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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盒而特：可变身、会引流的快递盒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人们不

可或缺的消费方式，然而它在给
我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带
来了数以万计的快递盒，这些快
递盒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
费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浪费的快递包装盒数量
约 300 亿个， 按照每个包装箱
0.2 公斤计算，300 亿个包裹将产
生包装垃圾 600 万吨，可以堆满
40 万个足球场，这些盒子上的胶
带纸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 640
多圈。

如果这些盒子的生命周期
可以从一周变成一个月，那么我
们就可以间接节约两百万吨的
水和木材资源。 如何能让快递盒
延长生命周期？ 一家名为“盒而
特”的社会企业给了我们很多的
思考和启发，这是一家借助可持
续设计让快递盒“变身”为宝的
的社会企业。 笔者近期采访了该
机构的创始人王晓波。

起源：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成立于 2015 年的盒而特，是
王晓波和另外三个有志于环保的
年轻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专门给电
商公司提供再利用环保包装的社
会企业。盒而特秉持“让中国的电
子商务变得更绿色”的美好初衷，
通过设计， 延续快递盒的生命和
价值，减少资源浪费。

它的特色在于产品是可变
身的快递盒，他们将用于变身改
造的裁剪线印刷到快递盒上，网
购消费者在收到快递商品后，快
速地将快递盒子改造成台历、多
功能收纳盒、iPad 支架等实用产

品。 同时，商家的品牌可以借助
快递盒在消费者面前有更深刻
和长久的展现。

创始人王晓波是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大三的时候参与学校一个名叫
创行的社团，并将快递盒改造作
为自己的项目。 2014 年大学毕业
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
业项目；2015 年， 盒而特正式注
册成一家社会企业，践行可持续
的社会理念， 为环境带来改变。
就这样，王晓波从一开始在学校
收盒子， 再慢慢到设计盒子，再
到如今卖盒子。

脑洞大开的设计

盒而特的模式其实有很高的
壁垒， 它和一般生产快递盒产家
的区别在于产品设计上既需要脑
洞大开的创意， 又需要很快的更
新速度。 盒而特在设计上采用流
水线的模式工作， 分为定位、创
意、设计和落地生产四个步骤。

他们会邀请一些比较熟悉
市场的人帮忙做目标市场分析，
在掌握一些关键词和分析的结
论后， 团队会进行头脑风暴，想
出 30 到 50 个创意方案，再让专
业的设计师进行筛选，最后会有
3 至 5 个方案落地生产。 流水线
的工作极大减轻设计师的工作
负担，提高效率。 盒而特的产品
除了给特别客户单独做产品设
计外，一般每个月会有一个新的
方案上线销售。

在 2016 年淘宝造物节上，盒
而特就惊艳地“秀”了一把：用快
递包装盒在现场创意搭建了机
器人、恐龙、大象等。 他们通过视

觉化的方式向公众传达环保的
理念，吸引大家关注随手丢弃快
递盒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告
诉大家快递盒也是可以反复利
用的。

盒子也要讲颜值

在这一个看脸的时代，即便
有好的设计，实用的价值，产品
不美观也很难吸引公众。 盒而特
便与知名动漫形象张小盒合作，
联合推出高颜值快递包装盒。 张
小盒被 CCTV 等媒体誉为“最著
名的中国上班族动漫形象代言
人”，生活就像一个盒子，上班族
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盒子。 双方
强强联“盒”，贴近生活，好看且
实用。

或许有读者会疑问，快递在
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暴力
运输等外部原因导致快递盒磨
损或者弄脏，盒而特是怎么解决
这个难题的呢？ 王晓波说，盒而
特在自身设计产品的时候会选
择一种性价比不错的飞机盒，这
种盒正反都可以用。 如果物流过
程中用的是外表面，手工改造中
会用内表面显露出来。 更值得一
提的是，盒而特的盒子和普通的
快递盒的成本是一样的，它不会
因为有独特的设计而增加一分
钱原料成本钱。

二维码也可赚广告费

“盒而特”创意的在纸盒上
增加了二维码， 收到盒子的顾
客如果想获得手工改造教程，
就必须先扫二维码， 扫码后页
面会出现 3 秒钟商家的广告 ，
帮助商家进行二次推广。 如果
是普通快递盒的二维码， 顾客
拆开快递盒子大多会直接丢
掉， 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人
会扫码， 盒而特的快递盒的扫
码率是普通盒子的 50 倍。

