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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废置服装的再利用可以缓解服装废弃物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延长服装使用寿命，缓解企业服装库

存问题，
提高服装资源利用率，完成从“坟墓”到“摇篮”的转变。运用文献研究、描述性研究、经验总结和问
卷分析等方法探讨废置服装再利用的现状，
并提出相关对策。文章认为应当从“传递”
和“改造”
两个层面健
全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装的渠道，注重改造设计在再利用中的优势，提升消费者的环境责任感和再利用服
装的参与度。同时，国内服装企业应当加强社会责任感，学习跨国品牌回收利用服装的方式，发挥自身优
势，运用专业设计技能进行批量改造设计以减少库存，加强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运用多种回收工艺对
废置服装进行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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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置服装的再利用可以充分利用服装资

及其快速增多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调查

源，延长服装生命周期，在服装领域实现资源

分析和案例分析阐述废置服装再利用的现状，

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许多学者以不同的视

最后通过现状探讨相关对策。

角对废置服装的再利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

１ 废置服装的来源

的学者从工艺技术的角度进行探讨；［１－４］有的学

“ 中 国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年 度 报 告 ”［１３－１４］ 显

［５－９］
者对国内外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还有的学者

示：中国废旧纺织品年产量自 ２０１１ 年一直高

尝试从制度体系上进行探讨。［１０－１２］笔者旨在通

于 ２，０００ 万吨，废旧服装在废旧纺织品中占

过对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废置服装再利用现状

有相当份额。针对服装来讲，废置服装不仅

的不足之处，从而为今后废置服装的再利用提

是指被废弃的服装，还有被闲置的衣服以及

供新的思路和合理的发展方向。笔者以消费者

服装企业的库存积压，图 １ 显示了废置服装

与企业为切入点，首先对当下废置服装的来源

的来源。

图 １：废置服装来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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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消费者是废置服装的主要生产者

直保持在三百万以上，
且有上升趋势；
就交易指

消费者是废置服装的主要生产者。随着大

数来看，优衣库和韩都衣舍等快时尚品牌受消

众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市

还是电商平台
费者青睐。无论是快时尚的风靡，

场大举扩张以及电商购物平台的成熟发展，中

的发展，我们能够从以上数据中看到消费者在

国服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渠道也在向多

服装这一类目中的购买力有所增强，但在这喜

元化方向发展。杨楠楠［１５］等人就“快时尚”
服装

人的销售业绩与活跃的市场之下，消费者购买

零售品牌对消费者购买习惯的改变这一问题

服装的频率增加导致了单件服装穿着次数降

展开了调查，得出在快销品牌影响下，消费者

低，闲置服装增多以及服装丢弃频率增加的现

光顾店铺的频率增加、单次购买服装的数量和

状。

金额提高、购买服装服饰的品类增多等结论。

１．２ 企业库存积压导致废置服装增加

在快时尚服装“一流的设计、二流的质量，三流

服装企业的库存积压是废置服装的一部

的价格”诱惑下，消费者经常会陷入“非理性消

分来源，同时也是加速消费者废弃服装的间接

费”
的状态。

因素。图 ３ 显示了海澜之家、
美邦服饰、
森马服

陈梅梅 在中国网络消费行为的调查研究
［１６］

饰以及杉杉股份自 ２０１３ 年至今历年的服装库

中表示：
８４％的中国消费者一个月网购一次，

存量变化。由图 ３ 可知，四家服装企业每年的

４１．７％的消费者会在半年内网络购物 ２０ 次以

服装库存量呈上升趋势。到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季度，

上，而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网购商品品类就是服

美邦服饰、
杉杉股份和森马服饰的库存已超 ２０

装 ／ 配饰，占比 ７５．８％，远远高于其他商品。同

亿元，
而海澜之家的库存更是超过 ８０ 亿元。据

时，电商平台推出各类活动刺激消费，
“电商造

金建华［１７］介绍，初步统计全服装行业库存已超

现象更是在近年来颇为流行。四大电商节日
节”

