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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包装

政府管理下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模式创新
李正军，李恒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沈阳 110000）
摘要：目的 创新政府管理下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模式。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实地调查、
统计分析、模型构建等研究方法，对快递包装存在的资源严重浪费、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及包装回收现
状进行深入研究，并创新网络众包理念，探索政府管理下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的新模式。结果 构
建了数字化快递包装智慧管理系统，提高了快递包装回收率，解决了快递包装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结
论 构建了政府管理下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模式，实现了快递包装回收的众包结构与关系创新、包
装循环创新、回收众包平台的功能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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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Mode Based on Network
Crowdsourcing under Government Management
LI Zheng-jun, LI Heng
(Institute of Design, Sheny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novate the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mode of network crowdsourcing under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odel building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social problems of express package such as serious was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ckage recovery were deeply studied. Moreover, the concept of
work crowdsourcing was innovated and the new mode of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of network crowdsourcing under government management was explor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digital express package improved the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rate and solved sever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express package. The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mode of network crowdsourcing under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is constructed. The innovation
of crowsourcing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the innovation of package recycl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owsourcing platform are achieved.
KEY WORDS: network crowdsourcing;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mode innovation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网络购物呈现几何式增
长。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17 年快递业业务完成量
401 亿件，按照每件包装使用 0.2 kg 材料计算，将产
生 800 多万 t 的包装垃圾，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28%[1]。2016 年我国快递业包装箱总使用量约为 37
亿个，塑料袋总使用量约为 68 亿个，但快递业纸板
和塑料包装的实际回收率均不足 10%，总回收率不足

20%[2]。网络购物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呈倍数增长的快
递包装垃圾，严重增加了环境污染指数，并带来无止
境的资源浪费。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并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
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 [3]。建立完善的包装
回收利用体系是解决目前快递包装资源浪费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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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美丽中国的
关键。

1
1.1

相关研究综述
众包模式研究综述

2006 年“众包”一词由美国《连线》杂志记者 Jeff
Howe 首次提出，众包概念的本意是将原本公司内部
完成的任务交给互联网大众完成的一种商业模式 [4]。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这种商业模式在众多领域获得
成功，并逐渐由商业模式转变为社会管理模式，渗透
到政府管理领域。齐艳芬、孙钰等从公民参与发展、
政府治理转型、现代信息技术纵深发展等角度分析，
总结出在我国政府部门运用众包模式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 [5]。齐宁、李兆友认为众包模式向政府管理领域
的跨界发展，变革了政府管理，体现了公民参与的新
样态与新内涵，实现了政府管理的创新发展，并对美
国政府在专利审查中的众包模式应用予以分析，提出
了对我国政府应用众包的启示 [6]。综上，文献显示了
众包模式应用到政府管理及提高管理效率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
1.2

快递包装回收模式研究综述

刘国秋、黄小勇等将循环共生经济理念嵌入到包
装逆向物流回收模式中，通过对比分析生产商回收、
使用商回收、行业联合体回收、第三方回收等 4 种回
收模型，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包装回收模式 [7]。张
浩、钟宁等分析了各国快递包装物回收处理的整体复
合系统架构，从系统设计、责任落实、法律法规、激
励政策与手段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8]。黄开顺、郭
倩等将制约快递包装回收的因素分为 3 个层面：政
府、企业、社会，并从这 3 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法
规、资金政策、技术革新、环保宣传、人员培训等解
决对策 [9]。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归为两大类：针对我
国现有的模式加以分析、总结经验及优化策略；结合
国外成功案例的经验对我国现状提出调整建议。这些
研究成果为文中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2
2.1

快递包装回收问题分析
缺乏基于回收的包装生产规范、使用标准及创
新设计

目前我国快递行业使用的包装主要包括编织袋、
包装箱、塑料袋、内部缓冲物等，其制造厂商多为小
型个体企业，缺乏生产规范、使用标准及创新设计。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快递企业倾向于使用成本低、质
量差的包装材料，且部分包装创新只能解决小件商品
的运输包装问题，致使快递包装回收再利用困难。例
如：制造商在生产包装时采用不符合标准的材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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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包装难以降解，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不同快递企业
使用不同的包装标准，导致包装无法统一回收等
问题。
2.2

