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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aifontein – 开普敦垃圾管理标准设施 

智能城市 – 优秀范例 

垃圾处理 

Kraaifontein 垃圾综合管理设施 
 

开普敦, 南非 

 
 

垃圾综合管理设施在 Kraaifontein 于 2011 年，开普敦北部郊区启动。[1] 由于此项目是南非 “此类型首创”，所以

也成为了垃圾综合管理的基准，在同一个地点综合各种垃圾处理设施。这些设施，跨度超过 15 公顷，拥有超过每天处

理 1,000 吨垃圾的能力。垃圾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然后被运送到处理站进行后续处理。运送而来的垃圾进行分类，粉碎，

循环和填埋等等。[2] 设施也包括一个公共的垃圾站和配备的会议中心。综合会议中心可以用来举办公共事务和接待访

客，由此提高公众对垃圾管理的意识，垃圾减量的需求和好处。同样，处理加工，分选，循环垃圾来减少成吨的可以再

循环的垃圾进行填埋。这不仅仅对环境有益，提高生活质量，也同时期待其可以减少开普敦在处理市政固废上的开支。 

[3] 
 

国家/ 城市简介 

启动背景 

在 21 世纪初，开普敦面临了明显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这导致了消费增加，转而导致垃圾的增多。当意识到不处理日益

增多的垃圾将导致严重的环境，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开普敦即在 2005/2006 开始了 “垃圾综合管理政策(IWMP) 和

规划”。IWMP 制定了很多措施，干预机制，措施手段以达到降低减少和管理开普敦的垃圾[8]。基于这样的背景，加上

目前的填埋场已经超出负荷，建造当地的填埋场并且结合垃圾处理站的想法由此产生。[2] 新的垃圾综合处理站，在

Kraaifontein，在同一个地点结合了多种垃圾处理设备，在 2011 年开普敦启动 [1] 。Kraaifontein 对填埋的垃圾进行处

理和压缩，也进行垃圾分类，再利用和材料循环的工作 [3]。  

项目介绍 

在垃圾处理过程中， Kraaifontein 的垃圾综合管理设备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操作 [2, 3]: 

 担当垃圾转运站的作用; 

 分选垃圾; 

 作为综合物料回收站运行，拥有每天处理 100 吨垃圾的能力; 

 提供公共的垃圾站; 

 运行综合性的绿色管理设备; 

 

 国家 城市 

人口 (2014) 54 00 万 [4] 人口 (2014) 375 万 (城市) [6] 
418 万 (都市圈) [7] 

土地面积 (km²) 121.9 万 土地面积 (km²) 2,461 [8] 

人均 GDP  

(2014, 国际汇率 $, 购买力水平) 

13,046 [5] 人均 GDP  
(2014, US$, 购买力水平) 

n/a (城市) 
14,086 (都市圈) [7] 

地区 南非 地区 沿海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位于大西洋沿岸半岛上(洪水风险 – 海平面上升) 
 市中心被众多山脉包围 (桌山, Devil’s 峰 和狮头山) 
 很多城市郊区位于广阔的平原地区 (“Cape Flats”) ，连接了半岛和内陆 – 砂质地质，上升的海

洋平地 

气候  温暖的夏季地中海气候 ( 温和湿润的冬天 – 冬季洪涝风险, 夏季干热) 
 年平均降雨量: 515 mm, 年平均日照: 3,5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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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提供新型的 “垃圾到能源” 技术; 

 运行垃圾压缩站; 

 处理运输和集装箱作业 (垃圾收集的运输和到垃圾填埋场的运输); 

 提供(绿色) 粉碎操作; 

 运行国内综合回收中心; 和 

 配备会议设备 (具备开展研讨会，会议，培训，参观等等的条件)。 

进入 Kraaifontein 的垃圾由不同的地方收集并且在设备站中进行后续处理。垃圾的接收和运输通过滚装岗容器系统处理。

在设备里，一个加载弹匣可以同时加载三个容器。[3] 这个设备可以接受所有类型的垃圾，除了有毒的，化学的垃圾，

还有淤泥或者大型建筑垃圾。计划在将来建筑一个家庭有毒垃圾收集站。[1]  

实施过程 

为了应对新的国家垃圾规范管理要求和日益增加的垃圾量，开普敦城市萌发了建立当地垃圾管理系统的想法。项目开始

于 2007 年, 在 2012 年中期， Kraaifontein 被受任 [3] 。 

结果 

由于设备在 2012 年才投入运行，大量的数据还无从获得。然而 Kraaifontein 垃圾综合管理设备站的好处如下 [2, 3]: 

