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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一） 研究背景

根据相关行业调查显示，咖啡茶饮等饮品行业近年来销售额不断增长，2016
年已达 926 亿元，并预计未来 5 年里平均每年将有 9.8%的增长率。然而出于方
便和效率等方面考虑，目前茶饮行业普遍使用一次性饮料杯。随着一次性饮料杯
的大量使用，各种耗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等问题也逐渐浮现。
日常生活中一次性用品产生的影响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2016 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十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绿
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把鼓励购买使用可重复利用产品，积极倡导减少使用一次
性日用品列入到文件中。

（二） 调查对象的定义与范围
一次性杯通常分为普通家用杯和定制杯，定制杯的用途主要有快餐连锁
（KFC、麦当劳）、冷饮行业（雪糕酸奶）、休闲餐饮（星巴克）、服务性行业、
企业内部使用。
此次报告的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快餐连锁和休闲餐饮行业产生的一次性的用
于盛装饮料的杯子，下称“一次性饮料杯”。

图 1 一次性杯常见用途

（三） 调查目的与方法
在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于
2017 年 4 月到 7 月，开展关于减少一次性饮料杯倡导的前期调查。本调查项目
定位是“减少一次性饮料杯倡导项目”的前期调查，为倡导项目的开展提供数据
上的支持与制定策略的基础。调查内容主要有以下两部分：
一是通过桌面调查，了解目前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趋势，一次性饮料杯的材
质与其在食物安全、环境影响方面的讨论（第二章）；同时收集整理国内外减少
一次性饮料杯的倡导案例（第八章）。
二是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广州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及回收情况，以及主要茶
饮、咖啡品牌，消费者对自带杯的态度（第三至五章）。同时以天河城商圈和体
育东写字楼群为例，通过实地观察追踪和访谈回收相关人员（清洁工、环卫工、
拾荒者、废品回收人员、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相关人士）了解一次性饮料杯使用后
的去向（第六章）。

二、 一次性饮料杯情况概述

（一）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情况，产生量与增长趋势
根据相关的行业调查，2016 年咖啡及其他饮品店销售额合计 926 亿元 （见
图 2）。其中咖啡店的销售额为 513 亿元，按 30 元一杯算，销售杯数为 17.1 亿杯；
其他饮品的销售额为 413 亿元，假设都是用一次性饮料杯，按人均 20 元一杯来
算的话，销售杯数约为 20.65 亿杯。由于目前咖啡茶饮行业普遍使用一次性饮料
杯，假设全部使用一次性饮料杯，按此推算，2016 年一年合计产生 37.75 亿个一
次性饮料杯，即每天产生 1034 万个一次性饮料杯。
调查报告还预测咖啡及其他饮品店销售额 2016-2021 年期间平均每年销售额
预计增长率为 9.8%，如果目前商家和消费者对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习惯不改变
的话，随着饮品消费提升，一次性饮料杯也会有起码 9.8%的增长率，消耗大量

的一次性饮料杯1。

图 2 中国咖啡店、其他饮品店销售额（单位：亿元）

（二）一次性饮料材质种类简介
1、一次性饮料杯主要材质介绍
一次性饮料杯按材质主要分为塑料杯和纸杯。一次性塑料杯的材质多样，在
阿里巴巴网站搜索一次性塑料杯，除了 PC 成本高，多用于制作可重复利用的杯
子外，都可以找到以 PVC、PET、PS、PP 为材质的一次性塑料杯和杯盖、封口
膜，还有少部分是聚乳酸（PLA）材质。一次性纸杯为了防水，表面通常会加上
一层淋膜。淋膜的材质一般为塑料或石蜡。
表 1 常见一次性塑料饮料杯与杯盖材质简介

种类

PET

1

材质描述

回收标识

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脂，透明

《这家投行也是厉害，专门出了一个“喜茶”研究报告》
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5865678392/271902

图例

PE

聚乙烯，透明

PP

聚丙烯，透明

PS

聚苯乙烯

PLA

无

聚乳酸，可降解塑
料

在使用上，饮品店通常使用纸杯装热饮，塑料杯装冷饮，但个别店铺也有自
己特有的使用规则。在实地调查中每家店铺收集冷饮热饮的杯子各一个，其中
PP 杯的使用率最高，达 51%，其次是纸杯 31%，PET 杯的使用率为 15%，只有

塑料瓶
3%

纸杯

31%
PP杯
51%

PET杯
15%

黄振龙是使用塑料瓶，占比 3%。塑料杯通常在杯底有三角标识标明材质，但是
纸杯上没有标识可以看出淋膜的材质。

（三）一次性饮料杯对健康的影响

1、不同材质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范围
（1）一次性塑料杯2
目前市面上一次性饮料杯的杯身、杯盖、封口膜材质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 2 常见一次性饮料杯杯身、杯盖、封口膜塑料部分材质使用范围与健康危害讨论

回收
标识

材质名称与描述

使用范围

健康危害讨论

图 3 实地调查饮品店各材质一次性杯具使用比例

01

PET(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脂)

耐热温度为
60-85℃，不能装
酒和油

HDPE（高密度聚
02

乙烯）与“04”
LDPE（低密度聚

高温、盛装酸性或碱性饮料或
长期存放的情况下促进其释
出重金属锑；有文献测出其含
有干扰内分泌的塑化剂。

通常温度超过 110℃是会出现
耐热温度 60℃

热熔现象，一些人体无法分解
的塑料制剂会释放出来。

乙烯）

在高温（耐热温度 60℃）或
遇油脂的情况下会造成氯乙
03

PVC（聚氯乙烯） 耐热温度 60℃

烯单体以及增塑剂的析出，长
期使用可能因其肝胆方面肿
瘤。
较安全的塑料容器材质，但它

05

PP（聚丙烯）

耐热温度 120℃

耐低温冲击性差，较易变脆和
老化。

06

PS（聚苯乙烯）

耐热温度是

为了避免致癌物苯乙烯单体

70~90℃

及塑化剂释放，应避免使用盛

2本小节主要内容参考自《塑料材质与饮用健康效应评述》万云洋，及《认识塑料容器小标志》吴国荣

装高温多油的食物。

（2）一次性纸杯
一次性纸杯为了防水，一次性纸杯表面通常会加上一层淋膜。淋膜的材质一
般为塑料或石蜡。材质不同，对所盛装液体的温度与成分也有不同的要求。超过
限定温度或接触特定溶液会发生溶解。所以，如果饮品没有使用合适材质的容器
盛装的话，会有一定风险。目前找不到人体摄入溶解后的塑料明显有害的研究数
据，但如果塑料中有添加剂，遇热后可能会转移到杯中液体（下一部分详述）。
若石蜡发生溶解，“食品包装的石蜡安全性和纯度不高，它分解出的低分子化合
物会对人的呼吸道和肠胃系统有影响，造成人体肠胃功能紊乱，引起腹泻。”3
表 3 纸杯材质与适用范围一览

材质描述

适用范围

纸+内外表面 PP 淋膜

冷热饮皆可,最高温度为 120 度4

纸+内外表面 PE 淋膜

冷暖饮皆可,最高温度为 60 度5

纸+内外表面 PLA 淋
膜
纸+食品级石蜡

冷暖饮皆可，最高温度为 50 度左右6
多用于冷饮。安全使用温度为 0℃-40℃7。不能装油
8。

由于目前市面上的一次性饮料纸杯并没有在外观上标明所用淋膜的材质（见
图 4），所以消费者使用时难以确认纸杯淋膜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是否有超过实
际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食品添加剂》https://0x9.me/Vi4WG
4《塑料材质与饮用健康效应评述》万云洋
5

