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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市场调研问卷法,掌握了消费者对服饰吊牌的关注度和期盼值,以及对可持续设计的态度;并对国内外

服饰可持续设计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根据调研了解消费者对可持续的认知状态,结合用户体验,提出功能性设计

理念与生态理念相结合;结合物联网技术,迎合电子商务时代人们购物体验;同时增设回收再利用平台,提高服饰吊牌的

循环使用率,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实现企业、消费者及社会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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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纸质、塑料、布材等不同

质地的服饰吊牌在使用后都随意扔弃,没有进行合理

的回收和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在可持

续设计课题背景下,推出对吊牌回收循环利用和增加

功能价值,赋予吊牌长期持久性,提升环保价值。目

前,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的解释为:“在满

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而不去损害子孙后代的资源”[1];
可持续同时也对资源利用、投资取向、技术发展以及政

策变化起到协调作用,能协调人类现在和将来需求的

变化[2]。服饰吊牌作为服饰上的附属品,从使用到扔

弃的过程相当短暂,资源的利用没有达到最大化;对生

产成本和社会资源造成浪费,也不利于环境保护。

1 服饰吊牌可持续设计必要性

服饰吊牌由吊牌、吊粒、吊线等组成,吊牌的材料

可以分为纸质、金属、塑料、天然材质等,纸质材料有铜

版纸、牛皮纸、单面纸板、双面纸、隔热纸、瓦楞纸、硬纸

板和再生纸等;金属材料有铜、铁、合金、不锈钢等;皮
革材料包括各种动物的表皮、人造革、丙烯酸材料

等[3]。
服饰吊牌在印刷过程中,还将消耗大量的油墨、电

能等,裁切、组合等工序也必不可少。印刷工艺较为复

杂,有凹凸版、烫电化铝、浮雕印刷、压衡磨切、上光覆

膜、模压成型、专色印刷、柔印、丝网印刷、镭射印刷、数

码印刷、不干胶印刷等。
可持续设计思想溶入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是科

技发展的必然之路[4]。服饰吊牌体量虽小,但在生产

过程中仍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和人力资源,可持续服饰

吊牌的产生,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约束作用,对引导全民

共同参与起到了积极作用,规范了行为,保护了环境和

资源。

2 市场调研结果分析

通过问卷星软件进行问卷调查,发放120份左右

的问卷,收回110份,经过筛选共有95份有效问卷。
问卷结果显示,参与调查问卷的人群大多在大中型城

市,如广州、成都、江西等,其中男性33名,女性62名,
职业类别主要为大学生、都市白领、全职主妇和商人

等[5]。年龄在20~40岁的区间,因为这个年龄段对接

受新事物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月消费能力在500~10
000元的区间,因为不同的消费水平,能更好的把握吊

牌的使用情况,能最客观有效的反映问题。问卷调查

共有8个问题,分别得出相应的结果和分析。

2.1 问卷调查设计

问卷设计见表1。

2.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1)从问题1得出有84.1%以上的消费者在购物

时都会习惯性地看服饰的吊牌。
(2)从问题2得出对吊牌了解的消费者占46.2%,

46%的消费者对吊牌的认知处于中立状态,只有7.8%
的消费者对吊牌不了解。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常见的

东西———吊牌,很多消费者却不知道它本身的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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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表1 问卷问项内容

序号 问项内容

1 购买服装时,你有看吊牌的习惯吗?

2 你了解吊牌本身的价值吗?

3 你会将服饰吊牌保留吗?

4 不保留的原因是以下那些?

5 增加服饰吊牌的功能性/科技感/可回收性,你会保留吗?

6
一个具有功能性/科技感/可回收性的吊牌,会增强你对产品
的信赖度吗?

7
如果吊牌可回收,你愿意配合让它免费回收吗? 如在门店或
者社区有回收服务。

8
在吊牌完好无损的情况,你愿意你的新衣服上挂的是二次吊
牌吗?

