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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危险废物因其爆炸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以及感染性等特性, 在全球污染治理中备受关注。中

国也陆续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规范危险废物的处置行为。近年来食品检测行业迅速发展, 各地都在新建食品
检测实验室, 但常常由于缺乏专业人员、操作指导以及人员意识淡薄等因素, 忽略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处置。本
文通过对食品检测实验室危废处置现状的分析, 阐述了其主要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期给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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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azardous wastes disposal in
food testing laboratories
WANG Wei, ZHANG Ya-Han, CAI Wen, ZHANG Ling, CAO Ye-Zhong, WANG Yong-Kui, LI Pei *
(Suzhou Institute For Food Control, Suzhou 215100, China )

ABSTRACT: Hazardous wastes have been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global pollution control due to their
explosive, toxic, inflammable, reactive and infectious characteristics. China has also issued a number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regulate the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 In recent years, the food test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new food testing laboratories are being built in various places. However, due to lack of professionals,
operating instructions, and weak personnel awareness, the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 in the laboratory is often
ignore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in food testing laboratories, explained its
main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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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近年来危险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 2017 年危险废物产生量

言

比 2013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未

危险废物不仅对周围的空气、水、土壤构成危害, 还
能通过多种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2]

[3]

, 由表 1 可知,

有明显增加, 因此对危险废物的合法处置已成为国家、各省
市环保督查的重点。国家环保部于 2016 年发布了新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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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危险废物名录》(以下简称 2016 版名录), 此版名录将上版

2.3

名录中 49 大类 400 种危险废物调整为 46 大类 479 种[4], 使
得危险废物的处置分类更加细化、更具有操作性。
伴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战略”的实施 [5], 各地都在加大
食品抽检力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6]中提出, 到 2020 年,
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 4 批次/千人,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 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
在 98%以上, 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基本得到
控制。无论是政府背景还是民间资本的食品检测机构都在

危废处置执行不到位, 缺乏处置意识
虽然针对危废处置的各类督导、检查频率不断增加,

部分食品检测机构管理者仍存有“面子工程”心理, 普遍
“重业务轻环保”, 只做表面上“台账”的文章, 制定相关制
度、SOP 后就束之高阁, 对上级危废处置的规定执行不到
位, 例如在 2016 版名录“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
废物”中将含卤素有机溶剂与有毒有机溶剂、易燃易爆有机
溶剂等都设置为不同的废物代码, 而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收
集分类困难都笼统地用一个废物代码进行申报、收集和

加大软硬件投入, 检测业务量的上升必然带来危险废物量

处置。

的增加。本研究针对食品检测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管

2.4

理, 探究了食品检测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的现状、存在的
一些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期为危废实际
处置提供借鉴。

2 食品检测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的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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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置不够规范, 缺乏回收理念
各省市都在推行危废处置达标化建设, 但在实施过

程中很多问题难以彻底解决, 例如在很多食品检测实验室
规划初期未设置危废贮存场所, 实验室建成后无场所可用,
只能单独隔出一个小房间用于贮存, 无论是地面防渗、废
水导排管道等硬件设施, 还是分类贮存等具体操作上都达

配套法规不够完善, 缺乏操作指导

不到规范要求。食品检测实验室因频繁使用液相色谱仪、

近年来,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质谱仪等设备需大量的有机溶剂作为流动相 [8], 而流动相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十三五”全国危险废

废液是危险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等法律政策中对危废处

实验室普遍缺少对溶剂进行回收再利用的理念和相关技术

置都有相关的规定, 但这些法律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 更

指导, 收集时一混了之[9]。

多的是提纲挈领从宏观上进行指导, 基层也没有针对这些
法律政策制定落地细化方案, 从而了造成实验室无章可循,

2.5

危废处置专业单位较少, 缺乏处置能力

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导。同时因实验室众多、废物种类

由于危废处置的特殊性, 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较少,

复杂, 基层监管单位对各级实验室的监管及政策的宣贯也

而且往往资质不够全面、处置能力不足, 例如苏州市生态

做不到全面和全效。

环境局审批通过的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有

2.2

82 家, 具有“HW01”废物代码处置能力的只有 2 家[10], 部

危废处置起步较晚, 缺乏专业人才
食品检测行业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检测分支, 检测机

分处置单位还经常以处置能力有限拒收实验室委托处置的

构普遍存在布点分散、规模较小、业务饱和的特点[7], 很少

危险废物[11]。作为食品检测实验室, 会涉及到微生物检测,

有机构设有危废处置专员, 危废处置人员基本上都是后勤

少数实验室还会配备动物房进行动物实验, 而具备相关危

保障部门人员兼职, 而危废处置是一项专业性强的工作, 无

废处置资质的公司很少, 不但容易导致价格垄断, 还经常

论是前期拟定危险废物年度管理计划、危险废物处置达标化

出现一家实验室需要同时与几家处置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

建设, 还是后期的转移、运输, 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行业知识

议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验室处置流程的复杂

储备, 在目前的食品检测行业中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

化, 也增加了实验室的危废处置成本[12]。

Table 1
年份

表 1 2013~2017 年国内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Generation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during 2013-2017 in China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万吨