《塑料材质与饮用健康效应评述》万云洋

6塑料分类标志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8%86%A0%E5%88%86%E9%A1%9E%E6%A8%99%E8%AA%8C
2012 年 08 月 21 日
http://www.cnfood.cn/dzb/shownews.php?id=5433
8《使用一次性纸杯就安全吗？这种纸杯最不安全！
》凤凰新闻 2017 年 2 月 5 日
http://wap.ifeng.com/house/sharenews.f?aid=118554453&autoFresh=1&channelId=
7《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包材讲究多你选对了吗？》中国食品报

图 4：一次性饮料纸杯四面图

2、一次性饮料杯的违规生产问题
近十年来，广东、湖南、河南、江苏等地出现用医疗废物做一次性塑料杯的
案例9、10、11、12、13、14。
一次性纸杯的抽检结果也不尽人意。2010 年，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在市内
，

各超市商场的抽检结果令人担忧 28 批次纸杯样品达标率仅 7.1％，内在质量达标
率为 21.4％15。综合搜索到的新闻和资料，不合格的一次性纸杯则可能含有双酚
《苏州一次性用品参差不齐 医疗垃圾神奇“变身”》苏州广电总台 2016 年 4 月 20 日
http://js.qq.com/a/20160420/019487.htm
10 《湖南医院医疗垃圾流入黑作坊 输液袋被制塑料杯》澎湃新闻 2016 年 7 月 8 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95692
11 《南京破获重大医疗废物污染案：制作成餐具玩具原料》新浪新闻 2016 年 12 月 19 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6-12-19/doc-ifxytkcf8110228.shtml
12 《市民暗查仨月揭秘医疗垃圾行踪 粉碎后制塑料杯》大河报 2009 年 5 月 5 日
13 《带血医疗垃圾神奇“变身” 一次性塑料杯大揭秘》搜狐新闻 2006 年 10 月 25 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25/n245985225.shtml
14 《医疗废物神奇“变成”塑料用品》浙江在线 2012 年 3 月 15 日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2/03/15/018266613_01.shtml
15 《广州纸杯抽检 8 成不合格 荧光性物质残留可致癌》 新华网 2010 年 06 月 1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ife/2010-06/10/c_12204182.htm
9

A、荧光增白剂，工业石蜡、工业油墨、工业滑石粉、羰基化合物等物质，摄入
过多对人体有一定风险。
表 4 违规生产纸杯的健康风险

风 险 物 出现情况

危害描述

质
双酚 A

塑料淋膜的纸杯。 《双酚 A(BPA) – 当前的知识状况以及世卫组织
添加双酚 A 可使 和粮农组织的未来行动》中总结到：
塑料产品具有无 动物实验表明，在发育阶段接触低于总体
色透明、轻巧耐用 NOAEL 的双酚 A 后，对神经行为具有影响；
和防冲击等特性， - 对双酚 A 所做的吸收、代谢和排出动力学显
由 于 一 次 性 纸 杯 示，在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体内剂量较低）
的加工工序最多。 与啮齿类动物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而且接触途径
一般来说，产品的 也不同，所以在从动物研究推断到人类时要谨慎；
加工工序越多，双 - 动物研究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接触双
酚 A 的含量就会 酚 A 有致癌风险。
越高16。

荧 光 增 纸杯。使回收或劣 虽然国家命令禁止荧光剂用于食品包装，但关于
白剂

质纸张变白17。

荧光剂的危害对人体是有争议的，一说“荧光增
白剂被人体吸收后， 能使人体细胞出现变异性倾
向，其毒性累积在肝脏或其他重要器官，成为潜
在的致癌因素18。“另一说法”此类物质的急性毒
性很小，且摄入后基本完全从体内排出，没有证
据显示有刺激性、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
效应、过敏性等。唯一的不良影响是，在注入荧
光增白剂同时暴露在 210-275 纳米波长紫外光下，
小鼠体内产生了肿瘤，但这种短波紫外光在自然
环境中是无法进入大气层的19”
。

工 业 油 纸杯。目前我国尚 苯的残留量如果招标对人体危害极大。苯可引起
墨

无 食 品 包 装 材 料 慢性中毒，主要对神经系统、造血系统造成损害，
印刷专用油墨 20 ， 表现为头痛、头昏、失眠、白细胞持续减少，血

http://www.gov.cn/fwxx/jk/2011-08/12/content_1924170.htm.20110812
《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18《浅议荧光增白剂的危害及非法使用现状》张丽莎，卢婉婷，张永勇 - 中国科技博览, 2013
http://lanxicy.com/read/90121231327608058a07e6b2.html
19蓝月亮与增白剂：躺着也中枪 http://www.guokr.com/article/49545/
20《食品安全学》 王硕 王俊平
16李松.常用一次性纸杯危害健康.
17

商 家 可 能 会 使 用 小板减少而出现出血倾向。这些损害进展较慢，
一 般 工 业 印 刷 用 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容易被忽视21。
油墨及颜料中含
有铅、镉等有害金
属和甲苯、二甲苯
或多氯联苯等有
机溶剂，这些物质
均有一定毒性。
工 业 石 纸杯。有不法商贩 石蜡在工业提取过程当中会含有多环芳烃和稠环
蜡

用 廉 价 工 业 石 蜡 芳烃23，长期大量食用容易致癌。工业用蜡对人
代 替 价 格 较 贵 的 体呼吸道易造成不良影响，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
涂层材料22。

使人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如咽喉炎，气管炎，肺
炎等24。

工 业 滑 纸杯。用于增加纸 根据网络资料搜索，滑石粉主要成分是滑石含水
石粉

张重量25。

的硅酸镁，分子式为 Mg₃[Si4O10](OH)2。根据我
国食品添加剂标准 GB2760-2011 中的规定，硅酸
镁是可以作为加工助剂用于各类食品中，而且残
留量不需限定。滑石粉本身算不上强致癌物， 吸
入滑石粉致癌性在 IARC 中是列为 2B
（可能致癌）
的，这个级别的还有咖啡，泡菜和理发师（染发
环境）。主要是工业滑石粉可能有重金属26。

羰 基 化 聚 乙 烯 本 身 无 毒 从一般理论上分析，长期摄入这种有机化合物，
合物

无味，但是长时间 对人体一定是有害的28。
受热的情况下，若 （目前没找到确切有害证据）
选用的材料不好
或加工工艺不过
关，可能会氧化为

21

《食品安全学》 王硕 王俊平

国家浆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011 年 01 月 26 日
http://ncpti.com/shownews.asp?id=520&BigClass=%D2%B5%C4%DA%D7%CA%D1%B6
23 《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24 《不合格纸制品遭曝光 青岛超市惠宜纸杯下架》 青岛新闻网 2013 年 05 年 07 日
news.qingdaonews.com/qingdao/2013-05/07/content_9734741.htm
25《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26《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22《纸杯分冷热装热水或致癌》

羰基化合物，这也
是人们有时候会
闻到纸杯有怪味
的原因27。

（四）一次性饮料杯的环境影响

1、回收
从材质本身回收可行性角度来说，由于纸杯是纸和淋膜复合而成的材料，塑
料淋膜杯要进行回收的话需要将纸和塑料分离，技术要求较高。目前国内较少厂
家有这个技术，要极大量才能处理，加上由于纸杯回收价格低，愿意回收的人不
多，回收率不高。据报道，热爱喝咖啡的英国每年产生 25 亿个一次性纸杯，回
收率却未达 1%29。
废旧塑料通过破碎—清洗—加热塑化—挤压成型可以成为再生塑料颗粒，但
塑料杯由于塑料杯身通常印有油墨图案，材质不如原来纯净，且杯身与封口膜可
能材质不同，混合之后再做成原料颗粒时通常会被判定为品质较差的“杂料”，
属于降级回收，回收价值低。且饮料杯可能含有油脂，需要大量的清洗，提高了
回收成本，所以回收价格会比其他塑料制品低，进一步提高了回收的难度。《新
塑料经济学》报告称，全球只有 14%的塑料包装得到回收，加上处理中的损耗，
最终被回收的只有 40%。

