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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农村塑料升级管理项目受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委托，在 develoPPP.de 计划框架下，由德

国莱芬豪舍集团、珠海金发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联合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开始实施。项目旨在解决因不合理的农膜管理而在中国导致的“白色污染”问题，一方面通过

应用数字化追溯系统提高聚乙烯（PE）地膜的回收效率，另一方面意在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项目将在甘

肃、黑龙江、内蒙古、湖北和北京 5 个试点地区开展示范，通过总结项目经验，形成技术规范和政策建议，实现

中国农村地区的塑料管理体系升级。

本报告全文受版权保护。截至本研究报告发布前，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和相关作者对出版物中所涉

及的数据和信息进行了仔细研究与核对，但不对其中所涉及内容及评论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做任何形式

的保证。本出版物中涉及到的外部信息，将由其发行方将对相关内容负责，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不对此

类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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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清单

缩写 全称 中文

A.D.I.VALOR
Agriculteurs, Distributeurs, Industriels pour la 

Valorisation des Dechets Agricoles

法国工农商农业废弃物高值利

用组织

ACRC Ag Container Recycling Council 美国农业容器回收委员会

APE Europe Agriculture, Plastic & Environment Europe 欧洲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APE UK Agriculture, Plastic & Environment UK 英国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CONAI Consorzio Nazionale Imballaggi 意大利国家包装联盟

COREPLA
Consorzio Nazionale per la raccolta, il riciclo e il 

recupero degli imballaggi in plastica

意大利国家塑料包装收集和回

收联盟

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ERDE Entekunstoffe Recycling Deutschland 德国农业塑料回收联盟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TIR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GNP Grønt Punkt Norge 挪威绿点

HDPE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高密度聚乙烯

IFFPG Irish Farm Film Producers Group 爱尔兰农膜生产者联盟

IRF Icelandic Recycling Fund 冰岛回收基金

JIS 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日本工业标准

LDPE/LLDPE (Linear)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MAPLA Medio Ambiente, Agricultura y Plásticos 西班牙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PE Polyethylene 聚乙烯

POLIECO
Consorzio Nazionale per il Riciclaggio di Rifiuti di 

beni in Polietilene

意大利国家废旧聚乙烯商品回

收联盟

PVC Polyvinyl Chloride 聚氯乙烯

RAFU Recycling of Used Agricultural Films 废旧农膜回收

RDF Refuse Derived Fuel 垃圾衍生燃料

RPF Refuse Paper and Plastic Fuel 废纸和塑料衍生燃料

SvepRetur Svensk Ensilageplast Retur 瑞典青贮膜塑料回收计划

TED-GC/MS
Thermal Extraction Desorption-Gas Chromatogra-

phy/Mass Spectrometry
热萃取热脱附 - 气质联用

UKFPRS UK Farm Plastic Responsibility Scheme 英国农场塑料责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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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不包含地膜的农用塑料收集计划（因地膜使用量极少，主要使用青贮膜），无论是强制

实施的爱尔兰、冰岛，还是自愿联盟形式的瑞典、挪威，经过 20 年的实践，其收集率均达到 90% 以上。

在 2019 年年启动了 PE 塑料

制品的强制 EPR 制度，并指

定 POLIECO 运营收集回收

体系，但因价格原因并非所

有农民都选择参与。目前 PE

制品的有效回收率为 43%。

农膜使用量最大的安达卢西

亚地区的强制性 EPR 政策曾

因体系设计问题导致入不敷

出，2021 年建立自愿性联盟

MAPLA 正在试点。

A.D.I.VALOR 联盟实施较为

成熟。作为自愿性收集与回

收联盟由代表 10 家不同利

益群体的协会共同运营。在

20 多年的实践中，成功覆

盖了全国 70% 使用的农业

塑料，现致力于将收集率与

回收率提高到 100%。

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

强制性 EPR 制度被否决，2020 年自愿成立了 2

个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联盟，尚不明确运行效

果。

自愿性联盟 ERDE 已运行近 10 年，在青贮膜

等用量最大的农用塑料类型上已取得 51% 的收

集率，2022 年将地膜纳入计划。

英国德国

针对农用塑料，各国政策及回收体系因地制宜、各不相同。意大利、爱尔兰、冰岛通过立法实行

不同农用塑料类型的强制性 EPR 制度，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瑞典、挪威则有自愿性 EPR 联盟。

正文总结了典型国家在农用塑料管理的不同侧面，包括基本数据（表 1）、政策与回收情况（表 3）、

EPR 制度及国家收集计划实施情况（表 6 及其后详细描述）、回收利用成本分担情况（表 10）。

各国农用塑料收集计划涉及的塑料类型也不尽相同。覆盖地膜的国家收集计划中，实施进度和成

效差别较大，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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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材料划分，其中传统塑料 70.9 万吨、全生物降解 0.5 万吨（仅在地膜中使用）、光氧降解塑料 0.8 万吨（自

2021 年 7 月 3 日起，《一次性塑料指令》禁止其在欧洲市场销售）。 

按用途划分，其中 55% 用于畜牧业、45% 用于作物生产。 

按类型划分，农膜份额最大（占比 75%），其次分别为绳线（占比 11%）、网套（占比 9%）、管带（占比

6%）。其中，农膜包括青贮膜（含青贮饲料膜、拉伸膜，26.7 万吨）、棚膜（含温室大棚膜、小拱棚膜，17.6 万吨）、

地膜（塑料地膜 8.3 万吨、全生物降解地膜 0.5 万吨）。

（二）欧洲农用塑料收集与回收量

就非包装农用塑料整体而言，欧盟报告显示（如图 2 所示），2019 年投放到市场的 72.2 吨产品产生了 117.5

万吨废弃物，75.6 万吨被收集，其中杂质含量 31.2 万吨（含杂率 441%，包括土、水、秸秆等）、塑料净收集量

为 44.4 万吨，即净收集率 63%，回收利用量为 17.3 万吨，即净回收率 24%（以塑料净收集量为基数的回收率为

39%）。

图 2 2019 年欧盟非包装农用塑料废弃物产生及收集处置量

/
4

2

1

1. 5% 15%
“ ”

2.

3. 722kt
4. EN 17033 2021 7 3

来源：欧洲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4  APE Europe 含杂率计算方式：（含杂质的旧膜重量 - 投入的膜净重）/ 含杂质的旧膜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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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包装农业塑料废弃物的产生量（117.5 万吨）与收集量（75.6 万吨）按类型进一步细分，得到下图。单

独就地膜而言，2019 年欧盟市场消费量为 8.3 万吨，废弃物产生量 24.9 万吨、收集量为 19.9 万吨，其中杂质含量

13.3 万吨（含杂率 67%），地膜净收集量 6.6 万吨（净收集率 80%）。

图 3 2019 年欧盟不同类型农用塑料废弃物产生及收集量

 （1）废弃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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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欧洲主要国家农用塑料使用及废弃情况汇总

国家
年使用量

 [ 万吨 ]
主要类型

废弃物年产生量

[ 万吨 ]

废弃物

主要来源
收集处置情况

西班牙
18.20*

(2017)

农用薄膜 (53%):

63% 用于作物生产，

以棚膜为主

37% 用于畜牧业，

以青贮膜为主

15.89**

灌溉管 (48%)

棚膜 (23%)

青贮膜 (11%)

地膜 (10%)

57% 回收利用

填埋

焚烧

意大利
17.69*

(2018)

农用薄膜 (87%):

各类棚膜 (56%)

地膜 (24%，4.3 万吨 )

青贮膜 (5%)

- 农用薄膜

56% 回收利用（近一半为农用薄

膜，其中 90% 棚膜、10% 地膜）

填埋、焚烧

法国
8.34*

(2019)
农用薄膜 (66%) 9.87* 农用薄膜 (71%)

A.D.I.VALOR 收集量 6.57 万吨

（67%）：

76% 回收利用（农膜回收率

99%）、22% 填埋、2% 焚烧；

市政垃圾处理中心（25%）、私

营公司（5%）、就地焚烧

德国
6.78*

(2019)

青贮膜 (63%)

地膜 (18%，1.2 万吨 )
8.3* 青贮膜

ERDE：回收利用

焚烧

芬兰
1.43*

(2019)

地膜 (49%，0.7 万吨 )

