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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58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0 年  第 75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保障人体健康，现批

准《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HJ 588—2010）。 
该标准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10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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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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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污染，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促进新农村建设，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固体废物的控制原则、控制技术和管理措施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10 月 1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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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植物性废物、畜禽养殖废物和农用薄膜等三种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原则、技

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农业种植、畜禽养殖等产生的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管理，实现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574—2010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T 8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业固体废物 
指农业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植物种植业、动物养殖业及农用塑料残膜等。 

3.2   
农业植物性废物 
指农作物在种植、收割、交易、加工利用和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源自作物本身的固体废物，主要包

括作物秸秆及蔬菜、瓜果等加工后的残渣。 
3.3   

畜禽养殖废物 
指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畜禽舍垫料、脱落毛羽等固体废物。 

3.4   
农用薄膜 
指用于农作物栽培的，具有透光性和保温性特点的塑料薄膜。可提高温度和湿度，防止霜冻或暴雨

的机械损伤，促使作物提前萌发，并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包括棚膜和地膜两大类。 
3.5   

秸秆还田 
指将秸秆等植物纤维性废物直接或堆积腐熟后退还土壤，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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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堆肥化 
指利用自然界广泛分布的微生物或人工添加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人为调节和控制，促进可生

物降解的有机物向稳定的腐殖质转化的生物化学过程。 
3.7   

氨化 
指利用氨水、液氨或尿素、碳铵的水溶液对切碎的秸秆进行氨化处理，以改善其作为饲料的适口性

和营养价值。 
3.8   

青贮 
指利用乳酸菌等微生物在厌氧条件下对秸秆等物料进行发酵处理，以改善和提高其作为饲料的适口

性和营养价值。 
3.9   

热喷法 
指将秸秆装入饲料热喷装置中，向内通入过饱和水蒸气，经一定时间后使秸秆受到高温高压处理，

然后对其突然降压，使处理后的秸秆喷出，从而改变其结构和某些化学成分，提高饲料营养价值和适口

性。 
3.10   

生物质气化 
指通过气化装置，将低品位固体生物质燃料转换成高品位气体燃料的热化学技术。 

3.11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 
指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将农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干燥、粉碎等预处理后，利用特殊的生物质

固化成型设备将其挤压成规则的、密度较大的成型燃料。 
3.12 

农田生态拦截系统 
指在不需要额外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利用生态工程对农田普遍存在的排水沟渠和田埂进行改造，通

过植物吸收、基质吸附降解以及节制闸与植物降低流速、沉降泥沙等要素联合作用，使农田 N、P 营养

元素 大限度地在农田系统内部循环利用，进一步截留农田排水中的养分，减少农田养分排入受纳水体

的量。 
3.13 

侧膜栽培 
指将农用地膜覆盖在作物行间，作物栽培在农膜两侧，以保持土壤水分，提高土壤温度，促进农作

物生长。 
3.14 

适时揭膜 
指改作物收获后揭膜为收获前揭膜，筛选作物的 佳揭膜时期。 

3.15 
“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 
指将日光温室、畜禽养殖、沼气生产、蔬菜花卉种植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 

3.16 
“猪沼果”（菜、菌、药、花）生态农业模式 
指将畜禽养殖、沼气生产和种植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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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五配套”生态农业模式 
指将果园、集雨设施、沼气系统、太阳能猪圈、厕所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 

4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原则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需紧密结合农业生产，以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基本原则，依

据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种植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经济有效、管理简便的控制措施，

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农业植物性废物污染控制措施 

5.1  减量化技术措施 

5.1.1  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提高种植业废物综合利用率，减少污染。 
5.1.2  推广集约化种植模式，提高秸秆收集率，对秸秆进行集中处理与循环再生利用。 

