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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慧社区案例

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

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有效

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提高新

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4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

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

处理系统。

┃2017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26号。

┃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意见》，市政办发〔2017〕44号。



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

• 宣传指导

• 二次分拣

• 积分激励

• 居民自助

• 餐厨垃圾

• 可回收物

• 其他垃圾

• 建筑垃圾

• 有害垃圾

• 大件垃圾

• 废旧家电

• 齐收共管

• 两网融合

• 固废物流网

• 协同处置

• 循环利用

• 生态补偿

• 京津冀协同

京环模式

 “京环模式”是通过推广“3+4”的分类方式，建立“齐收共管”的收运

网络，辅以多项保障措施，环境友好的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



“3+4”分类方式



结合集团相关工作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对现有垃圾混收混运方式进行改造，针对
不同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需求特征，将居民日常生活
产生的垃圾分为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大件垃
圾、废旧家电。采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

（一）3+4分类模式 （1）分类回收模式

大件垃圾

建筑垃圾

废旧家电

不定期产生垃圾种类

可回收物 餐厨垃圾 其他垃圾

日常产生垃圾种类

有害垃圾



（一）3+4分类模式 （2）回收设施设备铺设

分类垃圾桶示意图

• 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收集点采用桶装式收集点，垃圾桶按照以下
原则布置：居民小区放置240L的桶，6层板楼小区一般3个门栋放
置一组，平房区一般50-100米放置一组。一组一般配2～3个桶，
垃圾桶放置在楼门口，方便居民投放。

• 可回收物采用专用桶进行布点收集。按照每300~400户配置一个
回购机比例配置，主要安置在人流的主要出入口，便于周边居民
进行投放。

• 每个社区设置至少1处建筑垃圾暂存点，作为建筑垃圾暂存场地
。对于不具备设置建筑垃圾暂存点的社区，建筑垃圾以预约上门
收集为主。



“齐收共管”收运



（二）齐收共管收运

┃绿色低碳 ┃节能环保 ┃因地制宜 ┃物流优化

 采用桶到车的形式深入小区和背街小巷收运餐厨垃圾、其他垃圾。

 采用定时定点预约收集方式收运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废旧家电、有害垃圾、建筑垃圾

 采用纯电动环卫车辆组成的绿色物流车队。

分类集中收运，构建与前端紧密结合的“两网融合”分类运输网络



（二）齐收共管收运 全产业链资源化体系

居民社区

办公区/商业区

学校 可再生资源/厨余

。。。

流动回收车

厢式货车

大型分拣中心

回收设施设备

固定回收网点

上门回收人员

多种途径，规范回收 专业车辆，统一物流 专业分拣 加工利用，资源循环

资源利用处理基地



第四章 智慧社区案例

回收设施设备铺设  居民注册垃圾分类账户 互联网+资源回收  生态积分兑换

社区分类回收模式主要服务于社区居民，在该模式中，居民可通过电话或微信进行用户注册，领取具
有身份识别标识的二维码和北京蓝·生态卡，建立生态账户。之后，居民可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
自主投递。

（二）齐收共管收运 多种途径，规范回收



（二）齐收共管收运 （1）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干、湿垃圾

收集桶

分类压装

收集车

后续处理设施

收运

综合体

收集车

居民

分类压装

运输车

• 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采用“按容器投放”方式收集

 社区内设若干240L分类垃圾桶，收集人员按

换分类收集，利用电动收集车收集并运输至

后续压装环节。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过程中需保证设备设施

完好密闭，以免渗沥液、臭气等外溢。

• 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采用“按容器投放”方式收集

 社区内设若干240L分类垃圾桶，收集人员按

桶分类收集，利用电动收集车收集并运输至

后续压装环节。



（二）齐收共管收运 （2）可回收物分类回收模式

• 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采用“预约上门收购

”+“自动收购机”+“定点收

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回购。

 居民通过网络、电话、微信等

方式进行预约上门收购，或者

自主投放至就近的自动收购机

和服务综合体内完成收购。

 自动收购机和预约上门方式收

购的废旧物资由收集人员采用

电动收集车收集并运输至服务

综合体完成收购。

回购机

厢式运

输车

后续处

理设施
收运综合体

电动收

集车

居民

预约上门收购



（二）齐收共管收运 （3）建筑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后续处理

设施
自卸清运车社区暂存居民

预约收集 • 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采用“定点投放+预约收集”方
式收集。

 居民可以将建筑垃圾暂存在社区指定暂存
点，通过网络、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预
约回收建筑垃圾。收集的建筑垃圾由自卸
清运车辆直接运输至后续处理设施。



（二）齐收共管收运 （4）大件垃圾、废旧家电及有害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 大件垃圾、废旧家电及有害垃圾

 大件垃圾和废旧家电及有害垃圾采用“
预约收集”方式收集。

 居民通过网络、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
预约，收集人员定时定点回收大件垃圾
，并用电动收集车收集并运输至服务综
合体。

收运综合体 后续处

理设施
厢式运输车

定时定点

预约收集

电动

收集车



四大保障措施



（三）四大保障措施

专利技术-全球首发全系列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

（1）专用纯电动环卫车辆实现全覆盖



（三）四大保障措施

现场注册

（2）居民注册垃圾分类账户

个人微信平台



（三）四大保障措施

• 改建后综合体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区。一是环

卫车辆充电和停放场所；区域二是大件垃圾

和废旧物资暂存场所。

• 通过功能升级和工艺优化，使服务综合体内

仅存放干燥的大件垃圾和废旧物资，从根源

上避免了污水和异味的产生。

• 综合体进一步为居民、保洁人员、废品收购

人员提供废品回收交易、便民服务、积分兑

换等综合服务，规范化运营。

（3）改造“服务综合体”

利用现有条件改造为“服务综合体”



（三）四大保障措施 （4）全产业链的资源再生

建立标准化的分拣集散基地，专业化再生产业园区。

橡塑再生纺织品再利用再生纸生产 餐厨垃圾制昆虫蛋白



运营情况



运营情况

北京垃圾分类情况

┃丰台区垃圾分类从2009年起实施，目前共300余个垃圾分类达标小区，由北京环卫集团承接。

┃ 达标小区通过专业化的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实现有效分类。

┃ 2015年12月起率先实施“智慧分类”试点。

┃ 实现全品类分类回收、厨余垃圾集中收运。

北京



运营情况

项目特色：垃圾分类回收一体化试点项目

试点启动时间

2015年12月起

试点范围

•社区保洁+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垃圾清

运+厨余垃圾处理的“五位一体”服务

• 丰台区首个试点实施社区

方庄芳城园、芳群园6个小区

16367户 居民

北京



运营情况

再生资源回收柜 用户注册材料

注册宣教 便捷投递

分类运输·精准统计 预约上门回收

北京



运营情况

现场分类积分兑换礼品活动，可优惠兑换米面粮油、日用品等、宣传

垃圾分类，为居民注册生态卡。

每个小区每月1次现场兑换活动

北京



运营情况

9个月试点效果：实现综合垃圾减量率13.3% 

厨余智能桶

居民参与智慧分类 宣传活动

回收再生资源厨余分类

北京



运营情况

合肥市垃圾分类试点

┃ 2016年5月，包河区及滨湖新区6个小区

┃ 2016年7月底，瑶海区2个小区

┃ 2016年8月底，经开区2各小区

┃2016年9月，蜀山区2个小区

合肥



运营情况 合肥



运营情况 合肥



北京环卫集团期待与您相遇

携手共进，共建城市新文明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