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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 packaging security, unmanned supermarkets, intelligent logistics, unmanned 
warehousing, as well as interaction of goods and consumers all have placed higher demands on 
intelligent packaging. By the typical cases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intelligent packag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manufacturing costs are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present 
intelligent  packaging. The solution is:(1) Developing new components of intelligent sense, information 
recording and display for packaging, and their low-cos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2) Developing 
Internet of Things new technology such as those based on QR Codes, RFID tags, infrared sensor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laser scanning and so on. (3)Researching new technologies for product information 
data management (acquisition, processing, data security, information display). (4) It should be strengthen 
that scene packaging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plu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 chain.
Keywords: Intelligent packaging;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Perceived environment; Manufacturing cost

李才昌

( 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广西富川 542700)

智能包装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LI Cai-chang

摘要：产品包装安全，无人超市、智能物流、无人仓储，商品与消费者互动等等均对智能包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本文通过对现有智能包装的典型案例分析，指出目前智能包装在环境感知、信息交互、制造成本

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其解决对策是：(1) 开发包装用智能感知、信息记录与显示等新型元器件及其低成本

制造技术；(2) 开发基于二维码、RFID 标签、红外感应、激光扫描、全球定位系统等物联网新技术；(3)

研究商品信息数据管理 (采集、加工、数据安全、信息展示 )新技术；(4) 从包装角度深度拓展以“互联网 +”、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场景应用。

关键词：智能包装；信息交互；感知环境；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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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无人超市、无人售药柜、无人仓储、智慧物流、

自动驾驶、大数据、区块链等新词汇、新技术迎面而来，

这为包装行业带来了百年难遇的机会和挑战。如何满

足新业态、新技术对商品包装的功能需求？如何解决

包装废弃物过多、食品药品包装安全等行业关键问题？

即基于感应新材料、全球定位系统、数字技术、人工

智能、识别系统等多种新技术融合的智能包装。本文

从现有智能包装的发展现状、社会需求角度出发，探

讨了智能包装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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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1 智能包装典型案例

通常从工作原理角度出发，将智能包装分为功能

材料型智能包装、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及信息型智能

包装。

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就是指通过应用新型智能

包装材料，增加和提升包装功能，以达到特定包装的

目的。如通过采用光电、湿敏、温敏、气敏等功能材

料，对环境因素具有“识别”和“判断”功能。德

国 Fraunhofer 将传感器、显示、电池技术整合到

SABMiller 温度变色啤酒包装上，利用温致变色油墨，

直观的向消费者显示最佳的饮用温度。厦门大学利用

纳米粒子在不同氧气含量的环境中展示不同的颜色，

来指示真空包装或充氮包装的气体泄漏情况。

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是指通过包装的结构创新来

提高包装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自动化能力。菲尔德大

学与 Novalia 正在合作开发用于包装的聚合物 LED

显示屏，显示器可以用于向客户传达简单的消息。

Amoco 公司开发的药瓶可以记录从瓶子里取药的剂

量、时间和日期以及检测瓶内温度、取出和退回药片

数量，读取设备为 NFC 读卡器，或带有 NFC 功能的

智能手机。美国 ATT 公司开发的每个 CLOE 安全瓶

盖都包含该瓶酒独有的信息，包括一个序列号、签名、

品牌说明和酒庄的起源。瓶盖上的二维码，让消费者

扫描获取有关演示视频、葡萄园历史、品尝建议等信息。

基于二维码、NFC 标签、RFID 标签与互联网信

息相联的信息型智能包装发展迅猛。典型的案例有 ：

美国 Inland Packaging 公司在 Oculto 啤酒包装上采

用印刷纸电池供电的两个发光二极管（LED），使用

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连接到网络，实现与消费者互动。

英国 UWI 开发的电子标签，包含环境传感器，可以

测量和记录温度、压力、湿度等。波兰 blulog 公司

利用“Bulldogs”NFC 标签，在运输生物制剂或药物

期间记录温度变化、位置信息等数据 ；英国 CapTag

公司在每个 UHF 的 RFID 标签或 NFC CapTag 标签

中包含了一个 96 字节的预先设定的唯一不变的 ID，

可以通过网页访问数据库，在物流、仓储过程中自

动、准确的计算零售端货架上的库存。恩福赛研发的

RFID 智能温度标签以纸电池作为电源，将 RFID 和

温度传感器技术结合，用于温度敏感产品在冷链物流

过程中的温度管理和产品仓储信息化管理。瑞士邮政

(SwissPost) 对敏感货物可以配备一个传感器，当货

物未经允许被打开时，或者当药用包裹温度高于设定

的警戒温度时即触发警报，这将保证有价值或敏感货

物的安全运输 ；此外 GPS 传感器还可以帮助追踪货

物的运输轨迹，以及确定货物被打开的确切位置。茅

台醇物联网感知包装 ：使用 NFC 标签，消费者通过

APP，鉴别茅台醇真伪，用 AR 向消费者展示品牌文化、

3D 防伪指南、营销游戏等内容。茅台醇在生产、运

输、仓储、销售、消费、饮用等环节具备数据采集功能，

通过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协助酒厂经营管理，了解市场。

裕同数字化防伪追踪包装 ： 数字点阵形成的可变数据，

形成隐藏数字水印，肉眼无法看到，照相和扫描无法

进行复制，防伪同时可应用于专属终端营销管理、追

溯稽查。将防伪、追溯、AR 技术有机结合，获得了

市场的青睐。

这些基于二维码、NFC、RFID 等与互联网链接

的技术融合了防伪、包装环境感应、大数据、GPS 定

位系统、互联网等技术，已具备了智能包装的基本功能。

2 智能包装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2.1 智能包装目前具备的功能处于初级阶段

早期国外将温度 - 时间历史记录标识 (TTI)、被

包装食品内微生物滋生指示标识 (MGI)、包装完整性

指示器（显窃启包装）、湿度显示标签、光致变色指

示标识、防倾倒标签、新鲜度指示标签、碰撞显示标

识、渗漏、微生物污染标识、无线电射频标签 (RFID)、

DNA( 脱氧核糖核酸 ) 标签等定义为智能包装；将气调、

抗菌、乙烯吸附、吸氧、缓释、自加热 / 自冷却、异

味的吸附、吸湿包装等定义为功能包装 [1]。2017 年，

印刷电子与智能包装联合体认为 ：智能包装是指通过

创新思维，在包装中加入了更多机械、电气、电子和

化学性能等新技术，使其既具有通用的包装功能，又

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能，以满足商品的特殊要求和特殊

的环境条件 [2]。廖雨瑶等 [3] 从“智能”的含义出发，

提出智能包装就是指对环境因素具备“识别”和“判断”，

并对感知信息作出响应的功能型包装。谢勇等提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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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此基础上开发新颖的、更丰富的、更低成本的信

息交互技术。比如，在裕同智能包装的案例中，手机

识读展示的追溯信息融合了 AR 功能，获得了很好的

用户体验，应开发类似于AR、VR信息展示交互新技术。

除此之外，应该加强从包装角度深度拓展以“互

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

术场景应用。

2.3 智能包装的性价比

目前有很多技术均可以移植于智能包装来达到

智能包装的功能，但是成本限制了其应用。以血液用

品、生物制剂、疫苗等对温度敏感产品包装为例。其

要求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温度介于 2℃ -8℃。2℃到

8℃ timestrip 冷链储藏运输温度指示标签超温变色贴

约 28 元一个，不可以重复使用。小米温度湿度传感

器使用一节 7 号电池供电，可以通过液晶屏直观显示

包装内温度和湿度，通过手机蓝牙功能自动实时记录

温度湿度，尺寸小，内置于包装，且可以重复使用，

约 69.00 元一个。如果不用液晶屏显示，只需要记录

温度湿度，则可能将 7 号电池更换成纸电池，进一步

降低成本。TIC20 药品 / 疫苗温度指示记录仪，价格

在 120.00 元至 500.00 元不等。将温度湿度传感器与

NFC 标签、RFID 标签融合，也可以达到温度记录的

目的。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限于单位成本。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能包装是指人们通过创新思维，在包装中加入了更多

