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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一块宣传的阵地

卷首语

金秋 9 月，让世人注目的事件无疑是以“胜利日阅兵”为核心的抗日战争

胜利 70周年活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

完全胜利，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各行各业也都以不同

的形式为抗日做出贡献。包装虽小，但可以凭借其良好的设计在产品流通中吸

引人们的注意。在抗日时期，包装是否也能成为一块抗日救亡宣传的阵地？

抱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从而形成了本期的一个特别的

栏目——抗战时期爱国包装制品展示。我们选择了一系列抗日时期的包装制品，

这些包装只是简单的烟盒、火柴盒，工艺也很简陋，设计也比较简单，但是它

们却也代表了那个全民抗战的时代缩影，一样体现着人民的爱国热情。在那个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

决心”的烽火岁月中，这些包装作为一个小小的阵地，以自己的方式换起人们

的抗战必胜的决心。人民热爱的爱国将领，拥戴的抗日部队，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这些都展现在一个个小小的包装上，进行着抗战到底的宣传，望每一个看到它

的使用它的人，都能被呼唤起抗战到底的爱国热情。

包装虽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抗日宣传的阵地，发挥了同样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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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灾害
—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郑品年

我国对于危险化学品包装的相关规定

不允许粘附有害的危险物质。

3、包装与内装物直接接触部分，必要时应有内涂

层或进行防护处理，包装材质不得与内装物发生化学反

应而形成危险产物或导致削弱包装强度。

4、内容器应予固定。如属易碎性的应使用与内装

物性质相适应的衬垫材料或吸附材料衬垫妥实。

5、盛装液体的容器，应能经受在正常运输条件下

产生的内部压力。灌装时必须留有足够的膨胀余量 ( 预

留容积 )，除另有规定外，并应保证在温度 55℃时内装

液体不致完全充满容器。

6、包装封口应根据内装物性质采用严密封口、液

密封口或气密封口。

7、盛装需浸湿或加有稳定剂的物质时，其容器封

闭形式应能有效地保证内装液体 ( 水、溶剂和稳定剂 )

的百分比，在贮运期问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以内。

8、有降压装置的包装，其排气孔设计和安装应能

防止内装物泄漏和外界杂质进入，排出的气体量不得造

成危险和污染环境。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基本要求

包装伴随危险品运输全过程，情况复杂，直接关

系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因此各国都重视对危险化

学品包装进行立法。我国自 1985 年以后相继颁布了有

关危险化学品包装的标准：《危险货物包装标志》(6B	

190--1985)、《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OB	

12463--1990) 和《公路水路危险货物包装基本要求和

性能试验》(JT	12463--1988) 等。	 	《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也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的生产和使用做出了明

确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1、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应结构合理，具有一定强度，

防护性能好。包装的材质、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

质量 ( 重量 )，应与所装危险货物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

并便于装卸、运输和储存。

2、包装应质量良好，其构造和封闭形式应能承受

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各种作业风险，不应因温度、湿度或

压力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渗 ( 撒 ) 漏，包装表面应清洁，

编者按：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已一月有余，

爆炸事故造成伤亡惨重，至今令人扼腕叹息。爆炸发生

的地点是位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所属危险品仓库，虽然目前爆炸的原因尚未查明，但却

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运输安全至

关重要，在这些环节中，对于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则起到

了关键的防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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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复合包装的内容器和外包装应紧密贴合，外包装不得有擦伤内容器的凸

出物。

10、无论是新型包装、重复使用的包装、还是修理过的包装均应符合危险

货物运输包装性能试验的要求。

11、盛装爆炸品包装的附加要求：

(1) 盛装液体爆炸品容器的封闭形式，应具有防止渗漏的双重保护；

(2) 除内包装能充分防止爆炸品与金属物接触外，铁钉和其他没有防护涂料

的金属部件不得穿透外包装；

(3) 双重卷边接合的钢桶，金属桶或以金属做衬里的包装箱，应能防止爆炸

物进入隙缝。钢桶或铝桶的封闭装置必须有合适的垫圈；

(4) 包装内的爆炸物质和物品，包括内容器，必须衬垫妥实，在运输中不得

发生危险性移动；

(5) 盛装有对外部电磁辐射敏感的电引发装置的爆炸物品，包装应具备防止

所装物品受外部电磁辐射源影响的功能。

危险货物包装产品出厂前必须通过性能试验，各项指标符合相应标准后，

才能打上包装标记投入使用。如果包装设计、规格、材料、结构、工艺和盛装

方式等有变化，都应分别重复作试验。试验合格标准由相应包装产品标准规定。

质检部门应当对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物、容器的产品质量进行定期的或者不定期

的检查。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标志、标记代号及安全标签的要求

1．包装标志及安全标签

包装标志及安全标签根据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和类别，它们的标志

设主标志 16 种、副标志 11 种（可参见 GB13690-92《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及标志》）。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必须根据其危险特性，选用国家统一规定的包

装标志（GB190 及 GB191）。当一种危险化学品具有一种以上的危险性时，应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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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标志表示主要危险性类别，并用付标志来表示重要

的其它的危险性类别。在危险化学品包装上粘贴化学品

安全标签，是国家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安全管理的一种重

要方法。安全标签的制作必须要符合《化学品安全标签

编写规定》（GB15258-99）的要求。危险化学品的包

装标志和安全标签，由生产单位在出厂前完成。凡是没

有包装标志和安全标签的危险品不准出厂、储存或运输。

2．包装标记、代号及安全标签的使用

(1)	包装标记及其代号的应用

包装标记采用白底（或采用包装容器底色）黑字，

字体要清楚、醒目。标记的制作方法可以印刷、粘贴、

涂打和钉附。钢制品容器可以打钢印。

1）包装级别标记代号

包装级别的标记代号用下列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x—符合Ⅰ、Ⅱ、Ⅲ级包装要求；

y—符合Ⅱ、Ⅲ级包装要求；

z—符合Ⅲ级包装要求。

2）包装容器标记代号

包装容器的标记代号按下表的规定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表 1）

表示数字 包装型式 表示数字 包装型式

1 桶 6 复合包装

2 木琵琶桶 7 压力容器

3 罐 8 筐、篓

4 箱、盒 9 瓶、坛

5 袋、软管

表 1. 包装容器的标记代号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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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容器的材质标记代号

包装容器的材质标记代号按下表的规定用下列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表 2）

4）包装件组合类型标记代号的表示方法

a.	单一包装

单一包装型号由一个阿拉伯数字和一个英文字母组成，英文字母表示包装

容器的材质，其左边平行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包装容器的类型。英文字母右下方

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同一类型包装容器不同开口的型号。

b.	复合包装

复合包装型号由一个表示复合包装的阿拉伯数字 "6" 和一组表示包装材质

和包装型式的字符组成。这组字符为两个大写英文字母和一个阿拉伯数字。第

一个英文字母表示内包装的材质，第二个英文字母表示外包装的材质，右边的

阿拉伯数字表示包装型式。

5)	其他标记代号

S—表示拟装固体的包装标记；

L—表示拟装液体的包装标记；

R—表示修复后的包装标记；

GB—表示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	化学品安全标签的使用

安全标签应粘贴、挂拴、喷印在化学品包装或容器的明显位置。多层包装

运输，原则上要求内外包装都应加贴（挂）安全标签，但若外包装上已加贴安

全标签，内包装是外包装的衬里，内包装上可免贴安全标签；外包装为透明物，

内包装的安全标签可清楚地透过外包装，外包装可免加标签。

标签的位置规定如下：

桶、瓶形包装：位于桶、瓶侧身；

箱状包装：位于包装端面或侧面明显处；

袋、捆包装：位于包装明显处；

集装箱、成组货物：位于四个侧面。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表示字母 包装材质 表示字母 包装材质

A 钢 H 塑料材料

B 铝 L 编织材料

C 天然木 M 多层纸

D 胶合板 N
金属

（钢、铝除外）

F
再生木板

（锯末板）
P 玻璃、陶瓷

G
硬质纤维板、硬纸板、

瓦楞纸板、钙塑板
K

柳条、荆条、
藤条及竹篾

表 2. 包装容器的材质标记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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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标志 1. 爆炸品标志 标志 2. 易燃气体标志 标志 3. 不燃气体标志 标志 4. 有毒气体标志

底色 ：橙红色 底色 ：正红色 底色 ：绿色 底色 ：白色

图形 ：正在爆炸的炸弹
（黑色）

图形 ：火焰
（黑色或白色）

图形 ：气瓶
（黑色或白色）

图形 ：骷髅头和交叉骨形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或白色 文字 ：黑色或白色 文字 ：黑色

标志 5. 易燃液体标志 标志 6. 易燃固体标志 标志 7. 自燃物品标志 标志 8. 遇湿易燃物品标志

底色 ：红色
底色 ：红白相间的垂直宽条

（红 7、白 6）
底色 ：上半部白色 底色 ：蓝色，下半部红色

图形 ：火焰（黑色或白色） 图形 ：火焰（黑色） 图形 ：火焰（黑色或白色） 图形 ：火焰（黑色）

文字 ：黑色或白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或白色 文字 ：黑色

标志 9. 氧化刘标志 标志 10. 有机过氧化物标志 标志 11. 有毒品标志 标志 12. 剧毒品标志

底色 ：柠檬黄色 底色 ：柠檬黄色 底色 ：白色 底色 ：白色

图形 ：从圆圈中冒出的火焰
（黑色）

图形 ：从圆圈中冒出的火焰
（黑色）

图形 ：骷髅头和交叉骨形
（黑色）

图形 ：骷髅头和交叉骨形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

标志 13. 一级放射性物品标志 标志 14. 二级放射性物品标志 标志 15. 三级放射性物品标志 标志 16. 腐蚀品标志

底色 ：白色 底色 ：上半部黄色 底色 ：上半部黄色
底色 ：上半部白色，

下半部黑色

图形 ：上半部三叶形（黑色）
下半部白色

下半部一条垂直的红色宽条

图形 ：上半部三叶形（黑色）
下半部白色

下半部二条垂直的红色宽条

图形 ：上半部三叶形（黑色）
下半部白色

下半部三条垂直的红色宽条

图形 ：上半部两个试管中
液体分别向金属板和

手上滴落（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黑色 文字 ：（下半部）白色

危险品在生产、贮存、使用和运输中危险性类别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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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权威危险化学品法规
及标准现状

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危险化学品标准体

系，并逐步达到了比较科学的阶段。危险化学品标准已经深入到与危险化学品

有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技术支持，成为危险

化学品市场准入、贸易合同维护与仲裁、合格评定、安全事故鉴定和产品检验

检测的重要依据。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的各个方面及层次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危险化学品安全达到较高水平，为预防和减少危害危险化学品安全

的事件、事故、灾害、反恐防恐和突发事件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发

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安全体系，危险化学品安全理论研究水平较高。目前，国际

权威危险化学品法规及标准情况如下：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
（13修订版）

本建议书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根据技术发

展情况，新物质和新材料的出现，现代运输系统的要求，特别是确保人民、财

产和环境安全的需要编写的。《建议书》的对象，是各国政府和负责管理危险货

物运输的国际组织。这些建议不适用于须遵守专门的国际或国家规定的远洋或

内陆散装货船或油轮的散装危险货物运输。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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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资料记录单（SDS）将准备好的有关信息传达给化

学品的使用者。对于现存的大量的化学产品来说，任何

一个单独的法律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体。信息条款提

供给化学品使用者该化学品的特性和危险性，以及在使

用时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随着全球化学品贸易的扩大、

随着对建立用于确保化学品安全使用、运输和处置国家

计划需要的增加，一个国际性的、协调一致的分类和标

签方法能为各国的国家计划提供基础。如果各国对于进

口或在本国生产的化学品都有一致的恰当的信息，那么

就可以全面地构建控制化学品接触、保护人身和环境的

体系。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CODE）是依据

并为实施《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RS）

和《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约》（MAPROL	73/78）制定的，对保障船舶

安全载运危险货物、防止海洋污染具有重要作用，是与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标准与试验手册》（第 4修订版）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标准与试验

