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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区农用地膜应用与回收现状及
发展建议
传统地膜残留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2017 年以来我国针对农用地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与规划，
目前北京市的农用地膜回收已逐步形成“职能部门管理监督 + 农资网点具体实施”的基本模式，其中昌平
区 2019—2021 年地膜年回收率均在 95% 以上，但目前的地膜回收工作仍存在难点，为此提出严格质量监控、
从源头减少地膜投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残留检测、完善回收处置模式等建议。

阚炜杰 徐明泽 * 田 硕 杨雯祎 张 雷 石春梅 牟国兴 施鹏飞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环境监测站，北京 102200）

我国于 1979 年从日本引进地膜覆盖栽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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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农用地膜已成为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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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市、自治区广泛应用。地膜覆盖具有保温保
墒、保持土壤水分、抑制土壤水分蒸发的作用，有
利于作物生长和提高产量，但传统地膜极高的稳定
性和难降解性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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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农业生产资料。目前，农用地膜已在我国 31

为“白色污染”
。笔者在对我国农用地膜应用现状
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国家农业部门发布的
农用地膜相关政策文件，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分
析农用地膜的应用与回收现状、回收模式、工作难
点等，并提出发展建议。

到峰值，之后随着我国对地膜污染重视程度的增
加，农用地膜使用量和地膜覆盖面积开始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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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和地膜覆盖面积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达

135
140

120
1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ᒤԭ
12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图 1 2012—2020 年全国农用地膜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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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2021
年数据，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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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用地膜应用现状
如图 1、2 所示，2012—2020 年我国农用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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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20 年全国农用地膜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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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2020 年农用地膜使用量降至 135.70 万 t，

被土壤中的残膜缠绕后会阻断对水分、养分的吸

比 2016 年（147.01 万 t） 下 降 11.31 万 t， 平 均 每

收，
造成死苗。2007 年我国地膜残留量达 12.1 万 t，

年下降 1.54%；2020 年地膜覆盖面积降至 1 738.68

2020 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截

2

2

万 hm ，比 2017 年（1 865.72 万 hm ）下降 127.04
2

至 2017 年底我国地膜累积残留量已达 118.48 万 t。

万 hm ，平均每年下降 1.1%。目前甘肃、山东、云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发展体系的推进和乡村振兴

南、内蒙古、四川为我国农用地膜的主要应用地区，

战略的实施，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已成为环境保护、

2020 年这 5 个地区农用地膜的使用量达 46.9 万 t，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废旧地膜

占全国农用地膜总使用量的 34.57%。

的回收再利用是实现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最主要手

农用地膜的主要成分为母体化合物和添加剂，

段，其运行过程和最终绩效不仅涉及到资源的再利

母体化合物主要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乙

用效率，还涉及如何在农村构建有效的污染治理合

烯 - 乙酸乙烯酯共聚物（Espí et al.，2006）
。其中

作组织体系。2017 年以来，我国针对农用地膜提

聚乙烯应用最为广泛，虽然长期暴露于空气和阳光

出了一系列政策与规划，促进了农用地膜行业向绿

下不易老化，但容易破碎，作物收获后很难整片进

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特别是 2020 年，我

行回收，地膜碎片残留会对农业环境构成威胁（何

国接连出台 3 个有关农用薄膜的规划，包括鼓励各

文清 等，2009）
，改变土壤正常的结构层次，影响

企业发展高端农用薄膜；鼓励生产企业技术创新；

土壤养分、水分运输，从而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抑

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体系；推广应用可降解地膜

制农作物生长发育，最终导致作物减产；作物根系

等（表 1）
。

表 1 2017—2021 年我国农用地膜相关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年 - 月）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7-05

农业农村部：
《农膜回收行动方案》

到 2020 年，全国农膜回收网络不断完善，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农膜回收
利用率达到 80% 以上，
“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2017-1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用薄膜行业规范
条件》

修订《农用薄膜行业准入条件》2009 版，从企业布局、生产条件工艺和装备、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制定了规范条件。① 鼓励扩大中高端农膜
产品的产能和产量，逐步减少低端普通农膜产品产量；② 鼓励现有农膜生产企
业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等

2019-06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加
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见》

① 到 2020 年建立工作机制，明确主体责任，回收体系基本建立，农膜回收率达
到 80% 以上，全国地膜覆盖面积基本实现零增长；② 到 2025 年，农膜基本实现
全回收，全国地膜残留量实现负增长，农田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2020-0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

