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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的名字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 PET（P-E-T）。
并且我敢打赌几乎所有的人都使用过由我制成的产品。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我，

一定要在第 1 册 ：神奇的 PET 阅读我的故事。

轻便的 

透明，清晰透明的。

有色或无色。

很难打破。

氧气和二氧化碳难以通过。

非常安全：无有害化学物质，如双酚 A。
广泛用于制作食品和饮料包装，及用于服装的纤维产品。

熔点为 250-260 度。

PET 属性

我是于 1941 年由两位化学家约翰•雷克斯•温菲尔德（John Rex Whinfield） 
和詹姆斯•坦纳特•迪克森（James Tennant Dickson） 
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一个实验室发明出来的。

约翰•雷克斯•温菲尔德

詹姆斯•坦纳特•迪克森

PET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PET 属性



PET 是 100% 可回收的

你知道吗？
银都拉玛是世界上最大的 PET 生产商，

我们在 3 大洲设有PET回收设施：北美、

欧洲和亚洲。

在泰国，银都拉玛有限公司的 PET 
回收设施位于佛统府。

除 PET 外，还有六种可回收塑料。

查看下面图片中的不同种类

塑料制造过程

天然气分离设备

天然气 
钻井平台

原油

炼油厂

塑料前体

聚合 – 形成不同类型塑料主要成分的过程。

聚丙烯 聚氯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高密度聚乙烯 低密度聚乙烯 聚苯乙烯 其他

哇！
我想成为他们的朋友，
这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那你必须去冒险找到他们。
多么令人兴奋啊！



这六种可回收塑料生活在不  同的地方。我想我会首先寻找 
HDPE。他似乎离我比较近。

从哪里开始好呢？

祝你好运

PET!

塑料村
地图



HDPE 村

噢！那个看起来就像

我想见的那个人。

嗨，我是高密度聚乙烯。

你可以简称我 HDPE。

HDPE 属性

• 非常结实，难以打破。

• 不透明。

• 气体或湿气难以通过。

• 耐化学品，酸，碱和高温。

• 熔点为 130 度。

关于 HDPE
HDPE 用于制造食品和非食品产品的塑料袋。
使用正确类型的塑料袋来储存食物很重要。

应用

牛奶瓶
酸奶杯

发动机油瓶
婴儿爽身粉瓶

洗发水瓶

嗨，HDPE，我准备去寻找

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可回收塑料。

你有兴趣加入我吗？
听起来很棒，我很乐意！

HDPE 用于制造我们每天使用的瓶子，以及用于管道甚至塑料长凳。



我认为那些家伙可能就是我
们正在寻找的人。

好的，让我们过
去和他们交谈一下。

你好朋友！

PVC 和 LDPE 村

你好！我是聚氯乙烯。只管叫我 PVC。
嗨！我的名字叫低密度聚乙烯。

我顺路经过 LDPE。我们正要去村外散步。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散步呢？

PVC 属性

• 不透明。

• 能够与颜色混合。

• 耐酸碱。

• 坚固但易碎。

• 耐燃性。

• 熔点为 75-90 度。

关于 PVC： 彩色 PVC 产品有毒，因有的颜色中含有铅和镉。

水管、农用管道、交通锥、塑料家具、塑料凳、电缆和人造木材。PVC 可回收利用到：

关于 LDPE：

LDPE 可以回收利用到：

应用： 应用：

住宅水管、 洁净管、 塑料门

PVC 也常用于电缆的绝缘体，食品包装膜，浴室窗帘，塑料桌布和人造皮革。

LDPE 属性：

• 透明。

• 柔韧而结实。

• 空气和湿气可以通过。

• 耐低温

• 无法耐高温。

• 广泛用于制作冷冻食品袋。

• 熔点为 110 度。

低密度聚氯乙烯被用来保持食物低温，低至 -70 度。

与保持食物高温的高密度聚氯乙烯相比，

低密度聚氯乙烯更加柔韧。

废物袋、手提袋、垃圾桶、地砖、家具和人造木材。

面包袋、 拉链封口袋子、 冰袋

LEPE 也常用作制造尿布，冷冻食品袋以及卫生巾包装袋。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另外两个新朋友 – PP 和 PS。 PP 和 PS 村

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垃圾？ 许多人不把垃圾分类。垃圾最终流到
了河流和海洋中。这对环境是有害的。

我也是。我们该如何确保
人们不再破坏环境呢？

我们都需要更多

关注地球。

我同意。顺便说一句，

我是 HDPE，你叫什么名字？

海洋垃圾的影响

鸟类会把漂浮的碎片误以为是它们的食物。 海洋废物不可生物降解。 鱼类把烟头当食物。 塑料环可能会伤害海龟。

太可怕了，

我感到难过。

PET，HDPE，PVC 和 LDPE 走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他们最终到达一个甚至不为所知的村庄。