手册》	（以下简称《试验和标准手册》的目的是介绍联

合国对某些类别危险货物的分类方法，并阐述被认为最

有助于主管当局获得所需资料以便对待运输的物质和物

品做出适当分类的试验方法和程序。《试验和标准手册》

应与《规章范本》一起使用。

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全球协调
制度》（GHS）

建立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全球协调制度》的

目的：

目前，化学产品在全世界广泛应用提高了人类的生

活水平。虽然化学产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但是对

人体或环境具有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这几年间，

一些国家或组织制定了法律法规，要求必须通过标签或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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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危险货物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准则。海运危规的目标是为了增加

危险货物运输的安全，使危险货物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运输。

国际空运危规（ICAO	TI）

《国际空运危险货物规则》（ICAO	TI）是由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用于《国

际民航公约》中附件 18	所述危险货物运输的广泛规则。国际空运危规通过建立

必要的措施来确保空运危险

货物的安全，并提供了一种保护航空器和所载物质最低风险的安全水平。

对于放射性材料的运输国际空运危规是基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和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规章进行的。国际民航组织的危险货物专家小组负责

定期更新《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18	中的危险货物，及更新危险货物航空安全运

输的技术指导书。

国际铁路危规

《国际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RID）是国际铁路运输协定（CORIF）附

录 B	关于国际货物铁路运输合同统一规则（CIM）的附件 1。它是国际铁路运

输危险货物的统一规则。该规则对铁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性质、包装规格、

要求、检验及其它一系列问题做了细规定。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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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
制法规》（REACH法规）

REACH 法规涵盖面广，涉及 3 万种化学物质、

500 万种物品，是目前世界上最系统、最苛刻的化学品

管理制度，其出台和实施对全球的机电、纺织、化工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地震式的动荡效应。REACH法规

的核心内容是化学品的分类、有害化学品的通报和危

险化学品的注册，因此，化学品的分类构成了REACH

法规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 . 欧盟委员会对原有的化学品

分类、标记和包装方法做了彻底调整，采用了联合国“全

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记制度”( 简称 GHS) 原则，对

现有和新出现的化学物质及混合物进行了重新分类，特

别提出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具有潜在危害特性的危险物

质类别，形成了目前全球最为完善、最为先进的危险

化学品分类、标记和包装方法，并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颁布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EC）No	1272/2008 法

规：《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记和包装，修订和废

止 67/548/EEC 指令和 1999/45/EC 指令，修订（EC）

No1907、2006 法规》（以下简称：CLP 法规），标志着

欧盟在危险化学品及混合物统一分类、标记和包装方面

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意味着 REACH 法规缺失的重要

一环得到了圆满补充，两个法规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

欧盟抵御危险化学品的绿色壁垒。CLP法规重点对化学

品分类的方法、要求及时间限定等进行了规定，旨在为

企业设立一个自行分类制度，要求向欧盟销售化学品的

贸易商必须：（1）识别并阐述化学品的危害；（2）评估

有关危害的资料；（3）将有关资料与 CLP 法规议案所

载的危害准则进行比较，明确其危险类别。在危险化学

品标记方面，销售商须提供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

可以识别物质或配制品的资料、危害标志、危害声明、

提防声明，以及有关危害的补充资料。CLP法规生效后，

化学物质重新分类的限期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混合

物为 2015 年 5 月 31 日。现时有关分类、标记及包装

的指令（67/548/EEC 指令和 1999/45/EC 指令）将于

2015 年 6 月 1日撤销。2010 年 12 月 1日是 CLP 通报

的生效日，届时，所有出口欧盟的化学品和相关下游产

品都必须进行 CLP 通报，目前 CLP 面临的主要形势和

应对的重点如下：首先，需要对出口产品的分类、标签、

包装进行更新。其次，企业需要更换符合 CLP 法规的

化学品安全数据表（MSDS）。再次，企业需向CLP 法

规实施机构ECHA进行通报。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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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易燃、易爆、毒害、腐蚀、感染、放射性等危险特性

的物品，在生产、运输、储存、经营和使用以及处理过程中，容易造成身体伤害、

死亡、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化学品。在我国对外贸易经济

中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近年来检验检疫部门在对进出口危险

化学品抽检过程中发现，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的不合格率达 44%，因而，必须加

强进出口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标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实行监管制定，以有效

提高危险化学品对人类健康以及动植物安全的防范意识，有效防止进出口危险

化学品给人类及动物带来的安全风险。本研究对加

强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的检验监管制度进行了探讨，现将其总结如

下。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业务量大，人力缺乏

随着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检验检疫口岸监管普遍面临业务量大、人力严

重缺乏的情况，往往按常规的批批都检验是无法进有效监控的。而根据报检数

量来分配人员进行抽检，其检验结果又不能代表所有进口物品的整体情况，无

法保证进出口危险品的质量。因而，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实行有效的监管十分

必要。

加强进出口危险化学品
及其包装检验监管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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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壮大。因而加强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进行符合性检验

尤为重要，加强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进行符合性检验首

先检验检疫部门要对报检企业报检标准及过程进行严格

监督，其次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要将进出口危险化学

品进行有效分类，确认好标签和安全数据，并进行逐项

符合性检验；其次所有进出口危险化学品都应按照国家

标准使用中文标签；最后，对于检验检疫不符合标准的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将不得进出口。

完善GHS的实行制定

GHS 是“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简称GHS），全球

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是 1992 年由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

类和标签制

度专家委员（UNCETDR&GHS）制定的，其是指

导各国监控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的规范性文

件。

因而，国家应尽早明确 GHS 体系的主管部门，并

由其全面负责 GHS 体系在我国的建立、实施和完善；

检验把关技术不高

近年来，加工危险化学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高新技术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对检验把关技术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目前我国仅依靠检验检疫机构现有的设备

进行检验检疫，这样是无法完成对所有危险化学产品的

检验的，无法保证危险化学产品的质量的。因此检验检

疫部门应提高检验设备质量，采用高技术的检验设备，

以提高检验工作的有效性，保证危险化学品的质量。

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不规范

近年来，检验检疫部门提出，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

多不规范，特别是没有中文标签，往往由于这个原因，

常导致其在运输、储存、经营和使用中误用，大大增加

了风险，因而，应加强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管理，

以保证人类身体健康及人身安全。

加强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包装检
验监管措施

加强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进行符合性检验

我国目前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在增多，行业也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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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加强对 GHS 的宣传与培训，促进 GHS 在我国的广泛开展；同时，根据

国际上的共识和GHS体系的要求，对我国危险化学品现行分类与标准体系、相

关法规和行政规章进行调整。提出我国实施GHS的计划、步骤与对策，建立完

善与GHS相配套的技术法规。

加强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检验检疫监督工作

首先，对于国内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企业，要严格要求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由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物品，以防止危险化学品在生产过程被污染或达不到质

量要求；同时，监控部门要定期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企业的生产流程及标准进

行抽查，对检查不合格的，应根据 2011 年 8 月 5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40号进行处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管理制度，明确责任人员，加强资料归档。同时，我国进出口检疫部门应

对部分进口危险化学品开展重点监督抽查，确保其安全。研究表明，充分利用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技术特点，采用合格保证质量的检验监督管理模式，改变批

批检验的把关方式，提高检验检疫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过企业的合格保

证和检验检疫部门的重点抽查的方式严格执行质量监督，把好质量关，最终进

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必定会实现监管有效，方便进出，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

达到防止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给人类及动物带来的安全风险。我们相信未来通过

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未来全球一定会实行

对化学品的有效、科学、统一的管理。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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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年底，质检总局下发了对黑龙江检验检疫

局才关于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方式的复函

户，明确了对出口危险化学品包装使用鉴定不可放宽检

验要求，实施批批检验的检验监管模式。危险品及危险

品包装是指容易引起爆炸、燃烧、腐蚀、毒害或有放射

性的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凡具有爆炸、易燃、

毒害、腐蚀、放射性等特性，在运输、装卸和储存过程

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毁损而需要特别防护的货

物，均属危险货物。按照有关法令、标准和规定采用专

门设计制造的包括容器和防护技术的包装。危险品及其

包装涉及到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包装和废

弃处置等多个环节，与众多行业和领域有关，情况十分

复杂。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正式对危险

化学品实施检验监管以来，上海检验检疫局共实施出口

危险化学品使用鉴定 9439 批，检出一次不合格并进行

业务重大事项报送共 51 批，占 5.5%。

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将得到进一步

发展，危险品与社会经济生活及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将越

来越密切。危险品包装有助于减少化工危险品对人身危

害和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保证货物安全，其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因此，加强对危险品包装的安全性、提升对

其检验监管的成效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

仟务。从这个角度出发，出运前危险品的包装检验更显

得尤为重要。

经统计分析，被鉴定为不合格的危险品包装使用鉴

定主要存在以下重大问题 :

1、包装出现凹凸现象，部分个件已破损，月标识

不清。

2、包装的安全级别未能达到危险品所需要的包装

类别。

3、没有排气孔的包装装运了在储运过程中会释放

出气体的危险品，如过氧化氢装入没有排气孔的塑料罐

内，在储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造成内压增大、包装

破损、泄露甚至爆炸。

4、危险化学品安全标识未粘贴或不规范，易导致

其在仓储、运输、使用等各环节操作时的使用人员误用。

5、黏度较低的液态危险品装入了开口容器中，易

强化监督管理促进安全保障
—加强危包检验监管的重要意义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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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泄漏。

6、按照包装规范 P801 要求，电池必须有防短路的保护装置，经现场核查

发现某些车用蓄电池正负两极完全裸露，无任何防短路的保护装置，存在安全

隐患。

针对危险品包装在检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检验检疫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企业从业人员要掌握国家有关法规和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要求，

正确理解包装物上印铸的包装标记的含义，确保灌装的危险品符合包装标记所

规定的要求。

检验检疫部门会积极接受企业人员关于“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相容性”方

面的技术咨询，指导企业选择正确的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和所需包装类别，确

保该物质与拟用包装之间不发生任何化学反应。并要求化工企业使用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合格后出具包装性能合格单的包装。

切实加强基层交流，鼓励包装行业协会与检验检疫部门的信息互享，进行

优势互补，推动行业发展。通过政策宣贯，提供检验检疫的技术优势，有效促

进政府部门和协会的合作联动机制。

鉴于以上情况，上海检验检疫机构及时落实五项措施，确保进出口危险品

及其包装运输安全，建立危险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的长效机制。

一是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全体检验员认真学习了犷出口工业产品企业分类管

理办法，明确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应按严密监管方式进行检验监管，在今后的

危险化学品管理思路和模式上决不哭破总局函件所重申的要求。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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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增强日常危险品检验工作的敏感性，抓好业务

重大事项报送工作，充分运用长期在一线从事危险品使

用鉴定检验所积累的经验，发挥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相

容性判定的专业技能，提高不合格检出率，为促进上海

外贸稳定增长做出贡献。

（转载自 ：《上海包装》2013 年第 4 期，作者吴霞）

二是对危险品包装生产企业销售范围进行严格审

查。坚决打击取缔无生产许可证经营、超许可证有效期

以及超范围经营行为。加强对小型三级包装生产厂的周

期内抽查管理，检查原辅料的使用是否符合危险品生产

有关要求，危险品标记印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严禁为

降低成本而过多使用回收料，造成危险品包装不合格的

情况。

三是持续开展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继续对生产

危险品企业实施主体控制。结合危险品生产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运行情况，分组、分区、分重点实施走访活动。

对辖区多家出口危险品企业开展排查，重点就出口企业

质量第一责任人意识、诚信记录、关键工艺控制点、对

自身产品理化性质的认知等内容开展核查，并做好检出

不符合项整改的后续督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四是加大重点区域的专项整治力度，量化分解任务

目标。将辖区分为若干责任片区，实行监管人员分块包

干，将具体检验监管工作落实到人，严格按照危险品检

验及其包装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工作，并建立起相应的企

业质量档案。

专题策划·避免灾害——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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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互联网 +”行动推进意见