青贮膜 (49%)
1.2**

青贮膜

地膜

包装

90-95% 焚烧

3% 就地焚烧 / 填埋

2% 回收利用

英国 5.0*
青贮膜（最主要）

地膜 ( 8%, 0.4 万吨 )
1.5*

青贮膜（最主要）

地膜 (1.6 万吨 )
整体收集率 30%

爱尔兰 4.1*
青贮膜（最主要）

地膜 (极少，0.04万吨 )
3.7*

青贮膜

网套、绳线
回收率 90%

瑞典 1.88*
青贮膜 (72%)

网套 (8%)、绳线 (3%)
1.75* 青贮膜

收集率 93%

回收率 90%

挪威 1.36** 青贮膜、包装 1.22** 青贮膜
收集率 >90%

回收率 86%

冰岛 0.18* 青贮膜、包装 0.16* 青贮膜 收集率 90%

说明：* 不含包装，** 含包装，– 缺乏信息

来源：欧盟《农用传统塑料和生物降解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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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土壤微塑料含量检测方法示意图

200g

 
- 

来源：iMulch 项目总结海报

●   覆膜土壤中微塑料浓度：1）传统地膜覆膜 3 个月后，未检测到土壤中微塑料含量增加；2）土壤中微塑料

浓度与作物类型（草莓与芦笋）无明显关联。

图 7 不同试验点覆膜前后土壤中微塑料含量结果

 µg PE /g 土壤 µg PS /g 土壤 µg PLA 或 PBAT / g 土壤

使用生物降解膜的场地 _A 0.2 LOQ 0.1

使用生物降解膜的场地 _A2 4.4 LOQ 0.3

使用生物降解膜的场地 _B 5.2 LOQ 0.5

未使用地膜的场地 _A 0.8 LOQ 0.1

未使用地膜的场地 _A2 1.4 0.9 0.3

未使用地膜的场地 _B LOQ LOQ 0.5

使用塑料地膜的草莓种植区 _A LOQ LOQ 0.1

使用塑料地膜的草莓种植区 _B 0.5 LOQ 2.2

靠近高速公路服务站的场地 _A LOQ LOQ 0.1

使用芦笋膜的场地 _A LOQ LOQ 0.2

使用芦笋膜的场地 _B 0.8 LOQ 0.4

空白参照 A01 8.2 LOQ 0.4

A=2021 年 3 月取样，B=2021 年 6 月取样，A2= 用塑料袋装运取样

来源：iMulch 项目总结海报

（三）微塑料问题 

未及时清理的地膜在土壤中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碎片化，从而形成大小不一的塑料残留物。长度小于 5 毫米的

碎片都被称之为微塑料。微塑料是欧盟非常关注的话题，iMulch 项目 [3] 对地膜与土壤微塑料问题展开了研究，主

要成果如下： 

●   建立了土壤微塑料检测方法：用 Pürkhauer 采样器在对角线上采集土壤样品 ; 样品制备后用 TED-GC/MS 和

拉曼光谱分析。 



5mg
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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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欧盟农用塑料废弃物管理相关政策法规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废弃物框架指令》Waste Frame-

work Directive (WFD)

总体目标是通过再利用、回收和再生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资源效率。明确

了欧盟层面固废管理通用指导性原则，例如固废处理金字塔、污染者付费原则、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EPR）等。

《欧盟塑料战略》

EU Plastics Strategy

总体目标是到 2030 年，投放欧盟市场的塑料包装将可以回收利用或重复使用，且成本低、

效率高；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塑料废弃物。针对农用塑料的目标包括：以再生成分为

原料加工而成的产品份额有所增长；在全球需要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处置废旧塑料的现状

下，在分拣和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发挥领导作用；鼓励业界自愿作出承诺。同时，制定了旨

在提升塑料回收率和再利用率的措施，包括协调欧盟各地推行 EPR 规则。

《一次性塑料指令》Single-use 

Plastics Directive
禁止欧盟成员国将氧化降解塑料产品投放市场。

《焚烧指令》Incineration Directive 

(Directive 2000/76/EC)
禁止无节制地地燃烧废弃物，包括生物废弃物。

《垃圾填埋指令》Landfill Directive 

(Directive 99/31/EC)
禁止无节制地掩埋废弃物。

  2.  国家层面 

大部分欧洲国家有较完善的废弃物管理立法，对农用塑料废弃物管理适用，有禁止露天焚烧 / 就地填埋等规定。

农膜使用量大的国家更重视废旧农膜管理，且已制定关于农用塑料回收利用（含能量回收）的法规，并明确了农

用塑料生产商、经销商有收集与处置废弃物的义务（详见国家 EPR 制度）。

表 3 典型欧洲国家对农用塑料废弃物管理的政策法规

国家 政策法规情况 现状概要

西班牙

安达卢西亚地区在 2012 年制定了农用塑料废弃物 EPR

政策要求，但因 Cicloagro 体系资金不足于 2018 年 3 月

停止。

2020 年重启自愿性 EPR 联盟，计划首先收集安达卢西

亚地区的棚膜与地膜，最终扩展至整个国家层面的所有

非包装农用塑料废弃物。

意大利

强制性 EPR：《意大利第 152/2006 号法令》规定，聚

乙烯制品的生产商、进口商、使用者、分销商及回收商

必须在参与 POLIECO 计划和独立组织（如私营公司）

之间二选一。

棚膜、地膜隶属 POLIECO 计划，但并非所有农民都会

选择参与。

法国 鼓励塑料回收。

法国自愿性 EPR 联盟 A.D.I.VALOR 基本覆盖全国，与

法国农用塑料委员会（CPA）携手设定了 2023 年实现

100% 收集率和 100% 回收率的目标。

希腊
国家废弃物管理计划对农用废弃物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正在制定强制性 EPR。
正在进行针对废旧农药塑料包装、棚膜的收集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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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政策法规情况 现状概要

波兰

未明令禁止塑料废弃物填埋。

波兰国家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基金于 2019 年发起了

“清除农业活动中产生的农用薄膜及其他废弃物”的倡议，

以支持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工作。

部分地区已构建了农用塑料废弃物（废旧地膜、棚膜等）

的地方收集体系，但未无区域级 / 国家级收集计划。

德国
2022 年 2 月，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决议，督促德国政府

推进地膜机械回收 [4]。

自愿性 EPR 联盟 ERDE 已覆盖全国大部分生产商，2022

年青贮膜收集率目标为 65%，并将地膜加入计划。

芬兰
2018 年正式通过并实施《芬兰塑料路线图》，改善收集

服务、鼓励创新，以推动塑料回收利用率提升。

2020 年起允许对已分类的青贮饲料膜进行物理回收，并

辅以化学回收。

英国
2005 年考虑引入农用塑料强制性 EPR，但利益相关方被

否定。2022 年 4 月实施的塑料包装税，不包括青贮膜。

2019 年建立自愿性 EPR 联盟 APE UK 与收集商联盟

UKFPRS，2021 年正式实施，效果未知。

爱尔兰

强制性 EPR：《农用塑料条例》规定，生产商为农用塑

料薄膜产品的回收利用提供支持是他们的法律责任，可

以通过提供抵押返还方案，或者参与政府批准的农用塑

料回收计划（IFFPG）。

生产商、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几乎全部加入 IFFPG。

瑞典 鼓励塑料回收。
生产商、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几乎全部加入自愿性 EPR 联

盟 SvepRetur。

挪威 鼓励塑料回收。
自愿性 EPR 联盟 GPN 涵盖农用包装及青贮膜等领域。

生产商、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几乎全部加入。

冰岛 青贮膜强制性 EPR，并由国家基金 IRF 运营。 生产商、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几乎全部加入。

（二）生产设计阶段——产品标准与创新

  1.  欧洲地膜产品标准 

欧洲现行地膜产品标准为《农业 / 园艺用可回收热塑性地面覆盖薄膜（EN 13655: 2018）》（Plastics - Ther-

moplastic mulch films recoverable after use, for use in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CEN）审核通过，成为 33 个 CEN 成员国的国家规范，但并非强制执行。 

EN 13655 与我国国标（GB13735-2017）相比，有以下显著特征： 

●   标准分类更加精细：除按覆盖使用时间分 5 类外，主要按产品用途分 4 类，并对应不同的指标要求； 

●   部分指标标准更高：产品厚度（≥0.020mm）、机械强度（拉伸负荷 ≥ 20 MPa、纵向断裂标称应变

≥350%）、耐候性能（A、B、C、D 类老化前可使用的时间长）； 

●   有其他细致的要求：如拉伸应力、抗冲击负荷、光学性能等指标，使用条件、回收指导等说明（体现出

EN 13655 标准不仅规范生产商的产品标准、销售与售后要求——回收责任，也指导消费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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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欧地膜产品标准对比