企业及消费者回收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提倡绿色环保意识的起步较晚，企业和
消费者对低碳物流、绿色包装、循环包装等概念认识
不足，致使企业与消费者在使用包装和回收包装的过
程中出现不良行为。例如：大部分快递企业在运输过
程中暴力分拣；消费者暴力拆包损坏包装等现象。企
业作为包装回收过程中的主导因素，由于回收意识不
强在回收环节中未起到带头作用，致使许多消费者回
收无门而选择将包装随意丢弃的现象频繁发生。
2.3

缺乏回收管理的具体对策措施

目前我国在针对快递包装物回收方面尚未有专
门法律管理。一方面，我国出台的义务性规范法律基
本以“应当”字样为主，原则性和章领性较强，对实际
生活的指导作用不强，如《循环经济促进法》、
《环境
保护税法》等。另一方面，部分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多
是以《通知》、
《办法》为主的行政性文件，很难具体
规范快递包装回收行为 [10]，如《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
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
的指导意见》等。
2.4

尚未建成系统有效的回收渠道

快递包装回收渠道是包装回收的主要路径，而缺
乏多方协同的、系统的有效回收渠道已经成为制约我
国包装回收的主要问题。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早有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联手、多环节
切入的系统回收渠道。目前 1 号店、顺丰快递、京东
等企业虽然推出了关于快递包装回收的相关活动，但
其有效程度都受到人力、地域、成本等不同方面的局
限（见表 1）。目前我国快递包装回收渠道主要由企
业、政府部门、个体从业人员等单方组成，处于分散
状态，尚未形成系统有效、多方协同、全面覆盖的快
递包装回收渠道。

3

政府管理下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模
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解决快递包装回收问题
需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通过数据资源共享、信息资源
有效管理等路径，构建政府、包装制造商、线上商家、
快递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协同的信息化、智能化快递
包装回收平台。完善回收再利用的创新设计与技术，
制定包装的生产与使用规范，增强企业及消费者回收
意识，制定针对性法律法规，规范包装回收管理，创
新解决快递包装回收问题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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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企业的回收渠道及办法
Tab.1 Recovery channels and measures for
related enterprises
包装回收
企业

1 号店

回收渠道及办法

回收效果

每回收个纸箱获得 10 积分， 限于 1 号店的顾
积分可用来在 1 号店官网上 客，回收范围较
换购商品、参与抽奖和换抵 小，局部地区回
扣券等。
收率 15%

在配送末端快递员会询问是
回收成本高，活
顺丰优选 否需要包装纸箱，如果不需
动已停止
要就会直接回收。
各高校设立纸箱回收台，每
菜鸟网络 捐赠 1 个纸箱，就可以获得
回收范围局限，
“回箱计 一张购物券，而每捐赠 10 个
回收积极性高
划”
纸箱，菜鸟绿色行动就会联
合公益组织种一棵树。
京东升级了纸箱回收计划，
京东配送员上门送货时，用
覆盖地区较少，
户将闲置的纸箱交给配送
京东快递
参与率不高，回
员。配送员根据用户捐出的
收成本高
纸箱数量，将相应数量京豆
送至用户。
启用更轻便、易携带、可重
包装盒循环率
复使用的“共享快递盒”，以
苏宁物流
高，回收参与率
此取代传统的纸质快递箱，
较高，成本高
更便于回收。
包装袋成本较
启用全新可回收的包装袋替
中通快递
高，普及率低，
代原有的一次性编织袋。
难全面实现
将原来网点之间交接的编织
袋换成可多次使用的布袋， 包装袋成本较
韵达快递
实现包装袋的循环使用、节 高，难全面实现
约资源，促进方便回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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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回收的众包结构与关系创新