7 月 4 日，国务院网站全文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

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行动要求和重点行动计划，其中将“互联网 +”绿色生

态等 11 个方	面内容列入了重点行动。在“互联网 +”绿色生态方面做出了如

下具体要求：要求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

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	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

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

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	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化。

其中又特别强调了利用“互联网 +”改造再生资源回收和交易模式方面的

内容。要求支持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电子废物流向，鼓励

互联网企业参与	搭建城市废弃物回收平台，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并鼓励互

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园区废弃物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现有骨干再生资源

交易市场向线上线下结合	转型升级，逐步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

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完善线上信用评价和供应链融资体系，开展

在线竞价，发布价格交易指数，提	高稳定供给能力，增强主要再生资源品种的

定价权。

产业资讯

产业资讯

24

绿色包装 GREEN PACKAGING



烟包装箱循环利用工作完成进度情况。通报显示，8

月份，行业商业企业共计向工业企业返还卷烟包装箱

1001.54 万只 ( 不含重点品牌非毗邻省份返还量 )，总体

返还比例为 91.08%; 工业企业使用循环利用包装箱包

装生产的卷烟总数量为 155.04 万箱，单月完成全年循

环利用任务总量的 11.48%。

根据通报，1 ～ 8 月份，行业商业企业累计向工业

企业返还卷烟包装箱 8185.38 万只，总体返还比例为

88.07%; 工业企业累计使用循环利用包装箱包装生产的

卷烟总数量为 1056.46 万箱，完成行业全年卷烟包装箱

循环利用任务的 78.26%。

通报显示，1 ～ 8 月份，重点品牌非毗邻省份卷烟

包装箱返还工作进展顺利。

国家食品软包装质检中心在潮州市成立

近日，国家食品软包装产品及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 广东 )( 下简称“国家食品软包装质检中心”) 正式

得到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批准成立，这是继国

药包材新通则将全面实施

12 月 1 日，《中国药典》2015 年版将全面实施，

其中药包材首次以通则的形式收录其中。各制药企业不

仅对药包材重视程度陡增，同时加强药包材检测蔚然成

风。	

《中国药典》2015 年版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增加了

《药包材通用要求指导原则》和《药用玻璃材料和容器

指导原则》。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院药品包装材料检验

所所长、国家药典委员俞辉表示，药包材首次进入《中

国药典》不仅填补了空白，完善了药典体系，同时国

家最高药品法典肯定了药包材是药品组成部分的重要地

位，这必将推动我国药包材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夯实了

药品安全性控制基础。

国家局通报 2015 年 8月份卷烟包装
箱循环利用情况

9 月 16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通报了 8 月份行业卷

产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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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陶瓷及水暖卫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之后又一个落户广东省潮州市的国家

级检验中心。至此，潮州市产品质量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已形成“两中心六省站”

的格局，检测能力基本覆盖该市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

国家食品软包装质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成立后将以打造“国内

一流、国际先进”公共服务平台为目标，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支

撑监管、保障安全、服务产业”为检验检测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潮汕地

区乃至华南地区食品软包装产业优化提升和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服务，为地方经

济发展作贡献。

据了解，国家食品软包装质检中心具备开展塑料包装产品及材料、纸包装

产品及材料、其他包装产品及材料和食品软包装机械等四大类 186 种产品 492

个参数 570 个标准的检验能力，其中涉及国际、国外先进标准 170 多个，检测

能力覆盖率达到 93.8%。自筹建以来，该中心共承担了 4 项国家质检总局科研

项目研究，主导或参与 5 个国家标准的制修订，获得 9 个国家授权专利，另外

参加 LGC、FAPAS、IIS 等多个知名机构组织的国际能力验证活动并获得满意

结果。

北京市开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

北京市将于 10 月 1 日起针对 5 大行业开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其中包

装印刷行业在列。以挥发性有机物作为一个整体征收费用并为之定出标准和时

间表，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此外，企业的治理工程有机会获得资金奖励或补助。

根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标准的通知》，北京市

将实施差别化的排污收费政策，收费标准依次为每公斤 10 元、20 元和 40 元。

其中，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超标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其付费将是排放浓

度达标基础上减半企业的 4倍，即每公斤 40元。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由区县环保部门负责征收，对于违反排污费征收相关

法规的，由环保部门依据法律法规，采取责令限期缴纳、罚款、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等措施。北京市财政局表示，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统一纳入

市财政排污费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排污单位实施环保技术改造等污染防治措施，

鼓励企业持续减排。

浙江省发布印刷、包装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草案

近日，浙江省环保局发布了《江省印刷和包装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

治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的整治目标为：至 2015 年底，印刷和包装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完成率达到 60%；至 2016 年底，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和 VOCs 污染防治水平明显提升，VOCs 污染排放水平有效降低，建立健全

VOCs 污染监管体系，完成印刷和包装业VOCs 污染整治省级示范区建设；至

2018 年底，全面完成印刷和包装行业整治验收，形成完善的印刷和包装行业最

佳可行技术指南。浙江省作为印刷、包装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这一政策的

出台将具有一定代表性。

昆明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9 月 3 日下午，昆明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庆

产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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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在世博园中国馆的华美厅胜利召开。云南省国资委、

昆明市民政局、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云南省民

营企业家协会、昆明市社会组织联合会、云南省东南亚

联合会等 50 多家机构、领导、商协会 300 多位嘉宾和

会员出席了会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昆明市印刷包装

行业协会第一届会长康邦伦，以及监事长、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理事，聘任首届秘书长熊渊，并且表决通过了

《昆明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章程》等相关文件。

昆明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的成立旨在整合行业资

源，抱团发展，践行行业自律，发挥各自的优势，树立

行业标杆，提高行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服务社会，

承接今后政府、企业的采购，加快我市印刷包装行业的

升级发展。

昆明市包装行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昆明市的印刷包

装产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

氛围、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印刷包装产业发展有着积极

的作用和意义。

首家包装产品绿色（生态）设计服务
中心落户芜湖

9 月 19 日，安徽省包装产品绿色（生态）设计服

务中心正式落户芜湖，并开展绿色制造机工业产品绿色

生态设计等相关工作。这也是目前中国首家成立的包装

产品行业绿色（生态）设计中心。

据了解，芜湖红方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的国

家第一批节材代木示范企业此前，该公司就利用废旧塑

料，生产生态型包装材料，并获“国家重点节能项目、

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

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支持。据统计，芜湖红方

现年可回收聚乙烯废旧塑料 1.5 万吨，生产 EPE 包装

18750 吨。

金桂浆纸在武汉举行产品推介会

9 月 15 日 ~17 日，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2015

年“新希望之旅”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及武汉依次举办，

此次推介会作为金桂浆纸本年度	“新希望之旅”中八个

站点的收关之站，共吸引了 200 多位新老客户的参与。

作为 APP（中国）旗下的大型制浆造纸企业，金

桂浆纸在广西建成了完整的林浆纸一体化绿色循环产业

链，在环境保护政策和食品安全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

使用绿色环保的食品卡作为食品包装材料已成为一种趋

势。金桂生产的“四季桂”牌食品卡具有“全木浆抄造、

无荧光增白剂、通过 QS 认证”的特点，进入市场后受

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在推介会上，主办方用以面带点的方式向客户介绍

金桂林、浆、纸的绿色循环产业链，并就中高端社会白

卡用纸、烟包用纸、食品级包装用纸等多元化产品向客

户作了重点推介，积极和现场嘉宾进行互动交流。据悉，

金桂于2013年10月取得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纸制品”

生产许可资质，2014 年“四季桂”牌食品卡挂牌面市，

该产品面市后 , 以松厚度高、挺度好、表面平滑度和印

刷效果优异的特点 , 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同，凭借其性价

比高和安全环保的优势，很快就成为了中高端食品卡市

场中的佼佼者，目前金桂已在全球全面推广食品卡产品。

20 万吨瓦楞纸扩建项目 10月在湖
北开工

近日，位于湖北枝江市的湖北炬垲纸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炬垲纸业）将开工建设 20 万吨 A 级高强瓦楞

原纸扩建项目。据企业负责人透露，项目建设期为一年，

预计 2016 年建成。

炬垲纸业是一家专业生产 A 级高强瓦楞原纸和普

通瓦楞原纸的原纸厂，现建有年产 10 万吨高强瓦楞原

纸生产线一条。该公司于 1996 年创立，1997 年投产，

2003 年 4 月转制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占地 140 亩，位

于枝江经济开发区楚天化工园内，距长江深水码头 3 公

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湖北已成为长三角、珠三角造纸产业向内地转移的

据点，由于湖北境内长江流域珠三角的产业转移、长三

角的经济开发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的区位优势明显，

近年来多个大中型造纸项目落户湖北境内，尤其是荆州、

黄冈和宜昌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仅在湖北省荆州这一个地

区就突然冒出多达 495 万吨的原纸新增产能规划，加

上黄冈、孝感等地的新建产能，湖北已形成近 1000 万

吨的在建包装纸新产能。

宁夏首家清真包装环保技术实验室建成

近日，宁夏首家清真产品包装智能环保技术工程实

验室建成。

宁夏清真产品包装智能环保技术工程实验室将面向

清真产业，充分发挥创新平台作用，积极承担国家、地

方以及企业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并一举填补了该

区清真包装环保技术的空白。

据了解，该实验室是由银川市富邦印刷包装有限公

产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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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研发，实验室针对清真产品包装智能环保技术瓶颈问题，开展纳米杀菌材料、

印刷型RFID、隐形二维码、可食性油墨印刷等技术的研究，培养技术人才，制

定行业和国家标准，在国际清真产品包装要求的基础上，提高清真包装信息加

载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该实验室的建立将为当地包装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对包

装业开展清真产品包装智能环保技术研究，对加快清真产品包装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喀左县总投资 10.3 亿元包装纸箱项
目正式投产

喀左县年产 1.5 亿件包装纸箱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由辽宁帮达森包装装

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是一家集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制品设计、

制作、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是辽宁省大型包装印刷企业之一。

该项目位于喀左县利州工业园区，是今年以来全市开工建设的规模较大的

工业项目，总投资 10.3 亿元，占地面积 220 亩，新建生产车间、办公楼及辅助

设施等，总建筑面积 53380 平方米。新引进 7 层高速覆瓦机生产线两组，采用

目前最先进环保型高速水性印刷机，拥有高达 18 座印刷机组，可承揽各种高中

低档包装箱及高档礼品盒。

目前已经正式投产。项目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个。该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已与金锣集团、旺旺集团、娃哈哈集团、华润雪花

集团等国内知名厂家达成合作。该企业已成为辽宁省最大外包装生产企业之一，

该项目的投产对喀左县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0 万吨瓦楞纸扩建项目 10月在湖北开工

今年 10月位于湖北枝江市的湖北炬垲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垲纸业）

将开工建设 20 万吨 A 级高强瓦楞原纸扩建项目。据企业负责人透露，项目建

设期为一年，预计 2016 年建成。

炬垲纸业是一家专业生产 A 级高强瓦楞原纸和普通瓦楞原纸的原纸厂，现

建有年产10万吨高强瓦楞原纸生产线一条。该公司于1996年创立，1997年投产，

2003 年 4月转制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占地 140 亩，位于枝江经济开发区楚天化

工园内，距长江深水码头 3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湖北已成为长三角、珠三角造纸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据点，由于湖北境内长

江流域珠三角的产业转移、长三角的经济开发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的区位优

势明显，近年来多个大中型造纸项目落户湖北境内，尤其是荆州、黄冈和宜昌

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仅在湖北省荆州这一个地区就突然冒出多达 495

万吨的原纸新增产能规划，加上黄冈、孝感等地的新建产能，湖北已形成近

1000 万吨的在建包装纸新产能。

广东地区 16万吨再生纸技改项目年底前完工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发布 2015 年半年度工作报告。报告

中指出今年 4 月公司对原有两条生产线进行提升产能技术改造，预计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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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公告日，“瓦楞纸板生产线（混合线）”产品已