国家 / 地区 中国 欧洲

分类 按覆盖使用时间分为 2 类：I 类、II 类

按用途分为 4 类：透明薄膜、黑色薄膜、反光薄膜、防

杂草有色薄膜

按覆盖使用时间分为 5 类：N、A、B、C、D

厚度

I 类耐老化地膜：0.010~0.025mm

II 类普通地膜：0.010~0.030mm

加厚高强度地膜：≥0.015mm

透明薄膜：0.020~0.035 mm

黑色薄膜：0.020~0.100 mm

反光薄膜：0.025~0.060 mm

防杂草有色薄膜：0.025 mm

覆盖使用时间

/ 耐候性能

I 类 耐老化地膜：≥180 天

（地膜老化后纵向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

应不小于 50%）

II 类 普通地膜：≥60 天

N: ≥ 65 days

A: ≥ 330 days

B: ≥ 585 days

C: ≥ 975 days

D: ≥ 1340 days

（根据正文要求折算出的对应在中国的气候区、老化前

可使用的时间，老化定义与中国同）

断裂标称应变

0.010~0.015mm: ≥260%

0.015~0.020mm: ≥300%

0.020~0.030mm: ≥320%

横向 ≥250%

纵向 ≥350%

拉伸负荷

0.010~0.015mm: ≥1.6 N

0.015~0.020mm: ≥2.2 N

0.020~0.030mm: ≥3.0 N

（对应为 10~16 MPa）

≥20 MPa

另外，EN 13655 标准专门标明了：使用过的地膜极易残留土壤和植物，地膜污染率达 70%~90%。薄膜厚度

是影响污染率的关键因素，厚度小于 0.025mm 的薄膜污染程度最高，清理、回收和循环利用的难度和成本很高。 

  2.  兼具超薄与高机械强度的产品创新 

在保持超薄（<0.015mm）厚度下，特殊的产品设计与原材料将极大增强地膜机械强度。例如，德国莱芬豪舍

集团（Reifenhäuser）应用多层地膜挤出技术从地膜结构设计入手，使地膜在 0.012mm 的厚度下，机械强度远超国

标要求，甚至超过 0.030mm 厚度的指标标准（如下表所示）。这也表明，厚度并非是影响机械强度的唯一决定因素。

因此，厚度并不是影响收集的唯一指标，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找到厚度、强度与收集率的平衡点，在保证经

济性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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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德国莱芬豪舍地膜物理指标与标准对比

指标 中国标准

德国莱芬豪舍地膜

黑色 透明

厚度 ≥ 0.010 mm 0.012mm 0.012mm

断裂标称应变

（纵、横向）

0.010~0.015mm: ≥260%

0.015~0.020mm: ≥300%

0.020~0.030mm: ≥320%

纵向 339%

横向 882%

纵向 359%

横向 846%

拉伸负荷

（纵、横向）

0.010~0.015mm: ≥1.6 N

0.015~0.020mm: ≥2.2 N

0.020~0.030mm: ≥3.0 N

纵向 4.1N

横向 4.3N

纵向 4.5N

横向 4.1N

直角撕裂负荷

（纵、横向）

0.010~0.015mm: ≥0.8N

0.015~0.020mm: ≥1.2 N

0.020~0.030mm: ≥1.5 N

纵向 1.6N

横向 1.6N

纵向 1.4N

横向 1.6N

来源：德国莱芬豪舍

原材料中紫外线稳定剂的添加也是增强机械强度的主要方式之一。Briassoulis 等人（2013）选取了欧洲市面上

较薄的农膜产品，测试其在使用周期中的拉伸强度等机械指标变化，其中包括 0.010~0.014mm 地膜（欧洲市场常

见规格为 0.010~0.025mm）、0.030~0.050mm 芦笋膜（欧洲市场常见规格为 0.040~0.060mm）。测试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产品经过 5 个月的实地（试验点位于希腊）使用，机械强度指标最低仍可达到初始值的 87%，可实现完

整收集；但某款意大利地膜使用后的机械强度下降至初始值的 15%，影响后续收集。欧盟报告也提及，根据实践

经验，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地区，如意大利 / 西班牙，某些地膜可能因未使用紫外线稳定剂，在收集时会变脆或称

为碎片，影响回收。 

  3.  再生料在地膜中的使用情况 

据欧洲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称，地膜可使用工商业等领域的高品质 PE 再生塑料作为其原料之一，但极少使

用来自农用薄膜的再生颗粒。2018 年，4.3 万吨再生塑料用于生产地膜（相当于生产地膜所需原生塑料使用量的

52%），0.6 万吨用于温室大棚膜。 

西班牙的主要传统塑料农膜加工商——阿曼多阿尔瓦雷斯集团（Grupo Armando Alvarez），在生产地膜时使

用 10~50% 的再生塑料，且地膜越厚，再生塑料含量越高。欧洲最大的塑料薄膜回收商 CEDO 指出，地膜生产中

再生料占比可高达 70%（使用者无高品质要求，且一般仅覆膜一个生长季节）。 

（三）销售与使用环节——产品标签与使用指南

   1.  产品标签管理 

（1）LableAgriWaste 项目 

“数据化”溯源管理作为一项信息披露与监管工具，在农业塑料领域上是否可以获得相关利益方认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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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何，需试点论证。2006~2009 年，欧盟资助的 LabelAgriWaste 项目 [5,6]，研究了农用塑料废弃物标签管理的

最优模式。该项目由希腊雅典农业大学牵头、涉及多个欧盟国家的 18 家合作伙伴共同执行，包括欧洲塑料转换协

会（European Plastics Converters，EuPC）、欧洲塑料回收协会（Plastics Recyclers Europe，EuPR）、农业协会、大

学和研究机构等。 

公开途径未查到项目的实际应用情况，但探讨的运作模式与体系逻辑基础，将在时机成熟时，为制定相关政

策提供参考。 

（2）产品“电子护照” 

2022 年 3 月 30 日欧盟发布了《可持续产品的生态设计》新规则，在现有的生态设计指令（Eco-Design Direc-

tive）的基础上，关注产品能效、循环性及其他环境可持续性。新规则几乎涵盖了欧盟市场上所有类别的产品，要

求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碳足迹和环境足迹、促进材料回收等，同时提出了产品信息披露要求，包括使用“电

子护照”（Digital Product Passport）的方式。产品“电子护照”将提供有关产品环境可持续的信息，能够让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时做出知情的选择，为产品回收提供便利，提高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透明度，同时利于监管。目前新规

则正逐步细化执行计划，也将扩展至农用塑料领域。 

   2.  地膜选择与使用培训 

欧洲比较重视对使用者的培训，通过科学减少地膜使用、选择替代方式、正确覆膜以减少揭膜撕裂等，有

效降低地膜污染。例如，意大利北部纳瓦拉地区的农业食品合作社（Cooperativas Agro- alimentarias de Navarra，

UCAN）发布了地膜产品选择与使用指南，针对每一类作物提供建议，并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受欧盟资助，由国

际有机食品研究中心开发的“有机农场知识平台”（Organic Farm Knowledge[7]）网站，提供关于有机种植的各类

信息，其中也包括科学覆膜操作等地膜相关培训。 

（四）收集环节——EPR 管理机制与高效收集方式 

   1.  自由市场不足以激励农户主动收集农用塑料废弃物 

在无政策干预的自由市场中，若废弃物回收利用价值高，收集商便会提供比普通垃圾费更优惠的服务价格，

甚至购买废品，农户便有动力专门收集，例如在某些地区的温室大棚膜就很受欢迎。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农用塑料类型并不受回收商青睐，收集商无利可图，农户没有更经济的选择，一般会将

其直接混入普通家庭垃圾，甚至会偷偷就地焚烧以避免支付较高的垃圾处理费。 

部分收集商甚至因亏损被迫暂停提供农用塑料收集服务，如英国桦木农场塑料公司（Birch Farm Plastics，

BFP）。BFP 公司是英国威尔士地区唯一的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商。2019 年，因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陆续全面

