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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

 

闭环模型是一种仿生（模仿生命）方法。借用自然为例，该模型认为系统应该像

生物一样运作，加工可以回馈循环的营养物质，因此“闭环”或“再生”这些词

经常与闭环模型联系起来。 

依托“以自然为师”的思路，工业产品和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旨在模仿自然：主要

由可再生能源驱动，并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闭环。工业产品采用“从摇篮到摇篮

（cradle-to-cradle）”的设计过程。无法堆肥的最终产品（例如金属）应作为有价

值、易管理的“营养物质”回到工业闭环中（Webster & Johnson, 2010）。 

 

图 1. 循环经济（废物即食物） 

来源：Webster, K., & Johnson, C. (2010). 《循环经济的意识与可持续性教育》

（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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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经济中，回收是重中之重，而非偶然之举。设计产品时，需要确保产品拆卸

简便、零部件可以替换。选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材料，确保用材不会对用户或回收者

造成健康风险，且重复使用或翻新的可能性较高。事实上，产品可以归生产者所

有，用户使用时支付许可费，制造商则负责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时对其进行回收利

用（香港地球之友，2017），如此一来，便可尽可能减少在生产、供应、使用和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浪费，并且最大程度地回收原始资源。为确保大部分加工过的

材料可以重复使用，应通过设计确保以最小的能源投入获得高质量的原材料回收。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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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生命周期中不存在浪费。产品在使命完成后被拆卸并重复使用。 

b. 消耗品由可以安全返回生物圈的生物成分或营养物质制成。耐用品由技术材

料制成，如无法返回生物圈的金属和塑料。因此，塑料或玻璃只用于制作可

重复使用的耐用品。 

c. 应使用可再生能源为整个周期供能，减少资源依赖并提高系统复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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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模型涵盖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由于少量的残余废物不可避免，因此

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添加一定量的新资源。然而，循环经济的目标是尽可能

减少残余废物，并确保经济进程主要依赖再生资源。（欧盟委员会，2014 年）。 

为最大限度维护自然资源、优化资源产出并将系统风险降至最低，向循环经济过

渡时需要对价值链进行完整全面的系统性变革。技术创新只是转型的其中一环，

系统性思维、民间社会的参与、融资方式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创新解决方案也极其

重要。 

循环经济需要各类创新，包括废物

最小化设计、新的商业模式、回收

技术以及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例

如，产品设计应延长产品使用寿

命，降低产品维护难度。此外，可

以对产品进行模块化设计，降低更

换损坏组件和维修的难度。当技术

高速迭代时，应允许产品在只替换

过时组件的情况下实现产品升级。

降低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拆卸、重

复 使 用 或 回 收 零 件 的 难 度 。

（Bocken等人，2016年）。 
 

图 2：循环经济（改编自欧盟委员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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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系统使能源和资源的使用周期形成闭环，使存储和环内投入最大化，最大

限度地减少浪费，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自主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一样。 

在一号梦想农场模型（图 2）中，牲畜的粪便和废水进入厌氧消化池，产生沼

气，为供暖、烹饪和电力提供全部能源。经过一定程度净化的废水排入藻类池，

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去除水中的全部有毒物质，从而保证鱼类可安全地

在水中生活。收获的藻类用于喂养鸡、鸭、鹅和其他牲畜。鱼塘中可混养 5-6 种

鱼。鱼塘中的水还可为田间或堤坝上生长的农作物“施肥”。还可以在鱼塘中放

置漂浮板水培水稻、水果和蔬菜。鱼塘内的水也可以泵入温室水培水果和蔬菜。 

 
图 3. George Chan的一号梦想农场模型 

 

厌氧消化池产生的残余物富含营养，是优质的作物肥料，还可以与藻类及作物残

渣混合，在蒸汽灭菌后用于蘑菇培养。蘑菇培养基的废料可用作牲畜饲料或堆

肥。作物残渣可用做牲畜饲料。作物和食物残渣可用于养殖蚯蚓，蚯蚓可以喂养

鱼和牲畜，堆肥和蚯蚓粪可以调节土壤，牲畜粪便回到厌氧消化池，大循环结

束。如此一来，农场不仅可以实现食物和能源的自给自足，还可大幅提高生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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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ayon, S.（2015 年）。H&M 推出以旧衣服为原料的“实现闭环（Close 
the Loop）”牛仔系列，参与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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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ko Waste Solutions 是一家屡获殊荣的创新玻璃回收

公司，开发了定制的玻璃瓶破碎机、玻璃收集车和系

统，实现闭环玻璃回收。 

来 源 ： 摘 自 Ekko Glass 网 站 首 页 。 
http://www.ekko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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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通常被视为时尚物品，大部分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都是手机。然而，大多数

使用过的手机仍然有相当大的价值，因为其中含有金、银、稀土金属等材料。鉴

于废旧手机的回收率低，各种循环活动可以发挥作用（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2015年）： 

• 设置回收系统，例如租赁/回购模式，改善和客户之间的沟通 

• 在回收并完全删除用户个人数据后，按原样再次上架销售整机 

• 拆卸摄像头、显示屏、电池、充电器等可重复使用的组件，用于生产新设
备 

• 翻新已报废的智能手机 

• 改变产品设计并改进处理技术，例如减少粘合剂的用量，方便未来拆卸 

图 4. 闭环零浪费 图 5. 香港旧衣回收箱  

图 6. Ekko Waste Solution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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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同行业的案例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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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时尚如何为闭环经济做出贡献 

• [源 · 区]（T. Park）的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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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宣布在 2017年年底前禁止进口 24 种低级可回收废物，这将增加香港垃圾堆

填区的压力。然而，香港的回收业对此却无能为力。下文将对香港回收行业的一些弱

点展开讨论。 

首先，香港本土没有回收业务。香港本土收集的全部或至少大部分可回收物都出口到

了其他地区，其中近 98%被运往中国内地处理。 

其次，香港出口可回收物前很少对其进行处理。出口商主要运送低价值的材料。 

第三，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香港的回收系统出奇地原始，仍然依靠零散的拾荒者收

集可回收物——这种做法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这也凸显了香港社会保障网络的低

效。 

呼吁减少消费是善意之举，但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生产者应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负责。目前，由此产生的废物处理成本通常以税收形式转嫁给城市及市民。但其实

这笔费用应由制造商和进口商承担。 

这笔资金可以用来补贴回收业务、开展资源回收和可持续消费方面的教育，从而为回

收行业提供支持。此外，政府必须改造回收行业。将废物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

中国内地）进行处理既不可持续，也不是长久之计。 

当前，回收行业必须努力将可回收的废物加工成更高级的商品，例如将混合废纸制

浆、将塑料废物造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内地已经禁止进口低级废品了——其

中就包括未分类的纸和纸板以及 PET废料。 

长期来看，香港政府必须重点提升本地再利用资源的能力，通过投资促进再生产品的

发展。政府也必须购买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的产品和服务，支持当地绿色产业，从而

打造循环经济。 

来源：香港地球之友（2017）。香港自由报（HKFP）《出口可回收物并非香港废物

问题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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