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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为了 
提供解决方案。

本书目的 
不在于阐述 
全球塑料污染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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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布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报告——《新塑料经济：重新思考塑料的未来》，1 首次暴露

了当前“获取 -制造 -废弃”塑料经济模式对环境和经济造成

的巨大负面影响。该报告估计，按照目前的趋势，到 2050年，

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这一预测已登上了全球各大

媒体的头条。 最重要的是，该报告提出了一个未来发展方向，

确立了一个可使塑料系统长期发挥作用的愿景——塑料循环

经济（见第 6 页）。

前言
社会各界现在普遍认识到，系统性的循环经济确实是针对大

规模塑料污染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2 这是一个更宏伟的目

标，突破了缓步提升模式并促使我们重新设计整个塑料系统，

使其不仅可以应对全球性挑战，还能够进一步落实增长并快

速创造规模化解决方案。目前已有超过 1,000 个组织加入并

支持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关于塑料循环经济的愿景——即淘

汰我们所不需要的塑料制品，对新材料和商业模式进行创新，

循环利用已使用的所有塑料。 此外，占全球塑料包装使用量

20% 以上的企业已经为实现这一愿景制定了远大的 2025 年

目标。

2025 年即将到来，现在是时候提供解决方案了。本指南将可

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大家能在共同的塑料循环经济之旅中找到有用的

资源。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塑料团队

2020 年 11 月

吾x呱唪呱娃宝\乐菅伸定佮糜档矾韪杌縷斂聪艇乐艹吃帝粲潘

懿唪翔ν吾x呱尺犁帝奢乐菅三矛μ出溲烫申些先涪歇绷岌阃佮

]醭瀨饭葱溢蛰關帝粲潘懿]櫪呱眉豁秫幟挨疯μê改麈魈美涪

帝粲锚惘美佮懊躲杳銼V鲤呱潘懿杳章乐嘩旯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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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循环经济 
愿景

败澈攴颀縷斂勝艇麈魈μ聪艇

涪艇ǚ盎殃霓锡芝袁窝塤櫪

扰<胖醭呱溅跳帝粲ν

汇二脞呱启厨:嬸蛾勝诫被

菅殃霓佮俺昙噦谤莲1椅骗帝

粲呱閾遇ν

溶窝溅跳帝粲汇乐嘩U或籼

勝诫被菅μ潘懿丛菅扰奸氕ν

溶窝溅跳帝粲汇乐嘩U或籼

勝诫被菅μ潘懿丛菅扰奸氕ν

溅跳呱被菅浪橙=窝噲誹诛

呱哲昝膑譽ν

溶窝溅跳帝粲或<诽窝棱碘

赖陂隊佮溶窝啭逞挨疯呱裁幕μ

郎橙涪雾丛或抹峨簇凉勝ν 

1 2 3 4 5 6

詵懲羮澑䀍扟䯖鞲＃昦⿷旿鄽牨￥鈫襽醣㪉呝斾艊㫨杛 : 
https://www.newplasticseconomy.org/assets/doc/npec-vi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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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ǚ縷戀纜
銊蹺惡㜀艊 LOCK-n-POP䯤賝諦雙覬䈏䯖訅 65䎇 

IFCO䯒抲倀䯓䯖訅 109䎇

Soluplastic䯒抲倀䯓䯖訅 109䎇

REUSA-WRAPS䯤詵㳛侟懲羮艊怐苾藥⺸䯖訅 110䎇

Returnity嶗 Happy Returns艊㫠㫤襽䯤魖㠭砎懲羮詵㳛侟懲羮藥⺸䯖訅 111䎇 

緤鉚㫠㫤跀酛䯒Swedish Return System䯓䯤瑪ǹ趵邁鲶 B2B啌⺸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13䎇

CHEP䯖壉賣贜䇗筧晪醣駡誒䯤㣮ǹ趵 B2B藥⺸妕詬䯖訅 114䎇 

Flexi-Hex䯤墮悜屟㫜㪟藥⺸䯖訅 153䎇

腖跳
䇑墛罝䎚詵搱窹䯖訅 46䎇 

NOTPLA艊 Ooho䯤詵䏴羮＃烐絑￥䯖訅 58䎇

㫊镾艊 Aqua Life䯤晹槪誐罝厸䯖訅 63䎇 

賜鲑罝䯒抲倀䯓䯖訅 63䎇

鈷佖絆韞㱟艊 Snap Pack䯤攝昦镵賝恖梮䯖訅 64䎇 

TAPP Water䯤咲姲㫓瓘烐䯖訅 70䎇

艁鲇駡誒艊 SodaStream䯤張䒃炚燅烐䯒抲倀䯓䯖訅 84䎇 

詵訥詵貊艊 Dasani Purefill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詵訥詵貊艊 Freestyle䯒抲倀䯓䯖訅 73䎇   DiFOL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KeepCup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艁鲇詵貊艊 Pepsi Spire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Stojo Cup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Uno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I-Drop Water䯤鮪棇㠭姎㫧ǹ乁擄䯖訅 92䎇 

㫊镾烐檅䯒抲倀䯓䯖訅 70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Conscious container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Globelet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Muuse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Vesse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詵訥詵貊駡誒㬦羮罝䯤侸閔窅㬦羮罝䯖訅 106䎇 

CupClub䯤䉳謭閔窅嶗䈇綈縟艊詵㫠㫤藥⺸桽烏䯖訅 107䎇

Bockatech醮譯漥誼墡艊諦慘䯒抲倀䯓䯖訅 128䎇 

JOI䯤詵孉粶濕羮艊鱧楇偘藥⺸䯖訅 130䎇

詵訥詵貊駡誒艊䇻蘊罝䯤鞲醠頥勢㬛暺䯖訅 134䎇

Bettys & Taylors䇗筧艊郿陸㯮馣䯤懲羮詵〡鐴馣ㆩ䯖訅 146䎇 

鎽諦濕雲艊 PG抲蛵䯤懲羮詵〡鐴馣ㆩ䯖訅 146䎇

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駡誒艊 KeelClip ™藥⺸䯤鄘椢䒃旿藥⺸䯖訅 156䎇 

Smurfit Kappa駡誒艊 GreenClip嶗 TopClip䯤鄘椢䒃旿藥⺸䯖訅 157䎇

艁儨餚贜艊 Corona浧⿷鄘牗粶䯒抲倀䯓䯖訅 157䎇 

艁鲇詵貊艊浧⿷鄘牗粶䯒抲倀䯓䯖訅 157䎇

创新概述 
—— 按行业

卧粲
Surfdome嶗 Patagonia艊⿷旿鬆謙鞏㚴䯤 

螻敒棞旿㫧ǹ孉粶濕羮䯖訅 136䎇

⿷旿鬆謙鞏㚴䯖訅 136䎇

妙緞
MonoSol駡誒䯒詵貊蹉厸駡誒䯓䯤詵璝㓦鵀雝䯖訅 56䎇 

Charpak艊 Twist-Loc䯤鋁搱婩咷鏍䯖訅 62䎇 

SmartBins䯒抲倀䯓䯖訅 77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Unpacke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MIWA醮䇑墛 Nestlé諦慘䯤䗮蟨恖斞⺸鰓䀏䯖訅 88䎇 

The Wally Shop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Abel & Cole艊 Club Zero䯤咲跤趕熱䯖訅 98䎇

咲貊螆䯤䈇綈縟咲貊螆偧駁㚧陝俋㓇浧㳕羮㳛侟懲羮浧媀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01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Bananeira。Unverpackt für Alle嶗 Fairfood䯤邁鲶罝厸㳛侟懲羮跀酛䯖訅 104䎇 

Circolution䯤鮪孭蹺䯖偧駁忴镾怳俋㳛侟懲羮跀酛艊㓇浧䯩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05䎇 

䇑墛豕趵䐥䒃銊椥 ®䯒MAGGI® 䯓䯤獕焨菑頥雙䯖訅 132䎇

䇑墛 Yes!Bar䯒抲倀䯓䯖訅 149䎇

Mondi醮 Fiorini International艊諦慘䯤鄘㠮䉳䏴藥⺸䯖訅 151䎇

蒈弓戀纜
鲡䖂㬖晹寖藥⺸䯤點鲋怇婩艊翄縟藥⺸䯖訅 66䎇 

瞗姪䯒Huidu䯓艊 Zero Box粶墮苵䯤詵㳛侟懲羮艊翄縟苵䯖訅 99䎇

Flexi-Hex䯤墮悜屟㫜㪟藥⺸䯖訅 1153䎇

HexcelPack駡誒艊 HexcelWrap藥⺸䯤鄘㠮曀藣藥⺸䯖訅 154䎇 

HexcelPack駡誒艊 Hexcel'ope惡啌䯤墮悜屟惡啌䯖訅 155䎇

蒈溃ê改
醑曐忲梽擄翄鏍䯤鞲賂瓁ィ䉳勢闐賂ィ䉳䯖訅 64䎇

艇籪殫改
焿啯粓艊烐楇嶗鲯骾藥⺸䯖訅 47䎇 

貊㠳艊鲈漛苼厸䯖訅 48䎇

Apeel 䯤詵䏴羮犻嗃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53䎇 

Mori䯤詵䏴羮犻嗃䯖訅 54䎇

Charpak艊 Twist-Loc䯤鋁搱婩咷鏍䯖訅 62䎇 

ICA䯤発賂贖麿槪誐䯖訅 65䎇

Enviu艊 Kecipir䯤梪鰱昦䞸䏴閔㱚㬍䯖訅 55䎇 

Infarm䯤䃸姎鲯骾嚙鯫䯖訅 68䎇

ARECO艊覬䈏熴䯤魯㫧覬䈏恖梮䯖訅 71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Unpacke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The Wally Shop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Liviri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䇑墛豕趵䐥䒃銊椥 ®䯒MAGGI® 䯓䯤獕焨菑頥雙䯖訅 132䎇 

櫇䫀䯒Magnum䯓懲羮畝羠鏅蹩硲䯒抲倀䯓䯖訅 133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Evolve䯤嫷頥詵孉粶濕羮怐苾䯖訅 135䎇 

Bostock䯤懲羮詵〡鐴烐楇槪誐䯖訅 146䎇

TemperPack艊 ClimaCell䯤酘釐藥⺸䯖訅 152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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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蕨便裁
TemperPack艊 ClimaCell䯤酘釐藥⺸䯖訅 152䎇

厘姆杀芤
Aquapak艊 HydropolTM䯒抲倀䯓䯖訅 xx䎇  Smol䯒抲倀䯓䯖訅 51䎇

MonoSol駡誒䯒詵貊蹉厸駡誒䯓䯤詵璝㓦鵀雝䯖訅 51䎇 

Blueland䯒抲倀䯓䯖訅 56䎇

Replenish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妵靌牰釯矇乁擄旿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鎽諦濕雲 Cif Eco-refill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Everdrop䯤詵璝㓦艊玜爏穻雙䯖訅 82䎇  

EcoCarga䯒抲倀䯓䯖訅 86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Unpacke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Algramo䯤ALGRAMO偧駁啔藥⺸黌彾㿀藥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91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厘姆 /诞乘儡
䅏昤㫊㡀則藥⺸䯖訅 47䎇 

䅏昤㫊妽醢羮閔藥⺸䯖訅 49䎇 

焿啯粓⿷旿褢訥䯖訅 49䎇

Opendesk Furniture䯤梪鰱誼咲錨羠鲲䯖訅 67䎇

尒竑鈵昤駡誒歓窹颭願藥⺸䯒抲倀䯓䯖訅 149䎇

R挨杀芤
杚鈵暟昤漥鞐踹艊⿷旿鵀雝藥⺸苵䯖訅 49䎇 

SonaeMC窛隿苵䯖訅 48䎇

Lush Cosmetics䯤躉鉢跣鳏悜絔羮閔䯖訅 60䎇  

Amor Lumini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Bars Over Bottle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Beauty Kube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Ethique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Lamazuna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Aquapak's HydropolTM䯒抲倀䯓䯖訅 51䎇

MonoSol駡誒䯒詵貊蹉厸駡誒䯓䯤詵璝㓦鵀雝䯖訅 56䎇 

Bite Toothpaste Bits䯒抲倀䯓䯖訅 81䎇。訅 128䎇。訅 182䎇

by Humankind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黥俓·鮒·爔梋艊 Pure Shots䯒漥驌䇖䯓䯤ゔ擄雙抴駱窹䯖訅 83䎇 

鎽諦濕雲嶗焿啯粓仌㒂灧駡誒䯤爏僨烐乁擄襽䯖訅 90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䗮䉃燳欃氱駡誒艊 HDPE窛隿諎䯒抲倀䯓䯖訅 131䎇 

漥驌䇖獕焨 PVC棞旿䯒抲倀䯓䯖訅 133䎇

斤锭殫改涪腖跳
NOTPLA艊 Ooho䯤詵䏴羮＃烐絑￥䯖訅 58䎇 

KeepCup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Uno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DabbaDrop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reCIRCLE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Uzaje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Fresh Bow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Globelet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Muuse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Ozzi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Vesse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VYTAL䯤鮪㬍㠭醢䃸嶗侳載暚詵㳛侟懲羮艊藥⺸䯖訅 96䎇

CupClub䯤䉳謭閔窅嶗䈇綈縟艊詵㫠㫤藥⺸桽烏䯖訅 107䎇 

Bockatech醮譯漥誼墡艊諦慘䯒抲倀䯓䯖訅 128䎇

BioPak〡鐴紡貊㯵䯤攝婠酽跣詵〡鐴⿷旿跀酛䯖訅 144䎇 

Vegware嶗 Paper Round䯤攝婠酽跣詵〡鐴⿷旿跀酛䯖訅 147䎇

樘粲 /萘粲殫改
貊㠳侸嗃藥⺸鵀雝䯖訅 46䎇

尒竑鈵昤駡誒侸嗃藥⺸鵀雝䯖訅 46䎇 

SonaeMC糋縚罝詵搱窹䯖訅 47䎇

Bananeira。Unverpackt für Alle嶗 Fairfood䯤邁鲶罝厸㳛侟懲羮跀酛䯖訅 104䎇

溶窝舁G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HELPFU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呏働蟨䇗筧艊 AmLite䯒抲倀䯓䯖訅 125䎇

TriCiclos䯤鮪藥⺸㛄㚧㫓蠿跤鄐駱愼駈鍎蓜㛌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29䎇 

㫊镾獕焨 PS棞旿䯒抲倀䯓䯖訅 13䎇

HolyGrail䯤斶叄烐棧鞏㚴䯖訅 137䎇

植城蓀報此舻侊
Apeel偧駁讜暚抲辭鲲閔嶗桽烏䯖訅 53䎇

倹寵誼偫閔曧偧駁陸桽晹槪誐艊煥㬦慙徔䯖訅 60䎇 

SODASTREAM偧駁㢋㢐＃咲跤壽慘￥䯖訅 84䎇

䇑墛鞲＃㬠跤乁擄￥㛛䖢跤煢僉鑫鳘躅鄽䖢斊㚳䯖訅 89䎇

ALGRAMO偧駁啔藥⺸黌彾㿀藥䯖訅 91䎇

踵鳘躅VYTAL羮嶀鈼鍖醭曧値轄艊昷媀棾䨺轄䎐咃㫠㫤藥⺸䯖訅 97䎇 

䈇綈縟咲貊螆偧駁㚧陝俋㓇浧㳕羮㳛侟懲羮浧媀䯖訅 101䎇

鮪孭蹺䯖偧駁忴镾怳俋㳛侟懲羮跀酛艊㓇浧䯩訅 105䎇

緤鉚㫠㫤跀酛偧駁婩僨酽跣 B2B㳛侟懲羮鄖慘浧媀䯖訅 113䎇

TriCiclos偧駁鮪藥⺸㛄㚧㫓蠿跤鄐駱愼駈鍎蓜㛌䯖訅 129䎇 

偧駁獕焨侸棞旿藥⺸嫮媀䯖訅 131䎇

漥驌䇖嶗㫊镾偧駁獕焨夠㓄艊桹䃾䎪艊⿷旿藥⺸棞旿䯖訅 133䎇

BioPak偧駁攝㬬桹梽姠婮窹敒䇗誤镾䯖訅 144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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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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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循环经济
需要 
两类创新……

本书重点关注 
上游创新。

9终聪艇
汇麈魈攖盈勝溅ê改=卧当ν 

绷旧佮闹惰艇昔跳μ 

ê改麈魈扰弓G殃霓ν

:终聪艇
怒竿磯椅被菅范ê改扰昔跳ν 

绷旧佮闹惰艇呱滔廡μ 

绰逯涪潘懿丛菅三毋ν

尼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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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同潘懿杳章呱淆吾汇ě塞簇二懊疵乐踯出塤櫪呱酮歇佮昙<娃艾杂芤舻徹ν

绷旧佮旧瞎赵槠语〡劲闹沸啉祀语拄垂佮聶d埂1呱踯出酮脏娃逞堝语〡劲佮

昙<娃闹喔语〡劲昙只芤悝语ν嵫便<充蹿攣塤櫪蠕娃俺9终踯出塤櫪淆诛

呱吾隊f溶汇ν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所说的废弃物。在循环经济中，上游创新意味着与

其研究如何处理废弃物，不如首先研究如何避免废弃物的产生。

若要了解如何从上游解决包装废弃物和污染问题，同时产生经济效益。

请继续阅读……

俺1闹剧廖滅辰谋馁陂ê菸侓界芤1奸谋馁陂

扰

什么是 
上游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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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创新 
是为了避免 
废弃物的 
产生。

哀d娃9终聪艇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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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要考虑 
上游创新？

通过重新设计产品、材料和

服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避

免产生废弃物。例如，可口

可乐公司在拉丁美洲采用

PET 瓶重复使用模式，让该

地区每年生产的一次性瓶子

减少了 18亿个。3 

踯出 
溅跳鸳弦塤櫪

川辆 
犰市逃

暑比 
磊蓉閾醭呱 
踯出酮歇

璣澈ě 
<庭鹅碘呱 
哝潇跏酪

丧苞 
芜闹惰呱 
弓G伍稗

蛋城
艇秘捧

塑料污染已经引起了公众的

广泛关注，客户越来越倾向

于选择能够提供切实解决

方案的品牌。 例如，2018年，

联合利华公司可持续生活品

牌 * 的增速超出公司其他业

务部门 69%，为公司贡献了

75% 的增长。4

通过设计避免废弃，同时寻

找新的产品交付方式可以节

约成本、提高品牌忠诚度和

用户便利性等商业效益。例

如，仅需将 20% 的一次性塑

料包装转变为可重复使用的

包装，即可创造约 100 亿美

元价值的上游创新机会。5 

许多解决方案不仅通过设计

避免废弃，还减少碳排放。

例 如，SodaStream（已于

2018 年由百事公司收购）使

客户可以在家里制作气泡水；

相较于购买市场销售的一次

性塑料瓶 / 罐装气泡水，此

举最多可减少 87% 的碳排

放量。6 

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实施相关

立法，解决塑料垃圾问题。

企业可借助上游创新力量，

保持领先地位。

通过《全球承诺》和《塑料协定》

网络，超过 1,000个组织（包

括塑料包装使用量占全球

20% 以上的企业）已加入并

支持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关于塑料循环经济的共同愿

景，上游创新行动是其中关

键一环。

*™㫊媰砮粶墮徏蛼＝茩艊艊閔窅䯖謾鲲閔桹錫鲋呺粷駡誒啔粶乵㢹㬅謙約嶗亱鎢蠘椥蛼＝嬁閼艊㫨俋茩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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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内容概览？ 1 2 3
吾x唪呱<汇ě蕆龍橙苄溅跳鸳弦

呱郄厨 , 昙娃\ā暑比踯出酮歇ν 

縷斂暑比锚痴μà乐涪橙苄乐嘩歇绷佮

吾伸定途汇囟岛涪弊被矾伍习嬸蛾

9终聪艇舁荡懊乐艹溅跳潘懿杳章

唪翔ν

渚1樸绰侊
屁桢

本节介绍上游创新思维，不仅重新思考

包装本身，而且还重新思考产品和更广

泛的商业模式，目的是在通过设计避免

废弃的同时，找出可向用户提供价值的

新方法。

渚ē樸绰侊
8谨溲蒡

本节展示如何运用上游创新思维实现循

环经济三大创新策略：淘汰、重复使用和

材料循环。通过 110余个创新案例研究

和参考文献展示何为良好实践。

渚8樸绰侊
被f壤\艹乐 

本节介绍成功实施上游创新努力的五大

关键支持因素，并为上游决策提供指导。

旧閾ā踯纹今辩仆佮鎊麋塤侊plastics.emf.org/upstream 

• 醣㪉懲羮 ＃醢珪攝昦￥蔠㚮＝㡊瑧藥䯒藥愥鄅嫚穻。昦孉粶鄽牨僨嗴昷熴訵䯓、

• 扜踆＃醢珪攝昦￥歇绷岌阃魔䯒猔苼鑫俋郿 200跣醢珪攝昦橉籌艊氥㒄鰓椷䯓、

• 驔僉梪霎艊㒂紬窛㛳。魿髽窛㛳。熴㛳嶗跤旝鼢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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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城9终聪艇屁桢ν

勝艇屁攴帝粲a祀ê改涪纹鸣糟妾枰佮

縷斂麈魈滅辰谋馁佮

反推塞垂饭菅蓉暑比拔膊呱艇酮脏ν  

渚1樸绰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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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 
包装、产品和 
商业模式……

屁桢

9终聪艇閾醭殻鹅屁桢酮霓ν

\掣绰丧苞伍絡佮縲個給莲帝粲虜溢萄硭呱

临噲佮恋勝俣殻饭俺淆吾9勝艇屁攴旧剥懊

挝贝酮霓饭菅蓉暑比ê改涪卧当ν

諒閾醭勝艇屁攴帝粲佮ê改涪纹鸣糟呱弓G

殃霓佮途汇縷斂麈魈滅辰谋馁佮反推塞簇\

菅蓉暑比拔膊呱艇酮脏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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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创新思维

勝艇屁攴帝粲意味着在包装设计层面（包装概念、形式、组成部分、材料

选择等）进行创新，通过设计避免废弃，同时提供相同的基本包装功能。

例如，从不可回收包装形式转向可回收包装形式，或使用完全不同的材料

（如可食用或可溶解材料）。

勝艇屁攴ê改意味着在产品设计层面（产品配方、概念、形状、尺寸等）

进行创新，在维持，甚至改善客户体验的前提下改变包装需求。例如，从

物理产品转向数字产品，或者从液体产品转向固体产品。

勝艇屁攴弓G殃霓意味着在系统设计层面（交付模式、供应链、生产地点、

收入来源等）进行创新，改变包装需求。例如，在销售产品时，使用可重

复使用或可返还的包装，而不是一次性包装；或者进行本地化生产，即无

需依赖全球供应链中频繁使用的复杂且往往不太可循环利用的包装保持

产品新鲜度。

请留意这些图标在书中注明创新者是如何重新思考包装、产品和商业模

式的。

勝艇屁攴

帝粲

ê改

弓G殃霓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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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策略2 吾碜凌夥旧剥戀菅9终聪艇屁桢

乐艹潘懿杳章8谨聪艇溲蒡侊

芝袁μ勝诫被菅涪昔跳潘懿ν 

縷斂 110保R聪艇歇绷岌阃涪哆攴田圻

凌夥剥\硭厩乐嘩ν

渚ē樸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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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泓碜恋氨枇8怊9终聪艇溲蒡佮
民凌夥旧剥汇諒ò溲蒡U抹菅9终
聪艇屁桢侊

芝袁

在维持或改善客户体验的同时，淘

汰包装。

• 直接淘汰

• 创新淘汰

勝诫被菅

重复使用包装，而不是在一次使用后

将其丢弃，从而为用户和企业创造价

值。

• 家中填充

• 家中返还

• 途中返还

• 途中填充

• 企业对企业

昔跳潘懿

在设计包装时，确保其材料可以被

循环利用或堆肥。

• 塑料循环利用

• 塑料堆肥

• 替换为非塑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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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两种方法
縷斂勝艇屁攴帝粲μê改涪弓G殃霓佮

