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购物狂欢的另一面
中国电商、快递行业快递包装
废弃物状况调研媒体摘要

快递包装废弃物状况调研

电商与快递行业的发展奇迹

今天，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截至 2018 年底，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了 6.1 亿，
占总人口数四成以上，占网民的七成
以上。2018 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达 70198 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18%。

与此同时，在网络购物的产业链条上，
快递业成为了电商企业之外的另一大
赢家。在电商兴起前，中国人均年快
递业务量不到 0.01 件，也就是说，每
100 个中国人每年才会收到或发出不
到一件快递。在短短 18 年间，中国成
为了快递超级大国。2018 年，中国人
共收到或发出了 507 亿件快递，人均
一年 36 件。据菜鸟网络监测数据显示，
2018 年“双 11”当日仅天猫平台一
家的物流订单量就突破 10 亿大关。而
根据快递业“十三五”发展指标，到
2020 年，中国快递量将达到 700 亿件，
人均超过 50 件，相当于全国每个人平
均几乎每周都会收到一件快递。

尽管随着电商渗透率逐步提高，电商
行业增速放缓，国内快递业务年增长
率从 2016 年前的 50% 降至 25% 左右，
但增长速度依然令人瞩目。与此同时，
另一个标志着电商行业对于快递行业
推动力的数字是，在全国快递业务中，
电商件的占比从 2007 年的 28% 激增
至 2018 年的 78%。也就是说，当前
中国人发出或收到的快递中，每五件
里就有四件与网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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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我国快递数量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2008-2018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2019-2025 年数据《快递业十三五规划》中的 2020 年目标值作均等增长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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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废弃物的迅速增长

随着快递业务量的激增，我国的快递包装物
产量和使用量也同步激增。根据本研究的估
算，我国各类快递包装材料消耗量从 2000
年的 2.1 万吨增长到了 2018 年的 941.2 万
吨。在中国特大城市中，快递包装垃圾增量
已经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 93%，部分大型
城市则为 85% 至 90%。若不施行有效措施
控制，依当前快递业的发展速度，到 2025
年我国快递包装材料消耗量将达到 4127 万
吨，带来庞大的资源负担和环境压力。

根据本项目组调查研究，纸箱约占快
递包装材料的 44%（按件数计），
塑料袋为仅次于纸箱的包装材料，占
34%，其余还包括套装纸箱（纸箱外
套有塑料袋），编织袋、泡沫箱、文
件袋等。

换句话说，中国的快递包装材料基
本可以划分为纸类和塑料类。按质
量计，2018 年中国共消耗纸类快递
包装材料 856 万吨，塑料包装材料
85 万吨，分别占比 91% 和 9%。
继续细分，则瓦楞纸箱在纸类材料
中占比超 96%，其它纸类材料仅占
不到 4%；而在塑料材料中，普通
塑料袋薄膜占比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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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尚未出台关于快递货物及对应包装规格的强制标准，现有的《快递业绿色

包装指南》仅为推荐指导性文件，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为了避免快递运输过程的意外和由
此导致的售后纠纷，很多卖家倾向于用相对较大的纸箱或快递袋进行货物包装，并在包裹中
添加过多填充材料，例如气泡袋、气泡柱等，这些填充材料回收难度大且价值较低。过度包
装现象目前普遍存在于中国快递行业中。

以胶带为例，基于本项目调查结果，纸箱类包裹胶带缠绕量约为 1.5 至 2 米，且大都

重复缠绕。2018 年我国消耗胶带用量总长超过 398 亿米，重量达到 8.1 万吨，间接消耗胶
带芯 4.4 亿个，重达 2.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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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废弃物的流向和流量

追踪快递包装材料被丢弃后的流向和再利用场景对于了解快递包装物的生命周期和环境影响至关重要。2019 年 7 月至 9 月本项目团队通过电话访谈以及实地调研对 18 个省市、37 个高校和社

