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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荣幸向您陈述《2017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它是联合国大学（UNU）、国际
电信联盟（ITU）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ISWA）共同努力的结果，旨在提高对电子废弃物问
题的认识，并引起对日益严重之电子废弃物问题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到全球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中来，并从其提供的机遇中获益。越来越
多、越来越快的网络以及以越来越高的速度交付的新应用和新服务为许多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尤其在健康、教育、政府、娱乐和商业领域。与此同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可支配收
入水平、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带来越来越多的电气电子设备，并因此而导致更大数量的电子废弃
物。

诸如电话、笔记本电脑、冰箱、传感器和电视机等废弃设备，均含有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
相当危害的物质，尤其当处理不当时。大多数电子废弃物未被妥善登记，也没有通过适当的回
收链和方法予以处理。与此同时，由于富有价值的和稀缺的资源被浪费，因此电子废弃物流对
循环经济的努力提出了挑战。本报告是确定当前挑战和解决方案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本报告显示，电子废弃物的数量继续增长，而得到回收的实在太少。到2016
年，全世界共产生4470万吨（Mt）电子废弃物，当中仅有20％通过适当的渠道得到了回收。
尽管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立法已涵盖66％的世界人口，但仍需继续努力，以执行、实施和鼓励 
更多的国家制定有关电子废弃物的政策。

本报告还强调指出了在国家层面尚缺乏可靠的电子废弃物数据。通常，在电子废弃物产
生、管理和回收等问题，仅有轶事般的证据，世界上只有41个国家采集了有关电子废弃物的 
国际统计数据。

为应对这些挑战，联合国大学（UNU）、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
（ISWA）开展了紧密合作，并于2017年1月建立了电子废弃物统计数据全球伙伴关系。其目
标是帮助各国生成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统计数据，并建立一个全球电子废弃物数据库，以追踪电
子废弃物随时间的发展与变化情况。获得更好的数据是应对电子废弃物挑战的重要一步。统计
数据有助于评估电子废弃物随时间的发展情况，设定与评估目标，并确定最佳政策实践。更好
的电子废弃物数据最终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子废弃物的产生，防止非法倾倒和不当处理
电子废弃物，促进回收再利用，并在翻新和回收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17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是该伙伴关系的一项重要成果，将为决策者、行业
和企业提供信息，以加强对全球电子废弃物数据的理解和解读，从而将数据传达给公众和相关
的利益攸关方。该伙伴关系还旨在绘制有关电子废弃物、污染物和电子废弃物相关健康影响的
回收再利用机遇蓝图，同时建立国家和区域能力，以帮助各国生成可靠的和可比的电子废弃物
统计数据，从而确定有关全球电子废弃物管理的最佳做法。最终，其工作将通过监测相关的
废弃物流和追踪有关电子废弃物的国际电联“连通2020”目标3.2，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1.6和12.5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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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感谢本报告的所有作者和供稿者，并希望您能支持电子废弃物统计数据全球伙伴关
系及其不断的努力与工作，以改进对全球电子废弃物的管理。

Jakob Rhyner
联合国大学 
（UNU） 
欧洲副校长

日内瓦，波恩，维也纳 -2017年11月

Brahima Sanou
国际电信联盟（ITU） 
电信发展局 
主任

Antonis Mavropoulos
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 
（ISWA）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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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各国合并产生 

     4,470万立方吨 

            电子废弃物，相当于 

                近4,500个埃菲尔铁塔 

内容提要

日益增加的电子废弃物数量及通过焚烧或填埋对其进行不当和不安全处置和
处理为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巨大风险。这种情况还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带来了若干挑战。更好地了解电子废弃物并针对电子废弃物收
集更准确的数据将有助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若干目标。特别
应当指出，这将有助于实现与环境保护（目标6、11、12和14）和健康（目标3）
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此同时，这还将为重点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第8项目
标的实现添砖加瓦，因为以良好方式管理电子废弃物将创建新的就业领域并推动
创业的发展。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腾飞发展和替换循环周期的缩短正在 
加剧电子废弃物的增长

若干趋势导致电子废弃物数量与日俱增。全球信息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其特
点是用户数量不断增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都在推动着人们的创新、提高了
效率并促进着社会经济发展。到2017年，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且
世界上多数人口都能接入移动网络和获得移动服务。许多人拥有不止一个信息通
信技术（ICT）装置，不仅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的替换周期缩短，而且其他装置和设
备的替换周期也在缩短。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而
且全球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也具有了花费更多金钱购买电气和电子设备的财力，
这些都导致产生了更多电子废弃物。现有趋势表明，在今后几十年中，人类产生
的电子废弃物数量将极大增加，因此，需要有更准确的数据来跟踪这些发展情况。

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已达到每年4,470万立方吨，相当于近4,500个 
埃菲尔铁塔

本报告按照衡量信息通信技术（ICT）促发展伙伴关系举措制定的导则提供全
球最全面的电子废弃物统计数据1。2016年全年，全世界各国合并产生的电子废弃
物达到了4,470万立方吨（Mt），相当于每居民6.1公斤（kg/inh），而2014年，
这一数字为5.8 kg/inh。上述数字接近于每年4,500个埃菲尔铁塔。预计到2021
年，电子废弃物数量将增加到5,220万立方吨，或6.8 kg/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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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产生