逗二脞汇桢申扰萄瓜磊蓉褒銼呱搓暑:芝袁帝粲ν

8谨溲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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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机已至， 
我们需要改变 
对淘汰的理解 
以充分发掘 
其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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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一个隐藏的 
创新机会
＃芝袁￥<临噲ě赓忆被菅氛潇涪溅跳襞佮昙娃鸣糟聪艇呱
伍稗ν＃芝袁￥翁杳汇殴谨惘拇9籼跆\1怊啭莲榍j荡惮
A讨瞎窝噲呱溲蒡佮蚌諒怊启厨义汇惰菸萄鹅佮绷旧侊

1

2

关于什么是“必要包装”的观点正在改变。许多公司开始

质疑其对各种包装应用的需求；共识认为“不必要”且因

此可以直接淘汰的包装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有证据表明，淘汰是一个隐藏的创新机会。通过重新思考

包装、产品和商业模式，可以在维持或改善客户体验的前

提下，利用创新淘汰当前环境中不必要的包装。

月窝芝袁佮溅跳潘懿杳章廖<二脞乐艹ν芜锡ē钓灭佮溅跳帝

粲呱閾遇恋瓿1蒴佮恋諒ò铰蛋呱溅跳便蒽汇杳章U昙滅辰

滥叭療城懿礁呱二脞骗<谨ν\乐艹潘懿杳章佮攘叭縲首蹿閾

潘懿丛菅呱昔跳呱铰諑師ν7

 

燍嶯䯤梪覈醭㚮㛀⿷旿蟢貙䄄艊荁鲒桬懙䯖徏濕羮詆酽蟢棞

旿䯒偧鄘媑䯓桬懙⿷旿、㫥鲢昷熴妛煫桹獕焨藥⺸徏謾鄩鬣䯖

鍖曧鞣磢䈑㒄孉粶濕羮 /〡鐴 /㳛侟懲羮▕蕬㛄昻䯖罌澑啔

鮪＃棞旿孉粶￥覈頺㫧ǹ㚮㛀 䯒訅 117䎇䯓、熱鲋讜樭艊囑罌䯖

㫥㳚醭㚮㛀懲羮㪇㠮棞旿藥⺸艊䃾䎪、荁饅艊蓪㛊㓄訅 127

䎇、7

汇吾伸定U佮＃芝袁￥娃伸哲囁莲帝粲扰帝粲韪巴呱閾遇佮扰

伸嬸菅二殫菅扰二贮踯呱昔跳蹿宝帝粲扰韪巴佨哲囁汇被菅

范界芤昔跳呱閾遇佪*ν

我们为什么需要 

淘汰”
“

我们所说的淘汰 

是什么意思”
“

?
*藥⺸曧慇斾跣藥⺸窹閔䯒偧啢ㆩ。罝厸䯖藥愥罝苼嶗槪誐䯓䯖鍖藥⺸鄩鬣曧慇藥⺸跤詵飨羮忲徏㬦㫓誖雜窹絔忲瀇㫧ǹ惖鰓艊酽㯵鰓䯒偧夬厸。苼厸。詵搱窹訵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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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艇酮脏
窝㳛㒄嗚镾艊藥⺸

啉手酮脏
月窝㳛㒄嗚镾艊藥⺸

直接淘汰

两种淘汰方法
芝袁窝N怊<反呱酮脏 
ⅩⅩ 啉手芝袁脏涪聪艇芝袁脏ν 
ē旯呱冒呢蛾出ě帝粲陂改娃啡痴窝勝醭呱弹脞ν 
绷旧佮1懋飨\呱勝醭弹脞帝奢侊 
胖醭呱便杀μ犁洪μ敝丛μǚ崭涪讨堀渖ν

啉手芝袁

直接淘汰没有重要功能的包装，例如，“多买促销”

罐头组的塑料薄膜。

 

聪艇芝袁

有重要功能的包装可通过创新方法间接淘汰，让其

功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例如，新鲜产品可采用可

食用涂层来延长保质期，淘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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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淘汰

瀠胖醭帝粲月窝勝醭弹脞佮二啉手馁菅佮

A<閾跋剥勝谨綳涕μ聪艇佮ê改呱拔膊u<稗实浸ν

林潇汇段赐9陵ě啉手芝袁佮

蚌9终聪艇屁桢二懊糜档攘叭勝艇屁攴哀d娃嗒义呱胖閾ν

龔悼

弃用不必要的“多买促销”商品包装：罐装食品、饮料和零食包装袋等“多买促销”

物品（如乐购超市的“多买促销”罐头，第 46页；维特罗斯超市的“多买促销”罐头，

第 46 页）不再使用二次塑料包装。

弃用不必要的可撕物：从水瓶、广口瓶和软包装开口等物品上去除可撕物（如雀

巢优活（埃及），第 46 页；SonaeMC 的广口瓶，第 47 页）。

弃用不必要的塑料薄膜：弃用新鲜产品、服装、香水、化妆品和贺卡等商品（如阿

斯达超市的贺卡，第 47页；沃尔玛超市的散装水果和蔬菜，第 47页）的塑料薄膜。

俺镐繩闹剧

许多品牌和零售商已经开始发现和淘汰不必要的包装 9, 10。

——重点关注的关键类别已体现在上述趋势中。审视其对您的产品组合的影响

是个较好的切入点。

 

剥\硭厩乐嘩

目标水平：应持续并严格地评估直接淘汰包装的机会。 

 

行业统一：品牌、零售商、决策者等继续细化 “不必要”且可直接淘汰的物品清单。11

针对这些物品建立共识并行动一致使该行业能够在减少不必要塑料的使用方面

取得迅速协同发展。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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㳛昦屒鍊藥⺸ | 㓇浧誼 | 餚蹺 | 嗋咲 /窩駡咇

阿斯达（ASDA）： 
淘汰贺卡包装
92% 的贺卡已经弃用透明塑料包装。信封也是另行分销，需要时可另
行购买。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年避免的卡片玻璃纸包装袋高达 5,000万个，相当于超

过 86 吨塑料。去除包装并没有导致商品破损率的上升。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魿髽窛 | 鈪⺸ /罝⺸䏴閔

SonaeMC： 
淘汰玻璃瓶可撕物
用于灌装橄榄和果酱等产品的玻璃瓶已弃用塑料可撕塑料封口（覆
盖在瓶盖的边缘）。目前正在探索对蜂蜜和香料等更多产品实施这一
变化。

弓G讨哚 

节约成本：通过淘汰可撕塑料封口，每个玻璃瓶可节省 0.0025 欧元，目

前每年总共可节省 8,000 欧元。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自 2012年以来，总共已弃用了 120万个可撕塑料封口。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鎢愽俋 | 昦䞸䏴閔

沃尔玛： 
淘汰水果和蔬菜的包装
加拿大各地的门店已在出售单个辣椒和有机香蕉时弃用了透明塑料薄
膜。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年淘汰的辣椒用塑料薄膜约为 87 吨，香蕉用塑料薄膜

约为 6.3 吨。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餚蹺 |  鈪⺸ /罝⺸䏴閔

乐购： 
淘汰“多买促销”包装薄膜
英国所有商店的“多买促销”罐头（如汤、豆类、金枪鱼和西红柿） 

都已弃用塑料薄膜包装。 

“多买促销”在结账时自动应用于散装罐头。

乐购包装策略背后的故事见第 172页。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年避免 6,700万片薄膜，相当于 350 吨。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餚蹺 |  鈪⺸ /罝⺸䏴閔

怀特罗斯公司 
（Waitrose & Partners）： 
淘汰“多买促销”包装薄膜
5 条“多买促销”罐装产品线已在 17 家商点尝试弃用塑料薄膜包装。 

“多买促销”在结账时自动应用于散装罐头。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资源分配影响，该试验不得不搁置，但计划尽快重启。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试验的五条产品线上弃用此包装薄膜，每年将能够避免

18 吨塑料薄膜。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倀 | 䒃旿

雀巢： 
淘汰瓶颈塑料圈
雀巢优活纯净水瓶已弃用瓶颈塑料圈，并在包装上标注文字：“如发
出咔嗒声音，即表示安全”，以方便用户识别未开封的瓶子（听一下瓶
盖扭开时的咔嗒声响）。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前 18 个月（自 2019 年 1 月起），已避免了接近 240 吨

塑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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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da.com/creating-change-for-better/better-planet/packaging-and-plastic
https://www.walmartcanada.ca/news/2019/10/24/update-walmart-canada-prevents-11-million-pounds-of-plastic-from-entering-its-supply-chain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1223214#:~:text=Tesco%20chief%20executive%20on%20getting%20rid%20of%20multi%2Dwrap%20plastic%20use&text=Tesco%20is%20removing%20plastic%20wrapping,a%20year%20from%20the%20environment
https://www.waitrose.com/home/inspiration/about_waitrose/the_waitrose_way/packaging.html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餚蹺 | 咲姲 /窩駡咇

阿斯达（ASDA）： 
淘汰床上用品包装
自营品牌羽绒被和枕套已弃用由 PVC 制成的透明塑料包装。这并未导
致产品产生明显损坏。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共淘汰了 1,050万个羽

绒被和枕套包装，相当于 146 吨塑料（该计划的推广仍在进行中）。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銊蹺 | 咲姲 /窩駡咇

沃尔玛： 
淘汰塑料窗口
“My Life As”系列玩偶的包装盒已弃用塑料窗口，并将其设计为在
前部打开。这既提高了包装的循环利用率，也有助于更好地展示产品。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 2018 年 6月至 2020 年 6月期间，这种新包装的玩偶

已售出了近 250万个。

 

可回收性：淘汰塑料窗口可提升剩余纸板包装的循环利用率。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瑪絑 | 跣鳏悜絔羮閔

普罗旺斯欧舒丹： 
淘汰包装盒上的塑料薄膜
将弃用包装盒内个人护理用品（如面霜和乳液）周围的透明塑料薄膜（该
项目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 2022 年完成）。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一旦全面推出这种变革，估计每年可淘汰8吨透明塑料薄膜。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魿髽窛 | 跣鳏悜絔羮閔

SonaeMC： 
淘汰牙膏盒
自营品牌的牙膏已弃用二次纸板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放置在货架
上的托盘。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年淘汰了725,000个包装盒。每年总用纸量减少了8公吨。 

 

可回收性：货架用托盘因多用于商店，而非用户的浴室内（极少出现循环利用

箱），故而循环利用率较高。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餚蹺 | 昦䞸䏴閔

乐购： 
淘汰二次盖子
用箔纸密封的 300 毫升奶油罐（如双层奶油和酸味奶油）已弃用透明
的二次盖子。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弃用二次盖子每年可减少 3,400万件包装物品，约相当于

100 吨。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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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da.com/creating-change-for-better/better-planet/packaging-and-plastic
https://uk.loccitane.com/reducing-waste-commitment,83,1,96082,1385530.htm
https://www.tescoplc.com/news/2019/tesco-to-remove-one-billion-pieces-of-plastic-from-products-by-the-end-of-2020/?category=packaging


创新淘汰

窝勝醭弹脞呱帝粲二縷斂聪艇酮脏蓯手芝袁佮

逗髟吃弹脞縷斂吃肮酮霓锡乐艹ν

9终聪艇娃乐艹諒1唪翔呱録哦佮

A<稗ê菸蔷潜<簇呱犢瀨范瞎ν

殃霓 龍

*偧楇镾㛇暺詵鮪諦絔艊暚䄄餱縶廟䯖跞婮艊藥⺸詵鮪忞桹粶乵棷鬣醣䯖呏瑪㫧ǹ斾跣羠窹䅝㓦㫓蠿䯖賒詵璝㓦藥⺸镾侽⺖㓉踵孉粶藥⺸跀酛艊酽㯵鰓、

龔悼

可食用包装：使用可以和产品一起食用的包装材料（如 Apeel，第 52页；Notpla

的 Ooho，第 58页）。

可溶解包装：使用可在水中溶解包装材料（如 MonoSol 的洗衣胶囊，第 56 页；

Aquapak 的 HydropolTM , Smol）*。

固态产品：将液态产品重塑为固态产品，因此包装不再是必须（如 LUSH，第 60

页；一系列专注于固态产品的公司，第 61页）。

强化包装功能：将多个包装组件和单元合并成起来（如亚马逊的简约包装，第66页；

Charpak 的 Twist-Loc，第 62页）。

本地化生产和数字化：在当地生产商品或对其进行数字化转移，可减少运输和保

护的包装需求（如 Infarm，第 68页；Opendesk Furniture，第 67 页）。

俺镐繩闹剧

对于创新淘汰，有两个较好的切入点：第一，针对为循环经济构成重大挑战的包

装形式（例如，不可回收或易进入环境的）； 第二，新鲜食品、饮料和个人护理产

品行业中使用的包装（可从这些行业已经存在的许多创新淘汰案例中获得灵感）。

 

剥\硭厩乐嘩

目标水平：如有可能，淘汰整个包装，而不仅仅是一个包装组件。此外，须注意不

要无意间使创新淘汰成为材料替换工作（见第 41页“什么是淘汰”）。

 

辅助包装：在仍然需要辅助包装的情况下（例如，把固体肥皂带回家，或者把散

装水果和蔬菜拿回家），尽可能使包装成为可选项而不是默认项，并将包装设计

为可重复使用、可循环或可堆肥的（如 LUSH ，第 60页；Kecipir，第 55 页）。

意外后果：确保创新淘汰策略的实施不会产生意外后果（例如，增加产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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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銊蹺 | 昦䞸䏴閔

Apeel ： 
可食用涂层
1怊被菅酗陂昔跳蹿壤呱二殫菅召鳞佮二懊难諑蹄粲
语瞎涪瘅镓呱便隊污ν锲怕ā殓幌殫改涪铳陂潇芤临
GRAS佨乘飨郎橙佪飨鏖ν

炶炚 
⺖䅋慹鮪侳㯵

烐鰓 
⺖䀐呯鮪廟㯵

弓G讨哚

更好的产品：通过减缓水分流失和氧化，产品的保

鲜时间是无涂层产品的两到三倍。

节约成本：减少与食物浪费相关的成本，提高销售

额。

有竞争力的定价：投资回报足够高，零售商没有必

要提高 Apeel 涂层产品的价格。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不增加食物浪费的情况下，淘

汰了塑料包装。例如，一家黄瓜供应商使用 Apeel

产品每年将减少 30 吨以上的塑料包装。

 

碳排放：已对 Apeel 涂层产品进行了一个完整生

命周期的评估（包括多个指标）。12 减排幅度具体

取决于产品，从 18% 到 80% 不等。

可堆肥性：与可堆肥食物完全相容。

 

聪艇郄捧

投资：2020 年，获得了2.5亿美元用于扩大业务。

2018 年，完成了 7,000万美元的 C 轮融资。 

规模化：目前，美国零售商克罗格（Kroger）在其商

店里销售Apeel牛油果、青柠和有机苹果；德国零

售商艾德卡（Edeka）在其商店里销售Apeel牛油果、

橙子和柑橘；最近，阿斯达（ASDA）在英国的商店

宣布将开始销售Apeel 产品。此外，Apeel黄瓜将

于 2020 年底在美国上市。

阅读更多

暑比ê改涪卧当

Apeel鲲閔䯒犻嗃䯓飨貾梩艊嫮媀羠鲲嶗鰓䀏䯖妛鮪藥⺸跤宆醮烐瘍濾、磢謚䯖㛫鲲閔詵㬦㫓

覬爉。犨犻徏獸犻艊昷媀懲羮、

Apeel鮪抲辭鲲閔艊讜暚䯖雩鲮髀鲲閔姉羮荁饅桽烏、骼髦㛄㚧Apeel姉羮跀酛妛啔謾斾諦勢

辭姉䀍跤䯖䆠暚苳扡姉羮㫓蠿䯖蔠裮鲲閔㠮㳝飨醭昢抲䗮鲲閔屟镾、

㬦㫓醮銊蹺。仌㒂灧。蟴䞝。㒂紬窛嶗駻賣艊昦䞸嚙鲲閔辭姉縟飨倀銊蹺。孭蹺嶗踹䧍艊

䈇綈諦慘．飽諦慘䯖Apeel茩頌墱啔窡熌楇。㲆淎。淎厸嶗桹梽餥楇扢謭壈鯫、㬦㫓㫝梕@

㡊䯖Apeel啔镾侽怳俋謾鮪䉯爳。攢銊爳嶗跤銊爳艊趵烏、

植城蓀報

蹕穻棾瑧䯤 Apee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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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eel.com/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銊蹺 | 昦䞸䏴閔

Mori： 
可食用涂层
1怊葙进黉J栝蹿壤呱二殫菅召鳞佮二懊川椋语瞎μ瘅镓μ
犒逯涪照籪呱欹偌斂惘ν殓幌么飨酪\GRAS佨乘飨郎橙佪ν
突吾么腮储二菅ě殫改ν

弓G讨哚

更好的产品：通过减缓脱水、氧化和微生物生长过

程，改善新鲜食品的保质期和整体外观。

节约成本：Mori可以降低与食物浪费相关的成本；

与不提供包装相比，其投资回报率可提高两到三

倍。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浪费：无需使用塑料包装、蜡和杀菌剂，

有减少食物浪费的潜力。

可堆肥性：与可堆肥食物废弃物完全相容。

 

聪艇郄捧

投资：在 2020 年 7月A 轮融资中，获得 1,200万

美元。

合作伙伴关系：Mori已经在整个食品行业建立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整体和切分农产品、

肉类和海鲜行业。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設攝麟趵 | 棧姪喺㒂鲡 | 昦䞸䏴閔

Enviu的 Kecipir： 
本地新鲜食品配送
艇籪语瞎涪瘅镓汇璩幟羹蔑贰佮縷斂1R二浪橙勝诫被菅呱
潘懿傾樓妾枰佮恋畴又涪枷眉哲罰旯啉手獵手鴿锡ν

弓G讨哚

更好的产品：农产品将根据需要即时收割，确保新

鲜度和最佳质量。

便利性：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平台，使用户能够在线

购物，节省去杂货店的时间。

节约成本：运输距离的缩短和链条环节的减少使

该模式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

有竞争力的定价：相较于超市销售，Kecipir平台

销售的农产品价格最多低 50%。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浪费：自 2016 年以来，Kecipir 公司已

经淘汰了6 吨低质量的一次性塑料（如塑料袋和

聚苯乙烯泡沫托盘）。由于农产品是在收割后直

接在当地交付，该模式减少了整个价值链中通常

被浪费的食物量。目前，每年可减少 132 吨食物

废弃物。

碳排放：产品运输距离最长为 60 公里，因此可减

少因运输产生的碳排放。从农民到消费者的产品

配送时间不到 24 小时，因此不需要冷藏。

聪艇郄捧侊

规模化：自 2016 年以来，Kecipir 已将大雅加达

地区的配送量扩大到每月 1,600 次，并积极探索

向附近城市扩张。到 2022 年，其目标是将三个城

市的配送量扩大到每月 1.5 万次。

投资：从 Enviu 基金会获得了 3 万欧元的种子

融资，从国家地理学会获得了4.5 万美元的赠款

（2019 年）。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Keci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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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ri.com/
https://www.enviu.org/work/kecipir/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咲姲悜絔羮閔。跣鳏悜絔羮閔嶗妔㠭

MonoSol公司 
（可乐丽子公司）： 
可溶解薄膜
二贮ě语呱窠焓ν諒怊窠焓呱抹菅钇凰钓绰鸣糟佮征唛ā厘
姆涪R挨杀芤抹菅佨绷旧佮榨枕翠襞μ厘姆涪R挨杀芤菅改
舸掣翠佪佮懊躲殫陂抹菅佨绷旧佮秫池舸掣翠μ巒贮俯垢涪\
輟腖卧当弓涪輟煒暑比呱酪師碸跳1椅骗帘帝佪ν

弓G讨哚

便利性：不需要拆开或测量单件产品，可节省时间，

避免脏乱。方便随时使用。

更好的产品：可用于减少用户与刺激性化学品、农

业化肥、杀虫剂或医院传染性材料的接触。

高级包装：薄膜可隔离气体、气味和油脂，其溶解

温度可以通过设计加以控制。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可以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如小

包、瓶子、袋子或保护膜。

可再生来源：当前配方使用的生物材料可高达

25%。

可回收性：不会污染塑料或纸张回收流。

聪艇郄捧

规模化：世界知名品牌在餐具洗涤剂中使用可溶

性洗涤丸。为应对全球持续需求，MonoSol 正在

扩大生产，在美国、英国和日本设有 6 家工厂，且

目前正在波兰建设第七家工厂。

合作伙伴关系：MonoSol 最著名的是其与美国宝

洁公司合作开发的汰渍洗衣丸。 该洗衣丸产品于

2012年推出，成为洗衣产品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

宝洁公司认可了MonoSol在加速创新突破、推动

业务发展方面的成果。当前，MonoSol 几乎与所

有重要的消费品包装和私有品牌供应商开展合作。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MonoSol,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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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nosol.com/


勝艇屁攴帝粲=弓G殃霓 | 設攝麟趵  | 餚蹺 | 侳載䏴閔嶗䒃旿

NOTPLA 的 Ooho： 
可食用“水球”
二殫菅μ二厘姆奸氕呱葙照矜蹿壤呱＃语苄￥佮 
菅ě腖跳涪綳夫改帝粲ν

弓G讨哚

便利性：91% 的用户认为 Ooho 的外卖酱料和调

味品包装“方便使用”或“比普通包装更容易使用”。

品牌声誉：92% 的用户希望看到更多的 Ooho 外

卖酱料包装。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淘汰一次性饮料瓶、杯子和包装

袋。例如，2019 年伦敦马拉松选拔赛期间避免了

约 36,000 个杯子 / 瓶子的使用，伦敦十家餐厅八

周试验期间淘汰了46,000 个酱料包。

可再生来源：使用海藻制成，而海藻不与粮食作物

竞争，是大自然中再生速度最快的资源之一（褐藻

每天最多能长一米！）。

可堆肥性：与可堆肥食物废弃物完全相容，具有家

庭可堆肥特征。

聪艇郄捧

投资：2019年，获得了400万英镑的“seedplus”资金。

合作伙伴关系：Notpla、Just Eat、Hellmann's 和

Innovate UK之间已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调料袋

在全英国 Just Eat 食品配送平台上的销售规

模。2019 年伦敦马拉松比赛期间，用于填充

Lucozade（运动型饮料）的 Ooho 产品取得

成功尝试之后，被 Lucozade 选为田径活动制

定解决方案。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Notpla

蹕穻棾瑧䯤 Not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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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tpla.com/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跣鳏悜絔羮閔

Lush Cosmetics： 
固体个人护理用品
晃褒R挨杀芤菅改醵唛劲惰μ餞褒μ碸语μ扼歙涪殓犁杀芤
渖逯凑ν

弓G讨哚

节约成本：Lush 固体产品可降低与运输，存储空

间和包装材料相关的成本。

便利性：需要更少的橱柜空间，在旅行时无需携带

笨重的瓶子。

品牌声誉：创造一种可被顾客接受的新零售体验。

聪艇郄捧

规模化：Lush 于 1995 年在英国成立，目前在 48

个国家拥有超过 928 家分店。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固体个人护理用品不需要瓶子、

容器和管子。 

例如，自 2007年以来，Lush在全球销售了 3,800

多万个无包装洗发皂，共节省了 9,000多万 * 个

塑料洗发水瓶。消费者可从商店里直接将产品带

回家，无需包装。如为网上购买，产品会在“无包装”

的情况下，被直接放进邮购包裹里。

碳排放：通过减少产品重量，减少因运输产生的碳

排放量。例如，一个洗发皂所占的空间比液态洗发

水瓶少十五分之一（基于相同的使用次数）。

用水：Lush 每年销售的洗发皂可比液体洗发水节

省 45 万升水。
阅读更多

臣卧凸翔溧粤縷呱绅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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癛俋濕鲡 Amor Luminis 墴㒂 Bars over Bottles

熴蹺 Lamazuna 餚蹺 Beauty Kubes

銊蹺 Ethique

蹕穻棾瑧䯤 Lush

蹕穻棾瑧䯒鞲墢靧諢䯓: Lamazuna, 
Beauty Kubes, Ethique, Amor 
Luminis, B.O.B Bars Over Bot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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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k.lush.com/article/our-environmental-policy
https://amorluminis.com.au/
https://www.usebob.com.br/
https://www.lamazuna.com/
https://beautykubes.co.uk/
https://ethique.com/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餚蹺 | 妔㠭。昦䞸䏴閔