区以及 4 家电商公司进行了采访，共访问了 200 余位相关人员，包括电商店主，快递工作人员，小区居民、小区内工作人员（保洁、保安），拾荒者，社区周边环卫工人，以及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

前端：电商商家与快递站点

调研团队采访了位于杭州、义乌等市（位于电商发达的“包邮区”内）的电商店主。受访店主普遍表示发货方和消费者都因担忧物品受损而倾向于过度包装。与此同时，受访的电商公司均不

会向消费者收取包装费用，而是选择将包装成本折算进商品价格之中。此外，受访电商商家表示，目前与其合作的快递公司或电商平台对包装材料和方式均无要求。
本次调研还采访了不同地区的 17 个快递中心 / 站点，发现所有快递公司只对瓦楞纸箱收费，其他包装材料均免费提供。值得注意的是：

快递站点空间窄小，无法大量储存回收再利
用纸箱，外送的快递员因工作流程不方便回
收任何包装材料；

基于方便或隐私方面等考虑，当场拆分包裹的
消费者很少，大多数消费者都是将整个包裹带
走，包装很难在站点直接回收再利用；

电商平台或所在快递公司对回收再利用并没有
激励政策，回收再利用属快递站点自发行为。

二次利用快递包装虽然可减免包装收费，但是
消费者接受度不高，一些寄件人宁愿花钱购买
崭新的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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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端与后端：住宅小区、高校宿舍、商业写字楼与废品回收站

在受访的 16 个城市 24 个小
区中，近九成的受访老年居民

仍保持卖废品的习惯，主要囤
积贩卖回收价值高的纸箱，无
人收集塑料快递包装。其他受
访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收取快递
之后包装会直接丢进垃圾桶，
或充当一次性垃圾袋和生活垃
圾一起丢弃。

本次走访的 10 个省市的 13
所高校师生对快递包装的处置

与小区中青年居民类似。被访
师生很少主动收集快递包装材
料进行再使用或贩卖，收取快
递之后包装会直接丢进垃圾
桶，或作为一次性垃圾袋和生
活垃圾一起丢弃。
在商业写字楼中，瓦楞纸箱等
回收价值较高的快递包装材料
回收率较高，塑料类快递包
装则会与其他生活垃圾一起处
置。

而在后端废品回收阶段，老年
居民、保洁人员及流动的拾荒

者是参与纸箱回收的主力军。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未被污染的
瓦楞纸箱，其次是泡沫箱和编
织袋，而其他塑料填充物或塑
料包装无人收集，会随生活垃
圾被运往垃圾中转站。

此外，调研者在上海发现，自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以来，流动的回收人员已
经看不到散落在外的可回收快
递包装（《管理条例》将瓦楞
纸箱等纸类快递包装和泡沫箱
归为可回收物）。但值得注意
的是，快递塑料包装（塑料袋、
珠光带、填充物等）被《管理
条例》视为干垃圾，并不会进
入官方回收系统，也因为价值
低不会被流动拾荒者收集进入
非官方回收渠道。

换句话说，不论实施垃圾分类与否，快递塑料废弃物并无法在中国目前的回收体系中得到有效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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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废弃物流量

调查发现快递纸箱类包装废弃物只有不到 5% 被重复使用，按重量计算约有

80% 的纸箱被回收，还有约 15% 混入生活垃圾。以占纸类快递材料重量 96% 以上
的瓦楞纸材为例，我国快递行业共消耗瓦楞纸箱、纸筒和胶带芯等瓦楞纸材 825.4
万吨，这其中仅有约 34 万吨被重复使用，被回收的约有 688.9 万吨。

但是，在塑料类快递包装中，只有泡沫箱一类约 70-80% 被回收，而胶带、

粘贴了胶带和运单的塑料袋等塑料包装材料回收困难，再生成本高、利润低，造成

当前中国快递包装废塑料约 99%（按质量计）被混入生活垃圾，被焚烧或填埋处理，
进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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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和焚烧的社会管理成本

