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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Green Wave, consumers prefer to green products
increasingly, and there is no exception with the garment marketing. Green clothe concept is in the formation
of a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clothe industry. But how to form the “green marketing” is the
shortcoming for current domestic-garment enterprises.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s it necessary for garment enterprises to re-consider their own marketing ideas, and green
marketing really lea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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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世界绿色浪潮的影响下，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愈加青睐，服装行业也不例外，绿色

服装理念在服装企业中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如何做到“绿色营销”是当前国内服装企业所匮乏
的，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期间，服装企业是否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营销思路，让绿色营销真正引领服
装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服装企业；绿色营销；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

1. 绿色营销

影响[1]。

1.1. 绿色营销的概念

1.2. 服装行业的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企业自

服装行业的绿色营销，和该行业的特征息息相

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

关，主要目的是实现服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达

以此为中心，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构思、设计、销售和

到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服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制造。具体代表观点有“产品中心论”
、
“环境中心论”
、

业，而这个行业在中国始终保持着以原料加工为主，

“利益中心论”、
“发展中心论”等。这些观点从不同

包括染色和后整理行业，水消耗、能源消耗和污染排

角度诠释了绿色营销的意义；都是力图在企业开展市

放都非常大。同时我国的服装生产技术还相对落后，

场营销活动中努力消除和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

服装的生产质量和国际水平相差较大，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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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消费者对个性化、舒适度、品牌化要求越来

3.1.3. 纺织原料的农药和化学物质残留

越高，国内服装行业生产质量问题成为了瓶颈，导致

天然纤维原料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服装附加值低，严重影响本土服装品牌的发展。因此

使用农药和化肥，但是上面残留的防腐剂、杀虫剂通

绿色营销理念对于转型期的服装企业来说是一个很

过和人体皮肤接触对人体间接产生伤害。如世界顶级

[1]

好的突破口 。

2. 服装行业中绿色营销与传统营销的差异
服装行业绿色营销是在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以
及当前服装行业生存状态发生变化下提出的，并非新
鲜名字，但是它却是一直引领着服装企业的发展。第
一，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前低碳经济时代下催生
了服装新面料、新技术的开发，并且催生了具有方便
快捷、低碳为特点的服装电子商务的发展。第二，绿
色营销突出了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生
活品质，人们希望买到个性化、时尚化、舒适性、环
保性的服装，服装绿色营销正是在迎合着这一消费需
求的变化。当然服装企业也应积极做好绿色广告和公
关，树立其良好的形象，使其引导消费者，刺激消费。
第三，服装绿色营销是可持续性营销，包括服装款式
设计、面料采购、包装材料、广告策划及促销方案等
方面，都必须贯彻“绿色思想”从而带动绿色产业、
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意识的发展，形成可持续

品牌服装及国内中高品牌都存在着来源于染料方面
质量问题，有的染色度不牢，有的含有可致癌的可分
解芳香胺。从品牌服装的“质量门”事件，我们不禁
要问，在艳丽的缤纷色彩之后，如何确保我们美丽的
安全性？
3.1.4. 过度包装和包装材料选择的杂乱性
包装废弃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威胁到人类
生存的自身利益。中国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
上已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 1/3，而在体积上更达到 1/2
之多，且排放量以每年 10%的惊人速度递增。过度包
装产生的成本相当可观，而这些耗费大量资源的过度
包装物，到了消费者手中全部变成了生活垃圾。如在
月饼的包装中，很多采用实木、金属制品，大大增加
了包装成本。
在材料选择上，包装材料也显得杂乱无章，尤其
是对服装的包装，材料的选择更应该做到环保，有的
企业选择化学废弃物合成的包装材料，有害物质附着
在织物上，将会慢慢在人体富集。

的良性发展。传统营销缺乏的就是“绿色”这个特征。

3.2. 实现绿色化营销的必要性

3. 服装企业在的问题及其实现绿色化营销
的必要性

3.2.1. 服装绿色营销促进服装企业生产理念的转变，

3.1. 存在问题
3.1.1. 废水
废水是纺织服装行业比较严重的问题，据调查显
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纺织行业废水排放
量都在 11 亿吨以上，位于各行业废水排放量的前十
位。COD 排放量约为 30 万吨，占全国工业排放总量
的 5%左右。另外传统的印染加工会产生大量的有毒
污水，如甲醛、增白剂、软化剂等等直接危害着人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
3.1.2. 废气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对于我国许多服装企业来说，其经营思想仍处于
以推销观念向市场营销观念转变的过程，企业往往重
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所以实现绿色营销是企
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3.2.2. 服装绿色营销有利于企业占领市场和扩大市
场销路
在当前，人们习惯进行“绿色消费”，越来越注
重产品的广告宣传，包装材质、外观、功能性、材料
等方面都希望是低碳、环保、无公害的。而企业如果
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抢占了商机，无论从环境和经
济效益角度分析，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如美

服装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中会排放大量有害气

国波特兰的 Nau 服装品牌的创始人创建了一个“可持

体，主要来自化学纤维尤其是粘胶纤维的生产过程，

续的时装公司”，其严格的生态原则和创新的电子零

包括大量的二氧化硫和二硫化碳气体。

售模式预示着零售业新时代的开始。时髦简约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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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并不鲜艳的颜色、环保的材料(如有机棉和再生聚

尤其是在当前低碳主题之下，绿色营销成为当务之

酷)，以生态的形式友好地展示商品，鼓励消费者从网

急。

[2]

