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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行《公约》有关的事项：
科学和技术事项：技术准则

技术准则
关于对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
无害化管理的技术准则
秘书处的说明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
关于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
害 化 管 理 的 技 术 准 则 的 第 BC-12/3 号 决 定 ， 通 过 了 根 据
UNEP/CHW.12/5/Add.7 中的技术准则草案制定的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
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技术准则。该技术准则由中
国牵头，经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技术准则制定工作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磋
商后编制，并参考了从缔约方与其他国家收集到的评论和巴塞尔公约第九次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评论。2015 年 4 月 3 日，该技术导则被进一步修订，并参
考 2015 年 1 月 23 日前所收集的来自缔约方和其他国家的评论，以及 2015 年 3
月 17-19 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技术发展准则小
型闭幕期间工作组面对面会议的结果（见文件 UNEP/CHW.12/INF/14）。被通
过的技术准则的最终版本载于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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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对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
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技术准则
最终修订版（201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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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简称
BAT

最佳可得技术

BEP

最佳环保做法

CAS

化学文摘社

EC

欧盟委员会

EPS

发泡聚苯乙烯

ESM

环境无害化管理

EU

欧洲联盟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HIPS

耐冲击聚苯乙烯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BDD

多溴二苯并二噁英

PBDEs

多溴联苯醚，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四、五、六
和七溴联苯醚）

PBDF

多溴联苯并呋喃

PBT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CB

多溴联苯

PCDD

多氯二苯并二噁英

PCDF

多氯二苯并呋喃

PCT

多氯三联苯

PO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S

聚苯乙烯

PUR

聚氨酯

PXDD

多卤代二苯并二噁英

PXDF

多卤代二苯并呋喃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WEEE

废电气和电子设备

XSP

挤塑聚苯乙烯

XRF

X 射线荧光分析

度量单位
mg/kg

毫克/千克。相当于百万分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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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导言
范围
1. 本准则系依照若干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多边环境决定1编制，旨在为针对由
六溴环十二烷（HBCD）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
化管理工作提供指导。
2. 六溴环十二烷于 2013 年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且该修正案于
2014 年生效。
3. 本准则应结合题为《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构成、含有此类污染物或受其污
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一般性技术准则》（环境署，2015 年）（以下
称为“一般性技术准则”）一起使用。该一般性技术准则意在作为对由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构成、含有此类污染物或受其污染的废物进行管理的 “伞形”指
南，提供了与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此类污染物或受其污染的废物的性质
和发生情况有关的更多信息，以协助对其进行识别和管理。
4. 另外，关于对由六溴联苯醚和七溴联苯醚、或四溴联苯醚和五溴联苯醚
（多溴联苯醚）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
技术准则（环境署，2015 年 a）与六溴环十二烷在废电气和电子设备中的使用
问题相关。

B.

描述、生产、使用和废物

1.

描述
5. 六溴环十二烷是一种阻燃添加剂，用于延迟聚合物燃烧从而减缓建筑物、
物品、车辆和储存材料着火时的燃烧速度。
6. 六 溴 环 十 二 烷 是 六 溴 环 十 二 烷 （ 化 学 文 摘 社 编 号 ： 25637-99-4 ） 、
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化学文摘社编号：3194-55-6）及其主要非对映异构
体：α-六溴环十二烷（化学文摘社编号：134237-50-6）；β-六溴环十二烷
（化学文摘社编号：134237-51-7）；和γ-六溴环十二烷（化学文摘社编号：
134237-52-8）的总称。
7. 六溴环十二烷是由环十二碳三烯经过溴化产生的脂环族溴化氢。六溴环十
二烷的结构分子式是附溴原子的循环结构（见下图 1）。该化合物分子式为
C12H18Br6，而其分子量为 641 g/mol。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拥有六个立体
中心，从理论上讲，可以形成 16 个立体异构体（Heeb 等人，2005 年）。不
过，在商业六溴环十二烷中，常见的只有三个立体异构体，即 α-六溴环十二
烷、β-六溴环十二烷和 γ-六溴环十二烷。

1

控制危险废物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BC-11/3 和 BC-12/3 号决定；巴塞
尔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OEWG-9/3 号决定；以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缔约方会议的第 SC-6/11 和 SC-6/1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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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六溴环十二烷的结构分子式

8. 取决于厂商和所采用的生产方法不同，技术级六溴环十二烷由 70%至 95%
的 γ-六溴环十二烷和 3%至 30%的 α-六溴环十二烷和 β-六溴环十二烷组成。
9. 作为一种添加剂，六溴环十二烷只与主聚合物一起用在物理掺加物中，并
且可以在固体基质中移动，可以在寿命期内从物品表面挥发（Posner 等人，
2010 年；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欧盟委员会，2008 年）。六溴环十二
烷可以从一种材料中释放并被另一种材料吸收，但它在泡沫聚苯乙烯中的释放
率很低（UNEP/POPS/POPRC.6/13/Add.2）。阻燃添加剂在物理上与被处理材
料结合，而不是在化学上结合在一起，类似反应性阻燃剂；因此，至少有部分
会从聚合物基质内向外移动或在基质内部移动。有很多因素影响六溴环十二烷
在聚合物内的移动，包括其低蒸汽压力、低水溶解性和预期的高有机碳水分配
系数。不过，有些聚合物或产品表面的六溴环十二烷可在产品使用或处置期间
被 释 放 到 环 境 中 （ 加 拿 大 环 境 部 和 加 拿 大 卫 生 部 ， 2011 年 ；
UNEP/POPS/POPRC.7/19/Add.1；美国环保局，2014 年）。
10. 六溴环十二烷在全球环境中非常普遍，发现在北极顶级捕食动物体内的水
平升高。在生物区系中，六溴环十二烷具有生物浓缩和生物积累特性，并且在
较高营养层级具有生物放大的特性。六溴环十二烷在啮齿类动物胃肠道中吸收
很好。在人体血液、血浆和脂肪组织中都发现六溴环十二烷。测量和模拟数据
表明，六溴环十二烷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初级降解；不过，它在环境的最终降
解预计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加拿大环境部和卫生部，2011 年）。六溴环十二
烷的主要转化产物是 1,5,9-环十二碳三烯（CDT），通过六溴环十二烷的逐步还
原脱卤形成（UNEP/POPS/POPRC.6/13/Add.2/）。
2.