以管理核心的政府作为组织分包者，以包装制造
商、线上商家、快递企业、消费者作为回收参与者，
形成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线上信息管理和线下回收
实践相结合的包装回收结构模式，创新系统的快递包
装回收众包结构体系，构建快递包装回收众包平台
（见图 1）。创新的核心目标是构建数字化快递包装
智慧管理系统，解决快递包装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
浪费等社会问题，同时监管包装循环利用，促进低碳
经济发展。
平台是一种形式化的模型结构，实质是快递包装
回收的社会管理机制，是依靠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
网络技术实现的监督管理手段。平台的运行主体是包
装制造商、线上商家、快递企业、消费者，监督管理
主体是政府，技术支撑是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结构
是政府管理模块、包装流通模块、消费终端模块的系
统组织。功能是实现消费信息反馈对包装流通的监督
与包装流通信息反馈对消费的监督，同时实现对网络
包装消费的税收管理及对回收者的财政补贴。
3.2
3.2.1

基于网络众包的快递包装回收循环创新
“两短一长”的回收循环路径创新

目前，快递包装回收循环的路径狭窄，已经成为
制约快递包装回收的瓶颈问题，需要通过构建基于网
络众包的包装应用与回收双向流动闭环，形成包装应
用的循环来解决。基于此文中创新出“两短一长”的循
环路径。“两短”指线上商家、快递企业以回收包装重复
再利用为主要目的的循环，其中“一短”是快递企业→消
费者→快递回收端的循环；另“一短”是线上商家→消
费者→快递回收端→线上商家的循环。“一长”指包装
制造商→线上商家→快递企业→消费者→快递回收
端→包装制造商再次加工利用的循环。这种创新路径
的目的是增加“短循环”减少“长循环”，提高包装循环

图 1 快递包装回收众包平台的结构与关系创新
Fig.1 Innovation of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crowdsourc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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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构建快递包装众包回收新模式（见图 2）。
实现路径创新的关键是构建智能合约，创新快递包装
标准规范，提高包装创新设计。

惩原则），关键是构建实现智能化管理体系的智能合

3.2.2

保障快递包装回收利用的关键是构建网络众

款的合约，是一种利用代码表达各方协议的智能法律

包管理的智能合约

合同 [11]。合约通过 P2P 网络扩散并嵌入包装回收区

在包装回收众包回收链中由于各主体间信任度
低、自动化程度低、缺乏智能化管理体系等原因，导
致包装回收信息不透明、信息传递速度慢、难以监管
溯源、回收成本高等问题。解决此类问题首先是政府
制定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相关合约（合约约定快递包
装的使用行为、回收办法，约定包装制造商、线上商

家、快递企业、消费者的责任、义务、违约处罚及奖
约。智能合约是用计算机语言取代法律语言去记录条

块中的各节点，形成合约执行链，当各节点完成触发
后，验证合约条件并自动执行 [12]。其优势在于形成数
字化承诺，保障合约不可篡改、去中心化、执行过程
透明、传播速度快、实施成本低等，解决了快递包装
回收众包过程中的智能监管、循环效率、信息安全等
问题（见图 3）。

图 2 快递包装的流向与循环创新
Fig.2 Flow direction and recycling innovation of express package

图3

快递包装回收循环智能合约结构

Fig.3 Recovery and recycling intelligent contract structure of express package
3.2.3

创新快递包装标准规范是解决包装循环问题

递封装用品》中对封套、包装箱、包装袋的种类规格、

的必要前提

技术要求等做出详细规定，但并未对包装回收制定相

在快递包装重复利用过程中，应创新适应循环的
包装规格尺寸、材料、制作技术等生产标准规范，保
障包装的安全性、便捷性、耐用性、复用性等，目前
我国相关规范的创新还需加强。2009 年发布的《快

应规范。2018 年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新国标在
原基础上降低了快递封装原材料的定量值和快递包
装袋的最低厚度要求，并首次提倡使用生物降解塑料
袋，其主要围绕“绿色化”和“减量化”修订 [13]，缺少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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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装循环使用的生产标准规范。只有在严格的标准
规范下生产快递包装，才能有效地提高包装循环率。
3.2.4

