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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包括纺织品服装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的服装产业链闭环概念。纺织品服装动脉产业链包括纤
维生产、面料制造、
纺织品服装生产、
纺织品服装销售、纺织品服装消费到废弃等几个环节，服装废弃则产业链终
止。而产业链闭环加入了对静脉产业的分析，动脉产业的终止则是静脉产业的开始，服装静脉产业链从服装废弃
开始，包括废旧纺织品服装的回收、分拣、物流、仓储、再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几个环节，静脉产业链和动脉产业
链相互融合，构成了服装产业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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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它要求经济活
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

污染。静脉产业理论的加入，使原本的产业生命周期
实现了从摇篮再到摇篮的转变。

闭环时流程。据我国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
纤维

新战略联盟估计，2015 年，我国废旧纺织品服装产生

生产

量预计将达到 4 000 万 t，其年综合利用量预计约 600

面料

万 t，利用率仅为 15%。在循环经济背景下，推动废旧

加工

纺织品综合再利用水平，进行废旧纺织品再利用的理
论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构建纺织服装产业闭环，正是
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基础
上，重点对从产品到再生资源的静脉产业进行分析，
这必将有助于对废旧纺织品综合回收再利用的研究。

1 纺织服装产业链闭环构建
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包括动脉产业链和静脉产业
链，在纺织服装动脉产业链中，从纤维到面料，再到纺

再
利
用

产业用纺织品

服装

c

消费

使用

废旧纺织品
a

分拣中心

再生面料

产、消费的全过程，废旧纺织品最终被当作垃圾丢弃。

再生纤维

止。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分析，动脉产业链产生的废弃
物恰好是静脉产业链的原料，因此静脉产业链存在的
意义在于回收动脉产业链所产生的废旧纺织品，根据

b

二手服装

织品、服装，最终形成废旧纺织品，是动脉产业链生
动脉产业链理论认为产品从摇篮到坟墓，产业链终

再利用

回收

其他行业

d
无害化处理

图 1 废旧纺织品静脉产业链闭环

其情况进行二次交易或再生利用，使整个纺织服装产

图 1 中实线和虚线是物质流的方向，实线链是纺

业链形成一个闭环（图 1），使原本作为垃圾处理的废

织服装动脉产业过程，
由生产、
加工、
销售、
消费等几个

旧纺织品或其面料、纤维得以再利用，节约资源，减少

环节构成。虚线 a，
是
b，
c，
d 是纺织服装静脉产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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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手交易或再制造将废旧纺织品转变为服装商

经营的个体户，以走街串巷的形式从居民手中回收废

品、
产业用纺织品、
再生纤维或再生面料以及最终处理

旧纺织品，再销售给大型的回收站或再生资源开发

的过程，使纺织服装动脉产业所产生的废弃物有了处

公司。

理的回路，
再次成为纺织服装动脉产业中的原料、
产品

社区回收：指直接深入居民社区的回收方式。如

或中间产品，
实现产业内部原料与产品间的物质循环。

专业的回收企业或者社会公益组织经相关部门许可

除此之外，
一部分再生纤维将直接用于其他行业。

后，可在社区开展活动或放置回收箱来回收废旧纺
织品。

2 静脉产业环节分析
纺织服装静脉产业链的起点是动脉产业的终点，

分拣是以分拣厂或分拣中心为载体的，根据废旧

它是将动脉产业产生的废弃物重新加以回收利用，从

纺织品服装的新旧程度、
成分、
颜色等指标对废旧纺织

而实现产业闭环。废旧纺织品静脉产业链包括回收、

品进行分类的环节。分类越细致越有利于下一产业环

分拣、
物流、
仓储、
再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等几个环节。

节，根据废旧纺织品的不同性质进行再利用。我国对

2.1 回收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有明确的建设管理规范，但是由于

2．1．1 回收来源

我国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未建

废旧纺织品主要有 3 个来源：第一种是生产过程

成废旧纺织品分拣中心，因此目前我国废旧纺织品的

中产生的边角废料，
第二种是特定行业的行业服装，
第

分拣都是由回收企业完成的。在欧洲，产业分工更为

三种是家庭消费的服装纺织品。

完备，
形成了专业的分拣中心，
并且一些大型分拣中心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是指纺织品服装生

