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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服装的“二次改造”
文 / 贺琼萱，
古

怡

“换衣”
频率过快，使大量衣物未坏却弃。通过
近年来时尚大行其道，
消费者对时尚潮流的追求导致
分析服装消费中的这种未坏却弃现象的
对中部城市长沙和时尚都市上海的相关消费者群体进行问卷调查，
原因。文章认为只有对服装进行
“二次改造”
才能解决服装行业所带来的环保问题，
从而实现服装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并提出相关的应对措施。
二次改造
服装；旧衣物；

由于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时尚潮

了服装的使用周期。因而，
服装污染问题以及

流的追求，导致消费者购买服装的频率增加，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如上海每年制造的
“服

造成未被充分利用的服装迅速成为“旧”服装，

装垃圾”
为 13 万吨,[２]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急

遭到购买者冷落或抛弃。然而服装行业本身就

需改变过度消费、盲目消费等消费观念。适度

是“高污染行业”之一，消费者对服装时尚的贪

消费能从消费的数量上避免过度消费所带来

婪追求必然使服装污染问题突显。本文基于服

的资源浪费。[3]

装消费中存在的环保问题，提出了服装二次改

其服
长沙作为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型城市，

造的命题，继而阐述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对服装

装的时尚性、
消费量都处于中国服装时尚业的

进行二次改造的方案，最后用 SWOT 分析法分

平均水平，
其具有一般典型性。上海是中国沿

析了中国进行服装二次改造的优势、劣势、机

海城市的典范，作为中国时尚之都，引领全国

会、威胁，以期为中国服装行业可持续发展决

时尚潮流，其服装时尚业最为发达，与中国其

策提供借鉴。

他城市相比较具有差异性。笔者选取长沙五一

1 服装消费中存在的环保问题

西路商圈、上海陆家嘴商圈作为问卷调查场

1.1 服装消费中存在环保问题的表现

所，发放 200 份有效问卷，问卷显示两地问卷

社会化大生产虽然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到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却是一种对个性和人性

说明
者的职业结构、
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多样，
两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问卷调查场所。

的践踏。[1]在服装行业，批量生产使得服装不停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除 2.38%的被问卷者

的被复制，由于规模经济价格越来越低。同时

没有闲置服装外，
其他被问卷者或多或少都有

物质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对穿的要求已经

未曾穿过的服装（图 1，
见下页）。可见，闲置的

不再停留在保暖的需求上，而是更多地追求潮

服装已经在人们的衣柜中泛滥，这造成了资源

流、时尚，刺激着更多的消费者去消费更多的

的浪费。图 2（见下页）中是关于人们如何处理

服装，因此加速了衣柜服装的更新频率，缩短

自己闲置服装的柱状图，
66.67%的被问卷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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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造成的。

箱底，
26.19%

（１）冲动消费是造成过度购买的一个重

的被问卷者会

要原因。图 3 是关于是否冲动消费的调查，可

选择把闲置服

见绝大多数被问卷者都会冲动消费服装。冲动

装送给他人或

消费带来的直

者捐给灾区 ，

接影响就是服

4.76% 的 被 问

装资源不必要

卷者会选择直

的被占有。图

接扔了，2.38%

4 是关于 冲动

的被问卷者会自己对闲置服装进行改造。可

消费的原因调

见，关于“二手服装”增多对环境危害的知识并

查 ，47.62% 的

使
没有普及，大量的旧服装被运送到填埋场，

被问卷者冲动

其中的有毒物质释放，加重了环境的负担，特

消费是因为衣

别是旧服装中的化纤即使被填埋几百年后也

服时尚又便

不能降解，对环境危害极大，令人担忧的是现

宜。可见物质

在的服装更新

水平的提高使

速度呈几何级

冲动消费者有

数暴增，旧衣

了物质基础，

的数量惊人。

而时尚、
新潮、

图 2 中显示

吸引眼球成为

图 １：衣柜里从来没穿过服装
数量的问卷调查

[4]