Charpak的 Twist-Loc： 
免撕开容器
1怊溅跳犁洪佮汇犁洪涪唛溃f蓯窝1R質酪伍逞ν…伍逞
怦闪逗蒽匏佮凸閾宿闹李帘巴ν

弓G讨哚

便利性：简单拧开即可，避免了基本上不可回收的

小体积可撕物。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自 2019 年推出以来，已淘汰了

超过 300万个可撕物密封件。预计到 2020 年底，

这一数字将超过 1,000万。

 

再生成分：这种容器由至少 75% 再生 PET 材料

制成。

聪艇郄捧

规模化：出现在英国各地维特罗斯杂货店的迷你

零食通道上。目前正在与一些客户讨论扩大这种

产品在英国和欧洲的使用。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㛛䖢 | 棧姪喺㒂鲡  | 䒃旿

达能的 Aqua Life： 
无标签瓶子
一种无标签的压纹水瓶，可减少包装组件的使用数量。原打印在标签
上的条形码已被整合到盖子上。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推出之年（2019 年），淘汰了

160万个标签。

再生成分：由 100% 本地再生 PET 材料制成，可

刺激当地需求，推动瓶子收集业务。

可回收性：瓶子使用 100% 可回收的 PET 材料制

成。

聪艇郄捧

规模化：这款压纹瓶子已于 2019 年初在巴厘岛

试销，目前已在雅加达和泗水上市销售，并计划扩

大销售。2020 年 7月，达能旗下的天然矿泉水品

牌依云（evian）也在法国推出了一款 100% 再生

的无标签 PET 瓶。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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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arpak.uk/latest-news/twist-loc/
https://aqua.co.id/en/brand/aqua-100-recycled-1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瑪絑 | 䒃旿

嘉士伯啤酒的 Snap Pack： 
创新胶粘技术
通过小胶点，即可将四个、六个或八个铝罐粘在一起。

勝艇屁攴ê改 | 扢熱 | 瑪絑 | 翄厸鲲閔

三星手机充电器： 
从光滑表面到哑光表面
经更改后的手机充电器设计，淘汰了包装。用哑光表面取代光滑表面，
消除了对塑料保护膜的需求。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緤鉚 | 昦䞸䏴閔

ICA：激光刻蚀标签
使用激光直接将标签蚀刻在水果和蔬菜上，不需要塑料包装和贴纸标
签。激光刻蚀只改变外表皮的色素，不会影响农产品本身。激光标签
已应用于有机牛油果、甘薯、冬南瓜、猕猴桃、生姜和西瓜。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B2B㫜㪟

美国信诺的 LOCK-n-POP： 
粘合剂喷雾
一种食品级粘合剂，将托盘上的一层盒子或袋子及其下面的一层盒子
或袋子固定起来。粘合剂的设计可以防止包装产品滑落，但仍然可以
相对容易地将它们分开。在分离时，包装表面不粘。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淘汰塑料环和塑料

薄膜包装。

可回收性：胶点可与

铝回收流相容。

聪艇郄捧

规模化：这款产品已在几个市场推出，

且可随时作为工业级产品。
阅读更多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淘汰或减少塑料托盘

包装。例如，使用 LOCK-n-POP，可以

将 10,000 个托盘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

量从 5立方米减少到 0.03立方米。 

碳排放：与使用托盘包装相比，使用

LOCK-n-POP 可减少八分之一到七分

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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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samsung.com/global/samsung-electronics-to-replace-plastic-packaging-with-sustainable-materials
https://www.icagruppen.se/en/archive/press-archive/2017/following-successful-pilot-sustainable-laser-marking-of-organic-melon-and-butternut-squash/
https://www.carlsberg.com/en/betterments/snappack/
https://www.signode.com.au/media/wysiwyg/pdf/Lock_n_Pop_POS_2016.pdf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翄縟㫜㪟

亚马逊无忧包装： 
便于打开的电商包装
电商包装方案，要求公司对包装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在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和

绝佳的开箱体验，但要求尽可能将包装组件的数量减到最少。

弓G讨哚

节约成本：减少运输和包装成本。

便利性：比常规运输包装更容易打开，可减少客户

需要存放和处理的包装数量。

品牌声誉：提高品牌声誉，因为

电商中的过度包装会给消费者带来负面印象。

聪艇郄捧

规模化：该方案自 2008 年起启动，包括超过 200

万件产品。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该方案淘汰了二次装箱和“填

充包装”，以及硬塑料翻盖箱、塑料捆缚物和扎线

带。自 2015 年以来，亚马逊已将单次发货的出货

包装重量降低了 33%，弃用了超过 91 万吨的包装

材料，相当于 16 亿个运输箱。

可回收性：为了淘汰那些不易回收的包装组件，亚

马逊已针对可使用的材料类型和格式制定了明确

的指南。
阅读更多

弓G讨哚

节约成本：Opendesk 通过消除运输、展示和存

放的需求，减少管理费用。

定制：按需生产意味着有可能根据个人偏好定制

产品。

便利性：缩短供应链意味着更快速的服务。

Opendesk 提供“按需办公桌”服务，可在 14 天

内提供本地生产的办公家具（包括订购、交付和

安装）。该服务旨在解决合约家具品牌交货周期

较长的问题。

聪艇郄捧

规模化：Opendesk已经为从初创公司到大型组

织（如谷歌、绿色和平组织和耐克）等数百家公司

提供了办公家具。

合作伙伴关系：Opendesk 与全球 250 多家本地

制造商合作。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本地化生产消除了塑料薄膜和

纸板等运输包装的需要。在当地运输过程中，尽可

能采用可重复使用的毯子。

碳排放：本地化生产可减少因运输产生的碳排放。

可再生来源：许多工厂都是社会企业，使用 FSC

木材，有助于保留住当地经济的效益。

其他：这些产品的设计适合于当地维修——可以

延长其使用寿命，支持二手翻新市场。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ê改涪弓G殃霓 | 㓇浧誼 | 瑪絑 | 咲姲 /窩駡咇

Opendesk Furniture： 
本地化家具生产
一种新型家具公司，提供家具设计，而不是实体家具。Opendesk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本

地化设计平台，与世界各地的独立设计师合作，致力于打造可共享、可下载的设计。通过

其在线平台，Opendesk在客户与当地专业制造商之间建立连接，根据需求在当地生产

家具。这意味着无需长距离运输，交货时间更快，交货仅需最后一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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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boutamazon.com/sustainability/packaging/case-studies
https://www.opendesk.cc/


弓G讨哚

更好的产品：农产品具有更好的外观、味道和新鲜

度。商店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包括目前无法

供应的产品。这些产品太过脆弱，无法在现有的

供应链中运输。

节约成本：减少与食品供应链相关的接触点和物

流。

有竞争力的定价：西雅图的克罗格公司（Kroger）

以与商店现有有机产品相同的价格销售 Infarm

产品。

聪艇郄捧

规模化：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商店、餐馆

和配送中心共有超过 900 个农场。

投资：2019 年初完成了 1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

2020 年完成了 1.7亿美元的 C 轮融资。

合作伙伴关系：与 30多家食品零售商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克罗格、玛莎百货和阿尔迪。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根据 Infarm 的超本地供应链

策略，顾客可购买到刚刚收获的农产品——这意

味着农产品可以长时间保持新鲜并减少食物废弃

物，且没有必要实施严格包装。

碳排放：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因运输产生

的碳排放可减少 90%。另一方面，能耗可高达传

统农业生产的 10 倍 ——这一因素是持续创新的

焦点。与传统农业生产相比，碳排放的平衡取决

于运输减排和能耗增加之间的净差额。 

用水：与基于土壤的农业生产相比，用水量减少

95%。

其他：与基于土壤的农业生产相比，化肥施用量减

少 75%，所占空间减少 99%。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㓇浧誼 | 瑪絑 | 昦䞸䏴閔

Infarm： 
门店蔬菜农场
超本地生产农产品，如草本植物和绿叶蔬菜；在智能、模块化“农场”门店种

植农产品。Infarm 安装这些农场，然后通过一个云平台对每个农场进行远

程监控。

蹕穻棾瑧䯤 diephotodesign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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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P Water： 
家庭过滤水
可自行安装的滤水器，直接安装在水龙头上， 

可即时对水进行过滤。

弓G讨哚

便利性：不需要搬运沉重的水瓶或水壶。

有竞争力的定价：使用 TAPP 设备，每升水的成本

低于一次性瓶装水。TAPP 估计，通过在家庭过滤

水而不是购买瓶装水，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可以节

省 200 欧元。

品牌忠诚度：过滤网的会员订购服务可留住老客

户。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TAPP 估计，自 2016 年以来，

其已淘汰了近 3,000万个水瓶。

弓G讨哚

更好的产品：保存新鲜农产品的外观、口感和营养

价值。

节约成本：应用该技术的部门可提高盈利能力，并

在 12 至 18个月内收回投资。与制冷系统相比，喷

雾法可减少能源需求，从而降低成本。喷雾法还可

减少产品损耗，减少因脱水造成的产品重量损失（但

维持按重量出售产品的价格）。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减少包装和冷藏要求，同时延长

产品的保质期和新鲜度。

聪艇郄捧

规模化：已在全球超过 4500 家商店使用，近期已

进入北美市场和太平洋地区。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昦䞸䏴閔

ARECO 的喷雾法： 
先进喷雾技术
用于食品（蔬菜、水果、鱼类、奶酪、肉类）的先进喷雾技术。 

该技术可通过微小水滴保持产品的湿度，在不弄湿产品的情况下， 

延长其保质期和新鲜度，同时减少包装需求。

厘姆菅语

驔嬱呏瑪鹾詵㠥惔嬱㡽艊䒃羮烐曧酽䎋鳏棈

䯒詵慁醁僨嗴茩槪6䯓、詵崺艊曧䯖跫翨諤

鰱㚾侸鳏賜磢瀯俍䉳唻鈇貂䒃羮烐艊粷呺、

㬦㫓婩僨辭烐嶗氈羠▕蕬㛄昻棾㓦噴㫥酽䃾

䎪曧酽䎋〓魯麇烏䯖詵夃棾墤俋艊蛼＝嶗粶

乵敱苩、鮪㬦㫓呝櫞▕蕬㛄昻鞣晹熴㓦噴

㛫䃾䎪艊嵔騙醣䯖㳛侟懲羮嶗謾骼鲮髀跀酛

桹暚詵慘踵酽跣詵ǹ昷橉䯒籌偧䯖㓄梪慇攢

訅92䎇艊I-Drop Water䯥︹㳛侟懲羮︺酽

霎訅24䎇艊＃㫊镾烐併￥䯓、貶雩叅鮪飨

醣嵔騙䯤張麹磢桹▕蕬㛄昻䯖貶狆㠿鍎醭輟

漜懲羮烐䫀俧靕棾烐䯒羾鲋嚌㭠醭偡。烐

㠮趖趇徏叅鮪榚鲢貙矇艊蔃窹㠮訵䯓、鮪㛫

鯫杛跤䯖㬦㫓抲辭＃䆠暚懲羮￥嶗＃咲羮￥

㓦噴昷橉唻＃㫓瓘￥㫧ǹ梪鰱誼䯖詵飨慘踵

酽漛屟罝⺸烐艊桬魍昷橉䯒籌偧䯖㓄蹕跤艊

TAPP Water䯓、 

植城蓀報

碳排放：TAPP 估计，与运输瓶装水相比，每个用

户使用的设备每年可减少约 150 公斤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聪艇郄捧

规模化：自 2016 年以来，TAPP Water 滤水器在

全球 73个不同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 85,000台。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TAPP Water

蹕穻棾瑧䯤 AR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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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 
面向消费者的 
四种模式 
——以及 B2B 
说明
縷斂勝艇屁攴帝粲μê改涪弓G殃霓佮

二懊勝诫被菅帝粲佮昙<娃汇1椅被菅范恋吃M馁佮 

俺昙\菅蓉涪耙G聪攣拔膊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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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 
重复使用的 
兴趣已经点燃。 
现在， 
是时候使用 
上游创新思维 
来实施和扩大 
解决方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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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重 

复使用’是什么 

意思” 

重复使用： 
一场正在不断推进
的革命？
汇斂盾船灭佮勝诫被菅殃霓汇帝粲璣假锲怕
ā湾皎呱惰凌悼劲ν

直到最近，重复使用模式还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负担或者是

过去的事情，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两年出现了重点关

注重复使用的试验、承诺、研究倡议和初创企业，体现了人们

对重复使用的兴趣。

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意识，即重复使用模

式不仅可为解决塑料污染提供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而且还

具有释放巨大商业效益的潜力。

例如，重复使用可以帮助降低成本、满足个人需求、优化运营、

建立品牌忠诚度、改善用户体验和收集信息等。13

有关重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2019

年《重复使用》，该书详细评估了重复使用的好处、四种 B2C

重复使用商业模式和 69 个重复使用解决方案案例。

*㫥曧唻︹昦⿷旿鄽牨︺跤＃㳛侟懲羮￥澐媀呯躏艊＃羮忊傖偡矇￥㓦㳘、桹饅▕鲋 ISO槪豈艊恖梮嶗薶賽呯躏䯖㛽贋䄕︹瑪絑恔㜀︺跤艊呯躏ィ、

淆式挝葱唪呱佮二勝诫被菅呱帝粲籼麈魈\二今椅被菅佮宝\

勝诫被菅@菅妾枰呱1樸绰ν 縷斂只榨涕R浪涕呱帝粲佮二

勝诫被菅呱帝粲逗二勝艇唤簇杳章Uν*

郎橙涪兜菸莲溶窝帝粲氣祀逞勝醭佮民蛾出ě旧剥潇芤涪界

芤帝粲佮昙<娃豢\帝粲娃1椅骗被菅輛娃二勝诫被菅ν逞ě

旧剥懊郎橙涪兜菸呱酮霓被菅二勝诫被菅呱帝粲佮窝麽今歇

绷二懊絆脱ν

根据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科学和指导（例如，来自 18个国家 14

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公共机构 15 的 100名科学家）建议，在继续

实施基本卫生措施的前提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过后应落

实安全实践，继续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系统。

大多数重复使用系统，包括使用数十年之久的系统，已经抵御

住了疫情影响，无需进行任何更改。例如，可重复使用的饮料

瓶方案和 Loop，第 100页（在 2020 年 4月和 5月创下了销

售记录）等重复使用与返还系统就是这样。

对于基于用户“途中填充”的重复使用系统（从卫生角度，其

中一些应用程序受到了质疑），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得到蓬勃发

展的案例。例如，智利圣地亚哥Algramo 公司（第 91页）“途

中填充”三轮车系统的销量在 4月至 6月期间增长了 356%，

当时该城市处于全面封锁状态。MIWA（第 89页）、Uno 和

SmartBins 等其他参与者也展示了如何保持大型自动售货机

的卫生和安全，例如通过采用物联网来降低客户接触点，或通

过安装在现场清洗端口，方便用户自有的可填充包装。?

“

“新冠肺炎疫情和 

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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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輛

藥⺸嶗＃藥⺸忞桹棈￥ 

㫠㫤酓麟趵

家中 
返还

途中 
返还

桨掣

藥⺸嫓羮忊忞桹䯖 

羾羮忊㫧ǹ乁擄乁擄

家中
填充

途中 
填充

面向消费者的 
四种重复使用模式
窝换怊<反呱耙G莲哲罰旯佨B2C佪勝诫被菅殃霓ν諒ò殃霓
呱冒呢蛾出ě帝粲呱溶窝雾ⅩⅩ逗帝粲娃籼桨掣輛娃籼糧輛佮
懊躲汇镐繩療舁桨掣 /糧輛ν

厘U桨掣

用户在家中填充可重复使用的容器（例如，通过会员制租赁服务递送补充剂）

録U桨掣

用户在外出时填充其可重复使用的容器（例如，门店分装系统）

厘U糧輛

通过收集服务从家里收集包装（例如，物流公司）

録U糧輛

用户在门店或落货点返还包装（例如，返还机器或邮箱）

 

B2B帝粲涪勝诫被菅

除了这四种 B2C 重复使用模式以外，还存在广泛的 B2B（企业对企业）重复使

用模式。 这些模式包括：个别公司重复使用自己的运输包装；基于互联运营商的

全行业重复使用系统管理一套共享的标准化、可重复使用包装。

B2B

厘
U        

録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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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填充

用户在家中用递送到门口 

（例如通过会员制租赁服务） 

或从商店购买的补充剂 

来填充可重复使用的容器。  

用户仍然拥有主包装的所有权， 

并负责清洁。

殃霓 龍 龔悼

固体或浓缩产品：液体补充剂被重新设计为浓缩液（例如，联合利华的 Cif 

ecorefil；庄臣的浓缩补充剂） 或片剂（例如，Humankind的Everdrop，第82页），

从而降低运输和包装成本。

定制产品或包装：通过对填充系统进行设计，实现产品或包装定制服务——例如，

用户可以混合不同的口味（如百事公司的 SodaStream，第 84页），添加香味，

或选用个性化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例如 Replenish）。

自动填充服务：向用户提供填充会员制租赁服务，提高品牌忠诚度（如 Bite 

Toothpaste Bits）。

俺镐繩闹剧

含水量很高的产品（如饮料和一些家庭护理及个人护理用品）非常适用家中填充

模式；因为这类产品通常可以去除水分，以产生固体或浓缩物，然后由用户在家

里用可重复使用的瓶子或分装装置进行稀释。

此外，探索与电商的整合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因为紧凑的补充剂可以轻松地装进

信箱，并节省送货上门的运输成本。当实际产品被陈列在货架上时，网上商店也

可能丧失标准大包装可能具有的“关注”优势。

 

剥\硭厩乐嘩

产品配方：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运输和包装材料的成本，在适用情况下，尽可能

地从产品中去除水分（例如，Everdrop，第 82页）。

填充包装：为了防止填充包装比一次性使用模式产生更多的废弃物，在提供补

充剂时不使用包装或使用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包装（如百事公司的

SodaStream，第 84页，Blueland）。

行业统一：为避免小浓缩物占用全尺寸含水产品的货架空间，其中一个方法是努

力使浓缩补充剂成为可除水产品的行业标准。 这将促进公平竞争，减少碳排放，

为整个行业节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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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drop： 
可溶解的清洗片剂
清洗片剂，在家中用可重复使用的瓶子将其与水混合，制作最终清洁产品

弓G讨哚

节约成本：与稀释、沉重、含水的产品相比，可降

低运输和包装成本。

有竞争力的定价：填充片剂的零售价为每片1欧元，

这意味着 Everdrop 的成本与一次性产品相当。

便利性：降低对橱柜空间的要求，无需把沉重的

瓶子从商店搬回家。此外，压缩型补充剂很适合于

电商销售。

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运营的前几个月，Everdrop售出了超

过 100万颗片剂。

 

投资：Everdrop 在 2020 年 7月完成了一轮种子

融资。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个片剂都避免了使用一次性

塑料瓶。

碳排放：运输量减少 80%-90%，可减少因运输引

起的碳排放。

再生成分：可重复使用的瓶子由 100% 可再生的

PET 制成。

可回收性：补充剂使用的纸包与纸张循环利用流

程相容。

可堆肥性：补充剂使用的纸包可堆肥。
阅读更多

懿礁讨哚

Waste prevention: Ha 避免产生废弃物：使用

补充剂管意味着，对于每次购买，仅需回收塑料管，

无需循环利用整个包装“外壳”。

聪艇郄捧

规模化：该产品已在全球推出。这是 2020 年第一

季度在亚洲推出的最佳 Luxe Cream 产品。16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ê改=弓G殃霓 | 㓇浧誼 | 瑪絑 | 跣鳏悜絔羮閔

伊夫·圣·洛朗的 
Pure Shots（欧莱雅）： 
补充管
补充剂管用于护肤产品。将塑料管放置到一个高质量、可重复使用的玻璃“外壳”（归用

户所有，由用户进行填充）。

蹕穻棾瑧䯤 everdrop

蹕穻棾瑧䯤 L'Oré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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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公司的 SodaStream： 
即饮气泡水
在家中用可重复使用的瓶子制作气泡水。 

气泡水是用水龙头里的水和装在可回收瓶里的二氧化碳制成。 

浓缩糖浆也可具有各种常见的饮料口味。

弓G讨哚
品牌忠诚度：家用设备可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

忠诚度。

便利性：降低空间需求，无需再去商店，将笨重

的大体积瓶子带回家 （一个二氧化碳气瓶可以

装载 60 升碳酸化的水）。

定制：通过提供各种口味和控制碳酸浓度，满

足用户的喜好。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避免使用一次性瓶子。 

 

例如，在 2017-2018 年期间，用户在家中制作

的气泡水相当于 63 亿个可重复使用瓶所灌装

的气泡水。

碳排放：与一次性 PET 瓶装气泡水相比，

SodaStream 生产的气泡水可减少 87% 的碳

排放。

聪艇郄捧
规模化：通过 46 个国家超过 9万家零售店进

行销售，覆盖 1,500万户家庭。

投资：2018 年，百事公司以 32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 SodaStream。
阅读更多

SODASTREAM旧剥個給＃厘U蹿宝￥

SodaStream墱㛇暺曧酽跣彾嗚艊＃咲跤乁擄￥㓦噴昷橉橉籌、2020妘6桸䯖艁鲇駡誒咅

壉䯖鮪醮饅䀽咃忊呝彾彾嗚啿㛛躐謚䯖Sodastream啔恦謾閔窅鞲＃咲跤壽慘￥浧媀㓇浧誼

勢＃蠩誤￥浧媀ⅩⅩ扢熱Sodastream豕趵烐諦慘羮妕詬、 蠩誤媀SodaStream豕趵烐諦慘

羮妕詬啔鲋2020妘醣約妘鮪銊蹺扢熱䯖羮忊詵飨鮪謙啨懲羮⿷旿罝艊讜暚䯖呯壽妛斶叄誼㣥

㤱靕墰艊䒃旿掟駱、㛫妕詬墱⺖羮鲋墡慘鯫忞。俋叧樍艤嶗梽鯫䯖怳俋鑫SodaStream閔窅

㓇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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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填充

菅蓉二懊汇厘懊斤呱绰粲俣佨旧弓墨佪
勝艇桨掣二勝诫被菅呱帝粲ν
菅蓉安黉韶窝二勝诫被菅帝粲呱溶窝雾佮
民犢賭只喳ν

龔悼

定制分装系统：用户可以选择想要的填充量（例如，MIWA 第 88 页；I-Drop Water，第

92页）；该种选择的价格往往更加实惠 17，并提供个性化内容，例如添加或混合各种口味（例

如，可口可乐的 Dasani Purefill；百事可乐的 Pepsi Spire）。

智能分装装置：传感器将在包装就位时被触发，自动分配所需的量（例如 EcoCarga），记

录产品信息，启动无现金支付（例如，Algramo，第 91页；MIWA，第 88页）。

分布式销售点：分装装置被应用于传统商店之外，成为可移动设备，或者放置在公共场所、

办公大楼等地方（例如 EcoCarga，百事可乐的 SodaStream Professional，第 84页）。

俺镐繩闹剧

一个常见的出发点是干货（如豆类、面食和谷物）。这些产品有最低包装要求，使它们非

常适合于极其简单的散装分装装置，可以在购买后使用便于携带到商店的可折叠 / 柔性

包装（例如，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搬运回家。这还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客户购买他们所

需要的确切数量。

还有一个可产生机会的领域是外出消费的饮料，用户可自行携带可重复使用的瓶子或杯子。

 