的信息和智能成分，使其既具有通用的包装基本功能，

又能够执行智慧型功能（包括感知、检测、记忆、跟踪、

通信、判断、执行等），具有一定信息处理与决策能力，

满足商品的特殊要求和特殊环境条件的一类包装产品

及相关技术 [4]。

智能，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从人的角度来说，

智能的基本能力第一是语言，即实现包装与其它媒介

之间信息交互，这种信息交互可以是人眼识别、扫描

仪扫描、NFC 芯片、RFID 芯片。第二是逻辑，即通

过感应感知环境的变化而展现出符合设计逻辑的变化，

如温度变色、湿度变色、信息记录等。第三是空间，

第四是肢体运作，智慧物流、无人超市、无人仓储均

要求包装具有自动感应，在其它设备的协助下在空间

中运动。第五是人际，第六是内省能力。以 AlphaGo 

Zero、无人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都是具

有机器学习，自我成长，优化功能。第七是音乐，可

以理解为美观、简单、节能、环保。因此，从智能、

智慧的含义出发，现有通过二维码、RFID、NFC 标

签实现与物联网和消费者信息互动仍处于智能包装的

初级阶段。

2.2 信息交互能力仍很弱

苏宁物流研发大数据团队，利用历史数据分析和

大数据算法技术，自动为顾客商品确认包装材料类型、

包装应用、确定装箱顺序和装箱位置。通过新包装材

料（可回收利用“漂流箱”）的推广使用，促进了包装

减量化和循环利用，不仅仅节约包装成本，提升用户

体验，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每个漂

流箱循环使用 2000 次，涉及到了“漂流箱”的逆向物流。

京东智慧物流 2017 年在上海建成了全球第一个全流

程无人仓，2018 年 3 月 12 日，京东集团“亚洲一号”

现代智能化物流仓落户天津静海开发区。

仓储物流需要大量的信息交互，进出仓库自动读

取信息，自动对仓库内存货的品名、型号、位置、数量、

状态、移动及状况等采集，并传输给仓库智能管理系

统。除此之外，包装需要与消费者互动，增强用户体验，

在此基础上创新商品销售模式。但是，目前使用信息

交互手段主要是依靠二维码、NFC 标签和 RFID 标签，

通过激光扫描、红外扫描、手机或专用器具识读，应

图 1 典型温度指示器示例

现有智能包装要求具有感知环境、自适应环境、

与外界有自动信息交流的功能。通常由若干智能材料、

智能元件、中央处理单元等构成的信号（发生、记录、

储存、发送）处理器和控制器。其中，智能材料包括

各种导电、温敏、湿敏、气敏、光敏、磁敏、压敏、

形状记忆、气体选择透过等功能材料。智能元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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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指示器（如时间 - 温度指示器、密封性指示器、

新鲜度指示器等）、各类传感器（如重力传感器、加

速度传感器、PH 传感器、生物传感器、气体传感器、

二维码和射频识别标签（RFID）等。消费者购买的是

被包装的商品，而非包装本身，涉及的感应元器件的

研发、生产成本和包装可承受的价格是一对矛盾。如

何有效降低智能包装的成本是智能包装的关键，比如

通过卷到卷印刷制备感应电子元器件，通过高速来降

低单位成本。

3 结论

产品包装安全，无人超市、物流、仓储 ；商品与

消费者互动均对智能包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智

能包装在感应环境、信息交互，以及制造成本方面均

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应加强开发包装用智能感知 ( 光

电、温敏、湿敏、气敏 )、信息记录与显示元器件及其

低成本制造技术 ；开发基于二维码、RFID 标签、红

外感应、激光扫描、全球定位系统等物联网新技术 ；

研究商品信息数据管理 ( 采集、加工、数据安全、信

息展示 ) 新技术 ；从包装角度深度拓展以“互联网 +”、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场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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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eaching of art and design majors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arke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skill training while ignoring the study and cultivation of art 
design theory, which has led to an increasingly obvious phenomenon of “marginalization” in art design 
theory course. Why are the important courses for art design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 level “marginalized”? This paper proposes coping strategie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marginalization” and studying its impact.  
Keywords: art design theory course; marginalization;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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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理论课“边缘化”的背后

Behi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Art Design Theory Courses
GAO Ping, ZENG Xiao-lan

摘要：近年来，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深受市场影响，在越来越注重技能训练的同时忽略艺术设计理论的

学习与培养，导致艺术设计理论课“边缘化”现象日益明显。为什么对艺术设计类学生提高艺术创造力及

审美水平的重要课程会被“边缘化”？本文从分析“边缘化”的表现及研究其所产生的影响基础上，提出

应对策略。

关键词：艺术设计理论课；边缘化；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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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理论课程是整个专业群的教

学体系中最不引人注意、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很多

艺术理论课的教师对教学效果极不满意，教学成果与

教学目标不成正比的同时学生又认识不到艺术设计理

论课的重要性，整个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都存在重技

法课程教学轻理论课程教学的现象。针对艺术设计理

论课“边缘化”的状态，应该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并提出改进的措施。其实，艺术设计理论课是专业必

修基础课程，是培养艺术设计专门人才正确的价值观、

艺术观的重要课程，必须明确其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点、

研究方法、具备能力甚至到情感色彩。

1 艺术设计理论课及其“边缘化”的表现

1.1 关于艺术设计理论课

艺术设计学科是国内绝大部份综合院校都会开设

的应用型专业，其专业课普遍由三部分共同组成 ：一

是造型类课程，如素描、色彩、速写、平面构成等 ；

二是专业课程，如图形图像处理、项目设计等 ；三就

是艺术设计理论课了。从课程体系上来看，三类课程

可以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艺术

设计作品需要扎实的造型能力，同时也需要设计的创

意思维，作品需要内涵就更离不开设计史论知识。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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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理论课程是可以使该专业的学生在进行艺术设

计创作中，学会用逻辑的思维来应用传统文化元素，

结合现代视觉特点进行有创意、有民族特色的方法。

具有提升未来设计师理论水平、开拓更加广阔的艺术

视角、同时也可以提升艺术审美，从而能够形成独一

无二的设计风格。

1.2“边缘化”的表现

笔者通过多所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情况调

研后发现，很多院校的师生对艺术设计理论课不够重

视，学生仅是为了拿到相应的学分而应付考试，使课

程失去原有的目标和意义，而主导应用型的艺术设计

类专业，理论课程在整体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就得不

到重视，日益“边缘化”。

1.2.1 对艺术设计理论的研究不够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经常被当作“虚无缥缈”的课

程，实践性不大，设计课才具有“动手”的实践性，

才是“务实”的。在专业理论的学习、认识、应用上，

主张弱化的教学团队大有人在，从而导致在科研经费

的投入、师资的培训等都大打“折扣”，严重偏向“造

型类”和“专业类”课程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1.2.2 艺术设计理论教师的“边缘化”

很多动手能力强的艺术设计行业人员都认为理论

课是一种“说教”，不能理解其教学与应用价值，从而

在学科建设、团队建设、甚至职称评审等都无法与专

业课教学团队相比拟。由于理论教学实践性弱，很多

院校都安排设计实践的教师来担任教学，被认为人人

都能上的课程，从而教师团队也被“边缘化”。

1.2.3 课时日益减少，时间安排不科学

尽管教育部于 2011 年《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及其它发文中作了关于理论与实

践课程安排的硬性规定，但各艺术院校总以各种理由

变相削减课时，不仅如此，理论课的教学时间通常被

安排到师生精神状态比较疲惫的下午甚至是晚上，丝

毫不考虑教师与学生的感受。

1.2.4“大班教学”成变相“放羊”

随着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需求的不断加大，各艺

术设计类专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由于师资条件

等不受重视，许多院校把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学调整成

“大班教学”。少则一百人甚至几百人同时在报告厅性

质的场所学习，很多行之有效的现代教育手段无法得

到有效的实施，师生都难以适从，变相成了“放羊”

教学。

2 艺术设计理论课“边缘化”的背后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是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的，不管哪一个行业、领域都需要对其理论及美学进

行研究和探索。这也是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所应该具备

的专业理论水平，然而这么重要的课程在教学实施过

程中出现上述的“边缘化”现象也并非偶然形成的。

2.1 艺术设计市场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艺术设计市场的需求不断加大。

众多的高校都相继新设相关专业或者不断地扩招。艺

术设计教育过快地发展，使教学质量下降、培养目的

出现了偏差，同时国内外设计交流越来越多，互联网

的发展使设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快速的发展

中，过于注重“实用”主义，缺少足够的专业理论支

撑使院校培养的艺术设计人才在就业的道路上手足无措。

2.2 理论课本身特点的影响

艺术设计理论课与造型课和项目设计课完全不

同，其有专门的抽象概念，同时又具有较强逻辑性。

要想让理论知识发挥出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必须下苦

功才能达到，而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普遍因为知识面

不够广阔，长时间处于可视化的图像思考模式，所以

在文字表述过渡到视觉图像的思维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这也是导致艺术生对理论课不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培养方案及师资的原因

各类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通

常是由专业课的教师来主笔，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业

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而在课程设置上通常因为课时

太少，内容太多，教师难以把握好教学进度，甚至要

选择性的进行内容删减，容易出现内容不系统、不全面，

对本不看重理论学习的学生进一步造成不良影响。

2.4 学生自身的原因

由于艺术设计类专业本身所具备的实践性强的特

点，使众多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课认识不够，觉得理

论学习可有可无，只需要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背一下书

就行了。而这个观点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将来从事艺

术设计行业的工作，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和审

美要求的。

3 应对“边缘化”问题的策略

以上分析了艺术设计理论课“边缘化”的表现及

其形成的原因，从中可以反映出市场、学校、教师、

绿色包装研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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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进行实践内容的安排，