取得国内订单合约人民币 6000 万元，预计下半年内还

有热谈订单有望签署。

KHS将在中国首展PET瓶高透保护
层技术

据悉，饮料、食品和非食品行业灌装和包装系统

制造商 KHS	GmbH 将在 11 月举办的中国国际饮料

工业技术展（CBST	2015）上展出其创新型 InnoPET	

Plasmax 涂层技术，这是该公司首次在中国展出这项

技术，该系统将玻璃的卫生和质量优势与 PET 瓶的重

量优势结合在一起。

Plasmax涂层工艺采用脉冲微波能将工艺气体加热

至等离子态，使氧化硅（SiOx），或化学纯玻璃牢固地

沉积在 PET 瓶内壁上，在瓶内形成均匀、透明、超薄

的保护涂层，阻止任何气体及任何其他物质（如调味品）

的渗透，提高保质期，并拥有水晶般透明的外观。所涂

覆的涂层无残渣且无需对瓶做进一步的清洁或漂洗。持

续的工艺控制系统确保每个包装瓶均得到最佳的涂覆效

果。

Plasmax 涂装技术拥有简便的产品转换、以及较

长的使用寿命等特性。环保方面，这种涂层 PET 瓶能

够像纯料 PET瓶一样 100%可完全回收。

海富推出新型食品容器检测设备

在近日的上海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召开的

PROPAK 展会上，海富推出了一台最近研发成功的新

设备HEUFT	eXaminer	XAC，它能全面检测食品容

器如玻璃瓶、金属罐、塑料瓶等凹槽中存在的问题。

它能使玻璃碎片、金属碎片或者石头在灌装的广

口瓶和罐头里没有一席之地，带有卫生优化 HEUFT	

CleanDesign	的 HEUFT	eXaminer	XAC	能够可靠地

发现他们。

灵活放置的 X-ray 闪光灯能够覆盖整个容器进行

细致和精确的检测。对其他供应商的满瓶检测设备来说，

极限的容器里的微小异物以及各种包装的缺陷也能够安

全的被识别：包括大型容器。因此，盲区已成为过去。

动态的HEUFT	nbx	能够明确地识别真实的和假定

的缺陷。因此，那些有缺陷的没有销路的容器将会被剔

除出去。	HEUFT	eXaminer	XAC可以使玻璃瓶、金

属罐、塑料瓶等更安全，检测更方便。

产业资讯

年底前能够完成。完成后 1	号纸机年产量为 5.5	万吨，

2	号纸机年产量为 10.5	万吨，合计产量为 16	万吨。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近期发布的

2015 年半年度工作报告中披露，今年 4 月公司对原有

两条生产线进行提升产能技术改造，预计 2015	年年底

前能够完成。完成后 1	号纸机年产量为 5.5	万吨，2	号

纸机年产量为 10.5	万吨，合计涂布白板纸年产量升至

16	万吨。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松炀股份公司拥有两条

生产线，分别为 2880 型圆网白板纸造纸机生产线及配

套设备（1 号机）和	2880 型五叠网白板纸造纸机生产

线及配套设备（2 号机）。公司技改前 1 号机和 2 号机

合计年产白板纸 8万吨，技改完成后产能将翻一倍。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再生纸张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材料企业。公司创建

于2008年，注册资金2980万元，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

是粤东地区具有规模的高级涂布白板纸生产基地，产品

畅销粤东、珠三角和福建沿海等地区。该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始

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1543，简称“松炀股份”，正

式进入资本市场。

东方精工高端瓦线成为利润新增长点

由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意大利

FosberS.p.A. 公司共同在佛山设立的合资公司广东佛斯

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佛斯伯”）于近

期在亚洲市场投放了首款产品“瓦楞纸板生产线（混合

线）”。该产品完全按照意大利佛斯伯的标准设计和生产，

经过意大利佛斯伯和广东佛斯伯双方团队近八个月时间

的合作研发，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平。

此前，我国的瓦楞纸板生产线在同等产能下，低端

设备耗能高、需要工人多。从趋势上来看，在中国市场

将向低能耗、高效率、低劳动强度的中高端瓦楞纸板生

产线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于是在 2014 年 3 月完成收

购意大利佛斯伯 60% 股权交割后，东方精工就把意大

利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并逐步实现国产化成为公司后

续并购整合工作中的重点，“收购 + 合资公司”的海外

并购模式，成功地促进了东方精工的产业转型升级。

向客户提供“全套高端智能瓦楞纸板生产线 + 全

套智能印刷设备成套生产线”在内的自动化全产业链产

品，使得东方精工逐步成为了业内具备提供高端智能瓦

楞包装设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今，随着广东佛

斯伯合线产品的推出，自动化全产业链产品已经完成了

国产化进程的关键一步，东方精工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

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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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包装之星”奖评审会议圆满结束

2015 年中国“包装之星”奖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共收到 44 家设计公司报送 117 件设计作品、20 所院校报送

386 件学生作品。

评审会于 8 月 22 日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举行。经专家委员会严格评审，共评选出“包装之星”奖，获奖作

品 47 件、可持续奖 1件。“包装之星”创意奖，获奖作品 11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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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影响，中国的各大行

业均出现了产能过剩，甚至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现象。纸包装行业由于主要用

于日用化工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食品等基本需求领域，经营状况

要远远好于家具、建陶、卫浴、建材、五金等房产地密切相关行业。但由于产

品同质化严重，加上市场整体规模出现萎缩，导致不少纸包装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然而，令纸业人士倍感欣慰的是，上帝在为我们关闭一扇窗户时，却为我

们打开了另一扇更大的窗户，这就是以绿色低碳环保包装。

一、轻量化包装已成为纸制品行业环保低碳和降低成本
的利器。

包装轻量化指的是在保证包装各项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减少包装材料的用

料，从而达到减少资源的耗用的低碳环保的目标。不仅于此，减轻包装的重量，

不但可以消减运输成本，而且降低了运输车辆的燃油量，减少了碳排放。

1、瓦楞纸箱原纸配置的低克重化

欧洲对于轻量化纸箱的定义为，箱板纸低于 100 克 / 平米，瓦楞纸低于 90

克 / 平米。近些年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与普遍推行轻量化原则，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瓦楞包装市场，在瓦楞纸箱轻量化方面也不遗余力。以国内包装纸造

纸龙头企业理文玖龙为例，近几年这两家企业相继推出了 90 克 / 平米和 75 克

“绿色低碳包装”撑起
纸包装的未来
周锡坤

绿色包装纵览·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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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米的瓦楞原纸，近年来甚至推出了 60 克 / 平米的

超低克重瓦楞纸。在箱板纸方面，玖龙基本上停止生产

了 400 克 / 平米箱板纸的生产，理文近两年也大大缩减

了 250 克 / 平米箱板纸的生产。在多年前推出 150 克

/ 平米的低克重箱板纸后，玖龙和理文两家公司又推出

120 克 / 平米、90 克 / 平米的超低克重箱板纸。

2、瓦楞纸箱由双瓦楞向单瓦楞转变。

瓦楞纸箱轻量化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使用单瓦楞纸板

替代双瓦楞纸板，三瓦楞七层纸板已经极少使用。以前

一般的瓦楞纸板克重在 1000-1100 克 / 平方米之间，

改单瓦楞后其定量大约在 600-700 克 / 平方米甚至更

低。事实上，包装轻量化能够获得大多数企业积极响应

的原因还不仅仅是环保，更是因为包装的轻量化可以让

食品企业使用较少的包装材料，直接节省大量包装成本。

特别是在当今食品企业赢利空间下降的情况下，许多企

业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以节约成本

支出。

雀巢公司早在 1991 年就已在全球范围开始实施包

装材料轻量化、减量化项目，雀巢中国公司为此研发了

多种轻量化包装方案。以雀巢冰淇淋五羊筒的外箱为例，

通过优化纸箱结构，减少纸箱的克重，将低配纸的 5 层

纸箱结构优化成高配纸的 3 层结构，从而降低单个纸箱

的重量。此改进方案每年减少纸的用量将近 150 吨。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年底，雀巢公司在全球范围

内累计减少包装用量达 51 万吨以上，这意味着至少 45

万辆车驾驶一年所需的能源。

十年前，以索尼、爱普生等为代表的日本品牌对外

包装箱的要求异常的高，外包装箱的安全系数通常设定

为 6-10 之间，日本电子产品的纸箱的用纸配置普遍使

用高强度兼高克重的原纸。日本品牌为了质量不惜成本

代价固然令人敬佩，但多少有些质量过剩的嫌疑。如今，

面对激烈的竞争，日本企业也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的包装

策略，在确保瓦楞箱的保护性、运输性和印刷适性的基

础上，大量使用轻量化包装。

3、用微型瓦楞纸板替代传统的卡纸盒、硬纸盒所使用

的硬纸板材料。

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微型瓦楞主要为 E 楞和 F 楞，

后来又有一些地区开发出了 G 楞、N 楞、O 楞。由于

绿色包装纵览·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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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瓦楞包装具有抗压强度高，印刷精美等优点，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且用量呈

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现在，国内企业应用 E 楞的比较多，例如西门子等大型

企业已提出了使用G楞等更细小瓦楞的要求。

4、一些其它类别纸包装制品的克重进一步降低

通常纸质环保手提袋的材料克重为 300 克 / 平米的铜版纸或白卡纸，随着

轻量化的流行，很多企业开始改用 120 克 / 平米或 140 克 / 平米的牛皮纸或者

牛底白卡。与礼品包装市场普遍存在包装过度有所不同，在快消食品行业，越

来越多的企业对包装轻量化产生愈发浓厚的兴趣。以全球第一大薄荷糖品牌荷

氏薄荷糖为例，他们降低了其包装内部的蜡纸尺寸，节省了 6% 的材料 ; 外部

包装纸中的纸张克重降低，节省了 30%的用纸量。

从上述列示出来的几家公司包装产品的案例可以看出，包装轻量化对环境

和企业而言都“有利可图”。事实上，包装轻量化能够获得大多数企业积极响应

的原因还不仅仅是环保，更是因为包装的轻量化可以让企业使用较少的包装材

料，直接节省大量包装成本。特别是在当今各行业企业赢利空间下降的情况下，

许多企业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

二、绿色包装设计概念贯穿从原材料到回收再利用的全
过程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包装设计领

域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绿色包装设计概念。绿色包装概念要求设计充分体现物尽

其材的设计原则，能实现包装设计功能的最大化，并通过对可再生材料的开发、

利用，实现循环往复的包装设计、生产、使用。绿色包装产品从原料选择、产

品的制造到使用和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均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创维集团通过对包装重新没计和对新材料的研发使用，采用自行研发的瓦

楞纸板与蜂窝纸板相结合的包装方式，使自己的包装成本降低了 20%。TCL 已

开始对纸箱设计进行改进，在经过对纸张的楞型、克重、箱型及衬垫材料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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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进后使成本降低了 10%左右。

1、纸包装材料的选用呈现如下趋势：

原褐色材料配上整齐的包装和简单的设计，能够使

消费者对商品产生绿色环保的联想。

礼盒、烟酒包装、零售易等销售包装对抗压等物理

强度没有要求，因此宜尽量选用废纸回收后制成的包装

纸，如理文T、海龙纸等。

重型瓦楞包装、运输包装等对抗压强度、耐破强度

等要求很高，因此，应选用含有大量原木浆的高强瓦楞

纸和箱板纸。

包装设计时尽量使用可持续的环保纸质材料替代塑

料、金属等不易降解和高能耗的材料。

2、在全球发达地区，零售巨头不断施压，每年都

会要求品牌商削减产品的整体成本并减少包装重量。这

就促成了包装设计向减量化方向调整。主要表现在：

减少瓦楞纸箱的摇盖尺寸，使用半摇盖纸箱。

对于托盘包装则采取浅化托盘的设计方案。

销售瓦楞包装向小型化发展，运输包装则向大型化

发展。

高克重硬纸板盒改用更低克重或微瓦楞纸板生产。

销售包装由B瓦楞向 E、F、G等微型瓦楞转变。

部分饮料、酒包装甚至直接改瓦楞包装为缠绕薄膜

的打包方式。

3、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原纸物理强度逐年

下降，且零售商和环保部门不断要求包装轻量化的双重

压力下，纸箱托盘化正成为新的变化趋势。纸箱托盘化

的设计方案是在轻量化后纸板边压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将普通摇盖纸箱设计成双壁托盘，这样一来，原来的单