剥\硭厩乐嘩

分装装置：为了提高员工和用户使用分装系统的便利度和安全性，应将其设计为可快速

填充和快速使用，同时尽可能减少污染和溢漏。例如，使用预先灌装好的大装置，将其直

接安装到分装系统中，避免工作人员对大分装装置进行填充（例如，MIWA，第 88页），

和 / 或设计无接触及自动填充机器（例如，Algramo，第 91 页；可口可乐的 Dasani 

Purefill）。

产品配方：如果产品含水量高，可以考虑将其浓缩后再供应，然后在零售现场加水进行混

合  （例如，可口可乐的 Freestyle；百事可乐的 Pepsi Spire）。这可增加口味 / 香味的定

制，减少运输相关的成本和排放。

包装卫生：为确保可填充包装周围的卫生，可考虑在分装装置旁安装清洗口，以便当场进

行清洁和消毒（例如，Uno），或提供关于如何清洗的明确说明（例如，联合利华和沃尔

玛墨西哥公司的洗发水填充站，第 90页，KeepCup）。

客户参与：为了吸引顾客并协助转型提供新零售体验，可使用适当标识，并考虑在产品推

出的最初阶段安排额外的工作人员（例如，联合利华和沃尔玛墨西哥公司的洗发水填充站，

第 90页，怀特罗斯公司的 Unpacked）。为确保用户自行携带可重复使用的包装，需要

将其设计得简单易用，或者鼓励用户使用。例如，在这类包装中引入可折叠设计（例如，

DiFOLD，Stojo Cup），实现个性化（例如，KeepCup）设计，或者在合适的情况下提供

经济激励（例如，星巴克的杯子收费试验）18。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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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艇屁攴弓G殃霓 | 㛛䖢 | 緤佖 | 妔㠭

MIWA 与 
雀巢 Nestlé合作： 
高科技散装分销
雀巢和创新企业MIWA在速溶咖啡和宠物食品高科技散装分销解决方案 

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弓G讨哚

品牌声誉：客户表示，一次性包装的减少是购买补

充剂的主要动机。

定制：用户可以按需进行分装。

数据：RFID/NFC 标签和阅读器，结合集成信息

系统，能够全面控制包装和产品在供应链中的流动，

并提供机会，收集有关客户偏好的信息。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整个供应链中，包括在零售场

所储存期间，产品装在密封罐中运输，可减少食物

废弃物。 如果客户自行携带可重复使用的容器，

则包装废弃物可减少 90%。

 

碳排放：雀巢试验项目的具体生命周期评估（LCA）

仍有待完成。MIWA 进行的普通生命周期评估

（LCA）显示其可减少 64% 碳排放。

聪艇郄捧

规模化：雀巢在瑞士的三家门店已对这种分装装

置进行了四个月的试验。 在一次成功试验的基础

上，雀巢现在正在瑞士所有 16 家 Purina One 品

牌门店中扩大其填充解决方案的规模，以测试更

大规模的运营可行性。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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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和 
沃尔玛墨西哥公司： 
洗发水填充站
墨西哥十家沃尔玛超市的联合利华洗发水品牌填充站。这些填充站设有工作

人员负责监督，帮助顾客将洗发水分装到可重复使用的 1 升铝瓶中。这些可重

复使用的瓶子以一次性价格出售，并印有使用说明，指导顾客如何清洁瓶子然

后再拿回来进行填充。随着这种解决方案的推广，将对自助填充机器进行测试，

使填充操作不再需要工作人员监督，并提供更好的定量分装，以避免溢出。

弓G讨哚

定制：顾客按重量付费，并按需购买。

有竞争力的定价：填充洗发水的定价比一次性包

装洗发水低 16%。

品牌声誉：70% 的顾客表示 他们选择填充站的原

因是为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在 10 个顾客中，

有 8 个会推荐这种体验。该倡议通过社交媒体覆

盖到 19.7 万名用户，其中超过 31,700 名用户作出

了回应并参与进来。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 3个月试验期内，共计淘汰了

3,000多个一次性洗发水瓶，相当于 126 公斤重

的塑料。

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为期三个月的试验取得成功之后，沃尔

玛决定在 2020 年将该倡议扩大到墨西哥的 200

家沃尔玛门店。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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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G讨哚

节约成本：I-Drop 在商店中安装这些装置，无

需资本成本；并根据需要对过滤器进行监控和

更换。收入通常是由 I-Drop和实体店五五平分。

这种商业模式无需资本支出，这意味着任何商

店都能负担得起安装这些自动分装装置，而销

售额几乎可以直接成为商店利润。 这激励着

商家仅需要把重点放在销售上，而 I-Drop 则

专注于确保 Waterpods 以可靠且具有成本效

益的方式提供安全饮用水。

有竞争力的定价：使用 I-Drop Water 模式生

产的饮用水可以比瓶装水便宜 75-80%，使顾

客普遍能够负担得起清洁饮用水。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在南非收入最低的省份，一

家杂货店每 45 秒就通过 Waterpod 售出了相

当于一个 500 毫升瓶子容量的水。这意味着，

在 2020 年上半年，这家杂货店销售的填充净

化水相当于超过 20万个 500 毫升一次性瓶子

容量的水。

 

碳排放：减少了因运输瓶装水所产生的碳排放

量。

用水：I-Drop 的首选净化技术不会产生任何废

水。

聪艇郄捧

规模化： I-Drop已经在非洲七个国家（南非、

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加纳、塞内加

尔和纳米比亚）的 100多个位置安装并试验了

Waterpod 系统和技术。2019 年，I-Drop 推出

了一套升级版 Waterpod 系统，旨在为非洲各

地的大型零售连锁商店提供过滤水。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設攝麟趵 | 䉯爳 | 䒃旿

I-Drop Water： 
在杂货店进行填充
I-Drop同时解决两个问题——负担得起的安全饮用水；避免瓶装水产生的一次

性塑料垃圾。I-Drop的“Waterpots”为安装在杂货店的自助纯净饮用水填充

分装装置。分装装置连接到商店的主要供水系统，内置有一个过滤器，用户可以

使用任何尺寸的可重复使用瓶子 /容器来购买纯净水。定制的“物联网”技术平

台可以实时远程监控所有已安装的Waterpod系统，从而扩大市场覆盖面，降

低运营成本并提高系统可靠性。

蹕穻棾瑧䯤 I-Drop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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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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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霓 龍

龔悼
自动补货服务：企业提供一种会员制租赁服务，在下次送货时回收空包装，使包

装回收变简单。这也可提高品牌忠诚度，并收集用户意见（例如，Abel & Cole 的

Club Zero，第 98页；达能的水瓶服务）。  

高级包装设计：对包装进行设计，提高其功能性和 / 或美学外观，实现更好的用

户体验（例如，Loop，第 100页；DabbaDrop，Liviri）。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

为包装仍然是企业的资产，初始包装的成本可分摊到多次使用。

共享基础设施：为提高逆向物流的经济效益（如 Loop，第 100页），企业有可能

通过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在品牌、行业或更广泛网络中共享其物流和清洁设施。

俺镐繩闹剧
专注于交付频率相对较高的电商产品，最好是通过会员制租赁模式，可以作为一

个不错的出发点。这可使空包装的收集与新产品的交付相结合起来，避免用户长

时间存放空包装。

该模式非常适用于城市地区 *，因为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的运

输距离较短，包括送货距离以及送货至清洁 / 再填充之间的距离。  

 

剥\硭厩乐嘩
包装卫生：为了降低清洗过程的成本和减少资源使用量，将包装设计的便于清洗（例

如，reCIRCLE）。许多物流或清洁服务提供商根据清洗包装的容易程度，对品牌

进行收费（例如，Loop，第 100页，Uzaje）。

包装设计：采用跨品牌或跨产品的通用包装格式设计，可以提高运营的整体效率

（例如，Wally Shop，MMP 瓶子，第 104页）。此外，使包装平整，将其设计为可

立即倒出装载物，可能有助于提高返还率（例如，Abel & Cole 的 Club Zero，第

98页）。   

顾客参与：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用户退回包装。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收取包装押

金——不过，在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不要用很高的初始押金把顾客吓跑之间，找到

一种适当的平衡将十分重要。或者，与其在包装上支付押金，还不如通过诸如在

完成一定数量的包装返还后提供免费填充等方式，鼓励返还包装（例如，Abel & 

Cole的Club Zero，第98页），或对在一定时间后未返还包装的用户进行处罚（例

如，VYTAL，第 96 页）。

*䎍燍嶯䯖鳏訥椥謾衦哣艊鰱嶼詵镾＝䉳踮靕㦳窹牐慙徔䯒籌偧㭠㣵愗慼嶗裶䄄醭㢹訵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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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TAL： 
在送货上门和外带时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一个采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外带食品订购平台，

为餐馆和当地企业提供支持。新的在线平台和“家中返还”服务是VYTAL

现有业务（向餐馆、食堂和超市提供可重复使用和“途中返还”的包装）的

延伸。顾客通过该新平台和服务订购的食品将使用 VYTAL可重复使用的

包装，顾客可到店内自取或让商家用自行车送货上门。然后，用户可将空包

装放在参与活动的零售场所，或者在下一次送货时返还包装。

弓G讨哚

节约成本：与使用一次性包装相比，餐馆可以节省

20-30% 的包装成本。

品牌忠诚度：在退回包装后的下一个星期内，有很

高比例的回头客会再次订购。

高级包装：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能够延长食物的保

温时间（在 10 分钟，温度平均仅降低 3 摄氏度），

且可避免食物在运输过程中发送外溢。

数据：数字系统可以实现无现金操作、智能库存

管理、快速返还用户奖励，以及对减少的包装废

弃物进行明确跟踪。 

品牌声誉：顾客在选择送货平台时，将无包装废弃

物的送货视为一个关键的决策标准。目前，一些

餐馆老板决定仅提供采用可重复使用系统的外卖

服务。

懿礁讨哚

碳排放：与一次性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包装相比，一

个 VYTAL 碗在其使用周期内可减少约 30 公斤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

聪艇郄捧

规模化：VYTAL 在德国（柏林、慕尼黑、科隆和其

他城市）为大约 100 家合作餐厅和食堂提供服务，

吸引了超过 3000 名用户参与他们的“途中返还”

和“家中返还”混合商业模式。在隔离的前两个月，

VYTAL 大约有 400 名顾客首次使用了他们的服

务。

合作伙伴关系：该公司已在餐厅和食堂领域建立

了一个合作伙伴网络， 目前正寻求与希望为员工

提供便捷返还方案的公司或致力于实现零废弃物

的城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阅读更多

\哀dVYTAL菅迁橐昙<娃径岛呱酮霓锡╣岛纈磊隴唤帝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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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穻棾瑧䯤 VYTAL Global GmbH

蹕穻棾瑧䯤 VYTAL Globa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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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 & Cole 的 
Club Zero： 
家中填充
英国在线零售商Abel & Cole使用低成本、简单、可重复使用的运输容器，运送

扁豆、面食和燕麦等干货。这些瓶子被设计为实用但不漂亮，这样用户不会想留

住这些瓶子。在交货时，用户将容器内的干货倒入他们自己可重复使用的瓶子中，

然后在下一次交货时，将运输容器以及可重复使用的送货盒一起退回。

弓G讨哚 

优化运营：标准化包装用于不同的散装产品，以优

化包装操作。

品牌忠诚度：通过每年收取 10 英镑的 Club Zero

会员费，并免费提供某种产品十次填充，有助于留

住顾客。

有竞争力的定价：产品的售价与使用一次性包装

的产品相同。

品牌声誉：Abel & Cole 开始探索重复使用解决

方案，以满足客户对于减少一次性包装的需求，并

适应市场向填充解决方案的变化趋势。

聪艇郄捧

规模化：已使用 15 种不同的产品和三种不同尺寸

的可重复使用容器，成功完成了初步试验。一场有

1,000 名顾客参与的更大规模的试验已于 2020

年年初启动，随后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而被搁置。

该试验将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阅读更多

弓G讨哚

有竞争力的定价：虽然 ZerO Box 环保盒的生

产成本大约是标准纸盒的两倍，但由于每个包装

盒都可以多次出租，灰度能够以低于一次性包装

盒价格的成本提供包装盒租赁服务。使用 ZerO 

Box 环保盒，每次可比使用传统配送包装盒节省

30% 的成本。 中国在线零售巨头京东估算，如果

其订单中仅有 10% 使用 ZerO Box 环保盒便可

每年节省大约 450 万美元，因此已与 ZerO Box

开展合作。 

便利性：该专利设计可使包装盒在使用后可铺平，

便于存放和返还。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一个包装盒最多可以重复使用

14 次，据估计，自 2018 年以来，总共已淘汰了超

过 1,800万个一次性包装盒。例如，京东预计，到

2020 年底将在其供应链上淘汰 720 万个一次性

包装盒（京东已从 2018 年起使用这种环保盒）。

 

碳排放：自 2018 年以来，使用 ZerO Box 环保盒

的公司总共减少了 50 吨的碳排放。

聪艇郄捧

模化：目前正在使用的 ZerO Box 环保盒已超过

200 万个。该公司在中国各地拥有 20 多个对重

复使用物流进行管理的运营中心。

投资：2019 年完成了 1,4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

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已与京东物流、菜鸟物流、苏

宁物流、中国邮政和唯品会等 200 多家企业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㓇浧誼  | 跤蹺 | 翄縟㫜㪟

灰度（Huidu）的 
ZerO Box 环保盒： 
可重复使用的电商盒
可重复使用的电商盒，按月、按年或按次出租。这种盒子由轻质塑料材料制成，不使用胶带密封，

附有RFID标签以进行位置追踪。盒子将在产品送达时打开并直接退回，或在下一次送货

时退回，或可放在落货点。根据租赁模式，由灰度或租赁公司负责清洗盒子。

蹕穻棾瑧䯤 Abel & Cole Ltd

蹕
穻
棾
瑧
䯤

 H
u

id
u 

E
nv

ir
o

n
m

en
ta

l

歇
绷
岌
阃

98 | 9终聪艇 | 醑俋詇耚 | 㳛侟懲羮  咲跤㫠㫤 9终聪艇 | 醑俋詇耚 | 㳛侟懲羮  咲跤㫠㫤 | 99

https://www.abelandcole.co.uk/club-zero
https://huidugroup.cn/recycle


勝艇屁攴帝粲=弓G殃霓 | 㓇浧誼 | 熴蹺。餚蹺。銊蹺鄟郿壈 | 妔㠭。昦䞸䏴閔。跣鳏悜絔羮閔。咲姲悜絔羮閔。䒃旿

Loop： 
知名品牌使用的高端包装
一个全球重复使用平台，主要零售商在网上和实体店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提

供 500多种产品（包括汰渍洗涤剂和亨氏番茄酱等大品牌）。当容器为空时，用

户无需进行清洁或分类。这些容器要么被存放起来，然后从用户家中取走，要么

被存放在参与活动的商店中。然后，这些容器会被进行专业清洗、填充，并卖给

其他顾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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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G讨哚

高级包装：根据 Loop 分析，包装美学和功能的改

进是客户满意度的主要驱动因素。

品牌忠诚度：Loop 公司的再订购率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97%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会在90天内被返还。

便利性：Loop 的目标是使客户获得一次性包装的

同等便利性：即顾客可轻松从一系列零售商购买使

用可重复使用包装的产品，然后（通过家庭收集或

任何参与活动的零售商）轻易返还包装，无需考虑

清洁或分类。 

品牌声誉：一项针对购买家庭和个人护理用品的

Loop 用户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75%-90% 的受

访者表示其购买的品牌在环保方面进行了改善。 

75-10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购

买该品牌的产品。

懿礁讨哚

碳排放：经第三方验证的生命周期评估（LCA）表

明，Loop包装的碳排放量通常比一次性包装减少

22% 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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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 2020年 3月和 4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巴黎和纽约的首批试验吸引了 1 万名顾客，创造了

破纪录的销售额。 目前，该平台通过在线试验模式，

在英国（乐购）、美国（克罗格和沃尔格林）和法国（家

乐福）进行全国直播。 计划在2021年年中在加拿大、

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推出。Loop（通过与主要零

售商合作）将于 2020 年 10月在法国、2021 年 2

月在美国和2021年3月在日本开始进行门店部署。

投资：2020 年，Loop 完成了 2,00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

合作伙伴关系：目前，Loop正在与400多个主要品

牌（包括雀巢、宝洁、联合利华、玛氏、百事可乐和可

口可乐）以及零售商（包括家乐福、乐购、劳伯劳斯、

克罗格、沃尔格林、Ulta、沃尔沃斯和永旺）开展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Loop还将宣布与其他七家零

售商开展合作。 该公司还宣布与艺康公司（Ecolab）

就清洁业务开展合作，与敦豪速递公司（DHL）入境

包装分拣业务开展合作。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Loop and TerraCycle

蹕穻棾瑧䯤 Loop and Terra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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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蓉奪z被菅二勝诫被菅犁洪呱ê改佮

民汇被菅范汇埡墨扰穑緞俣糧輛帝粲ν

帝粲恋汇吃籼隴唤呱魂酮佨绷旧闥羹豁溶佪療舁只榨佮

扰旯葙耙G扰卧当比抹弓犢賭只榨涪充绰粲ν

殃霓 龍

龔悼

智能系统：包装上有单独的 ID 标签，企业可根据该标签跟踪库存，控制押金支

付和获取用户意见（例如，CupClub，第 91页，Muuse、HELPFUL）。

一站式解决方案：将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和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服务”，品牌和零

售商无需对重复使用系统负责。例如，“重复使用作为一项服务”企业可代表餐

厅和咖啡馆负责管理重复使用系统，提供食品配送所需的物品（杯子、容器等），

然后负责清洗、收集和再配送（例如，Globelet、Ozzi）。用户购买使用可重复

使用容器的产品，并在使用后在门店或落货点返还包装。包装将在其被退回的

地方（例如零售场所）进行清洗，或者由企业或服务供应商负责清洗和再分装。

 

共享基础设施：企业可共享返还地点、收集和清洁基础设施，从而降低系统成

本，同时确保用户落货方便、无缝衔接（例如 MMP 瓶子，第 88页，Conscious 

Container）。

低足迹的可重复使用包装：优化包装设计和生产，以降低前期成本，减少资源使

用量，同时保持效用和耐用性（例如，Bockatech，Circolution深入阅读，第89页）。

俺镐繩闹剧

几所在各大洲都可以看到饮料包装途中返还的规模化案例，这意味着饮料是一

个良好的出发点。对于外卖等外出消费的产品，也有相当多关于途中返还的案例。

 

剥\硭厩乐嘩

共享设计：统一包装设计标准和建立一个共同的逆向物流过程，有助于使重复

使用成为整个价值链中一种可负担和可行的模式。例如，如果饮料瓶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跨品牌和 / 或在整个产品类别（例如，水、汽水、果汁）之间互换，那么

系统成本可能会更低，因为存储、运输、分类和清洗业务可以得到优化（例如，

MMP 瓶子，第 88页；可口可乐的通用瓶，第 90页）。

客户参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品牌忠诚度和返还率。例如，通过制定押

金 / 奖励计划（例如，可口可乐的通用瓶，第 90页；Fresh Bowl）或对不返还

包装的用户进行处罚（例如，VYTAL，第 80 页），使空包装的返还尽可能简

单和无缝衔接，也可以提高返还率，例如通过确保密集的便捷返还点 （例如，

Globelet，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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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eira、 
Unverpackt für Alle 和 
Fairfood： 
瓶子的共享重复使用系统
MMP 玻璃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重复使用系统，德国几家主要奶制品公司传统上使用这种玻
璃瓶来制作酸奶。今天，创新企业 Bananeira、Unverpackt fur Alle 和 Fairfood 正在利
用现有的玻璃重复使用基础设施，将MMP玻璃瓶用于干湿产品。这些产品主要在有机商店出售，
用户可通过超市的反向自动售货机网络返还空瓶子。批发商再把瓶子重新分销给食品生产商，
由食品生产商负责清洗。

弓G讨哚

优化运营：由于瓶子和二级板条箱是标准化容器，

任何参与活动的食品生产商都可以使用空瓶子，

从而优化了分类和运输操作。

节约成本：虽然品牌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用于逆向

物流和瓶子清洗的）基础设施，但与一次性容器相

比，它们仍然可以节省成本。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MMP 玻璃瓶在被回收之前，平

均可重复使用 15 次。

聪艇郄捧

规模化：Bananeira 在德国 150 多家商店销售使

用 MMP 瓶子的产品，Fairfood 在德国 200 多

家商店销售这类产品。 目前，他们正在考虑推广

到更多的门店，提供其他产品类别，以及引入其他

标准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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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穻棾瑧䯤Bananeira, Unverpackt für alle, Fairfood Frei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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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通用瓶： 
多品牌共享设计
可口可乐公司于 2018 年推出的一种可重复使用 PET 瓶，已成为拉丁美洲多

个碳酸饮料品牌的标准化产品。用户可将空瓶返还给零售商，由零售商进行存

放，然后在新订单配送时退回给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将多品牌混合的

瓶子带回装瓶厂，然后将纸质标签清洗掉，清洗干净瓶身，重新填充饮料，再打

上新的品牌标签。 

弓G讨哚

品牌忠诚度：顾客间接支付瓶子押金——当他们

向商店返还空瓶时，可在下一次购买商品时享受

折扣。该奖励系统确保了瓶子退回率高达 90% 以

上，且与一次性瓶子相比，顾客再次购买的可能性

提高了 15%。

优化运营：针对所有品牌进行通用瓶设计，可简化

物流和减少库存空间。这可使新的零售渠道接受

重复使用模式。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拉丁美洲每年可减少生产 18 亿

个一次性使用的瓶子。

碳排放：考虑到瓶子生产、运输增加和清洗过程

用水量增加，这种瓶子可比一次性 PET 瓶减少

47% 的温室气体排放。20

用水：即使将清洗因素考虑在内，重复使用模式也

可一次性 PET 瓶减少了45% 的用水量，因为主要

的水消耗量来自新瓶的生产。21

聪艇郄捧

规模化：通用瓶倡议是可口可乐拉丁美洲公司关

于增加可重复使用包装（玻璃瓶和 PET 瓶）比

例的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截至 2020 年，可重复

使用的瓶子（玻璃瓶和 PET 瓶）占到销售总额的

27%，是 2018年和 2019年增长最快的包装形式。

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南非对通用PET瓶进行试验，

并将于 2020 年推出可重复使用玻璃瓶的通用设

计。

投资：可口可乐拉丁美洲公司已斥资超过 5 亿美

元，用于扩大通用瓶重复使用基础设施（瓶子清洁、

贴标签、填充等）。

阅读更多

弓G讨哚

便利性：这是一个十分方便的系统，用户不需要自

己携带和清洗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品牌和零售商

也不需要负责清洗包装。集成 APP系统使用户能

够轻松定位到落货点。

数据：每个杯子都有一个内置数字 ID，使其能够

在整个重复使用系统中被跟踪。这使得评估性能、

收集返还率、管理库存和衡量影响指标等变得更

加容易。据 CupClub 报道，零售品牌的返还率为

95%，食品服务品牌的返还率为 99%。 

优化运营：杯子的形状在所有供应商中均已标准化，

且容器没有品牌，这提高了该系统的效率，并使其

成为一种对零售商和品牌都具有商业吸引力的模

式。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截至 2020 年 3月，CupClub

仅用 1 万个杯子库存就完成了40万份订单，总计

避免了约 7 吨废弃物的产生。

碳排放：一项独立的生命周期评估显示，与一次性

纸杯相比，即使假设可重复使用杯子的损失率为

10%，其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可减少 50%。22 截至

2020 年 3月，CupClub系统比一次性使用系统减

少了 11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聪艇郄捧

投资：截止到 2020 年 6月，CupClub 的前期种

子融资已募集到共计 80万美元资金。

规模化：CupClub已完成的订单从 2018年的 4.5

万份增加到 2019 年的 30.5 万份，收入同比增长

了465%。CupClub正在推出一个送货上门外卖

系统。

合作伙伴关系： CupClub 已经成立了一个国

际品牌联盟，覆盖星巴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百

胜餐饮集团、雀巢、温蒂、Baxter Storey、John 

Lewis & Partners和康帕斯集团等国际知名品牌，

并计划于 2021-2022 年将业务扩展到 330 个品

牌。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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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lub： 
面向品牌和零售商的 
可返还包装服务
一种用于外带食品与饮料的重复使用系统。CupClub提供标准化的白色标签食品和饮

料包装，内置有可对品牌和零售商进行数字化跟踪的功能。然后，CupClub通过与各品

牌合作，对收集（通过落货点网络）、清洗和再分装系统进行管理，为用户提供无缝的重

复使用体验。

通用瓶倡议背后的故事见第 152页。

蹕穻棾瑧䯤 Latam Returnable Agile Project Team 2018 -  Coca-Cola 

蹕穻棾瑧䯤 Cup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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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ca-colacompany.com/content/dam/journey/us/en/reports/coca-cola-world-without-waste-report-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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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悼

标准化

整个系统中的包装形式和基础设施要求已经标准化。目前，大多数 B2B 重复使

用系统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例如，瑞典返还系统，第 113页，IFCO板条箱）。