还开发了全程吊挂的分拣设备，
虽然仍需要人眼识别、

产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
由于产生于生产过程中，
易于

鉴定废旧纺织品的归类，但是已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

收集和分类，不存在使用损耗问题，已被广泛再利用。

和准确性，每天可集中分拣 400 t 左右的废旧纺织品，

纺织行业的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在“十一五”
时期就已

最终可分成 350 个类别。

达到 90%以上，纺织企业的边角余料通过各种方式综

2.3 物流和仓储

合利用于各个领域。

废旧纺织品静脉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

特定行业服装如军服、
警服、
校服、
工服等，
其特点

物流运输。废旧纺织品从消费者手中重新回到企业的

是面料、
款式统一，
颜色固定，
回收分拣相对简单。
每年

物流过程是一种逆向物流。逆向物流有两种内涵：一

我国各行各业会产生大量的此类废旧服装，如果能与

是退换商品形成的物流运动，二是对废旧产品的回收

专业机构合作，进行回收再利用，既能节约资源，还能

和处置形成的物流活动。显然文中所指的是逆向物流

解决此类废旧纺织品处理的难题。

的第二层含义：即为了获取废旧纺织品的使用价值或

家庭消费的服装纺织品包括服装、鞋帽、床上用

对其进行正确处置，
将废旧产品沿供应链从终点（消费

品、
窗帘等，
这类纺织品款式多样、
颜色复杂，
随着社会

者）向供应链上游（包括销售公司和生产企业）运输的

经济的发展，
家用纺织品服装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
此

过程。当废旧纺织品回到再生企业后，被加工成再生

类废旧纺织品的存量会越来越大，而其分布具有分散

纤维，流向纺织企业，再到服装制造企业，最终到服装

性，
回收相对更为复杂和困难，
因此成为目前废旧纺织

销售公司，这一经过是与纺织服装动脉产业相同的正

品回收再利用研究的重点。

向物流过程。由于物流和仓储需要设备的前期投入，

2．1．2 废旧纺织品的回收方式

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可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将这部

根据废旧纺织品的 3 种来源，边角废料和行业服
装有集中性的特点，
易于开展集中回收，
回收方式较为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2.2 分拣

简单。家庭消费的废旧纺织品较为分散，
通常有 3 种回
收方式。
服装企业自主回收：指服装企业依托原有的销售
渠道对废旧纺织品进行回收和再处置的行为。

分业务外包。
2.4 再利用
资源化再利用是废旧纺织品静脉产业链中最为
复杂的环节，因为废旧纺织品本身具有复杂性。首先
服装的基本属性较为复杂，服装面料、款式、工艺、颜
色、
辅料和配饰均会影响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方式。

回收网点：即通过分布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再生资

除了基本属性外，不同的使用环境也可以决定纺织品

源回收网点进行回收。目前我国的回收网点多为无照

服装不同的回收再利用方式，例如废旧纺织品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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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磨损程度等。废旧纺织品资源化再利用的途径和主

成再生功能面料[2]。

要方式如图 2 所示。

2．4．4 化学回收
捐赠、出售

个人

机械回收

社区
回收

物理回收

回收箱
拾荒者

集散分拣

化学回收

捐赠、二手交易、
出口
工业抹布、功能面料
板材、车体材料、
保温材料、造纸
熔融再生、分解再生

化学回收是通过水解、
醇解、
碱解、
氨解、
热解等多
种化学方法，将纤维中的高分子聚合物解聚分解成化
学单体或低聚物，
再制成再生化学纤维，
这种方法对工
艺技术要求较高，
多用于价值较高的高分子材料[3]。
2．5 无害化处理
废旧纺织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是焚烧、土地

图 2 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途径

废旧纺织品有 4 种不同的再利用途径：捐赠、出

填埋和堆肥[17]。焚烧是对废旧纺织品进行高温燃烧，
并
对燃烧余热加以利用的方式，
焚烧可以使有机物碳化，

售，机械回收，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其中，可穿着的

减少 90%的体积和 70%的质量，还能杀死病原体，是

废旧衣物用于捐赠或出售，
其余部分可通过机械回收、

安全性较高的处理方式。填埋是将废旧纺织品在合适

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的方式对其面料、纤维和原料加

的场所进行填埋封固处理，
其最大的优势是处理简单。

以利用。

堆肥是将天然纤维中的有机物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作

2．4．1 捐赠及出售

用转化为腐殖质的方式，只有以可降解的天然纤维为

成色较新、
可再次穿着的衣物用于捐赠、
二手交易

原料的废旧纺织品可适用于堆肥的处理方式。

或出口，直接转化为动脉产业中的二手服装产品。我
国禁止废旧纺织品二手交易，
因此捐赠、
出口是八九成
新旧衣的主要出路，其中保暖性较好的秋冬季服装捐

3 小结
在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动脉产业链的基础上加

赠到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
夏季服装主要出口到非洲。

入静脉产业链环节的分析，
构建服装产业闭环，
完善了

2．4．2 机械回收

传统的服装产业链，契合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纺织

机械回收是将废旧纺织品进行简单的机械加工：

服装静脉产业内部诸环节是共生的，
回收、
分拣、
物流、

例如将吸收性能较好的边角布料或废旧纺织品裁剪

再生与最终处理各环节上下游之间要进行合理的分

用于工业抹布，
利用的是废旧纺织品的面料价值；
或者

工合作和有效沟通，才能使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和价值

开松、
破碎加工成再生纤维用于纺纱、
绝缘、
隔热、
隔音

增值能力得到提升。

等用途，
制造成空调隔音件、
汽车内饰件、
墙体保温板、
毛绒玩具填充物，
或用于造纸、
石油等行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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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 loop construc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chain
and analysis of venous industry
HAO Shuli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 closed -loop concept of apparel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arterial industry and venous industry is put
forward. The arterial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fiber production, fabric manufacturing, and textile clothing production, sales,
consumption, waste, and so on. Clothing waste is the end of the arterial chain. The closed loop of the industry adds the
analysis of the vein industry.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rterial industry is the beginning of venous indust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extile clothing waste. The vein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the recycling of waste, sorting, logistics,
warehousing, reuse and harmless treatment, fuses mutually by the artery industry chain merge, which constitutes the
closed loop of appare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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