１，
０００ 亿元。以上数据说明了当今服装库存积

（
“６１８”“８１５”“双 １１”以及“双 １２”
）展示出电

压的现状，而解决服装库存的传统方式是降价

商平台惊人的销售能力。图 ２ 显示了自 ２０１５ 年

销售，低成本销售一方面刺激了消费，但是会

起淘宝天猫“双 １１”销售排行稳居前十的五个

使消费者更快的更新自己的服装，减短服装的

女装品牌及其历年的交易指数，交易指数代表

穿着寿命；另一方面会降低该品牌服装在消费

着消费者交易行为的多寡。由图 ２ 可知自 ２０１６

者心中的价值，使得品牌形象变差。消费者会

年起，
这五家女装品牌“双 １１”的交易行为数一

理所当然的等待该品牌降价后再购买，这就会

图 ２：
天猫“双 １１”
部分女装品牌交易指数（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交易指数：根据统计周期内的交易行为数：如交易金额、支付
订单数等拟合出的指数类指标，交易指数高代表交易行为越多。
数据来源：
亿邦动力网历年“双 １１”“女装”
类目数据榜单

图 ３：部分服装企业的库存量变化（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第 ３ 季度）
数据来源：各企业年报中合并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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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库存不断积压的循环。无法售出的积压服

置物的制造源为主体，使得消费者切身参与到

装就成为了废置服装，而低价卖出的服装也加

减少废置服装的活动中，从而将服装废置物再

速了消费者废弃服装的进程。

利用的压力分散，通过以点带面、以小带大的

综上所述，服装企业和消费者是产生废置
服装的源头，是废置服装最直接的接触者，理

方式提出了解决废置服装的路径。表 １ 显示了
废置服装的回收再利用工艺。

应承担起减少服装废弃物污染的社会责任。因

以上所述的五种回收再利用工艺各有特

此，本文围绕消费者与企业，对现下废置服装

点，
ＷＡＮＧ Ｙｏｕｊｉａｎｇ 所提出的纺织品回收工艺

再利用的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当下实际状

适合大批量生产作业，本质上都是将服装还原

况，
研究废置服装再利用的相关对策。

为原始状态或者更低级的资源。但从资源利用

２ 废置服装再利用的现状分析

率上以及服装设计的角度来看，应当提倡废置

面临废置服装急剧增长的状况，
ＷＡＮＧ

服装的改造与继续穿用，因为废置服装改造能

在机械、物理、化学、能量四种回收

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高的资源利用率以及产

利用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将纺织品回收再利用

品收益。这种做法不仅可以促使企业改变库存

工艺划分为初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的方法，这

积压管理，谋取更多的利润，而且促进了消费

种分类有效地对回收再利用工艺的资源利用

者的积极参与，从而降低了服装采购的频率。

率的高低进行了划分。在表 １ 中所示的 ＷＡＮＧ

从这两个角度看，都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服装

表 １：
ＷＡＮＧ Ｙｏｕｊｉａ 的纺织品回收再利用工艺

废弃物的问题。近年来，消费者和服装企业从

Ｙｏｕｊｉａｎｇ

［１８］

回收再利用工艺

操作办法

改造设计

改造服装从而达到继续穿着的目的，或将
服装改作他用

初级方法

将产品回收再生成其初始状态

二级方法

使用熔融工艺、将制品再生成物理性能、力
学性能和化学性能水平较低的新产物

三级方法

运用高温分解和水解的方法，将废料转换
成基本的化工原料和燃料

四级方法

燃烧纤维固体废物，对其产生的热能进行
利用

自身特点和能力出发，选择了各自的回收再利
用工艺；
并不断探寻新的再利用方法。
２．１ 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装的现状
消费者每年都会购置大量服装，废置服装
也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多，其处理办法成为了
困扰消费者的问题。如今，消费者对服装的再
利用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传递”和“改造”两种
手段。如图 ４ 所示，无论是卖出、送亲友、捐赠