一站式解决方案：

将可重复使用的 B2B 包装和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服务”，企业（如品牌和零售

商等）无需对重复使用系统负责。B2B 领域存在许多已规模化的“重复使用

作为一项服务”提供者（例如，瑞典返还系统，第 113 页；CHEP，第 114 页；

SoluPlastic），而且预计市场将继续增长（即使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3

智能系统

包装为单独标签，可在整个供应链对货物进行跟踪，并优化物流（MIWA，第 74页；

CHEP，第 114页）。

俺镐繩闹剧

创造 B2B 重复使用的机会，确定目前哪些 B2B 应用采用一次性运输包装（内部

和外部），总体了解运输和物流模式。

由于 B2B 已大量存在重复使用实践（托盘、板条箱、可折叠盒子、桶、鼓和灵活

托盘包装的各种替代品等），因此可能没有必要从头开始。探索是否有成熟的一

站式方案可应用于目标项目。

 

剥\硭厩乐嘩

共享设计：全球 B2B 运输重复使用系统的愿景基于标准化和模块化的可重复

使用容器，使用跨行业的开放网络，将资产和协议集中起来，对位置和状态进行

实时跟踪。24 这将释放巨大的商业和环境价值。例如，标准化、可追踪的集装箱

被认为是的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在 1956 年首次使用集装箱之前，装载 1 吨

货物需要花费 5.86 美元和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集装箱的使用立即将成本降

低到每吨 0.16 美元；到 1970 年，使用集装箱每小时可装载 30 吨货物。

殃霓 龍

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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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A-WRAPS： 
可重复使用的托盘包装
可重复使用的托盘包装由坚固、透气、网状材料制成，并使用皮带进行固紧

（也可使用固体材料进行固紧）。包装很容易被捆绑在一个装载托盘上，可

以用于发货作业和存放在配送中心。

弓G讨哚

节约成本：估计可将托盘包装的成本削减 40%，

且通常不到一年就能收回成本。通过减少材料使

用量（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取代一次性托盘包装）、

产品损耗（与一次性包装不同，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不能过紧）和包装时间（可重

复使用的包装更容易使用，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特

征），可以节约成本。例如，一个啤酒经销商使用

REUSA-WRAPS 推车盖，每年可以节省约 7.5 万

美元。

高级包装：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具有透气性能，

可以设计为带有一系列定制功能，包括文件袋、防

火、绝缘、RFID 标签和锁。 与单次使用的托盘包

装相比，可重复使用的解决方案能够更容易从托

盘上移除一个物品，然后重新进行固紧。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每个包装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大约可使用三年，估计在其整个使用周期内可减少

450 公斤的一次性托盘包装。例如，一家小型农产

品批发经销商表示，通过使用 REUSA-WRAPS，

每年可减少使用 45 吨的一次性托盘包装。

聪艇郄捧

规模化：丰田、米勒康胜、安海斯布希、爱室丽家

具和马丁·伯劳尔等公司都在使用这种包装。这种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已在全球出售。
阅读更多

弓G讨哚

节约成本：使用Happy Returns 返还软件完整解

决方案以及在逆向物流中使用 Returnity可重复

使用包装的企业，平均可节省 20% 的运输成本。为

节约成本，企业将物品集中到 Returnity可重复使

用容器中，然后按公司低承运价批量运输（而不是

每次一个）。Happy Returns 保证，与使用一次性

包装相比，在第一年可为企业节省 10% 的费用。

便利性：用户会立即得到退款，且无盒、无标签、

无接触体验可在 60 秒内完成。

 

优化运营：容器被设计为有效地堆叠在一起，使

运输过程中对空间的要求最小化。

懿礁讨哚

碳排放：在批量运输时用可重复使用、可堆叠的包

装代替单独纸板箱，Happy Returns 估计，使用

该系统的企业平均每 100万次返还可以减少 54

吨的碳排放。25 这个计算考虑到，在标准模型中，

有些物品会被装在收货盒里退回，而有些物品会

被装在新纸板箱里退回。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設攝麟趵 | 銊蹺 | B2B㫜㪟

Returnity 和 
Happy Returns 的返还站： 
落货点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
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系统，用于将商品退回给电商零售商。Happy Returns 的返还

站网络（可以放下物品的物理位置）可使购物者无需打印、包装或人与人接触即可交换

和退回电商产品。 然后，所有物品都被装在 Returnity可重复使用包装盒里，然后批

量运送到 Happy Returns 区域退货中心，并在分拣后退回给原零售商。然后，可重复

使用的包装被批量退回到返还站。

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美国共有超过 700 个返还站，正在使

用的 Returnity 盒约有 15,000 个。

Happy Returns 阅读更多 Returnity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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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返还系统 
全行业共享 B2B 封装
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共享的 B2B 可重复使用板条箱和托盘系统，由瑞典返

还系统（Swedish Return System）提供，对回收、质量控制、清洗和再

分销进行管理。顾客需支付板条箱和半尺寸托盘的使用费和押金，以及全尺

寸托盘的日租金和使用费。该系统取代了在其他地方司空见惯的一次性板条

箱和托盘。

弓G讨哚

优化运营：标准化设计意味着生产商和零售商知

道板条箱的确切尺寸，并能相应地对包装系统进

行调整。

节约成本：托盘比木质托盘轻 10 公斤，可降低运

输成本，使搬运更加轻松。 装有货物的板条箱被

直接放在货架上，可省去打开食品包装然后处理

废弃物的工序，从而节省时间 — 与一次性系统相

比，采用重复使用系统的普通规模商店每年可节

省 160 个工作小时。

高级包装：板条箱通风，不吸湿，可保护初级包装，

减少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例如，使用可重复

使用的板条箱，可以将鸡蛋破损数量减少 75%。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估计该系统每年可避免产生 5

万吨运输包装废弃物。

碳排放：与一次性纸板包装相比，可重复使用的板

条箱可减少 78% 的温室气体排放。26

可回收性：板条箱的使用寿命为 15 年。当板条箱

用坏后，会被循环利用并用于生产新的板条箱。

聪艇郄捧

规模化：2019 年，采用可重复使用板条箱和托

盘的订单量分别超过 1.5 亿个和 800万个。共有

1500多家企业参与。

投资：这些装置的押金被存入丹麦银行和瑞典返还

系统于2016年联合推出的一个可持续基金。此后，

该基金越来越受到其他投资者的欢迎。
阅读更多

闹惰1R B2B勝诫被菅丁宝殃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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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穻棾瑧䯤 Svenska Retursystem AB 蹕穻棾瑧䯤 Svenska Retursystem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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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P， 
布兰博集团旗下公司： 
跨行业 B2B包装平台
一个全球 B2B 供应链物流三级和二级包装“共享和重复使用”系统。

弓G讨哚

最优运营：CHEP 的板条箱和托盘标准尺寸已成

为行业标准，并简化和优化了物流。

节约成本：CHEP 的网络规模和可见性使其能够

通过促进高效、协作式解决方案来缩短运输距离

和降低企业成本。使用 CHEP 平台还可以减少企

业的资本支出，更容易满足包装需求的季节性峰

值和谷值，而无需支付存放费用和拥有缓冲库存。

与一次性替代品相比，可节省总成本 10-70%。 

高级包装：可重复使用的托盘和板条箱比一次性

替代品具有更高的质量。这些产品可减少产品损坏，

提高生产线效率。

数据：通过使用其端到端供应链解决方案和数字

技术，CHEP 可以使客户更容易看到其供应链，从

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CHEP 产品可以延长产品使

用寿命，减少废弃物。 例如，以木制托盘为例， 

CHEP 托盘的使用寿命最高可达到同等标准木质

托盘使用寿命的 10 倍，这意味着相比非重复使用

系统，CHEP系统使用的木材量可减少三分之一，

且仅产生四分之一的废弃物。2019 年，Bramble

平台的使用避免了 170万棵树被砍伐。

碳排放：与跨行业协作的系统相比，CHEP 系统

可最大程度地缩短运输距离。这可使二氧化碳排

放量减半。2019 年，Bramble 平台的使用避免了

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7

聪艇郄捧

规模化：60 多年来，CHEP已在各种供应链实践

中运行共享和重复使用系统。目前，CHEP 在 60

个国家设有 750 个服务中心和 51 万个配送点。

仅在欧洲，CHEP 就推出了超过 3.3 亿个托盘、容

器和板条箱。

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推出“零废弃物世界“合作计划，

Brambles 已承诺运用其在可重复使用包装模式

领域的专业知识，帮助其核心活动以外的其他活

动不产生废弃物。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CHEP A Brambl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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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循环： 
塑料循环的 
三条路径
縷斂勝艇屁攴帝粲μê改涪弓G殃霓佮

攘叭麈魈呱帝粲汇被菅枨晰推佮

吃昔跳脞襟籼潘懿丛菅ν

8谨溲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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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回收等 
材料循环时， 
上游包装设计工作 
被认为和 
下游基础设施工作 
一样重要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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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循环： 
从上游开始

您帝粲佨二勝诫被菅扰1椅骗帝粲佪<脞充惰牲弹脞推佮吃
昔跳抹縷斂唤滔扰奸氕呱酮霓乐艹潘懿丛菅ν

虽然这些流程涉及许多下游要素（如收集、分类等），但上游创新（如材料选择和包

装设计）是确保系统具备技术、实践和经济可行性的关键。

例如，据估计，要将在六个东南亚国家出售的约 13.8万个有色 PET瓶的颜色去掉，29

即使是在收集基础设施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需要每年额外收集约 18,000 吨重的 

PET 瓶。30

UPSTREAM INNOVATION FAQs | 121

昔跳潘懿娃伸縷斂唤滔扰奸氕渖酮霓佮汇杳章沾荡U莲帝粲

溶被菅呱昔跳涪歹保殫陂溶诽呱秫池壤绰佨罟婁菅佪療舁潘

懿丛菅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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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材料 

循环’是什么意思”

保持材料的价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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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跳涪妾枰顱绍

嫕鮪醭讜棞旿孉粶㣵嬛躐䄄㫧ǹ㬕愞暚䯖踵驔嬱桭長斾鉢敱楇䯖鞲跀酛艊㓕姪熱僨䉯夠㳛㒄、

㫥藥愥鍊鹷諤蟢醮藥⺸棞旿懲羮頌。懲羮跤嶗懲羮謚屟镾桹饅艊罌踃、 饅鲋㫧ǹ棞旿㬕愞䯒嶗

詇耚㬕愞䯓艊㫧酽澒慇攢䯖㓄訅 159䎇、

替换为 
一种非塑料材料

塑料回收

塑料堆肥 

塑料材料循环的 
三条路径

昔跳二懊縷斂＃唤滔￥三毋崭惘扰縷斂＃奸氕￥菸陂崭惘佨莲
ě舷ò昔跳锡絆娃肚渝哲碘佪乐艹潘懿丛菅ν
 

从塑料包装的角度来看材料循环，这意味着需要考虑三条主要途径：（1）选择一种可通过回

收途径实现循环利用的塑料类型（如 PET）和包装设计；（2）选择一种可通过堆肥途径实现

循环利用的塑料类型（如 PHA）和包装设计；或（3）选择一种不同的非塑料材料（如纸张）

作为替代，并将该其设计为可回收或可堆肥。

溅跳唤滔
对塑料包装进行分解（机械分解或化学分解），并用分解产生的材料

来制造新产品（这不包括能源回收和将材料作为燃料使用）。*

溅跳奸氕
在家庭或工业堆肥工厂对塑料包装进行分解，使其产生生物质、水

和二氧化碳。*

瓮史
将塑料包装替换为非塑料包装（如纸张或铝），并将其设计为可循环

利用或可堆肥。

*㫥曧唻︹昦⿷旿鄽牨︺跤＃螻敒￥嶗＃〡鐴￥澐媀呯躏艊＃羮忊傖偡矇￥㓦㳘、桹饅▕鲋 ISO槪豈艊恖梮嶗薶賽呯躏䯖㛽贋䄕︹瑪絑恔㜀︺跤艊呯躏ィ、

唤
滔       

奸
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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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悼

产品或交付模式变化：产品（如 JOI，第 130页）或交付模式（如如重复使用模式，

MIWA 和雀巢的填充伙伴关系，第 88页）的变化，使可回收的包装得以使用。

降低包装复杂程度：使包装组合合理化和包装设计简化，可提高可回收性。例

如，消除特定的塑料类型（例如，欧莱雅淘汰 PVC 材料，第 133 页；达能淘汰

PS 材料，第 133页），弃用着色剂（例如，雀巢专业餐饮的美极（®MAGGI® ），

第 132页；可口可乐的透明雪碧瓶，第 134页），以及减少材料组合（例如，高

露洁的 HDPE 牙膏管，第 131页；安姆科集团的 AmLite）。

再生成分 32：包装使用再生成分支撑，有助于推动对可提供再生塑料的可回收

包装的需求（例如，维特罗斯的 Evolve系列，第 135 页；达能的 Aqua Life，

第 63 页）。

涉及供应链：为回收而收集这一行为转移到供应链的一个早期节点（例如

从 B2C 转向 B2B），以确保 更高的收集率和更清洁的回收材料流（例如，

Surfdome 的“减少塑料”倡议，第 136 页）。

俺镐繩闹剧

在探讨对单个包装物品进行回收设计之前，评估可以在整个包装组合中实施

哪些能迅速增加可回收性的大的改动——例如，淘汰没有回收流程的塑料类

型或包装形式，选用有循环利用流程的塑料类型或包装形式。也有可能完全

淘汰特定的包装形式（见第 37 页的淘汰部分）。

塑料回收

莲溅跳帝粲療舁绰踯佨伍杏绰踯扰碘赖绰踯佪佮

民菅绰踯ê菸呱昔跳锡蹿攣艇ê改

佨諒<帝奢脞诛唤滔涪恋昔跳宝\诎跳被菅佪ν

9终聪艇莲弊療潘懿丛菅祀逞勝醭佮

民=挠麈:终滔廡涪潘懿丛菅笺峥麈同反溢療舁ν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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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俺妾枰呱踝拇攴颀窺師碘帝粲ν㪇㳝誼牐蠿鮪㫓詛竊鴛妘

頺荎鑫俋㳝艊棞旿䯖鹾啔酭醁慘踵抲䗮雜跣藥⺸鲲閔敱籹艊

酽蟢昷熴䯒籌偧䯖䇑墛豕趵䐥䒃艊銊椥 ®䯒MAGGI® 䯓䯖訅 132䎇䯓、

磢鍖䯖㪇㳝誼㢑獻䯒竑時曧踵謙啨藥⺸岄㳛㳝鍖謭桖侟棇。

侸棞旿嫮媀艊僨嗴甡黌䯓詵镾鮪跀酛嗃䉳鲲羠醭頠謚楇、 偧

楇醮螻敒藥⺸詵驔嬱艊敒苩荁瀷䯖敒䇗妛螻敒藥⺸艊彾梪嶗

䇏姪俒䗮䯖㮰躅㫥鲢藥⺸詵镾醭＝嬱勢螻敒羗靧曧敒䇗䯖鹾

斾跣跀酛艊酁楇詵镾＝桖趖、

*㫥曧︹昦⿷旿鄽牨瑪絑恔㜀︺艊鑨杛、桖侸鄫頺㓄︹瑪絑恔㜀︺呯躏 2020、

拼褒昙蹂佮唤滔酮脏绰\N逯侊

伍杏唤滔

㬦㫓梽櫑牐蠿䯒蔠虤。爏狾。鰓蟇。妔秪。畝㬬賔。玈諦䯓鍖䉯

朄魳敘黌棞旿艊誼叧酁椨䯖懲⿷旿呺粷孉粶濕羮、

碘赖唤滔

啔⿷旿鰓㓦踵誼叧彾鰓䯖磢謚啔㫥鲢誼叧彾鰓羮鲋壽慘昦棞

旿、

螻敒暺薶戹䅵鑫醭啔棞旿㳛昦鎢墡彾棞旿鍖鎢墡彾禯旿徏

镾瑧艊牐蠿䯒樰懪 ISO呯躏䯓、

旧帝粲扰帝粲韪巴汇哲罰范籼壤弹滔廡μ绰逯涪唤滔佮A杳

鏖脱諒1怖脏＃乐嘩U二舁民A二籼谨跏殃守鸣￥佮聶d…逯

帝粲扰帝粲韪巴逗籼跆\二唤滔ν

㛊幫藥⺸㛄㚧艊詵螻敒屟曧壠⺖㛇暺＃呺㣻跤詵ǹ妛鹾詵⺖

俋㓇浧扢妭￥艊婠㚴牣㛛嶗䄩過踵䯤㛫貙藥⺸曧壠鮪侸跣嶼

╪䯒邁桹靧啨 4鳗嗋炓䯓呺粷鑫 30%艊狆㠿謚螻敒籹䯩酽蟢

詵镾艊桬魍昷橉䯒喒謾唻鲋桖侸艊梪鰱麟趵鍖㔃䯓曧㒄櫩榺

曧壠鮪忞桹藥⺸䀏綈壈鯫跤呺粷鑫 30%艊狆㠿謚螻敒籹䯒㫥

跣＃壈鯫￥詵飨曧麇駁㓇浧䯖籌偧䯖詵飨曧酽跣竑呯鉢鑇鯫徏

酽鯫竑呯㡡鲇䯖徏酽跣蹺咲䯓、

回收是回收……

…只要是回收”

我何时可认为我 

的包装可回收*？”
“

轻量化在什么时候
适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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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硭厩乐嘩

发现机会：当谈到为回收设计时，人们通常会立即想到技术设计指南和工具——

这些都有助于重新思考包装。但是，为回收而的设计存在更多的机会。不要只是

重新思考包装设计或材料，还要探索产品和系统的重新设计。

重新思考系统，促进包装可回收性。

例如：

• 缩短生产和销售点之间的间隔时间。这可以确保产品的新鲜度，而

不必使用复杂（通常回收率不高）的包装（例如，Kecipir，第 55 页；

Infarm，第 68页）。 

• 在产品送达用户之前，拆除并回收包装。这有助于确保更高的收集率

和更清洁的回收材料流，因为这些材料永远不会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

且收集和回收的责任在企业而不是用户（例如，Surfdome 的“减少塑

料”倡议，第 136 页）。 

• 更改为重复使用 -返还模式——其在促进回收方面的好处往往被忽

视。首先，返还模式能够选择可回收的硬质包装，以取代难以回收的包

装（例如，Enviu的 Koinpack；Abel & Cole的Club Zero，第 98页）。

其次，作为返还模式的组成部分，该等包装一旦不适合重复使用，那么

将很容易堆积并作为清洁材料流进行回收（而不是和其他材料混合在

一个家庭回收桶，作为单用途物品）（例如，瑞典返还系统，第 112页；

Bockatech 与北欧化工的合作）。

重新思考产品，改变包装要求，并反过来改变包装可回收性。

例如：

• 考虑指定的保质期要求是否可以缩短（因为保质期太长会影响到所需

包装的复杂程度，从而影响到包装的可回收性）。 

• 以不同方式设计难以包装的产品，例如，在重新设计牙膏时，使其呈现

平板形式（如 Bite Toothpaste Bits），并在可回收的容器内进行销售，

而不是使用不可的多材料牙膏管。

重新思考包装，包括材料、添加剂、形式、组件等，使包装在实践中和规模上能够

被回收。APR、PRE、EPBP、RECOUP 等回收组织可根据您所在地域提供技术

指南，帮助您实现这一点。零售商通常也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指南，并提供给供应商。

常见指南包括（另见趋势）：

• 将通常被认为有问题的包装材料（如 PVC、PS 和 EPS）替换为有专门

回收流程的包装材料（实践中可行并可被推广）

• 淘汰多材料包装

• 使用与目标回收流程相容的包装特征（如封闭、标签和拉链封口）

• 尽量限制染料、颜料和油墨的使用

• 使用与回收系统相容且无毒的添加剂

汇帝粲麈魈斂惘U瑾城设铑旯囡黝

鮪跫翨醢㚾侸鰱昷䯖愼駈鍎鮪螻敒跀酛跤僨慽靧饅㳛㒄艊慘羮䯖貶骼髦艊豕䃸恖梮嶗蓜㛌嬟啨⺖鄐駱勢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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攢銊孉粶鄽牨墡蠿饉㛨駡誒TriCiclos鴛鰓玜毞䯖啔愼駈鍎鄐駱勢骼髦艊豕咲筧䄯錨桹㳛㒄嶯躏、濕羮＃詵

螻敒屟慇斶￥昷熴䯖TriCiclos墴㒂駡誒夎錫咃忊僨粷镾侽抲䗮嫕鰱藥⺸詵螻敒屟艊㛄㚧黌誼、㛫昷熴艊酽

跣饅䀽㒄踃曧㬦㫓醮愼駈鍎諦慘蛼艊唻㛣棾鑫㓦嫕鰱艊螻敒麽過䀍䯒詵飨㛺䯖濕苩荁饅鍎唻墴㒂艊嫕鰱敒

䇗嵔騙桭踵鑫㓦䯖岄邁桹㢋㫓80醐跣纍鯝敒䇗縟敒䇗鑫㛫蹺90%艊詵敒䇗棞旿䯓、愼駈鍎諦慘蛼雩慘踵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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鰓鲶骼髦唻＃醢珪噴詇偧駁茻扟嬁閼骼髦敒駱￥艊㓅砎、

羾TriCiclos鄩鄬艊愼駈鍎饉㛨牆誤墱夎錫㚾侸駡誒敘櫞謾藥⺸唻粶乵嶗蛼＝㬬彾艊嬁閼ⅩⅩ慇啂骼髦㛄㚧

桖桹詵镾⺖敒䇗艊藥⺸䯒鮪澐媀嶗䉯澐媀姠婮窹ǹ趵䯓䯥㫥儂㫓棾唻賜㡜鲋熱綈詵螻敒棞旿艊濕苩荁饅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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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城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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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艇屁攴ê改 | 設攝麟趵 | 銊蹺 | 䒃旿

JOI： 
可回收的坚果奶包装
可用来在家制作坚果奶和其他产品的浓缩坚果酱。从液态产品到固态产品的

转变改变了包装需求（例如屏障需求），于是可以使用可回收的罐，使每个容器

能够容纳更多的份量，并减少了所需包装总量。

旧剥芝袁今昔跳帝粲牛霓

詵㬦㫓侸蟢昷媀獕焨侸棞旿藥⺸嫮媀、

籌偧䯤

勝艇屁攴帝粲ν䗮䉃燳欃氱駡誒墱婩僨熱酽蟢昦艊窛隿諎羠鲲恖梮䯖詵呺粷踽㒄懲羮雜棞旿䯒HDPE䯓壽

慘窛隿諎䯖僉魍茩頌艊侸棞旿窛隿諎、

勝艇屁攴ê改νJOI䯒醢㫼䯓熱綈酽蟢羮鲋壽慘鱧楇偘艊牰釯赹笶窹䯖㫥蟢牰釯㱿詵飨羮雜棞旿咷鏍㫧ǹ

藥⺸、Bite Toothpaste Bits墱婩僨熱躉鉢窛隿穻䯖詵敡鮪雜棞旿罝厸㳚䀏綈、

勝艇屁攴妾枰ν㳛侟懲羮浧媀䯒籌偧MIWA抲辭艊㳛侟懲羮浧媀䯖訅88䎇䯓懲嬱雜棞旿。詵㳛侟懲羮。

妛鮪懲羮啈噯酁棴暚詵螻敒艊藥⺸詵僉魍侸棞旿藥⺸熱綈鲲閔䯒偧獫瓔䯓、

植城蓀報

弓G讨哚

便利性：JOI 浓缩形式不需要冷藏，因此减少了对

橱柜和冰箱空间的要求。JOI 网站还提供一项方

便填充坚果奶的会员制租赁服务，使零售客户和

批发 /商业客户无需从商店搬运笨重的纸盒回家。

有竞争力的定价：价格与大量生产的纸盒装植物

奶制品相当。

更好的产品：转向浓缩形式可以避免使用所有的

添加剂和防腐剂，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好的产品，

因此取名“JOI”（即只有一种成分）。 单一成分（杏

仁或腰果）的天然油脂和低水分含量可使浓缩物

的保质期长达 18 个月（即使是在开封之后），超

过了许多其他坚果奶产品的保质期。

定制：对于坚果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调整

产品的浓度和甜度。JOI 还可以用于制作更广泛

类别的食品，如酱汁、汤和冰淇淋。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一罐 JOI 节省七个纸盒，一大