授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开展设计项目分析的实训。

例如用形式美的法则去分析国内外知名建筑的美学原

理等，让学生们在规定时间内在课堂上进行阐述。理

论课教师改变单一的授课方式，在课堂上推广“快题

设计”来巩固理论知识，可以起到激发思维和活力的

作用。

其次是将理论课堂开到工作室甚至企业。教学日

历中提前做好部分课时去工作室，邀请专业设计师传

授工作经验，例如讲到设计流程、设计管理、设计评

介等内容的时候，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学生深入到实

践一线与设计师进行有效的沟通，体会理论知识的重

要性。

4 结语

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是以培养具有专业理论素养

和专业技能的艺术设计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必须在技

能性培养的同时，立足于专业理论和艺术素养，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高尚情操和文化内涵的艺术设计师。

要实现以上培养目标，就必须认真审视艺术设计理论

课“边缘化”的成因与表现，研究其应对策略，在结

合我国传统艺术文化、哲学思想等的基础上充分借鉴

与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成果。同时注重师资队伍的

建设，改进和创新教学模式，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

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能力。总之，艺术设计专业理论

课是不应被“边缘化”的重要课程，是培养学生专业

素质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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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根据相关的

问题进行探索。

3.1 营造良好的艺术设计市场

形成良好的艺术设计市场，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

行业良态。全社会艺术设计行业从业人员都应该努力

营造一个有利于专门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增强创意、

创新的艺术设计，减少甚至杜绝过度借鉴他人设计作

品的现象。

3.2 重新审视艺术设计理论的重要性

高校艺术设计理论课不被院校所重视，是教学环

节中消极的一面。学校管理人员、授课教师要充分认

识到艺术理论是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升审

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学好专业理论是成为优秀设计师

的必备素质之一。

3.3 建立专业的理论教学团队，回归小班教学

笔者在前面提到，许多院校由于扩招等原因造成

艺术理论专业教师不足的情况。建立专业的理论教学

团队，促进小班教学。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要根据学生

人数及科学的师生比例，改变 “艺术理论”教师“边

缘化”的状态，认识教师团队的作用和价值。教师也

要清晰认识自我，积极与设计实践指导老师和行业工

作人员交流沟通，亲自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勿

只是“纸上谈兵”。艺术理论课应该回到小班教学的形

式，特别是艺术类专业素养的培养。艺术的创意讲求

独一无二，因材施教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大班教学的

不足显而易见，不利于个性培养。改善艺术设计理论

课程的教学条件，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水

平和质量，促进艺术设计理论教学的良性发展。

3.4 艺术设计理论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

前面提到，理论课教师首先要投入到实践中来。

而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也是提升学生应用理论、实

现理论价值的内在要求。理论水平的提高虽不能在短

短的几门课中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学生在学习技术的

同时结合一定的理论知识，使学生认识到理论的学习

是和技法的学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各高校都实行

了学分制、应用型的教学，理论课往往减少课时，让

位于实践课。这种通过行政手段强行缩减理论课的做

法实在是得不偿失。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进行一定数量

的理论书籍阅读并通过阅读分享的形式来形成良好的

理论学习环境。根据笔者的经验，艺术理论与艺术实

践的结合可通过如下两种方法进行开展 ：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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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worse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gh scarcity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that has arous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China has also been gradually changing in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of liquor consumption. Whether 
the operation philosophy of liquor can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econom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liquor, the package design of liquor can reflect the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l the more.
Nowadays, high-end liquors have become preferred gifts for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gift attribute of liquors, enterprises endeavor to embody the top grade and luxury of liquors 
through package decoration. Due to lack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standards on the market, some liq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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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高度缺乏，环保已成为当前全球各国所关注的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理

念也逐渐向环保化、健康化转变。作为白酒消费大国，白酒经营理念能否向环保化转变对资源节约和低碳

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于白酒的生产过程，白酒的包装设计更能反映环保理念。

如今，高端白酒已成为人们走亲访友的首选礼品，为凸显礼品属性，企业通过包装装饰来体现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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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包装，夸张的装饰和复杂的结构使得消费者不得不花重金在即将废弃的包装盒上，导致包装过度、浪

费资源又污染环境。

高档白酒消费群体中有较多高文化程度、高收入者，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理念和意识都比较时尚，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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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们应与时俱进、创新设计，以冷静、理性的思辨来反省白酒包装的劣势，让越来越多的白酒包装开始

融入绿色设计理念。通过包装设计提高包装的绿色效能，使白酒产品从一种简单的满足人类需求的低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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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蒸馏酒，白酒历史悠久、品

类繁多、名酒荟萃，白酒是快消品、是礼品、是面子、

是文化、更是情怀。目前，市场上的酒类包装琳琅满目，

由于设计水平参差不齐，使包装在现实应用中存在诸

多问题。

1.1 当前白酒包装的现状

“十三五”消费趋势显示，我国消费形态由温饱型、

小康式消费向炫耀性消费、品牌消费、品质消费发展。

新消费时代的来临，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大规模

兴起，已成主流。随着以茅台为首的名酒产量增加，

白酒行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整个包装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产值和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017 年白酒包装总

产值近 2000 亿元，新形势下，白酒的包装重要性越

发凸显。

包装对于白酒，一是容器、保护白酒 ；二是载体、

传播品牌文化。包装是一种深度的产品研究，是产品

塑造的美学展示、形象特征，是这个时代内在精神的

外在表现形式。从市场角度来看，包装也是消费者认

识产品的第一印象，重要性已无需置疑。按照多品牌

单一定位战略，各大酒企在高、中、低档价位，均针

对不同渠道及消费人群特性，差异化设计研究产品包装。

白酒包装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产业，在我国白酒包

装物在一次性使用后就成为废弃物的比例大概占白酒

包装总产量的 70%，而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对环

境的污染不言而喻。目前，我国白酒包装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 ：对绿色包装设计理念模糊，没有深刻地理解

绿色设计的意义，没有兼顾实用性原则，包装的功能

单一，开发之初没有从包装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来考虑

其对环境的影响。

1.2 白酒包装四大趋势

1.2.1 白酒包装重文化

白酒包装并不能直白拷贝传统历史文化，因为文

化不是简单的标签相加，而是一种创造，是通过再设

计切入现代生活中新的生活方式，要探求白酒美学，

挖掘高于白酒物质属性的精神属性，把白酒文化融入

到饮用过程体验中，让大众体会到白酒真正的美妙 

之处。

文化的跨界融合也是白酒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将

白酒文化与其它艺术形式结合，赋予产品更高的价值。

如国馆酒，致力酒文化的研究和探索，通过白酒与艺

术跨界结合的方式，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更

多的人领略中国传统之美，让美酒成为中国文化最温

暖的表达方式。舍得酒也在文化上做了新的尝试，包

装设计用简洁色块和汉字，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enterprises wrongly identify high price with high grade, so that they produce luxury packages by following 
the trend. Due to exaggerated decoration and complicated structuring, consumers have to spend a huge 
sum of money on the packing boxes which will soon be abandoned, thus resulting in excessive packing, 
resource was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consumer group of top-grade liquors has a higher degree of education, a higher income and a more 
fashionable consumer philosophy and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win the market, liquor 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design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reflect on the disadvantage of 
liquor packing calmly, rationally and critically, so that the philosophy of green design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ackages of liquors. These enterprises should try to promote the green efficiency of packages 
through package design, so as to sublime liquor products from a simple low-grade mode of meeting 
human demands to a realm of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growth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resource economization; excessive packing; green philosophy; innovative design; high-end 
liqu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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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人生、品味舍得”文化价值观 ；同样双沟

珍宝坊用“自由勾兑”的设计形式，诉说“懂得通融、

方能从容”的人生哲学。

1.2.2 白酒包装简约化

国内很多白酒都属于过度包装，而国外酒包装则

比较简单，随着传统包装中比较繁琐的材料被创新材

料取代，包装是在做减法，目前是名牌高端酒简约化、

非名牌高端酒奢侈化。成本的控制，材料的革新，加

之大众审美趋势，业内人士一致认为白酒包装的简约

化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1.2.3 白酒包装环保化

随着社会化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越来越期待白酒文化能得到更准确合理的诠释。另

一方面，绿色理念也被贯彻到人民的生活细节中，在

包装设计领域，不管是保护产品安全、文化传播，还

是合理利用资源、对环境友好，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1.2.4 白酒包装个性化

如今白酒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这迫使白酒必须从

产品形象、文化营销等方面来寻求突破。包装设计恰

巧可以结合文化来标新立异，传递品牌文化价值。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人们选择越来越个性。圈子经