禁止废旧塑料进口，大量废塑料滞留欧洲市场，过去接收农用塑料的回收商转而选择商业工业领域更优质的废旧

塑料，以获得更多利润。回收商不再像过去向收集商支付农用塑料废弃物的运输费，转而收取一定价格的垃圾处

理费，BFP 公司为收回成本，被迫提高农用塑料的收集费，以致农户不再选择与 BFP 公司签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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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欧盟不同政策情景对农用塑料收集率的建模结果（回收率与之类似）

%

+ +

来源：欧盟《农用传统塑料和生物降解塑料》

实际上，欧洲部分国家已将国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应用于农业塑料行业，主要表现为建立国家收集 /

回收计划。常规运作模式是，生产商为其投放市场的产品支付一定比例的“环保费”，由一家中间机构统筹管理，

向（某区域内的）所有农户提供废弃物收集服务，并负责后续回收利用及处置。以实行现状来看，在已建立完善

国家收集计划的国家（详见下表），农用塑料废弃物平均收集率高达 75%，优于欧盟平均收集率 63%。

   2.  国家 EPR 制度（收集计划）促进农用塑料回收利用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责任从生产销售环节延伸到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收集、回收

利用与末端处置环节。欧盟报告探讨了 EPR 制度的不同实施方法，包括： 

●   强制性 EPR：立法强制实施； 

●   激励型自愿性 EPR：通过提供资金激励（如补助、奖励等），由生产商、经销商等自愿建立联盟； 

●   非激励型自愿性 EPR：鼓励生产商、经销商等自愿建立联盟，无特定物质激励。 

以及约束农户的配套政策： 

●   禁止露天焚烧； 

●   强制农户参与收集计划。 

对以上不同 EPR 政策（含配套政策组合）对农用塑料收集率与回收利用率的影响进行建模，结果表明（如下

图所示），EPR 制度能够有效提高农用塑料收集率与回收率，其中强制性 EPR 与强制农民参与的政策组合是效果

最显著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激励型自愿 EPR 与非激励型自愿 EPR 对最终的收集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即最终

可达到的收集率均在 72% 左右，激励型的优势仅在于可提早刺激收集率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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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欧洲现行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计划概览

国家 计划 开始时间 类型
农用塑料废弃物

收集种类
收集率 * 回收率 **

法国 A.D.I.VALOR 2001 年 自愿性
所有农业薄膜、绳线、网套、

灌溉管、包装
70%（2020） 76%（2019）

意大利

POLIECO 2019 年 强制性 棚膜、地膜（聚乙烯材质） -

56%（含包装）COREPLA/

CONAI
2016 年

自愿性 

�

强制性

包装 -

西班牙 *** MAPLA 2020 年 自愿性 棚膜、地膜 - -

德国 ERDE 2013 年 自愿性
青贮膜、网套、绳线等，

2022 年加入地膜
51%（2021） 100%（2021）

英国
APE UK 2020 年 自愿性 薄膜、绳线、网套 - -

UKFPRS 2020 年 自愿性 - - -

爱尔兰 IFFPG 1998 年 强制性 青贮膜、网套、绳线 90%（2021） -

瑞典 SvepRetur 2001 年 自愿性 青贮膜、园艺用薄膜、包装 93% 90%

挪威 GPN 1997 年 自愿性 包装、农用薄膜 >90%（2021） 86%（2021）

冰岛 IRF 2005 年 强制性 青贮膜 90%（2020） -

说明：* 指计划中特定农用塑料废弃物的收集率；** 回收率计算是基于已收集的废弃物量，而非整体回收率；*** 目前主要在安达卢西亚地区实行。

来源：欧盟《农用传统塑料和生物降解塑料》，收集计划官网等公开信息

实行国家收集计划的 9 个国家中，除意大利、爱尔兰、冰岛为强制措施外，其他均为自愿性联盟。涉及地膜

回收的国家计划主要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也是地膜使用量最多的欧洲国家，英国或涉及），其他国

家的措施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以下将对所有收集计划分别进行介绍。 

（1）法国 A.D.I.VALOR 计划 

在法国作物保护工业协会倡议下，法国工农商农业废弃物高值利用组织 A.D.I.VALOR[8](Agriculteurs, Distribu-

teurs, Industriels pour la Valorisation des Dechets Agricoles) 于 2001 年成立。作为法国专注农业废弃物回收的自愿性

全国联盟，A.D.I.VALOR 在 2020 年实现覆盖率 98%、收集率 70%、回收率 76% 的成绩，是欧洲农业废弃物回收

领域成功代表之一。 

A.D.I.VALOR 由分别代表工业企业、经销商和农民的 10 家组织协会共同运营，基于共同责任和自愿承诺原则，

确保各类作物保护用品在废弃后得到安全处置和有效回收。目前已涵盖包括废弃包装、过期 / 失效的作物保护产品、

农膜、绳网 4 大类共 20 余种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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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底，POLIECO 联盟拥有约 5000 会员，35.1 万吨聚乙烯废弃物得到回收利用，并生产了 31.2 万

吨再生产品，基于聚乙烯制品消费量而言，回收率达 43%。 

（3）西班牙 MAPLA 计划 

西班牙农膜使用量位于欧洲前列，尤其是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该地区早在 2012 年便制定了农用塑料废弃

物的 EPR 政策要求，并授权 Cicloagro（由西班牙促进塑料循环利用协会 Cicloplast 成立的针对农用塑料领域的非

营利性机构）组织运营。该体系主要职责是建立废弃物收集与回收体系，协调各方就收集费达成一致意见。截至

2016年，Cicloagro体系获得了收集率 80.5%的成绩。但Cicloagro联盟未收取农民的任何费用、也无任何激励措施（如

补助）和附加要求（如清理农膜杂质等），对生产商仅收取固定年费（该举措或催高产品售价），体系运转主要

靠废弃物再生材料的销售收入维持；而再生料售价高度依赖原生塑料市场，当石油价格下跌时，再生料收入甚至

会不足以覆盖该系统运作的固定成本。最终，该计划于 2018 年 3 月停止运行，但该地区的废旧农膜收集回收网络

得以建立，为后续重新启动收集计划奠定了基础。 

2020 年，在西班牙塑料工业家协会（ANAIP）、西班牙促进塑料循环利用协会（Cicloplast）及欧洲农业、塑

料环境协会（APE Europe）等共同推动下，收集计划重启，并以自愿性 MAPLA[10] 联盟形式。目前，MAPLA 已覆

盖西班牙 90% 的农膜生产商和经销商，并计划首先收集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棚膜与地膜，最终扩展至整个国家层面

的所有非包装农用塑料废弃物。 

（4）德国 ERDE 计划 

由德国塑料包装工业协会（Industrievereinigung Kunststoff- verpackungen，IK）的 6 家农膜生产商于 2013 年发

起的德国农业塑料回收联盟（Entekunstoffe Recycling Deutschland，ERDE[11]）是德国唯一针对农用塑料的回收体系。

ERDE 主要回收青贮膜、网套、绳线、无纺布、芦笋膜和穿孔膜 6 类，从 2022 年起也将地膜纳入回收体系中。 

作为一项自愿性 EPR 计划，生产商和经销商按其市场份额比例资助。使用者，如承包商、农民，有义务按要

求分类收集、打包、并清洁废弃农用塑料，交付指定收集站并支付费用（低于普通垃圾处理费 30~50%），同时可

获得二氧化碳减排证书。收集站由系统运营商 RIGK 公司负责整体运营，经销商、农场合作社、承包商、废物处

置公司等均可加盟，RIGK 公司会为其提供收集规范等协助，并根据收集情况进行补贴，以此激励收集点采用有竞

争力的收集费。所收集的废弃塑料将由 ERDE 合作回收商进一步加工制成再生薄膜或垃圾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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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德国 ERDE 农业塑料回收体系

来源：ERDE-recycling

截至 2021 年底，德国 ERDE 体系已覆盖 50 家生产商，其中青贮膜生产商覆盖率达 85%，建立了 581 个固定

收集站和 2895 个移动收集点，共回收超过 3.2 万吨农业塑料，其中青贮膜收集率达到 51%。ERDE 在 2019 年向当

时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BMU）做出的自愿承诺，2022 年青贮膜收集率目标为 65%。 