Ｙｏｕｊｉａｎｇ 的四种回收再利用工艺中，资源利用

还是放入回收箱，消费者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

率以初级最高，
四级最低。不过，
就服装设计的

是“传递”作用，把废置服装交给他人进行再利

角度来讲，服装的初始状态是纤维，但其当下

用。在“传递”过程中，废置服装对自己来讲是

最直观的状态却依旧是服
装产品或者服装面料。因此
还有一种比初级方法利用
率更高的方式，即通过改造
设计来延长服装的使用寿
命，增加其使用价值，或者
将服装改做他用。这种做法
将解决服装废置物的方法
落足于服装本身，以企业与
消费者这两大产生服装废

图 ４：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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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可对他人（或者相关机构）来讲却是有

越少，社区废旧衣物回收箱设立审批程序复

用的。改造则是消费者能够亲自动手进行服装

杂，旧衣物捐赠网点少且分散，回收机构对服

再利用的唯一方式，改造无需中间媒介，不需

装还有一定要求，而服装商家的低价销售策略

要社会机构和企业的力量。因此，改造设计能

又限制了二手服装的市场；服装改造又缺少专

够真正的体现出大众的力量，将再利用废置服

业系统的教学平台。因此，在废置服装的处理

装的压力分散到每个消费者手中。

上，消费者更多的会感到麻烦，或者是无从下

相关学者对不同群体回收再利用服装的

手。综上所述，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装的力度

现状进行了调查。张祥爱［１９］于 ２０１７ 年发表了

依旧不足，
有待提升。

广东理工大学的学生服装回收再利用状况的

２．２ 企业再利用废置服装的现状

问卷调查报告，问卷中文科生、理科生和艺术

企业相对于消费者来讲，有着规模大、组

１７２ 份。问
生各占三分之一。回收有效问卷 １，

织形式强、技术手段多样的特点。诸多跨国品

卷显示，选择将服装直接丢弃的人数最多，占

牌如 Ｈ＆Ｍ、优衣库、
ＰＵＭＡ、
Ｃ＆Ａ、耐克、
ＺＡＲＡ 发布

调查人数的 ６２．３７％；
３５％的大学生选择将服装

企业 可持续 发 展 年 报 或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年 报

二次利用；
２９％的大学生选择将服装赠送给他

（ＣＳＲ Ｒｅｐｏｒｔ）。［２１］在国内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
中国

人；选择捐献给公益机构和低价出售的人数最

纺织工业联合会推出了中国第一个社会责任

少，
仅占 ８％ 和 ３％。范福军 等人于 ２０１６ 年对

管理体系 ＣＳＣ９０００Ｔ；自 ２００６ 年，中国纺织工业

广州市居民进行了服装回收利用的问卷，回收

联合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

２１％的人选择了
有效问卷 １，
７２０ 份。调查显示：

责任年度报告》，而国内诸多服装企业也都每

直接丢弃服装；
２５％的人选择对服装进行二次

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表 ２ 显示了部分服

利用；
２７％的人选择将服装闲置，仅有 ４％的人选

装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责任相关的

择将服装转赠给他人或者低价出售。

信息。

［２０］

以上两组调查数据中，选择直接丢弃或置

从相关服装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国

之不理的人数都占总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这

内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公益捐赠和员

表明了消费者在废置服装的处理方式上以浪

工关怀上。与环境责任相关的信息多为企业员

费居多。消费者对废置服装的处理方式依旧存

工低碳习惯养成、企业制造的垃圾处理、企业

在盲目的态度，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

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新能源利用。而回收再利用

天，愿意接受他人不穿的废置服装的亲友越来

服装的力度较小。值得一提的是波司登与江南

表 ２：中国相关服装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情况
服装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年份

与环境责任相关的信息

波司登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规范相关制度、污水的处理和回用、节能减排、能源替代、新能源应用、开展清衣柜
计划、与江南大学合作研究旧羽绒服回收处理与技术改造

李宁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李宁与帝人合作推出旧衣回收计划，打造环境友好型闭环
系统“生态圈”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节能改造、绿色生产（包括各类废弃物处理）引导绿色消费、绿色门店建设、倡导绿
色办公，低碳环保宣传，使用绿色能源