  (3)从问题3数据看出消费者常常忽略它,有

69.5%的消费者选择直接丢弃,有17.8%的消费者处

于对吊牌保留态度的中立立场,还有12.7%的消费者

会选择保留服饰吊牌,至于保留时间长短就属于不可

控的了。
(4)从问题4可以看出不保留的原因,有40%的消

费者认为吊牌没有保存价值,有6.3%的消费者认为吊

牌与自身无联系,15.7%的消费者认为吊牌无设计感,

2.3%的消费者对吊牌材质不喜欢,12.6%的消费者认

为吊牌不可回收且无经济价值,23.2%的消费者存在

其他意见。
(5)从问题5数据可以得出增加服饰吊牌的功能

性/科技感/可回收性,消费者对服饰吊牌的保留度会

增加,80%的消费者会保留吊牌,14.7%的消费者对改

进的吊牌持中立态度,只有5.3%的消费者不会保留改

进的吊牌。
(6)从问题6可以得出,83.2%消费者通过了解吊

牌的附加值,对产品的信赖度增加。消费者对吊牌附

加值的好感度促使消费者对吊牌内容更加关注,延长

了吊牌的生命周期,同时增加了对品牌的信赖度。
(7)问题7中有86.3%的消费者愿意配合吊牌回

收,7.3%的消费者保持中立状态,有6.4%的消费者不

会配合吊牌回收。说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绝大部

分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到了回收的用途,愿意配

合社会活动,这是很好的导向,说明只要提供一定的平

台,就会有消费者愿意积极参与。
(8)从问题8可以看出,有56.8%的消费者愿意使

用二次吊牌,有10.5%的消费者处于中立态度,有

32.7%的消费者不愿意使用二次吊牌。这个结果可以

理解,我国正处于兴起的关键时刻,国民意识也正在逐

步提升。跟西方国家在低碳生活方面相比,人们的态

度还有待改善。
通过调研可以看出,消费者对吊牌的使用主要停

留在购买服饰时,一旦它完成使命,大部分消费者就会

直接丢弃吊牌。主观原因是消费者一旦获取了吊牌上

的信息,比如价格、成份、洗涤方式等,吊牌就不再和消

费者有直接联系。客观原因是吊牌很普遍,没有特别

的功能或没有被消费者发现它的用处,以及外观、材质

等原因,不被消费者看好。当提出假设的服饰吊牌有

功能性/科技感/可回收性等作用时,消费者在保留度

上显著提升,说明原来传统的吊牌的运作模式不符合

现代消费者的保留心理,同时吊牌转型后,在品牌宣传

上得到更好的体验。消费者也对吊牌的可回收和二次

利用表示好感,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作为服装

行业的人士,就更加应该配合消费者的社会意识,设计

出更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吊牌。吊牌的生命周期是可以

循环的,真正要做到物尽其用,而回收和二次利用就是

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6]。

3 服饰吊牌可持续设计方案

根据调研,提出相应的服饰吊牌可持续设计的方

案,以应对现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达到对社会、对消

费者的互利互赢。设计方案主要从用户体验下手,目
的在于为大多数用户设计。根据以下思维完成服饰吊

牌可持续设计的再思考,如废弃材料的循环再利用、零
废料设计、轻量化、升级回收、有机材料化、模型材料的

可持续利用等[7]。

3.1 功能+科技的服饰吊牌可持续设计

3.1.1 有形服饰吊牌的可持续设计

产品竞争中主要通过现代设计来表现出差异化,
产品使用的寿命逐渐减少,去旧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快时尚理念的推崇,在人们过分追求时尚的路上,
许多完好无损的产品被替代,而回收利用环节的缺失

使得大量淘汰的产品被废弃,导致了危及生态环境的

诸多问题的出现[8]。服饰吊牌作为服装的附属商品,
实际使用周期非常短暂,除了供消费者参考价格、成
分、洗涤方式等信息,很快被沦为垃圾。如果我们换个

角度来审视看似无用的产品,通过对无用产品的设计

构思,就可以使那些被遗弃、忽视的产品重新获得价

值,获取人们的关注,达到可持续的目的[9]。根据服饰

吊牌的特点,可以从它的外观着手,并且赋予它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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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的作用,不只是传达信息,还有传达完信息之后

再使用的功能。如可以把服饰吊牌做成收纳耳机物

件、书签、文创笔记本、文创的书签门帘、清洁电脑键盘

的小帮手等(图1),这些创意既能使吊牌本身的生命周

期增加,又能延长服饰品牌宣传时间。

(a)收纳耳机物件        (b)书签

(c)文创笔记本         (d)文创的书签门帘

图1 功能服饰吊牌

同时,根据学者曾经提出的可种植服饰吊牌理念,
通过使用百分之百的可降解材料,在结构合理的吊牌

中放有不同的种子,使吊牌不仅可以成为绿色包装,还
能孕育新的生命[10]。

3.1.2 无形吊牌的可持续设计

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联网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对

