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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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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升生活垃圾收集与运输能力，节省人力资源和日常费用投资，提高生活垃圾

收集站的运行和维护水平，减少生活垃圾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城镇小区、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场所的封

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及维护。

1.0.3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及维护除应执行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山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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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 Closed domestic waste
collection system

利用负压气流通过预先敷设在地下的管道系统, 将从建筑室内、小区及市政等室外分类

垃圾投放设施投入的垃圾, 输送至中央收集站, 经固、气分离后压缩集中存储外运处置, 垃
圾管道内气体经除尘过滤、除臭净化达标排放的垃圾收集输送系统。

2.1.2 生活垃圾投放系统 Domestic waste delivery system
主要指垃圾投放口到输送管道前的部分，用于服务用户投放生活垃圾，按设置的位置分

为室内投放系统和室外投放系统。

2.1.3 管道系统 Piping system
用于连接投放系统和中央收集站，负压气流将垃圾经过管道从投放系统输送至中央收集

站。

2.1.4 中央收集站 Central collection station
对由管道输系统输送的垃圾，进行压缩、转运以及空气净化、除尘、除臭等处理的设备

间。

2.1.5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指适宜回收和循环利用的物品。

2.1.6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指对人体健康、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2.1.7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指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

品废料和废弃油脂等。

2.1.8 其他垃圾 Other waste
指在单位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之外的生活废弃

物。

2.2 符号

2.2.1 设计规模

Q—收集站日收集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能力；

A—生活垃圾产量变化系数；

n—实际服务居民人数或商业、办公的建筑面积；

q—单位垃圾产生量，应按当地实测值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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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以生活垃圾分类为前提，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建设与运营管理进行规

定。

3.0.2 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应通过本系统进行分类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应通过当

地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收集，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单位产生的厨余垃圾严禁投入本收集系

统。

3.0.3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管理的理念，全力构建和谐管理

模式，满足管理者在收集系统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日常维护管理的方式、类别，以及监督与绩

效评估的基本需求，做到适用性、科学性、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相结合。

3.0.4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应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的志愿服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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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型与规模

4.1 类型

4.1.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按垃圾投放区域分为室内投放系统和室外投放系统。

4.1.2 室内外投放系统均宜设置两类垃圾投放口，分别是家庭厨余垃圾投放口和其他垃圾投

放口。

4.1.3 室内投放系统的垃圾收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室内投放口分为居民自主投放或物业统一投放两类形式，

在所服务的各楼层设置生活垃圾投放口，通过建筑内设置的垂直垃圾竖槽进行收集；

2 居民自主投放口尺寸不宜大于Ø320mm，每次投放重量

不宜大于 2.5公斤。

4.1.4 室外投放系统的垃圾收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室外投放口分为居民自主投放或物业统一投放两类形式。

居民自主投放口尺寸不宜大于Ø320mm；物业统一投放口尺寸不宜大于 400mm×400mm，投

放容积不宜大于 70L/次；

2 室外投放口宜均匀布置在小区内，不宜集中设置。

4.1.5 室内外投放系统宜采用分时段投放、分时段收集管理的方式，对范围内的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收集，分别输送至垃圾中央收集站内的家庭厨余垃圾收集箱或其他垃圾收集箱。

4.2 规模

4.2.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建设规模应根据环境卫生专业的规划确定，并应考虑远期

发展需求。

4.2.2 中央收集站设计规模和作业能力应满足其服务区域内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的要求。

4.2.3 中央收集站的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4.2.3的规定。

表 4.2.3中央收集站用地指标

设计规模（t/日） 占地面积（㎡） 管道系统

≥15 800~1200 DN500

5~10 400~800 DN500

≤5 100~400 DN500或 DN400

4.2.4 中央垃圾收集站的设计规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收集垃圾能力计算

（4.2.1）

式中： —收集站日收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能力（t/d）；

A—生活垃圾产量变化系数，该系数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和季节等因素的变化影响；

n—实际服务居民人数或商业、办公的建筑面积；

q—单位每日垃圾产生量，应按当地实测值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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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取值时应按当地实际资料采用，无实测值时，一般可采

用 1~1.4（办公面积取 1.0，住宅或商业面积取 1.4。综合体项目需要根据对应建筑面积类型，

分别进行计算）。

3 q值无实测值时，住宅按 1.0kg/人进行计算；办公建筑按

照 0.0075kg/㎡；商业建筑按照 0.028kg/㎡；其他类型项目（剧院、学校、展览馆、体育馆

等）按照 0.0075kg/㎡计算。车位不参与垃圾量计算。以上所列建筑面积包括走廊、核心筒

等公共区域，不应按照净面积计算。

4.2.5 投放口数量估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投放口数量（室内排放系统为排放阀数量），可按照表 4.2.5进
行估算：

表 4.2.5投放口数量计算表

序号
测算垃圾量

（t/d）

垃圾体积

（m3）

平均密度

（kg/m3）

投放口数量

（个）

1 ≤0.3 ≤1.2

250

≥2

2 ≤0.6 ≤2.4 ≥4

3 ≤0.9 ≤3.6 ≥6

4 ≤1.2 ≤4.8 ≥8

5 ≤1.5 ≤6.0 ≥10

6 ≤1.8 ≤7.2 ≥12

…

n ≤0.3*n ≤1.2*n ≥2*n

2 可回收物投放口数量应结合项目可回收物投放需求设

置，但不得少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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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选址