罐 JOI 相当于 60 个纸盒。JOI 可让 用户按需制

作所需数量的坚果奶，避免食物浪费。

可回收性：JOI 可以使用单材料刚性包装，比用于

包装坚果奶的多材料包装更容易被循环利用。

碳排放：由于重量和所需存放空间的减少，这种产

品可减少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一卡车

的 JOI相当于五卡车纸盒装植物奶制品。

聪艇郄捧

规模化：JOI 于 2015 年成立，在 2018 年推出了

第一款批发产品，2019 年推出了第一款电商产品。

JOI还推出了多种口味，并计划进一步扩大产品线。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JOI

歇
绷
岌
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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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漥爳 | 妔㠭。昦䞸䏴閔

雀巢美极 ®（MAGGI®）： 
淘汰着色剂
雀巢专业餐饮（雀巢非家用业务）美极 ® 容器淘汰着色剂，可增加包装回收的

价值。调整包装尺寸也可减轻 33% 的重量，从而促进供应链优化。

芝袁秘跞呱窝塤櫪呱溅跳帝粲昔跳

嫕頌䯖麟趵嶗敤姛澐鮪菑撾扢誤俋㓇浧獕焨墡慘䯖雖䅵桭咷曀熱䃾䎪艊⿷旿藥⺸棞旿、33㳛砎饅燍艊

跏蟢棞旿鰓時曧鏅烉觥硲䯒PVC䯓嶗鏅餗觥硲䯒PS䯓、墱誐鉣︹瑪絑恔㜀︺艊梽椨跤䯖79%鮪鲲閔

鄩諦跤懲羮鏅烉觥硲棞旿艊麟趵嶗59%鮪鲲閔鄩諦跤懲羮鏅餗觥硲艊麟趵ィ蛵墱鄽獕焨徏澐鮪㚧陝

獕焨鏅烉觥硲徏鏅餗觥硲棞旿、

漥驌䇖曧墱彾嗚獕焨鏅烉觥硲棞旿艊誐鉣麟趵躐酽、2011妘䯖嫕漥驌䇖婩僔呺昻㫥䎋墡慘暚䯖謾瀯妘

俋郿狆鍣2260埡㳛艊鏅烉觥硲棞旿、㬦㫓醢珪攝昦䯖漥驌䇖彾嗚鰱鮪2018妘呝瑪獕焨鑫鏅烉觥硲藥

⺸䯖讜暚薶墮懲羮謾骼棞旿雩镾瓕㢹恖梮嶗鄽牨屟槪豈、

㫊镾墱壽呯鑫獕焨鏅餗觥硲棞旿艊茩槪䯖勢2024妘鮪漥爳。勢2025妘鮪瑪絑餱縶廟啔龌壽閔嶗歓窹

偘閔窅懲羮艊鏅餗觥硲棞旿䅝靧䈇、偧呺粷㛫茩槪䯖啔嶯嚌菑鞲藥⺸跤獕焨艊鏅餗觥硲棞旿啔䗮㫊10

醐埡飨醢、

謾骼㬦夠⺖獕焨艊棞旿藥愥鏅餗觥硲燅煻䯒EPS䯓嶗矹䧸、34

植城蓀報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容器使用刚性白色聚丙烯（PP）材料制

成。目前，雀巢公司正在德国与餐饮供应商进行测

试，收集和回收这些容器，并制作成新的包装。容

器的所有组件（桶、盖和标签）均使用PP材料制成，

新设计设有经改进的不需丢弃配件的开封留痕功

能。这两种更改都便于整个容器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回收，并降低了包装小组件被扔弃到环境中的

可能性。此外，弃用着色剂可提高回收的经济效益，

白色和透明的再生塑料的价格通常高于混色回收

物的价格。

其他：使用更轻的容器（即重量减少 33%），相当

于每年减少超过 130 吨重的塑料。

聪艇郄捧

规模化：2020 年初在欧洲投入商用的容器数量

约为 350万个，并正向其他地区扩展。
阅读更多

被菅充菸呱赍F傥昔跳

2019妘䯖鎽諦濕雲晪醣盤猼獃閔窅櫇䫀

䯒Magnum䯓彾踵訅酽跣鮪盤猼獃鈪跤懲

羮畝羠鏅蹩硲⿷旿艊閔窅、2020妘䯖漥

爳啔扢熱㢋㫓700醐跣懲羮畝羠⿷旿壽慘

艊盤猼獃鈪䯥勢2020妘姌䯖䎖㚧櫇䫀啔

懲羮16醐駡昒鄽㫓㚪㛇艊畝羠⿷旿棞旿、

植城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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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stleprofessional.com/news/white-new-green-new-maggi-professional-packaging-easier-recycle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漥爳。趼攢鲡 | 䒃旿

可口可乐公司的雪碧瓶： 
从绿色到透明
碳酸饮料品牌雪碧（Sprite）正在转型，将标志性绿色瓶子转变为透明瓶子，

以提高其回收价值。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提高回收的经济效益。在东南亚，每吨

透明PET瓶的售价平均比彩色瓶高出84美元（提

高了 35%）。35

再生成分：一些雪碧瓶使用再生成分。例如，在菲

律宾和瑞典，500 毫升的雪碧瓶采用 100% 再生

PET 材料制成（通过另一项倡议）。

聪艇郄捧

规模化：西欧、亚太和南非地区正在转型使用透明

的PET瓶。在亚洲，这种转型于2019年始于菲律宾，

随后于 2020 年扩展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

而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完

成这种转型。
阅读更多

弓G讨哚

品牌声誉：怀特罗斯公司的宏伟目标是到 2021 年

底，淘汰不可回收的材料并减少20%的一次性塑料，

与怀特罗斯客户的态度一致。

聪艇郄捧

规模化：怀特罗斯的可微波和可烘烤即食食品（目

前不包括意大利食品）大部分都已进入了 Evolve

范围。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每年可消除约 500 吨难以回收的黑色

塑胶材料。

再生成分：为彩色 PET 瓶的回收创造一个闭环终

端市场。使用多种颜色可以提高材料采购的灵活

性（具体取决于再生成分）。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餚蹺 | 昦䞸䏴閔

怀特罗斯公司 
( Waitrose & Partners:)的
Evolve：彩色可回收托盘
使用再生 PET 瓶和托盘制成的即食餐盘。每批餐盘的颜色都不同，具体取决于再生

材料的颜色。不同于使用原生材料或将其染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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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ca-colacompany.com/press-releases/sprite-switching-to-clear-pet-bottles-in-southeast-asia#:~:text=14%2C%202019%20%E2%80%93%20The%20Coca%2D,bottles%20far%20easier%20to%20recycle
https://waitrose.pressarea.com/news/18072019/colour-is-the-new-black


勝艇屁攴弓G殃霓 | 㛛䖢 | 餚蹺 | 桽⺸

Surfdome 和 
Patagonia的减塑倡议： 
将材料聚集起来进行回收
这是一种电商包装模式，即先去除衣物上的透明塑料袋再发送给最终用户。

这使 Patagonia 和 Surfdome 能够确保对包装膜进行回收。透明包装

袋采用再生材料制成，用于避免 Patagonia 物品在 B2B运输过程中遭受

破坏。

弓G讨哚

品牌声誉：电商中的过度包装普遍被用户所忽

视。这种运营解决方案将不需要用户自行处理

塑料薄膜。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Surfdome 将薄膜的回收作为一个

清洁、单一的材料流，然后确保它们能够被回

收。如果这些材料最终进入到家庭，那么这一

点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些薄膜通常不会在路边

被收集。经过三个月的试验，共计拆除了6000

件 Patagonia 物品的塑料包装，估计收集并回

收的材料达到了60 公斤。虽然采用这种模式

回收的材料可进入开放性的回收市场，但是这

些材料会被优先回收并制成包装袋。

弓G讨哚

便利性：改善了零售商和仓库的库存管理，缩短了

超市的结账时间。

数据：能够通过数字产品界面进行数据收集，以及

与用户进行高级沟通和接触 （例如，扫描水印时，

可以提供数字防伪如何使用或如何回收等信息）。

高级包装：提供一种可替代传统线条形码或二维

码（需在产品上占用打印空间）的可能方案。

聪艇郄捧

避免产生废弃物：可对包装进行高级分类，如食

品级包装、非食品级包装、可重复使用包装、可回

收包装、可堆肥包装。这不仅有可能提高循环经济

效益，而且还提供关于包装物质流（如分类和回

收 / 重复使用 /堆肥率）的细化数据。

聪艇郄捧

规模化：一家研发分类机构实现了概念验证（TRL 

6-7）。2021 年将进行一场涉及大量包装形式的

半行业试验，然后在试验市场进行行业试验。

合作伙伴关系：HolyGrail 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在欧洲品牌协会 AIM 的推动下，“数字水印倡议

HolyGrail 2.0”已发展到拥有超过 85 家合作伙

伴。
AIM 阅读更多 BBC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㛛䖢 | 漥爳 | 忞桹ǹ趵

HolyGrail： 
数字水印倡议
在包装的插图或表面嵌入难以察觉的水印，有效地对包装的整个表面进行编码。 标准

高分辨率摄像机可探测到这些水印，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包括更好地在回收设

施（MRF）和回收机构进行材料分类。这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回收。

再生成分：Patagonia 的透明塑料袋使用 100%

再生材料制成，有助于材料循环闭环。

聪艇郄捧

规模化：2020 年上半年，一项为期 3 个月、涉

及 6,000 件物品、旨在建立推出流程和制度的

试验工作已圆满完成。在此之后，Surfdome 的

母公司——Internet Fusion group 将研究如

何向其旗下 800 个品牌提供这项服务。对于

Patagonia，好处是了解如何在其自有和运营分销

中采用这项服务。

合作伙伴关系：这项试验的细节将与欧洲户外联

合会（European Outdoor Group）分享，该联合

会代表欧洲户外产业，正在协调一个一次性塑料

项目，并与 30多个品牌和零售商共同研究一个类

似倡议。
阅读更多

顾客看到什么 摄像头看到什么

蹕穻棾瑧䯤 Internet Fus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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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im.be/
https://www.bbc.co.uk/news/av/business-50335737
https://www.surfdome.com/blog/plastic-cutback-a-surfdome-x-patagonia-initiative


龔悼

使用可堆肥包装，提高堆肥价值：对通常会被有机物污染的塑料废弃物应用

进行重新设计，使其能够完全可堆肥（例如，茶包和水果贴纸，第 146 页）， 

并且可堆肥包装使收集食物废弃物（例如，食物废弃物收集袋）更方便。

收集可堆肥材料的专用系统：将可堆肥塑料包装引入市场，作为一个特定地

区内专用（通常为封闭式）系统的一部分，包括用于收集和处理可堆肥材料（包

括食物与有机物）的适当基础设施 （例如，BioPak 的收集服务，第 144页；

Vegware and Paper Round 的合作，第 147 页）。

俺镐繩闹剧

寻找可堆肥塑料机会一个不错的出发点是考虑这些机会能够帮助创建一个

整体上更有效的应用系统。目前有意义的应用包括以下三类：

• 能够促进有机物质收集与堆肥，从而帮助土壤恢复养分（例如，茶

袋或有机废弃物收集袋）。 

• 无法实现重复使用的封闭系统（例如，一场活动或一个体育场）。 

• 经常被有机废弃物流污染的应用（例如，水果和蔬菜上的贴纸）

塑料堆肥

溅跳帝粲汇厘U扰锚G奸氕麈同療舁绰踯佮
被吃ê菸菸陂隊μ语涪ē渝碘犰ν36

虬黉二奸氕溅跳<娃1怊6脞呱踯出酮歇
佨纹今韬碜鎊哆蓀吾泓佪佮
蚌旧瞎杳斂屣旁麈魈佮A抹菅怕您佮
二奸氕溅跳帝粲脞襟档惮潘懿杳章ν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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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硭厩乐嘩

为确保堆肥策略取得成功，并支持向循环经济转型，建议考虑以下事项：

获取：致力于使用来自尽责管理来源的可再生材料，这样一来，堆肥过程只将材

料生产过程中捕获的碳排放回大气环境 （且不会创建一个依赖于持续投入有

限资源的系统，因为这那不是长期解决方案）。

识别：为确保可堆肥塑料最终进入合适的（有机）废弃物流， 应使用并支持明确、

标准化的方式，让用户能够轻松识别可堆肥的包装。除了认证标识以外，还可以

针对可堆肥材料进行特殊着色或标记。为避免混淆，采用“全有或全无”的方法

也会有所帮助：

• 对于封闭系统（即在特定活动 /位置使用），这在理想的情况下意味着，

在具体应用中仅使用可堆肥塑料或不使用可堆肥塑料。 例如，体育场

里的所有食品包装都可以用作堆肥。 

• 对于开放系统（即不在特定活动 /位置使用），这在理想的情况下意味着，

将一种包装形式 /应用的全部组成部分转化为可堆肥塑料，甚至包括

跨企业转化。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一特定区域使用可堆肥的塑料

薄膜来包装“外卖”小吃，那么“全有或全无”方法将意味着该地区的

整个行业都会转向使用可堆肥塑料薄膜包装。

虽然这在实践中不会立竿见影，但从该系统的角度，使堆肥在实践中可行并可

被推广将具有重要意义。

收集：支持在所有计划使用可堆肥塑料的地方建立专用收集系统。在理想情况下，

开发这些收集系统时就应结合并促进食物废弃物的收集。若无法让废弃物在实

践中堆肥，在此地设计可工业化堆肥的包装并非一个有效方法。

跨行业统一：尽量确保包装的堆肥时间不仅符合相关的堆肥标准，而且还符合

您所在地区堆肥行业的预期时间（否则，您的包装不会被用于堆肥）。

如适用，使用术语“可堆肥”，而不是“可生物降解”：

鮪狇倀⿷旿暚䯖＃可堆肥￥曧酽跣赗薶呯躏艊梮㛳、㛫梮㛳ィ蛵䯖酽

鬣窹閔詵飨鮪竑呯暚䄄橅楯廟䯖鮪竑呯。詵扡艊棷鬣醣鰓㓦彾鲈炶

誼蘙。烐嶗羠窹㠮、＃墡趵詵〡鐴￥嶗＃咲姲詵〡鐴￥曧㛫梮㛳艊鄫

鰓 䯖墱叅鮪鄽蹺䅕㚪詵艊槪豈、

詆酽昷䉳䯖＃可生物降解￥賒醭曧㫥樭呯躏、㛫梮㛳ィ蛵䯖酽蟢棞旿

詵飨㬦㫓孎羠窹靕磢慘羮鰓㓦彾鲈炶誼蘙。烐嶗羠窹㠮ⅩⅩ貶㛫梮

㛳梪㦳妛煫桹呯躏㫥跣㫓蠿啔飨侸寚艊㬫姪僨羠䯖雩煫桹呯躏忞䈑

㒄艊酽跀燒竑呯棷鬣、

避免使用术语＃生物塑料￥䯤

姉㮌鋁懲羮梮㛳＃生物塑料￥䯖罌踵㫥曧酽跣㬦羮梮㛳䯖詵飨慇＃羠物基￥

棞旿䯒狇倀棞旿艊棾瑧ⅩⅩ呝瑪徏㯵鰓棾瑧鲋羠窹㠮䯓徏＃可生物降解￥

棞旿䯒醮酽蟢棞旿曧壠詵㬦㫓孎羠窹靕磢慘羮鰓㓦彾鲈炶誼蘙。烐

嶗羠窹㠮桹饅䯓徏鲈鍎、罌踵妛䉯忞桹羠窹▕⿷旿㰊詵飨羠窹䅝㓦䯒籌

偧䯖羠窹▕鏅觥硲䯓䯖桹鲢羠窹䅝㓦⿷旿醭曧羠窹▕䯒籌偧䯖PBAT䯓䯖＃羠

窹⿷旿￥㫥跣梮㛳詵镾＝魑鳏羥嵣、

生物塑料、可生物
降解、可堆肥、生
物基——有点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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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峥麈同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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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艇屁攴帝粲=弓G殃霓 | 㓇浧誼 | 癛俋濕鲡 | 侳載䏴閔嶗䒃旿

BioPak 堆肥俱乐部： 
创建一个可堆肥塑料系统
一种由 BioPak（可堆肥服务件供应商）推出的本地收集与堆肥服务，用于

确保对可堆肥包装、食物残渣和有机物质进行收集（收集到一个有机废弃

物箱中），然后在实践中进行堆肥。

弓G讨哚

品牌声誉：为确保将可堆肥的用具设计为循环经

济的一部分，BioPak 创建了这个系统，旨在确保

包装及其包含的食物残渣（更为重要）最终能够

被进行堆肥。

懿礁讨哚

可堆肥性：自 2017 年推出以来，这项服务已阻止

超过 1,500 吨的可堆肥包装和食物残渣进入垃圾

填埋场，并生产了 10.5 万袋堆肥。

聪艇郄捧

规模化：这项收集服务已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推出，普及范围很广。目前已有超过 200 家企业

使用该服务对其食物废弃物和包装进行堆肥。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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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ware 和 
Paper Round： 
创建一个可堆肥塑料系统 
2020年，可堆肥包装制造商 Vegware与废弃物管理公司 Paper Round建立了合作关

系，确保对可堆肥材料进行回收和堆肥。这两家公司为可堆肥材料实施计划的制定与监督

提供全面服务，以确保实现一个最佳实践系统：将所收集材料运到一个堆肥容器设施进行

为期七天的堆肥处理。

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伦敦十几个地方进行了为期 12 个月的

试验成功之后，这项服务于2020年年中在伦敦、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等地得到了初步推广。 这项服

务补充了 Vegware当前对生产者责任的关注，提

供包括英国部分地区“闭环”堆肥收集的现有服

务，并鼓励这些地方实施收集计划，收集使用过

的 Vegware 外卖产品。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餚蹺 | 咲姲 /䒃旿

Bettys & Taylors 集团的 
约克郡茶：使用可堆肥茶袋
将整个约克郡茶品牌系列（英国销量最大的茶叶品牌之一）的不可堆

肥的茶袋替换为纸质 /PLA 茶袋。截至 2020 年 6月，20% 的英国

约克郡茶包使用了这种新材料。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餚蹺 | 咲姲 /䒃旿

联合利华的 PG tips： 
使用可堆肥茶袋
第一个用玉米粉植物基可堆肥材料做包装的主要茶叶品牌。该品牌还

开始淘汰包装盒上的塑料外包装。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昦㒂賣 | 昦䞸䏴閔

Bostock： 
使用可堆肥水果标签
新西兰最大有机苹果种植商在苹果上使用的可堆肥贴纸。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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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悼

• 纸质薄膜：使用纸质薄膜代替塑料薄膜（有时与可与纸张回收相容

的聚合物或蜡相结合）（例如，Mondi 和 Fiorini International’

的合作，第 153 页；维特罗斯的植物和花卉包装；雀巢的 Yes! 棒）。 

• 纸质运输包装：纸质（例如，Flexi-Hex，第 153 页；emperPack 的

ClimaCell，第 152页）替代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塑料包装（如 EPS） 

• 纸质替代不可回收的小尺寸塑料物品：目前认为不可回收的小尺寸塑

料包装（例如啤酒罐套或小包装袋）替换为纸质替代品（例如 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的 KeelClip ™ ，第 156 页；Everdrop，

第 82页）

俺镐繩闹剧

了解替换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不可回收塑料包装的问题。其中一个方法是确定

一份清单，注明目前在实践和规模上被视为不可回收的塑料包装形式，然后评估

材料替换针对哪类包装具有技术可行性，且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并在

实践和规模上更容易实现回收或堆肥（与塑料包装的重新设计相比）。请参阅以

上“趋势”部分，了解当前可行的形式和应用。

要注意或有机会完全淘汰特定的包装形式（见第 37 页的淘汰部分）。

剥\硭厩乐嘩

结构化方法寻找从结构化和系统角度出发的替换。 （初步指南见第 161页的“提

出正确的问题”）。

系统基础架构和包装设计：在将塑料替换为另一种材料之前，考虑替代材料的循

环系统是否到位（即，在实践和规模上进行回收或堆肥），并确保包装的设计适

合于目标系统（更多细节见第 126 页和第 143 页）。

识别：为支持进行适当处理，需确保用塑料替代品制成的包装明显区别于塑料包

装（例如，塑料薄膜和纸张薄膜有时候看起来相似）。

替换为  
一种非塑料材料

将塑料包装材料替换为非塑料包装材料 
（如纸张或铝）， 
然后将其设计为可回收或可堆肥的。 
上游创新创造了重新思考的机会： 
针对具体应用， 
哪些包装材料最能支持更好的系统效益。

殃霓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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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应该成为我 

的唯一塑料策略
吗？”

我的非塑料包装 

可以称为可回收/ 

可堆肥材料吗？”

“

“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嶯俋濕 | 妔㠭

Mondi与 
Fiorini International 
的合作：纸质面食包装
带有纸质窗的纸质面食包装。包装制造商Mondi与 Fiorini International

合作开发创新包装。 这一解决方案使面食生产商Girolomoni能够将其不可

回收的柔性塑料包装替换为纸质包装，同时保持从外部看到产品的功能。

弓G讨哚

高级包装：Fiorini International 正在为客户寻

找一种纸质包装，使其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纸

质窗的发展意味着顾客可以看到产品的外观——

这是纸包装通常无法实现的效果。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100% 可回收——目前面食通常使用的

柔性塑料包装无法实现 ——并且即便是在回收要

求最高的国家，这种包装也与废纸回收相容。

可再生来源：经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

聪艇郄捧

规模化：Girolomoni已在其三条面食生产线上

使用这种纸质面食包装。目前，这种包装也被用于

大米（意大利大米厂 Vignola已经开始使用）。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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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ndigroup.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2019/innovative-fully-recyclable-pasta-bag-creates-a-sustainable-window-into-the-italian-food-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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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Pack的
ClimaCell：绝缘包装
植物基绝缘包装，用于包装易腐烂物品，具有与发泡聚苯乙烯泡沫（EPS）

相当的温度控制性能，同时使用可再生材料制成，与纸张循环利用流完全

相容。 当前用例包括对温控配送要求极高的盒饭配送和药品配送。

弓G讨哚

节约成本：ClimaCell 绝缘包装是一个两片扁平

包装套，可减少使用前的运输和存放物流。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自2018年以来，TemperPack的

顾客通过使用ClimaCell包装（而不是EPS包装），

使垃圾填埋场减少了2,200万个泡沫塑料冷却袋。

碳排放：TemperPack 估计，与 EPS 包装相比，

ClimaCell包装平均可将碳排放量减少 65%*。

 

弓G讨哚

节约成本：与传统包装相比，高性能设计可减少破

损，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包装数量，例如，

Tarquin 公司通过在其 Gin 产品中使用 Flexi-

Hex 包装，其破损率仅为 0.22%（基于 16,500 个

单元的邮政运输测试进行计算）；Tinkture Rose 

Gin 通过使用 Flexi-Hex 包装，破损率已从 5%

降至 0。这种包装使用压缩形式，因此所占用的存

放空间非常小，其灵活的形状和结构使其能够适

应和满足不同尺寸和形状的产品。这可减少包装

过程所需的时间——例如，一家冲浪板公司能够

将其包装时间从每板20分钟缩短至每板2分钟。

品牌声誉：Flexi-Hex可减少电商配送过程中用

户收到的不可回收的保护性包装的数量。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通过纸张循环利用流，完全可循环利用。

可堆肥性：完全可堆肥。

再生成分：由 100% 再生纸浆制成。

聪艇郄捧

规模化：欧洲最大的运动用品零售商 Surfdome以

及饮料公司 Bombay Sapphire、Mentzendorff、

Atelier Nash 和 Tarquins Gin 都在使用这种包

装产品。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㓇浧誼 | 瑪絑 | B2B㫜㪟。翄縟㫜㪟

Flexi-Hex： 
保护性运输包装
蜂窝状设计的柔性纸板包装，可在运输过程中保护产品。这是一种可替代泡沫

包装和发泡材料的包装。

可回收性：通过收集并回收纸板，实现完全循环利

用。 ClimaCell内衬符合OCC-E可回收性标准，

并带有 How2Recycle 公司“广泛回收”的 Paper 

Insert 标识。

可再生来源：ClimaCell包装的 95%，包括内衬和

瓦楞运输盒由植物基可再生纸张和淀粉制成。

聪艇郄捧

规模化：TemperPack 的产品来自两家生产工厂，

客户超过 100 个。当前客户包括 Hello Fresh、新

英格兰生物实验室（New England Biolabs）、

UPS Healthcare 和 Illumina。

投资：2020 年 7月，在 C 轮融资中获得了 3,100

万美元，总融资金额超过 7,500万美元。 

合作伙伴关系：2020 年初，TemperPack 与 DS

史密斯集团（DS Smith）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在整个欧洲推广和销售双方合作开发的采用

ClimaCell 技术的包装解决方案。 TemperPack

得到了闭环基金（Closed Loop Fund）的支持，是

美国废料再生工业协会（ISRI）和 How2Recycle

计划的成员。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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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lexi-hex.com/
https://www.temperpack.com/clima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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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celPack 公司的
HexcelWrap包装： 
易碎品纸质包装
泡沫包装的替代品，由 100% 纸浆制成。无胶带密封，可简化和优化包装

过程。

弓G讨哚

节约成本：HexcelWrap可优化操作，从而为用户

节省总体成本。该产品以一种紧凑未展开的卷状

进行运输和销售，在使用前可节省高达 80% 的存

放空间，其优越的保护性能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少

的包装材料，从而减少包装盒的尺寸（因此可减少

装运量），同时仍然可有效地保护产品。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HexcelWrap 完全与街边纸张回收流

相容。

聪艇郄捧

规模化：在十多个国家，共有超过 12,000 台

HexcelWrap自动包装机。该产品由若干全球规

模最大的包装供应商（包括DS Smith）进行分销，

且已在全球领先品牌使用。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扢熱 | 銊蹺 | 翄縟㫜㪟

HexcelPack 公司的 
Hexcel'ope 信封：保护性信封
衬垫信封为 100% 纸质。传统塑料泡沫内衬信封的替代品，可以替代小盒子。

蹕穻棾瑧䯤 HexcelPack, LLC.

