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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库的物流共享包装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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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中国快递业的迅猛发展，快递包装引发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在
分析已有共享包装的基础上，研究一种运用大数据库设计出的新型共享包装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方法
通过研究，将大数据库的共享包装系统分为共享包装网页平台、共享包装及小区共享快递柜三个方面，
规划共享包装从设计制作、运输使用、快递投放、用户取件，最后到包装回收再利用这一循环系统的使
用环节。结论 新型共享包装系统遵循环保性、共享性、简便性等设计原则，能够有效解决快递过度包
装、包装成本偏高、回收利用困难、个人信息泄露、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且在功能上有了新的延伸，
为共享包装设计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有助于解决快递包装环境与资源问题，促进快递包装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包装设计；共享；大数据库；环境与资源；再利用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10-0205-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0.032

Logistics Shared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Larg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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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press industry,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waste of resources caused by express packaging are increasingly seriou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shared packaging,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 new shared packaging system with large databas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hared
packaging system of the large database was studi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shared packaging web platform, shared
packaging and community shared courier cabinet. The use links of the shared packaging’s circulating system from design
and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use, express delivery, user pick-up to the final packaging recycling were planned. By
following the design principl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ring and simplicity, the new shared packaging system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packaging, high packaging cost, difficult recyc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mperfect system, and has extended new functions, providing a new method for shared packaging
design. It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oblems of express packag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xpress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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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及智能终端的发展，人类社
会迈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大数据通过高效的算法、
模式，对全体数据进行分析，在商业应用、网络应用、
科学应用等方面创造了无穷无尽的价值，给人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1]。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带动
了电子商务和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
模式的发展，互联网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买到所需
物品，通过大数据库，企业和商家对用户数据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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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准确的分析，做出了精准的营销策略，大数据
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快递业务也随之
疾速增长。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19 年，中国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635.2 亿件，同比增长 25.3%[3]。
快递包装在创造经济效益，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
存在着过度包装、体系不健全、成本偏高、难以回收
利用、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严重的资源
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特
征与管理现状研究报告》中显示，2018 年中国共消
耗 941 万吨快递包装材料。如此庞大的需求和产量，
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消耗。同时，快递包装产生的垃圾
爆发性增加，快递包装垃圾正成为新的污染源，海量
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降
低快递包装的资源消耗，减少快递包装造成的环境污
染，是当务之急。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催生共享经济形态，随着社
会资源和产能的不断增长，过剩和浪费现象与日俱
增，产生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基于互联网平台将闲
置资源共享，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使人们互助互利，
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 [4]。近
年来，快递业也将共享理念引入快递包装，实现快递
包装多次循环使用，高效利用资源，并进一步改善物
流系统，为解决快递包装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取得
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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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包装目前发展概况

随着国家对快递包装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快递封装用品（第 1 部分）：封套（GB/T
16606.1-2009）》等系列国家标准陆续出台，对快递包
装提出了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等要求。一些企业
和科研机构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研发出了共享快递
包装具体方案，并在社会上推广使用，目前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2017 年 12 月，苏宁物流在 2017 年共享快递盒
1.0 版本的基础上推出了升级的 2.0 版本，见图 1。2.0
版本的共享快递盒采用 PP 材质的环保高科技材料，
该材料质量轻、稳固性好、化学性能稳定，对内部的
包装物无污染且可循环使用。绿色的安全锁用麦秆纤
维制作而成，绿色环保，使用时旋转两圈，向外拔出
锁扣，即可将快递盒打开，既保证了包装的安全性，
又便于使用。2.0 版本共享快递盒有两种尺寸，长宽高
分别为 230 mm×125 mm×110 mm、175 mm×110 mm×
110 mm。共享快递盒可循环使用一千次左右，单个
成本 25 元，折算每次使用成本 0.025 元，相比于单
个成本为 0.6 元左右的一次性瓦楞纸盒，成本大幅度
降低 [5]。
2018 年，顺丰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丰·BOX”
终端循环共享包装箱，见图 2。与原有一次性使用的