5.1 建设选址

5.1.1 中央收集站选址应符合当地环境卫生专业规划。

5.1.2 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应提出中央收集站设置规模、场址及管网建设等具体要求。

5.1.3 中央收集站的设置应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应综合考虑垃圾投放口设置、输送管道

布局等，宜设置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应具备供水、供电、污水排放等基础条件。

5.2 设置要求

5.2.1 3000-5000户人口的居住区宜单独设置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中央收集站。

5.2.2 大于 1000人的学校、企事业单位宜单独设置中央收集站；小于等于 1000人的学校、

企事业单位，可与相邻区域提前规划，联合设置收集站。

5.2.3 成片区域采用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中央系统时，中央收集站设置数量不宜少于 1座
/2km²。
5.2.4 封闭式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可采用全地上式、全地下式和半地下式等建筑形式。

5.2.5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投放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区内室外垃圾投放口宜设置在主干路的绿化带，或每栋楼的出入口附近的绿化区

域；

2 生活垃圾投放口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m；

3 生活垃圾投放口上的色彩标志及分类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1909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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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及技术要求

6.1 垃圾收集系统设备构成

6.1.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由投放系统、管道系统及中央收集站等组成。

6.1.2 室内投放系统由室内垃圾投放口、控制面板、竖管、储存管、水平感应器、垃圾排放

阀及控制箱、室内换气系统等部分组成。其中室内换气系统由进气阀及控制箱、换向阀、屋

顶风机及除臭装置等部分组成。

6.1.3 室外投放系统由室外垃圾投放口、竖管、储存管、水平感应器、垃圾排放阀及控制箱

等部分组成。

6.1.4 管道系统由垃圾输送管道、管道弯头、管道三通、分段阀、管道密封检修口、换向阀、

闸阀、压缩空气管及控制电缆等组成。

6.1.5 中央收集站由垃圾分离和压缩系统、动力系统、空气净化及降噪系统、空气压缩系统、

自控系统和电气系统等组成。

6.1.6 垃圾分离和压缩系统由垃圾分离器、垃圾压实机及控制箱、垃圾集装箱、垃圾集装箱

移动器、垃圾集装箱导轨等组成。

6.1.7 动力系统由抽风机、抽风机变频器、低压配电箱等组成。

6.1.8 空气净化及降噪系统由除臭系统、除尘系统、管道消音器、屋顶排风机、屋顶除臭箱、

竖槽喷淋器等组成。

6.1.9 空气压缩系统由空气压缩机、干冷机、储气罐和过滤器等组成。

6.1.10 自控系统及电气系统由计算机控制系统（收集站信号控制柜 ECC）、数据操作系统、

供电电缆、通讯电缆、气动管线、电线导管、线槽及桥架等组成。

6.2 系统技术要求

6.2.1 居民自主投放口形式宜采用翻斗式容积限制形或具备自动闭合功能的圆门形，开门方

式宜采用按钮、刷卡或钥匙开门等。物业统一投放口形式应按照本标准第 4.1.4的规定设置，

并具备自动闭合的功能，开门方式应为刷卡或钥匙开门等。

6.2.2 垃圾投放口宜设置在垃圾投放间内，投放间应安装甲级防火门。若不设置垃圾投放间，

则垃圾投放口应达到相应耐火极限。投放间内宜设置机械送排风口，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10
次/h。
6.2.3 垃圾竖槽为连接室内各层投放口的竖向管道，用于将投放口投入的垃圾输送至底部的

储存部位，管道内壁应光滑、耐磨。

6.2.4 建筑内设置一条垃圾竖槽应预留 1.0m × 0.9m平面空间；设置两条并列布置的垃圾竖

槽应预留 2.0m × 0.9m平面空间，竖槽中心间距不宜小于 0.8m。

6.2.5 垃圾竖槽宜封闭在管井内，管井应满足相应的耐火要求，竖槽在穿越防火隔墙、楼板

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耐火极限不低于同部位主体结构。管井封闭时，应按照

垃圾投放口的安装要求，预留投放口安装孔洞。管井封闭后完成面至竖槽外壁的距离，应满

足垃圾投放口的安装要求。

6.2.6 垃圾储存管应设置于垃圾竖槽底端和排放阀之间，管径为 DN400或 DN500，碳钢材

质，壁厚不小于 5mm；在收集周期间隙，垃圾暂时存储在该管中；储存管的高位位置应设

置料位传感器，与控制器相连；料位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须有效探查储存管内垃圾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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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管上应设有检修口，以便必要时打开进行维修及保养；储存管底部应设置满足承载力的