七匹狼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塑造员工的低碳生活习惯

报喜鸟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综合利用资源、
信息化管理

杉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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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国外企业采用的再利用方法

大学合作研究的旧羽绒服回收处理与技术改

计出时尚前卫的“新服饰”
。ＲＥ；ＣＯＤＥ 的环保理

造，以及李宁与帝人合作的旧衣回收再利用工

念和其极具时尚感的改造服装被公众和明星

作。这说明部分国内服装企业已经认识到服装

广泛追捧，被称为“Ｔｈｅ Ｒｅｃｏｄｉａｎ”
。 ［２２］在 ＲＥ；

再利用的重要性，并开始与高校和其他领域的

ＣＯＤＥ 的设计世界，
可以通过直线和弧形分割以

企业开始合作，共同探讨再利用服装的新途

及合理的拼接来创造独特的服装风格。图 ６ 是

径。相比国内，国外服装企业和跨国企业在服

由 Ｋ ＥＣ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ＴＯＲＥ 和 ＲＥ；ＣＯＤＥ 共同发

装再利用的案例更多，部分企业再利用服装的

布的服装作品。图 ６ 中左图男士皮衣和羊毛外

方式值得国内企业借鉴。譬如图 ５ 所示，企业

套的拼接形成了中性风格的女式大衣，充满复

所采用的服装回收再利用工艺多以改造设计、

古感；右图中牛仔布拼接产生的几何图案和服

初级方法和二级方法为主，图 ５ 中罗列了采用

装的轮廓传达强烈的节奏感。

不同再利用方法的代表性企业。
（１）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和 ＲＥ；ＣＯＤＥ 引领废置服装
改造设计。如今，有很多服装企业尝试改造与
修补服装以延长服装的使用寿命，代表性的服
装企业有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和 ＲＥ；ＣＯＤＥ。美国顶级户
外运动品牌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扩大了“Ｗｏｒｎ Ｗｅａｒ”服
装修补回收计划，并增加一个用于转售的在线
平台，该品牌将从消费者手中回收品牌的旧衣
服修补后在网站上出售。他们根据不同旧衣服
的特点来改造修复服装，消费者贡献旧的但仍

图 ６：ＲＥ；ＣＯＤＥ 的设计作品（２０１６）

能使用的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商品，将会获得门店积

（２）Ｈ＆Ｍ 与帝人持续推进初级方法和二级

分。该计划为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

方法的应用。对于初次方法的应用，瑞典快时

象。同时，
通过回收计划，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可以更好

尚品牌Ｈ＆Ｍ 可以称得上是个中翘楚。Ｈ＆Ｍ 从

地了解消费者的购物偏好，进行针对性生产，

２００２ 年开始发布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２０１３

减少不断增多的废置服装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年在全球 ４９ 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旧衣服回收

韩国服装品牌 ＲＥ；ＣＯＤＥ 专门从事废置服

计划。除此之外，
Ｈ＆Ｍ 连续四年发布时尚新生系

装的改造设计，将废置服装作为原材料的灵感

列，时尚新生系列的服装中，均含有从 Ｈ＆Ｍ 旧

来源。ＲＥ；ＣＯＤＥ 通过解构、重组、拼接等方式设

衣回收计划中获取的再生纤维。这些再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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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包括回收棉、
再生羊毛等。Ｈ＆Ｍ 的时尚

应当以提高消费者对废置服装再利用的认识、

新生系列不仅体现了在回收面料领域的可持

拓宽再利用渠道并提倡消费者自己进行改造

续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也承载着可持续性与时

设计。

尚性的融合。图 ７ 是 Ｈ＆Ｍ ２０１７ 年的时尚新生

（１）加强公益宣传。意识决定思维，
思维决

系列，该系列运用再生纤维将摩登复古与现代

定行动。从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装的现状来

时尚完美结合。日本帝人公司与服装企业的合

看，
消费者在处理废置服装时依旧盲目。因此，

作展现了二级方法在废置服装回收利用中的

首先应当加强相关内容的公益宣传，提高消费

应用。２００５ 年日本与美国户外品牌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

者对废置服装再利用的认识，使其认识到服装

合作开展循环衣料回收计划；
２００９ 年，李宁与

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让其了解如何正确

帝人合作推出旧衣回收计划，打造环境友好型

的处理自己手头上的废置服装。只有生态意识

；在与服装企业的合作中，
闭环系统“生态圈”