图 3：是否冲动消费的问卷调查

图 4：
冲动消费原因的问卷调查

被问卷者不会

一个极大的诱因，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审美

把自己的闲置

观的存在和变迁是对服装过度消费一个不可

服装买到二手

避免的内在诱因。而促销活动和销售人员的营

服 装 市 场 ，可

销策略共占被问卷者的 28.77%，
这是冲动消费

见在被问卷者眼里并没有“二手服装市场”
的

的外在诱因。另外，
被问卷者中 23.81%认为不

概念，几乎没有人会对自己闲置的服装进行

存在冲动消费，这还值得疑问，因为心理问题

图 ２：如何处理闲置服装的问卷调查

“二次改造”
。按照过去的一种观念，捐助和慈

的回答存在着个体差异。

其实
善的方式是解决“二手服装”的主要途径，

（2）人们对待“二手服装”
的态度不友好是

这是一种对“二手服装”利用的误读。
（１）从国

导致服装过度消费的另一个原因。如图 5 中被

际上看，捐赠只能解决 15%的“二手服装”
。
（２）

问卷调查者中 69.05%对
“二手服装”
不了解。图

对于慈善机构和民政部门来说，他们需要的是

6 （见下页）中

冬季的服装，如羽绒服、棉袄、大衣等。慈善机

被问卷调查

构以及民政部门认为穿好并不是他们的义务，

者中 61.9%不

因此淘汰率很高的轻薄服装并不是必需品。由

会选择把自

此可见，闲置服装的日益增多和处理不力已成

己的闲置服

为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装放到“二手

1.2 服装消费中存在环保问题的原因分析

市场”去卖，

服装消费所带来的环保问题是多方面原

26.19% 的 被

图 5：
对“二手服装”了解程度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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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是否把闲置服装放到“二手
市场”去卖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者是

市场很小以至于“二手服装”没有被很好地利

因为周围没有

用，
造成了资源的堆积和浪费。图 9 是关于是

“ 二 手 市 场”
，

只有 23.81%的被
否购买绿色服装的问卷调查，

仅 仅 只 有

问卷调查者选择购买绿色服装来缓解环境的

11.9% 的 被 问

压力，50%的被问卷调查者根本不会购买绿色

卷调查者会

服装，
26.19%的被问卷调查者根本不懂什么是

选择把自己

绿色服装，这说明人们的环保意识薄弱，这也

的闲置服装

造成服装在消费中产生一系列环保问题的一

放在“二手市

个原因。

场”
去卖。图 7
中 有 71.43%
的被问卷调
查者不会选
择购买“二手
服装”，仅 仅
只 有 28.57%
图 7：是否购买“二手服装”的问卷调查

图 10：
男女购买服装的频率的问卷调查

的人选择购
买“二手服
装”
。之所以
大多数人们
不会把自己
闲置的“二手
服装”放到
“ 二 手 市 场”

图 8：是否购买“二手服装”改造的服装、
饰品等的问卷调查

进行交易也

图 11：上海、长沙两地购买服装的频率的问卷调查

不会购买“二
手服装”
，其
原因在于人
们被“衣不如
新，人不如
故”的传统观
念束缚，认为
“二手服装”
是贫穷的象

图 9：是否考虑购买绿色服装的问卷调查

图 12：不同职业的购买频率的问卷调查

征，并且具有

（3）男女性别差异、
地域差异、职业差异是

卫生问题。[5]正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多数

影响消费中环保问题的又一原因。图 10 显示

人不会选择买“二手服装”更不用说进行服装

可见女性
女性的购买新衣物的频率大于男性，

的二次改造（图 8），可见，中国“二手服装”的

在服装上的消费远大于男性。图 11 显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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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缺乏，很多地产商买入闹市区具有老旧
建筑的地皮，然后请装饰公司对旧建筑进行
再设计，
从而提高旧建筑的价值并且获利。[6]
在 20 世纪 90 年代，kerry 和 annika 是
“二次改造”的
服装行业最早真正意义上提出
两家服装企业，它们将“二次改造”的手法运
用到废旧的“二手服装”中。 [7]服装“二次改
图 13：不同年龄段的购买频率的问卷调查