5.2  资源化技术措施 

5.2.1  采取秸秆还田、堆肥、饲料化、能源利用、工业原料利用等多种途径，实现农业植物性废物的

资源化利用。 
5.2.2  通过堆腐还田、高留茬还田等多种秸秆还田方式，将秸秆等有机植物性废物作为肥料施入农田，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 
5.2.2.1  堆腐还田技术。技术要点：（1）备料。按每 500 kg 秸秆用速腐剂（如腐秆灵菌剂）0.5～
1.0 kg，尿素 2.5～3.5 kg 或碳酸氢铵 5～7.5 kg（可用 10%的人畜粪代替氮肥）。（2）挖坑。将脱粒后的

秸秆，靠近水源、就场头地头，挖宽 1.5～2 m、长 3 m、深 0.4～0.6 m 的长方体坑，并将挖出的泥土作

四周围埂，以防肥水流失，可留一部分作压膜用。（3）堆放。将秸秆分 3 层堆平，第一层堆高 50～60 cm，

浇透水（含水量在 60%～65%），分层分量均匀撒施速腐剂和氮肥。堆高一般在 1.5～1.8 m 为宜。在浇

足水的情况下，用草叉轻轻地拍实。（4）盖膜。堆四周，调理整齐，即可覆盖农膜，膜要盖严，四周用

泥土压实，以防跑气，影响腐熟效果。（5）检查。在堆腐 10～15 d，掀开膜看堆腐地上部分是否缺水，

如缺水，还应适当补浇 1 次水再封严。在不缺水的情况下，堆腐 25～30 d 就可完全腐熟，作为基肥使

用。 
5.2.2.2  高留茬还田技术。具体办法：水稻、小麦收割时留茬高 25～35 cm，收获后再将稻（麦）茬割

倒（用机械翻耕不需要割倒），在翻耕前均匀撒在田里，用碳铵 150～225 kg/hm2 来调节碳氮比。 
5.2.3  利用秸秆、杂草、树叶、绿肥等植物性废物与人畜粪尿共同堆置成有机肥料，以改良土壤，提

高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可采用半坑式、坑式（也称地下式）或地面堆积法堆制。 
5.2.3.1  半坑式堆积法。适用于北方早春和冬季。选择向阳背风的高处建坑。坑深 0.7～1 m，坑底宽

1.7～2 m，长 2.7～4 m，坑底坑壁有井字形通气沟，沟深 17～20 cm，通气沟交叉处立有通气塔。堆肥

高出地面 1 m，加入风干秸秆 500 kg，堆顶用泥土封严。堆后一周温度上升，高温期后，堆内温度下降

5～7 d，可以翻捣，使堆内上下里外均匀，再堆置直到腐熟为止。 
5.2.3.2  坑式堆积法需设堆积坑，全部在地下堆制，堆积坑深约为 2 m。堆制方法与半坑式相似。 
5.2.3.3  地面堆积法。地面堆积法则不用设堆积坑。适用于气温高、雨量多、湿度大、地下水位高的

地区或夏季积肥。选择地势较平坦、靠近水源、运输方便的地点堆积。堆宽 2 m，堆高 1.5～2 m，堆长

视材料数量而定。堆置前先夯实地面，再铺上一层细草或草炭以吸收渗下的汁液。每层厚 15～24 cm，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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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适量加水、石灰、污泥、人粪尿等，堆顶盖一层细土或河泥，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氨的挥发损失。

堆置 1 个月左右，翻捣一次，再根据堆肥的干湿程度适量加水，再堆置 1 个月左右、再翻捣，直到腐熟

为止。 
5.2.4  利用秸秆、棉籽皮等多种农业植物性废物做培养基，栽培食用菌。技术要点：（1）稻麦秸秆处

理：将稻麦秸秆粉碎，喷水淋湿后，堆成直径 1～1.8 m 的圆堆压紧，盖上薄膜发酵 3～5 d。发酵后的

稻麦草粉要保持其含水量为 70%左右，pH 值为 8 左右。（2）选地栽培：室内外均可，在室外需搭棚遮

阴，以免阳光直射。接种前制作一个 70 cm×20 cm×35 cm 的木制模框，先在框内铺一层发酵好的稻麦

草粉，踩实后，四周撒一圈食用菌菌种和麸皮；然后，再铺一层草粉，再撒菌种和麸皮。如此一共铺 4
层稻麦草粉，撒 3 层菌种和麸皮， 后一层草粉铺得薄一些，要保证透气。一般每块培养基用 5～7.5 kg
稻麦草粉、0.25～0.38 kg 食用菌菌种和麸皮， 后盖上一层塑料薄膜。（3）发菌培养：菌丝生长期间要