蹕穻棾瑧䯤 HexcelPack,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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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G讨哚
节约成本：虽然信封本身的成本要高于传统

信封，但预计客户在减少损坏、淘汰小盒子和

填补空白方面可获得的整体回报将超过使用

Hexcel'ope产品的公司的整体回报。 

懿礁讨哚 
可回收性：Hexcel'ope 仅使用一种材料（纸）

制成——这意味着该产品可与纸张循环利用流

相容。 

聪艇郄捧
合作伙伴关系：HexcelPack已联手 Intertape 

Polymer Group合作，授权其作为主要被许可

方，利用他们的 Curby（街边可回收）产品线生

产 Hexcel'ope产品。预计该产品将于 2020 年

第三季度上市。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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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xcelpack.com/the-mini-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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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公司的 
KeelClip ™包装： 
纸板饮料包装
纸板包装解决方案，可替代多包装饮料罐所使用的收缩薄膜和塑料环。适用于

所有罐直径和高度，可规模化程度极高，无需额外的终端包装设备。

弓G讨哚

高级包装：KeelClip ™可将饮料罐顶部完全覆盖，

并保持其清洁，同时保留了收缩型包装的便利性

和品牌宣传机会。此外，KeelClip ™还实现了一次

只取下一罐，方便携带。

聪艇郄捧

规模化：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可口可乐欧洲合

作伙伴和可口可乐希腊瓶装公司（HBC）将转型

为在欧洲部分市场使用 KeelClip ™，生产标准、

光滑和纤细的饮料罐。 百威英博正在引领啤酒行

业转型为使用这种即将于 2020 年 9月投放市场

的产品。

投资：可口可乐希腊瓶装公司将投资1,500万欧元，

在欧洲推出 KeelClip ™。可口可乐欧洲合作伙伴

已投资 1,400万欧元，在荷兰安装新的饮料罐生

产线和 KeelClip ™包装机。

懿礁讨哚

避免产生废弃物：通过 引入 KeelClip ™，可口可

乐希腊瓶装公司预测仅在爱尔兰就将节约 250 吨

塑料，而可口可乐欧洲合作伙伴预测在荷兰将节

约 350 吨塑料。 到 2021 年底，可口可乐希腊瓶

装公司将在欧盟淘汰其所有饮料罐多层包装中的

收缩包装，而可口可乐欧洲合作伙伴也将在 2022

年底之前采取同样的措施。饮料罐的顶部也被覆盖，

方便直接放在托盘上，无需进行二次包装，同时确

保从工厂到家庭的运输过程保持达到卫生标准。

碳排放：与塑料替代品相比，这种产品可减少碳排

放。例如，由可口可乐希腊瓶装公司在欧洲推广的

KeelClip ™每年可减少 3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  

可回收性：完全可在街边回收。

可堆肥性：完全可堆肥。

其他：使用更少材料的“生态 +”系列也在开发中，

并将在相同的包装机上运行。
阅读更多

勝艇屁攴帝粲 | 㛛䖢 | 銊蹺 | 䒃旿

百事可乐的模塑纸浆环

勝艇屁攴帝粲 | 㛛䖢 | 仌㒂灧 | 䒃旿

Corona（百威英博）的模塑纸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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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rfit Kappa公司 GreenClip
和 TopClip：纸板饮料包装
用于捆绑罐装和瓶装饮料的纸板包装解决方案。

弓G讨哚

高级包装：GreenClip 使用瓦楞替代品来捆绑饮料罐，也方便单个单罐饮料

的销售。TopClip 取代收缩型包装，完全覆盖饮料罐的顶部，以保持清洁和

提供品牌宣传机会。

懿礁讨哚

碳排放：Smurfit Kappa公司报告称，与等效的塑料拉伸包装相比，TopClip

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

可回收性：完全可回收。

可堆肥性：完全可堆肥。

聪艇郄捧

合作伙伴关系：Smurfit Kappa公司正与大型自动化供应商KHS公司合作，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全面解决方案。
阅读更多

蹕穻棾瑧䯤 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

蹕
穻
棾
瑧
䯤

 P
ep

si
C

o
蹕
穻
棾
瑧
䯤

 A
B

I
蹕
穻
棾
瑧
䯤

 S
m

u
rf

it
 K

ap
p

a

歇
绷
岌
阃

156 | 9终聪艇 | 醑俋詇耚 | 棞旿孉粶  桬懙 9终聪艇 | 醑俋詇耚 | 棞旿孉粶  桬懙 | 157

https://www.graphicpkg.com/products/keelclip/
https://www.smurfitkappa.com/products-and-services/packaging/topclip-can-t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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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创新思维和 
循环经济战略确立后， 
此节提供广泛的案例 
以供借鉴……

……现在是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吾x呱諒1樸绰恋暑比1ò伸定锡烫申歧呱乐嘩f桶ν

麈酪壤弹醭媪侊

在本书提到的上游创新案例中，没有一个完全遵循相同的创意、开发和

实施流程。然而，通过诸多案例，可以发现它们在促进创新过程取得成功

方面的共同特征。 在本节，我们将介绍成功的五大关键因素，并列举不

同公司采取行动的案例进行说明。

暑垂义嵫呱塤櫪侊

整个上游创新过程需要一个结构化的方法来制定战略，然后适当地设计

解决方案。本节将提供指南，帮助确定在决策阶段需要关注正确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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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成功流程



创新过程往往比较混乱、
不可预测， 
而且充满弯路， 
所以充分且持续的支持 
是成功的关键。

每个公司、创新者、创新实验室和创新咨询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

方式，但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在本质上类似于一个漏斗。

这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创新过程需要通过研究、测试、迭代和细化，

从广阔的愿景、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众多的松散理念转型为清晰、专注

和单一的解决方案。

目前已有许多完善的框架来帮助具体化和结构化这种创新过程（例

如，Double Diamond 框架和 Agile 创新框架），因此我们并不计

划重新创造这些已经完善的框架。我们关注的是设置成功流程和支

持创新过程所必需的五大关键要素。

处{呱麈魈斂惘佨The Process of Design Squiggle佪佮
Damien䯖Newman䯖
thedesignsquiggle.com

麈橘壤弹崭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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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乘法呱峭望涪唪翔

公开传达一个长期愿景 （例如签

署《全球承诺》或加入《塑料公约》），

并公布高层领导对该愿景的支持，

会大大有利于在组织内部为上游

创新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在首席

执行官层面设定的目标需要向下

渗透，成为员工个人和各部门的核

心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中一

种方式是在内部沟通和学习公司

的长期愿景，并将高层目标转化为

每个部门的具体关键绩效指标。

尺樸聪G田碘

为了在上游创新中取得成功，组织

需要招揽内部变革推动者 ——内

部创业者，因为他们的想法能够突

破边界，找到创造更好产品或进入

新市场的方法，即使这些方法可能

与现有的业务优先事项存在冲突。

追求上游创新的公司支持内部创

业文化，例如，为员工分配时间，

让他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组

织开发项目和竞赛，以支持和加速

创意的产生。 

辱岱剿脊

有效的团队是使任何创新过程取

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特别是

对于上游行动，一个跨职能团队必

不可少，因为重新思考包装、产品

和业务模式通常涉及到一个组织

中许多不同的团队或业务单位。在

上游创新方面取得成功的企业会

积极寻求打破组织壁垒，例如，通

过建立一支由内部领军者组成的

核心团队，负责确保全企业范围的

支持，以及获取和分享经验教训。

斤樸骚城

即便是非常大型的企业，可能也无

法实现上游创新的某些方面。 对

于许多公司，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在必要时引入补充性资产、资源、

技能和专业知识，例如，通过与初

创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雇用咨

询公司来填补内部知识缺口，或者

从非政府组织获得反馈。

昃旁誹吾

上游创新可涉及到全新材料、工

艺、技术、商业模式等的开发。 这

类创新需要时间，立竿见影的成功

很少见。因此，资金充足、有失败

余地和对投资回报有耐心的创新

过程是成功的关键。 “耐心资本”

形式多样，包括内部资金的分配、 

影响基金的外部投资、给研究和开

发的拨款或人力资源等。其共同点

是耐心等待并且理解真正的变革

性创新需要时间。

五大组成要素 縷斂莲耙G療舁植城麋閉涪鸣糟手蹀佮攘叭嵫酪ā汇耙G懿礁U9终
聪艇斂惘蛾怕壤弹呱ì谨逞縱豢媪ν虬黉民<1酪反推閾醭溶窝逞縱
豢媪佮蚌娃祀辆吃U船R逞縱豢媪呱垂艹嵫乐蔷夫喔聪艇斂惘纹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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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乘法峭望涪唪翔

不断提高组织的目标水平，引导上游创新工作

2018 年，雀巢加入了《全球承诺》，并制定了量化

目标，例如到 2015 年使其包装 100% 可回收或重

复使用。

2025.该声明已帮助雀巢建立了一个关于包装的

内部愿景，并为雀巢所有产品类别创造了创新需求。

2020 年 1 月，雀巢提高了目标水平，到 2025 年将

原生塑料使用量减少三分之一。雀巢也明确在其公

司经营原则（针对所有员工的强制性原则）中提到

了公司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承诺。 

昃旁誹吾

提供专项资金用于上游创新，以缩短创新时间：雀

巢已成立一只规模达 2.5 亿瑞士法郎的可持续包

装风险基金，投资于关注这一领域的公司。此外，

雀巢已投资内部研究，创建了雀巢包装科学学院（一

个致力于包装创新的机构）和雀巢研发加速机制

（由内部和外部团队组成，致力于在“快速学习和

不惧失败”的思维下进行创新）——这两个机构

均设在瑞士洛桑。

 

这些举措结合其他举措，可使内部领军者和外部

初创企业更容易、更快速地获得上游创新举措背

后的资金支持或专业知识——例如，加入Loop（第

100页）以及与MIWA共同开发散装分装模式（第

88页）。

尺樸聪G田碘

以集体智慧为支撑的员工创新文化： 雀巢一直通

过各项举措，在整个组织内部鼓励并直接投资创

建内部创业文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 InGenius，

即雀巢全球员工创新加速机制。InGenius 由一

个众包平台组成，可帮助员工开展合作，并将创意

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机会（见右侧的创新过程工具）。

来自 108 个国家的 62,000 多名雀巢员工已经提

出了6,400 个新的创意，提交了超过 92,000 次

投票。目前，雀巢的许多上游创新工作都源于公司

内部的推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公司内部的一些

领军者提出了他们的愿景，展示了消费者认可的产

品原型，并获得了实现创新目标的支持。

斤樸骚城

为外部创建几个切入点

与 MIWA 和 Loop 等初创企业的合作，是雀巢公

司欢迎外部优秀创意的典型案例。雀巢已经为外

部相关方创建了几个切入点，方便他们参与突破

性包装创意的开发和实施。例如， 雀巢包装科学

聪艇斂惘锚痴侊尺樸聪艇蔑贰

䇑墛艊 InGenius妕詬詵発轄蘚墡攝昦㫓

蠿ⅩⅩ詵鮪 6跣桸廟啔㬦㫓‖藥驔嬱艊攝

嶯鞲氥寳黌踵㛛䖢、㛫筧䄯懲羮㛄㚧屒醎

恖梮。羮忊蔠裮嶗寚㬫囑矇㛄㚧棾䖢㛇㛫

攝嶯䯖妛㬦㫓莏呺羮忊唻㓦噴昷橉㫧ǹ牣㛛、

啔抲熱攝嶯艊蘚墡薶襫踵設攝麟趵艊䒫夌

怱ǹ呭䯖妛鄩婠酽敆寚㬫儂姉筧䄯䯖㬦㫓覅

㡡棾扢㫧㫥跣氥寳ⅩⅩ忞桹㫥鲢墡慘㰊啔

鮪 8囈廟呝彾、樰懪悅㡊鍎醮䇑墛駡誒䗮

諎艊㜎繩䯖設攝麟趵艊䒫夌怱ǹ呭啔贋醮粷

鯫扢鞯＝嶗䃾詄粶頺䯖設攝麟趵詵鮪澑梕䄄

驔嬱蟢厸@㡊䯖羮鲋婩僨錨桹詵ǹ屟艊囑矇

鲲閔䯖飨倀婩嗴瑪䉳㛛䖢屟牣㛛、

桖侸惡峗䯖㛽㛅䃾 ingenius.nestle.com、

学院与供应商、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合作制定“环

保包装解决方案”；雀巢“研发加速机制”外部和

内部团队提供机会，获取雀巢研发专业知识和基

础设施（包括共享实验室、厨房、实验室规模和试

验规模的设备等）。

朊范呱陶à

雀巢上游创新动力
开发创新且可替代的配送系统，如散装、重复使用和填充配送系统，是雀巢

在几个产品类别中的重点关注领域。例如，该公司是最早加入 Loop 平台（第

100页）的公司之一，其双层哈根达斯冰淇淋容器（见图右）是一种可填充的

可重复使用包装，现已成为一个典型案例。此外，雀巢还在积极探索下一代填

充系统，例如通过与初创企业 MIWA合作，为技术驱动型雀巢咖啡和宠物食

品填充系统进行试验（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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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乘法峭望涪唪翔

为上游创新设定增长预期

可口可乐公司 “天下无废（World Without Waste）”的

愿景，以及在《全球承诺》中所设定的目标推动了

可口可乐拉丁美洲公司投资 4 亿美元，用于更新

和扩大可填充瓶的基础设施。过去，可填充瓶作

为可负担的一次性包装替代品，占拉丁美洲产品

销售额的大部分，同时也可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

但由于经营复杂性，它们在大多数市场上的销量

一直在下降。可口可乐拉丁美洲公司总裁阿尔弗

雷多·里维拉（Alfredo Rivera）在发起创新挑战

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并通过投资为填充瓶形式设

定了一个长期增长预期，这使其根植于公司核心

业务策略中。

昃旁誹吾

一支获得赞助和授权的团队

除了对拉丁美洲填充基础设施的更新与扩大进行

大量投资以外，领导团队从整个拉美市场挑选了

十名人员，以推进可退回和可填充瓶的包装设计

创新过程， 并制定完整的商业计划。

 

该创新过程获得了 2,500万美元的投资，且为了

专注于这个项目，团队成员暂停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接近 10 个月的时间。高级管理层为团队提供了资

金和赞助，使他们能够实地共事几个月，以专注于

密集创新过程。

辱岱剿脊

整合来自许多市场的创意和经验

拉丁美洲的许多市场已经在试验不同的解决方案，

以克服填充玻璃瓶的经营复杂性。例如，智利可

返还瓶的市场份额已达到 75%，而且由于附带的

返还奖励机制，重复销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 

然而，由于瓶子的分类存在问题，他们在经营上面

临困境，因此开始考虑采用通用设计。同时，在巴

西，纸质标签技术和升级后的轻质可填充 PET 瓶

实现突破。通过整合来自不同业务部门和国家的

能力，核心团队有机会相互学习，融合不同创意，

最终对可填充 PET 瓶的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

采用通用设计。快速响应团队有来自营销、金融、

商业、质量和技术等领域的高级代表，有助于在创

新过程中快速获得更广泛的机构支持。 

此外，快速创新过程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从一开始

聪艇斂惘锚痴侊抨巒竿抹三毋

邁讜攝昦橅楯䯒CIF䯓墱慇啂詵訥詵貊駡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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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考虑瓶装商问题。事实上，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独

立瓶装商芬沙公司（Coca-Cola FEMSA）的首席

执行官与可口可乐拉丁美洲公司的总裁共同发起

了这次创新填充挑战赛。在整个过程中，芬沙公司

代表拉丁美洲地区的所有瓶装企业，这不仅使得

了解和整合这些企业的需求成为可能，还成为了

最终让瓶装商投资通用瓶新基础设施的关键。

当通用瓶在拉美市场上市后，形成了一个可将这

些经验教训应用到其他市场的全球工作流程。例

如，可口可乐公司创建了一个网站，装瓶商可通过

该网站获取关于通用瓶销售机会的信息，以及阅

读有关拉美市场经验教训的信息。 最近，可口可

乐公司已确定将下一个通用瓶子市场定位为南非，

目前正在就客户对新设计的反应进行测试。

尺樸聪G田碘

鼓励创新的主结构和程序

十多年来，受硅谷科技巨头的启发，可口可乐公

司一直在践行一种风险投资文化。公司已对不同

的工具和举措进行了测试，例如制定一个共同创

新框架（CIF）来指导所有市场的创新过程（从

2006 年开始），以及对员工是否敢于冒险和包容

其他观点与新创意等技能进行评估。 特别是在过

去的两年，拉美市场的员工感受到了公司内部创业

精神的支持和期望，这已帮助建立起支持实施通

用瓶计划的基础。

斤樸骚城

投资咨询顾问，支持创新过程

此外，在创新过程的最后阶段，可口可乐还能

够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获取关于解决方案

的外部观点和验证。例如，在巴西，非政府组织

TriCiclos开展了一项独立的生命周期评估（LCA），

并就如何进一步优化可返还包装系统提供了建议

和反馈。

朊范呱陶à

可口可乐通用瓶
目前，可口可乐公司正在扩大使用可填充且采用通用设计的PET瓶（第106页）

来灌装软饮料。该举措源自拉丁美洲一个跨职能专业团队进行的为期十个月

的密集创新过程。这个团队有一个任务：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使填充包装更高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用瓶已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市场，成为可口可乐发

展最迅速的包装形式，且正在扩大到其他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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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乘法峭望涪唪翔

在内部和外部沟通意图

乐购上游创新之旅的第一阶段包括建立一个全公

司包装愿景。该愿景得到了乐购集团首席执行官戴

夫·刘易斯（Dave Lewis）的明确支持，并在整个

供应链中进行了明确的沟通。例如，2018 年，乐购

向其所有供应商沟通，乐购计划禁止在其销售的产

品中使用最难回收的塑料。 然后对业务中的所有

包装材料进行审查，并提供首选材料清单（现在按

需要对材料清单进行更新）。现在，所有自有品牌

产品已淘汰了最难回收的塑料，而其他品牌产品的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第二阶段于 2019 年中期启

动，该阶段制定了4R 策略，对所有包装设计 （淘

汰、减少、重复使用和回收）进行管理。在该阶段，

乐购还表示，从 2020 年开始，他们将评估所有包

装的尺寸和适宜性，作为其范围决策和类别审查

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发现包装过度或不当，则保留

不上架该产品的权利。乐购集团首席执行官在其

与超过 1,500 家供应商的四次会议中提出了该愿

景以及一个具体目标，即到 2020 年底淘汰 10 亿

个包装（关于作为该过程组成部分而淘汰的两种

包装 ——多层包装薄膜和二次盖子，见第 46 页

和第 48页）。

辱岱剿脊

建立跨职能团队，发现变革机会

从制定包装策略的那一刻起，就已建立了一支跨职

能团队（包括技术专家、产品开发人员以及与品牌

供应商和自有品牌供应商合作的商业团队），便于

评估乐购业务中的每一件包装，并寻找改变包装

的机会。 4R 计划也由跨业务管理人员指导小组

进行指导，并由每月开一次会的跨职能董事小组进

行管理。

由这些跨职能团队提出的创意，要么直接在乐购

的运营部门推广，要么在专门的商店进行测试（见

创新过程工具）。

斤樸骚城

与广泛的行动者合作，实现包装策略

为实现其包装计划，乐购与广泛的行动者合作，包

括来自各行业、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专家。例如，

乐购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合作伙伴关系

支持 4R 包装工作；乐购包装负责人通过英国《塑

料公约》与一些组织开展合作；乐购最近与Loop（第

100页）合作，在英国对“重复使用 -返还”模式

进行试验。

聪艇斂惘锚痴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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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跣敆慁 4R詇耚艊詵鲮髀彾楇䯒▕鲋斶㳝嶗詵㓇浧誼镾撾䯓、 獕焨侸㳛

藥⺸鵀雝䯒訅 36䎇䯓喥曧骼髦鮪㛫蔠㚮＝醢抲熱艊攝嶯躐酽䯖鹾鮪瑪餚蹺扢

妭躐頌䯖㛫攝嶯䒫魯鮪 Bar Hill䃸姎㫧ǹ鑫牣㛛、

朊范呱陶à

乐购的包装策略
自 2018 年初以来，英国零售巨头乐购（Tesco）就已经开启了一段转变塑料

包装的旅程。目前，该零售巨头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持续包装创新流程，

并专门开设了一家门店对新创意进行试验。

蹕穻棾瑧䯤T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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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范呱陶à

X，登月工厂
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创新案例之一是“X，登月工厂”——这是Alphabet（谷

