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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理念下原生态包装设计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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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工业设计多样化的蓬勃发展，产品包装也花

样翻新而且层出不穷，同时地球也面临着自然环境和气候的日益变化等问题，这越来越变成了人类社会所

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因此我们纷纷推出了“低碳设计”、“绿色产品设计”的广告宣传标语。本文从“低

碳产品设计理念”出发，找到一条以“绿色环保包装设计”为理论研究依据的对原生态传统食品包装设计

的继承与研究及开发之道。通过正规化、系统性的研究，号召我们关注“低碳设计”，回归自然、总结传

承、勇于创新，从而优化了整体原生态包装的发展，也是发展可持续的健康食品包装的必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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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along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sign diversification, product packaging has also been refurbished and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At the same time, the earth is also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chang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whic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human society has to face. Therefore, we have 
launched advertising slogans of "low-carbon design" and "green product design". The packaging door, an 
innovative form of human development that is widely connected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society, has also 
attracted special attention. Packaging design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low carbon, inherit and innovate 
the cultural mechanism of natural and original ecological packaging, and reflect their due responsibility to humanity. 
Starting from the "low-carbon product design concept", this paper finds a way to inherit,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traditional food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green packaging design". Through form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we are called to pay attention to "low-carbon design", return to nature, summarize and inherit, 
and be brave in innovation, thus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overall healthy original ecological packaging, and it 
is also the inevitable need of developing sustainable healthy original environmental foo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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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原生态包装物设计时，既要使包装物本身在

符合产品特性特点的同时，满足节能的基本原则，

也要符合“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环境保护原则

与利用目的的需求。设计思想也促进了原生态包装

的发展传播，因此，这一观点一直引导着原生态包

装设计与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原生态包装的未来发

展的主旋律就是环境保护与资源再生技术的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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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这个前提下，对原生态包装材料行业而言，

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也表明原生态包装材料行业

变革的崭新时期已然来临。 
1 将低碳的概念注入原生态包装中的意义 
首先，有效促进了低碳环境向原生态包装材料

设计理念下的演变。而原生态包装设计所承担的实

用性、环境价值与人文价值，不但推动了低碳设计

观念下对原生态化包装材料的继承和创造，更进一

步传递了低碳环境的产品设计思想。其次是有效促

进传统手工艺创新开发。从原生态包装的发展类型

分析来看，不论是植物基、陶瓷基、纸基或布基包

装材料，都是在当今工业机械化大开发的背景下，

由自动化机械制造，而逐渐无视传统工艺。传统手

工艺的介入，却能够让原生态包装材料拥有更鲜明

的地方特色。在提高原生态包装艺术功能的同时，

还会对艺术品的创造传播产生促进影响。最后，也

为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低

碳环保概念下的原生态包装设计，具有丰富的少数

民族文化底蕴，所以，这不但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

展，而且推动了当地文明的发展。 
2 将低碳环保概念融入原生态包装建设存在的

缺陷 
把低碳的设计理念引入原生态包装已经成为了

包装材料技术和制造产业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包

装材料业界缺少研发原生态包装技术的人员，是直

接影响着原生态包装产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而

且，也因为低碳的包装材料技术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直接影响着原生态包装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由

于低碳环保型原始包装材料的研究开发大多以技术

为基础，目前能开展原始包装材料设计工作的国家

还很少，所以总体的科技与技术研发力度仍处在比

较滞后阶段。低碳环保型的原生态包装设计概念发

展比较滞后。原生态包装设计概念，主张人、自然

环境、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相处。在包装材料设计

中，则强调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环境问题之间的

协调发展关系。 
3 在低碳设计宗旨下，原生态包装的文化传播

与创新性产品设计及传播 
3.1 本土包装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创新结合 
原生态包装是传统技术与创意形式结合，还可