2、焚烧
如果一次性饮料杯无法得到回收的话，很可能是被当作生活垃圾和其他垃圾
一起焚烧或填埋。
废塑料焚烧的主要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但随着塑料品种、焚烧条件的变化，
也会产生多环芳香烃化合物、酸性化合物、一氧化碳和重金属化合物等有害物质，
这些物质若直接进入大气，会污染环境，如 PE 会产生多环芳香烃化合物30，有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27《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2009 年 06 月 0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0eff0100djar.html
29 《Costa 星巴克咖啡纸杯回收率“造假” 》http://cndrinknews.com/archives/73937.html
30 《废塑料的回收利用》包永忠、朱慧芳
28《纸杯里的秘密》北京科技报

致癌和致突性31。且燃烧会加快地球熵增的进程,表现在地球不同于以往的暖化32。

3、填埋
填埋带来的危害主要有环境危害和浪费资源。
虽然一次性饮料杯使用的时间可能不过几十分钟，但是大自然要消化它的时
间却是数以千倍，甚至几十万倍的。因为塑料不是自然产物，是人工合成的大分
子聚合物，分子结构很难通过生物降解的方式予以破坏，所以但当它被送去垃圾
填埋场的时候，降解的时间需要几个月、几百年、甚至更久。
含有塑料淋膜的纸杯可以类比的对象是同时含有塑料和纸成分的牛奶盒，降
解时间需要 5 个月。塑料杯，按本图需要无限长的时间才能分解。于是，巨量的
垃圾长期占用的大量土地，造成土地资源压力。
进入填埋的一次性杯通常难以再利用，因此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31《多环芳香烃化合物毒理学研究》袁彦华、孙建军、郭秀兰
32

《垃圾焚烧究竟会不会产生二恶英?》毛达
http://m.xzbu.com/5/view-2069793.htm

图 5 各种垃圾的降解时间

4、遗弃到自然环境中
（1）一次性饮料杯被遗弃到土地的影响
塑料中含有增塑剂或色料可能会溶出到周围的土壤、地下水或周围的水源中。
因此饮用这些水源的动物会有健康上的影响。如果在河边与海边丢弃，容易被风
吹到水体，造成河流或海洋塑料污染。
（2）一次性饮料杯被遗弃到海洋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越来越多人关注海洋塑料垃圾的问题，据 2015 年 2 月美国生
态分析及合成中心在《科学》发表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在
480 万至 1270 万吨之间33。其中中国制造的海洋垃圾量占了将近 28%，，最少 130
万吨，多至 350 万吨。根据国际净滩行动的数据，一次性餐具是 2015 年是海边
垃圾的前 10 名之一，说明免洗餐具是海洋塑料垃圾的重要来源之一。
巨量的塑料垃圾，首先对海洋生物的生存和海洋生态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和破坏，不仅威胁海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还会破坏渔业和旅游业，对整个海洋
生态系统造成至少 80 亿美元的损失。 当前海洋中高达 80％的垃圾是塑料。据
估计，以我们当前使用和丢弃一次性塑料瓶，塑料袋和杯子的速度发展下去，到
2050 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总和，全球 99%的海鸟都会误食塑料
制品34。
第二，进入海洋中的塑料微粒表层已被证实会吸收并依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例如海洋环境中的多氯联苯(PCBs)和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DT)35。研究显
示，这些携带高致病有机污染物的塑料微粒极其容易被海洋生物吞食进体内，最
终到达食物链链的末端——人类36。

2、生命周期分析与评价
33

Jambeck, Jenna R., et al. "Plastic waste inputs from land into the ocean." Science 347.6223

(2015): 768-771.
34

联合国向海洋垃圾宣战

http://www.unep.org/newscentre/zh-hans/%E8%81%94%E5%90%88%E5%9B%BD%E5%90%91
%E6%B5%B7%E6%B4%8B%E5%9E%83%E5%9C%BE%E5%AE%A3%E6%88%98 20170223
35

Rios, Lorena M., Charles Moore, and Patrick R. Jone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carried by

synthetic polymers in the ocean environment."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54.8 (2007): 1230-1237.
36 Matthew Cole , , Pennie Lindeque, Claudia Halsband, Tamara S. Galloway, “Microplastics as contaminant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62.12(2011): 2588–2597.

（1）一次性杯的生命周期计算
一次性饮料杯在原料开采、生产、运输、消费和废弃处理每个过程都有耗费
的资源、能源，以及排放出的污染物，给环境带来压力和影响（见下表）。本部
分将收集有关一次性饮料杯的生命周期评估，来了解一次性饮料杯的环境影响。
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与产品的原料开采、制造工艺、能源结构等因素息息相关，
所以国外文献参考价值不大，而国内做生命周期评价比较晚，目前只找到一篇直
接相关的。

表 5 一次性饮料杯（塑料/纸）的生命周期及其输入输出

图 12：一次性饮料杯（塑料/纸）的生命周期及其输入输出37

闫宇飞（2011 年）对一次性塑料水杯（以 PP 材质为例）与涂层纸（以 PE
涂层为例）杯做了生命周期评价与分析。在只考虑输入的能量与资源中应包括生
物与非生物资源, 水, 以及电能等其他形式的能量；假设两者的运输过程相同，
都以 10t 卡车来运输；且不考虑包装的情况下，参考其他文献获取原始数据，统
计出来的 1000 个 9OZ（约 250ml）的 PP 塑料杯和 PE 涂层纸杯在原料生产、产
品制造、运输的资源耗费与排放数量如下38：

37
38

《环境影响效应分析和定量评估——以 200ml 的 PP 材料塑料杯和涂 PE 膜纸杯为例》 李淑芳
《一次性塑料水杯与涂层纸杯的生命周期评价与分析》闫宇飞

图 6 1000 个 9OZ（约 250ml）PP 塑料杯和 PE 涂层纸杯资源耗费与排放量

（2）一次性饮料杯与可水洗杯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对比
这部分缺少国内研究数据，以收集国外数据作参考。
在欧盟委员会的资助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技术大学做了一项会议垃圾减
量的研究，以 2004 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会议为研究对象，研究一次性饮料
杯（以 PP 为例）与可重复使用杯子的环境影响。在供应 1000 升饮料的情况下，
使用可重复使用杯子 10 次以上，其环境影响将比一次性饮料杯的环境影响小 39。
德国一家机构/公司研究陶瓷杯使用超过 25 次或塑料杯超过 16 次比使用一
次性纸或泡沫杯更环保。重复使用瓷杯相当于替代了 12000 个纸杯，相当于减少
39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of Single-Use and Reusable Cups》

180kg 废物，减少 680kg 碳排放40。
根据台湾卫生署的资料显示，制造一个免洗杯和环保杯相比，排放的温室气
体和悬浮微粒等对环境冲击差距 8 至 62 倍之间。一个人大约使用 59 个免洗纸杯
起，便等于使用 59 次环保杯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等于一颗 20 年生树木
一年吸收二氧化碳的总量。换句话说，
“若买了环保杯使用到第 60 次时，平均使
用次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比使用 1 次就丢的免洗纸杯还低，这时候效益就彰显
出来了41”。

三、 广州一次性饮料杯的使用情况
本次对饮品店的实地调查综合考虑门店数量、品牌知名度、市场份额后，在
广州天河城、江南西、北京路、上下九四个商圈选取了 13 个品牌 21 家门店（见
表 6）进行观察和测试。按产品来分，13 个品牌包括 3 个咖啡品牌，7 个茶饮品
牌，1 个凉茶品牌，2 个连锁快餐品牌；按经营模式来分，10 家为直营品牌，3
个是接受加盟的品牌。21 家门店中，提供堂食的有 11 家，不能堂食的有 10 家。
对饮品店的观察和测试主要在 2017 年 5 月 28 日与 6 月 3 日下午进行，分
别观察统计了以上店铺在 15:30-16:00 时段半小时的销量及店内杯具的使用情况
（水洗杯、一次性杯、顾客自带杯），并由志愿者自带杯购买店内饮料，了解店
家对自带杯的态度与处理。
表 6 实地观察与测试饮品店名单