如果是为化妆品商家定制
的快递盒，商家的顾客主体会是
女学生、女白领，她们对手工改
造会比其他的群体更感兴趣，扫
码的概率能达到 30%。 盒而特通
过独具匠心的设计，不增加一分
钱成本，就可以帮助商家轻松获
得 2 倍流量，此外，还可以收取
商家的广告费， 拓宽盈利渠道，
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环保，从不使用胶带纸开始

我们在收到快递的时候，总
要先撕开外面层层胶带，才能拆
开快递，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不环
保的材料。 胶带纸不可回收、不
可降解，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
染。 不少的电商为了产品运输安
全，还可能会“过度包装”。 盒而
特在生产快递盒的时候会通过
合理的设计节约用纸，并且使用
双面胶这种可降解的材料代替
胶带纸，降低碳排放。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6 全球
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宣布
联合 32 家中国及全球合作伙伴
启动菜鸟绿色联盟———“绿动计
划”， 承诺到 2020 年替换 50%的
包装材料，填充物为 100%可降解
绿色包材。 对盒而特来说，这无
疑是个利好的消息。

乐观的市场前景

盒而特在淘宝有店铺，除了
电商用户，还有很多消费者会在
店铺里面买盒子用来办活动。 在
淘宝复购排名第一的是充值卡，
第二的便是包装盒。 换句话说，
只要保证生产的快递盒的质量，
还有合理的价格，那么客户的复
购率便会大的多。

目前已经有五六百家商家
购买盒而特的盒子，复购的商家
达到 90 多， 京东还有一些大牌
的餐饮机构也是他们的客户。 王
晓波说，盒而特是一家初创的社
会企业，现在还处于产品研发阶
段， 虽然公司一直处于亏损，但
是我们的客户很多是一些创业
型公司，如果这些公司未来做大
做好了，对盒而特的业务需求更
大了，那么盒而特的盈利也会越
来越乐观。

盒而特也积极开展线下活动
“盒聚变”： 将废旧的盒子用来创
意改造； 和高校设计专业合作以
快递盒为载体的设计课程。 他们
希望借助 90后、00后的“创意”和

“玩耍”传递环保理念，为自己提
供更多的设计灵感， 也为机构的
品牌做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广。

停滞了的“好人计划”

盒而特在成立之初还做了

一个公益项目叫做“好人计划”。
他们考虑到很多人会有把闲置
物品捐赠出去的想法，却找不到
对应公益机构联系方式的问题，
于是盒而特将很多公益机构的
联系方式也收录在快递盒身上
的二维码。 顾客通过扫描既可以
看见商家的广告、 改造教程，又
可以看见公益机构的联系方式，
将不需要的物品装入快递盒捐
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好人计划”
能使得消费者、商家、公益机构
三方共赢。 消费者捐赠闲置物品
是有收益的，盒而特和公益机构
确认这笔捐赠订单成功后，便会
派发商家代金券或抵现购物积
分给捐赠人，刺激消费者二次消
费的同时，也能鼓励消费者继续
为公益机构捐赠。

遗憾的是，这个项目现在已
经搁置了。 王晓波解释说，盒而
特是初创公司， 业务不宜多，目
前团队的主要工作都放在设计
和生产两条主线，实在是没有精
力再做别的业务。 他们需要聘请
一个全职的员工来找匹配的资
源才能继续实施这个计划。

结语

因为处于初创阶段，盒而特
自我造血的能力还是不足的，虽
然能靠设计盒子、卖盒子、赚广
告费盈利，但是还需要依赖外部
的投资（比如纸箱厂的董事长投
资）才能支撑机构的运营。 因此，
他们需要在品牌推广上做的更
多、更好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来
买他们的产品，使得机构转亏为
盈，可持续运营。

谈到盒而特未来的发展方
向，王晓波说，盒子上的二维码
会是他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他
们希望将包装做成一个载体玩，
增加商家与消费者的互动，这种
互动不局限于广告，也不局限于
代金券、红包，让消费者与消费
者之间也有互动。 但这样的规划
实施前提是要把产品做得更好，
盒子卖得更多，并且二维码转化
率也要有所提高。 因此，今年机
构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电商平
台上， 弱化给客户做设计的部
分，因为这部分占据了团队太多
的精力。

（据公益慈善学园）

盒子变身实用产品 盒而特创始人王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