和环境责任感提高了，有了再利用服装的思

帝人将回收的旧衣化学分解，使其转换成聚酯

维，消费者才能自觉、自愿、自发地规范自身习

原料，然后将聚酯原料变成高品质的再生聚酯

惯，
主动地回收利用废置服装。

纤维，这些纤维可用于生产新的服装产品。

（２）提倡改造设计。服装改造是唯一使得

２０１２ 年中国化纤协会与帝人集团首次签署全

废置服装在消费者本人手中达到续用目的之

面合作协议，推广帝人集团的全球最尖端的化

方式。在该过程中，消费者直接参与到了服装

学法循环再生技术，合作推进构筑循环型再生

再利用的行动上，增加了消费者再利用废置服

利用系统。

装的参与度。消费者亲自参与服装的改造活
动，不仅有效利用了消费者强大的群众力量，
大大分散了再利用服装的压力，从源头上减少
了服装废弃物的数量，更能让消费者做自己的
设计师，了解当下的流行元素，增强自身的时
尚感和审美意识。如今，网络平台上出现了相
关的改造教程，但大多都零零散散、不成体系，
缺少专业的平台进行推广和专业指导。因此，
还应当建立专业的教学平台进行专业的技术
指导，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促进消费者不断落

图 ７：Ｈ＆Ｍ 的时尚新生系列（２０１７）

综上所述，就目前企业对废置服装的回收

实废置服装改造以继续使用，从而充分利用现
有的服装资源，
减少纺织品对环境的污染。

再利用现状来说，实施废置服装的再利用行动

（３）拓宽“传递”途径。“传递”是消费者间

的大多是跨国品牌及外国品牌，品牌层次上也

接再利用服装的方式之一，通过传递废置服装

多为中低端的快时尚品牌。这说明企业参与废

以达到再利用目的的方式主要有赠送亲友、捐

置服装的回收再利用力度不够，大部分服装企

赠公益机构、投放回收箱以及二手服装销售。

业参与度不高，尤其是国内服装企业的社会责

应当合理简化社区废旧衣物回收箱设立审批

任感仍有待提升。

程序、推进废旧衣物回收箱投放；推广如“闲

３ 针对废置服装再利用现状的对策

鱼”“淘宝二手”等二手市场交易平台，规范二

３．１ 基于消费者的再利用废置服装对策

手商品交易市场。同时，还应当增多旧衣物捐

对于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废置服装再利用，

赠网点，通过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为消

服饰与产业：
问题对策

３７

费者“传递”
废置服装提供便利。

装再利用的企业主要是跨国品牌及外国品牌，

３．２ 基于企业的再利用废置服装对策

品牌层次上也多为中低端的快时尚品牌。这说

以企业为主导的废置服装的回收与再利

明企业参与废置服装的回收再利用力度不够，

用，反映了企业的环保社会责任。企业可以通

大部分服装企业参与度不高。②积极发挥消费

过品牌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力和销售渠道推广

者和服装企业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应当发挥

废旧服装再利用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回收再利

群众力量和各自的优势来寻求合适的废置服

用，企业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而且

装再利用方式。如企业通过生产设备和设计手

增强品牌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为其服装增添

法可以批量改造废置服装。③联合政府、公益

了环保的附加属性，增加品牌的辨识度。就企

机构、社会组织、不同领域的企业、高校等力

业再利用废置服装的对策，应当从两个方面进

量，进行多方合作，有助于共同塑造废置服装

行探索。

的生态圈，进而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１）发挥服装企业优势，
进行二次设计。服

社会的建设。

装企业拥有专业的服装设计团队和服装生产
设备，服装企业可以借鉴 ＲＥ；ＣＯＤＥ 品牌，对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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