 增强可持续能力 – 项目的布局和设计是为了推动可持续能力和 “绿色工程” 和生态表现 (使用低耗能照明和通风系统，

特殊的污染防控设计，使用本土植物，绿化区域，检测水质); 

 降低市政固废垃圾处理费用/ 得益于综合处理方式降低垃圾运输花费; 

 增加就业机会: 在设备站全线运行状态下，提供了 150 多个新工作并且雇佣了当地社区/ 周边地区的人群; 

 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和碳足迹，通过减少/ 优化运输系统和提高物料再利用率减少新物料的需求而获得;  

 减少温室气体 GHG 排放，得益于减少有机废物运输到填埋场，这减少了填埋场的甲烷排放。 

同样随着设备站的开放， Kraaifontein – 不单单是设备站的名称，也是开普敦北部郊区地方的名称 – 一个合理丢弃垃圾

的地方。这名称替代了之前非法倾倒的臭名。[3] 

在 2012 年，此项目被认为是 “2012 年技术特色项目分类中， 杰出的市政项目成果” ，由南非市政工程机构评选出 [3]。 

另外，在 2014 年 佳可持续行动中被选为开普敦城市 佳示范项目之一: 展示杰出, 2014 城市可持续投资组合 [see 3]. 

项目实施细节 

过程 Kraaifontein 垃圾综合管理设施于 2007 年 4 月开始投入建设，并且持续了约 5 年时间直到 2012 年中期交付使用。[2] 

发展步骤 [2]: 

 初的国内国际研究活动，计划如何优化设施的。包含设计设备组件的各种专家参与。 
 建筑阶段 – 重要的市政工程/机械设备, 机械基础设施和电气装置在 2011 年初完成，项目按计划完成。 
 2011 年到 2012 年中，设备站完成和调试。 

管理层 项目由开普敦市管理 [1]。委托咨询公司参与项目计划，建设和实现目标[2]。委任承包商运行设备。[1] 

经济 项目价值约 230 百万南非兰特 (~ 15.12 百万 EUR)。[2] 

由于出色的财政管理和项目按时完工，该项目控制在预算之内[2]。 

参与者 Kraaifontein 垃圾综合处理设施的开发，建造和运行由很多关键合作者团队合作完成[2]: 

 开普敦市/ 固废管理部门 – 客户, 项目总经理 

 Jeffares & Green (工程和环境咨询公司) – 咨询, 负责设施的建造 (市政设施建造, 设计铁路，道路和交通系统), 施工监管，

联系垃圾转运站，物料回收站。 

 GJA Consulting Engineers -项目合资伙伴，负责电力和机械构造活动。 

 Haw & Inglis (土木工程) – 主要承包商，负责楼房建造。  

 众多其他咨询公司负责项目建设。 

 众多承包商开发设施站和综合各种设备（粉碎设备，物料回收设备，垃圾的收集和填埋场之间的运输等等。) 

设备站垃圾收集来源: 

 开普敦的市民/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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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方式在本次的调查框架内开展，根据 12 个不同的可持续分类指标从 1 ( 差) 到 5 ( 好) 计分。 Kraaifontein 垃圾

综合处理设备站获得超过 48 分，这表明了这个项目在所有的分类中都表现优异。[3] Kraaifontein’s 详细的各类别评分

情况如下表所示: 

经验学习 

结合各种垃圾处理操作于一身 – Kraaifontein 垃圾综合处理设备站 – 市政垃圾经济可行性处理设备站。除了合理得处理

垃圾对环境有益之外，也可以提高开普敦市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处理，分选和回收尽可能多的垃圾，进入垃圾填埋场的

垃圾显著减少。Kraaifontein 综合垃圾处理设备站提供了社会益处，比如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也为其前

身臭名昭著的垃圾非法倾倒场,提供了合法的垃圾处理条件。 [3] 

在获得的所有的这些益处中，高效的团队合作是非常必备的。关于项目的发展/ 建设, 特别是对于细节的把控，所有工

程团队 (土木，建筑等等) 之间的合作交流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设备站需要保证所有垃圾处理步骤 (搬运，处理，集装

箱运输等等)都达到可持续的高效工作流程。另外，出色的经济管理让项目在建设阶段节约了花费，使得设备启动无障

碍。跟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也是项目成功得关键因素。当地社区不但参与了项目的招聘工作，还成立了 “居民监督委员

会”，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解决设备站的运行问题。[3] 

 
 
 
 
 

评估类别 分数 

社区建设 3 

提高生活质量 5 

减少威胁增大机会 5 

创造经济机会 4 

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 4 

扶贫 3 

强化自然资源 4 

推广和强化生物多样性 4 

应对重大生态挑战 4 

确保战略调整 5 

促进社区参与 3 

促进透明度和民主进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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