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毛信息

羊毛 是100%  
可生物降解的

羊毛是天然可再生的资源。 绵羊会
自然持续地长出羊毛，这是其生理
结构的一部分。 被弃置后，羊毛会在 
数月或数年里在土壤中完成自然分解， 
并将营养成分缓慢地释放回土壤中。  
相反地，合成纤维的降解速度极其缓慢， 
是造成世界垃圾填埋场泛滥的主要原因。

在海洋环境中，羊毛也能完成生物降解， 
不会造成微塑料污染。 相比之下，来自合 
成纤维纺织品的微纤维（微塑料）会破坏 
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的生态系统。



 

微纤维和微塑料 
之间有什么区别？

微塑料： 是由丙烯酸、聚丙烯、聚酯纤维、聚酰胺等合成材料制成的直径
小于 5 毫米（0.2 英寸）的微小颗粒。 这是由消费品和工业废物的弃置和
分解产生的，不能生物降解。

微纤维： 所有纤维都会产生微纤维，即线性质量小于 1 分克的微小纤维。 
从合成材料中脱落的微纤维是一种微塑料，不能生物降解。 从羊毛等天
然纤维中脱落的微纤维不是微塑料，是能生物降解的。 

氮、硫、碳和其
他养分

羊毛的生物 
降解过程

羊毛如何完成生 
物降解？

所有来源于动植物的材料都有一定的生物降解性，它们可以在真菌、细菌
等生物体的作用下分解。 

羊毛由一种叫角蛋白的天然蛋白质组成，这种角蛋白与构成人类头发的
蛋白质类似。 角蛋白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自然降解，分解的物质不会对
环境造成任何危害。 

羊毛可迅速完成 
生物降解

羊毛可以在短至三到四个月内完成生物降解，但降解速率因土壤、气候
和羊毛特性而异。 羊毛在降解过程中会将氮、硫、碳等基本元素释放回
土壤中，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 有研究发现，羊毛在被埋入土壤四
周后就开始更快速地降解。 羊毛在生物降解时，还会将碳释放回土壤，
这是大自然碳循环的一部分。

研究表明，染色、防缩等加工处理会影响羊毛在土壤中的降解速率。  
染色可能会导致羊毛面料起初的抗降解性增强，但这只是短期效应， 
其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八个星期。 另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应用在羊 
毛防缩工艺（使羊毛服装可机洗）中的 Chlorine-Hercosett 可以加速 
生物降解。 这是因为该工艺去除了羊毛的部分角质层（相当于羊毛纤
维的防护层），使得羊毛纤维更易被微生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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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易于生 
物降解
羊毛被弃置后，如果将羊毛掩埋在土壤中或放置于其他温暖潮湿的环境中， 
真菌和细菌会滋生并分泌出消化羊毛纤维的酶来。

反过来说，得益于角蛋白的特殊化学结构和羊毛坚固的拒水外层，清洁干 
燥的羊毛纤维不易降解。 这让羊毛产品在一般条件下更为持久耐用。

羊毛将重要营养元素释放 
回土壤 
埋入土壤后，羊毛将成为一种缓释肥料，为其他生物体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 
有人甚至将羊毛用作肥料来促进香料作物和蔬菜的生长。 这就是自然闭环式
循环；反哺土壤和牧草，生生不息。 让羊毛回归土壤，还可以增强土壤持水能
力、提高水分下渗率和土壤通气性，并减少水土流失。 将碾碎的羊毛地毯用作
肥料时，草的干物质产量可提升 24% 至 82%。

羊毛不会为垃圾填埋场增加负担， 
也不会造成微塑料污染 
羊毛纤维可在较短时间内在土壤和海洋系统中自然降解，因此不会在垃圾填埋
场和海洋中积聚。 AgResearch 公司在 2020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并进一步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用于可机洗羊毛处理的聚酰胺树脂会构成微
塑料污染。

相比之下，合成纤维纺织品不能生物降解，可能会存在数十年并分解为小碎片。 
这些碎片通常被称为微塑料，它们积聚于水生环境和垃圾填埋场中，一旦被生
物体食用，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一件聚酯纤维材质的抓绒服装在每
次洗涤时会释放超过 1900 根纤维。 摄入这些纤维就会对生物造成伤害，例如
塑料占据胃部空间，导致生物饥饿而亡。 而当微塑料进入食物链时，食用此类
海产品也可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饮用水中也已经发现了微塑料，包括瓶
装水和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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