支墩。

6.2.7 垃圾竖槽和储存管之间采用竖槽底阀进行空间分隔。

6.2.8 储存管在底端接入埋地输送管道前应设置排放阀连动装置，从投放口投入的垃圾暂时

存储在排放阀上方，由控制器通过接收控制系统的信号打开、关闭排放阀，以控制垃圾排放。

排放阀应设为密封式。

6.2.9 在垃圾输送管的底端应安装室内进气阀连动装置及消音器；在垃圾清空时，应按顺序

依次打开进气阀。

6.2.10 垃圾竖槽顶部应设置排气风机，风机静风压不低于 200pa，在投放口使用时间期间风

机应持续工作。

6.2.11 竖槽顶部风机风口向大气排放前应进行除尘降噪、除臭净化，应避免在上人屋面设置

风口，风口与周围建筑物间距应大于 1.0m，同时设置防雷接地装置。

6.2.12 生活垃圾输送管道管径宜采用 DN400或 DN500，管路上管径宜无变化，管道埋深宜

在 1.5m~5m以内（若未埋设在此范围，则应对管道进行加固处理）。管道壁厚不应低于 8mm；

输送管道弯头偏转角度为 7°~90°。
表 6.2.12 弯头、三通壁厚指标

垃圾输送量 Q（t/d） 弯头、三通壁厚（mm）

Q≤6 12

6＜Q≤10 16

10＜Q≤14 18

14＜Q≤18 20

18＜Q 宜采用耐磨合金材质，壁厚不低于 16

6.2.13 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弯头、三通、检修口应采用强度不低于低碳钢 Q235B的材质制

作，弯头转弯半径不低于 1800mm，三通夹角应为 30°，主管段长度不低于 2.3m，管道与管

件之间应采用焊接方式进行连接。严禁在现场使用直管拼凑焊接制作弯头、三通。若管道与

管件采用合金钢材质，相关技术参数宜参照合金钢对应的现行技术标准执行。

6.2.14 在室内明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悬吊管卡进行安装。悬吊管卡应采用强

度不低于低碳钢 Q235B的材质制作制成，厚度不低于 5mm，宽度不低于 100mm。管卡与管

道之间应内衬 10mm氯丁橡胶垫片。两个悬吊管卡间距不大于 5m，在弯头三通处应至少设

立一个防晃支架。

6.2.15 明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喷漆外防腐处理。运输到现场的管道、管件应做

好外表面防腐底漆，不低于打砂 SA2.5, 80微米环氧底漆。完成焊接后，应对焊口进行防腐

处理。完成压力试验后喷涂 80微米聚氨酯面漆。管道应涂刷醒目颜色的油漆涂料，以便识

别。

6.2.16 在室内暗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 3PE 普通级外防腐处理。运输到现场

的管道、管件应做好外表面 3PE防腐层。完成安装后应对焊口进行防腐处理。

6.2.17 暗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应进行外防腐处理，在进行管道防腐层涂敷前，碳钢管

的表面预处理质量应达到《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8923）中规定的 Sa2.5
级要求；防腐层粘结力应符合 SY/T0413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6.2.18 管节焊条的化学成分、机械强度应与母材相同且匹配，焊条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GB/T5117）的规定；管端修口部分尺寸应满足规范要求；

焊接后的焊缝应进行质量外观检验，并应根据规定的焊缝系数进行相应的无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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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9 垃圾输送管道应设置密封检修口，检修口的设置间距不得大于 80m；在弯头、三通及

室外投放口的下游位置约 2米处应设置检修口。检修口应为专用的气密管件，与管网焊接连

接。检修口应向正上方开设，与垂直面偏转角度不得大于 30°夹角。

6.2.20 直埋敷设的检修口处应设置检修井，采用混凝土结构，应进行防水处理；采用不透水

井盖，尺寸不小于Ø800mm，1000×1000mm（分段阀井），检修井内积水应排入周边市政污

水管道。

6.2.21 在水平管线间隔大于 500m的检修井内均需设置一个防水接线箱，用于连接各处的通

讯与供电管线，控制电缆应包含电源供应及控制部份；控制电缆应以满足埋地安装及长期浸

水的状态下操作。

6.2.22 计算机控制系统应具有实时数据显示功能，图文界面控制功能，机房内设备运行状况

及数据记录和保存功能。

6.2.23 排放阀及进气阀应安装在气动阀门控制箱内。

6.2.24 系统采用气动控制模式，使用气动管线接驳到各动作元件。

6.2.25 电线导管用于承载需要埋地的控制电缆及气动管线，导管之间的连接必须顺畅连接，

以避免导管接口对控制电缆及气动管线造成损伤；导管构造应有螺旋坑纹或其他的特征，能

承受埋在不同深度的压力需要，接合配件必须采用同样材质及结构。

6.2.26 空气净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尘系统：应采用布袋式等除尘方式将粉尘从气体中抽离，并达到国家要求的相

关标准；

2 除臭系统：应采用二级活性炭等除臭方式将分离出的气体进行除臭，并达到国家

要求的排放标准。

6.2.27 空压机最大输出压力应达到 0.6～0.8MPa。空压机组宜设置在风机房内，空压机组的

选型应满足系统内气动阀门工作的要求，且空压机功率不易低于 7.5kW。

6.2.28 垃圾分离器将空气产生的动力所送的垃圾和空气的混合物进行分离。分离器宜设置在

集装箱大厅内，其基础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6.2.29 风机选型应确保最远端投放口处垃圾输送到收集站内。

6.2.30 垃圾压实机将分离后的垃圾进行压实，其基础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6.2.31 垃圾集装箱用于压实后的垃圾储存。集装箱的外形尺寸设计，应考虑运输车辆的运转

