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城市 – 优秀范例

垃圾,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厨余垃圾回收
米兰, 意大利
米兰全市厨余垃圾收集和循环服务
在 2012 年，米兰市在一些区域开始了门对门的有机 (食物) 垃圾回收。1.5 年之后，这项服务延伸到城市的每家每户。
这些厨余垃圾收集在特殊的生物降解垃圾袋中, 然后转运到厌氧消化站产生沼气和堆肥。归功于市民的积极配合，目前
米兰厨余垃圾循环率已经高于欧盟目标，在 2020 年达到 50% 的回收率。这也是为什么米兰成为国际上有机垃圾收集
和循环的领导者。在 2014 年，米兰市承诺发展其五年期限的综合食物政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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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靠近阿尔卑斯山麓和三个湖附近 – 科莫，马焦雷，卢加诺




温度, 温和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温度: 13 C°)

181.76 [10]
n/a
内陆

被河流 Ticino, Adda 和 Po 包围
相对低海拔 (~120 米) (城市热岛)

1,1013 mm/年 年降雨

启动背景
在 2000 年，米兰市实施了集中式垃圾管理系统，最大化收集垃圾到垃圾回收站，对于不能回收利用的而垃圾进行进行
热处理得到电能和热能。感谢城市居民的极力配合，大部分的居民垃圾已经在项目开展前分类了。这为门对门收集纸张，
硬板纸，塑料，金属和玻璃提供了很好的系统基础。然而，这仍然未能达到欧洲和意大利的回收目标 (欧盟的回收目标
是到 2020 年达到 50% ，但是意大利有更高的目标)。为了提高成果，米兰决定推出透明袋子而非黑色袋子(为了方便分
类依然存在剩余废物中的塑料，纸张，或者玻璃) 并且扩大居民厨余垃圾的收集 (之前仅从商业机构中进行收集)。[4]
项目描述
分类收集有机垃圾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之前的焚烧处理，转向厌氧消化站进行能量回收(沼气) 并且生产高质量的土壤添加
剂。在米兰，这项行动由地区垃圾开发商，叫做 AMSA 执行。在项目介绍的阶段，AMSA 分派了厨余垃圾收集所需的设
备，包括 120 升和 35 升的垃圾桶，10 升的厨房垃圾通风桶(以减少液体和气味的形成), 生物降解垃圾袋和小册子。[1]
现在， AMSA 用非压缩甲烷或者生物柴油驱动卡车收集了全市的垃圾。厨余垃圾被运送到两个垃圾中转站，打包后由卡
车运送到厌氧消化池和 Montelo 堆肥场。[3] 厨余垃圾收集的频率是居民家庭每周两次，学校和大型机构比如饭店等每
天一次。有机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被认为是总体花费高昂的，但通过沼气产生的能源降低了一部分的花费。
实施过程
门对门有机垃圾收集始于 2012 年 11 月，覆盖城市的 1/4 。到了 2014 年六月，城市剩余地区也一同开展了。项目实施
的第一步是调查每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共场所的核查，是否适合安置垃圾桶还有如何与楼房经理和所有人进行联
系。第二步是分派所有的垃圾桶。[4] 第三步是激励市民并告知合理使用提供的服务。在这一阶段，运用了很多沟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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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市长和 AMSA 主席共同签署的告知信寄到居民家庭，楼房经理和区域议会主席手中。[2] 一个特别的移动电话，
Puliamo, 被安置，用于提供信息推广和服务联系。除此之外，开发了专门的网页，拥有九种语言进行推广。还有通过报
纸，广告牌和电视进行介绍。在学校开展垃圾管理设备的参观和教育。[4]
米兰市结合很多行动进行厨余垃圾收集系统的建立。为了建立功能性系统，获得信息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居民数量，家
庭数量，并且决定关键因素比如距离，荷载量和生产率。垃圾成分由 Parco di Monza Agronomy 学校进行定期分析。[4]
在现场进行运行测试后对系统进行优化。
项目实施细节 [4]
过程

项目逐步在米兰的四个地区实施。实施的步骤开始于垃圾桶安置位置调研。同时对市民进行宣传活动，推广有机垃圾收集的
新系统。

资金

项目由米兰市政府资助。

管理层

米兰市政府和地区垃圾运营商 AMSA。

利益相关方

操作者







AMSA - A2A 集团公司- 米兰垃圾运营商 (主要的实施机构)
9 Area 城市咨询 (实施机构)
Parco di Monza Agronomy 学校 (实施机构)
CIC – 意大利堆肥协会 (实施机构)
城市居民
商业和公共实体

结果
推广使用透明垃圾袋收集剩余垃圾和启动厨余垃圾收集系统提高了总体的垃圾回收率，从 2011 年的 35% 提高到 2014
年的 50% 。[2] 人均有机垃圾回收量是 90 kg/每年，收集的有机垃圾中非堆肥垃圾率为 4%。收集有机垃圾并且对其进行
厌氧消化和堆肥处理使得每年减少 8,760 吨 CO2 。产生的高品质堆肥用于农业上土壤治理，产生的沼气减少了化石能源
的使用。除此之外，此项目也提高了市民的环境意识，也有助于开展其他的环境保护项目。最后，发展有机垃圾收集系
统和沼气处理系统也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5]
经验学习
这个案例证明了在大范围，高密度的区域可以成功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循环处理。米兰的垃圾收集系统已经在质量和数量
上都超过了预期结果。[2] 达到高效的项目实施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资源合理规划和良好的与市民进行沟通。[4]
为了达成未来的回收目标，米兰市需要扩大其垃圾处理回收站，并且发展一系列与垃圾减量相关的项目 (比如，将饭店
的剩余食物捐助给慈善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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