Fig.1

图 1 苏宁共享快递盒
SUNING shared express packaging

图 2 顺丰“丰·BOX”
Fig.2 SF Holding “Feng BOX”

标准纸箱相比，
“丰·BOX”采用易拆封、可折叠、内
绑定的包装结构，减少了包装空间的浪费，便于存储、
运输与使用；置于拉链上的二维码封条，既使包装可
追踪，又能显示包装是否被开启过；采用绑带代替内
填充物，以拉链代替封箱胶带，有效解决了纸箱易破
损、成本高、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与此同时，
还增加了防水、隔热保温、阻燃等功能，充分保证了
内包装物的安全性。此外，
“丰·BOX”的使用次数可
达到百次以上，并且使用破损毁坏后会统一安排收回
修复或溶解再造，彻底践行绿色可循环的环保理念[6]。
国外的共享包装设计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荷兰的
REPACK 公司提出了一种共享包装的方案，见图 3，
这一方案主要针对快递盒回收方面的问题，其使用流
程，见图 4，用户在网上购物提交订单时选择 REPACK
运送方式并支付押金，当快递到达用户手中，用户将
包装盒上的个人信息撕掉，将包装盒压平送至邮筒，
待快递员定期将包装收回带回公司后，用户才会通过
网络收到预先支付的押金。然而这种方式适合业务量
较小的快递流通，对于中国这个快递大国来说，邮筒
邮寄的方式不仅满足不了物流的供需速度，而且这一
过程的复杂性增加了用户的使用步骤。

2

共享包装设计原则

现有共享包装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快递包装
的部分问题，各有其优势和特色，具有一定的参考借
鉴价值。根据共享包装所要达到的可循环使用功能，
以及其所要解决的快递包装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问
题，共享包装在设计时除了达到快递包装固有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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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尽可能实现包装对各种产品和使用者的通
用。首先，共享包装应当满足大多数产品的包装需求，
缩小共享包装的内包装物范围限制，通过材料选择、
结构、造型设计，结合内衬包装，满足不同产品物理
性能（尺寸、重量等）与化学性能（保质期、温度、
湿度、透气性等）需求；其次，现阶段共享包装是物
流公司个体研发供本公司物流使用，未来，可成立专
门的共享包装公司生产共享包装，对所有公司和消费
者皆通用 [8]。
2.3

图 3 REPACK 公司共享包装
Fig.3 REPACK’s shared packaging

纸箱的需求量巨大且短期内难以被代替的重要
原因，便是其操作的简便性，在物流中使用效率高。
而共享包装要达到可循环使用的目标，很有可能要用
塑料或其他材料代替纸箱，而由此衍生出的包装结构
与开启方式等不可过于复杂，需要遵循简便性的设计
原则。其使用方式应简便易懂，便于物流公司堆码运
输，快递员派件，消费者拆开使用，快递公司回收再
利用 [9]。

3

Fig.4

图 4 REPACK 包装使用流程
Use process of REPACK packaging

储、保护内包装物等功能外，还需要遵循环保性、共
享性与简便性等设计原则 [7]。
2.1

环保性

网络购物快速发展带来的快递包装的巨大需求，
企业与商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环境后果，造成
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在共享包装设计与制
造时，必须将环境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即遵循环保性
设计原则。从共享包装的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使用直
至废弃后回收再利用整个包装生命周期，遵循环保性
原则，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共享包装的生产制
造，尽可能采用可降解、对环境污染小的材料；减少
包装材料与包装印刷色彩的使用种类，从而减少资源
消耗。并且，企业在制造共享包装时，选择环境友好
型包装生产工业，控制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废弃
物的排放，降低环境污染。
2.2

共享性
共享作为共享经济理念的核心，在快递包装中应

简便性

共享包装系统的构建

为保证共享包装的可循环使用，同时便于物流公
司管理、快递员配送、消费者使用，需要基于大数据
库搭建共享包装系统。共享包装系统见图 5，首先，
用户需要在网购平台确认使用共享包装；其次，商家
接受订单并将商品进行初步包装，统一发往共享包装
公司中转仓进行分拣；接着，中转仓根据商品种类、
体积匹配相适应规格的共享包装，转入物流；随后，
物流将包装运输至用户所在社区的共享快递柜；最
后，用户按取件码取出商品后，将包装放回快递柜，
在 APP 上确认收件与包装返还。快递员再次配送时
将用户归还的包装收回公司，实现共享包装的循环
使用 [10]。
3.1

