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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知识科普垃圾分类知识科普
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产生或制造垃圾,

废弃的纸巾、水瓶、烟头、剩菜剩饭、破碗、

碎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方式的转变，各类垃圾也日趋增多。在我

国，垃圾已超过每天 52 万吨的速度堆

积。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

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

成资源。下面是针对于垃圾分类开展的

相关宣传普及，大家通过多种形式，学习、

宣传、践行垃圾分类。

什么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按可回收再使用

和不可回收再使用的方法进行分类。人

类每日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大量的垃圾未

经分类回收再使用并任意弃置会造成环

境污染。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

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

新变成资源。

垃圾分类的意义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

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

科学管理方法。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垃

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如何通过

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

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改善生存环境质

量，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

之一。

垃圾增多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各项消费增加了。据统计，1979年

全国城市垃圾的清运量是2500多万吨，

1996年城市垃圾的清运费是1.16元/吨，

是1979年的4倍。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

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投资惊

人。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

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

成资源。

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

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

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

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这场人与垃圾的战

役中，人们把垃圾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多采用卫生填

埋甚至简易填埋的方式，占用上万亩土

地；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

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

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

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

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垃圾分类

处理的优点如下：

1.减少占地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

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可以回

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

6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

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

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

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

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

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

3.变废为宝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 40亿

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

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

废塑料可回炼 600 公斤的柴油。回收

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

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

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

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

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大家也可以

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

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

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

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

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

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

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

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每年就可获

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可见，消费环节

产生的垃圾如果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再利

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垃圾不分类的危害
1.侵占土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