商圈

天河城商圈

江南西商圈

40
41

品牌

门店

太平洋咖啡

天河城

COSTA

万菱汇

四云奶盖贡茶

购书中心

大卡司

天河又一城

喜茶

石牌桥

星巴克

广百新一城

王子拉茶

江南西商圈同乐汇

《Lifecycle Assessment: reusable mugs vs. disposable cups》2013 德国
《人手一杯 塑料杯浩劫》http://savearth.nctu.edu.tw/index.php/environment/8-article16.html

北京路商圈

上下九商圈

coco

江南新地

一点点

江南坊

星巴克

名盛广场

王子拉茶

仓边路

咕噜咕噜

西湖路

四云奶盖贡茶

动漫星城店

coco

惠福东路

喜茶

惠福路

肯德基

中山四路

太平洋咖啡

西城都荟

大卡司

恒宝广场

麦当劳

恩宁路

一点点

东急广场

黄振龙

多宝路

（一） 广州饮品店杯具使用情况
1、水洗杯
从店铺的客观条件来说，通常提供堂食的店铺才具备提供水洗杯的回收条件
和存放空间，而不提供堂食的饮品店因为顾客一般够买完离开，难做到用后回收，
且空间较小难存放水洗杯，所以提供的饮品容器都是方便外带的一次性饮料杯，
没有提供水洗杯。但由于部分提供堂食的店铺主观上对水洗杯的意愿不高，消费
者也有较强的外带需求，导致实际上水洗杯的使用率约为 1.2%。
在实地调查中，12 家提供堂食的店铺主要可以分成 3 类：咖啡馆、中高档
茶饮店、连锁快餐。
咖啡馆，在 5 家有水洗杯提供的咖啡馆观察，半小时销售的总杯数为 164
杯，但使用水洗杯的杯数只有 2 杯，水洗杯的使用比例为 1.2%，根据网络上对
星巴克的分析文章，出于水洗杯使用清洗比较麻烦和客流量过大店内没有足够座
位的考虑，如果顾客没有提供使用水洗杯的要求的话，员工提供给顾客的默认选

择通常都是一次性饮料杯42。
有座的茶饮店，以喜茶为例，通过对惠福东店的访谈了解到，喜茶曾出于摆
拍美观的考虑在店内推广过堂食用的玻璃杯，但由于需要外带的客人比较多，玻
璃杯使用率不高，后来出于空间存放有限的考虑，大部分玻璃杯已退还总公司，
目前店内只存有十多只备用，所以店员并不会主动向顾客推荐使用玻璃杯，店里
也不会可选择玻璃杯的提示，据在惠福东和石牌桥店的观察，并没有在店里看到
有人使用玻璃杯；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和肯德基虽然有座位，但出于效率等考虑，
无水洗杯，只提供一次性饮料杯。

2、顾客自带杯
据实地观察，只有在提供自带杯有现金优惠的饮品店（星巴克、太平洋咖啡）
有观察到自带杯的顾客，约占销量的 3%左右。

3、一次性饮料杯使用比例估算
综上所述，各类型饮品店的一次性饮料杯目前的使用比例估算如下（表 7）。
表 7 各类型饮品店的一次性饮料杯使用率估算

店铺
类型

一次性饮料
水洗杯的使用

有座茶
饮店
无座茶
饮店
有座快
餐连锁

42

杯的使用比
例估算

有 座 咖 可以提供，使用
啡店

对自带杯的态度

比例约 1.2%

可以使用，部分品牌有优惠，
有优惠的品牌自带杯比例约为 96%
3%

部分品牌可以
提供，但非主动 不可以使用

100%

提供
部分不能接受，部分可以接受，
不提供

可以接受的店铺的店员之前几 100%
乎没遇到自带杯的客人

不提供

不可以使用

《星巴克不告诉你的 10 件事》http://www.sohu.com/a/111388032_465346

100%

（二） 广州一次性饮料杯使用量观察与估算
截取 2017.5.9 大众点评饮品店（含咖啡厅）数据，剔除评论数或签到数为 0
的门店，广州的饮品店为 6019 家43。截取 2017.5.26 大众点评饮品店（含咖啡厅）
数据，剔除评论数或签到数为 0 的门店，天河城商圈的饮品店有 167 家；江南西
商圈有 77 家；北京路商圈有 124 家，上下九有 48 家，四个商圈共有 416 家饮品
店。
本次一共招募了 35 个志愿者在 5 月 28 日和 6 月 3 日对广州四大商圈的 13
个饮品品牌 21 家店的半小时销量的观察数据。21 家门店在下午 15：30-16:00 左
右半小时内的销量为 806 杯，有 5 人使用了店内的水洗杯或自带杯，所以这半小
时产生了 801 个杯子，按一天营业 12 小时和《凯度消费者指数》中的闲忙时数
据（图 7）计算，这 21 家店每天即产生 16512 个杯子，而所观察的门店数量只
占广州饮品店的 0.35%。

图 7 咖啡与茶饮的饮用时间偏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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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的成功典范，为什么是星巴克？》
http://www.sohu.com/a/146287262_11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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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州饮品店对顾客自带杯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
（一） 总体情况
实地调查的 21 家门店中，有 16 家接受自带杯的顾客，其中 11 家直接把饮
料倒到顾客提供的自带杯中，5 家需要先用店内的一次性杯装，再倒到顾客的自
带杯中。有 5 家店铺拒绝使用顾客的杯子。
表 8 商家对自带杯的态度和操作

对自带杯态度
能直接把饮料
倒到顾客提供
的自带杯
需要先用店内
的一次性杯
装，再倒到顾
客的自带杯中

门店
星巴克（名盛广场店、广百新一城店）
、太平洋咖啡（天河
城店、西城都荟店）、王子拉茶（同乐汇店、仓边路店）、COSTA
（万菱汇店）、咕噜咕噜（西湖路店）、四云奶盖贡茶（购书
中心店）、大卡司（恒宝广场店）、COCO(惠福东路店)
四云奶盖贡茶（动漫星城店）、大卡司（天河又一城店）、黄
振龙（多宝路店）、麦当劳（恩宁路店）、肯德基（中山四路
店）

拒绝使用自带 喜茶（石牌桥店、惠福路店）、一点点（江南坊店、东急店）、
杯

COCO（江南新地店）

（二） 小结
1、 咖啡品牌及加盟奶茶店较容易接受自带杯
在本次调查中，接受顾客自带杯的主要是咖啡品牌及加盟茶饮店。
本次调查的星巴克和太平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自带杯优惠，所以都接
受顾客自带杯。而加盟性质的奶茶连锁店，可能由于其私人经营性质，管理不那
么严格，所以较容易接受自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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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喜茶热看中国现制饮品市场的契机》

https://www.kantarworldpanel.com/cn/news/Tapping-into-store-made-beverage-market-opport
unities