生产
11. 《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应禁止和（或）消除对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
已经通知秘书处其打算利用有限时间的特定豁免生产《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中规定的建筑物用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的除外。另外，2014 年
修正案没有自动生效的国家将继续以任何用途生产六溴环十二烷，直到它们批
准化学品被列入附件 A 的修正案为止。关于六溴环十二烷生产的信息可参见斯
德哥尔摩公约网站（www.pops.int）关于特定豁免的登记册。关于缔约方对斯
德哥尔摩公约中所列六溴环十二烷的修正案的批准情况的信息，可登录联合国
条约科网站（https://treaties.un.org/）查阅。
12. 六溴环十二烷自 1960 年代末期投入世界市场，现仍被用于生产发泡聚苯乙
烯和挤塑聚苯乙烯建筑材料。其主要生产地为中国、欧洲联盟（欧盟）、日本
和美国。据估计，全世界 2011 年的六溴环十二烷总产量约为 3.1 万吨，其中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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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吨由欧盟和美国生产，另外 1.8 万吨是由中国生产
（UNEP/POPS/POPRC.7/19/Add.1、UNEP/POPS/POPRC.8/16/ Add.3）。相较之
下，2001 年，欧洲对六溴环十二烷需求量为 9500-1.65 万吨，亚洲为 3900 吨，
南美洲和北美洲为 2800 吨（其他数据可查阅 UNEP/POPS/POPRC.7/19/Add.1
和 UNEP/POPS/POPRC.8/16/Add.3）。
13. 直到 2014 年前后，即替代品可以大量生产时，六溴环十二烷还是“一步
法”生产阻燃发泡聚苯乙烯的原料时唯一技术可行的阻燃剂。“一步法”生产
工艺在欧洲很流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不太经济的、使用非六溴环十二烷阻燃
剂的“二步法”生产工艺（美国环保局，2014）。
3.

使用
14. 《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应禁止和（或）消除对六溴环十二烷的使用，
已经通知秘书处其打算利用有限时间的特定豁免生产《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中规定的建筑物用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的除外。2014 年修正案
没有自动生效的国家将继续以任何用途生产六溴环十二烷，直到这些国家批准
化学品被列入附件 A 的修正案为止。关于六溴环十二烷的豁免使用的信息可参
见斯德哥尔摩公约网站（www.pops.int）特定豁免的登记册。关于缔约方对斯
德哥尔摩公约中列出的六溴环十二烷的修正案的批准情况的信息可参见联合国
条约科网站（https://treaties.un.org/）。
15. 六溴环十二烷主要用于降低发泡聚苯乙烯（EPS）和挤塑聚苯乙烯
（XPS）泡沫和纺织品的可燃性。据估计，超过 90%的六溴环十二烷被用作发
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中的阻燃剂，而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被用
作建筑行业内工业和住宅隔热材料（UNEP/POPS/POPRC.7/19/Add.1）。除了
建筑行业，聚苯乙烯（PS）泡沫也被用作冷却机隔热材料、包装材料、装饰和
饰品，尽管这些用途通常不是为了阻燃。用作发泡聚苯乙烯的阻燃剂取决于地
方要求以及可用发泡聚苯乙烯原材料的质量（后勤原因）。根据一份欧盟技术
报告（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六溴环十二烷不用于食品包装材料，但
包装材料中也有阻燃发泡聚苯乙烯（欧洲发泡聚苯乙烯生产厂家，2009 年）。
16. 根据地方建筑法规和消防规章的不同，各国对阻燃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
苯乙烯隔热材料的使用大不相同。由于聚苯乙烯泡沫隔热材料的体积和规模庞
大，且相关运输费用高，故一般都是根据本地市场要求定制，其生产主要用于
本地消费，而不是用于出口（Posner 等人，2010 年；溴科学与环境论坛，2011
年）。在有些国家，事实上所有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都具有阻燃性，
而在其他国家，只使用无阻燃剂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使用多
大浓度的六溴环十二烷取决于所用聚合物以及产品必须满足的消防要求
（UNEP/POPS/POPRC.7/19/Add.1）；各国使用的六溴环十二烷浓度各不相
同。不同材料中使用的六溴环十二烷的典型浓度如下表 1 所示。
表 1：不同材料中使用的六溴环十二烷典型浓度

2

阻燃材料

六溴环十二烷含量（毫克/千克）

发泡聚苯乙烯

5,000-10,0002

加拿大和 PlasticsEurope/Exiba 提交给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意见书，2011 年
（UNEP/POPS/POPRC.7/1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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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塑聚苯乙烯

8,000-25,0003

纺织品背面涂层

60,000-150,0004
22,000-43,0005

纺织品
耐冲击聚苯乙烯

10,000-70,0006

17. 六溴环十二烷不太常见的用法是用于住宅和商业软包家具的防火纺织品和
纺织品背面涂层、交通工具的座位、窗帘、墙面装饰和布料。纺织品的阻燃处
理可以通过注入或喷洒或通过将阻燃聚合物纺入织物纱线的方式进行。阻燃织
物的生产所使用的六溴环十二烷的浓度比聚苯乙烯泡沫生产使用的浓度高很
多。
18. 六溴环十二烷的其他少量用途包括添加到粘合剂和油漆中以及添加到电子
和电气设备的耐冲击聚苯乙烯中，从而使之具有阻燃性。在这些用途中，六溴
环十二烷多数已被其他阻燃剂所取代。
19. 多数六溴环十二烷是被欧洲联盟使用的，但其在中国的使用量在过去数十
年里一直在增加（UNEP/POPS/POPRC.6/13/Add.2、UNEP/POPS/POPRC.7/19/
Add.1 和 UNEP/POPS/POPRC.8/16/Add.3）。
4.

