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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美安士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向倩、张子炎、吴阳、苏强、张宏哲、苑媛、卢焱、霍明甲、李林、张金梅、

王亚琴、喻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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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贮存安全技术规范 

警示——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

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废物安全贮存的一般要求、贮存设施、贮存容器、作业人员、管理要求、事故应

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集中贮存危险废物的安全管理，不适用于医疗废物、放

射性废物及实验室的危险废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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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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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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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5085.7-2019，3.1]   

3.2   

危险废物贮存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wastes 

将危险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3.3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 the storage subject of hazardous wastes 

因危险废物的产生和经营需要集中贮存危险废物的企业，只涉及危险废物临时贮存的企业除外。 

3.4   

贮存设施 storage facilities 

按规定设计、建造或改建的用于专门存放危险废物的库房、建筑、堆场和场所。 

4  一般要求 

4.1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组织架构，建立安全组织，配备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岗位安全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人。 

4.2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按照要求建立安全贮存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3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按照 GB 18597 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可利用原有构筑物改建成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 

4.4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当按照 GB 39800.1 的要求配置安全有效的防护装备，定期检查防护装备，确

保其完整性和状态良好。 

4.5  不应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5  贮存设施 

5.1  规划选址 

5.1.1  地质结构稳定，地震烈度不超过 8 度的区域内。 

5.1.2  设施底部应高于地下水最高水位。 

5.1.3  宜避免建在溶洞区或易受严重自然灾害如洪水、滑坡、泥石流、潮汐等影响的地区。 

5.1.4  应按照 GB 50016 的规定建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仓库、高压输电线路防护区域以外。 

5.1.5  应位于居民区域常年最大风频的下风向。 

5.1.6  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危险废物集中贮存设施的位置及其与周围人群的距离，并经具有审

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分批准。 

5.1.7  基础层应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 m 厚黏土层（防渗系数≤10
-7 

cm/s），或 2 mm 厚高密度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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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 2 mm 厚其它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
-10 

cm/s。  

5.2  设计要求 

5.2.1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地面应平整、坚实、防潮、防滑、防渗漏、易于清扫。 

5.2.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应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料应与危险废物相容。 

5.2.3  用以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应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 

5.2.4  应设计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所围的容积不低于堵截最大容器的最大储量或总储量的 1/5。 

5.2.5  危险废物贮存系统中应有二级容器和泄漏检测控制系统，以防止液体渗漏，检测并收集漏液。 

5.2.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标志，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5562.2 的要求，

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 

5.2.7  库区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应建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电器安全管理制度。 

5.2.8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定期对贮存设施进行检测，保证其符合设计使用要求。 

5.2.9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根据贮存废物种类和危险特性设置安全监控措施，包括可燃、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温控调节系统、防静电装置、通风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及紧急喷淋系统等，

并定期维护、保养，保证其正常使用。 

5.2.10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有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 

5.2.11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安装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5.2.1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关闭应符合 GB 18597 要求。 

6  贮存容器 

6.1  危险废物的贮存容器应符合 GB 18597 的要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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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包装标志

应符合 GB 18597 的相关规定。 

6.3  遇水反应性危险废物应装在防潮防湿的密闭容器中。 

6.4  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应留足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之间保留 100 mm 以上

的空间。 

6.5  腐蚀性危险废物应装在衬胶、衬玻璃或塑料容器中，不应贮存在金属容器中。 

6.6  液体危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 mm 并有放气孔的桶中进行贮存。 

6.7  装有危险废物的容器应封闭，只有在装入或转移危险废物时方可开启。 

6.8  危险废物容器标签应详细标明危险废物的名称、重量、成分、特性以及发生事故时的应急措施。 

6.9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定期检查、评估危险废物容器的安全状况，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并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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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业人员 

7.1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建立全员培训体系，对从业人员进行法规、岗位技术、安全、个人防护、应

急处置等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质要求的岗位，应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 

7.2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从业人员应了解操作过程中的风险，掌握岗位操作技能，熟悉应急处置方法和

程序。 

7.3  进入易燃性和反应性危险废物仓库的作业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不应穿带钉鞋，在进入仓库

前应消除人体静电。 

7.4  进入易燃性、反应性危险废物仓库作业前，应先通风后作业。 

7.5  易燃性液态危险废物在夏季高温期出入库作业，宜安排在早晚或夜间。 

7.6  应在专用场所或者在仓库内符合安全要求的区域内进行开桶、分装改装等作业。 

7.7  应对废旧包装、垃圾等及时处理并保持作业场所清洁卫生。 

7.8  从业人员应经过专业防护知识培训，按照作业类别佩戴相应的防护装备上岗作业。 

7.9  外来入库人员应进行进场安全培训，对出入库人员和车辆应进行登记和管理，不应携带危及安全

的物品进入库区。 

8  管理要求 

8.1  基本要求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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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8.1.2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或数据库，记录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危险

