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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安全填埋场信息化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刚性安全填埋场的设计要求、信息化管理的设备要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

的程序及刚性安全填埋场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对刚性安全填埋场运行的信息化管理，其他刚性安全填埋场的运行监督管

理可参照本指南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5085-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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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4848 地下水水质标准 

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557-2010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T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298-2007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299-200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299-200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39号）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75号） 

《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唯一信息识别码 

它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可唯一代表物体本身，是衔接现实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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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钥匙。它是使用专用的读写器及专门的可附着于目标物的标签，利用频率信号将信息

由标签传送至读写器。 

3.2  

网格化填埋 

将填埋库分为M个区域，每个区域分为N层。对危险废物进行分区域、分层填埋。     

4 刚性安全填埋场设计和建设的技术要求 

4.1 刚性安全填埋场的技术要求 

4.1.1 刚性安全填埋场设计 

根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及《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

设计建设刚性安全填埋场。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作为危险废物填埋场基本结构，以钢筋混凝土垂直防渗为主要防渗

构造。刚性填埋库结构侧墙挡土高度为6～7m，选用悬壁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型式。填埋库

外侧墙厚0.30m～0.90m，内隔墙厚0.50m～1.00m。底板为筏板结构，厚0.70m。侧墙、底板

均采用抗渗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为W8。混凝土抗冻等级采用F100。库底防渗层采用双人工

衬层，其中下衬层采用刚性混凝土结构，上衬层选用土工合成材料高密度聚乙烯（HDPE）土

工膜，在HDPE防渗衬垫下铺设一层复合膨润土垫（GCL）。在下衬层设计时，混凝土底板形

成下防渗层，在混凝土中掺入某些药剂后形成防水混凝土。上衬层材料采用HDPE土工膜，其

渗透系数≤1.0×10-12cm/s。 

4.1.2 刚性安全填埋场功能分区 

每个填埋库的容积是A×B×C。采用网格化填埋技术，将填埋库分为M个区域，每个区域

分为N层。对危险废物进行区域、分层填埋。并以填埋库编号（K）-层数-区域格式记录填埋

的详细位置，同时详细记录每层填埋高度。如：K3-03-H，表示3号填埋库、第3层、H区域。 

分区填埋的原则：可以使每个填埋区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封闭；使不相容的废物分

区填埋；分区的顺序应有利于废物运输、填埋以及未来的废物再提取。 

4.2 信息化管理系统功能及模块设计 

4.2.1 设计原则 

按照“安全性、兼容性、便捷性、真实性”原则设计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 

建设一套可追溯的系统，运用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接收每车每袋废物的详细信息，

提高处理速度和处理标准，记录详细的工作流程，后台提供数据报表分析统计功能，各种数

据的导出，方便今后的数据查询、调用。 

通过建立危险废物处置（HWD）管理平台，达到全面控制危废处置环节，有效规范危废

管理台帐，切实落实危废规范化管理要求，助力环保部门及时、真实、准确、动态掌握危废

信息，提高危废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4.2.2 模块设计 

为实现危险废物全流程环境管理和危废终极填埋的信息化动态管理目标，信息化平台设

计七大模块。基础资料、危废处置、检索统计、台账管理、环境监测、信息发布、系统管理： 

基础资料模块的功能设计：产废单位（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运输单位（单

位名称、资质、车辆信息、人员信息）；危废信息（危废类别、名称、危险成分、质检标准）；

处置单位（单位名称、资质、贮存仓库（编号、区域）、填埋库（编号、层级、区域）的基

础信息。 

危废处置模块的功能设计：每袋危废对应的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是唯一的，它将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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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整个危废处置流程。危废贮存（处置申请、标签打印、入库登记）；危废检测（质检标准、

