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新闻
２０20．10.13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3

人工智能助力解决垃圾分类难题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上月正式实施后，一些
地方关于垃圾分类管理的政策
法规也陆续开始施行。 毋庸置
疑，垃圾分类已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随之
而来的，是不少人对如何记住具
体的分类标准感到焦虑，容易弄
错不说，每天对垃圾进行手动分
类， 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 面对实际问题，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产品给出
了解决方案。

智能化回收

在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上， 来自上海的小黄狗
环保科技公司展出了一款运用人
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的垃圾分
类设备———“智能垃圾回收机”。

这一外形有些类似自动售
卖机的回收机使用方法很简单：
下载注册 APP，用手机扫描回收
机上的二维码，选择要投放的垃
圾种类，系统就会指示应将垃圾
投放到哪个箱内。 有了智能系统
的帮助，垃圾投放的错误率可以
大大降低。

为进一步确保垃圾投放的
精准性，回收机还配备了垃圾智
能识别功能。 据工作人员介绍，
对于塑料瓶等可视觉识别的垃
圾，回收机通过箱体上的摄像头
进行判别。 对于纸质类垃圾，回
收机通过投入物品的平均密度、
体积等，判断其属于纺织物还是
纸类。 除了分类承装，回收机还
会对投放的垃圾自动称重，重量
被自动换算成环保金，金额积累
到一定数额就可以变现或兑换
礼品。

与还未投放市场的垃圾分类
机器人不同， 像小黄狗这样的智

能垃圾回收机或回收箱已在不少
省市的居民小区内安装使用。

智能回收箱的使用，让垃圾
分类更加轻松。 山东省威海市市
民王月萍表示：“垃圾箱平时是
密闭的，只有在投放垃圾时才会
自动开关，大家和垃圾箱的接触
少了，异味也得到控制。 家里的
瓶子、 纸壳再也不用攒着卖了，
晚上遛弯的时候出来扔了就能
换奖品。 ”

信息化监管

垃圾分类制度要想真正落
地执行， 离不开有效的监督管
理。 在这方面，不少地区依托技
术手段，推出自己的管理措施。

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
“小绿桶” 成了每家每户都有的
生活用品。 这个外表不起眼的垃
圾桶实际“暗藏玄机”———设置
了独立编号和智能芯片。 通过电
子芯片，街道分类办的工作人员
可以在电脑里对居民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和监督。

在江苏省昆山市，部分社区
试点建立了垃圾分类“AI 纠察系
统”。 各个垃圾分类投放点设有
摄像头和音箱，可识别出居民在
非投放时间内投放垃圾的行为，
还会发出“请不要在违规时间抛
投垃圾”的语音提示。

为了让垃圾分类管理更规
范、更全面，大数据、互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也在环卫领域上线。

小黄狗环保科技公司依托
大数据平台推出智能回收体系，
从前端投放到后端处理，都可纳
入一体化管理。 前端的智能回收
设备可以对居民所投放垃圾的
时间、品类、重量等进行记录，为
垃圾分类督导工作提供数据依

据。 后端的系统可根据各个城市
的需要提供定制版大数据平台，
接入全市的环卫数据管理体系。
通过系统网络，社区工作人员可
在手机上及时了解和查看乱投
放人的信息及被抓拍视频，视情
况作进一步处理。

国内类似的大数据平台产
品还有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环卫智慧云平台。 该
平台可通过对环卫管理所涉及
到的人、车、物、事进行全过程信
息采集与传输， 加强垃圾收运、
垃圾处置、垃圾分类等环卫业务
的综合指挥、大数据分析。 通过
环卫智慧云平台，工作人员能够
零距离准确了解到当地卫生现
状、环卫车辆所在位置和作业时
间等情况，全面构建起环卫作业
网络化监管体系， 提高运作效
率。 而管理人员可以借助移动传
输网络、智能感知设备和云平台
的大数据智能分析能力，实时了
解环卫车辆的作业动态、作业结
果，对环卫工人进行作业及考勤
管理。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也推出

了依托 5G 技术的智慧环卫监管
平台来优化垃圾分类实施过程
中的各个环节，比如环卫设备的
远程管理、 数据的收集汇总分
析、垃圾分类成果分析等。

无害化处理

相较于垃圾分类的前端工
作，回收后的垃圾是否能得到科
学处置，处置效果如何，是否会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也是事关
垃圾回收实效的重要问题。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生
活垃圾中，餐厨垃圾占比达 50%
以上。 单从数量上看，餐厨垃圾
的处理是垃圾处置的一大重点。

餐厨垃圾不适合长时间收
放和运输，尤其在夏季，容易产
生异味并滋生细菌。 因此，其最
理想的处置方式可能是在垃圾
箱内“就地处理”。 在今年的服贸
会上，广东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展
出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便实
现了这个功能。 垃圾箱内使用了
对人体皮肤和动物无害的生物
菌，可以将垃圾分解转化成水蒸