济效应映射到白酒行业便是个性化定制产品的出现。

2 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也称生态设计、环境设计、生命周期设

计或环境意识设计，虽然叫法不同，但其内涵大体一致，

起源于人们对环境和生态破坏的反思，本质是可持续

性发展，也就是说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里，要着重考

虑产品环境属性，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尽量减小能

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产品和零部件的回收再

生循环利用。

2.1 绿色设计的目的

绿色设计的目是通过设计的力量，满足产品作为

商品的基本属性，准确赋予其品牌文化价值 ；更是将

绿色包装和产品属性有机结合，研发对生态环境和人

类健康无害、能重复使用和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包装。

2.2 绿色设计的意义

绿色设计使构建产品的零部件材料得以充分有效

应用，可以减轻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 ；是顺应国

际环保发展趋势的需要 ；是突破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之一 ；更是促进包装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2.3 绿色设计的要求

每一种包装设计都反映了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

绿色设计和传统设计在设计依据、设计人员、设计工

艺和技术、设计目的等都存在很大差异。绿色设计要

求在设计产品时必须依据环境效益、生态环境指标、

产品功能、性能、质量及成本要求来设计，选用合理

的原材料、结构和工艺，同时注意在制造和使用过程

中选用低能耗、可回收材料。

3 绿色设计如何运用在高端白酒包装上

白酒包装组件主要有瓶、盖、盒、箱、手提袋及

其它装配、保护、宣传性能的配件。以高端白酒为例，

除以上组件外，由于其特殊礼品属性，还可能附加礼

品组件。高端白酒存在体量大、结构复杂、多层包装、

组件众多、制作复杂、外观奢华等问题，包装过度是

行业常态，与绿色设计理念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强调表面形式和档次的包装使得人们失去了对传

统艺术及文化的追求，弱化了高端白酒作为礼品赠送

的真挚情谊和美好意图。所以，有必要从资源保护和

文化传承的角度对高端白酒设计重新思考，引导设计

走向合理、适度的方向发展。用绿色设计理念审视高

端白酒包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选用生态化的包装材料

发展绿色包装，材料构成是关键。所谓绿色包装

材料是指在生产、使用、报废及回收处理再利用整个

过程中，最大力度节约资源和能源，废弃后能够迅速

自然降解或再利用，不污染环境，而且来源广泛、耗

能低。按照绿色包装的定义，常用的绿色包装首先是

像纸张一样的天然植物纤维，它无毒、无味，自然降解，

也可回收再利用。生态化包装材料有保护性强、易操

作性、实用性、便捷性和节约资源性等共性。

3.1.1 原生态包装材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大量的生态理论，例如儒家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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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都阐述了人与

自然共生同存的思想。包装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实现盛

装、包裹物品，它完成一定的使用周期后，便会被丢弃，

造成资源浪费。一方面，原生态包装材料大多是便宜、

易获取的自然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可以降低资源与能

源的消耗，也遵循自然规律、容易降解，不会给环境

造成过多负担，从而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平衡。另一

方面，随处可见的天然包装材料，如竹、叶、棉、麻、

草及纸和布等，包含着千百年来人们对材料的认识和

开发，在原生态包装材料和形式相互作用下，展现出

来天然、朴素的自然之美。

在高端白酒包装设计中，运用原生态材料的创作

意图应与材料的自然形态相结合，相互传达一种自然、

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生态苏酒（天绣）产品（图

1）导入生态白酒的新型概念，结合双沟酒厂自身的

湿地资源，“构建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中国”，

在各类白酒中刮起清新生态之风。“天绣”取义双沟的

湿地是天地织绣而成的宝地，是天地孕育的精华，是

自然的精华、是生态的、健康的、绿色的。从包装上，

材质的选择都是贴合生态的产品理念。酒盒在内衬部

分放弃了以往的泡沫、塑料等非环保材料，选择了可

回收的牛皮纸屑作为酒瓶的缓冲材料。在外包上采用

了手工纸作为外包纸张，纸张质地质朴自然，抛开了

繁复的现代化印刷工艺，酒盒整体尽显自然生机。

3.1.2 仿生态包装材料

原生态包装注重材料本身的自然纹理及自然色彩

的表现力，较少地运用一些装饰手段，传达给人们一

种委婉、纯朴、素雅的审美气质。我们可以利用仿生

技术形成仿生形式的包装材料，延续并发展原生态材

料的美学部分，再现天然物质的外貌，如形态、肌理、

色彩等，形成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装饰手法运用在现

代高端白酒包装设计中，以达到包装形态自然与艺术

美的和谐统一。

洋河美人泉原酒产品（图 2）开发从绿色环保、

消费者需求和产品差异化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构思。器

型的创意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以淳朴善良的梅香姑

娘手提的酒坛为原型，结合宋代双耳瓶的巧妙，坛身

圆润饱满，浑厚中又不失灵气。在酒坛表面肌理处理上，

运用了手工雕琢枣核纹。黑陶古朴雅致，与枣核纹相

得益彰，浑然天成。作为旅游纪念赠酒，产品设计巧

图 1 生态苏酒（天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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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以仿竹篮手提套代替了盒及手提袋组件，既起到

功能性作用，又兼备环保作用，最终还更好展示产品

瓶质感。

3.1.3 选用可降解材料

可降解性，指在特定时间内，不可回收利用的包

装废弃物要能分解腐化，回归自然或生态。白酒包装

广泛使用传统塑料、泡沫等材质用来保护瓶体，工艺

多用植绒吸塑。而如何选用新型包装材料治理“白色

污染”，用纸托（YUTO 全降解环保材料）代替塑料、

泡沫等瓶固定保护组件是一研究方向。纸托，又名纸

浆模塑，是一种立体塑纸技术，它有如下优势 ：使用

天然纤维作为原料 ；可回收再用、容易降解 ；缓冲防

震性能好、易于成型 ；可根据需求进行整形、染色 ；

产品结构紧密，尺寸精准，表面平整，外观精美。

3.1.4 选用可再循环的材料

选用回收和再利用性能好的包装材料是实现绿色

包装的有效途径之一。聚苯二酸乙烯（PET）是可循

环的、清洁的、高质量的塑料包装，白酒瓶口内塞及

瓶盖材质上广泛应用。常规白酒容器为玻璃瓶，具有

化学稳定性好，抗污染能力强，阻隔性能好、对酒水

保存性好，便于重复循环使用和废料回收利用，制造

原料充足、制造工艺成熟等优势，但是存在制造过程

中能耗较大、加工制造效率较低，且掩埋地下难以分

解等问题。

3.2 合理化的包装设计

3.2.1 包装简化设计

我国每年产生的包装废弃物已达四千亿元。占城

市生活垃圾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包装垃圾数量还在

每年递增。许多高端白酒包装采用非常浮夸的形式去

包装产品价值本身不高的商品，注重外表和形式，忽

略功能和美感。完成短暂的生命周期后包装最终被废

弃，造成资源浪费，形成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

过度包装现象，甚至导致日趋媚俗的大众消费心理。

绿色设计要进行减量化的设计，在满足包装的保

护、审美、便利、销售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包装材料

的使用。首先，减少包装材料是最直接、有效方法，

减少原材料的方式有①包装体量化减小②包装组件层

数减少③寻找轻便环保替代性材质④通过设计减少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图 2 洋河美人泉原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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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分析梦系列（M3、M6、

M9）的升级换代历程，就通过绿色设计理念，在产

品提档的基础上展开包装简化设计。在品牌建立初期，

为向消费者展示滴瓶制造酒瓶、体现产品差异化设

计、紧抓消费者眼球促成购买行为，盒包装采用亚克

力及纸的组合形式，开窗式设计展示瓶体效果。由于

两种材质组合形式且大面积采用亚克力材质，盒材料

回收困难、且无法降解。2013 年，在梦之蓝品牌成熟

期，洋河酒厂对该系列产品进行大跨步升级，重点将

原 M3、M6 亚克力开窗半透明盒升级为常规纸制手工

盒，2017 年又对该系列高端产品 M9 进行瘦身升级，

使得产品完成向“小而精致”的华丽转身。梦系列升级，

通过控制材料的使用，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包装

不仅提高了材料利用率，也体现了低碳设计思想。通

过设计的力量、提升包装档次、提高品牌形象、做到

绿色包装和高端包装的完美融合。

3.2.2 优化包装结构

高端白酒属性定义了其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格

调，设计时优化包装结构，在增加产品趣味性的同时

节省材料。内结构设计的不合理是浪费材料的主要原

因之一，反之如果内结构设计合理，不但有良好的保

护商品的效果，而且能节约大量的包装用材，特别是

纸张。这就要求设计师要了解印刷工艺，在酒盒内结

构设计时展开形式尽可能呈方形，因为印刷成品的切

版工艺中，是容易造成材料浪费的。通过包装物的结

构设计来实现绿色包装。通过改变包装形状，使产品

运输更加便利。目前高档白酒瓶体固定材料基本是泡

沫垫、植绒吸塑、绒布等等，这些材料无法降解、制

作工艺对环境均有较大影响。如何通过结构设计，既

起到固定保护功能，又展示产品美观高档，还具备环

保意义。如生态苏酒（天绣）产品，设计结合瓶尺寸

及盒型结构，使用牛皮纸折叠结构固定瓶口及底座，

既环保又美观，让人耳目一新。

3.2.3 设计避免污染性工艺的使用

为避免白酒包材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危害环境问

题，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避免使用蒙砂工艺、电镀工艺，

且结合产品设计理念，瓶尽量保持原玻璃料质、尽量

避免使用大面积喷色玻璃瓶，从而减少喷涂工艺，增

图 3 梦之蓝·封坛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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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瓶回收再利用可能性。