能力、市政限行限高的要求、建筑物车道限高及转弯半径的要求。

6.2.32 场地受限时，可采用集装箱移动器在场内将垃圾箱吊装转运至装卸区。集装箱移动器

由起重机、水平移动平台、升降平台等设备组成。

6.3 中央收集站

6.3.1 中央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运输作业的要求，预留好作业通道，便于安排垃圾运输线路，

且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6.3.2 中央收集站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公示分类信息，公示内容应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分

类投放点位分布、投放要求、分类收集流程和作业要求、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

6.3.3 中央收集站应满足垃圾收集容器暂存、收运的周转要求，并设置相应的标识标线。

6.3.4 中央收集站应配有固定垃圾清运车辆停车位，满足垃圾收集作业空间需求。

6.3.5 中央收集站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封闭的居民区内，宜设置独立的中央收集站；开放式居民区应按垃圾产生规模独

立或联合设置中央收集站；

2 学校中央收集站的设置宜远离学生活动区域；

3 医院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应与医疗废弃物中央收集站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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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场所中央收集站设置在满足相关规范标准前提下，宜按照居住区设置要求执

行。

6.3.6 中央收集站内应设置供电、供水、排污、消毒和杀虫等设施及装置。

6.3.7 中央收集站应定期清洗垃圾收集容器，保持桶具、地面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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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结构及配套设施

7.1 建筑及结构

7.1.1 中央收集站的建筑风格、色调应与周边建筑和环境相协调。

7.1.2 中央收集站的建筑结构形式应满足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艺及配套设备的安装、

检修与维护的要求，宜采用框架结构形式。

7.1.3 中央收集站建筑结构应保证良好的整体密闭性，以便于对污染实施有效控制。

7.1.4 中央收集站出入口的尺寸应满足作业车辆正常工作时最大宽度及高度的要求。

7.1.5 建筑物室外装修宜采用美观、耐用、易清洁的材料。

7.1.6 室内地面和墙面应便于保洁，地面宜采用防渗性好，易于清洁的材料，墙面宜采用满

铺瓷砖或防水涂料，顶棚表面应防水、平整、光滑，防水性能应满足山西省《建筑防水工程

技术规程》（DBJ04-249）的要求。

7.1.7 建筑物、构筑物的防雷、抗震、消防、采光等各项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规定。

7.2 配套设施

7.2.1 各设施的供水方式与供水量应按生产工艺、工作人员生活要求以及外部供水条件确

定。

7.2.2 电源应根据工艺设备要求进行设置，并宜设置双回路电源或配备发电机。

7.2.3 作业过程产生的污水，应收集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污水管网。有条件的中央收集站可

以配置垃圾勾臂车清洗装置。清洗用水和系统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应进行收集，处理达标后

排入市政污水系统。

7.2.4 中央收集站应配备控制室及工人更衣、洗手、存放工具的场所，有条件的可配套设置

卫生间。

7.2.5 风机房、变频器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10次/h；集装箱大厅、分离大厅不应低于 5次/h；
控制室、变频室应设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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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施工和验收

8.0.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各项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和

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0.2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程施工应根据经审核批准

的工程设计文件和设备技术文件进行施工和设备安装。

8.0.3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程施工变更应按规定程序

和经批准的设计变更文件进行。

8.0.4 工程施工使用的各类材料及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要求。采用专用设备时，应由设备供应商负责安装和调试，调试不满足设

计要求的不得通过设备验收；对国外引进的专用设备与材料，应按供货商提供的设备技术规

范、合同规定及商检文件执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应要求。

8.0.5 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空气管系统应按

工程设计要求及验收标准，及时进行中间验收。

8.0.6 工程验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批准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3 设备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件；

4 工程施工、安装验收记录资料；

5 设备安装、调试与试运行记录和验收记录资料；

6 中央收集站环保检测数据；

7 其他必要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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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安全与劳动卫生

9.1 环境保护

9.1.1 各收集点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应与中央收集站主体设施同步实施。

9.1.2 生活垃圾竖槽内的排出气体应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1.3 中央收集站应设置通风、除尘、除臭、隔声等环境保护设施，并应设置消毒、杀虫、

灭鼠等装置。

9.1.4 中央收集站作业时产生的噪声应符合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9.1.5 中央收集站周边应注意环境绿化，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卫生间距应满足表 9.1.5
的要求。

表 9.1.5 中央收集站卫生间距

设计规模（t/日） 与相邻建筑间距（m） 绿化隔离带宽度（m）

≥15 ≥10 ≥3

5~10 ≥8 ≥2

≤5 ≥8 ≥2

注：1 与相邻建筑间隔自收集站外墙起计算；

2 场地受限时应采取相应的卫生防护措施。

9.2 安全

9.2.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和中央收集站的安全和卫生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的要求。

9.2.2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中央收集站的装、卸勾臂车平台等位置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要求设立醒目的安全标牌或者标志。

9.2.3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作时，严禁打开除尘过滤间大门；所有机电设备的维护必

须在系统停机且切换至手动控制挡位时才可以操作。

9.2.4 操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定期保养机电设备，设备损坏应及时上报，故障应及