气、 二氧化碳气体和少量残渣，
厨余垃圾减量率达 95%，剩下的
残渣可以作为小区内的绿化肥
料。 此外，箱内还设有臭氧发生
器， 控制系统每天定点启动，防
止细菌滋生和产生异味。 同时，
箱体内垃圾达到预定位置和重
量时，警示灯会亮起，自动发送
短信通知清运人员处理。 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款产品每天的厨余
垃圾处理量最多能达到 300 公
斤，可服务于有 300 户居民的小
区。 目前，已经在广州等地开始
试用。

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于让垃圾变废为宝，使垃圾中
有价值的部分能够再次被利用。

在湖北武汉，由当地高校和
企业联合研发的“有机垃圾生化
处理一体技术”能够通过生物手
段将有机垃圾中的固体转换为
有机肥料， 液体转化为生物燃
料， 实现有机垃圾的再生利用。
该项技术的研发人员———湖北
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董俊表示：“整个系统能够通
过‘电控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
数据自动传送存储和远程监控，
并在 24 小时内将餐厨垃圾减量
率达到 90%以上，实现餐厨垃圾
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

在浙江绍兴，新建的生活垃
圾处理厂可通过资源化、无害化
的处置方式，将生活垃圾转变成
电能———2250 吨的生活垃圾可
转化成 80 万度居民用电。 通过
信息化管控、密封化操作，现场
也不会有异味产生。 有了这些先
进的垃圾处理方式，绍兴可实现
全市域内垃圾“全焚烧、 零填
埋”，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
还能进一步减少垃圾带来的环
境污染。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北京瑞雪春堂社区开展“益家行”试点
以垃圾分类带动居民参与社区议事

10 月 9 日，由北京市妇联主
办，房山区妇联、拱辰街道办事
处协办，北京市昌平区仁爱社会
工作事务所承办的北京市妇联
垃圾分类“益家行”示范社区建
设项目北京市房山区瑞雪春堂
社区举行，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社

会工作部副部长李泽焘、房山区
瑞雪春堂社区书记于海玲、北京
市昌平区仁爱社会工作事务所
所长崔艳彬等嘉宾亲临现场。

当日活动中，瑞雪春堂的居
民参与热情高涨，不仅在垃圾分
类知识展板前驻足观看，更踊跃

参与到志愿者精心准备的五项
有关垃圾分类的趣味小游戏中，
为“益家行”在该社区的试点开
了一个好头。

据了解， 房山区拱辰街道瑞
雪春堂社区为该示范项目的四个
试点社区之一， 该项目依靠北京
妇联在组织与工作上的优势，以
社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实际困
难和需求为着力点， 运用社会工
作方法， 探索在社区搭建多元参
与、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格局，并
形成可推广典型案例和经验。

此次仪式以垃圾分类为切入
点， 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实
施进展的最新要求， 聚焦社区关
注的垃圾分类问题。 按照北京市
妇女联合会垃圾分类益家行“示
范社区建设项目总体目标， 不断
探索社区垃圾分类的习惯培养与
宣传教育等方面新方法、新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启动

仪式上，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社会
工作部副部长李泽焘还为瑞雪
春堂社区进行了“瑞雪之光”便
民小屋的授牌。

与北京市昌平区仁爱社会
工作事务所的社工交流中得知，
通过“益家行”垃圾分类项目的
实施，社区不仅希望能够形成一
套科学有效的垃圾分类实施与
推广的管理机制， 更重要的是，
希望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探索
出一套社区基层治理议事协商
的有效路径。

据悉，为达到这一目标，该项
目拟定了“五个一”的建设，即一
支队伍“瑞雪之光”便民服务队：20
人，主要由女性志愿者组成；一个
微创投项目：“瑞雪之光” 便民服
务队通过参与制定执行微创投项
目，结合垃圾分类议事主题，建立
居民议事沟通渠道， 学习项目化
运作方式，解决社区问题；一部便

民热线： 制定热线话术及处理问
题流程，培训督导“瑞雪之光”等
志愿者能够接听、 处理居民来电
问题；一间便民小屋“瑞雪之光”
便民屋：“瑞雪之光” 便民服务队
轮岗在便民屋接待、 处理居民问
题及矛盾；一套机制：能够处理社
区问题的居民议事协商机制，打
通沟通渠道， 将居民遇到的问题
提前化解于社区。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妇女联
合会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泽焘、
房山区妇联副主席赵建英、房山
区拱辰街道办事处工委副书记
杨琳、房山区瑞雪春堂社区书记
于海玲则共同为“瑞雪之光”志
愿者们佩戴胸牌，这些志愿者从
这一刻起被寄以厚望———带动
广大社区居民发挥力量，探索基
层治理议事协商的有效途径，使
社区变得更加安宁、和谐、洁净、
美丽。 （高文兴）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祥瑞里小区的居民从智能垃圾分类柜旁边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