上购买商品 。
3.2.3. 服装绿色营销可以营造绿色文明，促进企业塑
造绿色文化
文化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映，绿色文化在当前已
经成为流行，但是人们的这种消费意识并不能真正的
实现，很多企业是因为企业因为成本的原因，不愿意
在技术开发方面投入过多的资金，实施绿色营销自然
不可能实现。那么现在服装企业的领头人必须要有远
见和良知，必须在企业内部营造绿色、环保、安全的
工作环境，有利于培育企业的“绿色文化”。
3.2.4. 绿色服装营销理念有助于构建绿色企业形象，
赢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撑，是一个民族共同的
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积淀。现在越来越多的服装设
计师和艺术家开始致力于绿色文化、低碳文化的开发
和运用，如日本服装设计大师三宅一生总是通过纤维
材料等去塑造服装，提倡回归和原生态的理念。我国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大型生态歌舞集《云南映
像》就反应了绿色原生态的理念，她自己的云南杨丽
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在三到五年时间上市。她以商
业运作的方式将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艺术价值长
久地留存、传承。这实则就是绿色营销的成功典范。
我国最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在服装设计
方面的灵感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服装
设计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标志，更多的应该是这个品

低碳主题之下，“绿色”已经成为了企业之间竞

牌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这个精神内涵需要很多东西

争市场份额的砝码。
“环境保护”
、
“社会责任感”、
“公

去支撑，包括设计理念、面料、图案、廓形、色彩、

众形象”等等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评价企业经营好坏的

工艺技术、服务等等。因此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应该

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当前在服装面料中，竹炭纤维、

有责任把绿色文化更好的渗透到服装营销中。

亚麻纤维、甲壳素纤维、海藻纤维、莫代尔纤维等成
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3]。
3.2.5. 服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有赖于绿色经营
随着全球性环保意识的增强，在国际贸易中，出
口的服装的有害物质的含量都有严格的控制和检测
手段。这就要求服装企业提高服装面料的安全性和环
保性，确保对人的健康无害和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从 1996 年开始，我国对欧洲的服装出口开始趋
缓，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服装残留污染，不符合环
保要求。我国苏南一家服装厂出口的服装因拉链用材
含铅过度，白白损失 10 万多美元，最终导致企业破
产。“绿色壁垒”对我国的纺织服装业提出了比较苛
刻的环保要求，因此我国的服装企业应积极争取绿色
标志，全面开展绿色营销活动[4]。

4. 服装企业实现绿色化营销的策略
4.1. 营造绿色文化，塑造绿色品牌，形成独特
优势
中国纺织服装若想真正从本土走向世界，必须在
设计、质量、技术、工艺和服务上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4.2. 绿色消费理念，设计绿色服装，返璞归真
产品质量的环境指标和安全认证等绿色贸易壁
垒成为了目前中国纺织品贸易出口的一大突出问题。
绿色营销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设计、生产到包装以及到
最后的销售和陈列都要强调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
率，充分利用原生态材料，例如竹炭纤维、甲壳素纤
维、亚麻纤维、海藻纤维、莫代尔纤维等。其中竹纤
维就是从自然生长的竹子中提取出的一种纤维素纤
维，是继棉、麻、毛、丝之后的第五大天然纤维。竹
纤维具有良好的透气性、瞬间吸水性、较强的耐磨性
和良好的染色性等特性，同时又具有天然抗菌、抑菌、
除螨、防臭和抗紫外线功能。专家指出，竹纤维是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环保型绿色纤维。其他的一些植
物纤维材料也同样具有良好的吸湿性、透气性等效
果。一些大牌设计师也相继推出生态服装，三宅一生
运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日本宣纸、白棉布、针织棉
布、亚麻等，创造出各种肌理效果，诠释了一种自由
轻松，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
在服装产品的包装上，应坚持 4R 原则，即减少
包装材料(Reduce)、回收(Reclaim)、复用(Reuse)、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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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Recycle)。从刺激购买为包装的主要出发点，转
向保护环境出发，从追求精美、繁复的包装，转向追

5. 对我国服装企业绿色营销的现状和前景
思考

求简单和环保的包装。可采用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
纸包装材料、玻璃包装材料、竹包装材料、玉米淀粉
树脂包装材料。
服装的绿色设计和环保材料的运用是符合当前
人们的生活潮流的，在当前污染日益严重的地球，设
计师希望通过“衣”的绿色设计真正让人们意识到：
人应该尊重自然，回归到自然中去。

4.3. 绿色营销理念促进了服装电子商务的发展
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网上购物成为了当前人们主要的购物方式之一。电子
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应运而生。网上销
售模式较之于传统的销售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于
消费者来说，网上购物可以让消费者在家“逛商店”
，
购物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从订货、买货到货物上
门无需亲临现场，既省时，又省力；由于网上商品省
去租店面、召雇员及储存保管等一系列费用，总的来

我国服装企业污染仍然很严重，材料选择和生产
工艺上较之国际水平还差距甚大，一些化学成分超标
严重。当前政府和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现
状。政府应加大对污染超标的服装企业的整治力度，
对于技术不足，经验不足的企业给予资金和专业人员
方面的支持；以法律形式确定禁止使用的服装材料和
化学物质使用的标准；专业人员应定期给服装企业的
员工讲解绿色营销模式专业知识，使其形成绿色氛
围。服装企业必须通过绿色标志制度强化绿色产品的
生态特性，以增强消费者信任度和提高企业的形象[4]。
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当前中国服装企业所遇到
的问题，恰恰给了他们一个转型的机会。越来越多的
服装企业开始专注于服装生态面料的开发，服装设计
师们也越来越多关注设计的功能性。企业家也开始慢
慢反思，都在致力于无污染的生活环境建设和健康无
公害产品的开发。

说其价格较一般商场的同类商品更低。对于商家来
说，由于网上销售库存压力较小、经营成本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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