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赵路 编辑：唐凤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lzhao＠stimes.cn 3新 知
2012年 12月 6日 星期四 Tel押（010）82619191-8120

深 度

一只小小的节能灯，竟然隐藏着
难以预计的巨大环境风险。

因为在制造过程中必须使用金属
汞，一旦节能灯破碎后，哪怕 0.5毫克
的汞渗入地下，也能造成 180吨地下
水的污染。

2008年，国家启动“绿色照明”工
程，通过财政补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
推广节能灯。4年之后，首批推广使用
的节能灯自然寿命已经到期，预计
2013 年上半年，节能灯报废高峰将
到来。

但《中国科学报》记者调查发现，
节能灯发放容易、回收难。目前全国范
围内的废旧节能灯回收渠道尚未建
立，加上公众对于节能灯回收意识薄
弱，大批节能灯陷于难以回收的困境。

多名学者、环保人士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示，要想彻底解决节能灯回
收带来的潜在汞污染问题，急需有关
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回收渠道等方
面加大力度。

节能灯“汞害”

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相关
专家称，一只普通废旧节能灯，含汞量
为 0.5毫克，仅够沾满一个圆珠笔笔
尖。一旦浸入地下，将会造成 180吨水
的污染，也会对周围土壤造成难以清
除的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健康室

副研究员聂静介绍，汞是唯一一种液
体金属，能在常温常压下挥发到空气
中，人类通过皮肤黏膜、表皮吸收，呼
吸道吸入，消化道摄入后，容易诱发多
种疾病，影响身体健康。
此外，微生物及微生物群落将营

养源中的含汞金属摄入并蓄积到生物
细胞中，随后，通过藻类、贝类、鱼类、
鸟类、兽类等食物链富集，最后，当人
们食用这些鱼类等食物时，同时也摄
入了汞，汞也沉积于人体的组织、器官
中。
“环境中任何形态的汞均可在一

定条件下转化成剧毒的甲基汞。甲基
汞具有极强的累积性，毒性是普通汞
的 50到 100倍。”聂静表示。
而不管什么样式的节能灯，都含

有不等量的汞。早期生产的部分节能
灯汞含量甚至高达 50毫克。聂静介
绍：“节能灯中的汞沸点较低，常温下
即可蒸发。一支废旧灯管破碎后，会立
即向周围散发汞蒸气，瞬时可使周围
空气中的汞浓度达到 10 毫克 /立方
米至 20毫克 /立方米。而按规定，汞
在空气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 0.01 毫
克 /立方米。一旦空气中的汞含量超
标，势必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多名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透露，每年全国推广的上亿只节能灯
中，即便只有 1/10灯管的汞废物流
出，浸入地下，也会形成污染近 20 亿
吨水的潜能。从填埋场释放出来的部
分汞还会以甲基汞蒸气的形式进入
大气，这种物质更容易进入呼吸道和
食物链，这也就意味着将会造成更大
范围的污染。
“节能灯确实能够节约能源，一般

可以节能 80％，可以帮助节省不少电
费。但安全使用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北
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理事张弘表示。

社区回收难

11月 25日，北京西直门北大街
的几栋老居民楼内，一大早就张贴了
去传达室领取免费的塑料袋和垃圾桶
的通知。居委会介绍，为了更好地推行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政策，他们采取了
这一便民措施。每个单元楼下原来的
垃圾箱将全部封闭，转而在小区入口
处设置了三个大型垃圾箱。居民们可
以在家里对垃圾进行分类后，集中送
往此处。
记者在小区大门处看到，中间的

蓝色垃圾箱写着“厨余垃圾”字样，旁
边的两个则同样标识着“其他垃圾”。
一个 60多岁的老人拎着两只节能灯
走了过来。“用了两年了，不太亮了，上
次搞活动又发了两个，就把旧节能灯
扔掉得了。”他在垃圾箱前面看了半
天，最后还是把节能灯扔进了“其他垃
圾”的箱子。
“您听说过，节能灯里面含有汞，

