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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塑与限塑令之下，可降解大规模推广难言归正途！ 
 
                                                                              2020 年 7 月 2 日 

 

 禁塑和限塑令出台，加强塑料污染治理。2020 年 1 月 16 日，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其主要目标：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 2022

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

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到 2025 年，塑料制

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臵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

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出台《意见》背景：不规范生产、使用、处臵塑料会

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生态环境污染，甚至会影响群众健康安全。 

 普通塑料和可降解塑料。常见的塑料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化学稳定性好，不易降解，单位成本低，因此

被广泛大量使用，但也因此由于不规范丢弃处理容易造成污染。根据国标定义，可降解塑料是指在规定环境条件下，经

过一段时间和包含一个或多个步骤，导致材料化学结构的显著变化而损失某些性能（如完整性、分子质量、结构或机械

强度）和/或发生破碎的塑料。目前最为热门的可降解材料为聚乳酸（PLA）和 PBAT。 

 可降解材料是否真的可降解？。为了防治随意丢弃带来的污染，我们希望可降解材料能在自然条件下降解。而根据研究，

自然条件主要包括土埋和水体，在土埋情况下，在土填的条件下 PLA 的分子量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PLA 在自然土壤环

境中的降解及其缓慢；在天然海水中，PLA 52 周几乎不降解，分子量、失重、力学性能等均没有明显的变化。PBS 和

PBAT 降解速率缓慢，虽然分子量和力学性能有明显下降，但是并没有呈现明显失重。而可降解塑料仅在堆肥条件下发生

明显的降解，自然条件下是难以具备堆肥环境，而需要我们人工提供能源和环境，去处理它。 

 焚烧处理的污染和经济性：由于普通塑料和可降解塑料在自然条件下都难以降解，因此最为合适的处理方式仍然为垃圾

焚烧。从垃圾焚烧的污染和排放角度来看，二者碳排放没有差异，而燃烧的污染主要是聚氯乙烯中的氯元素，一方面可

以减少聚氯乙烯在塑料袋中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过滤装臵滤除。而从能耗角度来看，垃圾焚烧发电主要的能量

来源就是聚酯塑料。最终从经济性角度而言，普通塑料比可降解塑料价格具有明显优势，即使未来可降解塑料规模提升，

也难以降到与普通塑料同等规模。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普通塑料的污染防治，一方面是限制总量的使用，但最重要的

是做好垃圾分类、有效回收处理，而不是全面转向可降解塑料；而可降解的 PLA 等塑料，主要应用于不适合回收的领域，

比如在医疗领域，用作免拆的手术缝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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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塑和限塑令！ 

2020 年 1 月 16 日，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其主要目标：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 2022 年，一次性塑

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

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到 2025 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

收处臵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

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图 1  发改委限制和禁止塑料使用措施 

   
资料来源：发改委，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http://ipoipo.cn/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2 

 

通知意见包括禁止、限制使用塑料制品： 

1、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0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

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2 年底，实施范

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成区。到 2025 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2、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0 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

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 年底，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 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3、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到 2022 年底，全国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过设臵

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到 2025 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 

4、快递塑料包装。到 2022 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

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 2025 年底，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意见》的初衷是极好的，发改委在解读时提到：出台《意见》背景是不规范生产、使用、处臵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

带来生态环境污染，甚至会影响群众健康安全。 

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浪费、污染和危害来自于不规范。如果忽视这句话，一刀切的给塑料扣上“白色污染”的帽子，甚至

蜂拥投资可降解塑料去替代，才是因噎废食，甚至会造成新的浪费、污染和危害。 

 

 

塑料与可降解塑料 

一般塑料 

塑料是高分子材料的一个重要分支，高分子就是大个儿的分子。分子由原子构成，大个儿的分子就是由一大堆原子聚在一起

组合而成的。高分子主要就是 C、H、O 三种原子拼插而成的，拼插的规则也很简单，C 需要跟别人配 4 条共价键，H 需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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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O 需要配 2 条。 

按照这个规则不断拼接下去，得到的链状分子就是高分子。一堆链状的高分子攒成一个解不开的线团，就是塑料。最常见的

塑料聚乙烯就是由 n 个这样最基本的单元链接成的高分子。这样一个单元的分子量是 28，聚乙烯高分子的分子量从几万到几

十万不等，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其长度。 

 

 