废物
20. 针对大容量和高浓度废物流的行动将对消除、减少和控制废物管理活动中
六溴环十二烷的环境负荷极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认识到以下因素：
(a)
六溴环十二烷在全球的主要应用是作为建筑隔热的发泡聚苯乙烯
和挤塑聚苯乙烯中的阻燃剂（超过 90%的六溴环十二烷用于这一目的），而其
在纺织品和电子和电气设备的耐冲击聚苯乙烯中的应用相较而言不是很重要
（溴科学与环境论坛，2011 年；UNEP/POPS/POPRC.6/13/Add.2 其中的参考文
献，包括：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 年；
INE-SEMARNAT，2004 年；LCSP，2006 年；以及溴科学与环境论坛，2010
年）。据可用评估估计，与生命周期其他阶段即产品和废物的释放量相比，六
溴环十二烷在生产和化学品使用期间向环境的排放量很小（欧盟委员会，2008
年）。不过，发泡聚苯乙烯原材料生产所产生的损失很高，除非对六溴环十二
烷 化 学 品 包 装 材 料 （ 包 装 袋 ） 进 行 适 当 管 理
（ UNEP/POPS/POPRC.6/13/Add.2 ） 以 及 应 用 最 佳 环 境 实 践
（UNEP/POPS/POPRC.6/13/Add.1 和 Add.2）。从聚苯乙烯泡沫加工过程中产
生的释放量预计比织物喷涂含六溴环十二烷背层的相关释放量低很多（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2009 年）；
(b)
产品和物品中存在六溴环十二烷释放（欧盟委员会，2008 年；
Miyake 等人，2009 年；Kajiwara 等人，2009 年），但与产品消费使用期间释
3

BFRIP，2005 年，XPSA 和 CPIA，PlasticsEurope/Exiba 提交给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意见
书，2011 年（UNEP/POPS/POPRC.7/19/Add.1）。
4
欧盟委员会，2008 年；加拿大环境部和卫生部，2011 年
（UNEP/POPS/POPRC.7/19/Add.1）。
5
Kajiwara 等人，2009 年。
6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UNEP/POPS/POPRC.7/1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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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有关的估计数字有很大不确定性（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聚苯乙
烯泡沫的释放量低（UNEP/POPS/POPRC.6/13/Add.2），因为六溴环十二烷被
融入塑料聚合物基质中，阻碍了六溴环十二烷的移动以及通过接触表面的曝
露。不过，将六溴环十二烷用作织物中的阻燃添加剂可能导致在清洗织物期间
污染地表水。另外，由于在织物寿命期内穿戴该织物产生的排放量也是可以预
期的（欧盟委员会，2008 年）；
(c)
由于六溴环十二烷主要用于使用寿命长的产品，故废物管理成为
六溴环十二烷向环境释放的一个潜在增长来源。在拆除建筑物的阻燃保温材料
时，灰尘中可能有些六溴环十二烷释放，但这些建筑场所的未来排放（例如，
在维修或拆除老建筑物、道路、铁路及其他结构期间）将取决于拆除建筑物所
使用的技术（欧盟委员会，2008 年）；
(d)
工业和城市废水排入地表水和垃圾填埋渗滤液也有可能释放六溴
环十二烷。关于填埋渗滤液中含有六溴环十二烷数量的信息不多；不过，考虑
到六溴环十二烷的水溶性不高，相信填埋场中六溴环十二烷从聚合物产品表面
释放的数量有限（加拿大环境部和加拿大卫生部，2011 年）。
21. 废物可能含有浓度不等的六溴环十二烷，其浓度取决于其在具体产品中的
最初使用量，以及在产品使用和报废管理期间的释放量。不过，保温泡沫材料
中六溴环十二烷的浓度预计会保持稳定，原因是其使用寿命期内推定六溴环十
二烷排放率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09 年）。纯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和废六溴
环十二烷混合物构成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这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总
量（以下简称“六溴环十二烷废物”）（UNEP/POPS/POPRC.7/19/Add.1）中
很少一部分。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可能成为建筑废物、废电气和电子设
备、纺织品废物、废家具、废旧车辆或家庭废物。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可出现
在：
(a)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
（一）

纯六溴环十二烷；

（二）

无法再使用的废弃六溴环十二烷；

(b)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
（一）

发泡聚苯乙烯珠；

（二）

挤塑聚苯乙烯母粒；

（三）

纺织品背涂层；

（四）

油漆、粘合剂和乳胶粘结剂；

(c)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包装材料：
（一）

六溴环十二烷填料；

（二）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包装；

(d)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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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隔热板；

（二）

聚苯乙烯泡沫生产废物（切割废物等）；

（三）

建筑和拆除废物（地基、墙壁和天花板、地面甲板、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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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用的保温板）；
（四）

由聚苯乙烯泡沫制成的包装材料；

（五）

装饰和饰品；

（六）

家具（垫子、沙发）中使用的发泡聚苯乙烯松散填充料；

（七）

电子和电气设备中的壳体（耐冲击聚苯乙烯）和配线；

（八）

阻燃织物（防护服、地毯、窗帘、软垫织物、帐篷、公共交
通工具（例如汽车、火车、飞机等）的内饰以及其他技术性
织物）；

（九）

汽车部件；

(e) 城市和工业污泥和垃圾渗滤液。
22. 保温板成为六溴环十二烷废物中的多数。六溴环十二烷废物成为废物管理
方面的一个具体挑战，因为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的使用寿命长。比如，有
报告称建筑物中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材料的预期寿命为 30 至 50 年（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2009 年；Posner 等人，2010 年），甚至可能超过 100 年。自从 1980
年代以来，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中、保温板中六溴环十二烷的使用一直在增长，
因此，废物材料中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的六溴环十二烷的释放总量会
在未来更加严重，特别是在 2025 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含六溴环十二烷的建筑
物将会被整修或拆除（UNEP/POPS/POPRC.6/13/Add.2）。在世界上的不同地
区，这种转变的情况将会不同。
23. 最重要的六溴环十二烷潜在大容量废物流预计会是：
(a) 保温板（超过 90%的六溴环十二烷用于生产具有阻燃性质的发泡聚苯
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保温和建筑材料（UNEP/POPS/POPRC.7/19/Add.1））；
(b) 来自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垫套和商业建筑物的纺织品废物，例如，来
自回收和维护的废物；
(c) 曾使用阻燃性发泡聚苯乙烯和纺织品的国家的废弃家具；和
(d) 由阻燃性聚苯乙烯泡沫制成的包装材料。
24. 最重要的六溴环十二烷潜在释放或含六溴环十二烷废物流预计会是：
(a)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废物；
(b) 六溴环十二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在少数几个生产六溴环十二烷
的国家）；
(c)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和混合物使用的包装；
(d) 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垫套及商业建筑物的纺织品废物，例如，来自回
收和维护的废物；
(e) 废弃电子和电气设备以及处置这种废物产生的固体废物；和
(f)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发泡聚苯乙烯珠、挤塑聚苯乙烯母粒、纺织品
背面涂层）。
25. 六溴环十二烷的各种不同的应用过程、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通过不
同的释放介质，都可以产生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关于释放介质的知识可指导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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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类废物所需方法的分析和选择。表 2 概述了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生命周期
的有关资料。
表 2：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释放介质（基于 UNEP/POPS/POPRC.6/13/Add.2、
UNEP/POPS/POPRC.7/19/Add.1）
类别