共享包装平台网页设计

共享包装平台网页面向消费者、商家、共享包装
公司等方面。各个使用者均可在平台上实时查看商品
运输动态。快递员将快递送至小区快递柜时，通过在
平台上操作，快递柜接收指令优先打开存放空快递盒
的柜门，快递员将空快递盒取出带回并将新的快递
放入柜中。消费者收到收件提示后，取走快递并将共
享包装放回快递柜，最终在平台上确认收件与包装
返还。
3.2

共享物流包装设计

共享物流包装作为物流中存储、运输产品的物质
载体，是共享包装系统的核心，兼容共享包装、内包
装物、使用者与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安全性保障。一
是共享包装自身的安全性，即包装需要抗震、防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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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图 5 共享包装系统
Shared packaging system

防水、耐高温，具有足够的稳固性，保证存储、运输、
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与耐用性。二是内包装物的安全
性，在保证共享包装安全稳固的基础上，实现对内包
装物的保护功能，保护其在存储、运输期间物理性能
与化学性能的稳定，确保其运输到消费者手中是完好
无损的。三是使用者的安全性，包括共享快递公司、
配送员、商家、消费者的安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并且保证人在搬运、打开、关闭、拆卸、组装包装各
个操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不受伤害；四是生态环境
安全性，遵循环保性设计原则，节约资源，减少共享
包装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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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图 6 共享包装尺寸
Shared packaging dimensions

结构设计

为满足不同尺寸的产品的包装需求，可将包装分
为三种基本尺寸，见图 6，可根据具体情况和内包装
物的基本尺寸，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长方体造型适
合各类产品的储放，保护内包装物不受损坏。标准化
造型有利于提高共享包装制造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并且便于堆码、存储、运输，提高空间利用率，节约
物流成本。
共享包装采用可组装、折叠式包装结构，见图 7，
折叠压缩式结构包装的底部面积不变，侧面为模块化
组装块面，可根据内包装物尺寸增减从而调节高度，
包装在未使用前处于平面展开状态，当放入较低产品
时，将包装压缩折叠为原高度的一半；当放入较高产
品时，将包装展开为正常尺寸即可。用户取完快递后

图 7 可折叠式包装结构
Fig.7 Foldable packaging structure

将包装返还于原快递柜，快递员在配送快递时将快递
柜中空的包装折叠成平面带回公司，便于统一堆码、
存储、运输，有效降低存储及运输成本，并且便于投
递在小区共享快递柜中，减少存储空间，降低空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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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此外，若包装使用后，某一块有损坏，只需拆卸
并替换包装损坏的那一块面，不需要废弃整个包装，
减少资源消耗，损坏的块面还可以二次利用，加工成
内包装的缓冲填充物。
3.2.2

材料选择

基于共享包装设计的共享性与环保性原则，材料
选择应达到可循环使用的要求，并且稳固性要好，满
足安全性要求。包装材料重量应较轻，降低制造与物
流成本；便于使用，遵循简便性原则。已有共享包装
大多采用塑料代替瓦楞纸，是可行性较高的办法。塑
料包装材质中 PP、PC、PVC 等材料采用较多，但由
于这些材料存在材料脆、易摔坏、缓冲性能差、热稳
定性差、质量较重等缺点，在运输过程中，既增加了
运输成本，又不能很好地保护产品 [11]，因此共享包装
的制作材料还有待进一步研发。
根据共享包装的设计原则和材料选择要求，硬泡
聚氨酯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材料选择，见图 8。硬泡聚
氨酯材料重量轻，与纸盒的重量相仿，能降低负荷；
具有独特的缓冲性能，能起到良好的减震防摔作用。
并且硬泡聚氨酯材料是惰性材料，性能恒定，与酸、
碱不发生反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可实现完全密
封，应用于包装中能起到良好的阻隔作用，能有效防
止包装材料向产品的物质迁移；它的憎水率达到 95%
以上，具有很强的隔热保温性能，进一步提高包装的
保护性能。硬泡聚氨酯材料原材料为石油，设计简单、
效率高，包括共享包装在内的所有以石油为原材料
的物品，溶解后均可用以制作共享包装，从而实现循
环使用，因此成本降低。此外，包装损坏回收后，也
可以溶解制成模块化内衬缓冲物，见图 9，这种缓冲
物可按包装内部空余空间的大小按需放置，使用较
灵活。
3.2.3