在 2011“世界学生之星”国际包装设计奖获奖作

品中，“一纸成型”设计法用一纸成型包装纸类中的牛

皮纸为主要材料，包装整体结构呈“S”型，美观大方，

工艺简单，材料耗用量少，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具有

很好的环保效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3.2.4 包装再利用设计

包装再利用设计是设计师通过绿色设计将白酒包

装完美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利用包装的材质、造型

特征，让包装物成为产品实用功能的一部分，给包装

增加附加价值，从而达到低碳环保、重复利用的目的。

功能延伸设计使得白酒包装物在完成流通过程到达消

费者手中后，仍能发挥“余热”或依旧具有“使用价

值”，相对传统的“即抛型”包装而言，它的功能在得

到延伸和拓展，可以多次再利用。

此类包装不仅具有保护物品的功能，同时还兼顾

了实用、便捷的绿色设计理念，能够更合理地利用白

酒包装物。如设计师将纸盒外包装设计为手提袋，白

酒的包装盒将会伴随白酒一起使用，一方面它在运输

和销售的过程中，能起到保护白酒的作用，另一方面

当完成购物时，它又可以成为一个手提袋。

3.2.5 产品设计文化及环保理念一体化

从绿色设计减少环境污染的角度看，在新的白酒

包装开发设计时，合理地规划出白酒包装废弃物可以

发生变化的方式，使用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

性地使用白酒包装，使其功能得到扩展和延伸。经常

变换使用功能，可避免单调乏味，保持包装的新鲜感，

使白酒包装不会因为功能单一而过早地废弃，在延长

白酒包装使用寿命的同时也减轻了因白酒包装废弃物

造成的环境污染。

梦之蓝·封坛酒产品（图 3）的设计摒弃了过多

的纹样装饰，盒型双面开窗设计的简洁表达，尽显低

调的奢华，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还原本真。越是质朴

无华的包装，才能道出时间的沉淀，才能道出梦之蓝

封坛酒的高品质。通过盒型开窗结构，便于产品的展示，

同样丰富了“封坛”、“储藏”的概念。

虽然环境问题是长期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可

以通过人们的努力来减轻环境问题，从点滴开始做起，

从小事做起，不仅仅是节约资源、废物利用等方面内

容，更重要的是转变人的意识、观念，只有将人的意识、

观念转变为自发的、本能的行为，才能真正实现绿色

环境，希望人们（包括设计师）意识到设计本身就是

改善环境的重要方式。跬步千里，建设生态文明是一

场设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

革命性变革，相信高端白酒包装绿色设计理念的应用

一定能为“美丽中国”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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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features of appreciation and craft of Shu brocade by the 
analyzing of its history and producing. Concentrating on its appreciation to reveal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expressions and additionally seek for the correlation of social life to do designs. In this sense, we are 
able to do the unique designation of Shu brocade in turn to protect our traditional handcraft and fit our 
appreciation better.
Keywords: Shu brocad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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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的蜀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通过“南方丝绸之路”

从成都传播到印度、越南、缅甸至南亚地区；也由“北

方丝绸之路”的中心西安传播到新疆至欧洲。蜀锦在

历史长河中充当着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

蜀锦历史悠久，在我国织锦工艺上曾经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成都蜀锦在建国后除少量作为蜀锦工艺

品或实用品外其余都是附加值很低的面料。90 年代后

各种产品逐渐丰富起来，蜀锦由于没有发展创新，到

了濒临灭绝边缘。2002 年政府对蜀锦厂进行了兼并改

制，创立了蜀锦织绣博物馆品牌，对蜀锦实施了传统

工艺保护、发展的措施以保留其核心工艺。为了让传

统手工艺与现代实用品结合，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

同时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以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是我们对于蜀锦手工艺传承所肩负的使命。因此以蜀

锦文化为基础、以蜀锦工艺为重点、以现代创意设计

方法和适合文创产品的包装创意为手段来研发蜀锦文

化创意产品，是我们开发蜀锦文创产品的目的和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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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蜀锦历史沿革及特征
蜀锦，又称蜀江锦，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蜀国

（今四川成都一带）所出产的锦类丝织品，以经向彩条

和彩条添花为特色，有两千年的历史。蜀锦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经历了几次变革期。

1.1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221 年）

我国最早出土的织锦始于西周，春秋时期逐步增

多。从战国时期出土的最早织锦“织彩为文”锦来判

断最早的时期应该在战国时期。

前期以对称形的菱形、对龙对凤等较简单的几何

图案为主（如图 1 所示），后期图案逐渐从几何纹样发

展到鸟兽纹，色彩一般为暖色调，纹样以黄、红、绿

三色为主（如图 2 所示）。

这个时期的纹样较为简单，基本为几何纹和写意

变形的花卉、动物纹，纹样多见祥禽瑞兽、穿插吉祥

铭文（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1 塔形纹锦（战国时期）

图 2 舞人动物锦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图 3 长乐明光锦 （秦汉时期）

图 4 五星出东方锦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图 5 对羊灯树纹锦 （魏晋时期）

1.2 秦汉时期（前 221-220 年）

秦灭六国“移秦民万户入蜀”，中原先进织锦技艺

进入蜀国。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

濯锦”。成都成为全国织锦生产销售中心。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 265-589 年）

蜀锦仍是经锦，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

纹样带中亚、西亚风格。多用鸟兽形态安详静态，

对称置于集合框内，一般是对鸟、对兽和带波状主轴

的植物纹样（如图 5、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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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隋唐时期（581-907 年）

三国以来闻名全国的蜀锦，唐代更为臻善臻美。

益州大行台窦思伦设计了大量新颖的蜀锦纹样，蜀人

谓之“陵阳公样”。

纹样特点是各式的宝相花图案，还有受西域萨珊

波斯纹样的影响形成的双联珠团窠龙纹、卷草凤纹、

对鸟纹（如图 7、图 8 所示）。

1.6 明清时期（1368-1911 年）

南宋以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江南三织造崛起，

特别是明朝末年的农民战争，蜀绣衰落，到清朝才逐

渐恢复。明清蜀锦在技法上继承了唐宋的蜀锦，形成

了最具特色“蜀锦三绝”——雨丝锦（如图 11 所示）、

月华锦、方方锦（如图 12 所示）。

纹样特征为卷草、写生鸟、几何纹样（多为六边形，

类似敦煌藻井图案风格），具有前期所有蜀锦纹样图案，

色彩内容丰富。

图 6 胡王牵驼锦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图 9 红地八答晕锦（宋元时期）

图 10 缠枝花卉纹锦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图 11 雨丝锦（明清时期）

1.5 宋元时期（960-1368 年）

宋元蜀锦清秀典雅，北宋，官府在益州（今成都）

建立绫锦院、成都府锦院，此时，四川、江苏、浙江

并称为全国丝织业三大中心。

这个时期的纹样种类达二十余种，其中八答晕锦

是最具特色的，在唐朝的对称纹样的基础上去创意，

用色采用晕绣间套色手法，在方形、正六方形的几何

纹样的骨架中以填满牡丹、菊花和宝相花（如图 9、

图 10 所示）。

图 7 四天王狩猎锦（隋唐时期） 图 8 唐黄地对鹿纹锦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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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蜀锦的演变、装饰及工艺特征的分析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装饰特征方面 ：随不同时代的流行趋势而改变，

但经典装饰纹样一直流传至今可作为主题纹样使用。

每一个纹样都有着特殊的吉祥的寓意，背后有着一段

精彩的故事，寓意特别符合现代人讨好彩头的习惯，

故事特别容易延伸商品与顾客的情感联系。

工艺特征方面 ：伴随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蜀锦

由经锦变为经纬交织提花，使得花色更加丰富，题材

更加广泛。现代蜀锦有月华三闪锦、雨丝锦、方方锦、

条花锦、铺地锦、散花锦、浣花锦、民族缎八种，均

源自明清两代形成的流霞锦。

2 蜀锦博物馆介绍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的蜀锦历史悠久，在我国织锦

工艺上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都蜀锦在建国后

除少量作为蜀锦工艺品或实用品外其余都是附加值很

低的面料。90 年代后各种产品逐渐丰富起来，蜀锦由

于没有发展创新，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2002 年政府

对蜀锦厂进行了兼并改制，创立了蜀锦织绣博物馆。

该博物馆是全国唯一拥有全套手工蜀锦制作工艺和蜀

锦历史文化展示的专业场馆。博物馆有历代蜀锦、蜀

绣、服饰、纺织机具展示，展品由蜀锦、蜀绣工艺品、

艺术品展示销售三大部分组成，另设蜀锦蜀绣制作工

场及大师工作室。博物馆对蜀锦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

拯救、发展措施，以保留其核心工艺（如图 13、图

14 所示）。

3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现状

文化创意产品，就是其创意思路来源于文化的产

品，并将文化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提取出来分

析转化成设计要素，设计运用在符合现代生活的形态

上，以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

目前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的现状是 ：

3.1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研发

北京故宫博物院广泛征集有创意的作品并与有实

力的设计公司合作研发，与合作企业采取利润分成的

形式 ；在公司内部定期进行投票选出最喜爱的博物馆

藏品并提取创意元素给与奖励 ；和学校及政府合作组

织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集思广益。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