4,470万
立方吨

电子废弃物

80%（3,580万立方吨）电子废弃
物未得到文件记录

-  较高收入国家中4%（170万立方吨）的
电子废弃物被混入普通垃圾中

-  76%（3,410万立方吨）的电子废弃物去
向不明 – 很可能被丢弃、交易或在恶劣
条件下回收利用

20%（890万立方吨）的电
子废弃物得到文件记录，将
被收集和适当回收利用

4 内容提要

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

2016年电子废弃物数据收集方法

所产生的电子废弃物中仅有20%得到文件记录是将被收集和回收利用的电子废弃物

在较高收入国家中，4,470万立方吨的电子废弃物中的约170万立方吨被混入普通垃圾（residual 
waste）中，很可能被焚化或填埋。在全球范围内，只有890万立方吨的电子废弃物被文件记录是将
得到收集和回收利用的电子废弃物，占所产生电子废弃物的20%。



49个国家
亚洲

44亿
居民

4.2公斤电子废弃物
每居民

亚洲收集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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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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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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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个国家）（61 个国家）

5内容提要

仅有41个国家提供有关电子废弃物的官方统计数据

与所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总量相比，国家的收集率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只有41个国家提供有关
电子废弃物的官方统计数据。关于其他16个国家的电子废弃物数量是通过研究和估算得出的。大多
数电子废弃物（3,410万立方吨）的踪迹是未知的。在尚未出台有关电子废弃物国家立法的国家中，
电子废弃物很可能作为其他或普通垃圾得到处理 — 与其他金属或塑料垃圾一道填埋或回收利用。可
能存在很高的风险，如污染物未得到适当处理、或污染物由非正式行业处理和在对工人没有适当保
护情况下回收利用，这会使电子废弃物所含的有毒材料扩散。

已有更多国家通过了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立法

尽管电子废弃物方面的挑战不断加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通过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立法。当
前，国家有关电子废弃物管理法已覆盖全球66%的人口，高于2014年所覆盖的44%的人口。

2014和2017年由电子废弃物立法所涵盖世界人口（和国家数量）

电子废弃物概览：亚洲

亚洲和非洲在电子废弃物产生总数和每居民平均数方面分别排在首位和末尾

2016年，亚洲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区域（1,820万立方吨），随后依次为欧洲
（1,230万立方吨）、美洲（1,130万立方吨）、非洲（220万立方吨）和大洋洲（70万立方吨）。大
洋洲虽然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总量最小，但其人均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却最高（17.3 kg/inh），且其中
只有6%的电子废弃物是得到文件记录的、将被收集和回收利用的。欧洲在人均产生电子废弃物方面
名列第二，平均每居民16.6 kg/inh；然而，欧洲在电子废弃物收集方面拔得头筹（35%）。美洲的
电子废弃物产生量为11.6 kg/inh，收集率仅为17%，与亚洲的收集率（15%）不相上下。然而，亚
洲每居民产生电子废弃物数量较低（4.2 kg/inh）。非洲电子废弃物产生量仅为1.9 kg/inh，但目前对
其收集率知之甚少。本报告提供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分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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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容提要

2016年电子废弃物中所含原材料的潜在价值

巨大的增长主要由印度贡献，该国于2016年通过了相关立法。目前，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都
已通过了有关电子废弃物的规则，但非洲通过和实施具体针对电子废弃物的政策和立法的国家则凤
毛麟角。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已制定国家电子废弃物管理法的国家也并非能一以贯之地对其予以执
行。许多国家都缺乏有效执行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可衡量的收集和回收利用具体指标。

目前可用的统计数据不能够跟踪电子废弃物或使用过的电子产品从世界富有区域转向贫穷次区
域的数量。尼日利亚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2015/2016年，尼日利亚进口的约77%的使用过的电气
和电子设备（UEEE）源自欧盟成员国。有些时候，使用过的设备到达目的地时实际上已损毁，因此
应当被视为是电子废弃物。即便其某些部分可以得到修复或直接作为二手设备加以使用，但很可能
也会变成电子废弃物。由于低收入国家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普遍不如较高收入国家，因此这
些为人们敲响警钟的趋势需要得到关注和研究解决。

各国立法所涉及的电子废弃物类别大相径庭，因此在协调得到收集和回收利用的电子废弃物数
量方面带来困难。如果没有更好的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统计数据、且不能够弥合目前存在的有关电子
废弃物统计数据的主要差距，那么就不能够衡量现有和新立法的有效性，从而无法表明未来的任何
可能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提供可以指导业务发展的数据。

原材料浪费巨大

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统计数据不仅在环境影响方面具有意义，而且是重要的相关讨论的经济内
容。据估计，2016年，电子废弃物所含的原材料总价值达到了约550亿欧元，高于世界多数国家
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废弃物管理后的次级原材料的价值仅是其组件价值或使用过的设备价
格的九牛一毛。各国需要采用循环经济模式，通过更好的组件设计、回收利用和重复使用等弥补材
料方面的漏洞，同时减缓环境污染。因此，循环经济理念为电子废弃物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就
业机会；得到介绍的价值550亿欧元的次级材料远远不能说明这种潜在的巨大经济机遇，这就要求制
定适当立法，对电子废弃物进行得到数据支持的管理，从而表明更好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将使环境和
经济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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