时排除并记录。

9.3 劳动卫生

9.3.1 封闭式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应配备劳动保护用具和用品，并应设有消毒室、洗澡间等。

9.3.2 现场工作人员应穿戴必要的劳保用品。

9.3.3 室内投放口应及时擦拭消毒，发现特殊情况需要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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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与维护

10.0.1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制定运行、维护、安全操作规程。

10.0.2 中央收集站应保持整洁的站容、站貌。

10.0.3 运行维护管理人员应掌握和熟悉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原理、性能和操作规程。

10.0.4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按照规定时间作业。

10.0.5 垃圾投放口监督人员应随机检查进站垃圾成分，严禁危险废物、易燃易爆等违禁物进

站。

10.0.6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管道等装置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并应及时清洁。

10.0.7 设备分类投放实施应具有明显分类标识，并应保持标识的完整清洁。

10.0.8 设备保护装置失灵或工作状态不正常时，应及时停机检查维修。

10.0.9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各种设施、设备应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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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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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GB50029-2014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2 GB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 施工及验收规范

3 GB50184-2011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4 GB50235-2010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5 GB50150-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6 GB/T 50337-2018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7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8 GB/T 31962-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9 GB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10 GB12348-2008 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1 GB/T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12 GB/T 12467-2009 焊接质量保证：一般原则

13 GB/T 12771-2019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14 GB/T 19473.2-2020 冷热水用聚丁烯（PB）管道系统 第 2部分：管材

15 GB/T 17395-2008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16 GB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17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8 GB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19 CJJ27-2012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20 SY/T 5037-2018 普通流体输送管道用埋弧焊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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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标准》DB/T***—20XX，经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XX
年 XX月 XX日以第 XX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不同地区近年来各

地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运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

术标准，通过实地调研和广泛征求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及多次修改，取得了符合山西省省

情，可操作性较强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规定，《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

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

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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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是城市环境卫生维护管理的重要内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

能够带来高效的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并且能够减少生活垃圾在源头收集过程中

带来的污染和低效，提高了收集效率，有利于垃圾分类的实施。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封闭式

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管理规程，能够发挥该类系统的功能，规范和指导同类设施的高效建

设与有效管理，扩大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质量，推进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在本

标准制定之前，尚没有一个针对全国、甚至山西省的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管理的标

准或规范，不能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建设管理进行有效指导，制约了我省生活垃圾

收集领域新技术的功能发挥和效益提升等。针对此问题，特编制此标准。

1.0.2 本条主要规定了标准的适用场所和范围。

1.0.3 本条阐明本标准与国家、行业和山西省有关标准、规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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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根据《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中的要求，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进行分类。厨余垃圾包括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单位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废料和废弃油脂等。

3.0.3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应全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充分满足管理者的

基本需求。

3.0.4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应广泛发动公众参与，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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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型与规模

4.1类型

4.1.1 本条是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收集方式的基本规定。

4.2规模

4.2.1 本条要求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时，其规模应按照当地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要

求来计算。

4.2.2 本条明确了中央收集站的设计规模和作业能力。分类收集作业时要求根据分类收集的

种类，设置相应的收集储存容器，以满足分类收集的要求。

4.2.3 本条对中央收集站的用地指标提出了基本规定和要求。站场面积仅包括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收集。站场的位置应能满足装卸车的进出并能完成装卸工作；中央收集站与相邻建筑

间距除满足本规范中规定外，还应满足消防等安全距离的要求：带有操作员休息功能的收集

站，应适当增加占地面积；收集站车辆应采用符合环保及卫生要求的环卫勾臂车，由于各厂

家的勾臂车尺寸不同，设备供应商项目实施时，经建设单位确定的中标厂家应与当地相关部

门联系，丈量勾臂车尺寸，并定制垃圾集装箱；若垃圾收集站与地下室合建，则必须满足车

辆的运行装卸要求。可使用起重机、升降平台等设备，配合进行集装箱的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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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选址

5.1建设选址

5.1.1 本条要求在编制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时应考虑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中央收集

站场址的设置。

5.1.2 本条要求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中要包含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具体要求，如中

央收集站场址及管网建设等内容。

5.1.3 本条规定中央收集站选址应满足作业方便，具备相应的市政条件。

5.2设置

5.2.1 按照日产日清的要求，同时从车辆配置以及垃圾运输距离等因素考虑，3000~5000人
的小区每日生活垃圾产生量建设相对独立的中央收集站较为适宜。

5.2.2 学校、企事业单位由于相对封闭独立，而且占地面积大，每日产生的垃圾成本较为特

殊，可考虑单独设置中央收集站。如果学校、企事业单位规模较小，也可与相邻的区域联合

建立中央收集站。

5.2.3 成片区域是指人口密集较为集中的区域，考虑人工和环卫机械收集半径的要求，本标

准规定中央收集站设置数量应不少于 1座/2km²；对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区域，需要根据

实际的垃圾产生量确定中央收集站的数量。

5.2.5 本条是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投放口的设置提出

要求。



24

7 建筑结构及配套设施

7.1建筑及结构

7.1.1 本条是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尤其是中央收集站的建（构）筑物外观设计与装