壁瓦楞纸板承压变成双壁纸板承压，纸箱抗压力增加一

倍，大大提高了托盘的保护功能。

三、生产工艺成为企业推行低碳环保
的重要一环

纸包装工艺繁多，包括纸板加工、裁切、印刷、表

面整饬、裱贴复合、模切压痕、开槽打孔、钉粘成型等

工艺。如何在这些环节减少污染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是

众多纸制品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1、印刷油墨改用环保型油墨

传统油墨依赖的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含强烈

致癌 VOCs 挥发性物质，在油墨制造、印刷、设备清

洗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目前逐渐被生物大豆油墨和

水基油墨所取代。大豆油墨从植物中提炼而成，不含

VOCs，而且是可再生的资源。水基油墨以水替代化学

溶剂，对人体健康无害。

2、简化运输包装的印刷工艺

目前的包装的印刷工艺逐渐分裂为两种截然相反的

形态，一类是以展示盒、礼品盒、零售易为代表的销售

包装，这类包装采用精美印刷，极尽色彩还原之能事，

意在提升商品在货架上的视觉冲击力。另一类包装则是

以农产品包装、日用品集装外箱为代表的运输包装，这

类包装注重良好的保护功能，只印刷一些简单的物流信息。

对运输包装箱来说，包装企业应尽量采用简单的单

色印刷，避免多色印刷和大块实地印刷。多色印刷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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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实地印刷不仅给环境带来污染，而且会大大损伤纸箱的抗压强度，削弱其保

护功能。不仅如此，简化印刷工艺还可大大节省印刷成本，提升产品利润空间。

据包装地带网预测，未来的运输包装纸箱极有可能走向“数码简印”，即对装箱

后的商品外箱进行立体数码喷印，每个箱的印刷内容均不相同，以方便进行质

量追溯和库存管理。由于数码印刷成本极低，且完全不会损害纸箱抗压，因此

还可节省印刷成本和用纸成本。

3、通过引进智能化装置，提升管理水平，减少损耗率。

纸包装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若能够降低损耗率，

也不失为低碳环保的一种举措。要降低生产损耗、除了加强员工培训，提升班

组长管理水平外，引进智能化装置将是降低损耗的最有力武器。目前纸包装印

刷设备中，经实践证明比较有效的装置有：

瓦楞纸板生产设备中的生产管理系统、自动接纸机、电脑数控纵切分纸机

和横切机等。

印刷机的 SPC 自动换版装置、印版识别及预套准系统、联机印张检查系统、

用于生产数据采集的数据生成软件等。

4、瓦楞纸板无碳低温生产技术的日渐成熟，将有望大大减少瓦楞生产所耗用的

能源和碳排放。

瓦楞纸板无碳低温生产线主要采用冷定型瓦楞机与低温粘合剂，采用冷定

型加工瓦楞纸板。冷定型顾名思义就是不用任何加热设备，瓦楞纸在常温下成型，

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节省能耗。该生产线不用锅炉、燃煤、蒸汽、加热、无污

染，无排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纸板强度。实现低碳、高效、节能、减排、

环保的效益，无疑将引发纸包装行业的一场新革命。

四、以纸代木将给纸包装业务带来新的增量

以纸代木、以纸代塑、以纸代金属是低碳包装的核心，通过废纸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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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减少木材用量，少砍伐林木，保护生态环境，还节

能、节水、减排。在中国，以纸代木包装材料主要有瓦

楞纸板、蜂窝纸板和纸浆模塑三大类，核心材料是高强

度重型瓦楞纸板。

高强度重型瓦楞纸板作为以纸代木包装材料，由于

它可以实现大批量调整生产，产品规格易于定制，具有

良好的印刷适性，因此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主要使用领

域是家电、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医疗器械、电机、

金属配件等机电产品，其次是家具、民用品和特殊工业

制品等。目前在中国国内销售的家电、自行车、电动车、

摩托车等机电产品已基本实现高强度重型瓦楞纸板箱包

装，年产量达到15亿平方米，占全国瓦楞纸板总产量3%

左右，节约木材 400 万 m3，在中国以纸代木包装中起

着关键作用，占代木包装总量的 70%。在发展高强度

重型瓦楞纸板为主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蜂窝纸板和纸

浆模塑发展。

蜂窝纸作为以纸代木包装材料，与瓦楞纸板、纸浆

模塑相比，强度更高、更适合在家居、建材、物流领域

使用。代替有其独特的优势。

五、摒弃过度包装已达成全体共识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礼品、食品、烟酒、保健品过

度包装泛滥。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 1/3 是包

装性垃圾，而这些包装性垃圾中一半以上属豪华礼品包

装。过度包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大量

不必要的碳排放，其危害十分巨大。

在韩国，过度包装设计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厂

商如果不依照政府规定减少产品的包装比率和层数，最

高会被罚款 300 万韩元。韩国也十分注重礼品的包装

美观，但极少采用过度包装，很多礼物直接用丝带打个

漂亮的蝴蝶结，简单又不失美观。走进日本百货店，产

品包装设计都十分淡雅，大都以环保的纸盒为主，几乎

看不到礼盒的身影。

2014 年年初，中国宁夏的一些企业带着用铁盒、

木盒、陶瓷等包装精美的土特产枸杞，来到全球最大农

业、食品与园艺展——2014“柏林国际绿色周”参展时，

却遭到当地消费者排斥。中国的品牌商再一次体验到了

远离绿色低碳包装的苦涩滋味。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摒

弃过度包装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特别是一些高端品

牌制造商，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度包装给人类环境造成的

巨大危害，为了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

抛弃了过度包装。

六、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是有益补充

包装废弃物的再利用对绿色低碳同样作用显著。采

用废瓦楞纸板、边角纸板等通过后道加工工序 ( 主要为

粘贴、切割成型 ) 加工成包装座、衬垫、护套等，替代

EPS 泡沫，以其成本低廉、效果优良等特点成为降低

包装成本的新亮点，实现了包装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同

时提高了包装质量。如松下电器公司要求尽可能通过以

纸代塑的方式，在两年内将 EPS 缓冲材料的用量减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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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学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振兴东北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造纸

产业作为基础制造业的优势，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作中来。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和辽宁省开原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振兴东北纸业市场

中国造纸企业开原行”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部分会长

企业、业内专家、铁岭市和开原市两级市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造纸和相关

行业的企业家、会员企业代表、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共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振兴东北纸业市场开原行
活动圆满结束
孙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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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委书记吴野松与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领导、

专家、部分知名企业家进行了座谈，就振兴东北纸业市

场，发展铁岭造纸产业发展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一行乘车到开原造

纸产业园现场考察，并参观了辽宁兴东纸业。参观活动

结束后，召开了“振兴东北纸业市场中国造纸企业开原

行”启动仪式及发展论坛。开原市政府张谨市长，全国

工商联纸业商会副会长、泰格林纸集团副董事长、湖南

省造纸协会理事长吴佳林分别致辞。吴会长回顾了东北

造纸产业的辉煌历程，肯定此次开原行活动的重要意义，

要紧抓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势，借助振兴东北经济的东风

和机遇，结合东北地区市场和资源特点，发挥开原纸业

园在产业政策和产业基础方面的优势，打造出开原造纸

产业和市场的新亮点，为东北经济的振兴和开原造纸产

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开原市经济开发区都清华主任对开原造纸产业园进

行了推介，并愿意以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信心为入驻

企业提供最有力的支持。随后，专家和企业家就中国造

纸产业的新格局，文化纸、包装纸、生活用纸以及市场

的发展进行了专题演讲。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

员会秘书长刘寿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纸包装市场的

发展特点和趋势。

下午，开原市政府召开了由商会会长、专家和市级

部门负座人参加的座谈会，就开原造纸产业园发展的具

体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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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载春秋编织锦绣
—上海今昌 15 周年庆典举行

9 月 11 日，上海今昌 15 周年庆典盛大举行。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

委员会刘寿生秘书长在致辞中盛赞了上海今昌充满活力。今昌从打基础到抓质

量，从淘汰落后产品到产品档次不断提升，从精益加工工艺到自动化控制，从

两化融合到智能制造，一步一个脚印，每年都有新的变化，从国内市场遍地开

花到国际市场大幅拓展，真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走出了中国制造的典范之路，值

得业内企业学习。他认为，如今的实体企业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工匠类，做设备

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需要有广阔的胸怀，要甘于平淡，要敢于开拓进取，才

能创造奇迹，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制造之林。无论是工业 4.0，还是中国制造

2025，都给中国纸包装机械制造行业带来更多的契机，我们要付出实际行动，

只有值得用户力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山东恒德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长春在谈到为何选择今昌设备时，他

认为，一方面是今昌设备的高性价比吸引了他，另一方面是今昌开放的企业文

化深深地吸引了他。上海今昌的设备不仅性能优越，而且非常适合企业的订单，

自 2003 年首度合作以来，山东恒德已经购置了今昌所推出的各种系列印刷机，

十多年来，在今昌设备的助力下，公司也从最初年产值 200 多万元发展至今天

产值过亿，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上海今昌功不

可没，并对上海今昌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来自埃及Mina	Pack 的 CEO	Fady 同样对上海今昌赞不绝口，Mina	Pack

周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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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埃及当地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拥有多台上

海今昌的设备，志在进一步做大的 Mina	Pack 在未来

还将订购更多上海今昌的设备。

上海今昌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建林也谈

了自己的心声之路。公司经历多年发展，能够获得行业

的认可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五年前，瞿建林提

出了一个口号和目标：小型化、多色组、高网线。为了

这个目标，从 2012 年底到 2014 年的三年时间内投入

2000 多万元巨资对公司尤其是加工设备方面进行了大

幅的技术提升和设备升级，从普通的车床加工到如今的

数控加工，为当初口号的实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

瞿建林在将来从制造型企业转向服务型企业，打造后道

设备的整体服务商奠定了先机，这也意味着上海今昌在

经历了 15 载春秋之后又将踏上一段新的征程。

此次庆典期间，上海今昌重点展出了三款设备：第

一台是印刷开槽模切带自动堆码的设备；第二台是上海

今昌的拳头产品——7+1 欧莱特全伺服固定机组高速水

性印刷模切机；第三台是上海今昌充分整合了各类资源

后所推出的集自动上料、印刷开槽、自动糊箱和自动打

包为一体的全自动折叠粘箱联动线。

十五周年，是上海今昌一段旅程的终结，所以有着

极为不凡的意义，但对于上海今昌来说，又是一个新的

开始，因为上海今昌始终在奔跑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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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永盛包装有限公司主办，广州市博融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上海永

盛新战略发布会暨新三板启动大会”在上海市奉贤区盛大召开。中国包装商会

筹备组组长、胜达集团党委书记及名誉主席方吾校，金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涛，以及业内知名企业领导计 500 多人参加了此次堪称中国包装印刷行

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新三板挂牌启动盛会。

会议开场，一幅精心创作的沙画展示了上海永盛创业的发展历程，直到今

日成为业界的佼佼者。上海永盛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雷致辞，他感谢业界同

仁对永盛包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永盛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他认为，永

盛包装近五年是意义深刻的五年，五年来，永盛包装不仅增长稳健，而且还成

立了瓦楞机械，并经过两年的发展成为业界可靠的选择。同时，也深感企业发

展面临诸多难点。郑董事长以一种极富创意的举措让业界了解到上海永盛为什

么会选择新三板挂牌。目前中国包装印刷企业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上海永盛率先进行战略转型，并借此之机发布新战略。

方吾校、刘涛等先后上台对上海永盛新战略发布暨新三板挂牌启动大会表

示热烈祝贺，并对上海永盛包装近年来的成就表示赞赏。上海永盛成为名副其

实的标杆企业，瓦楞机械的成立同样为业界带来了环保节能的设备。方吾校说，

上海永盛能够借助资本平台，以期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值得更多的企业学习。

上海永盛新战略发布会暨
新三板挂牌盛大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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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对上海永盛的核心竞争力予以肯定，这是市场对上