入场检测、预处理检测）；危废预处理（入场检测报告、预处理过程、预处理结果）；危废

填埋（出库登记、填埋位置、填埋高度）。 

检索统计模块的设计：准确检索每袋危废的处置状况。包括状态检索（状态检索表、处

置申请单检索）；入库登记检索（称重计量单、入库登记单）；出库登记检索（实验检测单、

出库登记单）；填埋登记检索（处理交接单、填埋登记单）。 

台账管理模块的设计：系统全面的对危废处置进行汇总管理。包括接收情况台账（申请

明细、汇总表、称重明细、汇总表；库存情况台账（入库明细、汇总表出库明细、汇总表、

库存明细、位置、汇总表）；处置情况台账（检测明细表、填埋明细、位置、汇总表、）；

运行情况台账（运行一览表、处置趋势图、处置汇总图）。 

环境监测模块的设计：监测单号、检测类型（地下水、大气、污水、噪声等）、取样点

位、取样人、化验时间、化验人、化验结果、数值链接、报告下载等； 

信息发布模块的设计：统计图、填埋信息、库存信息、填埋位置、栏目列表。 

系统管理模块的设计：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日志管理、菜单管理、数据字典、系统维

护升级等功能。 

4.2.3 系统要求 

安全性：可监控并追溯每袋危废处置的全过程。 

兼容性：数据开放，系统可扩展，与省级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对接。 

便捷性：可明显提高危废管理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真实性：所有原始数据不可修改，真实记录。 

4.2.4 系统构架 

采用SOA架构、B/S模式。根据需要灵活采用.NET技术路线专业的信息识别码技术统一认

证体系，采用信息开放等级划分、权限许可和角色认证的方法，建立系统安全机制。 

采用大型关系型数据库。根据不同的应用类型，采用面向对象或面向过程的方法分析和

设计系统。利用Web Service技术，采用XML作为系统接口的数据交换标准，进行信息资源整

合。 

通过电脑终端实现提供废物信息的基础情况录入，以及信息识别码的生成，并提供相应

接口给app调用。基于Android系统，通过扫描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处理危险废物的基本

信息以及流程走向。  

4.2.5 深化应用 

可视化、智能化深化应用：利用可视化数据挖掘技术，用更直观的方式将危废处置业务

流程各区域内各类经营数据系统的、完善的展现出来。更加直观、智能，从而对数据进行更

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从接收、贮存、填埋、封场全过程的智能化操作，确保危废填埋库运行

期间和封场后的长期环境安全。 

接口开放：实现产废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单位、省级审管部门数据上报、查询的接口

对接，将危废的所有信息纳入平台统一管理，可实现环保部门对各环节的全过程监控。 

5 运营管理 

5.1 危废信息化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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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危废信息化管理流程图 

 

5.2 危废接收 

5.2.1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含许可条件），严格按照核

准经营范围进行危废接收。填埋物入场要求参照GB18598《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5.2.2 产废单位在信息系统中填写危废处理申请单，包括产废单位、转移联单号、废物

类别、废物名称、登记数量、包装数量、包装名称等信息（详见附录A）；系统为每袋危废

自动分配唯一的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产废单位打印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并粘贴

于每袋危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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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危废入场与贮存 

5.3.1 入场管理员扫描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对填报联单信息进行审核和确认； 

5.3.2 信息系统自动对危废称重，生成磅单，并将磅单信息保存至信息系统中； 

5.3.3 信息系统根据现有库存状况和该批次危废信息，分配入场危废的贮存区域； 

5.3.4 贮存库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危废贮存场所管理制度》（详见附录B）执行贮存，

贮存库管理人员扫描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核对贮存位置、危废种类、重量等信息，确

认无误或反馈错误信息并提交处理； 

5.3.5 将入场及贮存信息（包括实际重量、经办人、入库时间、贮存区域等）保存至信

息系统中，同时生成危废产品入库单（详见附录C）。 

5.4 危废检测 

5.4.1 危险废弃物的采样制样及分析检测严格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危险废物

鉴别技术规范》等相关文件执行； 

5.4.2 采样员去贮存仓库采样并交由化验员进行分析检测； 

5.4.3 检测完成后，化验员将检测数据输入信息系统，系统自动比对国家现行有效的《危

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给出需要预处理或直接填埋结论； 

5.4.5 将检测信息保存至信息系统中，生成该批次危废产品检测报告（详见附录 D）。 

5.5 危废预处理 

5.5.1 根据《预处理方案信息库》，对未达到填埋标准的危废进行预处理； 

5.5.2 贮存管理人员扫描需预处理危废的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核对该批次危废信