基于万君宜等人关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成本 - 效益分析研究方法，我们估算出：平均每吨快递垃圾填埋所需的处理费用为 705 元，以 2018 年为例，填埋 138 万吨快递垃圾需垃圾处理费用 9.7

亿元。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至 2025 年我国填埋快递包装将达到 609 万吨，处理费用达 42.9 亿元。

图 4-1 快递包装废弃物填埋处理成本

图 4-2 快递包装废弃物焚烧处理成本和效益

平均焚烧一吨快递垃圾所需费用则为 511 元。根据住建部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6 年我国生活垃圾填埋比例高达 60%，而焚烧比例为 38%，依此比例推算，2018 年快递包装

焚烧量为 81 万吨，处理费用也增至 4.2 亿元。

生活垃圾焚烧虽然发电产生部分经济效益，但效益远低于成本。2018 年垃圾焚烧效益虽达到 1.5 亿元，但净成本也增长到了 2.7 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垃圾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巨大。尤

其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生活垃圾焚烧的环境成本可高达净成本的 80%。

综上，2018 年我国快递废弃物的填埋和焚烧带来了接近 14 亿元的社会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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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的气候代价
本项目以中国主流快递企业现阶段所使用的各类常规包装材料的生产工艺过

程特征以及下游资源化回收和处置的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运用 LCA 方法，并遵照

ISO14000 系列标准，测算了不同类型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在原材料、包装材料生产制

造和回收处理阶段的碳排放因子，最后结合历年中国快递包装材料消耗量历史记录以及

未来预期，估算了快递包装在 2006-2018 年全生命周期的年碳排放量，以及 2019-2025
年碳排放量的预期（按照现有快递业务增长速度计）。

在 2006-2018 年的 13 年间，我国快递包装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呈现先增长平缓

后快速增长的趋势。2010 年全国快递包装产生 61 万吨碳排放，2018 年碳排放量激增

到 1303 万吨，须种植 7.1 亿颗树木才能中和掉这些碳排放量。若不采取有效的绿色化

政策，2025 年我国快递包装在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将达到 5706 万吨，是 2018 年的 4.4
倍。

图 3-1 2006-2025 年快递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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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快递公司绿色化进程

降低快递包装环境影响的手段多种多样，本项目将一切有利于快递包装碳减排的技术或行动都视作绿色化举措。

我们通过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官网和新闻报道等多途径收集整理了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的此类举措信息，具体如下：
重复使用

阿里系（天猫、
淘宝、菜鸟）

菜鸟在厦门试点 B2C 电商
“循环盒+生物基塑料袋”
的包装方式

绿色物流 2020 计划中
提出到 2020 年循环中
转袋全覆盖

已实施

京东

根 据 京 东 2019 年 6 月 发
布的数据，两年多的时间
内，京东物流投放可循环
快递箱“青流箱”1000 万
次 以 上， 节 省 约 20 亿 个
快递纸箱。

N/A

推行三层瓦
楞， 减 少 包
装缓冲物使
用。

已实施

已实施

N/A

已实施

智能包装算
法， 提 升 包
裹 填 充 率
18.8%。

已实施

已实施

2017 苏宁在业界首推可循
环的共享快递盒，2018 年
投 放 20 万 个。2020 年 计
划完成在全国 100 个城市
共享快递盒落地。

采用电子面
单

采用环保包装材料

重复使用快递包装

苏宁

避免过度包
装

包装减量

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快
递中转包装

已实施

建立包装回收体系

其他机构层面的措施

胶带减量

包袋材质可回收

快递盒材料可回收

包装材料“可降解”

建立包装回收体系

设立可持续包装职
能部门或专项倡议

推出无胶
带纸箱（无
具体信息）

1. 推 出“ 全 生 物 降
解袋”
（无具体信息）
2. 到 2020 年天猫直
送全部把快递袋升
级为“环保袋”