可降解塑料 

聚乙烯的化学稳定性很好，熔点在 100℃以上，一般的溶剂奈何不了，更不可能溶于水。在使用时这些本来都是优点，在转身

丢弃时，反而瞬间成了缺点。 

在自然条件下，这个长链确实不容易断开。而我们期望的降解，是回归于自然，分解成自然界存在的简单化合物。分子量几

十万的长链断裂成几千，也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们要求它跟空气中的 O2 结合，分解成最基本的 CO2 和 H2O，才算是降

解。 

我国的国家标准《GB/T 20197-2006 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标志和降解性能要求》中对于降解塑料的定义是：在规定环境

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和包含一个或多个步骤，导致材料化学结构的显著变化而损失某些性能（如完整性、分子质量、结构

图 2  C-H-O 分子  图 3  聚乙烯结构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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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机械强度）和/或发生破碎的塑料。 

根据降解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生物分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和可堆肥塑料。 

表 1  可降解塑料分类 

分类 定义 

生物分解塑料 
在自然界如土壤和/或沙土等条件下，和/或特定条件如堆肥化条件下或厌氧消化条件下或水性培养液中，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作用

引起降解，并最终完全降解变成 CO2 或/和 CH4、H2O 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生物质的塑料。 

热氧降解塑料 由热和/或氧化引起降解的塑料 

光降解塑料 由自然日光引起降解的塑料 

可堆肥塑料 
可在堆肥化条件下，由于生物反应过程，可被降解和崩解，并最终完全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生物

质，并且最后形成的堆肥的重金属含量、毒性试验、残留碎片等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资料来源：国窖标准，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现在最热门的生物分解塑料，其中代表性的品种为聚乳酸（PLA）和 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 

聚乳酸（PLA），使用玉米提出淀粉，淀粉经由糖化得到葡萄糖，再由葡萄糖及一定的菌种发酵制成高纯度的乳酸。将乳酸单

体以浓缩制程转变成中间型产物——减水乳酸，即丙交酯。丙交酯单体开环聚合得到 PLA。 

图 4  聚乳酸（PLA）结构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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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主要是以对苯二甲酸（PTA）、己二酸（AA）与丁二醇（BDO）为

原料，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进行酯化、缩聚反应而制得。 

这两种产品都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可降解塑料品种，资本快速涌向这两个产品，期望其未来成为聚乙烯等原料的替代品去生

产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等产品。 

 

可降解塑料是否真的可降解？ 

 

塑料废品丢弃或者填埋，都被称作白色污染。我们想用可降解塑料去替代，就是希望在丢弃或者填埋的条件下，塑料制品都

可以降解回归自然。可降解塑料在这种条件下是否真能在我们可接受的时间周期内降解掉? 

从逻辑上，在自然条件下，可降解塑料是不会有很快很明显的降解发生，因为若降解的话，这个产品从生产、库存、流通，

到我们手中时如何保证还可以使用？ 

首先是土埋条件下的降解，这最符合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丢弃后在自然条件下的降解。根据《聚乳酸基复合材料降解行

为及机制的研究》，作者通过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在土填的条件下，随着土埋降解时间的延长，各样品对应的 GPC 曲线开始

向低分子量方向偏移，但并不明显，表明土埋降解并没有引起 PLA 的分子量发生明显的下降。PLA 在自然土壤环境中的降

解及其缓慢。 

尽管 PLA 材料在土埋条件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性能的降低，已经易破裂，但是这并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于降解的定义，也不符

合我们对于减少污染的预期！我们要的降解是分子层面的长链打碎，然而这并没有如预期发生，因为分子量没有下降。 

那么 PLA 是否能够降解呢？降解需要什么条件呢？根据《PLA 在受控堆肥条件下的生物降解行为研究》，实验得出，PLA 在

降解 90 天后的生物分解率为 88.4%，表明 PLA 具有良好的堆肥降解性。 

这次不是简单埋土里了，而是在堆肥条件降解。实验条件为：加蒸馏水，将混合物的相对湿度调节至 50%左右，温度 58℃（±

2），维持 90 天。在这种条件下，PLA 降解了接近 90%。维持这个温度和湿度，显然自然条件下是难以具备的，而需要我们

人工提供能源和环境，去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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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聚乳酸（PLA）和纤维素在堆肥条件下的二氧化碳释放曲线和生物分解曲线 

   
资料来源：CNKI，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再说另一种环境下的降解：海洋环境。近两年网上流传很广的一个文章，说现在外卖经济导致大量的塑料餐盒废弃，沉积到