挥发出来对环境有污染，应该单独回
收吗？”在记者的询问下，老人颇有些
不好意思，“前几年有电视说过，不
过，这里也没有专门收集节能灯的箱
子啊”。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只

接到对垃圾分类的通知，但没有对节
能灯单独归类的要求。
实际上，这正是节能灯回收遇到

的问题之一。
在记者对十余名居民的随机采访

中，他们均表示，不清楚节能灯的潜在
危害，如果家中的节能灯出现破损，他

们会直接将其扔到垃圾堆中。
记者联系了 4家上门收废纸、金

属等各类垃圾的中间商后发现，他们
均表示，对于数量少的节能灯不感兴
趣，“里面金属含量太少，倒给钱也不
收”。而对于节能灯潜在的汞污染，他
们也表示不太了解。
对此，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研究人

员陈立雯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她所在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垃圾回收调
查。2011年，他们走访了大概六七十
个示范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发现北京
市并没有规定对节能灯这种“微废”如
何放置。“这一点成都市就比较好，他
们有四类分法，一类厨余，一类有毒有
害，一类可回收，还有一类微废，可能
里面包含了灯管。”
陈立雯表示，在走访中，他们曾经

多次看到小区居民将节能灯直接丢到
垃圾筒，没有做垃圾分类，“这些节能
灯可能被送到填埋场或直接焚烧”。居
民们大多对节能灯几乎一无所知，“未
来对于节能灯的教育还是需要走很长
的道路”。
她进一步指出，目前垃圾的处理

实际上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送到垃圾
处理中心，另外一个就是社区里面可
回收的部分垃圾被转手到废品回收市
场。“其实我不止在一个废品回收市场
见过节能灯，小贩们一般收集的是成
捆成捆的节能灯，都是直管型。他们打
算取走里面一些金属，或者可回收的
一些材料。但有一点比较危险的是，这
样成批量的节能灯到废品回收市场以
后，往往直接被敲碎，对于敲碎瞬间汞
的释放，没有人做处理。”
陈立雯去年曾经到菲律宾马尼拉

一个废品回收市场进行考察，“我是和
一个环保组织一起去的，他们做得比
较好，拿着一个便携式的重金属检测
仪，用来检测节能灯在敲碎瞬间汞排
放情况”。

她发现，马尼拉用的节能灯大部
分都是中国制造。不同品牌的节能灯，
敲碎瞬间汞释放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比较大的品牌，或是正规企业制造的
节能灯含汞量要少一点，而一些杂牌
子的灯具汞含量较多。
陈立雯认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般

的小区里没有专门收集节能灯的回收
渠道，即便部分节能灯去了废品回收
市场，也没有有效处理方法，“很显然，
在两个环节上，都有汞的排放。我觉得
该探讨回收渠道的问题”。

回收企业之痛

目前全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在做节
能灯的回收工作？有没有公司对节能
灯中的汞进行分离提取？

11月 30日，在搜狐举办的一次沙
龙活动现场，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宋鑫回答了这个问题：“目前全
国一共只有 4家节能灯回收加工企业，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各一家。后两家
还都是节能灯生产企业自行建立的。”
相比较全国每年上亿的节能灯产量而
言，这个数量未免太少。
宋鑫向记者介绍，含汞光源回收

处置主要是防止重金属污染，但目前
国内回收渠道、回收体系还不太健全，
再加上这些企事业单位、居民对汞污
染的认识过于欠缺，相关的法律也不
太完善，导致大量含汞光源现在处于
一个非安全有效的处置状态。
目前含汞节能灯主要处置技术

有三种。宋鑫表示，第一种方法为加
硫填埋法，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一般
在填埋场里使用。但是对填埋场垃
圾进行检测后，科研人员发现浸出
液检验显示汞是超标的。第二种方
法是高温焚烧，但据相关报告显示，
这里面有 90%的汞，又重新进入大气
层，相当于二次污染。第三种方法即