产品种类繁多，主要为实用品、办公用品、礼品、服

饰类产品，其大多以宫廷生活为主题，将中国清朝时

期的宫廷文化元素应用在文创产品上。

3.2 台湾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特点

文创产品多以馆藏文物的图形符号为基础 ；与现

代创意设计结合（突出构思的巧妙）。

博物馆文创产品做工精细，多在包装和文字上下

功夫 ；文创产品主要是以藏品为主题划分系列，品类

大致有工艺品、陈设品、实用品，文具、服饰品等种

类比较多，做工也较为精致。

3.3 台湾诚品生活松烟店文创产品

位于松山文创园区的诚品生活松烟店以扶持台湾图 13 文创产品展示区

图 14 蜀锦文物展示区图 12 方方锦（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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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文化再生规划与设计—经营管理阶段（由

展演活动与具文化象征的商品研发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蜀锦博物馆正是由手工展示与蜀锦经典的历史符

号研发带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

（3）文创产品作为大众消费品正好补充了博物馆

产品的不足。

4.2 蜀锦文创产品研发

4.2.1 蜀锦博物馆收藏品类创新研发

文物收藏品类产品的研发主要是两类产品的研

发 ：一是针对蜀锦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典纹样，把这种

传统文化应用到实用品中，使其能够更好的融入现代

生活，把博物馆的记忆、文物特征、历史带回家，通

过将博物馆器物的代表性图案融入到有一定实用性的

产品中，使其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功能性。因此

要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情景浓缩成一个主题，然后把这

个主题和故事告知受众，通过活态展示的方式、体验

式活动等，都可以成为博物馆教育中长期重要的展示

活动，使博物馆展示具艺术感染力和体验真实感，成

为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展示方式。博物馆可以根据不

同时代的经典纹样建立延伸体系，创造属于博物馆的

特有的产品。

另一类是针对蜀锦的织造工艺，结合蜀绣产品的

工艺特点和博物馆优势，创造市场的差异化产品，提

升手工锦的文化价值。系统化的分析及整理原有产品

的优劣势，及解决博物馆工艺品如何升级换代和解决

包类加工工艺的问题。

蜀锦博物馆收藏品的研发重点是工艺品类的卷

轴、框画、小坐屏的更新换代及陈设品和服饰品的新

品研发。原因是这类产品有比较好的市场需求，加工

工艺相对成熟，产品供货及时，还有目前家装行业既

有品位又有文化特点的陈设装饰品不多，因此将重点

放在这类产品上（如图 15 所示）。

本地品牌以及跨界多元表演为内容 ：从设计产品到音

乐舞蹈、电影和旅游无所不及，是文创产品从基因密

闭复制向基因演化的又一个突破点。台湾诚品松烟店

的特色 ：诚品特色工艺师与设计师工作室（文创展售

平台，工艺品与生活用品展示）开拓当代文创设计和

制作的多种可能 ；诚品表演厅 ：有多种不同形式的文

化的演示，包括音乐、舞蹈、电影、戏剧 ；诚品书店 ：

经营理念是“人物文学、知性乐活、创意美学”，书店

的主打产品是：茶、黑胶唱片、书籍、影音产品、文具、

礼品 ；诚品自营服饰品牌主要为华人新锐设计师品牌

提供展售合一的平台 ；诚品生活自营文创生活杂货店

品牌：文创生活杂货、礼品、家饰家具等创意生活用品；

诚品自营餐厅品牌 ：引进以茶文化、酒文化的精髓为

核心理念的有创意的品牌。

4 蜀锦文创产品开发

4.1 文创产品开发的目的

蜀锦博物馆以传承手工织锦工艺为责任，以推广

锦绣应用文化方式为目的，以创新蜀锦产品为基础，

为了全面提升博物馆的竞争力，推出文创产品的目的

是为了在应对市场竞争的同时，为未来开辟出新的有

别于同行产品的新领域。为适应市场的多元化竞争推

出了全新的文创品牌产品线，基于此目标战略，蜀锦

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的类别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蜀锦

博物馆收藏品类产品创新研发，蜀锦博物馆文创产品

研发。

博物馆产品设计开发将立足于工艺品、收藏品的

更新换代和创意产品的研发，同时重点开发博物馆文

创产品。原因是博物馆的卖场是目前公司主要的销售

渠道，也是蜀锦延伸产品的文化基础，产品开发立足

于博物馆产品的更新和开发的同时加大力度研发属于

蜀锦特有的文创产品。因此需要在蜀锦文化元素提取

和创意产品上下功夫，以适应市场未来发展的需求及

实现文化企业战略规划转型。

文创产品研发的重点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1）文创产业在 1980 年来起到的作用 ：复苏没

落的传统产业 ；积极恢复现代文化后断裂的历史传统

文化，使之被大众接受和认知，这也是蜀锦博物馆肩

负的使命。

（2）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整体发展历程中的经历： 图 15 根据蜀锦经典纹样设计的手帕（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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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锦大师的手工精品 ：由蜀锦大师为历史经典纹

样及艺术家作品制作的蜀锦精品。

结合地方特色的蜀锦工艺品 ：卷轴、框画、坐屏、

锦片绣片多以成都地域特色的主题系列（芙蓉花等）

为题材（如图 16 所示）。

陈设品 ：蜀锦的经典历史纹样系列产品，如桌旗

抱枕等（如图 17 所示）。

服饰品 ：服装、丝巾、包类（如图 18 所示）。

工锦的产品设计应用。

4.2.2 蜀锦文创商品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是以博物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

典蜀锦蜀绣纹样为元素，开发不同材质的文化创意产

品，要以年轻时尚人群的喜好为目标，以生活实用品

为载体，设计出一系列富含文化内涵的有创意的实用品。

博物馆文创产品类别 ：

（1）办公用品：笔记本、电脑包、鼠标垫、台历挂历、

明信片、笔套等。

（2）陈设品日用品：桌布、餐垫茶垫、摆件、茶具、

餐具、挂件、家居用品等。

（3）饰品 ：首饰（手链、挂饰、耳环等）。

（4）包类：钱包、手袋、收纳袋、手包、零钱包等。

（5）玩具 ：益智玩具。

文创产品以及包装开发使用的材料 ：纸质、纺织

品、pvc、橡胶、陶瓷、木质、皮质、金属等。文创

产品在包装上要体现博物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

和内涵，要有对所提取的历史题材元素有详细的文字

说明，以便于顾客在了解产品的同时了解其厚重的历

史文化。

博物馆产品橱窗的摆放也是根据不同的历史主题

进行陈列布置，使产品主题更明确，历史文化的氛围

更浓厚，更符合博物馆的特色。

5 结论

如何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市场结合，让消费者在

选购产品时了解其厚重的历史文化，提升产品价值，

是我们这代人对传统手工艺传承所肩负的使命。因此

以蜀锦文化为基础，以蜀锦工艺为重点，以现代创意

设计方法以及特色包装为手段来研发蜀锦文化创意产

品，是我们保护和传承蜀锦文化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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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成都地域特色的主题系列

(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

图 17 蜀锦的经典历史纹样系列桌旗抱枕

(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

图 18 蜀锦的经典历史纹样系列包类

（作品资料由蜀锦织绣博物馆提供）

陈设品类（桌旗、抱枕）既有升级换代又有新品

研发，桌旗抱枕的纹样继续沿用复制历史纹样，在款

式和造型的细节上要做改动调整。

服饰品类（丝巾、包类）这个品类既有升级换代

又有新品研发，蜀绣丝巾重点在纹样创新及印绣结合

的技法创新，原因是这类产品的加工工艺相对成熟并

且实用性强。

工艺品类（卷轴、坐屏、框画）作为升级产品会

在原来的装裱形式、风格和题材内容上作调整，收藏

品不做大的调整，蜀锦工艺研发重点在锦绣结合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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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elve chapter” pattern, whether it is from the beautiful decoration form, or from its inner 
meaning,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China cult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natural esteem, and yearning for heaven; reflect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China traditional art forms. This paper, taking the twelve chapter as an example, tries to analyze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rtistic features, so as to explore its source of endless vitality and its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sign.
Keywords: the twelve chapter;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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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传承与应用
——以“十二章”纹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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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章”纹样无论是从其华美的装饰形态，还是从其蕴含的内在意义来说，都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结晶，