海洋里，在鱼类的体内都检测到大量塑料颗粒，贻害无穷。那么可降解塑料在海水中的表现是否优秀。根据《典型生物降解

聚酯在海水中的降解性能》的实验，堆肥条件下能快速降解的聚酯在不同水体中降解失重明显降低，除了 PLC 在含菌水体中

有明显失重外，其他聚酯在 6 种实验水体中均没有明显失重。在静态海水和静态河水中，PBAT、PBS、PLA 失重率均小于

3%；天然海水中，PBAT、PBS、PLA 的降解速率依然很低，均小于 2%。 

综合来看，PLA 在天然海水中 52 周几乎不降解，分子量、失重、力学性能等均没有明显的变化。PBS 和 PBAT 降解速率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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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虽然分子量和力学性能有明显下降，但是并没有呈现明显失重。 

可见海水环境中，PLA 和 PBAT 的降解能力仍然不能让人满意。 

 

图 6  不同聚酯材料在不同水体中 52 周内的降解失重率 

  

 
资料来源：CNKI，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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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焚烧的污染和经济性 

污染对比 

PLA 和 PBAT 在自然条件（土埋和海水）下的降解能力差强人意，也就是说，和传统塑料一样，简单丢弃可降解塑料依然属

于“白色污染”。那么还是要将可降解垃圾进行回收统一处理才能减少污染和资源浪费，那么焚烧传统塑料和焚烧可降解塑料

在能耗、污染方面有显著差异吗？ 

首先是碳排放，焚烧处理传统的聚乙烯等塑料，排放 CO2，为人诟病。但是从可降解塑料的定义来看，其降解的最终结果就

是要分解为 CO2，因此从碳排放角度而言，普通塑料和可降解塑料塑料没有差别。。 

那么从处理成本来看，自然条件下可降解塑料也不能降解，要想加速，就要投入能源营造适宜的环境，并且时间不短，要经

年累月的去投入能源等其降解。焚烧处理的能耗？垃圾焚烧发电的能量来源可不是果皮剩饭，作为石化产品的塑料才是主力，

聚乙烯的燃烧焓跟原油接近，高于标煤。焚烧处理垃圾非但不是能耗问题，而是提供能量。 

图 7  常见塑料燃烧焓（MJ/Kg） 

   
资料来源：CNKI，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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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塑料可能产生二噁英。二噁英的分子式如下，重点是含氯。 

图 8  二噁英分子结构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首先，二噁英可以过滤脱除，其次，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中应少使用、不使用聚氯乙烯。聚氯乙烯主要用作下水管道和门窗

型材，这些东西一般是不进入生活垃圾的。以前一次性的塑料购物袋是不用聚氯乙烯的，现在开始使用，主要是价格因素。

不过现在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的差价越来越小，是可以做到尽量少用聚氯乙烯做塑料袋的。 

如果说焚烧还要考虑塑料里面的添加剂包含其余无机成分，这个问题填埋可降解塑料同样要面对。另外，焚烧会尽量将塑料

的整个高分子链打碎为 CO2，而可降解塑料填埋后即便是降解 90%，也是部分留下了，常年累月放心的填埋反而是忽视了污

染隐患。 

 

经济性对比 

目前聚乙烯大约 7 元/公斤，PLA 和 PBAT 的每公斤价格要超过 20 元。目前可降解塑料的成本远高于聚乙烯，即便未来通过

规模优势降低成本也不可能与聚乙烯相比。 

价格影响的并不仅是我们愿意为了绿色掏多少钱。价格是全产业链资源投入量最好的度量标尺。我们不能仅看最终产品端去

判断是否绿色。比如 PBAT 的原料 BDO，在我国全部是乙炔法生产的，乙炔来自电石，电石生产过程整体而言是一个相对能

耗和污染较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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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轮 

我们认为，白色污染的问题不是出在塑料几百年不降解，而是出在一件再简单不过的行为上——乱扔。 

所以再回到开头说到的禁塑令出台的背景：不规范生产、使用、处臵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生态环境污染，甚至会

影响群众健康安全。禁塑令的初衷是没问题的，但措施不应该盯在把乱扔的塑料垃圾降解上，而是应该改掉乱扔的毛病。 

乱扔的原因也非常现实，就是塑料袋太便宜了，其实这正是塑料制品的优点。我们享受了塑料制品的便利，只需做到分类扔

进垃圾桶，就能让它发挥最后的余热。全社会都提高成本去使用可降解塑料并不是理性的选择。 

当然，可降解的 PLA 本来是有阳春白雪的用途的，就是在医疗领域，比如用作免拆的手术缝合线，毕竟这个场合，还是不回

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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