购物体验也需要更多的新鲜感。各行各业都免不了科

技的渗入,服饰吊牌作为一种实体的信息传递,同样可

以和科技接轨,以一种非物质的形式存在,比如二维码

等形式,通过可再生数码印花染料[11],将服饰吊牌信

息以二维码的形式印刷在服装相应位置(图2)。这种

形式的呈现,不仅大大减少了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用

户在购物时的体验,也为服装防伪提供了一种渠道。

3.2 消费者对新型服饰吊牌的处理方式

消费者选购服饰后,对服饰吊牌的处理方式可以

分为两种:门店回收和社区回收。其工作流程如图3
所示。

3.2.1 门店回收

经济、文化、观念等与人们的生活及消费理念密不

可分,将消费理念的转变为可持续消费,不仅可以解决

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还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

理念和生活方式等[12]。根据消费者对服饰吊牌态度

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愿意免费把购买的服饰吊牌

放于门店回收,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社会现象。我们

应该将消费者这种积极意识作为推动可持续服饰吊牌

的重要推力。同时还可以对回收服饰吊牌的消费者给

予一定的折扣奖励、返券奖励,既能让服饰吊牌得到有

效的可持续回收,又能让商家与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

起,使消费者成为商家的长期顾客。

图2 数码印花二维码信息牌

可持续吊牌

服装生产工厂

线上店 线下店

义工 社区回收点 门店回收 导购或
管理人员

换购生
活用品

无偿
捐献

消费者带
回家使用

折扣或
者积分

吊牌生产商或相关产业

图3 可持续服饰吊牌的工作流程图

3.2.2 社区回收

根据消费者对服饰吊牌态度可以发现,消费者不

愿意将服饰吊牌保存,其主要原因是它没有实际作用

和可回收渠道,使服饰吊牌生命周期无形缩短。如果

我们可以给服饰吊牌提供一个可供回收的平台,服饰

吊牌就不会成为没有价值的物品而被沦为垃圾,人们

在与吊牌互动时,就会留意服饰吊牌有保存的价值,不
会随手弃之。通过网购或实体店购买服饰时,服饰吊

牌是了解服装品质的一个重要载体。消费者在处理带

回家的服饰吊牌时,社区可以通过采取以物换物、经济

回收或鼓励消费者免费投放回收等形式从消费者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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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增进消费者对服饰吊牌的价值意识。如以小黄

狗垃圾分类回收柜或者志愿者的形式进行回收,避免

在回收时增加过多的投入成本。回收后,社区可以以

市场价格转卖给吊牌厂商,进行再次加工生产,节省新

生资源成本。这对于社区再就业和厂商都是双赢,同
时也是资源可利用的一种良性循环。

4 结语

可持续性服饰吊牌对购买服装提供指导性的信息

后,自身的功能性也将体现,如书签、门帘、收纳耳机盒

等。此外,应广泛关注服饰吊牌的绿色性、趣味性、互
动性等用途,提升消费者对服饰吊牌可持续设计的认

可度。其次,在回收过程中,还应降低回收成本,实现

可持续思想被消费者、企业所接受,落实到二次利用的

环节中。最后,服饰行业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各个环节

都在进行积极的转型,减少材料的投入、降低投入成

本,是社会和企业共同的目标。因此,必须用绿色科技

的概念物质代替原有形式的服饰吊牌,顺应时代,引导

消费者科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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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marketsurveyquestionnairemethodwasadopted,tograsptheconsumers'attentionandexpectationvalueonthe

clothingtagandtheirattitudetowardssustainabledesign.Therelevanttheoriesofsustainabledesignofapparelathomeandabroad

weresummarized.Accordingtothesurvey,theconsumer'scognitivestatuswasunderstood.Combingwiththeuserexperience,the

combinationofthefunctionaldesignconceptandecologicalconceptwasputforward.Combingwith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the

shoppingexperienceofpeopleintheeraofe-commercewascatered.Arecyclingplatformwouldbeaddedtoimprovetherecyclingrate

ofappareltags,saveresources,reducecostsandachievewin-winsituationforenterprises,consumersand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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