表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推崇，以及对天道的向往；反映了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深远影响。

本文谨以十二章纹为例 , 试从其产生的起因、发展状况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剖析，探究其经久不衰的旺盛

艺术生命力源头 , 以及在现代设计发展中的传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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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装饰纹样从最初的部落图腾、陶绘、服

饰纹样、壁画到现如今多元化的纹样种类，无论是原

始社会中人们由于对自然的敬畏而发展成为宗教信仰

的图腾，还是人们对于纹样美好寓意的向往和装饰性

的需要，中国传统纹样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审美

的一个演变历程 , 承载了不同时代人们丰富多彩的思

想文化特征，“十二章”纹样则是这发展历程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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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章”纹样的历史源流及艺术特点

据《周礼·春官·司服》记载，周代有官名“司

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周天子用于祭祀的礼服即开

始采用“玄衣纁裳”，并绘绣有十二章纹 ；公爵用九

章，侯、伯用七章、五章，以示等级。在原始社会早

期，最初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存在的“十二章”，人

们将一些无法用当时知识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咎于神

秘力量，由此出现保护神一说，这也是原始图腾的由

来。在原始社会时期，不同的氏族有着不同的图腾崇

拜，他们通过将图腾画在生活用具上，在衣服上、建

在屋顶上，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图腾的崇拜和渴望被庇

佑。当时“十二章”纹样最早出现在原始彩陶文化中，

最多见的是日纹、粮食纹等纹样 ；到了奴隶社会，统

治阶级支配着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为了强

调其统治的权威性，将其拿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标志，

“十二章”纹样自此演变为古代的服饰等级标志。自此

以后，研究者大都将“十二章”纹样归纳为中国古代

帝王及各级官员朝服上绘绣的十二种图案，即日、月、

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见

图 1）。

“十二章”纹样经过历史岁月的洗礼，其每一个种

纹样中都各有含义 ：日、月、星辰主要是代表着至高

无上的皇权。“十二章”中的山将表示人具有沉稳的坚

强的性格，同时也寓意着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帝王能够

治理水土。在传统文化中龙作为一种神兽，其变化莫

测，主要将表示着皇权能够管理天下臣民。华虫通常

为一只雏鸡，其主要表示着帝王“文采昭著”。 宗彝，

作为古代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一般是成对出现，器

皿上装饰的虎纹和猴纹，寓意忠、孝之意。水藻，则

用来表示帝王冰清玉洁的品行。火，象征着帝王处理

政务公平公正，火焰的存在将是表示万众一心归于皇

权。粉米又称之为白米，寓意为皇帝养育自己的臣民，

安邦治国。黼，是斧头的形状，表示帝王做事情能够

果断从容。黻，为两个“弓”字相背，或为两兽相背

形，代表着帝王具备明辨是非、知错就改的美德。总之，

“十二章”纹样在古代寓意至善至美的帝德，表示皇帝

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

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2 “十二章”纹样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意义

中国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儒家所

推崇的中庸、人伦和谐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为

人处世，其所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是做人的根本，此八德对中国人的影响深远。同时这

八个字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受到了掌权者的重视。中国

俗语有言：“百善孝为先。”由此可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孝”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

里，妻以夫为贵，母以子为贵的思想是很普遍的社会

现象。纵观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其普遍都是采用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维方式，

家则国，国以为家。就像前文提到的“十二章”纹样

的寓意，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神学，但已经很明显

地在重视人的作用，礼的教化。“十二章”纹样作为皇

帝专属的纹饰，自然要对帝王身份的特殊性有所表现：

“华虫”示其文丽，“藻”则表其洁净，以现帝王之异。

而“火”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粉米”则是人类生存之

基本，从而彰显应对帝王之礼，应以尊重。明清时期，

奉行以中为美，因此龙袍的装饰图案则表现为团龙居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图 1 黼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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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样式，官员朝服上的补子也是一分为二。这些设

计，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的中庸思想。

“十二章”纹样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重要的装饰

纹样之一，封建王朝的陨落，“十二章”纹样并没有随

之而消亡。“十二章”纹样无论是从其华美的装饰形态，

还是其蕴含的内在意义来说，都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结

晶，表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推崇，以及对天道的向往；

反映了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悠久历史的人文精神载体，中国传统纹

样于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富

有民族特色的生动形象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成就了

中国传统纹样独具特色的装饰效果，为现代设计增加

了民族韵味。传统纹样的发展历经了几十个朝代，凝

聚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象征与代表。通过对“十二章”纹样的了解，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十二章”从服饰中

演变而来，从而衍生出了历代相传的冠服制度。从冠

服制度在每一个朝代的被完善，可以发现从奴隶社会

到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央集权不断地被加强，也从侧

面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于政治制度及国家形势一个

不断认识的过程。“十二章”纹样的发展轨迹也是中国

传统服饰的一个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漫漫长河之中，

见证了服饰文化从最初的襦裙到旗袍到现在的流行服

饰，在此过程之中提取出来的历史文化元素，对于当

代服饰文化的复兴起着莫大的作用。它时时刻刻提醒

着人们，莫忘源流。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纹样特别是

传统服饰纹样，以及带有中国特色的冠服制度，促进

当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壮大，进而从不同的角度传承中

国传统特色文化。

3 “十二章”纹样的现代应用

在这个崇尚简洁、高效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中

国传统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应当积极

地应用到现代设计之中时，在保留原有文化底蕴的基

础上，不断地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使之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观念。我们在寻求到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

之时，确立有本国特色的设计理念，在全球化的风暴

中保持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独特的民族文化魅

力征服世界。“十二章”纹样则扮演着这个角色。

根据已有文献资料分析得知，我国冠服制度起源

于夏商时期，在周朝的时候逐渐完善。作为封建舆服

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二章”纹样也是封建等

级制度物化的具体体现，自产生之始，虽历经几千年

的朝代更替，但是因其寓意深刻，仍然保持着最原始

的艺术形态，这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发展史中是不多

见的。

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高度现代化、信息化，新观

念、新技术、新材料以及各种艺术思潮层出不穷，我

们的设计空间也随之更加开阔。传统纹样也将与时俱

进，其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经过

加工再处理的传统纹样并没有丧失其原有的艺术神韵，

而是以崭新的设计形态应用于现代设计的各个领域 

之中。

中国移动的标志设计（见图 2），外观是一个接近

圆形的六边形，就是借助“十二章”纹样中“日”的

形象演变而来的，它是由一组回旋纹错乱的线条交错

成为一个为六边形的网络结构造型，其中蓝色是表示

的通信行业，而网络形状则是表示这移动通信过程中

形成的虚拟蜂窝状图。并且线条首尾相连，纵横交错。

从象形的角度来看则是握在一起的两只手，说明移动

通信的通信服务无微不至，表达出了企业从无形到有

形的服务。

图 2 中国移动标志

中国银行的标志图案（见图 3）因为他的立足点

与众不同，象征着中国金融的历史与发展，其整体造

型设计除了利用外圆内方的古钱币造型外，还结合了

“十二章”纹样中的“日”的形状演变而来，正是这份

浓郁的传统特色，体现出中国银行扎根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秉承诚信为本，服务至上原则，为大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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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金融服务理念。该标志识别性强，能够清晰地

印在人们脑海之中，和它将传统装饰纹样巧妙应用，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利用并且

利用心理学让观者感受到“十二章”纹样和现代设计

的巧妙结合，是很成功的。

最近几年，中国风作为一种流行趋势在世界各地

兴起，中国传统元素被大量地应用到当代服装设计之

中。无论是在近年彭丽媛女士随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

访问时的出访服装中，还是博鳌论坛嘉宾礼服中，亦

或亚太组织会议上各国首脑的特色服饰中，都能见到

“十二章”纹样通过现代工艺手法的巧妙应用，其不但

以独一无二的东方魅力和璀璨夺目的艺术形式吸引着

各国媒体的关注，也为当代服装设计行业提供了丰富

多彩、极具现代视角的实践经验，为时尚设计师们提

供了独特的创作源泉与无限的设计灵感。

4 结语

“十二章”纹样具有极其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作

为一种特定文化内涵的艺术符号，其从内容上涵盖了

人类繁衍生息的各个方面，蕴藏着东方神秘艺术魅力。

因此，深入研究、挖掘其艺术特征，古为今用，对于

我们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现实意义 ；对于创新

性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更加积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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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银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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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装产业循环经济的效率评价

作者 ：宾厚，唐荣，王欢芳，谢国杰

来源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8

摘要 ：为对中国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文章采用 DEA 模型计算包装产业循环经济综合效率、规

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结合 Malmquist 指数分析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并引入 Tobit 模型对包

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的影响，投入产出结构呈现不平衡，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随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动而变动，制度因素和资源利