回收利用法，分为破碎跟物理分离
技术两种，即干法和湿法。
干法中又分为直接破碎分离跟切

端吹扫分离两种方法，宋鑫提到，这
两种方式都是在密闭条件下完成破
碎过程的。目前生态岛公司使用的是
瑞典 MRT 设备，移动式，基本上不
管有多少灯管，都可以灵活处理。处
理完之后，汞的提炼浓度非常高，可达
到 99.99％。
生态岛公司从 2008年开始从事

含汞光源回收处理工作，当年的节能
灯处理量在 80 万到 100 万只，2010
年处理量达到 200万只，2011年处理
量约为 240万只。
宋鑫表示，生态岛公司的回收渠

道主要有 4个：一是政府的绿色照明
工程；第二是生产企业的不良品，尤其
是灯管制造企业；第三是大型企事业
单位，主要指市直机关；第四是零散的
小规模企业。
“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统计，回收的

节能灯中，政府的绿色照明工程占回
收总量的 60%左右，生产企业的不良
品占 20%左右，大型企事业单位跟小
规模企业约占 20%，这是整体回收大
概的分布。”他提到。也就是说，他们处
理的节能灯大多来自各机构单位，而
使用节能灯最广泛的社区居民，却基
本没有纳入其中。
他还表示，节能灯生产企业把这

些灯管卖给政府、学校、地铁等单位
后，一旦过了报废期限，就通过物流单
位直接送到公司销毁。他们也试图扩
展回收范围，此前就曾针对学校的学
生做过节能灯回收，当时是鼓励学生
拿一只旧荧光灯换一只新荧光灯，但
随后发现有隐患，“如果学生拿着灯在
上下学路上发生危险，远比一只节能
灯污染环境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对于广大居民在家中使用的节能

灯，宋鑫坦承，目前国家的要求过于宽

松。一般而言，节能灯管在国家法律法
规里，是被纳入危险物品管理范畴的，
其生产和处置有一套严格的监管程
序。但是居民以及社区产生的灯管有
豁免权，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垃圾。“严
格来说，如果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场后，
发现其中有节能灯管，这也算危险废
物，应该交给我们处理，但实际情况
是，我们收到垃圾填埋场送来的节能
灯还是相当少的。”
虽然该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技术

设备，技术处理上没有问题，但处理节
能灯管也需要一定成本，“现在来说压
力很大”。目前，通过国家绿照工程回
收到公司的，政府部门给每只灯管补
助 5角到 1元不等，但企业的处理成
本要大于补贴数额，处理的节能灯越
多，企业就亏得越多。实际上，他们是
在亏本运营，“我们是国企，做这个事
情，主要还是考虑社会责任”。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生态岛

公司的难题是，以该公司目前的节能
灯处置能力来看，MRT设备一年处置
能力在 500吨左右，但因为回收的数
量有限，每年都属于“吃不饱”的状态。

渠道需畅通

“目前的情况是，国家推广节能灯
时也注意到汞污染问题，但是不够重
视，也没有好的回收渠道，导致现在节
能灯回收陷入困境。现在很多机构不
愿意送，个人不知道要送，也不知道要
往哪里送。”张弘这样表示。
聂静认为，要想彻底消除节能灯

的汞污染，首先要完善相关政策和法
规，在鼓励生产和使用高效节能灯具
的同时，分别明确生产者、销售商和使
用者的回收责任，强制其为回收买单。
这其中可以调整推广使用高效照明产
品的激励政策，把一定比例的推广使
用补贴转化为回收和处理补贴。
此外，政府部门也要行使监管责

任。一方面要在全国范围内科学地设
立回收网点，确定专门处理机构（或企
业），保证废弃节能灯管有渠道、有措
施地被回收，比如美国就在宜家和沃
尔玛超市设立长期回收点；另一方面
要建立废弃节能灯管处理系统，保证
被回收的节能灯能够得到安全处理。
另外，加强节能灯的环境健康宣