饰进行规定。

7.1.2 本条规定应根据采用的收集系统工艺及设备的尺寸和安装要求，进行建筑和结构设

计，设计应满足设备的安装、更换、维修及正常作业等需求。

7.1.3 由于中央收集站设备较多，尤其是配备大功率的抽气系统，为了减少中央收集站的噪

声同时降低臭味扩散的问题，要求中央收集站建筑结构的整体封闭性，必要时可采用隔声减

噪等工程措施，以降低和减少污染。

7.1.4 本条是对中央收集站出入口的尺寸进行了规定。

7.1.5 本条是为了保持建筑物的外观整洁，对建筑物的室外装修材料提出了要求。

7.1.6 中央收集站内的地面和墙壁频繁收到垃圾和渗滤液的污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冲

洗。本条对地面和墙面的材料提出了要求，根据现有资料，当前中央收集站普遍采用防渗性

能好，易于清洁的材料，本条鼓励中央收集站采用新材料确保环境卫生。

7.1.7 本条规定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涉及到的建构筑物除满足《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外，防雷设计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的要求，抗震设计

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有关规定，消防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的有关规定，采光设计应符

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的有关规定。

7.2配套设施

7.2.1 本条规定了供水系统设计时应考虑收集系统工艺生产和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的综合

需求，同时需根据室外供水条件来确定供水方式。

7.2.2 本条明确了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电源的需求。有条件的地区，可按每座收集站配

置一个移动式备用电源的形式，供应急使用。

7.2.3 本条规定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作业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水，应对污水的水质

进行分析，满足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的可直接排入，不满足时应对污水进行处理，达到排

放标准时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7.2.4 通过调查收集相应资料，发现环卫工人对休息场所需求较大，中央收集站根据自身条

件，应具备环卫工人休息、存放工具的能力，尽可能设置各种人性化附属设施，满足相应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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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施工与验收

8.0.1 本条规定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涉及到的土建、电气、设备、管道等多种专业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不同专业的规范、规程和标准。

8.0.2 本条是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施工和设备安装工程的基本要求。

8.0.3 本条是对施工过程中涉及到工程变更的基本要求。

8.0.4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涉及到的专用设备安装和调试应根据设备制造商的相关资

料，在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或直接由设备制造商负责安装；涉及到进口设备应遵循国

家现行规定的要求。

8.0.5 本条是对涉及到的地下隐蔽工程，管线系统等需要中间验收的基本规定。

8.0.6 本条提出了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程验收应依据的主要资料，这些资料时直接反

映工程内容、装备水平、建设水平、施工质量的文件，是验收时需要查阅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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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安全与劳动卫生

9.1环境保护

9.1.1 本条是对封闭式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和各收集点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的实施、投入使

用的同步性进行规定要求。

9.1.2 由于封闭式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中收集到的生活垃圾易于腐烂发臭，机器运行噪声

大、易招引蚊蝇等，因此应根据垃圾收集的实际情况和收集站总体布置情况设置通风、除尘、

除臭、隔声等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进行灭害作业。

9.1.3 本条要求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的基本规定。

9.1.4 本条要求对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产生的废水进行处理，排放标准为达到《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的基本规定。

9.1.5 本条是对中央收集站噪声控制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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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与维护

10.0.1 为了保证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安全，应根据收集系统各设备的

类型、技术参数等实际情况制定系统运行维护、安全操作等规程，使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

做到有章可循。

10.0.2 收集系统尤其是中央收集站内各种设备、物品要定位摆放，地面、墙面、垃圾容器、

各设备要定期及时清理卫生，进行保洁。

10.0.3 要求根据工艺和设备要求，制定培训教材，并组织岗位操作人员和运行管理人员进行

岗前培训，掌握工艺流程、技术要求和有关设施、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运行管理要求，减

少不必要的人身、财产事故，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安全生产。.
10.0.4 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综合考虑垃圾收集量、居民的作息时间、投放要求等因素，

同时与垃圾外运的时间相衔接，使系统的作业时间制度化，同时在站外明显位置对外公示。

10.0.5 现场管理及操作人员应检查进站垃圾的成分，一旦发现违禁物，应进行妥善处理，避

免进入生活垃圾收集系统。

10.0.6 要求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更换、保障使用、封闭良好、及时清洁。

10.0.7 垃圾分类标识是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依据和宣传工具，本条要求应按照垃圾

分类的要求进行标识，保证其完整和清洁，便于居民识别。

10.0.8 收集系统各设备在运行时存在潜在危险，应设置保护装置，进行作业前应检查各种保

护装置，当保护装置失灵或工作状态不正常时，应进行及时检查维修，以防出现安全事故。

10.0.9收集系统各设备的正常工作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设备

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除了国家关于机械设备维护保养的标准、规范外，还包

括提供设备厂家针对设备维护保养的特殊规定。除上述设备外，还应对除尘除臭、消防设施、

避雷装置、交通警示标志等也应根据相应标准定期检查维护，发现问题，及时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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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空气净化及降噪系统由除臭系统、除尘系统、管道消音器、屋顶排风机、屋顶除臭箱、竖槽喷淋器等组成。
	6.1.9空气压缩系统由空气压缩机、干冷机、储气罐和过滤器等组成。
	6.1.10自控系统及电气系统由计算机控制系统（收集站信号控制柜ECC）、数据操作系统、供电电缆、通讯电缆、气动