3.3

取的载体，是实现包装“共享”功能的重要渠道，其
功能性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共享快递柜见图 11，
按照包装的三种尺寸分为三种不同的存放空间。
共享快递柜工作状态见图 12，分为三种状态：
（1）快递柜内无快递存储时，显示灯不亮；（2）快
递柜内有快递存储时，显示灯为红色；
（3）用户取完
快递，将共享包装返还于原存储柜，在共享包装网页
上确认关闭柜门后，显示灯为绿色。

图 8 硬泡聚氨酯材料
Fig.8 Rigid polyurethane foam

Fig.9

图 9 模块化缓冲材料
Modular cushioning material

信息识别设计

共享包装主要的信息内容包括：
（1）共享包装公
司识别系统，包括标志、宣传语、地址等公司具体信
息；（2）用户快递信息，包括用户唯一指定识别码；
（3）共享包装回收流程，即用户收到快递后将包装
投放至共享快递柜回收区的提示及说明。
共享包装的信息识别设计可基于大数据库，以二
维码、RFID 电子标签、NFC 标签等为载体将信息识
别采用可视化设计，将相关信息以文字、图像、音频、
视频等形式显示于智能终端，既简便、高效、降低成
本，又可更大程度地保护信息不被泄露。共享包装箱
装潢设计简洁、印刷色彩少，这样既能降低成本又能
提高信息识别率。将用户识别码设计为显窃启标签，
见图 10，标签覆盖于包装顶部开启处，若开启包装箱，
标签也会被撕毁，可以避免包装在配送过程被拆开。
小区共享快递柜设计
在共享包装系统中，共享快递柜是包裹存放及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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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显窃启标签
Fig.10 Tamper-evident label

图 11 共享快递柜
Fig.11 Shared courier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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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Fig.13

图 12 共享快递柜工作状态
Working status of shared courier cabinet

图 13 共享快递柜使用流程
Use process of shared courier cabinet

共享快递柜使用流程见图 13：（1）快递员扫描
共享包装上的验证码；
（2）快递柜优先打开显示灯为
绿色且与包装尺寸相符的柜子；
（3）快递员将打开的
快递柜中空的包装取出折叠成平面带回公司，接着将
需要投放的快递放入快递柜中；
（4）快递员关闭柜门
后，显示灯变为红色；
（5）用户收到取件码与条形码，
输入取件码或扫描手机上的条形码；
（6）相应柜门打
开，用户取出快递；
（7）若用户购买产品为零散物品，
可再输入取件码取出一个无纺布袋方便盛装；
（8）用
户将包装放于快递柜，关闭柜门，显示灯变为绿色。

4

结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快递行业带来了新的运营方
式，基于大数据库的共享包装设计，给当今资源浪费与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的快递行业，提出了一个行之
有效的解决方案，方便了物流行业与广大消费者。虽
然共享包装现阶段发展不完善，如一些尺寸过大的产
品或需要特殊存储条件的产品不适用于共享包装。然
而随着共享包装的不断完善与推行，共享包装将弥补
传统纸盒与快递站点式服务的不足，相比于现有快递
站人工服务的方式，节省人力，降低成本，同时使物流
更为有序，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对共享包装进行了初
步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需要改正，借以抛砖引玉，望包
装行业、快递行业及广社会各界能够共同推进共享
包装的发展，使之发展更为完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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