特性和贮存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危险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数据保存期限不少

于 3 年，且应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备份，做到实时可查。 

8.1.3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根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危险废物的贮存品种、数量。应

根据贮存危险废物危险特性，实行分库、分区、分类贮存。具体贮存应符合附录 A 规定。 

8.1.4  化学性质相抵触或灭火方法不同的危险废物不应混合在同一包装内混存。 

8.1.5  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内贮存，只有在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发的固体危险废物可在贮存设施内

分别堆放。 

8.1.6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再贮存，否则，

按易爆、易燃危险化学品贮存。 

8.1.7  遇火、遇热、遇潮能引起燃烧、爆炸或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不应在露天或在

潮湿、积水的建筑物中贮存。 

8.1.8  爆炸性危险废物应专库贮存，不应与其他危险废物混存。 

8.1.9  受日光照射能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燃烧、爆炸、分解、化合或能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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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 50016 的建筑物中。 

8.1.10  易燃性、遇湿易燃性危险废物应单独存放，不应与氧化性危险废物混合贮存。 

8.1.11  毒性危险废物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场所，不应露天存放，不应接近酸类物质。 

8.1.12  腐蚀性危险废物，应包装严密，不应与其他类危险废物共存。 

8.1.13  对含剧毒、易爆的危险废物，应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8.1.14  危险废物的堆放应满足 GB 18597 的要求。 

8.2  入库作业 

8.2.1  从事危险废物贮存的单位，应得到有资质单位出具的该危险废物样品物理和化学性质分析报告，

认定可以贮存后，方可接收。 

8.2.2  危险废物贮存前应进行核验，确保同预定接收的危险废物一致。 

8.2.3  入库前应交接清单，作业人员根据清单要求准备好相关作业防护装备。 

8.2.4  入库验收应在库外或专用场所进行，不应在贮存仓库内作业。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与委托贮存单

位共同确认贮存和验收作业场地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 

8.2.5  应依据危险废物贮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或入库单据，对入库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包装、容

器、标识、附件等进行核对与验收，实物与单据不符的，禁止入库。 

8.2.6  入库验收应确认危险废物包装上的标志、标记和标签规范清晰，包装不应有破损、潮湿、污染。 

8.2.7  验收完毕应作好记录并归档，单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8.2.8  宜采用电子标签等自动识别技术手段，实现危险废物出入库信息动态管理；宜引入智能化、可视

化、无人化等技术，提升库房安全管理水平。 

8.2.9  单据逾期或票模、印鉴不符，应更换单据；错开名称、编号、规格、数量的单据可由委托贮存单

位更改，更改处应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8.3  在库管理 

8.3.1  应定期盘点对账，确保账货相符。 

8.3.2  每天应对库房内外进行检查，检查堆垛是否牢固、包装是否完好、物品是否有散落现象。 

8.3.3  每天应对库房门窗、电闸、通信与报警装置等进行检查，确认完好。 

8.3.4  定期检查库房设施设备、消防器材、防护用品、机械工具是否完好有效。每次检查均应做好记录，

对检查出的问题应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理。 

8.3.5  库房内应设置温湿度记录装置，根据所存物品的性能特点确定每天观测记录频次，观测记录应保

存不少于 1 年。 

8.3.6  部分危险废物安全贮存温湿度条件见附录 B。 

8.4  出库作业 

8.4.1  核对出库凭证中的名称、编号、规格、日期、印鉴等各项内容，发现问题立即与相关方协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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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不符及无效单据不应出库。 

8.4.2  出库作业应严格执行动碰复核制度，确保帐货相符，发现问题及时查询解决。 

8.4.3  查验提货车辆及随行人员的危险废物运营资质，并作好记录。不符合要求的不应受理出库业务。 

8.4.4  做好出库交接手续，并在出库单据和回执上签字、盖章。 

8.4.5  出库作业后，应及时对出库信息及单据进行处理，出库单据保存期应不少于 3 年；需进行备案的

危险废物应按规定进行备案，对国家管控物品及时按照要求报备。 

9  事故应急 

9.1  应急预案 

9.1.1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应急预案并进行评估，应急预案的

相关要求见 GB/T 29639，应急预案的评估见 AQ/T 9009。 

9.1.2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与地方政府、社区及周边企事业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9.1.3  危险废物贮存单位的急救援物资配备的种类与数量应满足 GB 30077 的要求，并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9.1.4  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若发生事故，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自救，并按规定