歌母公司）背后的革命性创新引擎。虽然 X公司的创新范围更广，且与本书主

题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的方法可以为如何发明突破性技术和解决方案提供

灵感。

辱岱剿脊

形形色色的“T 型”企业家

X 公司没有围绕每项工作组建大型项目团队，而

是组建规模较小的项目团队，并配备大量高技能

人员，将其专业知识用于许多不同的项目。 为了

确保获得最强的创新能力，X 公司侧重于聘用一

批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多元化人才；这些人才

在特定领域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并能从更广泛

的角度看问题，参与许多不同领域工作——即“T

型”员工。 

尺樸聪G田碘

与广泛的行动者合作，实现包装策略

为避免不得不在项目后期阶段放弃创意，导致数

百万的创新资金付诸东流，X 公司专注于积极地

尽早扼杀不切实际的创意。围绕这一过程创建一

种文化并庆祝失败是关键（见右侧的创新过程工

具）。

斤樸骚城

尽早并且经常与现实世界接触

X 公司没有躲在实验室里，并希望这个世界会喜

欢从 X 实验室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从一开始就

积极地寻求外部投入，以构建真正有用的东西，并

尽可能快速地学习。

受贝尔实验室和托马斯·爱迪生门洛帕克实验室

等标志性创新实验室的启发，X 公司专注于发明

和开发突破性技术和解决方案。自 2010 年成立

以来，X 公司已研制出可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

的全电动配送无人机，探索将地热能输送到家庭，

以及将可再生能源储存在巨大的熔盐桶中。正在

进行中的项目包括运算农业（探索通过粮食系统

减少排放和废弃物）和海洋健康项目（在养活人

类的同时，探索保护海洋的新方法）。

昃旁誹吾

将有风险的项目与 5-10 年期项目时间线进行合

并，实现真正的变革成果

X 公司不关注快速、简单和确定的胜利。 X 公司

明确专注于发明和启动“登月计划”项目，这些项

目有可能解决影响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的问题。

因此，与传统的公司创新项目相比，X 公司的项目

时间线非常漫长（可长达十年）。为了实现真正的

创新，所追求的项目通常具有最高的风险、高水平

的研究和长期的视野。

聪艇斂惘锚痴侊浪瓜鳃坞聪蔷呱碛毋

X駡誒艊攝昦㫓蠿縶酄酽跣甗旽媀㫓蠿㫧ǹ鄩鄬䯖謾茩槪曧醭昢獕焨㮰鲢羾鲋

恖梮徏鄽牨囑罌啔晹熴彾嗚艊攝嶯、

訅酽䅆瀇曧鑫㓦䎋茩艊桭俋䏣䅺、攝昦鍎㬦夠＝嬱勢竊囈艊暚䄄嶗竊轅銊廬艊

㡊㳟、俋侸斶攝嶯㰊晹熴㬦㫓㫥酽䅆瀇、

訅鲈䅆瀇藥愥囑矇椨婠嶗婠浧䯒鮪恖梮醢嶗鄽牨醢䯓䯖飨鑫㓦酽跣攝嶯㒄驔嬱彾

嗚忞䈑㒄陸桽艊桭俋䆭藢䯖飨倀曧壠桹詵镾呝瑪陸桽㫥鲢䆭藢、㫥酽䅆瀇㬦夠䈑

㒄竊跣桸艊暚䄄䯖誆桹啨斶攝嶯镾侽㬦㫓㫥酽䅆瀇、

訅醑跣䅆瀇㬦夠䈑㒄酽妘暚䄄䯖藥愥㫧酽澒鑫㓦䏣䅺笶騙嶗䈑㒄陸桽艊饅䀽設

澒䆭藢、誆桹鮪㫥酽䅆瀇䯒俋郿桹酽約艊攝嶯詵㬦㫓䯓躐謚䯖酽跣呝斾艊侸妘 X

䎋茩忴＝蕓誤、

酽暁 X䎋茩㫊勢鑫荁嫕鲋設攝麟趵＃彾䂏䅆瀇￥艊䅆瀇䯒張醣酽跣䅆瀇啔曧怳俋

㫜鬫䯓䯖㛫䎋茩喥＝鞲 X駡誒＃瀸趵￥䯖蟇婩＃舽桸墡陣￥、㛫䎋茩㒄躅彾踵酽咲箏

襫艊 Alphabet駡誒䯒籌偧䯖Waymo曧 X駡誒靕誤䖔䖌焹㩱䎋茩艊酁楇䯓䯖㒄

躅垷駱粷桹艊 Alphabet趵烏䯒籌偧䯖X駡誒䎋茩＃Brain￥婩攝屟獿姪叧雳偧鞔

鮪㚾侸㜽潣桽烏跤僨慽樮宆慘羮䯓、

蹕穻棾瑧䯤 X, the moonsho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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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正确的 问题



提出正确的问题
整个上游创新过程需
要一个结构化的方法
来制定策略， 
然后相应地设计
解决方案。

＃攘抹…顱绍镐怊帝粲踯出酮歇锡锲怕挝厩呱妾枰

骗枨瞎侓￥邁躯呱娃佮月窝1R鼎1拇師翔储二懊唤

湫諒R塤櫪ν汇攴颀蛰躲帝粲呱涕R妾枰推佮谨今嚏

踯出酮歇氣廓汇败榍俣佮豢益<怕<宝垂雾舭ν

汇益佮攘叭暑垂8R溢錟锡糜档习挠9终麈魈斂惘佮

民莲旧剥窝讨魂恋菸幅凤污黛办佨LCA佪菅ě伸廉9

终出溲宝垂絆脱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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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终聪艇 | 懲躐彾踵粷呺 | 抲熱澐薶艊䃾䎪 | 179178 | 9终聪艇 | 懲躐彾踵粷呺 | 抲熱澐薶艊䃾䎪



上游决策 
三步走

黛办

汇妾枰鳞瀨9
窝镐ò败榍俣侓

酪e

豹呱唪翔娃哀d侓

镰塞

窝镐ò二脞呱 
踯出酮歇侓

1 2 3
諒繩氨枇呱溢錟途汇俺鸣糟呱妾枰踝拇糜档
习挠涪黛办矾怊9终聪艇扰踯出酮歇ν 

諒ò溢錟二菅ě黛办鼎R踯出酮歇佮涌萊儿
窝韬磐冒凑呱踯出酮歇佨绷旧1怊昔跳=饿
1怊昔跳f蓯佪佮懊躲涌萊浪橙<反呱踯出
酮歇佨绷旧勝诫被菅=鼎1被菅佪ν 

諒ò溢錟謎潘諒R溽鼎羅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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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脞呱踯出酮歇

二脞呱踯出酮歇劢玀呱么酪e塤櫪

黛办 

汇妾枰鳞瀨9窝镐ò败榍俣侓 

恋么嵫飨呱踯出酮歇跆\纹谨妾枰呱1樸绰佮懊敝汇9终麈魈攖盈黛办丛能涪宝垂雾舭ν諒帝奢汇被菅搓μ被菅U涪

被菅范呱涕R菸幅凤污U莲踯出酮歇療舁蕾宪ν:舻此垂ā二比攴颀呱妾枰琮塤櫪葱溢只鼎ν*…只鼎虬黉<橙瀨佮

蚌二懊宝\1R伸定佮敝ě攴颀旧剥汇被菅搓μ被菅U涪被菅范8R攖盈攴颀踯出酮歇呱三毋μ杳章μ懿礁涪饣稗豢媪ν

1 2 3
酪e
豹呱唪翔娃哀d侓

豹潜縷斂1R陬酪帝粲縹唪連簇哀d唪翔侓瓮傲

踯出酮歇閾醭暑比哀d弹脞侓 您蛰躲魂芤傍橘μ

磊蓉韬绰μ推蓯些先渖噲蹿豢媪推佮醭林二脞痴褒ν

镰塞
窝镐ò二脞呱踯出酮歇侓

嵫酪1韪脞襟暑比么酪e弹脞呱＃踯出酮歇￥佨逗

塞垂豹峭蔷\唤湫諒R塤櫪昙试婷呱溶窝踯出酮

歇ν二脞娃NR踯出酮歇佮二脞娃ìR佪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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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估 
在上游创新中的作用
羠噯囈梕㛊幫䯒LCA䯓曧酽蟢墡錨䯖羮鲋㛊幫鲲閔徏桽烏鮪謾羠噯

囈梕忞桹薶呯䅆瀇艊粶乵嬁閼、偧楇懲羮嬱嫕䯖㛫墡錨镾侽桹敱

鰱踵駡誒徏鲲閔㛊幫瀟鲢㓦噴昷橉鮪錨鉢暚䄄砎艊粶乵嬁閼䯒偧

蘙戹敡䯓桭濱、

磢鍖䯖醮麇駁墡錨酽樭䯖羠噯囈梕㛊幫雩錨桹謾嗁䅡屟䯖鮪懲羮暚

䎍竑時燍嶯䯤

1.虬黉菸幅凤污黛办瀠秘婁繁ě败碘您搓妾枰U呱鼎縹顱绍佮蚌獷

喔推蓯呱守悌佮吃伸饭呱踯出酮歇民<拼脞孟锡挝贝涕褒枨瞎ν42

飨翄誤焹㩱䯒EV䯓踵籌、 㚾侸鳏㚪踵䯖醮烔㫨賜㡜廟禯梽嶗誼蓴

禯旿艊鲮㬦跀酛荁瀷䯖羾翄誤焹㩱嶗詵畝羠翄撾敆搫艊鲮㬦跀酛

抲辭鑫桖桹煢媆撾艊頌杛、磢鍖䯖妛䉯忞桹艊羠噯囈梕㛊幫㰊敆慁

㫥跣酁㛀、桹鲢鳏詵镾＝慇熱䯖抲䗮焹熌焹㩱敱籹詵鲲羠茻扟敱苩

䯒桭啢誼謾唻嫕頌跀酛艊嬁閼䯓䯥貶漲煫桹慇熱䯖梥棾䈑㒄㬦㫓攝

昦棾敘櫞翄誤焹㩱艊屟镾䯒婠襫酽跣鞲㛄㚧躐設點詵ǹ艊跀酛䯓、43

2.菸幅凤污黛办艾舭師二舭師呱豢媪佮豢益二脞稗篷蒡舷ò<二舭

師豢媪呱怒竿ν罌澑䯖羠噯囈梕㛊幫唻彿髦镾擄鰓㳝誼艊竑呯慇槪

徏跀酛鄩彾㯵鰓䯒籌偧蘙戹敡䯓桖㬎羮䯖 貶醭㬎諦謾骼嫕頌䇏ゎ

㳝艊慇槪徏醭俒薶呯艊嬁閼䯒籌偧⿷旿牐駱靕磢䯖徏纍鯝乁╖鯫玸

瓘猐艊䂏㫨嬁閼䯓、

3.菸幅凤污黛办艾鷹莲妾枰U籼此城黛办钇凰呱樸绰ν罌澑䯖嬟䇏

唻跀酛屟嬁閼。㫪䀐敱姉徏懃憳㢑獻訵㫧ǹ㛊幫、

4.菸幅凤污黛办鏞拇鄙鳳ě纜城嚏式涪捕麈ν鮪嬟侸墱蓜㾗唻讜

酽䃾䎪蔠裮橉籌跤䯖懲羮醭讜艊斶懪棾瑧嶗壺㛄＝嬱熱呝瑪醭讜

艊酁㛀、

什么是生命周 

期评估？” 

一系列工具其 

中之一”

“

“

㶃鲋㫥竊砎䯖嬟暺朄䯖麹磢羠噯囈梕㛊幫鮪㳝誼酽跣㓦噴昷橉艊粶

乵嬁閼昷䉳曧酽蟢嬟桹麽過艊墡錨䯖貶謾姉⺖㓉踵酽跀燒醝諦墡

錨跤艊酽跣䯖鍖醭曧＃雜酽斶懪瑧￥、彿髦醭曧誖雜鰱鮪嫕頌跀酛

㫧ǹ㬜酽〓誼䯖鍖曧䈑㒄㛄嶎茩槪笶尓ⅩⅩ藥⺸烔㫨醭＝彾踵姠

婮窹艊孉粶鄽牨䯖妛婩僔梒菑㫥跣茩槪㫧ǹ攝昦、 彿髦醭壔梐烔

㫨匯翽鮪酽跣賜㡜誼蓴禯旿艊犗㠿矇鄡屟浧媀、羠噯囈梕㛊幫詵

抲辭敆慁醮婠㚴䯖釣㫧㩸謭㫥跣桹煢媆撾艊茩槪笶尓、

飨醣蹁籌㛺暺偧駁啔羠噯囈梕㛊幫羮慘酽跣桹敱艊墡錨棾敆慁醢

珪攝昦犧撾、

1.縷斂菸幅凤污黛办佮尿綳踯出酮歇U窝欧萄療呱酮瀨ν羠噯囈梕

㛊幫詵飨夎錫薶呯忞㬕詇耚跤艊粶乵嬁閼＃硰砎￥䯖磢謚抲蛵醭讜

詇耚鮪唻謾桭啢誼昷䉳艊敱楇偧駁䯒籌偧䯖㬦㫓羠噯囈梕㛊幫棾薶

呯㡊瑧懲羮籹竑時䗮艊䎘╪䯖磢謚㬦㫓鯫杛牣㛛棾薶呯䃾䎪艊㓦

噴昷熴䯓、

2.縷斂菸幅凤污黛办佮试饔斤樸豢媪鹅碘呱怒竿ν㬦㫓桖敘羠噯囈

梕㛊幫艊㪟駱贋斶䯖扜㚮侳㯵罌踃艊嬁閼䯥㛫訵罌踃詵镾＝罌鰱絔

瀕鉝徏暚䄄艊醭讜鍖僨羠黌誼䯒籌偧䯖镾瑧酁椨艊敘黌。螻敒▕蕬

㛄昻艊僨嗴徏昦恖梮艊姉羮㯵鉣䯓、 羠噯囈梕㛊幫詵飨慘踵酽蟢

桹羮艊昷熴䯖扜㚮醢珪攝昦鮪駁蟢棷鬣醣啔ィ粷嬱醮粷笶慁妕徏

〓鲋粷笶、

3.縷斂菸幅凤污黛办佮莲瀠秘啭绑呱踯出酮歇療舁涌萊ν嫕跀酛艊

俋㯵鰓墮慁醭黌暚䯖羠噯囈梕㛊幫桖桹詵镾踵巃蠻㢩艊慇槪抲辭暺

薶詄橉䯒籌偧䯖㬦㫓羠噯囈梕㛊幫䯖唻㱚㬍鴛麋箏襫藥⺸艊啢麋窹

閔嶗㱚㬍酽麋讜樭藥⺸艊俋麋窹閔忞鲲羠艊蘙戹敡㫧ǹ瀷㪏䯓、

4.汇聪艇斂惘呱涂污被菅菸幅凤污黛办推佮閾晓斤两旁ν酽暁桹鑫

詵䉱。暺薶艊棞旿嶗㡊瑧鮪跀酛跤艊薶賽牐誤艊荁饅斶懪䯖羠噯囈

梕㛊幫啔僨慽桭俋慘羮、罌澑䯖鮪攝昦㫓蠿艊暆梕䅆瀇䯖羾鲋叅鮪

㛾侸梥蓜罌踃䯖鍖鹾驔僉㬎嫕斶懪艊镾撾桹䅡䯖羠噯囈梕㛊幫詵镾

嬟䇏嬱熱桹敱酁楇、 偧楇鮪攝昦㫓蠿艊謚梕䅆瀇䯒籌偧鮪㓇浧誼

梕䄄徏鮪啀烢敘㫧粷桹浧矇暚䯓懲羮䯖羠噯囈梕㛊幫詵飨抲辭桭

獿駱艊㓄㓦、

?

“ 如何使生命周期 

评估有效地辅助 

循环经济设计”

9终聪艇 | 懲躐彾踵粷呺 | 抲熱澐薶艊䃾䎪 | 185184 | 9终聪艇 | 懲躐彾踵粷呺 | 抲熱澐薶艊䃾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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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标签

弓G讨哚 
桖偡艊鲲閔  
閔窅寋㛠姪 
閔窅佪㖌 
桹覅鲅撾艊呯麽 
點濕屟 
頺郿彾梪 
呯壽 
斶懪 
〓誼㫜鬫 
䗮鄀藥⺸

懿礁讨哚
蘙戹敡 
詵〡鐴屟 
詵螻敒屟 
畝羠彾鰓 
詵畝羠棾瑧 
㮌鋁鲲羠姠婮窹 
謾骼

聪艇郄捧
悅㡊 
諦慘．飽饅跀 
㓇浧誼

芝袁

貊㠳䯤獕焨＃侸龈釣䀏￥藥⺸鵀雝䯖訅 46䎇

尒竑鈵昤駡誒䯤獕焨＃侸龈釣䀏￥藥⺸鵀雝䯖訅 46䎇

䇑墛䯤獕焨罝䎚詵搱窹䯖訅 46䎇

䅏昤㫊䯒ASDA䯓䯤獕焨㡀則藥⺸䯖訅 47䎇

SonaeMC䯤獕焨糋縚罝詵搱窹䯖訅 47䎇

焿啯粓䯤獕焨烐楇嶗鲯骾艊藥⺸䯖訅 47䎇

SonaeMC䯤獕焨窛隿苵䯖訅 48䎇

貊㠳䯤獕焨鲈漛苼厸䯖訅 48䎇

䅏昤㫊䯒ASDA䯓䯤獕焨妽醢羮閔藥⺸䯖訅 49䎇

焿啯粓䯤獕焨⿷旿褢訥䯖訅 49䎇

杚鈵暟昤漥鞐踹䯤獕焨藥⺸苵醢艊⿷旿鵀雝䯖訅 49䎇

Smol䯒抲倀䯓䯖訅 51䎇

Aquapak＂s HydropolTM䯒抲倀䯓䯖訅 51䎇

Apeel 䯤詵䏴羮犻嗃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53䎇

Mori䯤詵䏴羮犻嗃䯖訅 54䎇

Enviu艊 Kecipir䯤梪鰱昦䞸䏴閔㱚㬍䯖訅 55䎇

MonoSol駡誒䯒詵貊蹉厸駡誒䯓䯤詵璝㓦鵀雝䯖訅 56
䎇

NOTPLA艊 Ooho䯤詵䏴羮＃烐絑￥䯖訅 58䎇

Lush Cosmetics䯤躉鉢跣鳏悜絔羮閔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60䎇

Amor Lumini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Bars Over Bottle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Beauty Kubes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Ethique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Lamazuna䯒抲倀䯓䯖訅 61䎇

Charpak艊 Twist-Loc䯤鋁搱婩咷鏍䯖訅 62䎇

㫊镾艊 Aqua Life䯤晹槪誐罝厸䯖訅 63䎇

賜鲑罝䯒抲倀䯓䯖訅 63䎇

鈷佖絆韞㱟艊 Snap Pack䯤攝昦镵賝恖梮䯖訅 64䎇

醑曐忲梽擄翄鏍䯤鞲賂瓁ィ䉳勢闐賂ィ䉳䯖訅 64䎇

ICA䯤発賂贖麿槪誐䯖訅 65䎇

銊蹺惡㜀艊 LOCK-n-POP䯤賝諦雙覬䈏䯖訅 65䎇

鲡䖂㬖晹寖藥⺸䯤點鲋怇婩艊翄縟藥⺸䯖訅 66䎇

Opendesk Furniture䯤梪鰱誼咲錨羠鲲䯖訅 67䎇

Infarm䯤䃸姎鲯骾嚙鯫䯖訅 68䎇

TAPP Water䯤咲姲㫓瓘烐䯖訅 70䎇

ARECO艊覬䈏熴䯤魯㫧覬䈏恖梮䯖訅 71䎇

缩略语 

溅跳佨赍繁陂佪逯挤
EPS 僨燅鏅餗觥硲

HDPE 䗮哣姪鏅觥硲

PBAT 鏅墰鲈㲆酾鲈㱽

PE 鏅觥硲

PET 鏅唻餗鲈翀㲆觥鲈㲕㱽 
PHA 鏅銤▕閈鐼㲆㱽 
PLA 鏅龌㲆

PP 鏅蹩硲

PS 鏅餗觥硲

PVC 鏅烉觥硲

吃肮
B2B 麟趵唻麟趵 
B2C 麟趵唻狆㠿鍎 
GHG 珕咇炚鉢

LCA 羠噯囈梕㛊幫

NGO 䉯敤姛鄩鄬

潘懿丛菅丁稗
APR ⿷旿孉粶濕羮梽椨鄖＝

EPBP 漥爳 PET罝妕詬
PRE 漥爳⿷旿孉粶濕羮梽椨

创新概述 
—— 按出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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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诫被菅

SmartBins䯒抲倀䯓䯖訅 77䎇

Uno䯒抲倀䯓䯖訅 77。87䎇

Bite Toothpaste Bits䯒抲倀䯓䯖訅 81。128嶗 182䎇

Blueland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by Humankind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Replenish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妵靌牰釯矇乁擄旿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鎽諦濕雲 Cif Eco-refill䯒抲倀䯓䯖訅 81䎇

Everdrop䯤詵璝㓦艊玜爏穻雙䯖訅 82䎇

黥俓·鮒·爔梋艊 Pure Shots䯒漥驌䇖䯓䯤ゔ擄雙䯖訅
83䎇

艁鲇駡誒艊 SodaStream䯤張輜炚燅烐䯒抲倀䯓䯖訅
84䎇

詵訥詵貊艊 Dasani Purefill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詵訥詵貊艊 Freestyle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DiFOL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EcoCarga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KeepCup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艁鲇詵貊艊 Pepsi Spire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Stojo Cup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Unpacked䯒抲倀䯓䯖訅 87䎇

MIWA醮䇑墛 Nestlé諦慘䯤䗮蟨恖斞⺸鰓䀏䯒獿駱䄕
㜁䯓䯖訅 89䎇

鎽諦濕雲嶗焿啯粓仌㒂灧駡誒䯤爏僨烐乁擄襽䯖訅 90
䎇

Algramo䯤ALGRAMO偧駁啔藥⺸黌彾㿀藥䯒獿駱
䄕㜁䯓䯖訅 91䎇

I-Drop Water䯤鮪棇㠭姎㫧ǹ乁擄䯖訅 92䎇

DabbaDrop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㫊镾烐檅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The Wally Shop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reCIRCLE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Uzaje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Liviri䯒抲倀䯓䯖訅 95䎇

VYTAL䯤鮪㬍㠭醢䃸嶗侳載暚詵㳛侟懲羮艊藥⺸䯒獿
駱䄕㜁䯓䯖訅 97䎇

Abel & Cole艊 Club Zero䯤咲跤趕熱䯖訅 98䎇

瞗姪䯒Huidu䯓艊 Zero Box粶墮苵䯤詵㳛侟懲羮艊翄
縟苵䯖訅 99䎇

Loop䯤蓜謖閔窅懲羮艊䗮覜藥⺸䯖訅 100䎇

咲貊螆䯤䈇綈縟咲貊螆偧駁㚧陝俋㓇浧㳕羮㳛侟懲羮
浧媀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01䎇

Conscious container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Fresh Bow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Globelet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Muuse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HELPFU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Ozzi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Vessel䯒抲倀䯓䯖訅 103䎇

Bananeira。Unverpackt für Alle嶗 Fairfood䯤邁
鲶罝厸㳛侟懲羮跀酛䯖訅 104䎇

Circolution䯤鮪孭蹺䯖偧駁忴镾怳俋㳛侟懲羮跀酛艊
㓇浧䯩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05䎇

詵訥詵貊駡誒㬦羮罝䯤侸閔窅㬦羮罝䯖訅 106䎇

CupClub䯤䉳謭閔窅嶗䈇綈縟艊詵㫠㫤藥⺸桽烏䯖訅
107䎇

IFCO䯒抲倀䯓䯖訅 109䎇

Soluplastic䯒抲倀䯓䯖訅 109䎇

REUSA-WRAPS䯤詵㳛侟懲羮艊怐苾藥⺸䯖訅 110䎇

Returnity嶗 Happy Returns艊㫠㫤襽䯤魖㠭砎懲
羮詵㳛侟懲羮藥⺸䯖訅 111䎇

緤鉚㫠㫤跀酛䯒Swedish Return System䯓䯤瑪ǹ趵
邁鲶 B2B啌⺸䯒獿駱䄕㜁䯓䯖訅 113䎇

CHEP䯖壉賣贜䇗筧晪醣駡誒䯤㣮ǹ趵 B2B藥⺸妕詬䯖
訅 114䎇

Bockatech醮譯漥誼墡艊諦慘䯒抲倀䯓䯖訅 128䎇

Enviu艊 Koinpack䯒抲倀䯓䯖訅 128䎇

昔跳潘懿

呏働蟨䇗筧艊 AmLite䯒抲倀䯓䯖訅 125䎇

TriCiclos䯤鮪藥⺸㛄㚧㫓蠿跤鄐駱愼駈鍎蓜㛌䯒獿駱
䄕㜁䯓䯖訅 129䎇

JOI䯤詵螻敒艊鱧楇偘藥⺸䯖訅 130䎇

䗮䉃燳欃氱駡誒艊 HDPE窛隿諎䯒抲倀䯓䯖訅 131䎇

䇑墛豕趵䐥䒃銊椥 ®䯒MAGGI® 䯓䯤獕焨菑頥雙䯖訅
132䎇

㫊镾獕焨 PS棞旿䯒抲倀䯓䯖訅 133䎇

漥驌䇖獕焨 PVC棞旿䯒抲倀䯓䯖訅 133䎇

櫇䫀䯒Magnum䯓懲羮畝羠鏅蹩硲䯒抲倀䯓䯖訅 133䎇

詵訥詵貊駡誒艊䇻蘊罝䯤鞲醠頥勢㬛暺䯖訅 134䎇

尒竑鈵昤駡誒艊 Evolve䯤嫷頥詵螻敒怐苾䯖訅 135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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