以更好地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它不仅可以使原生

态包装更加个性化，原生态包装将在复合包装领域

有更大的文化亮点。这样，如果将旧技术融入现代

包装设计，以这里彝族地区的传统刺绣工艺品为例，

促进了包装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它提高了其设计价

值。各地的当地人的民族服饰上都绣着美丽的图案，

在彝族地区。彝族刺绣历史悠久，彝族刺绣不仅设

计精美、色彩鲜艳，而且具有较高的民族审美文化

内涵，以手工刺绣为主，将其创新应用于环保包装

的设计中，如图 1，图 2 所示，设计师刚刚看到了

这种工艺的价值。生态包装的环保意义得到了充分

发挥，在低碳设计理念的影响下。 

 
3.2 创新性地与中国传统图形元素在原包装设

计手段上结合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性的传统图案广泛传

播。它表现在传统意义上，它也表现在纸和其他艺

术形式的传统形状特征上的传统石器、青铜器、漆

器、釉料、雕刻品和其他材料的形状特征上。此外，

民间舞蹈、传统建筑、中国传统戏曲、中国古代园

林等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物理特征在应用于传统艺

术设计领域后，传统图形体现了一个地区和一个种

族群体的文化观念，具有很强的传统意义。但不同

的民族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生活传统将中国传统造型

的这一特点与现代艺术设计所追求的艺术词汇相结

合和文化背景，这将形成不同的传统图形，不仅形

式丰富，而且添加了深厚的民间历史内涵。通过技

术创新实现包装设计的飞跃，应用于原生态包装设

计。 
3.3 基于绿色设计理论的包装设计方法的优化

应用 
目前，有些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少，国内对

原生态食品包装中绿色环保创新模式的研究并不

多，只关注一个方面，或者只是表面的研究，“绿

色生态食品包装”、比如“仿生产品设计”、“民

族文化、食品包装的国际性、民族特色”等等。我

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探索如何将这些行业的技术整合

起来，从而优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根据绿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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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创新使用新的包装方法。 
3.4 多学科的相互渗透 
有时，我们很难完全区分设计、美学和道德，

因为它们有许多交叉点。“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越来越紧密，一个现象

不可能只有一个学科属性。相反，任何现象都可能

同时成为几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

原生态包装产品设计来说，设计师不仅要从包装产

品设计的角度对其设计形式和内涵进行简单的分析

和界定，还要从包装的环境伦理角度进行深入的研

究。通过对原生态包装的具体形式和设计技术的全

面探讨和分析，研究和阐述了可持续发展中的低碳

焦点，它不仅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具有现代意义。

从提出问题、交叉分析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整个

过程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串联，从多角度、多方向探

讨原生态包装的设计价值。 
4 发展前景 
今天的低碳设计理念已经成为一种设计趋势。、

包装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已经成为原始生态包装设计

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生态包装中，人们的思想意

识、政府政策的出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

看到了绿色环保和可实施发展的未来，看到了人类

生活环境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然而，材料选择和设

计，仅仅关注原生态包装产品的研发还远远不够，

以实现原生态包装的传承和创新设计的全面发展。

真正的“低碳包装”和“绿色环保包装”需要考虑

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碳排放，这些只是整个供

应链中的生产环节，形成了绿色环保包装的供应链。

（环保包装产品的材料研发、材料选择和包装设

计）。只有整个供应链低碳，，形成成熟、低碳的

原生态包装产业供应链，是原生态包装未来发展的

光明前景，才能实现环保包装的最低碳排放。。它

不仅可以实现全过程的低碳设计，而且可以将生产、

运输和采购完美结合，从而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理，

并使用“一站式服务”来降低其生产和开发成本念。 
目前，由于现代原生态的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

阶段，，许多包装行业只知道或只能考虑碳排放，

低碳设计的概念还比较肤浅。原生态包装产品的生

产部分。并且不能或不知道整个原包装产品生命周

期（只关注早期低碳包装产品的生产，即原生态包

装产业供应链）的总碳排放水平，而忽视后期包装

产品的运输。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这是原始生态

包装发展不成熟的重要体现。包装行业不仅注重产

品本身，还大力整合低碳，系统整合包装早期的生

产环节，和重组原生态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与后期

的物流、运输和采购相配合。它也是未来原生态包

装发展的双赢前景实现包装经济，与人类生存环境

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结束语 
低碳的设计概念，在包装产品设计中早已形成

了一个潮流，而随着当今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类的

思想生活层次提升，科技水平也在逐渐逼近当今世

界前沿水准，加之中国政府所制定的若干有利措施，

这些都已然成就了中国原生态包装产品创新发展的

沃土。最高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包装生产中的整个制

造流程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说包装产业

不光在生产上下功夫，而最高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整

个包装的供应链，把前期的制造环节和后期的生产、

仓储、物流配送等环节进行一体化的集成，从而通

过综合生产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样不但促

进了包装企业与周围人们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而

且还能够让整个原生态包装的未来发展开展得更为

顺畅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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