① 禁止生产、销售厚度小于 0.01 mm 的聚乙烯农用地膜；② 在重点覆膜区域，
结合农艺措施规模推广可降解地膜；③ 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体系；④ 推进农
田残留地膜、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清理整治工作，逐步降低农田残留地膜量

2020-0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
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农
用薄膜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从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利用、监督检查等方面制定

2020-09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
《关于
坚决杜绝
“两薄”
塑料制品流通的通知》

① 在全系统开展坚决杜绝“两薄”塑料制品流通行动；② 加强货源管理，做好
高标准农用地膜供应；③ 结合农艺措施探索推广可降解地膜

2021-0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

注：整理自各政府官方网站公开资料。

2 北京市地膜应用现状与回收模式

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季短促，以种植

2.1 北京市地膜应用现状

区、海淀区和朝阳区露地蔬菜上试用地膜覆盖栽

北京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夏季

玉米和蔬菜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首先在丰台
培，由于经济效益显著，之后逐渐向全市推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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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随着科学种植宣传工作的开展，种植主体环

地膜回收和兑换。通过以旧换新的兑换模式，全方

保意识增强，北京市 2012—2020 年地膜使用量及

位引导农户使用国标 0.014 mm（含）以上规格的

地膜覆盖面积呈现下降趋势（表 2）
，2020 年北京

加厚地膜，减少使用厚度小于 0.008 mm 的超薄地

2

市地膜覆盖面积降至 9 153 hm ，占北京市农作物

膜，逐步建立地膜“使用—回收—再利用”的良性

总播种面积的 9%，主要应用于玉米、蔬菜、西瓜

循环。以农资网点等合作社、企业为平台，通过市

及草莓等作物。

场化形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可有效减少废旧地
膜残留量，改善农业环境，使资源更有效利用。

表 2 2012—2020 年北京市地膜使用量及地膜覆盖面积
2

年份

地膜使用量/t

地膜覆盖面积/hm

2012

3 447

20 225

2013

3 345

18 431

2014

2 903

16 544

2015

2 663

14 131

2016

2 605

13 440

2017

2 342

11 620

2018

2 079

10 155

2019

1 758

9 233

2020

1 667

9 15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2021 年数据。

2.2 北京市地膜回收模式

3 北京市昌平区地膜应用与回收现状
及发展建议
3.1 昌平区地膜应用与回收现状
昌平区自 2018 年开始加大力度推广使用 0.014
mm（含）以上的加厚地膜，同时进行废旧地膜回
收宣传工作，累计发放宣传页逾 6 000 张，悬挂宣
传条幅约 100 个，制作发放宣传布袋逾 1 500 个。
通过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形式，对地膜选择应用与
地膜回收工作进行宣传报道，从而引导农民科学使

2021 年发布的《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用农业投入品，积极参与地膜回收工作。昌平区自

查公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北京市地膜累积残

2019 年起致力于开展废旧地膜回收与地膜应用研

留量为 10.88 t。2020 年 12 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究等工作，从面向全区保护地草莓、蔬菜产生的废

委员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塑料污

旧地膜到西瓜栽培产生的废旧地膜，以及保护地草

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 年）
》
，要求在全市

莓产生的废旧滴灌带、废旧棚膜、废旧遮阳网等，

推广使用厚度为 0.014 mm（含）以上的地膜，积

一直在不断完善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机制。通过

极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项目，并采取以旧

建立“农户、
园区收集—网点回收—企业加工利用”

换新、经营主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等方式，推

的回收模式，在北京君蓝农业专业合作社、北京鑫

进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同时加大对农业投入品

城缘果品专业合作社及农资销售重点镇设立废旧

中塑料制品的监管力度。文件要求到 2022 年底，

地膜回收网点，由农户、园区通过机械或人工方式

要建立健全政府关于废旧地膜回收管理体系，加大

回收废旧地膜等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清除所带泥土

政府的支持力度，完善以市场为主导地位，回收废

和杂物（要求杂质率控制在 3% 以下）后再运送到

旧农膜、农药及肥料包装废弃物等的管理体系，实

指定的回收网点，按照新旧地膜 1∶2 的兑换比例

现 90% 以上的农膜回收率。根据《北京市“十四

（即 2 kg 废旧地膜兑换 1 kg 新地膜）
换取国标 0.014

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以及大数据预

mm（含）以上规格的新地膜。回收网点将回收的

测，预计 2025 年可实现 100% 的农膜回收率。

废旧地膜进行集中整理，委托企业负责打包、运送、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创新，北京市的农膜回收已