来源材料/使用的物质

应用/工艺

最终产品

释放介质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生产
化学品合成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

化学品生产

环十二碳三烯、溴

 固体废物
水
 污泥
 空气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生产

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生产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的空包装已被确定为六溴环十二烷一级用户中一个重要的排放来源，适当的废物管
理已经大大减少排放量（UNEP/POPS/POPRC.7/19/Add.1））
苯乙烯、戊烷、六溴环
十二烷及其他添加剂

生产阻燃发泡聚
苯乙烯原材料

含有发泡聚苯乙烯生产所需发
泡剂的聚苯乙烯珠

聚苯乙烯、六溴环十二
烷及其添加剂

生产阻燃挤塑聚
苯乙烯六溴环十
二烷母粒

生产挤塑聚苯乙烯所需的六溴
环十二烷母粒化合物

表面活性剂、六溴环十
二烷、三氧化锑、丙烯
酸粘合剂

生产阻燃纺织品
背面涂层

纺织品背面涂层混合物

纺织品、六溴环十二烷

生产浸渍纺织品

阻燃纺织品

聚合物、六溴环十二烷

生产阻燃纱线

纺入纺织品纱线的阻燃聚合物

耐冲击聚苯乙烯颗粒
物、三氧化锑、六溴环
十二烷

耐冲击聚苯乙烯

阻燃耐冲击聚苯乙烯颗粒物

苯乙烯－丙烯腈
塑料

苯乙烯－丙烯腈树脂

生产粘合剂和油
漆

粘合剂、油漆

 固体废物
 垃圾渗滤液
 废水清理
 污泥
 空气

六溴环十二烷包装

六溴环十二烷包装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物品的生产
（下表包括已经成为废物的物品。此种废物也可在生产所在地产生，例如剩余物、切割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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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和成型
发泡聚苯乙烯珠

阻燃发泡聚苯乙烯保温材料，
包括隔热板：
- 平屋顶保温材料

 固体废物

- 斜屋顶保温材料

 垃圾渗滤液

- 基础板铺于地面的楼面隔热
板保温材料

 液体工业和家
庭清洁废物

- 保温混凝土楼板系统

 废水

- 内墙保温石膏板
（“doublage”）

 污泥

- 外墙保温板或外墙保温系统
（ETICS）

 空气

- 空心墙保温板
- 空心墙保温松散填充料
发泡聚苯乙烯物品

- 保温混凝土形式（ICF）
- 地基系统及其他空隙形成系
统
- 承载地基应用
- 三合板和应力板（金属和木
纤维板）所用发泡聚苯乙烯
的核心材料
- 地板采暖系统
- 浮动地板隔音材料（避免接
触声音的传输）
- 发泡聚苯乙烯排水板
发泡聚苯乙烯混凝土砖、发泡
聚苯乙烯混凝土
土壤稳定泡沫（用于土木工
程）
防震材料
由聚苯乙烯泡沫制成的包装材
料7
饰品、装饰、徽标等其他模制
发泡聚苯乙烯物品

7

发泡聚苯乙烯包装材料通常不是用阻燃发泡聚苯乙烯材料制成的，除非因后勤原因明确
要求这么做，如唯一可用的发泡聚苯乙烯原材料是阻燃发泡聚苯乙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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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挤塑聚苯乙烯保温板：

 固体废物

或

冷桥保温材料

 垃圾渗滤液

聚苯乙烯、六溴环十二
烷及其他添加剂（包括
发泡剂，例如二氧化
碳）

地板

 液体工业和家
庭清洁废物

挤塑聚苯乙烯物品

挤塑聚苯乙烯母粒

发泡和挤塑

地下室墙和地基
倒置式屋顶

 废水

天花板

 污泥

夹心保温材料

 空气

复合板和层压板
阻燃纺织品（背面涂层
或织物）

住宅和商业软包家具

 固体废物
 垃圾渗滤液

纺织品

交通工具座位
墙面装饰和窗帘

 液体工业和家
庭清洁废物

防护服及其他技术性纺织品

 废水

帐篷等

 污泥
 空气

电气和电子设备
外壳生产

电气和电子设备

电气和电子设备

耐冲击聚苯乙烯颗粒物

 固体废物
 垃圾渗滤液
 液体工业和家
庭清洁废物
 废水
 污泥
 空气

二、
A.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中的相关条款
《巴塞尔公约》
26. 第一条（“本公约的范围”）界定了属于《巴塞尔公约》管制范围的废物
类型。该条第 1 款(a)项为确定某种“废物”是否属于《公约》管制范围的“危
险废物”规定了两步过程。第一步是所涉废物必须属于附件一所列的某一类别
的废物（“应予控制的废物类别”）。第二步，所涉废物必须至少具备《公
约》附件三所列一种特性（“危险特性清单”）。
27. 附件一和附件二列出了一些可能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
其污染的废物：
(a) Y12：生产、配制和使用墨水、染料、颜料、油漆、清漆、涂料所产
生的废物；
(b)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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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3：生产、配制和使用树脂、乳胶、可塑剂、胶水/添加剂所产生的

(c)

Y17：金属和塑料表面处理产生的废物；

(d)

Y18：从工业废物处置作业产生的残留物；

UNEP/CHW.12/5/Add.7/Rev.1

(e) Y45：本附件内提到的其他物质（例如 Y39、Y41、Y42、Y43、Y44
条目下的物质）以外的有机卤化合物；
(f)