（5）英国 APE UK 和 UKFPRS 计划 

英国是欧洲农用塑料使用量较大的国家之一。早在 2005 年，英国政府便考虑将 EPR 引入农用塑料领域，但

经多年尝试与讨论，2010 年的政策听证会最终否定了强制性 EPR，因多数利益相关方认为无需政府过度干预 [12]。 

直到 2019 年，欧洲农业、塑料环境协会（APE Europe）协助英国建立了非包装农用塑料自愿性 EPR 联盟 APE 

UK[13]，并覆盖了 80% 生产商和经销商，并与一家废弃物管理公司合作，试图构建一个覆盖全英国的收集网络，帮

助农民更轻松得进行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但联盟的运行成本最终需由购买 APE UK 体系内产品的农户买单（购

买产品时额外支付 £20/ 吨的收集费）。参照欧洲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APE UK 联盟的目标是在 2025 年将英国非

包装农用塑料收集率由 30% 提高到 70% 以上。 

在 APE UK 宣布成立的一周后，在几家大型企业（英格兰的 Farm XS、Agri-cycle, 北爱尔兰的 Emerald Isle Re-

cycle 和威尔士的 Birch Plastics）的牵头下，英国农用塑料收集商也建立了 UKFPRS（UK Farm Plastic Responsibility 

Scheme）联盟，以维护其原有市场地位。与 APE UK 不同的是，UKFPRS 联盟的运作模式是不向农户额外收取任

何费用，而在保持原有收集服务方式（各地不尽相同）下，指导农户分类、清洁等，以提高收集率和回收率。目前，

UKFPRS 已更名为 Green Tractor Scheme[14]，拥有 17 个回收合作伙伴，并可收集包括包装在内的几乎所有农用塑料

废弃物类型。该计划的目标是在 2030 年前使英国全部农场具备回收所有农用塑料类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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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联盟均于 2021 年正式实施，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套相互竞争的计划将如何相互作用。 

2022年 4月，英国塑料包装税正式实施，包括农用塑料包装，农膜目前不在缴税清单之列（此处主要针对青贮膜，

因其形态类似青贮饲料包装，但实质为青贮饲料厌氧发酵的容器，属于非包装功能，故排除在外）。 

（6）爱尔兰 IFFPG 计划 

爱尔兰是欧洲少数几个专门为促进农用塑料回收而立法的国家之一。1997 年颁布《农用塑料条例》，规定了

农膜生产商对于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的法律责任：或通过押金返还制度直接参与，或加入政府授权的 EPR 体系——

爱尔兰农膜生产者联盟（Irish Farm Film Producers Group，IFFPG[15]）。从实施情况看，目前尚无企业采用押金返

还方式，而全部选择加入 IFFPG 联盟。 

IFFPG 回收农户产生的所有废弃农业塑料。因爱尔兰以畜牧业为主，因此主要农用塑料类型为青贮膜、网套、

绳线、包装等，地膜使用量极少（400 吨）。 

IFFPG 的运作模式如下：生产商通过向 IFFPG 缴纳每吨塑料制品 140 欧元（约 1000 人民币）的回收补贴费，

为回收体系提供约 70% 的运行资金；其余 30% 成本由农民承担。而对农民而言，通过 IFFPG 处理废弃农业塑料（如

下图所示），比普通垃圾收集费（半吨 €70~80）更优惠、便捷。农民在购买已缴纳回收补贴费的产品时，可从经

销商处获得一个带有 6 位数字的标签码（如下图所示），并凭此码获得一定收集费优惠。农民需按要求对农业废

弃物进行分类、清洁、干燥、打包，可选择在指定日期将废弃农业塑料自行运送到指定收集中心，或者预订上门

回收服务，并根据种类、重量支付回收处理费用。 

图 13  爱尔兰 IFFPG 半吨废旧青贮膜收集费（2021 年）

回收服务 带有标签码（500kg） 无标签码（500kg）

收集中心 €25（约为 190 元） €50（约为 380 元）

上门回收 €85（约为 650 元） €100（约为 760 元）

来源：IFFPG

回收服务商将收集到的废弃农业塑料运送到回收处理公司，最终被制成垃圾袋、管材、屋顶防潮、公园长椅

等。IFFPG 联盟目前已覆盖 40 家生产企业，建立 235 个收集点。2021 年已实现 3.7 万吨农用塑料收集，收集率已

达 90%。 

（7）瑞典 SvepRetur 计划 

瑞典的农用塑料废弃物管理基于自愿性 EPR，起步较早（2001 年），且体系已较稳定成熟，由非盈利性联盟

SvepRetur[16]（Svensk Ensilageplast Retur，瑞典青贮膜塑料回收计划）负责运营，并接受瑞典环境保护署（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EPA）监督。瑞典几乎所有农业市场参与者均已加入 SvepRetur 体系。 

该收集回收体系的实际成本（会因再生料价格等因素变动）会直接加到产品售价中。农户在购买时便支付了

图 14  爱尔兰 IFFPG 回收标签码

来源：IFF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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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费，产品废弃时仅需按要求分类放至收集点；而购买到未加入 SvepRetur 体系的生产商的产品时，无需额外支

付处理费，但需自行处理废弃物（作为普通垃圾丢弃，支付正常垃圾处理费，费用较高）。 

受 SvepRetur 指派，收集商 KRSAB（Kretslopp & Recycling i Sverige AB）负  责直接从全国 340 个农场收集点收

集运输青贮膜、园艺用薄膜、农用塑料包装袋、农药桶等体系内农用塑料产品废弃物，并交由瑞典专属设施回收

处理（机械清洗和再生颗粒制造），一小部分被送往第三国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少数废弃物（如脏污

严重的塑料桶等）送去焚烧 / 能量回收。SvepRetur 体系的收集回收情况自 2014 年来就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年均收

集率为 93%、回收率为 90%（基于总收集量）。 

（8）挪威 GPN 计划 

1997年，挪威塑料包装自愿性 EPR联盟Grønt Punkt Norge（GPN，挪威绿点）[17] 成立，涵盖农用包装（如化肥袋、

种子袋）以及青贮膜等农膜领域。塑料生产商和进口商通过支付“环保费”，承担了废弃物收集及回收处理成本，

并可在产品上标明专有标志，其使用者无需单独支付收集费。 

2021 年，根据 GPN 向挪威环保署报告的公开信息，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率超过 90%，回收率达 86%。 

（9）冰岛 IRF 计划 

2003 年，冰岛针对青贮饲料膜推行了强制性 EPR 计划，由冰岛国有基金 IRF（Icelandic Recycling Fund，冰岛

回收基金）负责运作。生产商和进口商按废弃物管理（包括收集、运输、回收利用等）成本缴付回收利用费，其

中一部分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由农民承担。2020 年费用为 2.8 万克朗 / 吨（相当于 190 欧元 / 吨，1360 人民币 /

吨）。除固定收集点外，IRF 每年至少两次直接前往农场收集废膜。作为冰岛主要塑料回收商，纯北回收公司（Pure 

North Recycling）将废膜回收制成塑料薄片，出售给其他欧洲国家。 

据估计，2020 年 IRF 青贮膜收集率约 90%（含杂率约 30%）。 

  3.  地膜收集面临的主要障碍 

与我国情况类似，即使是已建立收集计划的国家 /地区，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率最高不过 93%，地膜因厚度较薄、

含杂率高等因素，收集率更低。以下选取欧盟报告中有关经验进行介绍。 

（1）地膜含杂率高 

废旧地膜中沙土、秸秆、水分等杂质量很高，且不可避免。根据经验，在采取最佳实践的条件下，含杂率仍

会高达 30~40%。 

下图为欧洲典型作物的地膜含杂率经验值，栽培土豆、芦笋的地膜含杂率比草莓、甜瓜的地膜更高，后者的

塑料可回收量是前者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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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欧洲典型作物的地膜含杂率

                                    

% %
%

来源：欧洲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2）农民参与积极性不足 

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的因素包括收集计划的激励机制、操作便捷性、回收点距离、农民意识、废旧地膜量等。 

●   激励机制：各国家的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计划都会设计出经济可行的运作模式，农户在经济上的激励越大，