海永盛以及郑雷董事长和永盛团队的认可，他表示看好

上海永盛的未来。

中国上市培育第一人、中国中小企业上市服务联盟

副理事长、广州市博融上市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付

廷席就“抓住资本市场战略机遇，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做演讲，他主要从“中小企业向何处去，为什么要

到那里去，怎样才能到达那里”三个要点展开阐述，深

入浅出地解释了资本市场和中国梦。

中国上市促进会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博

融首席咨询师及副总裁姚海春详细地阐述了上海永盛的

新战略暨商业计划书。他首先介绍了上海永盛的基本情

况：经历了五年的历史沉淀，上海永盛创造了惊人的成

绩，永盛包装和瓦楞机械已经成为行业典范。从永盛自

身而言，其企业愿景在于敢为天下先，争创一流的精神

状态和气魄，成为包装行业的领军品牌；其企业定位也

由原来的“中国纸箱包装绿色环保企业”转型为“中国

包装行业整套解决方案提供商”。上海永盛为此推出了

“2235计划”，即其ERP系统将为全国2000家客户服务，

集团内部将培养出 200 名技术骨干，用 3 年时间成为

行业内的领导品牌，并在全国市场启动 5 大工厂。其创

新的商业模式在于将产业金融基金、瓦楞纸箱产业联盟

和专业运营公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实现共享设备、供

应链金融、标准化管理、统一品牌、服务平台、集中采

购等，从而联合走向资本市场，凭借资本力量，真正实

现中国瓦楞纸箱产业化的腾飞梦想。

新战略发布会后，付廷席又详细介绍了永盛的股改

方案，之后现场认购并签约，多位与会人员现场认购高

达 200 万股，充分表明了业界对上海永盛未来的发展

前景看好，其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才团队的建设，

研发系统，市场开拓等，永盛包装将不再依靠传统的模

式获利，而将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进入增长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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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令纸质媒体猝不及防，中国以及世界纸

业市场面临着重大转折。为此，网易采访了世界纸业巨头斯道拉恩索前任 CEO

康佑坤 (Jouko	 	Karvinen) 先生。面对记者的提问，康佑坤毫无保留地畅谈了

他对造纸行业未来的走势分析。

以下是他谈话的主要内容：

低估中国同行实力将铸成大错

无论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将来打算怎么做，我们都要注意一点，避免竞

争趋同，专注于我们独有的。要做的比我们的中国同行更好。有时候感到竞争

压力对于企业效益和顾客利益来说都是件好事。专注于你做得而别人做不得的

产品，这样就能避免竞争的同质化。

纸不会消亡，塑料则有可能被淘汰

我们在增长的市场增长，中国、拉丁美洲，在纤维材质包装领域增长。我

们必须要抛弃塑料，改用纤维材质包装。我觉得纸不会消亡。但这并不意味着

纸质媒体——报纸、杂志等的市场份额将缩小。但，不要忘了我说过的塑料。

这个趋势确实已经变，不会再用塑料了。

欧洲最大造纸商CEO：
纸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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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包装业应尽量避免产品同质化

我不在意竞争。我已经在充满竞争的行业中生存了

好多年，有时候感到竞争压力是件好事，因为跑的更快，

脑子转的更灵。但企业应该试图避免产品的同质化，专

注于你做得而别人做不得的产品，这样就能避免竞争的

同质化。

可再生技术可以拯救地球

拿我们做优质纸包装业务来说吧。我们采用可再生

资源，产品也是可回收的。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替代方案。

我们只是需要与各方面开展沟通，当然这也包括消费者。

我们这么做不为了气候变化，而是为了我们的星球。我

们有着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可再生技术。

中国是造纸行业的新兴市场

我们在欧洲艰难退出之际，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日益

增长的市场投资未来，像中国、巴西等国。这就是生意

之道。不能死守在一个市场，还要扩展其他市场。我们

造纸行业的魅力之处就在于，我们来自于技术源头，很

多最新的技术都是从欧洲发源流向中国或亚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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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 ZIP-PAK 公司与 T.H.E.M 公司宣布联合推出新型包装——

Zipbox。这款专利创新包装融合了纸盒的展示效果和软包装便利的可再封功能，

巧妙地将纸盒与密封袋结合为一体，同时具有纸盒与密封袋的优点。

此产品用塑料薄膜加拉链代替了常见的纸盒顶端，实现了纸盒包装的可再

封功能。纸盒底部采用折叠式密封，保障了整体密封性能。开启后可重复闭合，

保持盒内产品新鲜。使用此包装，完全不需要再使用盒中袋。减少了包材的堆叠，

同时增加了使用功能。

宋冬梅

绿色包装纵览·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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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包装的长方体结构，能够四面进行印刷设计，给

予设计师更多设计空间，展示更多商品信息，货架冲击

力强；去掉盒中袋后，同样克重的产品，包装体积可以

减小，在运输时节省体积空间，降低货运成本约 30%，

消除商品破损风险。更带给消费者全新的功能性包装体

验，无需更换其他容器，该包装可实现多次重复密封，

保持产品新鲜，防止产品漏出。也让品牌商的商标可以

更长时间地停留在消费者的视线中。

另外 Zipbox 可再密封纸盒，在美国 Plantation 品

牌的纯天然糖品包装中得到了首次应用。相比其他传统

糖品的包装，Plantation 具有非常好的货架吸引力，而

这一切皆归功于 Zipbox 的独特设计。

严格意义上说，此款包装既非塑料软包装也非纸盒

包装，而是一种将聚合物涂层硬纸盒与薄膜软包装组

合在一起的新型包装。设计师通过运用 ZIP-PAK公司

Press-to-CloseTM解决方案，使包装下部的纸盒与

顶部的可再密封拉链式软包装完美结合在一起，方便生

产商直接装入内容物，且无需内层衬垫。

绿色包装纵览·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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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软包装凹印行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大，而且受上游产业 ( 原辅材料 )

和下游企业 ( 客户 ) 的影响，软包装凹印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在这种严

酷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软包装凹印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企业必须真正花心

思了解商品对软包装的真正需求、必须进行包装的结构调整、必须进行转型升

级，才能有提升的空间。而在绿色环保的背景下，软包装凹印企业从传统的加

工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更是软包装凹印行业面临的历史机遇。而软

包装凹印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将向着绿色环保、节能减排、

降低损耗、提高质量和效率的方向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无苯化技术、损

耗控制、高效干燥装置、溶剂回收等一系列新技术开始应用到软包装凹印行业。

下面就一起来感受下凹印的变化吧！

凹印等设备的改造升级

国内凹印设备制造企业采用快速预套准、高精度张力控制等最新技术，使

得裁切损失、设备重新启动损失 ( 已套准 )、换单损失、重新开始以前存储过的

订单损失、降速损失等达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国际先

进水平。	

如今，先进的凹印机操作辅助时间大幅缩短。上版、上墨一体化小车实现

了上版、运版、上墨一体化操作，可离线清洗版辊及墨槽；通过快速上墨系统，

赵  凯

软包行业凹印新出路
—环保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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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从溶剂房直接供入墨盘，供入量直接由油墨黏度控

制仪控制；套筒压辊技术无需工装更换，劳动强度降

低，更换时间大大缩短 ; 快速更换刮刀技术实现刮刀的

快速更换 ; 激光对边系统、安全卡盘快速装夹系统实现

了快速上下卷 ; 故障显示和报警帮助维修人员快速诊断

并维修 ; 历史故障报警指示可减少维修人员排查故障的

时间。

废气排放治理

凹印 VOC 排放治理措施主要有 3 个途径，即源头

治理、过程管理、末端治理。源头控制主要措施是推行

低 VOC 或无 VOC 的环保油墨、清洗剂等原辅材料，

如推广水性油墨、单一溶剂油墨等。

过程管理主要措施是对印刷机进行技术革新，使生

产排放的 VOC 风量减小，浓度提高，同时增加热能利

用等，如为设备增加 LEL 装置、减少车间现场的溶剂

挥发、油墨槽加盖、推行清洁生产、进行绿色印刷认证等。

末端治理目前主要有两个方向，即回收和燃烧处理。

目前，一些大型软包装凹印企业已经开始对排放废气(溶

剂 ) 进行回收处理，不论是采取吸附回收法，还是蓄热

式催化燃烧法，相信软包装凹印企业都能从中获得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凹印油墨的无苯化及一体化油墨的应用

随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相

关环保政策已经从“有法可依”阶段转到了执法必严阶

段，终端企业对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软包装凹

印行业的无苯化进程必然会加快。

从含苯油墨到无苯油墨及软包装凹印行业的一次重

大技术进步，也是油墨行业环保技术的又一次创新。业

内骨干企业及部分中小型企业已经开始全面使用无苯油

墨。但就小企业而言，目前仍然是以含苯 (甲苯、二甲苯 )

油墨为主，急待规范。

目前，一体化油墨已经在一些大型软包装凹印企业

大面积使用，其将成为凹印油墨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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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包装100%回收能够实
现吗？

据软包装协会 (FPA) 称，作为美国第二大包装领域，软包装解决方案占了

价值 1450 亿美元美国包装市场份额的 18%。轻质软包装包括薄膜和层压材料，

它们有利于较高容量产品的运输，减少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对于各品牌来说，

节省能源成本，减少材料花费是一次革命性的运动。

在生产 / 消耗循环的制造端，软包装更具有合理性，因为它比对应的硬质

塑料瓶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更小。在生产时，它需要的材料更少，在运输过程

中产生较少的CO2，在垃圾填埋场占用的空间更少。

据 FPA 称，柔性直立袋产品的包装比比金属盖玻璃瓶高 35 倍，比铝罐头

瓶高 21 倍。这就使得用较少的包装运输更多的产品成为可能。该协会的统计中

还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过程中，软包装使用的能源比刚性瓶少 50%，使

用的塑料比刚性瓶少 60%。

	 	 	 	而可持续包装是软包装行业的一大论点，完全对环境负责还仍待发展。

对所有消费者而言，再生塑料即是答案。CompleteRecycling.com网站上指出，

再生塑料使用的能耗比生产新塑料容器或瓶子要少 80%。但回收是唤醒环保意

识的唯一方法吗 ?这适用于软包装吗 ?