1. 联 合 天 猫 企 业 购
共同开设绿色包裹
的采购专区。（无具
体信息）
2. 到 2020 年填充物
全部“可降解”。

推 出“ 全 生 物 降 解
袋”。（无具体信息

1. 菜鸟“回箱计划”在 200 城设
立 约 5000 个 回 收 台，2018 年 天
猫“ 双 11” 期 间 线 下 回 收 纸 箱
1300 万个。
2. 菜鸟驿站小区实现快递回收箱
覆盖。

1. 绿动计划
2. 联 合 多 家 快 递
企业实施绿色物流
2020 计划

N/A

N/A

启动纸箱回收行动，2017 年 3 月
开始在北京等地试点上线纸箱回
收系统。（无具体信息）

青流计划

1. 与电商商家合作，增加
原箱发货
2. 举 办 电 商 物 流 包 装 大
赛，启动绿色供应链的行
动，推行青流计划，携手
上下游企业推动整个供应
链的 B2B2C 绿色环保。

N/A

N/A

N/A

推出纸箱回收系统，2016 年苏宁
共回收了两百万个包装箱。

青城计划

2018 年 在 海 口 试 点 推 行
绿色化物流链。（无具体
信息）

影响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
1. 菜鸟与电商商家合作，
增加原箱发货
2. 2017 年 3 月， 联 合 32
家物流合作伙伴成立菜鸟
绿色联盟，发起菜鸟绿色
行动计划，成立菜鸟绿色
联盟公益基金。

顺丰

推出丰 BOX 循环包装箱，
替代纸箱使用，同时减少
内填充和胶纸的消耗。总
投入数十万个丰 BOX，总
使用次数达到数百万次。

N/A

通过使用充
气葫芦膜取
代传统的气
泡 膜， 减 少
PE 使用量

已实施

已实施

N/A

N/A

N/A

N/A

丰景计划

N/A

中通

N/A

已实施

N/A

已实施

N/A

N/A

2018 年 投 入 300 万
个绿色“双降解”包
装袋。

参与菜鸟发起的“回箱计划”

参与菜鸟发起的绿
色物流计划。

N/A

圆通

N/A

已实施

降低单件快
递包装耗材
用量。

推广使用报纸、塑料
薄膜充气袋、气泡袋
等可回收包装填充
材料。

N/A

N/A

N/A

N/A

应用“可降解”塑料
袋等环保用品。（无
具体信息）

参与菜鸟发起的“回箱计划”

参与菜鸟发起的绿
色物流计划。

与北京笨哥哥、上海灰度
环保等绿色循环包装、固
废回收的企业进行深度合
作。（无具体信息）

10

快递包装废弃物状况调研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快递包装
韵达

N/A

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快
递中转包装

已实施

避免过度包
装
N/A

包装减量

采用电子面
单

已实施

采用环保包装材料
胶带减量
N/A

包袋材质可回收
N/A

快递盒材料可回收

建立包装回收体系
包装材料“可降解”

建立包装回收体系

其他机构层面的措施

设立可持续包装职
能部门或专项倡议

影响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

N/A

N/A

参与菜鸟发起的“回箱计划”

N/A

1. 研 发“ 可 降 解”
植物基胶带。（无具
体信息）
2. 逐步推广使用“可
降解”塑料袋和填充
物，截至 2018 年末
使用“可降解”环保
塑料袋 1.2 亿个，全
网“ 可 降 解” 包 装
材料应用比例超过
50%。

参与菜鸟发起的绿
色物流计划。

参与菜鸟发起的“回箱计划”