危险废物产生量
/万吨

危险废物处置量
/万吨

危废占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比例/%

2013

327702.94

82969.49

3156.89

701.20

0.96

2014

325620.02

80387.54

3633.52

929.02

1.12

2015

327079.00

73034.00

3976.11

1173.98

1.22

2016

309210.00

65522.00

5347.30

1605.80

1.73

2017

331592.00

79798.00

6936.89

2551.5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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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3.1

监管部门加强政策制定、宣贯及监督
各级监管部门特别是基层监管部门在危废管理方面

应坚持监管与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思路, 借鉴国外先进的经
验 [13], 因地制宜地制定危废处置实施细则, 加强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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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控制标准》[15]以及各地达标化建设中的具体规定设置
渗漏排污管网、照明设备以及各类警示标示等。实验室应
制定危废污染应急预案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根据预案内
容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3.4 探索危废回收再利用机制 , 开展绿色实验室
行动

的宣贯, 指导实验室危废处置规范化建设、应急预案的实

Handayani 等[16] 提出, 从源头上改进工艺和原料才能

施等工作, 解释实验室在处置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疑惑, 例

实现危废产生的最小化。食品检测流程中有部分工序所产生

如实验室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应归类在“HW06 废有机溶剂

的危废相对比较单一, 如单溶剂萃取、单组分或双组分液相

与含有机溶剂废物”相关废物代码还是“HW49”分类中的

色谱流动相中产生的废液, 这些废液可采用蒸馏进行提纯

900-047-49(研究、开发和教学活动中, 化学和生物实验室

再利用[17]。对于一些组分较复杂, 回收成本和难度较高的废

产生的废物), 废有机溶剂具体应以何种代码申报和处置

液, 实验室也应采取初步无害化处理后分类收集。在日常检

经常模棱两可把握不准确, 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给出官方权

测及科研工作中, 实验室应主动研发新的工艺, 减少高毒、

威解释让实验室少走弯路。

高危型试剂的使用[18], 从源头上减少危废的产生。

3.2

3.5

健全危废处置专业化人才配置机制

整合危废处置单位资源, 降低处置成本

实验室应通过多种举措积极配置危废处置专业化人

目前市场上危废处置单位普遍资质不全或者单项处

才。大型实验室可招聘具有相应背景和经验的危废处置或

置能力偏弱, 而食品检测实验室危废量一般不大, 但是种

者环境、安全专员, 统筹管理实验室内部危险废物处置各

类繁复且往往分类不够细致, 很多处置单位不愿意接受食

个流程, 确保危废处置依法依规进行, 同时由专员开展相

品检测实验室的危废处置需求。主管部门可导向性地培育

应制度的建立、实施、追踪和监督, 对实验人员进行持续

大型综合性的危废处置单位或者专业类别型的危废处置单

培训。小型实验室可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与专业化危废处

位, 建立处置价格反垄断制度, 从而达到资源整合降低实

置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由对方定期委派危废处置专员开展

验室危废处置成本的目的。

相关工作。

3.3

提高实验室危废处置综合能力

3.3.1

建立健全实验室危废制度, 明确各环节责任
实验室应建立一整套由计划申报、产生、转移、贮存、

4

结

论

综上所述, 食品安全检测是一项民生工程, 关乎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 食品检测实验室在履行社会职责的同时,

运送、应急演练等环节组成的危废污染防治及处置制度,

作为危废合法处置的责任主体, 也应担起社会担当, 在日

加强制度约束, 明确各环节操作流程和责任人, 各部门充

常工作中主动加强职工的绿色检验和环保意识, 做好危废

分联动, 及时有效地记录危废全流程台账, 定期将实验室

的收集、贮存、转移, 开发和运用新技术减少危废的产生,

产生的各类危废收集至危废贮存仓库, 及时交付给有资质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和工作机制, 合法合规对危废进行处

的处置公司进行处理。

置。监管部门和危废处置单位也应主动作为, 为“绿色中

3.3.2

国”和“绿水青山”贡献力量。

加强实验室人员培训, 提高危废处置意识
食品检测实验室危废源相对分散, 各个工序各类检

测仪器均可产生危废, 这其中包括无机废液、有机废液、
固废等大类, 每个大类中又需要分成各个小类进行分类收
集, 作为一线检验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核才能掌握
危废处置的相关知识。同时, 一线检验人员检验任务繁重,
如果没有牢固树立危废处置意识, 极容易造成废液堆积、
混合收集甚至任意倾倒的情况[14]。因此, 实验室人员在日
常工作中需不断强化危废处置意识, 不断更新培训内容,
做到常学常新。
3.3.3

积极完善硬件配置, 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新建实验室在设计初期应充分考虑到危废处置设施

的布局, 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三同时”验收。已建成实
验室应积极落实整改, 按照 GB 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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