造”就是收集被人们闲置、丢弃的服装，然后
把它们进行分类、重新设计、最终投入市场，
“二次改造”也
让其在市场上得到循环利用。
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
“二次污染。在对旧衣物
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由于技术的局限性使得
有些面料无法进行降解，因此资源依旧遭到
浪费；同时，降解的过程中，有些面料释放的

图 14：不同收入的购买频率的问卷调查

上海、长沙两地关于购买服装的频率。从整体
上看，上海市民的整体购买力要大于长沙市民
的购买力，可见，不同的城市的发展以及时尚
程度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由图 12（见上
页）可以看出职业也是影响人们消费的一个重
购买最
要因素。图 12 显示除了其他行业之外，
没计划性的是从事时尚、艺术行业的人，时尚、
艺术行业有 66.67%的被问卷调查者只要看到
自己喜欢的服装就会买。可见，不同的职业也
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图 13 显示的是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情况。由图 13 显示，
30 岁到
35 岁以及 35 岁到 45 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购
买频率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30 到 35 岁有
30.43%的人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服装就会买，
而 35 到 45 岁的人有 18.75%的被问卷调查者
看到自己喜欢的服装就会买。由于这两个年龄
段的人购买服装的频率之快，导致他们更换服
装的速度快。图 14 主要显示的是不同收入的
人的购买频率，图中无收入是针对在校学生。
2 基于环保下的服装“二次改造”
2.1 服装“二次改造”的含义
“二次改造”
最早出现在建筑行业。土地资

气体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2.2 国内外企业服装“二次改造”的设计方案
及现状
面对人们衣柜中积压以及丢弃的旧衣物，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旧衣物进行“二
次改造”
，
它们的设计方案并不是十全十美，仍
旧存在一定的弊端。
“二
上海的缘源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进行
次改造”
的企业。从 2011 年开始已经上海的社
区、学校试点回收旧衣物，已经在 990 个试点
小区安置了 1200 多个铁皮熊猫回收箱，半年
的时间就已回收 305 吨旧衣物。它将具有穿用
价值的服装，按照国内普遍的做法，都会寄出
去。在每个月回收的旧衣物中，
有 10 多吨的毛
衣，
除了完好可以捐赠的，
还有 40%的毛衣会拆
开重新编织。他们会请一些社区的阿姨进行编
织，然后把编织好的送到山西、安徽等希望小
通过整理好送到
学。对于夏天穿的轻薄服装，
非洲，
救济当地贫民。缘源公司对 70%不能再穿
用的服装按照面料进行分类，从而进行回收处
理，
整个过程都在上海进行。
由于国内环保观念弱，
从事旧衣物改造的
企业少，
因此进行旧衣物改造的技术性弱。从
国外来说，虽然政府、企业都特别关注环保问

28

服饰导刊 2014 年 3 月第 1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产业：产业观察

题、有些企业对旧衣物改造的方法值得我们借

对废旧衣物进行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鉴，但旧衣改造技术还未成熟，并不能让所有

时尚产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
使面料的生命得

旧衣物都得到升级利用。

比如
到延续。但是，
现在很多衣服都是混纺的，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专门的旧衣物回收加