满足温度、湿度和透气的要求。温度要控制在 35℃左右，夏季气温上升快，加上稻麦草粉发热，易导

致培养基升温超过 40℃，此时要揭膜降温。培养基含水量宜控制在 70%，一般不需要喷水，以免引起

杂菌污染。（4）采后处理：幼菇的子实体充分长大后即可采收。一般可采 3～4 茬食用菌，此后的培养

基可作为优质的有机肥施回农田。 
5.2.5  采用切碎、粉碎、氨化、青贮、热喷等方式，对秸秆进行加工，提高秸秆饲料的营养价值。 
5.2.5.1  氨化技术：将小麦秸秆进行堆垛，或者投入窖池或氨化炉，加入尿素，使其氨化，生成饲料，

改善秸秆的适口性和提高利用率。 
5.2.5.2  青贮技术：将新鲜的秸秆填入密闭的青贮窖或青贮塔内，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达到长期保

存其青绿多汁营养特性的目的。 
5.2.5.3  热喷技术。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经蒸汽处理后，进行增压、突然减压、热喷处理，原料受到热

效应和喷放机械效应两个方面的作用后，改变了结构，提高了消化率。 
5.2.6  利用沼气发酵、生物质气化、固化成型燃料、供热、发电等技术，实现农业植物性废物的能源

利用。 
5.2.6.1  沼气发酵制沼技术。工艺技术参数可参照 HJ 574—2010。 
5.2.6.2  气化技术。将秸秆收集，在缺氧状态下加热秸秆，生成一氧化碳、氢气、甲烷等可燃性气体，

成为可直接提供生活和工业用的优质能源。 
5.2.6.3  压块成型及炭化技术。将秸秆粉碎，用机械方法在一定的压力下挤压成型，利用炭化炉将秸

秆压块进一步加工处理，生产出可供烧烤等使用的木炭。 
5.2.6.4  供热技术。秸秆收集后进行前处理，采用螺旋下伺式进料方式进入秸秆锅炉，保证清洁燃烧。

秸秆锅炉要求采用双燃烧室及挡火拱的结构，采用烟、火管的形式，将辐射换热面与对流换热面适当地

进行分配，保证炉体紧凑、结构简单。 
5.2.6.5  生物质发电技术可分为直接燃烧、气化燃烧和混合燃烧发电等几种技术类型。生物质燃烧发

电技术类似燃煤技术，燃烧产生的蒸气通过汽轮机或蒸汽机系统驱动发电机发电，该技术已经进入商业

化应用阶段。混合燃烧是利用现有电厂的设备，生物质部分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进行利用的一种形式，分

为直接混合燃烧、间接混合燃烧和并联燃烧三种方式，均已在示范或商业化项目中得到应用。 
5.2.7  可根据各类农业植物性废物的不同性质特点，生产工业原料、包装材料和建筑装饰材料，以及

保温材料、农艺编织制品等。 
5.2.8  利用不同种类农业植物性废物的成分特点，开发制糖技术和生产蛋白技术。 

5.3  污染控制管理措施 

5.3.1  对农业植物性废物的处理处置应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5.3.2  不应露天随意堆放农业植物性废物，防止污染土壤和自然水体。 
5.3.3  在农业耕作区域建立农田生态拦截系统，控制地表径流，减少径流养分向水体的排放，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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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避免水体污染。 
5.3.4  秸秆处理处置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和要求，不宜露天焚烧秸秆。 
5.3.5  鼓励和扶持秸秆的综合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推广。 