	6.2  系统技术要求
	6.2.1居民自主投放口形式宜采用翻斗式容积限制形或具备自动闭合功能的圆门形，开门方式宜采用按钮、刷卡或钥匙开
	6.2.2垃圾投放口宜设置在垃圾投放间内，投放间应安装甲级防火门。若不设置垃圾投放间，则垃圾投放口应达到相应耐
	6.2.3垃圾竖槽为连接室内各层投放口的竖向管道，用于将投放口投入的垃圾输送至底部的储存部位，管道内壁应光滑、
	6.2.4建筑内设置一条垃圾竖槽应预留1.0m × 0.9m平面空间；设置两条并列布置的垃圾竖槽应预留2.0m
	6.2.5垃圾竖槽宜封闭在管井内，管井应满足相应的耐火要求，竖槽在穿越防火隔墙、楼板处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
	6.2.6垃圾储存管应设置于垃圾竖槽底端和排放阀之间，管径为DN400或DN500，碳钢材质，壁厚不小于5mm
	6.2.7垃圾竖槽和储存管之间采用竖槽底阀进行空间分隔。
	6.2.8储存管在底端接入埋地输送管道前应设置排放阀连动装置，从投放口投入的垃圾暂时存储在排放阀上方，由控制器
	6.2.9在垃圾输送管的底端应安装室内进气阀连动装置及消音器；在垃圾清空时，应按顺序依次打开进气阀。
	6.2.10垃圾竖槽顶部应设置排气风机，风机静风压不低于200pa，在投放口使用时间期间风机应持续工作。
	6.2.11竖槽顶部风机风口向大气排放前应进行除尘降噪、除臭净化，应避免在上人屋面设置风口，风口与周围建筑物间距
	6.2.12生活垃圾输送管道管径宜采用DN400或DN500，管路上管径宜无变化，管道埋深宜在1.5m~5m以内
	表6.2.12 弯头、三通壁厚指标
	垃圾输送量Q（t/d）
	弯头、三通壁厚（mm）
	Q≤6
	12
	6＜Q≤10
	16
	10＜Q≤14
	18
	14＜Q≤18
	20
	18＜Q
	宜采用耐磨合金材质，壁厚不低于16
	6.2.13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弯头、三通、检修口应采用强度不低于低碳钢Q235B的材质制作，弯头转弯半径不低于1
	6.2.14在室内明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悬吊管卡进行安装。悬吊管卡应采用强度不低于低碳钢Q235B的
	6.2.15明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喷漆外防腐处理。运输到现场的管道、管件应做好外表面防腐底漆，不低于打
	6.2.16在室内暗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宜采用3PE普通级外防腐处理。运输到现场的管道、管件应做好外表面3
	6.2.17暗装敷设的生活垃圾输送管道应进行外防腐处理，在进行管道防腐层涂敷前，碳钢管的表面预处理质量应达到《涂
	6.2.18管节焊条的化学成分、机械强度应与母材相同且匹配，焊条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6.2.19垃圾输送管道应设置密封检修口，检修口的设置间距不得大于80m；在弯头、三通及室外投放口的下游位置约2
	6.2.20直埋敷设的检修口处应设置检修井，采用混凝土结构，应进行防水处理；采用不透水井盖，尺寸不小于Ø800m
	6.2.21在水平管线间隔大于500m的检修井内均需设置一个防水接线箱，用于连接各处的通讯与供电管线，控制电缆应
	6.2.22计算机控制系统应具有实时数据显示功能，图文界面控制功能，机房内设备运行状况及数据记录和保存功能。
	6.2.23排放阀及进气阀应安装在气动阀门控制箱内。
	6.2.24系统采用气动控制模式，使用气动管线接驳到各动作元件。
	6.2.25电线导管用于承载需要埋地的控制电缆及气动管线，导管之间的连接必须顺畅连接，以避免导管接口对控制电缆及
	6.2.26空气净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除尘系统：应采用布袋式等除尘方式将粉尘从气体中抽离，并达到国家要求的相关标准；
	     2除臭系统：应采用二级活性炭等除臭方式将分离出的气体进行除臭，并达到国家要求的排放标准。

	6.2.27空压机最大输出压力应达到0.6～0.8MPa。空压机组宜设置在风机房内，空压机组的选型应满足系统内气
	6.2.28垃圾分离器将空气产生的动力所送的垃圾和空气的混合物进行分离。分离器宜设置在集装箱大厅内，其基础应采用
	6.2.29风机选型应确保最远端投放口处垃圾输送到收集站内。
	6.2.30垃圾压实机将分离后的垃圾进行压实，其基础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6.2.31垃圾集装箱用于压实后的垃圾储存。集装箱的外形尺寸设计，应考虑运输车辆的运转能力、市政限行限高的要求、
	6.2.32场地受限时，可采用集装箱移动器在场内将垃圾箱吊装转运至装卸区。集装箱移动器由起重机、水平移动平台、升