同时，咖啡和奶茶都是现调的饮品，店员表示自带杯操作上，只是最后的容
器变了，基本没有增加麻烦，所以乐意接受。

2、商家拒绝自带杯的理由
（1）公司规定不允许。
在调查中，喜茶和一点点在点单时明确告知公司不允许使用店内提供的一次
性杯以外的容器。
（2）操作高度流程化，自带杯破坏流程。
在制作流程流程化程度高，需要多人协作的饮品店，顾客使用自带杯容易破
坏流程，影响效率。比如喜茶、一点点从下单到出品涉及的人员达 10-20 人，每
个岗位都有固定动作和职责，这类型店铺都拒绝了顾客自带杯。
（3）自带杯与饮品不匹配.
单纯的只用液体的饮品对店家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如果自带杯的瓶口较
小，有些饮料比如奶盖或者水果茶的大块水果就不容易倒进去，所以店员以操作
难度较高或保持饮品质量的理由拒绝。所以自带杯顾客所点饮料品种和自带杯的
类型也有一定影响。
（4）难以控制份量
如黄振龙凉茶、麦当劳可乐这些已经把成品装到一个较大的无刻度的容器，
份量的控制全靠装满固定容量的杯子，如顾客使用无刻度的杯子，店员难以把控
份量，所以他们虽然接受顾客的自带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使用了一次性杯。

五、 广州消费者接受自带杯的影响因素
本次面向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在饮料店附近以随机拦截方式获取，
问卷以手持和电子问卷进行，共回收问卷 56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556 份，无效
问卷为 4 份。

（一） 受访者情况
本次被访者中女性占 69.96%（见图 8）；以中青年为主，20-40 岁的人群占

71.94%（见图 8）；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84.35%以上是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
（见图 10），月收入以 5000 元以下为主（见图 1），且购买频率并不算高，40.65%
的受访者每周购买频率不到一杯（见图 12）。
根据《中国咖啡馆生存状况数据报告》中咖啡馆的女性消费者占 7 成，20-35
岁的人群贡献了 75.3%的咖啡消费。情况与实地观察吻合，无论是咖啡店还是奶
茶店顾客群皆以女性和中青年为主；据搜索到的资料显示，养成购买外带式饮料
习惯的多为咖啡店顾客，此次采访地点多为奶茶店顾客，奶茶销售 70%是 walk in
的消费者，冲动性消费为主45，所以问卷受访对象比较符合目标群体。

男
30.04%

女
69.96%

图 8 被访者男女比例（样本量 556）
0% 0%
4%
24%

20%

52%

20岁以下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图 9 被访者年龄分布（样本量 556）

《看上去那么 low 的一点点凭什么这么火？》
http://www.sohu.com/a/139323566_418941?_f=v2-index-f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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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

4.50%

11.15%

小学及初中
高中

21.76%
62.59%

专科
本科及以上

图 10 被访者学历比例（样本量 556）

5000元以下
28.60%

5001-10000元
10001-15000元
15001-20000元

53.77%
11.51%

20000元以上
没有回答

3.42%
1.26%

1.44%

图 11 被访者月收入情况（样本量 556）

3.60% 6.83%

每周5杯以上

17.45%

每周3-5杯

37.05%

每周1-2杯
每周不到1杯
每月不到1杯

35.07%

图 12 被访者购买频率（样本量 556）

（二） 目前消费者的自带杯行为
大部分消费者目前没有自带杯购买饮料的习惯，93.88%的受访者在“您平常
购买外带饮料会自带容器吗”的问题中选择了不会，6.12%的受访者选择了会。

会

6.12%

不会

93.88%

图 13 平常购买外带饮料会自带容器的受访者比例（样本量 556）

（三） 消费者愿意自带杯购买饮料的原因
1、顾客选择自带杯多出于自身因素考虑。
大部分有 自带杯 购买饮料 习惯的 顾客表 示选 择自带杯 是出于 环境意识
（67.65%），卫生健康（67.65%），多跟自身因素比较相关的考虑，商家优惠因
素比较小（35.29%），有其他的答案表示杯子够好看所以会带，比如星巴克的随
行杯。

67.65%

67.65%

35.29%

2.94%
比较环保

有价钱优惠

干净卫生或健康

其他

图 14 消费者愿意自带杯购买饮料的原因（样本量 34）

（四） 消费者不愿意自带杯购买饮料的原因
大部分消费者不用自带杯买饮料是因为不方便携带，占 82.55%（图 15），其
中年轻人较年长人较多选择此选项（见图 17）。
担心“不好清洗”的比例达 30%，可能是因为现在的茶饮品种有各种含油的
添加物（奶油、奶盖等），没办法一下子用水就能冲洗干净，甚至需要用到去油
污的洗涤剂。
20.88%的消费者不自带杯的原因是较重，此选项女性的选择比例是男性的两
倍（见图 16），可能是因为女性比较在意携带物品重量。
10.73%的消费者选择“不知道店家能不能用自带杯装饮料”，据志愿者反馈，
这部分消费者在接受问卷调查之前大部分都没想过能自带杯去装饮料。
其他答案包括：带了杯子就不买饮料、买得少、无此习惯、不好看、懒、突
发想喝的情况比较多、杯子本来就不匹配、在公司我会用自己杯子，到店里喝才
有气氛、怕丢、带杯去装好尴尬，没见过别人这样、店家会准备一次性饮料杯、
使用率不高、不点外卖、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帮我装到自己杯子里、平时逛街累。

81.99%

30.46%

20.88%
7.28%

2.49%

9.96%

10.73%

7.28%

图 15 消费者不愿意自带杯的原因（样本量 522）
A. 男

B. 女

78.44% 76.35%

31.74%
27.25%

23.65%

7.20%
10.18%
5.99%

1.20% 0

11.98%
8.23%

11.31% 7.19%
7.19%
6.68%

图 16 不同性别不自带杯购买饮料的原因（样本量 522）

120.00%
100.00%

80.00%
60.00%

A. 20岁以下

40.00%

B. 20-29岁

20.00%

C. 30-39岁

0.00%

D. 40-49岁

E. 50-59岁
F. 60岁以上

图 17 不同年龄段不自带杯购买饮料的原因（样本量 522）

（五） 可以促进消费者自带杯意愿的措施
现金优惠的措施最受欢迎，有 58.63%的受访者表示店家做出现金优惠会愿
意自带杯购买饮料，其中女性比例较高（见图 18、19）。结合在有现金优惠的 4
家咖啡门店的观察（星巴克咖啡、太平洋咖啡），顾客自带杯的比例约为 3%，根
据对星巴克写字楼店店主的访谈，平时顾客自带杯率约为 4%-5%。
如果一杯饮料 18 元, 21.17%的消费者觉得店家起码提供 1-2 元的折扣优惠才
会愿意自备容器 57.63%的消费者觉得店家起码提供 3-4 元的折扣优惠, 21.17%的
消费者需要提供 5 元及以上的优惠（见图 20）。
其次，35.97%的消费者选择了饮料加量，此措施较受男性欢迎。接近一半
（49%）的受访者表示需要起码加量 200ml（见图 19、21）
。
27.52%的消费者表示如果使用一次性饮料杯需要收费的话会考虑自带杯。
33.33%的消费需要 3 元及以上才会自带，各有 27.45%的消费者 1 元或 2 元就会
自带，11.76%的消费者收费 0.5 元会自带（见图 22）。
由于“蚂蚁森林”是在第二次调查中增添的选项，该选项在第二期调查中的
比例约为 10.12%。
其他答案有：习惯了自带杯、不用排队、租借杯子终端平台，例如充电宝租
界那种、只跟自己意愿有关、如果店家有 200ml 的量，我的杯子符合有可能、带
了就自带水了、只可用自带杯子、店家提倡自带杯、确保喝完后有清洗地方。
有 18.35%表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自备容器购买饮料。