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

2.造成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

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

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

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

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3.浪费资源。如果不进行分类处理，

这些资源会被视为垃圾。很多不分类处

理的垃圾还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例

如：各种电池类垃圾若不分类处理，就会

释放有害物质;剩余餐饮类垃圾若不分类

处理，将会滋生蚊子、苍蝇，使细菌大量繁

殖、产生的沼气会使垃圾爆炸；家庭装修

后的废弃类垃圾，会引起人们头痛、过敏、

昏迷甚至癌症；在杀虫剂中，有将近50﹪

含有致癌物，有些还会损伤动物的肝脏。

分类原则
1.分而用之

分类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废弃物分流

处理，利用现有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

回收品，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填埋

处置暂时无法利用的无用垃圾。

2.因地制宜

各地、各区、各社（区）、各小区地理、

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回收利用废弃物的能

力、居民来源、生活习惯、经济与心理承担

能力等各不相同。

3.自觉自治

社区和居民，包括企事业单位，逐步

养成“减量、循环、自觉、自治”的行为规

范，创新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成为垃圾减

量、分类、回收和利用的主力军。

垃圾分类回收说难不难，分而用之实

为关键，因地制宜提供方便，自觉自治行

为规范。

垃圾分类四大类型
1.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

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

种包装纸等。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所纸

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

塑料：各种塑料袋、塑料泡沫、塑料包

装、一次性塑料餐盒餐具、硬塑料、塑料牙

刷、塑料杯子、矿泉水瓶等。

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

片、镜子、暖瓶等。

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等。

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

巾、书包、鞋等。

这些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

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

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

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

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

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

石冶炼节约成本 47%，减少空气污染

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2.餐厨垃圾（或餐余垃圾）。包括剩

菜剩饭与西餐糕点等食物残余、菜梗菜

叶、动物骨骼内脏、茶叶渣、水果残余、果

壳果皮、盆景等植物的残枝落叶、废弃食

用油等。

3.有害垃圾。包括电池（蓄电池、纽

扣电池等）、废旧灯管灯泡、过期药品、过

期日用化妆品、染发剂、杀虫剂容器、除草

剂容器、废弃水银温度计、废打印机墨盒、

硒鼓等。

4.其他垃圾。除去以上三种垃圾之

外的所有垃圾。包括受污染与无法再生

的纸张（纸杯、照片、复写纸、压敏纸、收据

用纸、明信片、相册、卫生纸、尿片等）、受

污染或其他不可回收的玻璃、塑料袋与其

他受污染的塑料制品、不可回收的纺织

品、破旧陶瓷品、妇女卫生用品、一次性餐

具、贝壳、烟头、灰土等。

按照分类设施标准化要求，对垃圾分

类配备统一规格、统一颜色、统一标识的

分类收集容器和分类收运车辆。

分类容器
1.可回收物使用蓝色收集容器；

2.餐厨垃圾使用绿色收集容器；

3.有害垃圾使用红色收集容器；

4.其他垃圾使用灰色收集容器。

北京作为一座拥有2100余万人口的

特大型城市，仅2017年就产生生活垃圾

872万吨,平均每天2.38万吨。如果用装

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每天产生的生

活垃圾，这些卡车连起来能绕四环路一

圈，5天的生活垃圾就能填满一整个昆明

湖。如此庞大的垃圾产生量如果不在前端

进行减量和分类，我们城市后端的垃圾处

理系统将难以发挥最大处置效能。长此以

往，我们的垃圾处理系统将不堪重负，我们

每个人将面临环境污染的威胁；有一定价

值的垃圾也得不到有效利用，从而浪费宝

贵的资源。因此，我们要做到分类处理垃

圾，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

物尽其用。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做

起，积极参与切实践行，养成垃圾分类、勤

俭节约和物尽其用的文明生活习惯。

让我们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将

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正确分类投放。除

此之外，还需从源头减量，倡导绿色生

活。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我们

每个人也都是垃圾的受害者，我们每个人

更应当成为垃圾的治理者。让我们携起

手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一起来建设我

们绿色美好的家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

传染病，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制订本

指引。

一、口罩分类及标准依据
1.名称：民用卫生口罩

标 准 依 据 ：《民 用 卫 生 口 罩》T/

CNTAC 55-2020

T/CNTAC 09104-2020

2.名称：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标准依据：《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YY/T0969-2013

3.名称：医用外科口罩

标准依据：《医用外科口罩》YY0469-

2011

4.名称：医用防护口罩

标准依据：《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GB19083-2010

5.名称：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包括公众俗称的N95口罩）

标准依据：《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

防颗粒物呼吸器》GB2626-2006；《呼吸防

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

2002。

二、口罩适用范围
（一）民用卫生口罩

适用于日常环境中普通人群用于阻隔

飞沫、花粉、微生物等颗粒物传播。

(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适用于防各类颗粒物，包括粉尘、烟、

雾和微生物。

（三）医用外科口罩

适用于临床医务人员在有创操作等过

程中佩戴。

（四）医用防护口罩

适用于医疗工作环境下，过滤空气中

的颗粒物，阻隔飞沫、血液、体液、分泌物等。

三、佩戴口罩场景指引
1.家庭环境

家中原则上不需要佩戴口罩，以下情

况除外：

（1）家中有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对象时

请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

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指引》。

（2）个人罹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时应

佩戴口罩，通常建议佩戴民用卫生口罩或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并与其他健康的家

庭成员尽量保持1米以上距离。

（3）强烈建议护理老人、婴幼儿和长期

卧床不起病人的护理人员，在罹患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时，暂停护理；必须护理时应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并保持手卫生。

2.办公会议场所

（1）多团队在大开间、大进深场所共同

办公时，工作人员需佩戴口罩。

（2）多家单位在同一楼层共同办公且

人员密度较大时，工作人员需佩戴口罩。

（3）外部人员前往办公区域或会议场

所，应要求其佩戴口罩。

（4）会议场所服务人员、办公区域保洁

人员在工作期间应佩戴口罩。

（5）商务洽谈、拜访客户等无法确定风

险的工作环境下应佩戴口罩。

3.公共场所（区域）

公众前往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区

域）时，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时应佩戴口

罩。通常建议佩戴民用卫生口罩或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强烈建议罹患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的人员，应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公共

场所，必须前往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

4.学生教室

按照学校防控要求佩戴口罩。

5.集体住宿

同宿舍人员彼此确认健康状况良好的

情况下，原则上可不佩戴口罩，有外来人员

访问时，应要求其佩戴口罩。

6.医疗机构就诊

任何人前往医院就诊或陪同他人前往

医院时需佩戴口罩。通常建议佩戴医用口

罩，并尽量与其他患者保持1米以上距离。

（三）其它情况

其它无法确定风险的情况，如高峰期

间乘坐公交、地铁、厢式电梯等，以及因工

作需要与公众频繁近距离交流和接触的人

员（如餐饮服务、银行职员、售货员、收银员

等）建议佩戴口罩，通常可佩戴民用卫生口

罩或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行业主管部门

有其它要求的，执行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

四、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佩戴方法
佩戴口罩前应保持手卫生，分清口罩

的正、反面，保持深色面朝外（或褶皱朝

下），金属条在上。先将耳挂挂于双耳，再

上下拉开褶皱，使口罩覆盖口、鼻、下颌，将

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向两边，

慢慢向内按压，直至紧贴鼻梁。适当调整

口罩，使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直至全部遮

盖口鼻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 II级响应防护——公众佩戴口罩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