Y46：从家庭收集的废物。

28. 根据所作假定，附件一所列废物应具有一种或多种附件三所列危险特性，
其中可能包括 H6.1“毒性（急性）”、 H11“毒性（延迟或慢性）”、H12
“生态毒性”；或 H13（经处置后能够产生具有某种危险特性的材料），除非
它们能够通过“国家检测”，表明它们不具备此种危险特性。在所涉危险特性
得到全面界定之前，国家检测对于确定附件三所列某一特定危险特性而言十分
有用。例如，由行业部门根据英国环境署技术指南 WM2（危险废物：危险废
物的定义和分类）对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板进行的检测结论认为，含
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不需要被归类为危险废
物（聚苯乙烯泡沫中的六溴环十二烷：2013 年产品安全评估）。关于附件三所
列危险特性 H11、H12 和 H13 的指导文件已由缔约方会议第六和第七次会议暂
行通过。
29. 附件八的清单 A 介绍了那些“依照本公约第一条第 1 款(a)项被列为具有危
险性的”废物，“但把这些废物列入本附件并不意味着排除使用附件三来证明
某一废物不具有危险性”（附件一（b）款）。附件八的清单 A 包括若干可能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或受其污染的废物或废物类别，其中包括：
(a) A1180: 含有清单 A 所列蓄电池和其他电池等组件、汞开关、阴极射
线管的玻璃和其他具有放射性的玻璃和多氯联苯电容器或被附件一所列物质
（例如镉、汞、铅、多氯联苯）污染的程度使其具有附件三所列特性等成分的
废电气装置和电子装置或碎片（注意清单 B 的有关条目 B1110）；
(b) A3050：生产、配制和使用树脂、乳胶、可塑剂、胶水/添加剂所产生
的废物，不包括清单 B 所列废物（注意清单 B 的有关条目 B4020）
(c)

A3120：绒毛 – 切丝轻组分；

(d) A4070：生产、配制和使用墨水、染料、颜料、油漆、清漆、涂料所
产生的废物，不包括清单 B 所列废物（注意清单 B 的有关条目 B4010）；
(e) A4130：含有附件一所列物质且浓度足以展示附件三所列危险特性的
废弃包装和容器；
(f) A4140：成分为或含有相当于附件一所列类别的并具有附件三所列危
险特性的不合格或过期化学品的废物；
(g) A4160：清单 B 未 列入的废放射性碳（注意清单 B 的有关条目
B2060）。
30. 附件九的清单 B 列出了“未被第一条第 1 款(a)项所涵盖的废物，除非它们
含有附件一所列材料且含量致使它们展示附件三所列某种特性的”。附件九的
清单 B 包括若干可能含有六溴环十二烷或受其污染的废物或废物类别，其中包
括：
(a)

B1010：电器和电子装置：
• 仅由金属或合金构成的电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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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装置和电子装置或碎片8（包括印刷电路板）不含有清单 A 所
列蓄电池和其他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的玻璃和其他具有放射性的
玻璃、以及多氯联苯电容器，或被附件一物质（例如镉、汞、铅、多氯
联苯）污染的程度或在对这类物质进行清除后不致使其具有附件三所列
特性（注意清单 B 的有关条目 A1180）
• 用于直接再使用而不是回收或最后处置的电气和电子装置（包括
印刷线路板、电子部件和电线电缆）；
(b)

B1250：既无液体也无其他危险成分的废弃机动车辆；

(c)

B3010：固体塑料废物；9

(d)

B3030：废弃纺织品；10

(e)

B3035：废铺地织物、地毯；

(f) B4010：主要由不含有机溶剂、重金属杀菌剂的水基/乳胶油漆、墨水
和硬化涂料构成且致使其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注意清单 A 的有关条目
A4070）；
(g) B4020：清单 A 未所列的、由生产、配制和使用树脂、乳胶、可塑
剂、胶水/添加剂所产生的没有溶剂及其他污染物且不具有附件三所列特性的废
物，例如水基或胶水基酪蛋白、淀粉、糊精、纤维素醚、聚醇类（注意清单 A
的有关条目 A3050）。
31. 关于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二.A 节。
B.

《斯德哥尔摩公约》
32. 本准则涵盖有意生产的、其生产和使用应依照《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三条
和附件 A 第一部分所列条款予以淘汰的六溴环十二烷。
33. 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第七部分概述了在获得豁免的情况下生产含六溴环
十二烷产品的以下具体要求：
“每一个已经根据第 4 条之规定登记有关生产和使用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
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建筑材料之豁免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
以确保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能够通过标
签或其他方式在其整个使用寿命内方便识别。”
34. 关于六溴环十二烷特定豁免登记册的其他信息可查阅：www.pops.int。
35. 关于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二.B 节。

三、
A.

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规定将与《巴塞尔公约》合作处理的
议题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的废物
36. 六溴环十二烷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的废物的临时定义标准是 100 毫

8
9
10

16

本条目不包括废发电装置。
参见巴塞尔公约附件九获得该条款的完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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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11
37. 《斯德哥尔摩公约》所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的废物与依据《巴塞尔
公约》确定危险废物无关。
38. 含量高于 100 毫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12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必须
以销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或根据第四.G.2 部分所述方法永久性质变的方式
加以处置。或在销毁或永久性质变不是根据第四.G.3 部分所述方法的更好选项
时以其他环境无害化方式加以处置。
39. 含量低于 100 毫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应根据一
般性技术准则第四.G.4 节所述方法进行处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时的处
置方法概述），并考虑到下述第四.I.1 节的内容（有关高风险的情况）。
40.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的废物的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
三.A 节。
B.

销毁和永久性质变的程度
41. 关于销毁和永久性质变的程度的临时定义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三.B 节。

C.

环境无害化处置方法
42. 下文第四章的 G 节和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G 节。

四、
A.

环境无害化管理指南
一般性考虑因素
43. 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A 节。

B.