58.63%

35.97%
27.52%
18.35%
4.68%

3.24%

图 18 可以促进消费者自带杯意愿的措施（样本量 556）
A. 男

B. 女

61.44%
52.10%
41.32%
33.68%

29.34%
26.74%

19.76%
17.74%
5.91%
1.80%

图 19 不同性别选择促进自带杯意愿的措施（样本量 556）

3.86%
1.80%

5元及以上
21.17%

1-2元
21.17%

3-4元
57.66%

图 20 如果一杯饮料 18 元,店家起码提供多少钱的折扣优惠，消费者才会愿意自备容器（样本量
326）

300毫升

或以上
18.00%

100毫升
33.00%

200毫升
49.00%

图 21 店家起码提供加量多少,消费者才会愿意自备容器（样本量 200）

0.5元
11.76%
3元及以上
33.33%

1元
27.45%

2元
27.45%

图 222 店家对一次性饮料杯收费多少, 消费者会愿意自备容器（样本量 153）

六、 广州一次性饮料杯的回收情况
在四大商圈中，我们选取了天河城商圈了解一次性饮料杯的回收情况。我们
主要通过走访天河城商圈的大中小型商场（天河城购物中心、正佳广场、天河又
一城、时尚天河、直通车商业广场）、体育东路写字楼群（羊城国际商贸中心、
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省侨联大厦），周边部分住宅楼、以及商圈和写字楼群方
圆 500 米内的所有废品回收站（4 个）及周边马路（天河路、天河南一路、体育
西路、六运三街、体育东路、华阳街），采访上述地点的清洁工、环卫工、拾荒
者、废品回收人员，并对收集的一次性饮料杯进行称重，了解一次性杯在不同使
用情况下的回收情况和其他去向。

（一） 一次性饮料杯使用后去向
一次性饮料的购买通常有两种场景，一种是顾客在店铺里购买，喝完或扔在
附近商场或路边的垃圾桶，或带回写字楼或住宅，或带到野外随地丢弃；另一种
是通过外卖购买，顾客喝完，饮料杯多分布在写字楼或住宅的垃圾桶。所以一次
性杯的去向有大概可以分为 5 条线：商场线、路边线、写字楼线、住宅线、野外
线。

图 23 一次性杯使用后去向示意图

一次性饮料杯的回收可能性主要和材质和集中度相关，材质越简单、回收价
格越高、产生的地方越集中（比如商场），越可能得到回收。
由于填埋场和焚烧厂处理前没有二次分拣，所以如果清洁工和拾荒者没有分
拣的话，一次性饮料杯被装上城管局的垃圾车后基本不会进入回收再生系统，通
常会成为垃圾，甚至如果被遗弃在野外，埋在山林或流入海洋，没有进入正规的
垃圾处理系统，可能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
本调查考虑到天河一带包含较多类型的建筑：商场、写字楼、住宅，故以天
河城商圈和体育东写字楼群为例，了解一次性饮料杯在广州的去向，及其环境影
响。

（二） 一次性纸杯鲜有回收，塑料杯回收率估算仅有 7.8%（以
天河城商圈为例）
（1）回收人员对一次性饮料杯的分拣回收意愿
据目前在天河城商圈和体育东写字楼群访问到的商场清洁工、写字楼清洁工、
住宅清洁工、路边环卫工、拾荒者和其他处理人员，只有部分商场清洁工会回收
一次性塑料饮料杯。
从分拣人的角度来说，影响他们收集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收集的
难易程度和回收物的价格。
杯子产生越集中越容易收集。据观察，较多顾客是边逛边喝，所以一次性饮
料杯在商场的垃圾桶较容易收集到。写字楼清洁工、住宅清洁工、路边环卫工、
拾荒者都表示写字楼、住宅和路边的垃圾桶里的饮料杯太分散，不好收集。
同时，分拣和储藏可回收物条件也是收集难易程度的影响因素。条件最好的
是商场清洁工，通常有工作间分拣和小推车用来收集，路边的环卫工通常只能随
身带个小袋子来收集可回收物，如果袋子太大会被领导责骂。所以环卫工们都倾

向收集价格较高且比较干净的回收物。
由于纸杯的价格最多只能卖 0.2 元一斤，塑料杯的价格 0.4 元到 1.3 元一斤，
较塑料瓶和一次性饭盒低，所以回收人员都倾向只分拣和回收价格较高的可回收
物。体育东路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有一家星巴克门店，会较集中地产生一次性饮
料杯，负责分拣可回收的清洁工都表示这些杯子价值太低，平时不愿意捡，甚至
在调查者的委托下分拣了 2 天，共 3.42kg 星巴克的杯子后，由于觉得价格太低，
只是当作垃圾扔掉，懒得拿去卖。
（2）纸杯回收情况
据广州再生资源行业协会阮鸿儒秘书长的了解，“纸杯的纸比较吸水，沾染
了人的口水，比较不卫生，回收价值低，是没人回收的。”从清洁工、环卫工、
废品回收人员出访谈中了解到情况也的确如此。一方面收集难度大，被污染后又
很难洗干净，味道大没办法保留太久，难以累积到比较大的量；二是回收价值低，
通常只能少量夹在纸皮里一起处理，但实际上这样处理的话很可能会污染其他纸，
且价格不高，大概 0.2 元一斤，所以无人回收。
但部分饮品店的纸杯上都标有三角循环符号，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以为纸杯能
回收。

图 24 杯身标有三角循环标识的纸杯

（3）塑料杯回收情况
由于塑料杯属于塑料中一个极小的分支，所以广州再生资源行业协会并没有
对此回收量单独统计。天河一带的塑料饮料杯如果单卖的话 0.6 元一斤，如果与
一次性塑料饭盒混合的话价格约 1.3 元左右。由于价格较低，分拣需要的条件又
较高，就目前在天河商圈和体育东路写字楼群了解到的回收情况，只有天河又一
城、时尚天河、直通车时尚广场的清洁工才有回收一次性饮料杯，2017 年 5 月
28 日一天约回收了 3945 个一次性饮料杯，回收率约为 7.8%（计算方法见附录）。

七、 倡导启发
（一） 重点倡导人群是 20-35 岁女性
根据调查结果，饮品店的顾客人群主要是 20-35 岁的女性，故这部分群体是
重点倡导对象。

（二） 对于不同的人群宣传时可以不同的侧重点

图 25 外带饮料顾客人群分析

1. 自带杯人群自带杯多出于自身考虑，对于本身有自带杯习惯的人群宣传时可
从环保和健康方面入手。
自带杯人群自带杯多出于以下原因：环境意识（67.65%），卫生健康（67.65%），
商家优惠因素反而占比较小（35.29%），故理念宣传时可多从前两个角度入手。
2. 对于有购买外带饮料习惯但无自带杯习惯的人，现金优惠是一个不错的促使
他们尝试使用自带杯购买饮料的措施。
在如何促进消费者自带杯意愿的调查中，措施现金优惠的措施最受欢迎占
58.63%，所以可以用现金优惠的方式促使更多消费者开始尝试自带杯。优惠幅度
越大，尝试的人群越多，根据星巴克 2017 年地球日自带杯可免费赠饮的活动观
察，自带杯的顾客比例占约 41%-118%。
目前星巴克和太平洋已开展自带杯优惠的活动，根据本次实地观察结果，自
带杯顾客的比例约为 3%。在星巴克写字楼店长访谈中，估算自带杯顾客约为
4%-5%。在普遍推行自带杯优惠政策的台湾，减量效果成效评估约为 4%46；故如
自带杯优惠能在国内广泛推动，减量效果按 4%算，一年可以减少 15476 万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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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饮料杯。
3. 要加强商家接受自带杯的宣传
调查中 10.73%的消费者是因为“不知道店家能不能用自带杯装饮料”而没
有尝试过用自带杯购买饮料。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要让商家可以提供自带杯服
务乃至优惠的信息得到传播，让消费者知道可以选择用自带杯购买外带饮料，为
他们的“自带杯买饮料”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减低培养或尝试新习惯的难
度。