用率是提高中国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消耗则阻碍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效率的提高。

绿色包装材料研究与应用现状

作者 ：周寒松

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2018 (3)

摘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 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和环

保理念、坚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 , 使用绿色包装材料、发展绿色包装业成为必然趋势。绿色包装材料不仅对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 , 具有保护环境的作用 , 同时能够被回收重复利用 , 提高资源利用率。本文详细介绍了绿

色包装材料的种类 ,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绿色包装材料的发展现状探究各类材料的适用范围。最后 , 举例说明了

各类绿色包装材料的具体应用现状。

Academic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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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公司产品包装形式策略优化研究

作者 ：袁园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2018

摘要 ：在现代社会，挂面作为日常快速消费品，产品更新换代频率较快，为博得消费者眼球，商家采取各

种方法让自己的产品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在影响挂面购买的众多因素中，产品包装作为被消费者最先接触到

的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产品的包装形式成为商家开始重视的推销武器。在理解了包装形

式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下，无论从消费者行为研究的角度，还是站在厂商角度制定营销策略，都是极其重要

的，甚至能影响企业的生命周期及市场份额。克明面业公司产品包装形式目前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现有包装形

式较为陈旧 ；第二，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与厂商对包装形式导向之间相矛盾。基于上述两点现存问题，本文选取

了克明面业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调研的方式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一个月内发生挂面购买行为的消

费人群进行调研，了解消费者对何种材质的包装形式比较认可，再通过不同包装形式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进行

调研，了解不同包装形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调研中主要运用的包装形式有 ：纸包筒面、塑包袋装、纸盒

包装、散称袋装，通过一手数据的收集，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与分析处理，并且给出分

析得出的结论和相应的营销建议。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 ：(1) 挂面购买目标人群以女性为主，并越来越年轻化 ；(2)

塑包产品对挂面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较大影响 , 其次是纸包 ；(3) 在塑包产品中，分扎有托盒并开窗 ( 透明材质 )

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 ；(4) 在纸包产品中，收缩膜和单包装对消费者购买有一定的影响 ；(5) 消费者

比较喜欢简约风格的外包装设计；(6) 消费者的购买渠道主要集中在大型超市。本文的创新点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以定量调研作为研究方法来研究包装形式不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通过与行业专家进行沟通，对现有包装

形式进行简单分类，分析了包装形式在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所起到的作用并以之形成策略。

学 术 前 沿

线上农产品包装应简约环保

作者 ：晓乐

来源 ：中国邮政报，2018 (3)

摘要 ：好的包装对于产品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农产品来说，精美、个性化的包装是突出产品特色，

提升售价和销量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农产品品种繁多，并不全部适用于精包装，特别是线上农产品销售。目前，

大多数销售线上农产品的商家只是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包装后上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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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绿色化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 ：刘建

来源 ：山西财经大学，2017

摘要 ：我国快递行业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崛起而迅速发展 , 但由于快递包装相关制度的建设滞后 , 使得快递行

业只重视业务量的增加而忽略了行业绿色协调的发展 , 快递包装没有进行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而成为废弃物 , 从而

引发快递包装垃圾问题。快递包装垃圾带来的不仅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量的增加 , 也改变了城市生活垃圾组成结

构。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农村快递物流服务网络的建设与完善 , 快递包装垃圾势必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农村生态环

境污染更加严重 ,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快递包装从设计阶段就将其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考虑进去。粗浅地

将快递包装垃圾作为生活垃圾进行处置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 这些都违背了我国绿色发展基本理念。

我国没有完整的《包装法》, 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跟不上快递行业发展的步伐 , 立法机构应加快相关法律的修订

与完善 , 使快递行业依法进行快递包装绿色化发展。快递包装绿色化应当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明确其基本内涵，“减

量化、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再生、可降解化”是快递包装绿色化发展的目标。欧盟、德国、日本包装立法成功实

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引入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并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及责任分配。虽然国内相关立法也有生

产者延伸责任的内容 , 但仍存在主体不清、责任模糊等问题 , 相关标准也存在很多空白领域需要填补。所以要达

到快递包装绿色化目标 , 首要问题是明确法律责任主体 , 其次就是对责任内容的细化 , 我国相关法律偏向原则性

要求 , 这需要相关标准的制定 , 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最后通过经济激励手段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照

循环经济理论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 , 快递包装绿色化相关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标准

化原则、材料无害化原则 , 依照这些原则明晰政府的管理责任、企业的经济责任、公众参与的义务。根据生产者

延伸责任制度 , 主体应当包含快递包装制造商、快递企业、电商企业、政府以及消费者。随后是对各方主体责任

的划分 , 其中包装制造商、快递企业、电商企业负有主要责任 , 因为企业对快递包装设计最具影响力 , 而包装设

计决定了包装产品废弃后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政府虽不是主要责任主体 , 但是却在整个制度建设中最具主导作用 ,

政府通过政策的引导、法制的建设、标准的完善、理念的宣传等行为尽其应负的责任。国外包装循环利用成功实

施重要的一环是广泛的公众参与 , 这也离不开法律的引导与监督。通过建立绿色快递包装评价标准、制定快递包

装设计及技术标准构建我国快递包装绿色化标准体系。政府通过补贴制度和专项基金来推动快递包装绿色化体系

的建立 , 在相关法律没有完善之前 , 鼓励行业协会联合相关企业和部门制定统一标准 , 或参照德国绿点公司来构

建我国第三方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系统，以此加快我国快递包装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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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解材料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探讨

作者 ：王滢

来源 ：湖北工业大学，2017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 这直接带动了对商

品包装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迅猛。同时 , 随着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 , 包装行业的绿

色发展与做好环保工作已经成为政府和包装行业日益重视的一个问题。设计研发出可降解的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 ,

是保护生态环境 ,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 , 已成为发达国家包装行业的共识。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可降解材料的发展现状 , 总结出可降解包装材料所富有的特性。同时通过分析包装的概念、功

能与作用及结构 , 总结出通过对包装材料的运用 , 包装可以达到保护商品、促进销售同时符合可降解原则的效果。

联系本文主题 , 可降解材料如果要成为包装材料 , 必须符合包装对可降解材料提出的几个性能要求。进一步通过

联系现有可降解材料作为包装材料的标准 , 我们分析各种可降解材料特有属性。在现有可降解包装材料应用环境

下 , 分析现有可降解材料包装设计实例 , 总结出可降解材料作为包装材料的选择原则。在可降解包装设计过程中 ,

结构设计的运用与优化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通过研究在包装结构设计中的现有案例 , 总结出了包装结构设计的

一些演变历程。从传统可降解材料结构设计探索 , 在宏观层面感受结构设计的探索 ; 到复合可降解材料的结构优

化创新 , 感受到微观结构创新同样也能改变包装材料的结构属性 , 提高包装效能 ; 再到新时期传统包装的结构再

创新 , 体现结构设计的重要性。最后通过联系包装与可降解材料特性 , 包装对可降解材料提出的性能要求 , 可降

解材料的分类与选择以及现有可降解材料包装设计的历程 ; 我们设计出了一款新型可降解鸡蛋包装——压缩秸秆

鸡蛋包装。联系以上设计准则与性能要求 , 压缩秸秆鸡蛋包装盒达到包装设计的各项准则。

绿色包装设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作者 ：关烨纬

来源 ：天津工业大学，2017

摘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商品市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是 , 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也成比例地快速

增长 , 因此 , 对于环境的高效治理已成为国家长期健康发展中所必需面对及解决的问题。而包装作为快速消耗品

已成为公认的重度污染源之一 , 如何缓解并控制它是国家 " 绿色发展 " 的一大命题。在此大环境之下 , 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外都把目光转向了提升设计水平上 , 优秀地产品包装设计也成为了展示民族特性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

参考依据。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企业的宣传 , 促进绿色包装设计的普及和应用 , 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去影响消费

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和绿色环保意识。如若消费者没有形成正确的绿色行为 , 那么再好的制度政策和企业宣传都是

难以高效实施的。所以,从视觉设计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促进绿色包装设计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家对资源的管控,

商家也可以通过更精准地宣传引导 ,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设计同质化”现象，绿色

包装设计要满足更多地视觉需求，突破“拿来主义”的枷锁。当消费者的绿色行为逐渐养成之后 , 便会愈发地关

注环境问题，其消费行为也将会更加重视其所具有的环保价值，这样就会有更多商家投入到环保行为中，这种良

性循环对社会的促进有着难以忽视地作用。消费者的态度在整个治理环境问题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企

业产品的绿色包装设计应该有意识地站在消费者的思考角度去完成产品宣传的定位及设计，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和提高消费者的环保行为。深入分析消费者的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道德认同与文化认同，以及分析绿色包装

设计的适用范围和适用人群，是促进包装设计影响消费者的有效途径，让绿色包装设计更加有效的来影响消费者

的绿色意识与行为。

学 术 前 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