但这就是他们能够在探索旅程中遇见两位新朋友 PP 和 PS 的地方。



PP 村

我的名字是聚丙烯，
大家好！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只管叫我 PP。

PP 属性

• 轻便但坚固

• 耐热，耐冲击和耐化学品

• 湿气和空气可以通过

• 熔点为 160 – 175 度

PP 用于制作热食品的包装袋。

关于 PS:

PS 可以回收利用到:

汽车电池盒和保险杠，机油漏斗，

尾灯，塑料扫帚和刷子。

应用

食品容器 塑料吸管 电绝缘 婴儿瓶

PP 也用于制作家用电器或热食品及小吃的包装袋。

PS 村
请叫我 PS。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聚苯乙烯。

PS 属性

• 透明。

• 适合印刷。

• 脆弱和易碎。

• 耐酸碱。

• 适合吸收空气和湿气。

• 熔点为 70-115 度

PS 用于制作盛装食物和饮料的容器。

衣架，CD 盒，录像机，尺子，温度计灯泡，

照明灯罩，隔热材料和各种其他设备。

应用

一次性食品容器

一次性水杯 一次性餐具，
勺子和叉子

泡沫碗
办公室设备

PS 塑料通常用于制造电气和电子部件。

关于 PP:

PP 可回收利用到: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你的废物分类出来。

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最后一个塑料村。

他们搜寻了很长时间，但什么也没找到。

当他们继续搜寻时，

他们被一大堆垃圾惊呆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垃圾？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废物分类

如果一个家庭有 4 个家庭成员，

他们每天将产生大约 400 克塑料废物。

那么，每个家庭在一个月内会产

生大约 12 公斤的废物。

一般来说，塑料分为 7 类。1 到 6 类（也就是我们六个）都是可回收的。但请记住它们需要正确分类。

为什么？因为它们不能混合在一起回收。

塑料废物分类真的非常简单，
然后收集和出售。

哇！我们可以通过分拣塑料废物来赚钱？

那我也应该去卖一些然后用换来的钱去买

一些小吃。哈哈哈！

塑料回收循环

由回收 PET 瓶制成的产品为例。 消费者

废物分类

回收机构

分类和甩卖银都拉玛从卖家那里购买消费后的 PET 瓶

投入生产

PET 树脂

算我一份！

让我们把塑料废物分类，

令我们的环境更清洁！



分类 PET 塑料废物，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简单步骤。

你可以和我一起按照这些简单

步骤 – 会大有不同！

喝

完

去除

标签

瓶盖

分类

瓶子

分类

标识是 3 型或 PVC。
盖子是 2 型 HDPE 或PP
瓶子是 1 型或 PET。
通过这些简单的步骤，

我们可以将塑料分为 3 种类型。

适当的塑料分类

再生 PET 塑料可用于生

产各种纤维，这些纤维可制作衣

服和各种不同材料的衬衫，鞋子，

袋子，枕头，地毯和其他类产品。



除了我以外，

其他类型的塑料也是可回收的。

都可以回收利用到许多新的产品和物料中。所有 7 种塑料



当每个人都在忙着分类塑料废物时，
突然听到有个声音传来……

请，来人，
帮帮我……

呃……谁在那儿？！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你会几乎昏
迷地躺在这里？

风暴把垃圾吹到了这里，垃圾每天都在增多！ 其中一些沿河

流流入。垃圾面积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我的村庄里

堆满了垃圾。它挡住了一切，所以我无法

去任何地方。我被困住了！

不管怎样，

你是谁？

他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人。

我是由不同类型的塑料混合而成的，例如，在不透明的

水瓶和透明的遮阳棚屋顶中发现的聚碳酸酯。其他塑料

通常被回收成肥料和垃圾袋。

虽然我和你们其他人不一样，
我也可以回收。

我是 OTHER，或者是其他所有类型的塑料。 

你太神秘了。

好吧，现在我们知

道了全部 7 种塑料了，

让我们一起完成废物分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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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看到的，如果每天我们都不注意扔掉某些东西或垃圾，

即使小如一件塑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积聚并变成大量的垃圾。

这是错误的，它会污染环境，影响人类，动物，我们的山川，

河流，湖泊和海洋，最终会伤害到每个人。出于这个原因，

让我们全心投入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世界成为一个更清洁更美好，

适宜共同生活的地方！

您可以浏览这个 QR 码，在线阅读更多，
或与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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