八、 减少一次性饮料杯垃圾的案例

目前国内外减少一次性饮料杯垃圾的案例主要可以分为 5 类型：提供替代方
案；鼓励消费者自带杯；为自带杯提供方便信息；提高一次性杯的回收利用率；
店铺做环保提醒。

（一） 提供替代方案

1、用自带杯装水代替购买饮料
当购买外带饮料是为了解渴时，自带杯作为替代方案可以减少购买外带饮料，
但自带杯人士出门在外喝完杯中水后，如果饮水得不到补充，还是需要购买外带
饮料或瓶装水，所以台湾和香港有民间团体或认识开发了网站或手机软件为自带
杯人士提供免费饮水点的位置信息，方便和鼓励自带杯人士在外补充饮水。
（1）台湾免费饮水地图
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与台湾开放街图社群及热心民众共同合作，建置免费饮水
地图，让人们顺利找到水点，鼓励更多民众自备水杯，减少杯饮、瓶罐装饮料对
水资源的浪费。
此地图在 2015 年上线 2015 年度吸引 5 个县市政府和 10 个高校参与，已设
800 个饮水点。原计划在 16 年增加到 1 万个。但查不到后续消息，也查不到其
他成果。
【网址】

http://beta.hackfoldr.org/drinking-water/https%253A%252F%252Fhackpad.com%252
FyG2e0DX0jQi
（2）香港扑水 APP
用户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在地图上找到提供免费饮用水位置的资讯；也可以
报告有免费饮水机提供的位置。截止 2016 年年底，全港只有 900 多个地点设有
饮水机，多集中在大学校园、康文署旗下的设施、以及机场。APP 下载人数不足
2 万人。
【网址】https://waterforfree.org/

2、用可重复使用的容器替代一次性杯装饮料
使用一次性饮料杯的原因之一就是方便，饮料提供者和使用者都免去准备和
清洗的麻烦。于是有人开发出租赁可水洗杯的服务，提供材质较好的可水洗杯，
同时做好清洁和消毒，从健康、卫生、环保、方便的角度吸引饮料提供者和消费
者。
（1）法国 Eco Cup
这间公司开发出可重覆使用、可耐高温的环保杯，基本上以租用为主，除了
基本租金外，每个杯子跟客户收取 1 欧元的押金（折合人民币 8 元左右），若杯
子不见了要扣 0.7 欧元。但如果数量够多，比如说是十万个，以免洗杯成本约合
0.5 元计算，回收就变得有利可图；而客户为了让押金顺利退回，不但可自行提
供消费者退杯费，或另提供奖金让拾荒者愿意回收。这些杯子在送回仓库后，统
一清洗、检视后，又可以再运用于另一场活动。据这间公司的网页资料，使用这
样的营运模式，可大幅减少大型活动垃圾量达八成以上，甚至巴黎气候大会也使
用了该服务。
【网址】www.ecocup.be
（2）台湾青瓢
类似 Eco Cup，也是提供可水洗的 PP 塑料杯，用时押金 60 台币（杯身 50，
杯盖 10）。
【网址】http://www.chingpiao.com/
（3）美国 GOOD TO GO

GOOD TO GO 的杯子看起来与街头一般的外带咖啡杯无异，但比瓷杯更轻
并且还带杯盖。消费者花 5 美元购买一个 GOOD TO GO 咖啡杯，喝完后将杯子
还给咖啡店或其他回收点，杯子在投入再次使用前会经过清洗和消毒，消费者保
留杯盖，在下次消费中出示杯盖表示自己参与了此回收计划。作为激励措施，参
与者购买咖啡时会获得 25 美分的优惠。此设计有点像共享单车，但由于杯子可
供外带，购买点和回收点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需要足够多的回收点才能达到回
收方便的诉求。由于此为短期试验项目，所以没有更多成果类的数据。

（二） 鼓励消费者自带杯

1、自带杯有优惠
台湾环保署要求全台湾连锁速食店、连锁便利商店、连锁咖啡店及连锁饮料
店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源头减量措施，
强制店家 2 种方法选 1 种实施，
第 1 种是自备环保杯的消费者可享优惠，第 2 种是每 2 个饮料空杯可兑换 1 元，
不配合业者依废弃物清理法罚 6 至 30 万元。
虽然对商家是强制措施，实际上是通过优惠来吸引消费者自带杯。政策实施
一个月后，“台湾环保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公布减量成果：根据业者回报，初
步提高 4.4％的民众自行携带环保杯，以台湾每年总共使用约 15 亿个免洗饮料杯
计算，每日约可减少 18 万个一次用饮料杯的使用量47”。
然而截止 2013 年 11 月底为止，也就是政策推动了 2 年半时间，受委托调查
推行效果的咨询公司在报告中总结成效如下：“总计有 419 间品牌提报源头减量
计画，消费者平均自备饮料杯比例为 4.6%，相较于此项政策推动前，估计每天
减量 19 万个一次用杯，相当于每年减量 6,900 万个一次性饮料杯48” 。

2、自带杯有奖品
这是由 Smiley Planet 发起的倡导活动，只要市民在 Instagram 个人账户分享
在食肆自携容器盛载外卖饮品的相片，便可成为「走杯大使」，有机会免费获得
特别设计的「随行杯」。
【网址】http://www.gocup.hk/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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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自带杯提供方便的信息
1、走杯地图
「走杯地图」，在地图上标注出自带杯有优惠和愿意接受自带杯外卖的餐饮
食肆。目前走杯大使 5000 多位，参与食肆 455 家。
【网址】http://www.gocup.hk/

（四） 提高一次性杯的回收利用率
1、提高一次性杯的回收率
台湾环保署要求全台湾连锁速食店、连锁便利商店、连锁咖啡店及连锁饮料
店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源头减量措施，
强制店家 2 种方法选 1 种实施，
第 2 种是每 2 个饮料空杯可兑换 1 元，不配合业者依废弃物清理法罚 6 至 30 万
元。

2、提高一次性杯的利用率
名厨芬利怀廷史托拍摄纪录片「浪费战争」（War on Waste），促使业界设立
纸杯回收再利用组织（Paper Cup Recycling and Recovery Group, PCRRG），深入
检讨纸杯垃圾问题。30 家公司签署了 2020 年大幅增加纸杯回收率的承诺书，包
括星巴克、麦当劳、马莎百货等。目前除了星巴克有推行自带杯优惠和试用新型
咖啡杯「Frugalpac」（有一层可被轻鬆撕下的特殊薄膜，剩下的纸可百分之百回
收）外，暂时没有搜索到其他公司明显的改善措施。虽然如此，但也可从此案例
看到揭示问题和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最好利用名人等途径进行广泛传播。
【网址】http://www.pcrrg.uk/

（五） 店铺做环保提醒
1、绿色咖啡联盟
2010 年全港约 300 间绿色咖啡联盟店将会贴出“少弃置、多珍惜”等宣传
资讯，顾客在外卖时，店员会提醒他们在拿取一次性餐具时，先想一想是否真正
需要它们，部分咖啡店会鼓励顾客自携咖啡杯或重用咖啡杯套等，期望市民在享
用咖啡店香浓咖啡和美味小食时，都可以从不同层面一起减废。然而记者 2014
年到访数间位于铜锣湾的绿联咖啡店时，包括香港星巴克、Pacific Coffee 及香港

麦当劳 McCafé，发觉 3 间咖啡店的职员皆未有提醒顾客少用即弃餐具，店内亦
提供大量即用即弃餐具让客人随意拿走。有顾客表示，未试过有店员鼓励她不要
使用即弃餐具，认为咖啡店没有做过任何环保推广，质疑绿联的成效。

