干设备烘干试样中的游离水后，计算得到的游离水成

分含量（质量分数）。游离水（H2O）含量反映了产品的性质，并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保

质期。是土壤调理剂的限量指标。

•前期抽检12个产品的游离水（H2O）含量为10.3-44.3%，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标准制定为12.0%，因为其生产工艺有烘干环节。

•首先，本产品并非制作有机肥料需要腐熟，烘干工艺有利于节约场地成本；其次，湿

垃圾原料非常容易腐臭，因此需要迅速处理加工，也需要进行快速烘干；第三，湿垃

圾制作的土壤调理剂开封后非常容易腐坏，因此需要严格控制水分。拟定标准值

≤15%。



6、钠离子（Na+）含量（以烘干基计）

• 指在一定水土比条件下测得的Na+的成分含量（质量分数）。钠离子

（Na+）是由餐厨有机废弃物原料制作的土壤调理剂产品中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盐基离子，钠离子是一种分散剂，用于土壤后对土壤的团粒结

构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把钠离子（Na+）含量设为土壤调理剂的限

量指标。

• 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标准中，钠离子（Na+）含量定为≤0.6%。

上海地区土壤偏碱性，土壤的平均含盐量偏高，为防止农田土壤结构退

化及土壤盐碱化趋势加剧，拟定钠离子 Na+限量值≤0.4%。



  7、粗脂肪含量

•指利用索式浸提器测得的试样粗脂肪的成分含量（质量分数）。粗脂肪

是一种容易分解的有机碳源，由于其粘附性强，施入土壤后容易堵塞毛细

管，暂时性的影响作物根系呼吸，从而影响作物生长，是土壤调理剂的限

量指标。

•为充分保证土壤调理剂的施用安全，把粗脂肪含量列为土壤调理剂一个

限量指标。本次抽检产品粗脂肪含量的平均值±2倍标准差为3.36-9.36，

考虑到适用性，拟定限量值≤10%。

  



8、粉状粒径

•土壤调理剂产品为粉状或粒状，为保证产品的质量，把粒径设定为土壤调理剂的

质量指标。土壤调理剂粒径过大，不利于用户机械施用操作，粒径过小容易扬尘，

考虑餐厨有机废弃物制作土壤调理剂具有易吸湿腐坏的特性，以及产品对水分、含

杂率的要求，以及造粒等不同产品加工工艺。参考GB/T 33891《绿化用有机基质》

中粒径含量要求和普通有机肥料粉碎过筛要求，通过20个批次产品分别通过孔径

为2mm、4mm、6mm和8mm系列标准筛进行粒径试验，试验方法参考GB/T 33891附录B。

通过试验最终确定粒径要求产品粒径≤6mm。

9、粒状粒度

•参考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10、含杂率

• 由于湿垃圾相比常规农业废弃物的成分更为复杂，为防止混入例如难

以挑出的细小金属、塑料等其他垃圾，为减少外来不明物质对农田的影

响，需要对含杂率比较严格的要求。同时参考GB/T 33891《绿化用有机

基质》中杂物含量要求和国外相关文献，根据土粒分级一般石砾为>2mm，

同时结合52个批次原料成分分析和文鑫公司生产经验，拟定限量值

ωz>2mm ≤ 0.1%。（z>2mm指经过6mm过筛粒径后土壤调理剂产品首先过

筛孔孔径为2mm物料筛，在筛孔上的物料经人工肉眼分离筛选出杂质；

ωz>2mm表示土壤调理剂中粒径大于2mm杂物的质量分数。）



11、重金属限量指标

• 汞、砷、镉、铬、铅、铜、锌、镍8种重金属是对农田危害性极大的土壤污染物，

一旦污染难以修复；如果进入食物链将严重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因此把重金属设

定为土壤调理剂的限量指标。

• 二年湿垃圾组分监测和近期产品检测未出现重金属超标,抽检的12个土调剂样品重

金属含量均低于有机肥标准中的限量值，铜、锌、镍三个指标也小于台湾有机肥标

准限量值。因此标准制定拟参照NY525有机肥料和台湾有机肥标准中重金属限量指标，

汞≤2 mg/kg、砷≤15mg/kg、镉≤3mg/kg、铬≤150 mg/kg、铅≤50mg/kg、铜≤100 

mg/kg、锌≤300 mg/kg、镍≤60 mg/kg。



Outline

One

研究内容

标准编制

Two

工作背景

有关建议

Three

Four



1、产品使用范围

•    禁止做种肥使用，禁止做育苗基质使用。

•    在盐碱化土壤上谨慎使用。

•    在公共绿地、公益林的土壤改良中优先使用。



  2、其他负面指标问题

•对致病菌、真菌毒素及新型污染物和微塑料等负面指标将

作进一步探索。



3、财政补贴

Ø随着垃圾分类完善，将会对提升上海市湿垃圾减量化和资

源化利用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以及各类湿垃圾规范文件贯彻

实施和财政资金补助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推行。



谢谢聆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