加强包装创新设计是提高包装循环率的重要
手段
包装设计要在标准规范下寻求创新，创新的关键

是要从包装的外形、结构、回收便利度、耐用性等多
方面进行系统创新，以提高包装质量及循环利用效
率。目前我国快递包装创新有京东推出的带有防盗标
签的布袋；“一撕得”研发的拉链包装箱等创新包装的

·137·

质量、便回收程度、安全性、可循环次数都远超瓦楞
纸箱。但我国目前快递包装市场庞大，创新力远远不
能满足包装市场的需求，因此需鼓励包装设计创新，
提高包装循环率，并构建规范下多元创新的格局。
3.3

快递包装回收众包平台的功能与管理创新

政府、包装制造商、线上商家、快递企业、消费者
等多方协同的信息化、智能化快递包装回收平台的功能
与管理创新包含信息整合监管创新、数据分析管理创
新、诚信体系建构、财税补贴与奖惩机制创新（见图 4）
。

图 4 快递包装回收众包平台的流程创新
Fig.4 Process innovation of express package recovery crowdsourcing platform

3.3.1

信息整合监管创新

平台对快递包装线上线下 2 条信息流进行整合
与监管。将数字化快递包装智慧管理系统软件嵌入到
相关快递产业链平台，可随时获取相关信息，进而对
平台进行信息监管。通过区块链技术与平台的评价系
统将快递产业链不同平台的信息系统整合，结合线下
消费终端的信息反馈，实现快递包装在生产、应用、
回收过程的全链管理。
3.3.2

数据分析管理创新

数据分析管理是从包装制造商、线上商家、快递
企业的反馈数据中抽取相关数据，利用联机分析处理
（OLAP）系统从动态的多维角度分析，使政府管理
在海量的动态数据中能够快速准确地迅速分析包装
使用状况、回收率等多维信息，做出有效的管理决策。
例如 OLAP 可帮助管理者从时间周期、产品类别、地
理分布等多维度制定不同的数据报表，进而更深入地
了解数据。数据管理中收集数据的真实性是实现有效
管理的关键，通过区块链技术可获得透明可靠的统一
信息，实时查看包装状态，并且还能查询包装溯源，

便于更方便快捷地追踪快递包装资源浪费源头。同
时，区块链的共识算法与加密算法又可确保智能合约
不被篡改，保证快递包装回收众包信息的真实性、可
靠性、安全性。
3.3.3

诚信体系建构

诚信体系建构是根据包装回收数据的有效分析，
制定统一的回收信用管理体系与诚信监管制度以制
约回收行为，同时建立回收者与企业间的互评机制，
促进其相互监督、积极完成回收任务，以应对回收市
场的复杂性、混乱性。2018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快
递暂行条例》，提出加强快递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快递业信用记录、信息公开、信用评价制度，依
法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14]。快递包装回收众包平台诚信
体系构建，可以加快《快递暂行条例》的落地实施。
3.3.4

财税补贴与奖惩机制创新

平台依据相关条例与制度机制，执行对包装回收
链相关主体的财税补贴，保证快递包装的有效回收。
通过对回收链各主体的监督，对诚信者与失信者进行
奖罚，保障回收链条的紧密性、回收参与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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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违反包装回收的行为，实现包装资源与环境的保
护。在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已颁布“回收减税”、“生
态税”等政策，解决包装制造市场混乱及回收积极性
低等问题。此外，荷兰在《包装条约》中要求企业支
付部分费用来支持国家实施环保计划 [15]。

4

[7]

结语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大量网购包装泛滥，其带
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文中
依靠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网络技术，提出了政府通
过数字化快递包装智慧管理系统对快递企业、制造
商、消费者等进行嵌入式管理模式，创新出了解决未
来网络发展环境下网购包装泛滥问题的回收新模式，
期望对未来快递包装回收的发展，以及建设低碳经济
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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