立法和监管框架
44.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均应对其本国的国家战
略、政策、控制措施、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查，以确保符合这两项公约的相关规
定及其各自在这些公约下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对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实行环境
无害化管理的义务。
45. 适用于六溴环十二烷的监管框架的要素应包括有关防止产生废物的措施以
及确保对产生的废物实施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措施。这些要素可包括：
(a)

建立监管制度、确定释放限额和确立环境质量标准的环保立法；

(b) 禁止生产、出售和进出口六溴环十二烷，已经通知秘书处其打算根据
《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中规定的有限时间的特定豁免使用或生产六溴环十
二烷的除外；
(c) 已经通知秘书处其打算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中规定的有
限时间的特定豁免使用或生产六溴环十二烷的缔约国，要在生产和使用六溴环
十二烷时采用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保做法，
(d) 采取措施确保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处置作业过程不导致对六溴环十二
烷的回收、再循环、再利用、直接再利用或替代性使用；
11

根据国家的或国际的方法和标准确定。应注意到，达成单一限值的进一步工作将会根据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的 BC-12/3 决定进行开展。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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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充分的环境无害管理控制措施，以便将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材料与可
回收利用的材料分开（例如，不含六溴环十二烷的保温和包装材料、纺织品以
及利用替代阻燃剂制成的材料）
(f) 已经通知秘书处其打算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中规定的有
限时间的特定豁免使用或生产六溴环十二烷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含
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能够通过标签或其他方式
在其整个使用寿命内方便识别；
(g)
(h)
规范；

对危险材料和废物的运输要求；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废物的容器、设备、散装容器和储存场所的技术

(i)

可接受的六溴环十二烷分析和取样方法的技术规范；

(j)

关于废物管理和处置设施的要求；

(k)
标准；

定义危险废物以及识别和分类属于危险废物的六溴环十二烷的条件和

(l) 关于公共通知以及审查拟议政府废物相关的规章、政策、核准证书、
许可、库存信息和国内释放和排放数据的一般要求；
(m) 关于识别、评估和补救被污染场所的要求；
(n)

对工人健康与安全的要求；和

(o) 在比如防止和尽量减少废物生成、库存发展和紧急情况应对等方面的
立法管制手段。
46. 关于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B 节。
C.

防止和尽量减少废物的生成
47. 《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均倡导防止和尽量减少废物的生
成。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和使用将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消除，仅保留公约
附件 A 第一部分规定的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和使用有限豁免。
48.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应通过与其他废物在源头隔离和分离的方式减量
化，防止六溴环十二烷与其他废物流混合并污染其他废物。
49. 仅仅为生成六溴环十二烷含量介于或低于 100 毫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
的废物，将六溴环十二烷含量超出 100 毫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的废物与其
他材料混合和搅拌， 这种做法不符合环境无害化管理原则。尽管如此，在对废
物进行处理之前，可能需要对材料进行混合或搅拌预处理，以便能进行处理或
优化处理作业的成效。
50. 关于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中关于防止和尽量减少废物的生成的第
四.C 节。

D.

废物的识别
51.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6 条第 1 款(a)项要求各缔约国尤其应制订适当战略
以便识别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此类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在用产品和物品。
识别六溴环十二烷废物是对其进行有效环境无害化管理的起点。
52. 关于识别和编目的一般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D 节。

18

UNEP/CHW.12/5/Add.7/Rev.1

1.

识别
53. 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可见于六溴环十二烷生命周期的以下阶段：
(a) 六溴环十二烷制造和加工：
（一） 六溴环十二烷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二） 临近制造和加工场所的水、土壤或沉积物中；
（三） 工业废水和污泥；
（四） 处置化学品制造废物或加工废物的填埋场渗滤液；
（五）不可使用或不可出售的材料的库存；
(b) 六溴环十二烷的工业应用（发泡聚苯乙烯原材料和挤塑聚苯乙烯泡沫
生产、纺织品生产、家具生产、电气和电子设备生产）：
（一） 使用六溴环十二烷产生的残留物；
（二） 临近制造和加工场所的水、土壤或沉积物中；13
（三） 工业废水和污泥；
（四） 处置工业应用废物的填埋场渗滤液；
（五） 不可使用或不可出售的产品的库存；
(c)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混合物、产品和材料的工业应用（如发泡聚苯乙
烯生产、家具生产、隔热板安装）：
（一） 生产和安装废物（切割废物、废料、粉末等）
（二） 使用这些产品的场所附近的水、土壤或沉积物中
(d)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产品或物品的使用：
（一） 临近产品使用场所的水、土壤或沉积物中；
(e)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产品或物品的废弃：
（一） 对纺织品、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电气和电子设备以及机
动车辆进行收集、再循环和回收利用的一些设施中；
（二） 市政填埋场渗滤液中；
（三） 城市废水和污泥中。
54.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可能也无法通过外观或标示确定流
出物的性质、物质、容器或设备部件。因此，缔约方可发现本文件第一章 B 节
找到所述生产信息、用途信息和废物类型信息有助于识别含六溴环十二烷物品
和混合物。
55. 目前，市场上可以见到含六溴环十二烷或替代阻燃剂、或是不含阻燃剂的
物品和产品，取决于适用的消防要求、建筑法规和市场上可以利用的发泡聚苯
乙烯原材料类型。仅靠外观无法区分发泡聚苯乙烯、挤塑聚苯乙烯、纺织品或
家具是否含有六溴环十二烷。了解当前和过去的消防安全要求可用于辨别是否

13

Li 等人，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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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六溴环十二烷。
56. 如果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列出的特定豁免生产含有六溴环十二
烷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含有六溴
环十二烷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能够通过标签或其他方式在其整
个生命周期内方便识别。
57. X 射线荧光分析（XRF）可被用作一种廉价且快速的筛选方法，用于确定
某种材料是否含溴。如果 2014 年之前生产的聚苯乙烯物品有溴的存在则通常
表明该物品中存在六溴环十二烷。其他非六溴环十二烷的溴化阻燃剂可能在所
谓的两步生产工艺中用于加强聚苯乙烯的消防安全性，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
似乎只在美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六溴环十二烷和两步生产工艺中的其
他溴化阻燃剂都是以溴为基础，X 射线荧光分析无法有效区分含有六溴环十二
烷的产品与含有其他溴化阻燃剂的产品。
2.