加工，所有回收的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均按规范渠道

逐步形成了“职能部门管理监督 + 农资网点具体实

进行循环利用。2019—2021 年北京市昌平区地膜

施”的基本模式。例如大兴区和顺义区，采用“政

应用与回收情况如表 3 所示，随着地膜回收工作的

府 + 平台 + 网点 + 农户”的回收模式，以北京市农

深入开展，地膜年回收率均在 95% 以上。

业生产资料大兴分公司“首都农资”网点为平台开

3.2 昌平区地膜回收工作难点

展新旧地膜的回收和兑换；昌平区采用“农户、园

昌平区现阶段地膜回收工作的难点主要体现在

区收集—网点回收—企业加工利用”的回收模式，

两方面：一是随着废旧地膜回收宣传工作的深入和

在区农业环境监测站设立废旧地膜回收点开展新旧

农户回收意识的增强，回收量逐年增加，回收库房

— 112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中 国 蔬 菜

特色产业

CHINA VEGETABLES

表 3 2019—2021 年北京市昌平区地膜应用与回收情况
2

年份

农作物播种面积/hm

地膜覆盖面积/hm2

平均每 667 m2 地膜用量/kg

地膜年使用量/t

地膜年回收量/t

地膜年回收率/%

2019

1 326.77

388.18

11.81

68.76

65.46

95.20

2020

1 838.24

464.55

11.32

78.92

75.06

95.12

2021

2 539.10

513.12

11.10

85.63

82.53

96.38

注：表中数据由各乡、镇上报数据整理而得。

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回收量的需求；二是回收的地膜

生产环境（设施与露地）
、地块大小等因素合理选

普遍含杂质较多，与杂质率控制在 3% 以下的要求

择调查（监测）点，
原则上调查点与监测点相重合。

还有一定的差距，回收企业还需进行二次处理，大

在全区范围内布设 6 个调查（监测）点，其中温室

幅增加了回收企业负担。

3 个，大棚 2 个，露地 1 个，涉及草莓、果菜类和

3.3 发展建议

叶菜类蔬菜等覆膜作物。同时结合农资供应保障情

在现有经济技术下，全生物降解地膜目前还

况，组织开展育苗盘、节水灌溉材料等农资的销售

无法完全代替传统地膜，因此清理和回收仍是目前

使用、回收处置情况调查。

减少废旧地膜残留对农田污染的重要手段。昌平区

3.3.4 完善现有的回收处置模式 结合昌平区实际

在对地膜的应用、回收再利用、推广全生物降解地

情况，针对现阶段地膜回收工作的难点，建立健全

膜等方面给予了重点支持。回收地膜补贴方式从原

现有的“农户、园区收集—网点回收—企业加工利

来的“补使用”逐步转化为“补回收”
，从而形成

用”回收模式，加强对农户、园区的地膜回收宣传

“谁生产、谁回收”机制，这一创新可有效完成地

工作，强调对地膜回收杂质率的要求，及时清除地

膜回收责任中使用者到生产者的转换，形成地膜应

膜所带泥土和杂物，将杂质率控制在 3% 以下；回

用回收处理全产业链的责任共担机制。地膜的正确

收企业应寻找更合适的废旧地膜回收库房，确保回

使用、回收与再利用是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措

收地膜的安全存放。此外，探索开展废旧滴灌带、

施，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废旧棚膜、废旧遮阳网回收试点工作，按照新旧比

3.3.1 严格农业投入品质量监控 地膜质量是影响

1∶2 的比例进行兑换补贴。

地膜回收率的重要因素（严昌荣 等，2014）
，因此

3.3.5 合理回收处置农业投入品废弃物 回收网点

应禁止使用厚度小于 0.01 mm 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回收的废旧地膜、棚膜、滴灌带、遮阳网、育苗盘

厚度小于 0.025 mm 的超薄塑料袋等未达到国家标

等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委托第三方进行集中整理、

准的农用塑料制品，积极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

打包、运送、加工处置，所有回收的农业投入品废

执法检查。

弃物均应按照规范渠道进行循环利用。

3.3.2 从源头减少农业废弃物的产生 建议农业相
关部门指导生产主体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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