上报。 

9.1.5  应急救援人员应穿戴符合 GB 39800.1 要求的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9.2  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理 

9.2.1  应首先确定泄漏的危险废物及其特性，再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 

9.2.2  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穿戴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9.2.3  应根据泄漏事故影响范围建立隔离区，并疏散无关人员。 

9.2.4  当容器发生泄漏时，应尽可能将泄漏部位调整向上，移至安全区域，再进行处理。 

9.2.5  易燃性、遇湿易燃性、爆炸性危险废物发生泄漏，隔离区内严禁火种。 

9.2.6  遇水反应性危险废物发生泄漏，严禁用水冲洗。 

9.3  火灾的应急处理 

9.3.1  火灾应急处理应遵循先询情后处理、先控制后灭火、先救人后救物的原则。 

9.3.2  应首先明确燃烧的危险废物及其特性，选用合适的灭火器材和灭火方式。 

9.3.3  重视火灾初期处置，爆炸性危险废物若发生火灾，现场人员应迅速撤离。 

9.3.4  进入火场人员应穿防火隔热服、佩戴防毒面具，应尽快控制火势，防止蔓延，防止次生、衍生事

故的发生。 

9.3.5  灭火结束后应清理现场，防止复燃。 

9.3.6  部分危险废物灭火方法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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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危险废物贮存禁忌表 

表 A.1 给出了各类危险废物之间禁忌贮存的规定 

表A.1  危险废物贮存禁忌表 

危险特性 易燃性 

反应性 

腐

蚀

性 

浸出

毒性 

急性毒性 

爆

炸

性 

废弃氧

化剂或

有机过

氧化物 

与水或酸接

触产生易燃

气体或有毒

气体 

无机 有机 

易燃性 ○        

反应性 

爆炸性 × ×       

废弃氧化剂或

有机过氧化物 
× × ○      

与水或酸接触

产生易燃气体

或有毒气体 

× × × ○     

腐蚀性 × × × △ ○    

浸出毒性 × × △ △ △ ○   

急性毒性 
无机 × × 分 分 分 分 ○  

有机 × × 分 分 分 分 分 ○ 

注： 

1、“○”表示原则上可以混合贮存。 

2、“×”表示不可以混合贮存。 

3、“分”指应按照危险特性分类，分区分类管理。 

4、“△”指两种危险废物危险性并不互相抵触，应急处置方法不同，条件允许时可隔离贮存。 

5、危险废物危险特性分为：腐蚀性、急性毒性、浸出毒性、易燃性、反应性。 

6、当危险废物具有两种以上危险特性时，应同时考虑所有危险性类别的禁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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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部分危险废物安全贮存温湿度条件 

表 B.1 给出了部分危险废物安全贮存温湿度条件。 

表 B.1  部分危险废物安全贮存温湿度条件 

危险废物类别 温度℃ 相对湿度% 

爆炸性危险废物 ≤32 ≤80 

易燃性液态危险废物 ≤29 — 

易燃性固态危险废物 ≤35 ≤80 

遇湿易燃性危险废物 ≤32 ≤75 

酸性腐蚀类危险废物 ≤25 ≤75 

碱性腐蚀类危险废物 ≤30 ≤80 

毒性危险废物 ≤3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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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部分危险废物灭火方法 

表 C.1 给出了部分危险废物灭火剂的使用和禁用规则。 

表C.1 部分危险废物灭火方法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组分 灭火方法 备注 

爆炸性危险废物 化合物 雾状水、水、泡沫、二氧化碳 禁用砂土 

易燃性固态危险废物 
一般易燃固体 水、泡沫、砂土  

含锂、镁等金属类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禁用水 

易燃性液态危险废物 甲醇、乙醇、丙酮等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遇湿易燃性危险废物 

遇湿易燃物品 
干粉、干砂、石灰粉、二氧化

碳 
禁用水 

含钾、钠等金属类 干粉、干砂、石灰粉 
禁用水、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废弃氧化剂和有机过氧

化物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

碳 
 

过氧化钠、过氧化钾、过氧

化镁、过氧化钙等 
干粉、砂土 禁用水 

浸出毒性危险废物 
含汞等重金属类、硒酸盐类、

含卤素类废物 
砂土、干粉、二氧化碳 禁用水 

腐蚀性危险废物 废酸、废碱类 干粉、干砂、二氧化碳 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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