息，并将危废转移至预处理车间指定位置； 

5.5.3 系统根据检测数据和《预处理方案信息库》，自动对该批次危废出具预处理方案； 

5.5.4 预处理人员根据信息系统预处理方案对该批次危废进行预处理； 

5.5.5 预处理完毕后，提交请检单，采样员收到信息系统请检单后，于预处理车间取样

交由化验员分析检测； 

5.5.6 化验员将预处理后危废检测数据及原始报告等输入信息系统； 

5.5.7 信息系统根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判定危废为可填埋（进入填埋流

程）或仍需预处理（重新返回预处理流程）； 

5.5.8 将预处理信息（详见附录 E）保存至信息系统中。 

5.6 危废填埋 

5.6.1 信息系统根据现有填埋库容状况和该批次危废信息，分配填埋区域； 

5.6.2 操作人员扫描需填埋危废的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核对填埋信息（详见附录

F），核对无误后于指定区域进行网格化填埋； 

5.6.3 危险废弃物填埋后，该批次危险废弃物的所有信息（废物种类、产废单位名称、

填埋位置、重量、每层的填埋高度等）将全部存储于信息系统中，系统自动生成填埋信息汇

总表（详见附录 G）。 

5.7 封场 

5.7.1 按照《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技术要求》

等相关标准对符合封场要求的填埋场进行封场，并定期对防渗系统、沉降、安全等情况进行

巡查、监测与维护；  

5.7.2 将巡查、检测、维护等信息录入信息系统，系统对防渗层防渗情况及填埋库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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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进行评价。 

5.8 环境安全 

5.8.1 污染控制 

5.8.1.1 废水 

a）生产废水与渗滤液，均排放至填埋场污水站，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b）渗滤液收集井中安装水位仪，根据水位自动控制渗滤液排放至填埋场污水处理站； 

c）于污水站入水口安装在线水质监测仪，与信息系统连接，并定期安排化验人员对水

质进行分析检测，所有检测数据上传至信息系统中（检测报告以附件方式上传）； 

d）信息系统根据检测数据出具合理的水处理方案（配有水处理数据库），污水站工作

人员根据方案对污水进行处理； 

e）于污水站排放口处安装在线监测，与信息系统连接，并在排放前安排检测人员对水

质进行分析检测，数据上传至信息系统； 

f）污水站排放阀与信息系统连接，信息系统根据检测数据判定污水是否可达标排放，

否则继续进行水处理直至达标。 

5.8.1.2 废气、噪声 

a）于废气排放口、噪声监测点安装在线监测仪，并与信息系统连接； 

b）对废气、噪声进行实时监控，并记录保存监控数据，数据异常时，及时报警，并生

成报警记录； 

c）生产人员收到报警后，立即停止作业，检查设备，查找污染源，并及时整改，并将

整改记录以附件形式上传至信息系统。 

5.8.1.3 固废 

a）固废管理人员如实在信息系统中记录产生的固体废物种类、数量、产生环节以及流

向； 

b）信息系统对固废数据进行统计，生成月报表。 

5.8.2 环境监测 

填埋场依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

等国家标准规范和环评文件，对填埋场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a）制定监测方案，明确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监测方法、评价标准，重点

点位和区域设置在线监测系统； 

b）按照制定的监测方案定期组织开展填埋场周围环境采样和分析工作； 

c）发现监测数据异常分析原因，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 

d）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编制月报、季报和年报； 

e）将《监测方案》、《月报》、《季报》、《年报》及时上传信息管理系统； 

f）根据国家相关要求进行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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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危废处理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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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危废储存场所管理制度 

 

xxx废物处置中心废物贮存场所管理制度 

 

