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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声！

英格兰曼彻斯特
1941 年

约翰•雷克斯•温菲尔德和詹姆斯•坦纳特•迪克森，两个英国化学家，正在实验室努力地工作。

这个实验真的会给科学界带来惊喜和

进步。

 没错，詹姆斯。我们发明

的材料将对许多行业有利。

  人们肯定可以利用它。

约翰•雷克斯•温菲尔德

詹姆斯•坦纳特•迪克森

PET 是在一次两种主要聚合物合成的化学冷凝实验时发现的。

这次实验中关键的两部分是单乙二醇和精对苯二甲酸

大家好！

单乙二醇 + 精对苯二甲酸



你好，我的名字是 PET。它代表我的科学全称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这个名称有点拗口，为什么不叫我 PET呢？ 这多简单。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敢打赌你知道！我会让温菲尔德

先生更多地解释我，好吗？

我们从 PET 的制作开始。

PET 是如何制成的呢？

天然气 原油

单乙二醇 

（MEG）
精对苯二甲酸 

（PTA）

PET / 聚酯

PET 瓶坯 PET 薄膜 纤维

PET 原料来自原油和天然气。它们经历了所谓的聚合。

这是塑料制造的一个环节。 PET 可用于生产许多产品，从包装到纤维的衣服。

看看我的分子结构

哇！
它看起来好像许多蜘蛛正在握着手。

MEG PTA

PET



你知道我的特点和好处吗？

• 轻便的

• 有色或无色

• 清晰透明

• 100% 可回收利用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很难打破。

氧气和二氧化碳难以通过。

易于被塑造成不同的包装形状。

是：



除 PET 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塑料。以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些有关塑料的例子



我 们在

From waking up…

上午 7 点 花生酱和涂抹酱瓶，油和牛奶瓶以及食品包装。

上午 8 点 水瓶。

上午 9 点 
车窗上的薄膜和色彩及内侧部分。

下午 15 点 手机上的保护膜

下午 12 点 

咖啡杯，苏打水瓶和食物容器。

晚上 22 点
瓶装水。

下午 18 点 电脑屏保。 下午 20 点 液体肥皂，洗发水和漱口水的容器。

睡觉时间。

身 边



太棒了！

在银都拉玛，我们鼓励回收 PET 瓶。
我们回收使用过的 PET 瓶，
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造福社会。

这有助于保护环境并解决废物问题。



以下是由回收塑料瓶制成的产品的一些例子。

服装

PET 包装

PET 瓶

消费者 废物分类 

收集回收

分拣和打包

银都拉玛公司从废物回收供应商
那里购买使用过的 PET

进入回收过程 

PET 树脂  

PET 可 100% 回收利用，可融入多种产品中。

PET 塑料生命周期 这也太酷了！



和环境

回收一个 PET 瓶可以节省等同于将一个

60 瓦灯泡放置三个小时相同的能量。

一吨塑料瓶的重量几乎与一  只小象相同。

3 hours

回收一吨塑料可节省 1000 - 2000  加仑汽油  
这足以驾驶一辆汽车环绕地球  三次！



“回收”
你知道

是什么意思吗？

回收是将废料转化为原材料或新产品的过程。
例如，PET 塑料瓶被粉碎并熔化，将它们转化为塑料树脂，

然后制成纤维，生产衣服，地毯，甚至瓶子。

除了回收利用外，还有其他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即减量和再利用。

可回收标志

废物管理的 3 Rs

减量
不留下任何食物，减少浪费。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购物袋。

回收
将旧物转换成可重复使用的物料。

少用。

再次使用。



塑料瓶不浪费。
他们可以回收并用于很多地方。

哇，

我刚刚了解     到我是非常

 有用的。这     一定是我如

  此受欢迎     的原因。

确实如此！
这就是我们创造你的原因。

由再生 
    PET 瓶制成的产品：



有趣的事实

你知道吗…？

PET 非常安全！

       PET 不含有害的化学物质双酚 A （双酚 A）。

BPA 就是双酚 A 的简称

回答：

饮用留在汽车里的瓶装水会导致癌症。
对或错？

错。



对或错？
我们可以重复使用 PET 瓶

你可以重复使用它们，
但不要忘记清理它们。

在重复使用之前清理 PET 瓶是必需的，

以防微生物或细菌滋生。

不要重复使用带有划痕，

刮痕或破碎的瓶子。

它们应该被回收。

PET 容器和托盘
可以用于微波加热和冷冻。

PET 托盘可用在微波炉和冰箱中。

但是，有一些 PET 盘是非微波安全的。你必须寻找上面显示的标志。

你也可以注意到包装上端或包装底部的“可微波”一词。

这意味着容器可以安全地用于微波炉。

但是，可微波和非微波安全的 
PET 都可用于冰箱中。

对。

对。

对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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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现在你们都知道 PET 如此有用！

它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回收。
我们确实如此。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分类

和回收我们的废物吧！

您可以扫描此 QR 
码在线阅读或与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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