毛涤、涤棉，回收时就必须把合成纤维跟天然

工企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8]美国联邦商业委

纤维分开，
分离成本特别高。像这样回收成本

员会声明对 2008 年的绿色指标进行重新评

那么谁又愿意去
比新做一件衣服的成本还高，

估，并且将废旧纺织品的处理纳入国家政策，

进行回收旧衣呢？同时，由于技术的原因有一

充分体现了发达国家政府对旧衣物回收、
再利

些面料很难被分解和重组，
只有技术的提升才

用的高度认识和显著支持。自 20 世纪 90 年

能让旧衣物得到 up cycling。对于旧衣物的改

代，全球二手服装贸易额增长了 10 倍，
占全球

造，除了对旧衣物的面料进行升级利用之外，

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 0.5%。[9]20 世纪 90 年代

还可以直接在旧衣物上做改造。旧衣物的改造

就已经有人开始投入到旧衣物的改造中，迄

可以直接用一些设计方法，比如加一加、减一

今为止 H&M 和 Goodone 对旧衣物的改造方案

减、移一移、借一借、代一代等手法，运用解构

最为可行。

和重组来使旧衣物焕然一新。由此可见，
不管

从 2013 年 3 月开始，瑞典的快时尚品牌
H&M 在上海淮海路店、陆家嘴正大广场店试行
“旧衣回收”项目，只要有人送二手服装到店里
都将得到一张 H&M 八五折优惠券。上海 H&M 隔

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旧衣物改造仍旧需要继
续研究和探讨。
实践的问题及对策
2.3 服装“二次改造”
由于旧衣物的改造技术尚未成熟，
导致服

天会将收到的衣服送到昆山的仓库进行简单

装进行“二次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题，

的分拣工作后再统一运回瑞典 I:CO 回收公司

运用 SWOT 分析法见表 1。

进行后期循环利用：将 10%可穿用的服装经过
消毒处理进入“二手市场”；30%-40%经过处理
作为新材料进行使用；一部分被改造成同等材
料的产品，如抹布；0.3%重新回到了服装原材

的 SWOT 分析
表 1：服装“二次改造”
优势（Strength）：
1、减少固体垃圾
2、缓解环境压力
3、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劣势（Weakness）：
1、二次改造的企业未形成规
模，具体低、小、
散的特点
2、
技术的不成熟使旧衣物的循
环使用受到局限
3、
技术成本高、
缺乏资金支持

机会（Opportunity）：
1、企业、政府开始关注服装产
业的环保问题
2、知名设计师们已经对旧衣进
行回收、
改造，吸引了众多粉丝
对旧衣物的关注
3、时尚达人、博主对旧衣物的
改造，
让众多粉丝竞相模仿

威胁（Threat）
1、
文化的差异造成人们排斥旧
衣物
2、
人们缺乏环保意识
3、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没有履
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料中，
这就是所谓的原材料升级。[10]
Goodone 是个获奖的可持续公司，其的创新
之处就在于对“二手服装”进行回收利用。
Goodone 回收原本作为垃圾填埋的衣料，把这
些衣料再设计成新的服装，使其更好的展现女
性的气质。Goodone 主要研究 up-cycling，独
创性的将 new British、sustainable fabrics
和 reclaimed textiles 结合起来。他们发明
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对面料进行循环利用而
不是受限制于它们。一个真正好的设计除了满

面对现在的情况，
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
对策：

足人们对潮流的渴望，更应该解决时尚产业对

、低碳环保
（1）国家大力宣传“二手服装”

环境的影响问题。2012 年 5 月 Goodone 时尚生

观念，
消除人们对穿着旧衣物偏见的同时增强

态服装已经开始在线销售。

环保意识，如各大媒体进行宣传、知名设计师

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设计师开始

的宣传、
明星的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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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规定纺织服装企业必须具有社会

衣进行改造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旧衣物未能

责任心，在生产服装的同时对旧衣物进行回

得到升级利用。只有全人类团结起来，一起履

收。国家可以通过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出台

共同研发旧衣改造技
行低碳环保的消费观念，

一些政策和法律，
从而增强企业的责任感。

术，
才能真正实现服装行业的绿色环保。

（3）政府对从事旧衣“二次改造”的企业在
技术研发上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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