越有动力参与到收集计划中。欧洲各国的常见模式是使农户支付的收集费，比普通垃圾处理费更低；而收

集计划的其他运行成本，部分由生产商承担，部分来自回收利用获得的收益。 

●   操作便捷性：地膜收集本身耗时较长（16~18 小时 / 公顷），收集计划往往还需要农户配合对废旧农膜进

行初步清理，更便捷的收集方式（如机械）与指导培训，会减轻农户负担。 

●   回收点距离：大多收集计划会设在农户常去的地点（如农贸场、合作社等），法国农民合作社讨论决定，

离农户最近的收集点不能超过 15~20km，爱尔兰的平均距离是 10km。一般而言，这不会是制约农民参与

的主要原因，但对于废弃物量比较少的农户，往往会选择直接混入其他垃圾（更高收费）甚至就地焚烧。 

●   农民意识：尽管有的收集计划已建立了密集的收集网络，且是最便宜的处理方式，但收集率仍不高，如德

国 ERDE 计划。ERDE 认为，农民对该计划缺乏了解，是制约收集率的主要原因。ERDE 便加大了宣传力度，

在购买产品时便传递收集条件，在农户参与度高的大型农产品展会上进行宣传，开发 app 提供各类收集信

息（操作指南、收集日期、收集点）等，收集率获得逐年增加。 

  4.  减少地膜含杂率的措施  

（1）农户初步清理与卷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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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A.D.I.VALOR 计划为农户提供的操作规范指导手册，成效最为显著。地膜清理的最佳实践方式包括： 

●   揭膜：前几天进行灌溉，使附着在地膜上的泥土变软，便于清理。 

●   清理：手动（甩去泥土和秸秆）/ 机械。 

●   卷膜：卷膜前可悬挂一晚，使地膜更干燥；手动 / 机械（用带缠绕器的双锥型设备将塑料卷成两个圆锥体）。 

●   储存：放于清洁区域，保持干燥，以防泥沙吸附在地膜表面。 

表 7 法国 A.D.I.VALOR 计划的地膜收集要求

地膜类型 无色 彩色 黑色

最高含杂率 50% 50% 20%

卷膜要求（图例）

来源：A.D.I.VALOR

（2）机械收集 

与人工收集方式相比，机械化收集显著降低地膜含杂率，一项新型技术——RAFU（Recycling of Used Agricul-

tural Films，废旧农膜回收）已在法国试点。RAFU[18] 是拖拉机附件，可在收获作物同步揭膜及清洁（地膜上下表面）、

卷膜作业，并仅需一位司机操作。卷膜速率会自动适应车速，以确保合适的膜张力，使地膜不至破裂。试点结果表明，

该技术可将杂质从地膜原始重量的 3~4 倍（含杂率 75~80%）减少到 1.4~1.7 倍（含杂率 37~42%），潮湿条件同

样适用。该技术目前的揭膜速率可以做到 8 公顷 / 天。以下为适用的作物类型及设备举例。

表 8 RAFU 技术对不同作物的揭膜效果

作物类型 胡萝卜 甜瓜 沙拉（露天） 沙拉（大棚） 土豆 洋葱

膜层数 3 层

膜厚度 0.028mm 0.028mm 0.025/0.028mm 0.022/0.030mm 0.025mm 0.035mm

覆膜方式 机械式

揭膜方式 主要为机械式

揭膜步骤 清洁卷绕
摩擦干刷

�卷绕

干刷

�卷绕

干刷

�卷绕

干刷

�卷绕
清洁卷绕

含杂率（常用） 70% 60% 72% 75% 70~80% 67%

含杂率

（RAFU）
30% 30% 50% 40% 45% 30/50%

来源：欧洲农业、塑料与环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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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收利用环节——市场与经济效益

  1.  现行回收方式及终端市场 

物理回收是欧洲农用塑料回收的主要工艺。典型流程为：成捆的农膜被送至回收厂，因材质单一无需进一步

分拣，但会人工清楚显眼的杂质；根据不同类型塑料，经“粉碎 - 洗涤 - 干燥”工艺制成塑料薄片，操作精细程度

取决于最终产品的质量要求；将塑料薄片送入挤出机，制成塑料颗粒，根据最终产品性能要求加入添加剂。 

因农用塑料品质较低（棚膜除外），由此回收的

再生颗粒价值较低，终端市场非常有限。此外，再生

塑料的购买者往往对农业来源的材料更加警惕，担心

农药残留、有异味等。从来源端看，意大利 POLIE-

CO 称，近一半再生农用塑料颗粒的来源是农膜，其

中 9 成棚膜、1 成地膜。从消费端看，据欧洲农业、

塑料与环境协会估计，2019 年欧洲农用塑料再生颗粒

消费量约为 9.3 万吨，常见的应用是垃圾袋（如荷兰

CEDO 回收公司、贝里聚乙烯工业公司）、建筑用薄

膜和厚型材（如生产公园长椅的“塑化木”），重新

用回农业领域的再生塑料制品是青贮饲料膜（含 40%

再生材料）、灌溉管连接件、绳线等。 

图 17  由 90% 农膜再生颗粒制成的公园长椅

来源：A.D.I.VALOR

农用塑料的化学回收在欧洲仍停留在实验室试点阶段，尚未投入商业运营。 

  2.  回收利用的经济效益

（1）成本高、售价低、利润不足 

从纯技术角度，回收厂可以处理含杂率 60% 甚至更高的农膜，但会产生大量额外成本，包括： 

●   密集清洗的处理成本；处理环节产生的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 

●   杂质（如沙子）损坏设备叶片，增加维护成本； 

●   整体产率低，即每吨投入物料获得的再生塑料颗粒量的比率，常见废旧工商业薄膜产率为 75~85%，棚膜

为 60~70%，厚度 0.015~0.020mm 的地膜为 33~35%）。 

与工商业等高品质塑料薄膜相比，农膜的加工成本高，售价低，甚至无法获得利润（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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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塑料的价格对再生塑料颗粒的需求影响很大。对制造商而言，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原生塑料

比再生料更为便捷——前者供货质量高、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且批次之间并无差异。一般来说，若原生塑料价格

高于每吨 1,200 欧元，制造商会选择使用再生料，但当原生塑料价格低于每吨 1,000 欧元时，回收商则将很难找到

再生颗粒的销路。 

（2）EPR 制度下的回收利用成本覆盖情况 

EPR 制度的核心原则是由生产商承担所有废弃物收集、运输及回收利用的净成本，但欧洲现行收集计划并非

全部如此，农户一般需要支付一定收集费（详见下表）。 

其主要原因是废旧地膜收集与处理成本占零售价的比例过高。地膜在欧洲的平均售价为 2,055 欧元 / 吨，在法

国的处理成本为 395 欧元 / 吨，占售价的近 20%（生产商承担 12%）；而棚膜平均售价 2,955 欧元 / 吨，在法国的

处理成本为 30 欧元 / 吨，仅占售价的 1%。自愿性收集计划希望避免过高的费用使生产商放弃参加，另外可以激

励农户提高废旧地膜的清洁度，从而降低处理成本。但对某些农户而言，少量收集费也会成为阻碍，存在偷偷就

地焚烧 / 填埋的情况。 

表 9  不同废旧塑料薄膜的成本与售价

单位：欧元 / 吨 废旧农膜 工商用废旧塑料薄膜

总成本 470~635 330~360

加工成本 380~480 280~300

废水处理成本 20~25 -

垃圾处理成本 70~130 50~60

再生塑料售价
青贮膜塑料片 550

拉伸膜 600~620
550~670

利润 -85~150 190~340

来源：荷兰 CEDO 回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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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欧洲现行农用塑料废弃物收集计划的成本分担情况

国家计划
生产商

承担比例

农户

承担比例
具体情况

法国 

A.D.I.VALOR

多数类型

100%

地膜 60%

地膜 40%

大多数农用塑料类型，生产商承担了全部收集处理的净成本，且类型不同，费

用不同，但地膜是例外：农户在收集点需支付 155 欧元 / 吨的收集费，若有认

证机构的检测报告证明地膜含杂率 <50%, 可减免部分费用。生产商承担 240 欧

元 / 吨的费用。

意大利

POLIECO
一定比例 一定比例

参与计划的生产商需支付固定年费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平摊成本（每年 15~31