软包装回收的现状

就目前而言，还没有完整的处理软包装回收的正式闭环系统，尤其是针对

多层高阻隔性材料、镶嵌聚乙烯 (PE) 层的铝箔叠体结构的系统。单层包装更容

易回收，因为其不包含铝箔中心层。多层柔性 PE 包装的回收过程由于包含对

每一层的分离，比传统的塑料回收方案所需的步骤更多。然后需要对每一层进

林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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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识别和再循环，进一步对塑料薄膜进行处理，

制成可回收树脂。

由于大量的软包装用于食品包装，食品污染就成了

回收的另一个障碍。对于大多数软包装而言，由于食品

污染贯穿着当前的回收体系，实际上可再次利用的包装

比例简直小之又小。非再生聚合物被送入无氧室中进行

焚烧，为生产车间提供排放监测能源。

具有前瞻性的组织 ( 如软包装协会 ) 采取了一系列

重大举措，这些组织无一例外非常关注可持续包装。可

持续塑料联盟、消费后塑料再生商协会 (APR) 以及柔

性薄膜回收集团 (FFRG)，也在极力促进和开展有关塑

料薄膜回收的公众教育和宣传。

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是Enval（英国一家公司）这

类组织的又一创举。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理念是保持可

重复使用系统内的包装产品无需降级或成为 100% 的废

料。Enval 发现了能充分回收聚合物层压板之间铝箔，

并保持其清洁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从塑

料部件中生产出汽油和气体，用于发电和发热。这可通

过微波诱导热解，而不能通过焚化实现，因为在这个过

程中有氧化物生成。

制造商也开始接受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理念，开始

使用生物降解、生物基塑料等环保材料，或可生物降解、

技术环保型等不需降级成低级材料就可被回收的材料。

软包装回收优化的可能性

目前，Enval 的完全回收铝部件，并使用热解处理

塑料部件过程，是当前处理多层包装废弃物的最佳解决

方案，然而，现在还没有充分回收其他塑料材料中塑料

部件的解决方案。

通过热解，含无机材料塑料形成的炭化残渣中会包

含 80% 的液态碳和 20% 的气态碳 ( 由于腔室内缺乏氧

气，所以不会产生CO2气体 )。根据液体燃料 /能量需

求，这些碳可被输送到不同位置。产生的灰烬可用作混

凝土预混合物等产品的成分。而碳可被用作燃料，公司

往往将混合废料输入热解室，生成可能不具最佳可用性

的燃料。

要把这种液态碳燃料转变成更耐用、高性能的有效

途径还需要不断研究。

为软包装找到更有效的废物处理过程 ( 尤其是在热

解 )，对环境的影响更低，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却是可能实现的。随着软包装行业已经作出的各项创新，

如使用生物基材料或将废物转化为能源的热解过程，进

一步发展的基石已经奠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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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天华阳柔印设备满
足高端需求
刘  杰

由西安柔印技术学校主办，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印分会和中国印刷及设备

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分会支持的“2015 中国柔印技术与产业发展论坛”在西安索

菲特人民大厦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西安航天华阳印刷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韩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柔印企业和产业链供应商 240 余人共聚一堂，

并在会上发表了“卫星式柔印机智能化和配套技术的发展”的主题演讲。	

韩健首先向与会观众介绍了西安航天华阳印机公司的技术实力，他表示：

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隶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是国

有航天装备制造企业。上属公司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

单位。公司现有员工 920 余人，下属一个 120 多人的印刷包装机械研发中心、

十一个独立核算的事业部和十二个职能部门。拥有各类现代化大型、精密、专

业加工和检测设备 370 多台套。

“公司拥有卷绕技术、干燥换热技术、张力控制技术三项核心技术，并有自

己的强大研发中心。公司以拥有极强专业方向和产品持续开发创新能力著称，

专注以三项核心技术为基础拓展行业壁纸成套设备、柔版印刷机、精密涂布装

备三大行业。”韩健表示，强大的技术支撑力使得企业在近五年来的销售收入稳

步提升，在 2014 年达到了 65357 万元。

韩健表示，作为国内柔印技术的领导者，华阳公司是国内率先研制宽幅卫

星式柔版印刷机的生产厂商。主要产品有“Booming”、“E-Film”、“E-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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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列，印机广泛应用于塑料软包装、PE 透气膜、无

纺布、彩盒、纸杯、纸箱预印、无菌包装、环保手提袋

等多个行业。

据悉，在卫星式柔版预印组合生产线领域，华阳历

经 10 年不断研发，不断改进，在预印设备制造过程经

过多年实践经验，逐步完善了卫星式柔版预印组合式生

产线，能够满足大中型企业的高端需求。

演讲中，韩健还向大家介绍了华阳公司推出的智能

化新技术——风温同控加热技术、压力预设定和压力补

偿技术、油墨管路清洗系统、HY-JS200 系列油墨废

水处理系统、挥发性气体燃烧系统等。

其中，风温同控加热技术主要针对传统加热采用热

源热交换提供热风到干燥烘箱，结合二次回风和新空气

混合吸入来进行干燥。采用该技术由于热交换计算不够

准确，而且二次回风和新空气混合比例不当，要么浪费

大，要么干燥效果差。而且一般干燥的热风指标和温度

指标要么只控制温度，要么两项指标配合较差。

而华阳公司换热基础研究室通过对印刷工艺分析，

针对不同干燥要求设计合理的温度和热风的匹配模型，

并进过多次试验，以及实物检测，设计出了高转换率的

干燥系统。采用 PLC 集成热风风量、风速、温度参数

控制，根据华阳干燥基础研究室根据不同工艺经验，自

动生成参数，同时控制以上参数，在达到干燥效果基础

上使用最小能耗。

绿色包装纵览·塑料包装

53

GREEN PACKAGING 绿色包装



2015 年 8 月 18 日，陶氏化学公司（DOW）旗下的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业

务部日前与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千山药机”）签署授权协议，

正式将陶氏 PacXpert™ 软包装技术引进中国。根据该协议，千山药机将在其

生产的产品包装中采用陶氏创新的 PacXpert™ 技术，并在其全国众多客户中

进行推广。签约仪式今日在上海陶氏中心举行。

千山药机是中国领先的制药和医疗设备制造商，并提供高端医药和太空食

品包装解决方案。通过此次合作，千山药机将借助 PacXpert™ 软包装技术打

造用于发动机油、食用油、大米和洗涤剂包装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并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推广。这是陶氏在亚太地区签署的第二份技术授权协议，也是目前全

球第九份协议。

陶氏包装与特种塑料业务部亚太区商务副总裁麦索睿（Mark	Saurin）表示：

“据权威研究机构Smithers	Pira1的预测，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大的软包装市场，

占到全球市场规模的 38%，同时这里也将成为未来增长最快的消费品软包装市

场。考虑到亚太地区巨大的成长潜力，我们很高兴能与千山药机达成合作，将

PacXpert™ 包装技术推向中国，并不断推出创新软包装解决方案，提升中国市

场的包装标准。”

千山药机创始人兼总裁刘祥华表示：“与陶氏的合作加强了我们在市场的领

导地位，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拓展业务。相信客户很快就能体验到 PacXpert™
技术带来的独特优势，推动我们在高端包装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

陶氏化学通过与 Smart	Bottle	 Inc. 签署的协议，在全球范围内许可使用

PacXpert™ 包装技术。这种轻量型包装技术采用贴合封盖以及按照人体工程学

原理设计的耐用双手柄，可实现无滴漏精确倾倒，在空置时，包装袋可呈扁平状，

陶氏携手千山药机将
PacXpert™ 软包装技术
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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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梅

储运方便。尽管是软包装，PacXpert™ 能稳固地置于

货架上，既可直立放置，在填充后亦可侧面放置，有助

于厂商将大型硬质塑料容器转换为便携式的软包装。此

外，PacXpert™ 技术还十分环保，能有效避免包装内

容物的浪费，减少原材料消耗，并提高产品-包装比率，

因而在家居产品、公共部门、食品服务和工业市场中拥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全球范围内，PacXpert™ 包装技术已先后获得

九项国际殊荣，最近一次是 2015 年的中国荣格技术创

新奖包装设计类大奖。其他奖项还包括 2013 年巴西包

装协会 ABRE 金奖、	2013 年和 2014 年美国世界包装

组织的世界之星包装奖、2014 年法国 Emballage 包装

专家委员创新奖、2014年法国L'Oscar	de	L'Emballage	

软包装 / 蒸煮类别奖、2014 年中国可持续包装技术奖、

2015 年印度 PLASTICON 创新成品 / 工艺类别金奖、

2015 爱迪生发明奖食品包装类银奖和 2015 欧洲包装

及食品加工展（CFIA）创新大奖。

关于千山药机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创业板代

码：300216）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主要从事制药机

械、包装机械、医疗器械装备、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中国制药专用设备制造行业的排头兵企

业、国内主要的注射剂成套生产设备供应商。公司拥

有 1200 多名员工，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研发生产基地，

目前在海内外共有 9家子公司，产品遍及中亚、东南亚、

东欧、非洲、中东、南美洲、拉丁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2014 年营业收入达人民币 5.9 亿元（约 9500

万美元）。2013 年 6 月，公司非 PVC 膜软袋大输液生

产自动线制造的“复水食品包装袋”第二次随神舟飞船

飞入太空，为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日常饮水和液体食品供

给提供保障。公司网址：www.chinas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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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春

9 月 17 日，全球生命科学与材料科学领先企业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在苏

州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改性聚酰胺Akulon	XS 产品，并宣布将正式投放

中国市场。据称，此新产品将推动聚酰胺 6(PA6) 在使用吹膜工艺制作食品软包

装领域取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PA6具有良好的阻隔性能和机械强度，是生产此类薄膜的理想原材料之一，

然而其高结晶速度会限制它的加工窗口。与之相比，帝斯曼研发的Akulon	XS

王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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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众对减少食品浪费和延长产品货架期意识的

增强，食品软包装专用阻隔膜的需求开始呈现持续上升

的趋势。这项性价比极高的先进技术有效地将阻隔性、

适印性、密封性和耐冲击性等多种性能完美结合为一体。

帝 斯 曼 工 程 塑 料 业 务 部 亚 太 区 总 裁 Ivo	

Lansbergen 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着三大挑战：30%的

人口增加、1/3 的食物浪费以及大约超过 20 亿的人口

遭受着隐性饥饿，而帝斯曼作为食品解决方案的最佳合

作伙伴，致力于解决食品安全和供给问题，希望以缤纷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而Akulon	XS 可以延长食品货架

期、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很好的解决了食物浪费问题。

在膜泡中的结晶速度要慢得多，从而在加工条件方面为

加工商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此外，其在膜泡中具有更好的拉升性，因此吹胀比

提高的同时膜泡更加稳定，形成褶皱的可能性降低，不

必通过与大量的聚酰胺共聚物或者非晶态聚酰胺混合使

用就能实现。结晶速度减缓也意味着大部分结晶过程都

是在较低温度下发生的——这是形成更多较小粒度晶体

的一个必要条件，即降低雾度。通过在多层膜表面使用

Akulon	XS，加工商不需要混合使用大量的非晶态聚

酰胺就能使得膜的雾度低于 15%。

因此，Akulon	XS 的末端结晶水平与聚酰胺 6 相

同，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耐用性。相比于传统混合解

决方案，新方案具备更好的热塑性，为缩减多层膜中的

聚酰胺膜层厚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借助Akulon	XS，

加工商们能够以更简便、更具性价比的途径生产食品软

包装，充分发挥高性能聚酰胺 6 材料独特的阻隔与机械

性能。

嘉合实业 ( 苏州 ) 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采用该项技

术的公司之一，“与帝斯曼的合作加深了我们对客户的

理解，帮助我们开拓新的业务机会，”该公司的总经理

高学文女士表示，“而新的业务机会保证了我们当下及

未来几年业务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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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春 

近日 , 米拉克龙公司（Milacron）针对食品包装领域推出的创新注塑方

案——Klear	Can，这不仅是食品灌装技术里程碑式的革新，也极大提高了透明

包装罐的应用水平。完美取代玻璃和金属包装罐的同时，还提供优异的透明特性，

使得消费者可透过罐体直观判断食品的质量。此外，现有的金属灌装工厂可轻

易转用Klear	Can	技术，无需在下游设备上进行新的投资。

Klear Can 取代玻璃和
金属的塑料包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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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ar	Can	是一种共注塑成型技术。提到共注塑，

其诞生和应用已经有多年历史，并不算很新。它使用

两套或多套螺杆注塑装置，分别塑化和注塑不同的物

料，配合自动控制装置来协调动作步骤。根据具体工艺

的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双色注塑工艺和夹心注塑工

艺，两者主要不同点在于双色注塑在一个制品的成型周

期中，两套装置分别有独立的注塑循环过程，对夹心注

塑而言，两套注塑装置则协同完成同一个注塑循环。共

注塑有很多优点，比如能提高制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以及降低生产成本等。在此基础上，米拉克龙共注塑部

门Kortec	团队进行诸多革新推出了KlearCan，这也是

2014	年收购共注塑方案供应商Kortec	后米拉克龙推出

的第一项专门针对食品包装领域的创新注塑方案。

Klear	Can	可用于生产透明聚丙烯（PP）食品包装

罐。它使用一台配置两个独立注塑控制单元的注塑机，

利用共注塑模具，熔融聚合物通过两个通道同时流入，

以三层流体方式生产塑料罐，制品的剖面结构为 PP/

EVOH/PP，就像熟知的“夹心三明治”一样。因为两

种不同的原料同时通过同一个浇口，成型周期时间与单

层塑料罐注塑成型时间相同，故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NPE	2015	展会中，米拉克龙就首次展示了该项