6  畜禽粪便污染控制措施 

6.1  减量化技术措施 

6.1.1  推动小规模、散养畜禽养殖向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养殖模式发展。 
6.1.2  小规模养殖场和散养应结合沼气池建设，有机肥生产，采取“四位一体”、“猪沼果（菜、菌、

药、花）”、“五配套”等生态农业模式。相关技术要求参照 HJ 574—2010。 
6.1.3  在保障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的条件下，可采用生物发酵床等技术在畜禽舍中以木屑等为垫料，

接种特定微生物，使畜禽粪便在垫料中原位降解。 

6.2  资源化技术措施 

6.2.1  采取高温好氧堆肥、沼气生产等生物处理和利用方式，实现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6.2.2  高温好氧堆肥化利用技术。将畜禽粪便和含 N、P、K 等元素的添加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在有氧

条件下，借助嗜氧微生物的作用，使堆料自行升温、除臭、降水，在短期内实现有机堆肥。 
6.2.3  沼气生产。以畜禽粪便为原料，在隔绝氧气的条件下，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将其中的碳元素分

解为可燃气体。 

6.3  污染控制管理措施 

6.3.1  畜禽粪便及产生的污水、固体废物、恶臭气体应集中收集处理，避免人畜混居。畜禽养殖产生

的污染物控制按照 HJ/T 81 和 GB 18596 的规定执行。 
6.3.2  堆肥处理技术应符合 GB 7959 的相关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物按照 HJ/T 81 的规定

进行处置。 
6.3.3   鼓励发展节水型养殖技术，推广养殖粪便废水处理及重复利用技术。 
6.3.4  加强畜禽粪便污染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定与本地区畜禽业发展相适应的相关规定，指导养

殖场的布局和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工作。 

7  农用薄膜污染控制措施 

7.1  农用薄膜的选用 

7.1.1  选用的农用薄膜应具有安全性、适用性、经济性的特点。 
7.1.2  提倡选用厚度不小于 0.008 mm、耐老化、低毒性或无毒性、可降解的树脂农膜。 
7.1.3  鼓励与推广使用天然纤维制品替代塑料农膜。 

7.2  污染控制技术措施 

7.2.1  优化覆膜技术，推广侧膜栽培技术、适时揭膜技术，降低连续覆盖年限。 
7.2.1.1  侧膜栽培技术。将农用地膜覆盖在作物行间，作物栽培在农膜两侧，既保持土壤水分，提高

了土壤温度，促进了作物生长，又不易被作物扎破地膜。待作物生长到一定阶段，即可把地膜收回，防

止地膜对土壤的污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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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适时揭膜技术。技术要点：海拔高度不同，揭膜时间有所差异。1 000 m 以上的高山地区，适

时揭膜可缩短到在覆盖地膜后 80 d 揭膜，1 000 m 以下地区，可在覆盖地膜后 45 d 揭膜。不同作物，适

时揭膜期不同。如花生在封行期揭膜、棉花在现蕾期揭膜、玉米在大喇叭期揭膜。适时揭膜技术可缩短

覆盖地膜的时间，提高地膜的回收率，减少地膜对土壤的污染，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

展。 
7.2.2  选用适宜的栽培种植方式，如整地时间、整地方式和起垄方式等。 
7.2.3  注重废旧膜的回收和再加工利用，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合理采用清膜机械，加强废旧膜回收

利用。结合回收地膜再生加工技术，开发深加工产品，促进废旧膜回收。 

7.3  污染控制管理措施 

7.3.1  大力推广可降解农膜的生产和使用。 
7.3.2  改进农艺管理措施，有效地降低农膜在土壤中的残留，减少污染。 
7.3.3  开发优质农膜，提高塑料地膜的使用寿命，以利于农膜回收或重复使用。 
7.3.4  加强农膜回收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回收技术水平，建立农膜回收相关办法，提高农膜的回收率。 
7.3.5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农膜残留危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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