七、鸣谢
鸣谢以下单位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排名不分先后）：
个人：广州再生资源行业协会阮鸿儒秘书长
团队：香港走杯团队、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志愿者：方翔宇、吴焕波、冯海兰、肖迪冉、邓敏圆、马凯恩、甘燕玲、杜昕冉、
朱少聪、覃华菊、戴祺琪、黄君瑜、王碧玲、胡明珠、李艳芳、郭李莹、吴峥、
任婉玮、林雅橙、谢梓瑶、黄治谦、胡诗琪、成玉婷、劳昊妍、黄小妙、于硕鹏、
李暄、郑文健、朱小娟、林莉莎、王正锋、林丹淇、陈晋铭、和俏、黄麟棋。

附录
附录一：常见一次性饮料杯塑料材质介绍
“01”——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是市面上的矿泉水瓶、碳酸
饮料瓶最常见的材质。此种材质耐热温度为 40℃，只适合装暖饮或冷饮，装高
温液体或加热易变形，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之前有媒体联合高校研究机构
在抽检 PET 材质瓶体时检出了重金属锑（锑 PET 的制作工程中使用的一催化剂，
在高温、盛装酸性或碱性饮料或长期存放的情况下促进其释出）。此事一出引发
了讨论，有专家及涉锑企业表示 PET 瓶子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瓶子含锑并不代
表一定会迁移到液体中；另一方面也有相关专家质疑上述意见，表示锑迁移到饮
料中对人体有危害，回收或者焚烧进入大气和土壤更会造成二次污染，社会应关
注锑的问题49、50。在塑化剂是否在 PET 瓶中使用存在争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的文章指出通常只有 PVC 才会添加塑化剂

51，但亦有文献记录

PET 瓶中有检测

出较低含量的塑化剂52，对内分泌有干扰作用，所以一次性 PET 饮料杯含有塑化
剂的风险也是值得注意的。
“02”HDPE（高密度聚乙烯）与“04”LDPE（低密度聚乙烯）均为 PE（聚
乙烯）材料，前者多用于制造盛装清洁用品、沐浴产品的容器以及超市、商场使
用的塑料袋，后者用于制作保鲜膜、塑料膜和牙膏、洗面奶等软质包装等用品。
但 PE 的耐热性能不强（耐热温度 60℃）， 通常温度超过 110℃是会出现热熔现
象，一些人体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会释放出来。PE 是纸杯防水淋膜的其中一种
重要的材质，但其不耐高温的特性需要在使用中引起注意。
“03”——PVC（聚氯乙烯）。在其生产过程中，会残留没有被完全聚合的
单分子氯乙烯和需要加入增塑剂，多用于非食用领域，如塑料管，非食用包装瓶、
医疗用品如输液袋等。但因其成本便宜，之前有报道其大量用作食物包装膜53、54。
PVC 在高温（耐热温度 60℃）或遇油脂的情况下会造成氯乙烯单体以及增塑剂
的析出，长期使用可能因其肝胆方面肿瘤。除了对人体的影响，因为 PVC 含氯，
《塑料包装含致癌物锑 9 大品牌食品包装全中招》 搜狐健康 2013 年 3 月 5 日
http://health.sohu.com/20130305/n367821950.shtml
50 《PET 塑料瓶被检含“锑”百姓又遭百科知识考验》 大连日报 2013 年 3 月 14 日
http://dalian.dlxww.com/content/2013-03/14/content_588256.htm
51 《塑化剂与食品安全》
49

http://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ub_fsf_60_01.html
52 Pinto B，Reali D. Screening of estrogen-like activity of mineral water stored in PET bottles Barbara Pinto,a,and
Daniela Realia [J].Internat J Hyiene Environ Health,2009,212(2):228-232
Leivadara SV,Nikolaou AD,Lekkas TD.Determina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in bottled waters [J].Food
Chem,2008108(1):277-286.
53 《多品牌保鲜膜含禁用塑化剂 遇油溶解》人民网 2013 年 7 月 29 日
54 《每周质量报告》 央视 2013 年 7 月 28 日 http://news.cntv.cn/2013/07/28/VIDE1374997684048196.shtml

在最终废弃物焚烧过程中会产生二噁英。
“05”——PP（聚丙烯）
。因其耐热温度达到 120℃，PP 是唯一可以放进微
波炉的塑料盒。PP 是较安全的塑料容器材质，但它耐低温冲击性差，较易变脆
和老化。
“06”——PS（聚苯乙烯）
。PS 在包装上的应用主要是制成透明食品盒、水
果盘、小餐具等，经过发泡的聚苯乙烯（EPS）可用作保温及缓冲包装材料，即
我们常说的泡沫盒以及发泡餐盒55。PS 的耐热温度是 70~90℃，为了避免致癌物
苯乙烯单体及塑化剂释放，应避免使用盛装高温多油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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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广州天河区一次性杯回收率计算
本次回收率主要根据商圈内品牌门店的数量和市场份额，结合实地销量观察，
分别推算天河城商圈饮品店和咖啡店的一日的总销量——根据实地观察店内杯
具使用情况进一步推出一次性杯的使用量——最后根据实地调查称重商圈内能
得到回收的部分，算出其回收率。
天河城商圈咖啡和其他饮品店的门店数量。截止 2017.7.06 大众点评饮品店
（含咖啡厅）数据，剔除评论数或签到数为 0 的门店，天河城商圈的饮品店有
167 家，其中咖啡店 118 家，茶饮及其他饮品店 49 家。
天河城商圈星巴克一日一次性杯的使用量。天河城商圈咖啡店中有 11 家是
星巴克，其中 7 家为商业街门店，5 家为办公楼门店，按天风证券研究所56的数
据估算，这 11 家星巴克一天（节假日）的销量为 6514.52 杯。根据实地观察星
巴克水洗杯和自带杯的使用比例约为 4.35%，减去此部分即一次性杯的使用率为
95.65%，即天河城商圈星巴克一天（节假日）产生 6231 个一次性饮料杯。

图 26 星巴克单店模型收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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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商圈连锁咖啡店一次性杯使用量（根据星巴克的销量和在连锁咖啡市场
份额推出）。 据欧睿统计，星巴克 2015 年在中国咖啡连锁店市场中所占份额为
43%，57按此市场份额推算，天河城商圈的咖啡连锁店一天的销售杯数为 15150
杯。其中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会为自带杯顾客提供优惠，所以一次性杯的使用率
按 96%算，其他咖啡店根据观察无优惠的话基本没有顾客自带杯，所以一次性杯
的使用率按 98%算（减去 2%的水杯比例）。天河城商圈的一天约产生 14981 个
一次性饮料杯。
茶饮店一次性杯使用量。天河商圈的除咖啡外的饮品店为 49 家。茶饮店按
凯度消费者指数的数据，一天营业 12 小时，高峰时段约 4 小时，销量是平均量
的 3.75 倍；普通时段为 4 小时，销量就是平均量；闲时为 4 小时，销量为平均
时间的 0.5 倍。当天在天河城商圈观察了两家茶饮店的半小时销量，一家销量为
23 杯（贡茶），一家为 63 杯（大卡司），取其平均数为 43 杯。当天的销量观察
时段为下午 15:30-16:00，属于高峰时段。根据以上凯度闲忙时的时段算，一家
茶饮店一天的销量为 722 杯。天河商圈的除咖啡外的饮品店为 49 家，按实地观
察茶饮类的饮品店一次性杯使用率为 100%，所以销量即一次性杯使用量，茶饮
店一天约产生一次性杯 35378 个58。

图 27 咖啡与茶饮的饮用时间偏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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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希望凭高档品牌“茶瓦纳”打入中国茶市场》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609/0064229.shtml
58

《从喜茶热看中国现制饮品市场的契机》
https://www.kantarworldpanel.com/cn/news/Tapping-into-store-made-beverage-market-opport
unities

一次性杯回收率。综合目前了解的回收情况，只有天河又一城、时尚天河、
直通车时尚广场的清洁工才有回收一次性饮料杯，节假日一天约能回收 3945 个。
故天河城商圈一次性饮料杯的回收率为：回收数量/产生数据（3945/5035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