仓库是中心安全重地，所有进出库房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本规定作业，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一、废物入库 

1、固体废物入库贮存前必须进行检验，确保同预定接收的固体废物一致，验收的内容

包括数量、包装、类别等。入库存放按废物类别、时间、产废单位等分区贮存，对入库的每

包废物及时粘贴对应标签；并填写废物入库登记单。 

2、固体废物特性未弄清的不予入库，包装要符合要求，损毁的，有泄漏的不得入库。 

3、登记入册必须注明固体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时

间、入库人等，登记册必须清洁、明了、保存完好、及时归档。 

二、废物出库 

1、经过质检部化验结果可直接填埋的废物，可直接出库至填埋，严禁化验结果未出或

未进行化验的废物出库。 

2、经过质检部化验结果不予直接填埋的废物，运至预处理车间根据质检部提供的药剂

配比量进行稳定化/固化操作。 

3、废物出库人应按库房管理规定安全出库。 

4、出库废物应及时填报废物出库登记单。 

三、库房管理 

1、操作人员进入库房作业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 

2、库房禁烟、禁明火，进入库区的人员，作业车辆装卸，搬运货物必须轻装、轻卸，

严禁碰、击、拖拉、滚动。 

3、盛装在容器内的同类货物可以叠堆存放，每个堆间应有搬运通道约2米，每个堆必须

在明显位置放置标牌、路锥，标牌应包括固体废物名称、重量、成份、特性以及相应的安全

措施等。 

4、不得将不相容的固体废物混合或合并存放。 

5、腐蚀性物品，包装必须严密，不允许泄漏，严禁与其他废物混合存放。 

6、仓库工作人员必须对存放的固体废物，包装容器，贮存设施等进行检查，发现破损

及时采取措施清理、修补、换装。 

7、保持库区的清洁、明了，库房的通讯设施、照明设施、安全防范设施、消防设施、

应急防范设施、警示标志等必须保持完好、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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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危废产品入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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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危废产品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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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危废产品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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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危废产品填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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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危废填埋信息汇总表 

 

 

 

 





 

 

 

 

刚性安全填埋场信息化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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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随着工业的发展，排放的危险废物日益增多。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的危险废物产生量超

过3亿吨。由于危险废物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近年来，国家对危险废弃物的管

理越来越重视，积极制定危废管理的相关法规、制度及标准规范。目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转移联单、应急预案、经营情况报告等相关制度得到积极推行，全国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大大增加。一些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地方法规也相继出台，以《固体法》为基础，相

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相配套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基

本形成。 

填埋是我国危险废弃物最终处置的重要方式，也是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目前

涉及我国危险废物填埋的法律法规主要为污染控制方面，如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

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等，对于填埋场运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少之又少，无法为现有以及将

来建设的危险废物填埋场的管理提供依据与指导。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德国地下盐矿危险废物处置场会将

废物分别固定封存起来，每一种废物都有详细档案，包括产生的工艺、具体性质等，需要的

话，可以准确拿到样品，可以准确知道其特性，可以直接进行试验，且德国填埋场在运行中

会对其场地地下水上游和下游分别定期采样分析，来确定填埋场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与此

同时对填埋场渗滤液进行分析，并将分析数据记录在计算机系统中，这样，在出现事故时就

可以准确地找到原因所在。 

国内目前在这方面做的较好的是广东省危险废物综合处置示范中心，它是全国第一个由

环境保护部验收的综合性危废处置项目，也是广东第一家必须由环境保护部发证的处理企

业。处置中心管理规范，利用条形码标签代替手工记录管理危废信息，通过库位动态图管理，

清晰掌握各仓储区域废物暂存情况，地下设有8层保护膜防渗漏，“示范中心”山脚门口处

设置电子公告牌，还向公众公开实时监测数据。 

南京绿环废物处置中心将国内外先进技术运用到填埋场的建设中，按照“安全性、兼容

性、便捷性、真实性”原则设计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在传统管理模式中，产废单位和