欧元 / 吨）。农民在购买产品时还需额外支付 14 欧元的收集费。

西班牙 MAPLA 未知 未知 起步阶段，信息不足。

德国

ERDE
30~40% 60~70%

生产商支付部分被用于激励经 ERDE 认证的独立收集点，收集点每收集并回收

一吨合格农用塑料都可获得相应奖励。农民支付的收集费由收集点自行设定，

但费用会低于其他处理方式。不同类型农用塑料，各方承担的费用不同。

英国 APE UK 未知 未知 起步阶段，信息不足。

爱尔兰

IFFPG
70% 30%

生产商支付 140 欧元 / 吨（不同类型承担相同费用），农民在收集点支付处理

费（根据不同收集形式，50~170 欧元 / 吨不等）。

瑞典

SvepRetur
未知 或许 100%

生产商在销售产品时会向农民收取额外的“收集费”，每半年转交给 SvepRe-

tur，以涵盖 SvepRetur 管理和收集商成本。农民无需在收集点缴费。收集商自

行负责农用塑料废弃物的处理处置。不同类型农用塑料，承担的费用不同。

挪威

GPN
大部分 小部分 生产商支付的“环保费”部分反映在价格中。

冰岛

IRF
大部分 小部分

生产商与农民共同承担 190 欧元 / 吨，生产商支付的“环保费”部分反映在价

格中。

来源：欧盟《农用传统塑料和生物降解塑料》，收集计划官网等公开信息

使农民参与收集计划的另一种方式是先征后退，即农民在购买地膜时便额外支付一定收集费，若交付收集点

的地膜含杂率低于某个值，便可获得返款，而无需在交付废旧地膜时缴纳任何费用。但这一方式的难点在于，很

难直观评估地膜的含杂率。法国 A.D.I.VALOR 计划的解决方式是，将检测含杂率的责任交给农民，如果农民认为

低于规定值，则需出具认证机构的检测报告，若检测结果确实低于规定值，则可获得返款，若高于规定值，则农

民自行承担检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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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1989-2018 年日本棚膜施用面积（按材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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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日本农用废弃塑料产生量，在 1993 年达到 18.9 万吨的峰值后不断下降，且在 2014 年后趋于平稳（见图

19）。从类型来看，2018 年产生的 10.7 万吨废弃农用塑料中 53% 为聚烯烃（PE）薄膜（主要用于棚膜、地膜），

22% 为 PVC 膜（多用于棚膜）。公开信息并未提供废弃地膜产生量变化情况，但可推断得出：PE 薄膜主要是棚

膜和地膜，废弃量整体变化不大，每年约 5~6 万吨；而 PE 棚膜施用面积逐年递增（图 18 绿色部分）且膜厚度未

减少，即使考虑重复利用的情况，PE 棚膜废弃量并未显著减少，由此得出，日本废弃 PE 地膜产生量并未显著增加，

甚至可能会减少。推测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产品标准制订（1994 年）促使薄膜生产技术改进，质量得到提升，

耐用性提高；二是耕种、农机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地膜破损率，延长了使用寿命，进而减少排放。 

图 19  1993-2018 年日本废旧农用塑料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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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日本废弃农膜相关法规颁布情况汇总

颁布时间 法规名称 相关内容

1991 年 《促进再生资源利用法》

产品设计制造环节应纳入环保理念，生产经营者有义务将废弃地膜按要求

回收、打包并送至规定地点进行进一步分拣和分类，同时支付相应处理费用，

但缺乏必要的强制力

1995 年
《关于妥善处理废旧园艺塑料的

基本方针》

行政机关与农业团体应完善回收处理组织，开展必要宣教，且要求农户将

农膜分类、清洁后交至回收处；废弃农用塑料的回收利用方式优先选择材

料回收，若难以实现，再考虑热能回收

1997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将废弃农用塑料列为“产业废弃物”，这意味着排放者（农户）对废弃物

妥善处理承担责任，且不因废弃物的委托处理而产生责任转移；收集、运输、

处理废弃农用塑料的从业者应向都道府县知事领取许可证等

2000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禁止非法燃烧废弃农膜，确定相关处罚

2000 年 《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
明确社会全体成员的责任义务，推进向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循环利用的可

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转变

2000 年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促

进再生资源利用法》修订并更名）

确保再生资源利用的同时，抑制废弃物产生（节约资源、延长使用寿命、

再利用等）

2003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禁止非法倾倒废弃农膜，加强露天焚烧废弃农膜的处罚力度：处以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 / 个人 1000 万日元（50 万人民币）以下罚款，公司 3 亿日元（1500

万人民币）以下罚款

2004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对废弃农膜运输车辆的功能设施进行强制性规定

2005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加强对于废弃农膜处理虚假上报的处罚

2008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强制性要求各县政府进行废弃农膜回收

2011 年 《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 明确农膜生产企业对于回收农膜的义务

2020 年 《循环经济愿景》 进一步加大回收利用率，减少废弃物

1970 年颁布的《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历经多次修订，对废旧农膜的收集、储存、处理处置等管理义务做了

明确规定，并逐步强化了对农膜生产企业、农户、收集运输与回收企业、政府等各方责任。其中，农膜生产企业

对产品质量负责，并承担因产品质量差而导致地膜难以回收的责任。农民作为农膜使用者必须按规定对废弃农膜

进行妥善处理，随意丢弃、露天焚烧和填埋者，将处以高额罚款甚至监禁。废弃农膜回收处理机构，包括收集站、

运输服务、回收处理站等，均需向政府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按照“联单制度”规定执行并接受监管。政府责任

下沉细化至地方，对农膜回收处理负有制定回收计划、提供资金补助、回收体系监管等责任。 

1995 年颁布的《关于妥善处理废旧园艺塑料的基本方针》充分考虑由于农业人员分布零散、产生废旧塑料地

点分散，仅依靠农户自身努力进行妥善处理的困难，要求国家省局、都道府县、市町村各级行政机关和相关农业

协会团体，推动建立完善的回收处理体系，并共享信息、开展讲座，确保农业人员获得科学的收集方法和回收途径；

同时，积极推广使用耐用膜，并阐明该投资对农户短期及长期经济效益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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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日本 JIS K6781-1994 聚乙烯农膜产品标准主要力学指标

厚度 拉伸负荷 断裂伸长率 撕裂负荷

[mm] [N] [%] [N]

0.10 ≥ 9.807

≥ 250

≥ 4.90

0.07 ≥ 6.86 ≥ 3.43

0.05 ≥ 4.90 ≥ 2.45

0.03 ≥ 2.45
≥ 150

≥ 1.18

0.02 ≥ 1.47 ≥ 0.78

日本地膜质量良好，市场上常见的地膜厚度为 0.02mm 和 0.03mm，使用后无破裂情况，揭膜时仍非常完整，

人工很容易将其收集到田头（图 21）。日本地膜产品质量问题可进行追溯，根据相关规定，农民在使用后如出现

大量破裂、难于回收的情况，可直接向销售商和农协进行投诉，并要求赔偿。 

（三）收集与回收机制 

日本农协联合 7 家农膜企业于 1999 年 7 月成立

了农膜回收促进协会，起初作为自愿性 EPR 联盟，

2009 年在《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修正案强制要求各

县政府进行废弃农膜回收后，成为全国农膜回收工作

的执行和协调主体，已在全部 47 个都道府县设立分会，

对废旧农膜进行全面管理，包括建立回收体系、促进

再生产品应用开发、新技术调研与开发、宣传引导等。 

农民有义务对废旧农膜进行分类收集，并进行预

处理：清除杂质（含杂率小于 50%）、按要求打包捆

绑（从农膜上撕取部分作为打包绳，10~15kg 一捆）等。

地膜从田间到地头的收集由农民自行完成，或用小型

卷膜回收机，或直接手工进行，因地膜在揭膜时强度

还很高，收集十分简单和容易（图 21）。 

（二）产品标准与常见规格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于 1994 年组织制订了《聚乙烯农膜生产标准（JIS K6781-1994）》[24] 并沿用至今。该标

准规定了介于 0.02~0.1mm 的 5 种产品厚度及对应的机械强度（如表 12 所示），因其测试方法与中国标准有区别，

故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图 21  日本地膜回收和堆放的现场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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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而言，废旧农膜回收途径有以下两种：一是将清洁分类好的废旧地膜送至专门回收点，并缴纳每吨 3~5