编目
58. 在编目时，必须考虑物品的使用寿命，以及它们是在何时投放市场的。物
品中是否使用六溴环十二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规章以及（当前和历史）惯
例，并且可以查明何时要求使用具有阻燃性的物品的。因为大多阻燃发泡聚苯
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都是直到最近才利用六溴环十二烷生产的，故它对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废物的量产生影响很大。
59. 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材料和某些纺织品都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并且将在它们
进入市场几十年之后进入废物阶段。它们的存在取决于建筑时或投放市场时当
地的消防规章。另外，电气和电子设备也有相对较长的使用寿命，但其中的六
溴环十二烷已主要被其他化学品所替代，而且其中多数物品已经得到处置
（UNEP/POPS/POPRC.7/19/Add.1）。包装材料也是如此，它的使用寿命虽然
短，但一般不含六溴环十二烷。不过，它们可能已经污染了再循环流。
60. 在编目六溴环十二烷时需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查明可能生产六溴环十二
烷或利用六溴环十二烷生产混合物或物品的行业类型。编目应酌情基于以下信
息：
(a)

国内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情况；

(b)

含六溴环十二烷产品和物品的进出口情况；

(c)

国内含六溴环十二烷物品的使用情况；

(d) 关于使用保温材料和纺织物的当前和过去的监管要求（例如，建筑法
规、消防要求），有助于确定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生产的材料是否可能含有六
溴环十二烷；
(e) 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处置情况，包括进入新的再循环或可能的非阻燃
产品再循环；
(f)

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进出口情况。

61. 准备编目工作时需要开发编目人员与相关行为人员，比如消防安全和建筑
主管单位、可能的六溴环十二烷、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或配方的生产者、以及
生产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物品的下游用户、海关部门、废物处置和再循环机构员
工、《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协调人进行合作。有时候，可
能需要政府规章来确保持有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业主报告其持有情况并配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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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检查人员。
62. 认识到多数六溴环十二烷可能被用于建筑行业的保温材料，对该行业内有
关使用阻燃材料的历史监管措施以及以往的要求和建筑实践进行分析应该有助
于开展编目工作，并且可能有助于缩小潜在六溴环十二烷废物持有者的清单。
如果以配制六溴环十二烷混合物为目的在国内生产或进口六溴环十二烷，这些
公司可能会提供关于国内所用六溴环十二烷的时限和数量的估计或精确数字，
这些数字应纳入编目准备
63. 尽管自 1960 年代以来六溴环十二烷一直存在于世界市场中，但作为对国内
消防要求的回应，其在最近几十年里的使用量增加了。不过，即使没有国内消
防要求，也可能会因为后勤原因而使用阻燃材料，即当某些物品的唯一可用原
材料是阻燃材料时。
64. 全球进出口的六溴环十二烷阻燃物品的数量普遍不为所知。
E.

取样、分析和监测
65. 关于取样、分析和监测的一般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E 节。
66. 尤其在可能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中，应该对取样、分析和监测程序进
行说明，同时也应说明废物类别特有的废物收集和废物处理工艺。

1.

取样
67. 取样工作是查明和监测环境关切和人类健康风险的重要手段。
68. 应在取样工作开始之前便确立和商定标准的取样程序。取样应依据具体的
国内立法（如有）或现有国际规章和标准进行。目前，还没有从泡沫、家具和
纺织品等物品中提取六溴环十二烷的标准取样方法。
69. 就建筑物而言，基于对建筑的建设或改建或建筑材料投放市场时的消防要
求和建筑规范进行的分析，可以确定这些材料是否可能含有六溴环十二烷。在
此情况下，可能不需要取样。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且如果能够适当证明某
一特定建筑物内所用聚苯乙烯泡沫板不含有六溴环十二烷，则建议在拆除前通
过对建筑所在地进行取样的方式查明六溴环十二烷。对不同的建筑部分（例
如：外墙、地板等）进行单独取样可能也是必要的。在欧洲，目前正在制定技
术规范 50625-3-1 即《对电气和电子设备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要求》，该规范
将会介绍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取样方法。
70. 六溴环十二烷取样一般涉及的基质类型包括：
(a) 液体：
（一） 来自垃圾倾倒场和垃圾填埋场的渗液；
（二） 水（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工业和城市废水）；
（三） 生物流体（血液，比如在对工人进行健康监测时）；
(b) 固体：
（一） 污水污泥；
（二） 生物样品（脂肪组织）；
（三） 库存的六溴环十二烷，以及库存的由六溴环十二烷构成、含有
此种污染物或受其污染的混合物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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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室内灰尘；
(c) 气体：
（一） （室内和室外）空气
（二） 废气。
2.

分析
71. 分析工作是指提取、净化、分离、识别、计量和汇报在相关基质中所含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浓度。为获得有实际意义的和可接受的结果，分析实验室应
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房舍）和经过实践证明的经验。
72. 制定和推广可靠的分析方法以及积累高质量的分析数据对于理解包括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在内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影响十分重要。
73. 六溴环十二烷总量（即所有六溴环十二烷异构体的总和）可能通过气相色
谱－质谱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也可用来确定单个的六溴环十二烷异构体。采用六
溴环十二烷参照物的气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也能够查明和量化六溴环
十二烷。虽然已经制定了很多可以用于分析环境样品以及泡沫中所含六溴环十
二烷物质的分析方法，但还没有一种方法成为国际标准分析方法。在有标准方
法可用之前，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可能受到质疑，特别是在低含量级别
时。要想分析电子产品塑料中所含六溴环十二烷物质，可以采用标准的 IEC
62321-6 分析法——《电工技术产品中某些物质的确定－第 6 部分：利用气相
色谱/质谱法、IAMS 法和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法确定聚合物和电子设备中所含
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应该进一步制定分析家具等物品中所含六溴环十二
烷的方法。
74. 实验室分析不适用于确定已经成为废物的各种材料和物品中所含六溴环十
二烷，因为这么做成本太高而且费时间。目前，快速且廉价的筛选方法只适用
于确定材料和物品中是否存在溴；在只将六溴环十二烷用于聚苯乙烯泡沫阻燃
剂的国家，溴可以作为 2014 年之前投放市场的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
物品是否存在六溴环十二烷物质的指示剂。已有分析废气电气和电子设备中是
否存在六溴环十二烷的方法，但没有分析纺织品中是否存在此种物质的方法。

3.

监测
75. 监测和监督是识别和跟踪环境关切和人类健康风险的重要内容。从监测方
案收集的信息用于反馈科学决策进程，并用于评估包括规章制度在内的风险管
理措施的成效。
76. 应对管理六溴环十二烷和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设施执行监测方案。

F.