处置单位对填埋过程进行手工记录，无法把控全流程，且环保管理部门不能监控危险废物去

向流程的全过程，在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因人工管理不规范而存在众多隐患，还存在突发环

境事件的预警和上报监控中心相对滞后的缺陷，不利于填埋场的安全运行。南京绿环废物处

置中心建设了一套可追溯的系统，运用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形式记录接收每车每袋废物

的详细信息，提高处理速度和处理标准，记录详细的工作流程，后台提供数据报表分析统计

功能，各种数据的导出；方便今后的数据查询、调用。通过建立危险废物处置（HWD）管理

平台，达到全面控制危废处置环节，有效规范危废管理台帐，切实落实危废规范化管理要求，

助力环保部门及时、真实、准确、动态掌握危废信息，提高危废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管

理水平。实现废物处置全流程环境管理和危废终极填埋的信息化动态管理。 

该中心采用钢筋混凝土的刚性结构作为危险废物填埋场基本结构，以钢筋混凝土垂直防

渗为主要防渗构造。采用网格化填埋技术，将填埋库分为M个区域，每个区域分为N层。对危

险废物进行区域、分层填埋。并以填埋库编号（K）-层数-区域格式记录填埋的详细位置，

同时详细记录每层填埋高度。如：K3-03-H，表示3号填埋库、第3层、H区域。危险废弃物填

埋后，废物种类、产废单位、填埋位置、重量、每层的填埋高度等数据将通过信息平台录入

系统，系统自动生成填埋汇总图和填埋位置表，从而实现每袋危废的准确定位。 

截止到2018年3月31日，南京绿环废物处置中心共计接收37家产废单位的13个类别的危

废44164吨，安全处置43806吨，安全处置率99.2%，实现了危废接收流程和安全处置流程的

规范化运营。该中心这套信息化管理系统代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危废填埋场先进管理的典范，



 

 

吸引了各级领导、行业专家、危废处置单位的同行以及广大市民、媒体前来调研、参观、交

流、学习，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为了将南京绿环废物处置中心的先进管理模式进行总结与推广，规范安全填埋场信息化

管理操作，在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下，南京绿环废物处置中心、江苏弗瑞得雷环保咨询

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北京高能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无

锡市固废环保处置有限公司为合作单位，共同编制刚性安全填埋场信息化管理指南（团体标

准）。 

2 编制的主要原则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提高危废处置的精细化、可视化水平，实现危险废物刚性填埋的信息化，为最

终实现危废管理的智能化和危废的资源化，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刚性安全填埋场的设计要求、信息化管理的设备要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

的程序及刚性安全填埋场信息化管理的要求。本标准的制定填补刚性填埋场信息化运行管理

要求的空白，为将来刚性安全填埋场的建设运行管理提供依据。未来环保管理部门可进一步

加强对危险废物处置全流程的监控，实现危险废物处置全流程的可视化、透明化管理，危险

废物处置单位管理将愈加规范。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目前国家关于危险废弃物的标准和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危险废弃物的鉴

别（《国家危险废物名录》；HJ/T298-2007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GB5085-2007 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2）危险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储存（GB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

术条件；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GB185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3）危险废弃物的填埋（HJ2042危险废物处置工程

技术导则；《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GB18598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 

上述的这些法律、法规及标准主要针对的是危险废弃物进入填埋场之前的流程，对于危

险废弃物进入填埋场后的管理规范缺乏。 

4 主要工作过程 

（1）2018年6月 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立项； 

（2）2018年6月-2018年7月 国内外资料调研、绿环现场调研； 

（3）2018年8月-2018年9月 标准编写，完成初稿； 

（4）2018年9月 工作组讨论初稿，形成修改意见； 

（5）2018年10月-2018年11月 进一步调研，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包括正文和附录。 

正文中对唯一信息识别码和网格化填埋进行了定义，明确了刚性安全填埋场设计和建设

的技术要求，规定了危险废弃物刚性填埋场的信息化管理的流程，可为其他刚性安全填埋场

的运行监督管理提供了参考。 

附录中给出了危险废弃物刚性填埋场信息化管理流程中涉及的表格和管理制度。 

6 条文说明 



 