	6.3  中央收集站
	6.3.1中央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运输作业的要求，预留好作业通道，便于安排垃圾运输线路，且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6.3.2中央收集站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公示分类信息，公示内容应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分类投放点位分布、投放要求、
	6.3.3中央收集站应满足垃圾收集容器暂存、收运的周转要求，并设置相应的标识标线。
	6.3.4中央收集站应配有固定垃圾清运车辆停车位，满足垃圾收集作业空间需求。
	6.3.5中央收集站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封闭的居民区内，宜设置独立的中央收集站；开放式居民区应按垃圾产生规模独立或联合设置中央收集站；
	     2学校中央收集站的设置宜远离学生活动区域；
	     3医院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应与医疗废弃物中央收集站分别设置；
	     4其他场所中央收集站设置在满足相关规范标准前提下，宜按照居住区设置要求执行。

	6.3.6中央收集站内应设置供电、供水、排污、消毒和杀虫等设施及装置。
	6.3.7中央收集站应定期清洗垃圾收集容器，保持桶具、地面的清洁。


	7  建筑结构及配套设施
	7.1  建筑及结构
	7.1.1中央收集站的建筑风格、色调应与周边建筑和环境相协调。
	7.1.2中央收集站的建筑结构形式应满足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艺及配套设备的安装、检修与维护的要求，宜采用框
	7.1.3中央收集站建筑结构应保证良好的整体密闭性，以便于对污染实施有效控制。
	7.1.4中央收集站出入口的尺寸应满足作业车辆正常工作时最大宽度及高度的要求。
	7.1.5建筑物室外装修宜采用美观、耐用、易清洁的材料。
	7.1.6室内地面和墙面应便于保洁，地面宜采用防渗性好，易于清洁的材料，墙面宜采用满铺瓷砖或防水涂料，顶棚表面
	7.1.7建筑物、构筑物的防雷、抗震、消防、采光等各项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

	7.2  配套设施
	7.2.1各设施的供水方式与供水量应按生产工艺、工作人员生活要求以及外部供水条件确定。
	7.2.2电源应根据工艺设备要求进行设置，并宜设置双回路电源或配备发电机。
	7.2.3作业过程产生的污水，应收集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污水管网。有条件的中央收集站可以配置垃圾勾臂车清洗装置。
	7.2.4中央收集站应配备控制室及工人更衣、洗手、存放工具的场所，有条件的可配套设置卫生间。
	7.2.5风机房、变频器换气次数不应低于10次/h；集装箱大厅、分离大厅不应低于5次/h；控制室、变频室应设置


	8  工程施工和验收
	8.0.1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各项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和
	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0.2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程施工应根据经审核批准
	的工程设计文件和设备技术文件进行施工和设备安装。
	8.0.3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程施工变更应按规定程序
	和经批准的设计变更文件进行。
	8.0.4工程施工使用的各类材料及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要求。采用专用设备时，应由设备供应商负责安装和调试，调试不满足设计要求的不得通过设备
	8.0.5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空气管系统应按
	工程设计要求及验收标准，及时进行中间验收。
	8.0.6工程验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 批准的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3 设备供货合同及合同附件，设备技术说明书和技术文件；
	4 工程施工、安装验收记录资料；
	5 设备安装、调试与试运行记录和验收记录资料；
	6 中央收集站环保检测数据；
	7 其他必要的文件、资料。


	9  环境保护、安全与劳动卫生
	9.1 环境保护
	9.1.1各收集点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应与中央收集站主体设施同步实施。
	9.1.2生活垃圾竖槽内的排出气体应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1.3中央收集站应设置通风、除尘、除臭、隔声等环境保护设施，并应设置消毒、杀虫、灭鼠等装置。
	9.1.4中央收集站作业时产生的噪声应符合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9.1.5中央收集站周边应注意环境绿化，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卫生间距应满足表9.1.5的要求。
	表9.1.5 中央收集站卫生间距
	注：1 与相邻建筑间隔自收集站外墙起计算；
	    2 场地受限时应采取相应的卫生防护措施。

	9.2  安全
	9.2.1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和中央收集站的安全和卫生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9.2.2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中央收集站的装、卸勾臂车平台等位置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设立醒目的安全标牌
	9.2.3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工作时，严禁打开除尘过滤间大门；所有机电设备的维护必须在系统停机且切换至手动控
	9.2.4操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定期保养机电设备，设备损坏应及时上报，故障应及时排除并记录。

	9.3  劳动卫生
	9.3.1封闭式生活垃圾中央收集站应配备劳动保护用具和用品，并应设有消毒室、洗澡间等。
	9.3.2现场工作人员应穿戴必要的劳保用品。
	9.3.3室内投放口应及时擦拭消毒，发现特殊情况需要及时上报。


	10  运行与维护
	10.0.1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制定运行、维护、安全操作规程。
	10.0.2中央收集站应保持整洁的站容、站貌。
	10.0.3运行维护管理人员应掌握和熟悉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原理、性能和操作规程。
	10.0.4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按照规定时间作业。
	10.0.5垃圾投放口监督人员应随机检查进站垃圾成分，严禁危险废物、易燃易爆等违禁物进站。
	10.0.6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管道等装置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并应及时清洁。
	10.0.7设备分类投放实施应具有明显分类标识，并应保持标识的完整清洁。
	10.0.8设备保护装置失灵或工作状态不正常时，应及时停机检查维修。
	10.0.9封闭式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各种设施、设备应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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