处理、收集、包装、贴标签、运输和储存
77. 关于处理、收集、包装、贴标签、运输和储存的一般性资料，见一般性技
术准则的第五.F 节。在欧洲，目前正在制定技术规范 50625-3-1 即《对电气和
电子设备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要求》，该规范将会介绍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废物
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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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理
78. 每个处理纯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和混有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组织都应制定一
套处理此类废物的程序，并对工人进行程序培训。
79. 六溴环十二烷经常在家庭灰尘、环境样品、住宅和运输车辆的室内空气中
出现，尽管没有这些地方释放六溴环十二烷的量的信息。
80. 采用压实方法减少聚苯乙烯废物的体积时，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人类健康
和环境，防止聚合物降解过程中六溴环十二烷的暴露。处理六溴环十二烷废物
时，应注意避免物品破损或损坏物品完整性时六溴环十二烷的环境释放。
81. 尽管含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流与不含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流在外观上可能
相同，但应对两种废物分开存放，以便于对其进行环境无害化管理（例如，建
筑物可能含有阻燃保温材料，也可能含有非阻燃保温材料）。根据一般性技术
准则第四.G 部分，只有在对不含六溴环十二烷废物进行管理时，才不需要进行
分离。

2.

收集
82.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废物的收集安排和仓库应该与所有其他废物的收集安
排和仓库分开。
83. 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如保温材料、包装材料和纺织品废物的收集应
与不含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分开，除非根据一般性技术准则第四.G 节对废物进
行焚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管理。
84. 废电气和电子设备可能含有含六溴环十二烷的耐冲击聚苯乙烯材料。关于
其他信息，见多溴联苯醚技术准则第四.F.2 节（环境署，2015a）。在欧洲，目
前正在制定技术规范 50625-3-1 即《对电气和电子设备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要
求》，该规范将会介绍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废物取样办法。
85. 收集仓库不应成为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长期存放设施。

3.

包装
86. 在存放之前，应对六溴环十二烷、六溴环十二烷包装、六溴环十二烷混合
物、以及压实的含六溴环十二烷的聚苯乙烯泡沫废物进行适当包装，以便于运
输，并作为减少其泄露和溢出的一个安全措施。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是普
通消费品时，不需要特殊包装或运输。但是，如果废物进行了压实处理，应采
取适当措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防止暴露于六溴环十二烷。

4.

贴标签
87. 每个装含有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的所有容器都应视情况在显眼位置贴上危
险警告标签，且标签应说明容器的详细说明和唯一序号。详细说明应包括容器
内的物品信息（比如，设备的具体容量和重量数字、携带的废物类型）、废物
的来源地名称以便能够进行追踪、再包装日期和再包装作业期间负责人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
88. 应对含有六溴环十二烷的废物流进行明确识别以便进行环境无害化管理。
这对发现既有含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又有不含六溴环十二烷的物品时特别重
要。《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按照公约附件 A 列出的特定豁免生产发泡聚苯
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含六溴环十二烷的
发泡聚苯乙烯和挤塑聚苯乙烯材料能够通过标签或其他方式在其整个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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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方便识别。
5.

运输
89.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废物洒落或泄漏。在运输过程
中，应对此种废物进行单独处理，以避免其与其他材料混合。

6.

储存
90. 应将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储存在指定场所，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六溴环十
二烷的洒落、泄漏、向地下渗透，以及控制气味的散发。
91. 应采取安装隔板等适当措施以避免含六溴环十二烷废物污染其他材料和废
物。
92. 应为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存放区留出充分的车辆出入通道。
93. 存储的大量六溴环十二烷废物应采取防火措施，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往往易
燃。

G.

环境无害化的处置

1.

预处理
94.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G.1 小节。如果六溴环十
二烷废物在处置前采用了压实的前处理方法，则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人类健康
和环境，防止对六溴环十二烷的暴露。压实也可能会导致其他不需要物质的释
放，如在生产某些泡沫材料时用作发泡剂的臭氧层消耗物质。

2.

销毁和永久性质变处理办法
95. 根据一般性技术准则，对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超过 100 毫克/千克或 1000
毫克/千克14的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处置的销毁和永久性质变处理方法至少包
括：
(a)

水泥窑共焚烧；

(b)

危险废物焚烧；和

(c)

固体废物深度焚烧。

96. 应注意到，六溴环十二烷的焚烧可能产生多溴代二苯并二噁英/多溴代二
苯并呋喃（PBDDs/PBDFs）以及多卤代二苯对二噁英/多卤代二苯并呋喃
（PXDDs/PXDFs）（Mark 等人，2015 年）。
97. 关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G.2 小节。
3.

在销毁或永久性质变方法不属环境无害化处理办法的情况下采用的其他处置
方法
98.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G.3 小节。

4.

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低的情况下采用的其他处置方法
99.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G.4 小节。

H.

对受污染场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100.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H 小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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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健康与安全
101.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I 小节。

1.

风险较高的情况
102.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I.1 小节。
103. 风险较高的情况发生在废物的六溴环十二烷浓度高或六溴环十二烷废物量
大且工人或一般人群曝露可能性大的场所。在工作场所发生的皮肤直接接触和
吸入含六溴环十二烷的细小灰尘或颗粒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例如，在利用六溴
环十二烷生产发泡聚苯乙烯材料的工厂工作的工人被发现其血液中六溴环十二
烷含量升高（UNEP/POPS/POPRC.6/13/Add.2）。为减少给工人带来的风险，
采用推荐的职业安全措施是必要的（欧洲联盟委员会，2008 年）。
104. 涉及六溴环十二烷的潜在风险较高的情况发生在：
(a)
(b)
施；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或混合物生产场所；
发泡聚苯乙烯原材料、挤塑聚苯乙烯母粒以及纺织品背面涂层生产设

(c) 安装或拆除含有阻燃剂隔热板的建筑场所（UNEP/POPS/POPRC.6/
13/Add.2）或对聚苯乙烯泡沫进行压缩时六溴环十二烷在灰尘中的释放；

2.

(d)

建筑废物管理设施；

(e)

纺织品和家具废物管理设施；

(f)

电气和电子设备管理设施；和

(g)

废弃车辆管理设施。

风险较低的情况
105.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考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I.2 小节。

J.

紧急情况的应对
106. 六溴环十二烷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储存、运输或处置的场所应制定应急
计划。关于应急计划的进一步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J 节。

K.

公共参与
107. 《巴塞尔公约》的缔约方或《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应拥有公开的公众
参与进程。关于其他信息，见一般性技术准则的第四.K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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