 

1、刚性安全填埋场功能分区 

要能实现危险废物全流程环境管理和危废终极填埋的信息化动态管理目标，填埋物的

准确定位是关键。填埋场的功能分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首先将填埋库分为M个

区域，每个区域分为N层。对危险废物进行分区域、分层填埋，并以填埋库编号(K)-层数-

区域格式记录填埋的详细位置，同时详细记录每层填埋高度，从而实现网格化填埋。这种

填埋技术还可以为未来危险废弃物的再提取提供条件。 

2、按照“安全性、兼容性、便捷性、真实性”原则设计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 

安全性：可监控并追溯每袋危废处置的全过程。兼容性：数据开放，系统可扩展，与

省级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对接。便捷性：可明显提高危废管理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

平。真实性：所有原始数据不可修改，真实记录。 

通过可追溯的系统，借助信息识别码（二维码等）将管理流程中的危险废弃物信息进

行记录与存储，同时可提供数据报表分析统计功能。所有信息一经录入真实、可靠、不可

修改。 

3、模块设计 

信息化平台设计七大模块：基础资料、危废处置、检索统计、台账管理、环境监测、

信息发布、系统管理。这七大模块是实现危险废物全流程环境管理和危废终极填埋的信息

化动态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 

基础资料模块是危险废弃物的基础信息。危废处置模块通过每袋危废对应的唯一信息

识别码（二维码等），贯穿整个危废处置流程，在这个模块中，所有危废的信息将在每个

流程被核对验证，同时又会增加写入下一个流程的信息。检索统计模块可准确检索每袋危

废的处置状况。台账管理模块可系统全面的对危废处置进行汇总管理。环境监测模块是依

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等国家标

准规范和环评文件，对填埋场开展环境监测的信息，并提供报告下载等功能。信息发布模

块主要是统计图、填埋信息、库存信息、填埋位置、栏目列表。系统管理模块包括用户管

理、角色管理、日志管理、菜单管理、数据字典、系统维护升级等功能。 

4、通过电脑终端实现提供废物信息的基础情况录入，以及唯一信息识别码的生成，并

提供相应接口给app调用。 

唯一信息识别码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可唯一代表物体本身，是衔接现实物理世界

与虚拟信息世界的钥匙。它是使用专用的读写器及专门的可附着于目标物的标签，利用频

率信号将信息由标签传送至读写器。 

现有的信息识别码包括条形码、二维码等。相比于条形码的单方向信息表达，二维码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存储信息，信息量大大增加。同时由于条形码只能包含字母和数字，尺

寸相对较大，空间利用率较低，且遭到损坏后便不能阅读，因此需要更先进的记录方式。

二维码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

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

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识别功能及处理图

形旋转变化的特点。这就更加适应危险废弃物全过程管理的需求，为其提供了技术上的保

障。 

为了适应未来识别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此处用统称为信息识别码。 

5、深化应用 

该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可视化、智能化方面的深化应用：利用可视化数据挖掘技术，用

更直观的方式将危废处置业务流程各区域内各类经营数据系统的、完善的展现出来。更加

直观、智能，从而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从接收、贮存、填埋、封场全过程的

智能化操作，确保危废填埋库运行期间和封场后的长期环境安全。 



 

 

6、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是将危废管理流程与信息化系统相结合，实现危废信息化、可视化、科学化

管理，为迈向智能化和资源化打下基础。整个运营管理包括危废的接收、入场与贮存、检

测、预处理、填埋、封场、环境要求七个环节。每个环节的操作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

法规或技术规范操作，借助信息识别码将管理流程中的危险废弃物信息进行记录与存储，

所有危废的信息将在每个环节开始前被核对验证，同时又会增加写入下一个流程的信息。

所有环节的信息及检测报告等可导出，但不可修改。该运营管理的内容规范了刚性填埋场

危险废弃物管理的整个流程，具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