参与菜鸟发起的绿
色物流计划。

N/A

申通

在全国范围内流转使用共
享快递包装。（规模未知）

已实施

截至 2018 年
末， 申 通 快
递包装耗材
使用量约减
少 10%。

已实施

已实施

N/A

N/A

百世

N/A

已实施

N/A

已实施

N/A

N/A

1. 绿意再生计划
2. 参 与 菜 鸟 发 起 的
绿色物流计划。

已实施

N/A

实施胶带
瘦身计划
（ 瘦 身
30%）

参与菜鸟发起的“回箱计划”，
在全国快递网点和百世邻里铺设
了 5000 多个绿色回收箱。

EMS

实施包装减
量 计 划（ 减
量 20%）

推出淀粉基环保塑
料袋 Nbag。（无具
体信息）

N/A

1.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箱开
始试点。
2. 新型信盒封装信函开始
试点。

推出拉链
纸箱。

N/A

N/A

N/A

N/A

绿色邮政建设行动

N/A

宅急送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参与菜鸟发起的绿
色物流计划。

N/A

拼多多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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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各大电商和快递公司面对快递包装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舆论压力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行动：

零星地组织一些快递包装材料回收活
动。主要以瓦楞纸类回收为主，对于塑
料类等回收价值低的材料则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

电子面单应用、塑料胶带瘦身、原箱发
货、快递中转采用可循环袋等。这类活
动不仅能节约资源，也能降低相关企
业的运营成本，且操作相对便捷，各大
快递公司都乐于接受。依据《中国快
递绿色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 2019》，
截至 2019 上半年，电子运单使用率已
达 96%；可循环中转袋使用率已达到
45%；45 毫米“瘦身胶带”得到全面
推广。

苏宁、阿里系、顺丰、京东和 EMS 都
推出了自己的循环快递箱。相比一次性
快递包装，可重复使用的快递包装的单
次使用环境影响随使用次数的增加递
减，长期看来远优于前者。但当前各类
循环快递箱活动带有较大的宣传推广性
质，实际应用规模有限。
宣称研发或者采购“可降解”的包装
袋。但“可降解”或“生物可降解”塑
料只会在一定条件下分解为碎片乃至微
塑料，而另一类“可堆肥”塑料虽然可
以完全分解，但需要工业堆肥设施才能
完成分解。此外生物塑料的生产过程耗
费大量玉米、土豆、木薯等农作物，对
资源和环境带来压力。

总体来看，相较于 507 亿件（2018 年）快递体量带来的包装材料环境、资源压力和社会影响，通过大量消耗一次性快递包装的模式攫取商业利益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其所做出的包装绿色化努力
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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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快递包装绿色化需要社会每个环节协同合作，共同推进：

01

02

0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快制定快递包装材料及规格
的相关标准，建立绿色认证、
标识体系。

加大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和
推广力度。

针对快递包装绿色化，包括减少过
度包装、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等国
内政策法规都以倡导为主，缺少相
关强制或激励性政策，造成电商平
台、快递公司包装绿色化革新动力
不足。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引导相关企业的快递包装绿发
展。

快制定快递包装材料及规格的相关
标准，建立绿色认证、标识体系。

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应强化包装设
计，研发相关包装算法，避免过度
包装，研发使用绿色环保的包装材
料。

04

建立包装材料回收机制和循
环使用体系。

针对包装材料的过度浪费，相关企
业应提高快递包装重复使用的频
次，推广应用可循环包装箱（袋），
创新回收与重复使用的激励机制，
搭建包装材料逆向物流体系，探索
新的快递业态。一些企业已经在这
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如某国
际知名快递企业与快速消费品生产
商合作，借鉴传统的牛奶上门配送
模式，于 2019
年推出了涵盖散装食品和日化产
品的循环物流电商平台，实现
了容器回收 - 反复灌装的零
废弃循环电商模式。

05

推动绿色信息披露和消费端
绿色选择。

相关企业应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等多种形式披露其包装材料采购途
径、使用规模、回收体系和绿色化
举措及其实施效果等信息，以备消
费者了解。与此同时，电商快递消
费者也需要了解自己所用的电商
和快递服务商的快递包装绿色化政
策，将这一因素纳入自己选择电商
购物平台
的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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