传教育，帮助普通市民树立回收观念。
这样节能灯推广才能成为真正的节能
环保工程。
宋鑫也认为，社会各界需要增强

对汞污染灯具污染的认识，尤其要增
强对灯具回收的科学理念。在回收处
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及厂家也应提前
做一些准备。“比如在超市，或者灯具
销售商场，是否能够在明显的地方印
上灯管回收单位和联系方式？让老百
姓有‘据’可依，不至于有许多报废的
灯管不知道找谁处置。”
他还认为，应该加强报废节能灯

的回收力度。“我建议，首先在立法要
完善。第二是有没有可能像现在实行
的家电以旧换新那样，将生产者责任
进行延伸，强制节能灯生产单位必须
要回收这些报废的产品。”
另外，因为个人、单位将废旧节能

灯送往专门的处理中心时，原则上需要
向企业交纳一定费用，这可能导致很多
人出于利益考量，不愿意将报废的灯管
上交。“建议设立一个专项基金，来帮助
资金上有困难的个人或者一些小规模
单位，这样含汞光源回收处置工作才能
够真正落到实处。”宋鑫说。
“当然，我们这样的回收企业也

在努力。目前正在和有关部门谈合
作，争取明年在北京市更多的社区
里放置回收节能灯的特制垃圾箱，
让老百姓不出社区，就能将报废的
节能灯处理掉。”宋鑫表示，尽管如
此，未来节能灯的回收工作仍然有
相当长的路要走。

节能灯回收遇阻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还记得 4年前，全国各地推广节
能灯的风潮如火如荼。在北京市大多
数社区里，几乎都能看到居委会给居
民免费提供节能灯。当然，这里有国家
补贴，并非居委会买单。在能源紧张、
环境污染严重的大前提下，推广节能
灯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
是推广之后呢？节能灯报废怎么办？当
年的人们似乎没有深思这个问题。

实际上，对于节能灯潜在的汞污
染，早在推广之际，就已有学者疾呼，
需要重视回收问题。然而这样的声音
终究是少数。更何况，节能灯能够节
电，这是看得见的好处。即便有人心生
怀疑，但在有关部门的强力推动下，节

能灯计划几乎赢得举国上下的赞赏。
但节能灯终究有使用寿命。于是，

在 4年后的今天，现实问题如约而来。数
以亿计的废旧节能灯，该谁来回收？该怎
么样回收？这一切，此前都没有人告知。

当然，有关部门在推广节能灯时
也并非完全没有计划。以北京市为例，
当年北京市鼓励市民在换购的同时，
将自家废旧荧光灯管交到换购点进行
回收，对大宗用户则要求必须将更换
下来的 90%的荧光灯管强制回收。但事
实上，这一政策对市民并不具有强制
性。即便是大宗用户，现实情况也不容
乐观，主动回收的连 60％都达不到。

一个更让人震惊的问题是，处理

废旧节能灯是有成本的，企业需要收
费。即便费用不高，但普通市民即便在
知晓节能灯有安全隐患的前提下，大
部分也不会去花钱回收，“你都把灯管
收回去了，为什么还要我掏钱。你不是
能卖废品吗？”这样的想法在大部分人
看来理所当然。这一点和国外的情况
没法比，在欧美国家，大部分人对于节
能灯这种“微废”，已经有了付费回收
的意识。

现在的情况下，大宗废旧灯管没能
按照政府的预计，强制送往回收企业进
行处理，原因同样简单，企业送往回收
也是要交钱的。而且普通市民就连节能
灯需要分类回收的意识也没有。这样一

来，节能灯的回收就陷入困境。
很难说现在的情况应该怪谁。当

年的推广节能灯计划，确实是一个好
政策。但是很可惜，人们可能疏忽了这
样政策背后的安全隐患，而没有为它
准备相应的配套计划。尽管我们不能
说这是“好心办了坏事”，但却可以认
为，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够完善的
计划。造成现在的尴尬境地，确实需要
有关部门及时出手。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在以
后制定惠民政策时，能够考虑得更多
一些、更完美一些，并且有发现问题及
时调整的决心和计划，如此，才能让好
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节能灯回收，困难重重。 图片来源：simmonsmattressgallery.ca