万日元（约 1500~2500 人民币）的回收处理费。二是在农膜回收促进协会统一管理下，由授权的农业协同组织或

经销商等机构组织收集，通过发放传单等途径提前告知农民回收时间（一般每年 2~3 次）和具体操作方式。地膜

收集后的运输、处理的机构需严格按照“联单制度”规定记录处理流程，包括按规定进行压块、切块处理，后交

由回收利用企业进行处理。农民有法定义务利用（电子 / 纸质）联单对废弃农膜处理情况进行全称把握，直至最终

处置完成。 

图 22  日本废旧地膜转运过程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试验室

在第二种方式下，收集和回收成本一部分直接附加于农膜销售价格上，农民无需再次缴纳回收处理费；其余

成本由地方政府和农业合作社进行补贴，一般而言，补贴额度为每吨 1~3 万日元（约 500~1500 人民币），征费体

系如图 23 所示。对于农膜收集回收费用的具体征收标准和方法，各都道府县议会可视当地情况而定，比较常见的

分担比例是农民、农协和地方政府各承担 1/3 费用，保障了回收体系的可持续运行。此方法也可从某种程度上有

效避免由于农民不愿支付回收处理费而随意处理废弃农膜的现象。 

图 23  日本农膜回收征费体系

来源：日本农膜回收促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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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收利用方式 

在日本，塑料的回收利用方式包括物理回收（材料回收）、化学回收和能量回收。农用 PE 膜以材料回收和

能量回收为主，少量化学回收。其中，PE 再生塑料颗粒大部分出口日本国外，少部分在日本国内制成托盘、人造

树、建筑土木工程和园艺材料；含杂率高的 PE 农膜一般进行能量回收，如在水泥厂、造纸厂作为替代燃料，灰烬

可作为水泥材料，或焚烧发电、制成垃圾衍生燃料等；极少部分作为高炉喷吹还原剂（含氢物质）进行化学回收。

PVC 膜在目前全部物理回收利用，一半用于出口日本国外，一半在日本国内制作地板、建筑和工业材料等。实际上，

废旧 PVC 塑料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目前我国 PVC 化学回收尚无成熟技术，物理回收再生产品的性能欠佳，商

业模式难以持续，我国 PVC 废塑料的回收利用将是继 PE 废塑料之后下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表 13 日本废弃 PVC、PE 农膜回收利用方式

回收利用方式 农用 PVC 膜 农用 PE 膜

物理回收 材料再生利用

国内

出口

化学回收
作为高炉还原剂

2012 年 12 月起，JFE 钢铁株式会社

不再接收

气化及液化 对农用废塑料未实施

能量回收
替代水泥厂、造纸厂燃料，

发电、RPF、RDF

说明：圆圈大小代表数量多少。

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日本农膜回收促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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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美国常见农膜产品厚度

不同膜产品 制作工艺
常见厚度

[mils] [mm]

LDPE/LLDPE 吹塑法 / 流延法 0.8~1.5 0.020~0.038

HDPE 吹塑法 0.5~1.0 0.012~0.025

镀铝膜 吹塑法 / 流延法 1.0~1.25 0.025~0.031

五层共挤 VIF 膜
吹塑法 0.9~1.25 0.022~0.031

流延法 1.0~1.25 0.025~0.031

五层共挤 TIF 膜
吹塑法 1.1~1.25 0.027~0.031

流延法 1.25 0.031

来源：美国 Intergro 公司网站

（三）农用塑料收集与回收情况 

尽管美国环保局制定了 2030 年要将废弃物回收率提高至 50% 的国家战略 [28]，多数州已出台再生资源回收相

关法规，但在废旧农用塑料领域并无强制或鼓励回收的政策 [29]，目前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针对农用塑料容器与包装，自 1992 年起，由 11 家生产商发起的自愿性 EPR 联盟——农业容器回收委员会（Ag 

Container Recycling Council，ACRC[30]）便在全美组织农用 HDPE 塑料回收，主要为化学品容器，如农药、除草剂等。

30 年来，ACRC 已累计回收 10 万吨塑料，用以制造排水瓦、栅栏、塑料篮、花盆等，而不用运送至危废填埋场。

目前，ACRC 已拥有 50 家生产商会员。圣路易斯的密苏里植物园也自愿组织收集计划，回收来自园林和家庭的塑

料花盆等园艺用塑料。 

塑料灌溉管也是相对清洁、易收集回收的类型。

加州一家生产商便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闭环，将收

集的废旧灌溉管切碎、清洗、造粒后，直接制成新

产品出售 [28]。非盈利组织南方废弃物信息交换公司

（Southern Waste Information eXchange, Inc.） 在 1999

年起便在灌溉管用量较大的佛罗里达州组织回收，农

户将塑料管卷起来交回生产厂家，可在购买新产品时

获得一定折扣。 

图 24  美国佛罗里达州灌溉管收集

来源：Waste Advantage 杂志

美国地膜厚度单位惯用密耳（mils，即千分之一英寸）。据农膜产品经销商 Intergro 公司网站介绍 [27]，市场上

不同类型产品常见厚度如表 15 所示。业内人士称，在美国销售的地膜产品很大一部分进口自墨西哥，本土只生产

带压花的流延地膜，产品厚度基本为 0.8~1.0 mils，换算成国际单位为 0.020~0.0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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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使用者（农户）和回收利用企业的模式；也有“谁使用、谁治理”的机制，通过预先缴纳回收保证金的方式，

主要针对土地流转大户对承包的土地承担治理责任。我国的地膜回收处理净成本的承担者主要还是政府，通过不

同形式的补贴或奖励的方式，提供给生产商、农民或回收加工企业。然而，政府承担成本的模式并不能成为长期

手段，研究规划科学的 EPR 制度，让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政策制定者的长远目标。 

从使用者付费转向生产者付费，是目前我国正在考虑的政策方向，也是对地膜 EPR 制度的尝试。由于发达国

家普遍有农民缴纳垃圾收集处理费的传统，废旧农膜的回收成本部分由农民承担，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农民收入

水平与欧洲有较大差异，由生产者承担回收责任与成本，可以倒逼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为地膜回收利用提供基

础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在 EPR 制度下，生产商往往会联盟，选择通过专业协会负责协调收集与回收利用工作，

激励农民收集废旧农膜，寻找并委托当地单位收运，并销售给回收加工企业。此外，在地膜生产企业对废弃物回

收负责的前提下，可能会刺激新的商业模式，大型农场或许可以直接购买铺膜与揭膜全生命周期服务，而不仅仅

是地膜产品本身。 

  3.  提升农民回收意识，多手段调动参与积极性

使用者收集责任的明确也是地膜回收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研究的实施农用塑料国家收集计划的国家有一个

共同点，是各国均有农民缴纳垃圾收集处理费的惯例。当农民支付少于普通垃圾的处理费，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激

励农民单独收集农膜，也能分担废旧农膜回收处理的部分成本。甚至，部分国家强制农民在废弃物收集时或购买

产品时支付相应费用；日本对农户私自焚烧、非法倾倒废弃农膜提出了极为严苛的惩罚制度。相比之下，西班牙

曾经的 Cicloagro 联盟未收取农民的任何费用，也无任何激励和惩罚措施，使得农民无动力积极参与，并按要求进

行收集，也是整个收集计划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因此，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农民参与是必须考虑的话题。 

国际实践中的使用者付费方式，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严厉的惩罚措施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已实践的激

励农民回收的做法，包括按收集废旧地膜量进行资金奖励、“以旧换新”（按旧模回收标准在购买新膜时获得一

定折扣）、“以膜易物”（按旧模回收标准兑换生活用品）、“先征后退”的回收押金等。在激励机制的实行上，

国际经验也无外乎以上方式。 

激励手段应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激励手段的创新，也可以从农民农业生产接触方方面面着手。例如，

在政策性农业担保贷款、农业保险中，考虑增加地膜产品选择及收集情况的评价指标。 

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除了经济手段外，操作便捷、回收点近、宣传引导与培训等提升农民回收意识也是

常见方式。日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由于农户分布零散、废旧地膜产生地点分散，依靠农户自主回收的

困难性，要求国家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建立完善的回收处理体系，并确保农户获得科学的收集方法和回收途径。

由此提醒我们，加强基层对农民科学用膜、正确覆膜与揭膜、收集与清洁（最佳实践总结详见正文）、地膜残留

危害与政策普及等方面的宣传指导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4.  深化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建立系统化监督管理体系  

国际上农用塑料回收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的思路均是建立国家收集计划，即有国家性的实施主体（通常以协会

/ 联盟的形式），专门负责协调运营收集运输与回收利用工作。通常情况下，协会通过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覆盖全国

或大部分地区；并且，产业链各主体都会参与到联盟中，包括生产制造商、经销商、农民、收集商、回收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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