惠民政策须完善配套体系

记者手记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节能灯有生产、使用和回收三个环

节，各个环节都可以减少排放。我们需要
在这三方面下工夫。”11月 30日，北京地
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理事张弘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生产环节减汞

张弘介绍，具体到荧光节能灯生命周
期方面，有三大环节，即生产、使用和回
收。这三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汞排放。其
中在使用环节，消费者通过多使用节能
灯，可以间接减少燃煤汞排放，“这一点意
义很大”。

此外，节能灯如果使用得好，也可以
直接减少汞排放。“既然各个环节都可能
有汞排放，那么我们可以在每个环节上下
工夫，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汞消耗，延长节
能灯的使用时间。同时，要注意妥善回收
处理。”张弘表示。
“实际上，目前国家在节能灯的生产

环节已经有一些动作。”张弘表示，11 月
28日，国家工信部刚发布一个在生产环节
如何减汞的征求意见稿。《工业清洁生产
推行“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十二五”期
间将以荧光灯低汞及生产中固汞使用技
术为重点，同时实施汞污染削减工程。
“我国已经掌握固汞等工艺，高性能、低

含汞量汞齐等配套材料也已实现国产化，采
取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荧光灯含汞量，
减少生产和回收过程中的汞排放。目前，我
国已研发成功含汞量不超过 0.5 毫克的紧
凑型节能灯，含汞量不超过 1.5毫克的紧凑
型节能灯也增长迅速，已占总产量 30%以
上。以后做出来的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会
领先国际水平。”张弘说。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将淘汰紧凑型节能灯液汞
生产工艺。2014 年全面淘汰液汞生产工
艺。到 2014年，节能灯强制要求含汞量为
1 毫克，2015年 6 月 1 日为 0.6毫克。张弘
说：“10 亿只灯管乘以 0.6 也就是 0.6 吨，
国家 2011 年共生产 47 亿只紧凑型节能
灯。按照这个数据，出口 28 亿只，留在中
国差不多 20 亿只，如果达到这个标准，汞
排放量也就是 1.2吨。如果跟其他物质的
汞排放相比，这个总量就已经很小了。”

张弘认为，要想降低节能灯汞污染的
风险，真正最重要的环节是减少汞使用。
“如果在生产环节减少汞的使用，就能解
决很重要的一部分问题。”

需延长使用寿命

张弘认为，在节能灯的使用环节，有
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个是如何合理使用，延长灯管使用
寿命，“这个不用我们大力宣传，想必大家
都知道。从经济角度考虑，我们也不愿意
它很快报废”。延长节能灯使用寿命有很
多小窍门，例如节能灯不要经常开关，也
不适合安放在厕所里，“这些小窍门有很
多，可以相互学习”。

第二是要进行绿色选择，消费者应该
选购低汞含量的节能灯。张弘认为：“当然
能够选购采用固汞技术生产厂家的产品
更好，这个目前可能难以做到，需要大家
花比较多的工夫。还应支持与回收企业联
手做回收的生产厂家的产品。”

分开保存

公众在节能灯的回收环节可以做什么？
张弘认为，首先将废旧节能灯分开保

存，不要扔到普通垃圾箱，以免造成更大
的污染。“生产环节的减低汞工作，是比较
适合国家和企业来做的，回收环节就需要
市民多努力。”

张弘提到，如果将来节能灯的汞含量
能够低于 0.6毫克，那么从实用角度来考
虑，未来的节能灯就可能不需要考量回收
的问题。但关键是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些节
能灯，包括之前的部分白炽灯，含汞量很
高，因此必须要将这部分节能灯进行妥善
处理。
“如果找不到回收企业，建议还是放

在家里比较好，总比扔出去污染周边环境
强。”张弘表示，当然，如果通过舆论和环
保组织的大力宣传，让全民逐渐建立起付
费回收的概念，未来节能灯的回收和处理
工作肯定会更顺利。

应从三大环节
降低汞污染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