技术，其推出的首个产品是常用的 41CL	规格塑料透明

罐，端盖为 75mm，罐体总高度为 110	mm，阻隔层

360°环绕易拉罐，包括基座到凸缘，其厚度小于 0.001	

in（1	 in=2.54	 cm）。这些透明塑料罐：可以在 130	℃

以下蒸煮；采用双卷封还可以使塑料罐卷边与传统的金

属罐盖相匹配；可以让消费者看到罐体所装食品质量；

其三层结构PP/EVOH/PP	还可以将贮存期延长至5	年；

且可以选配彩色罐体、模内贴标（IML）或标准标签。

Klear	Can	塑料罐是水果、蔬菜、汤类和肉类等食品理

想的包装替代方案，而这些食品目前大多数采用金属或

玻璃包装，使用量非常大，比如金属易拉罐每年消耗量

大约 50	亿个，是塑料包装制品企业一直想进入的领域，

但苦于缺乏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相比金属罐，Klear	Can	塑料罐对于消费者最明显

的优势就是其透明的特性。站在销售的角度，消费者可

透过罐体直观判断食品的质量。再者，不同于金属罐一

旦开启就无法再保存的特征，Klear	Can	塑料罐在开启

后可再度密封，并且不含双酚A，2	～	5	年的保质期完

全可以满足包装食品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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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葛

短短几年时间里，绿色丝网印刷的理念已被业内广泛认可并对其未来发展

形成了一种共识。绿色印刷标准、检测、认证体系不断完善，实施绿色丝网印

刷工作成效日益显著。

多方携手助推绿色丝网印刷加速实施

作为直接参与推动绿色丝网印刷认证的专业咨询机构，这些年来，深感开

展和推动这项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绿色丝网印刷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全国

绿色包装纵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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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地丝网印刷行业协会的付出和努力密不可分。

印刷协会的作用在丝网印刷企业进行绿色印刷认证

过程中是不可小觑的。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将绿色印刷

理念深入人心，中认方圆与北京、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嘉兴、福建、山西、陕

西、四川、广西、云南、新疆、西藏等地相关协会相互

合作，不断努力，才使绿色印刷项目的推广有了今天这

样的成绩和的局面。

多管齐下全面布局绿色丝网印刷之路

1、宣传、指导、培训，树立企业绿印理念

丝网印刷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印刷不但保护了环境、

维护了员工与消费者的健康，同时也节约了资源、降低

了成本、节省了费用、提高了品牌、扩大了收入。为了

使企业意识到实施绿印的重要性，树立企业绿印理念，

协会这些年通过各种、会议、培训以及其他活动方式，

使企业对实施绿印有了紧迫感。

鉴于绿色丝网印刷企业对于绿色原辅材料正处于全

面使用的新时期，绿色原辅材料还是一个新的领域，丝

网印刷企业对它的了解、熟悉和应用还需要一个过程。

为此各地协会组织了不同形式有针对性的培训、研讨及

经验交流会，知识更新及应用，使企业加深了对绿色原

辅材料的认识，对企业实施绿色印刷起到了切实有效的

作用。

2、提供绿色原辅材料信息交流

很多企业反映，对绿色原辅材料的种类、型号、生

产厂家以及采购渠道等仍然存在困难，而且需要浪费大

量的时间与精力，为此协会不但在这几年的年会上，而

且还专门举办了几次绿色印刷要求的绿色原辅材料供应

商与企业的见面会，便于绿色印刷企业直接与原辅材料

供应商的联络与采购，促使企业实现绿色印刷的便利性

和可操作性。

绿色无止境，绿色印刷目前在我国只是走完了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绿色丝网印刷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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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绿色包装是指对人体健康无害、对生态环境无污染、能回收再生并

可降解、可促进持续发展的包装。当今食品行业采用绿色包装技术，既可为解

决食品污染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又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食品绿色

包装日益被国内外印刷和油墨行业所关注。

我国油墨行业发展现状

绿色包装，食品包装印刷环保油墨先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受全球经济环

境的影响，前两年一些印刷企业遇到了低谷，给印刷油墨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影

响，甚至有的油墨企业被淘汰。但同时，有的油墨企业逐渐意识到，食品包装

印刷环保油墨才是当今的发展趋势。于是，这些油墨企业不仅加强了企业管理，

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产品的研发实力，生产既符合环保要求，又可满足印刷企

业要求的食品包装印刷环保油墨产品。

2014 年中国前 20 名油墨企业油墨产量约为 37.7 万吨，约占全国油墨总产

量的 50%。其中，排在第 1名的仍是叶氏油墨（集团）有限公司，实现 4连冠；

迪爱生油墨集团摘得第 2 名，不愧为中国油墨行业的强者；天津东洋油墨有限

公司、杭华油墨化学有限公司分别排第 3 名和第 4 名，其开发的油墨产品绿色

环保、质量稳定，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威望；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苏州科斯

伍德油墨有限公司注重绿色油墨的开发和生产，特别是在当今印刷行业亟需的

食品包装印刷环保油墨的研制中，不断开发和创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前 20名油墨企业涵盖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油墨产业带，已

构成了当今中国油墨行业的主体市场，并致力于推动印刷油墨向无毒、无污染、

油墨先行论绿色
魏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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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方向快速发展，从而加快了中国食品包装印刷环保

油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也迈出了中国油墨行业环保化

的重要一步。

综上所述，中国油墨行业不仅稳步地向健康无害方

向发展，而且油墨企业不断加强技术改进和管理创新，

开展深层次的环保创新等科研攻关，使环保油墨成为主

要增长市场，并吸引了外资的投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

油墨行业的不断发展。

推行环保油墨的发展建议

（1）为加强绿色包装在食品包装印刷行业的稳步发

展，建议油墨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油墨企业应强化自身

的环保意识及其实施规划和步骤，加快环保油墨的研制

和生产，尽早取消苯类油墨的使用。

（2）我国相关部委应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标准和相

关环保法规的制定，尽早予以出台并实施。特别是加强

我国儿童及青少年相关领域的环境保护标准及其实施，

如儿童玩具、读物及中小学生教材的环保印制。

（3）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环保油墨相关检测分析机构

的领导、培训和监督，如各地的检验检疫局、质量技术

监管局以及国家级的化学研究测试中心，以便更好地发

挥这些机构在环保法规标准实施中的监督及检测作用。

（4）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油墨用原材料的绿色检测程

度，这是保证油墨环保性的关键。

（5）在我国环保油墨开发中启用瑞士通标标准技术

服务公司的 SGS 标准。SGS 是一家全球性检测机构，

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共有 330 多个分支实验室，其检

测和认证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特别是在环

保油墨的检测、测试和认证领域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我国环保油墨的开发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绿色包装纵览·印刷

63

GREEN PACKAGING 绿色包装



郭  飞

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和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主办，

河北海贺胜利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智造 2025—包装印刷产业创新发

展论坛暨海贺胜利智慧印刷共赢未来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会议围绕《中国智造 2025》发展规划纲要就中国印刷产业未来发展方

向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讨；海贺胜利集团董事长孙智先也在现场提出了“共

建包装印刷产业生态共赢系统”的倡议，并现场与多家国内知名企业签署了共

建彩色瓦楞纸产业联盟的协议。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袁建湘首先致辞。袁秘书长代表陆

中国智造 2025
—包装印刷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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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秘书长对海贺胜利的宽幅间歇式卷筒纸胶印机的成

功研发表示高度的认可，并从 6 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卷筒

纸胶印机在现实包装印刷中的优势；最后期待海贺胜利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印刷业，更好地带动和引领智能

制造、智慧工厂在印刷业的普及和实施，与中国印刷产

业协同发展。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秘书长刘寿生致

辞，刘秘书长对近期纸包装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

解说，并以实例解析了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表示海

贺胜利的发展步伐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并预祝海贺胜利

发展得越做越好。

清华大学教授、魏朱商业模式理论创始人朱武祥围

绕《技术升级 + 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协同聚合》进行

了讲解。朱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制造面临产品同质化严重、

产能过剩、压价恶性竞争等问题，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不

但可以带动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也可以促进产业融合，

达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产业目标。

海尔产业金融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徐波向大家讲

述了“海尔如何进行产业金融创新”，并和大家一起探

讨了《智能制造产融结合商业模式创新》，海尔金融的

创新模式也引来了在场嘉宾的赞赏。

河北海贺胜利集团直属西安精密印刷机械研究院院

长李乾宁向大家介绍了海贺集团的关于智慧印刷的理解

和做法，并结合海贺胜利自主研发的卷筒纸印刷生产线

作了介绍，并表示希望和大家一起携手为智慧印刷的发

展努力。

创富志学院执行院长陈冠声和大家分享了《海贺胜

利商业模式解析》“顺势而动、颠覆传统、开放思想	聚

合共赢”，未来海贺胜利集团将实现从印后设备生产制

造商向彩色瓦楞纸箱产业聚合升级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并通过彩色瓦楞纸箱联盟实现上下游产业的利润共享、

产业共赢！

最后海贺胜利集团董事长孙智先现场提出了“共建

彩色瓦楞纸箱产业联盟”的倡议。他说：“制造业是国

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贯

彻《中国智造 2025》就是要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

型制造转变和我国印刷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彩

色瓦楞纸箱产业联盟就是以此为依托成立组建的。我们

热忱欢迎国内外同行加入联盟。将命运共载，风险同担，

人才共聚，价值同享，共创伟业、造福社会！”

随后孙智先董事长同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

司、广西丰盛包装有限公司等印包企业代表签订了“共

建彩色瓦楞纸箱产业联盟”的协议。

此次会议是中国印刷包装产业的产融结合的全新尝

试，符合时代和行业发展规律，有助于中国印刷产业的

结构性调整和产业转型，是企业上下游共赢发展的良好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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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之际，可口可乐推出金色冬奥会祝贺

纪念罐，引发食品快消圈广泛关注，可口可乐也因此成为继加多宝升级金罐之

后第二个推出金罐的饮料巨头，金罐正逐步成为饮料界的流行新风尚。营销专

家肖竹青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惯经典红色的可口可乐也

开始试水金罐，金色正成为饮料行业新潮流。金罐走红的秘密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金色符合消费者个性、时尚的新需求；其次，金色的品牌联想广泛而美好；

其三，至尊金色与领导品牌实力匹配。

绿色包装纵览·金属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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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烈	 升级换代渐成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饮料市场竞争激烈，受经济大

环境不景气影响，各大饮料巨头都出现了业绩下滑，饮

料行业增速放缓，市场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何继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除了大环境因素外，市场因素也是影响企业业

绩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饮料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一些企业推出了一些新产品、新概念、新包装，满

足消费者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消费者在选择上就会向

“新”的方向倾斜。以加多宝为例，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在推了金罐后，由于包装效果不错受到了市场欢迎。

著名品牌营销战略专家李光斗认为，原来认为加多

宝如果没有了红罐，有可能会产生致命影响，但现在看

来推出金罐的加多宝已经被市场接受。其实营销需要差

异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可口可乐是红罐，而百事可乐

是蓝罐，蓝罐成就了百事可乐，同样金罐包装将成就加

多宝。此外，品牌最大的趋势就是年轻化，应该满足年

轻消费者的需求，加多宝在品牌年轻化上下了很多功夫，

比如赞助《中国好声音》就抓住了年轻消费者的眼球。

金罐走俏	 饮料巨头跟风流行色

就在加多宝换成金罐不久，可口可乐也推出了金色

的“2022 年冬奥会祝贺纪念罐”，金色已经成为饮料行

业的流行色。

营销专家李志起认为，一个可口可乐、一个加多宝

凉茶，两大“现象级”饮料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金罐，

非常值得关注。金色，不仅是包装的升级，更是品牌内

在的价值体系升级，是一种适应新常态、新趋势、新消

费群体的标志性事件。

品牌软传播理论创始人、上海品牌专委会秘书长、

锦坤创始人石章强表示，目前不仅饮料行业，其他各个

行业都在变化。在产品方面，不能搞得老态龙钟，要贴

近年轻的用户、贴近目标消费群。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

从内容上都要去变，从形式上要比较新颖、接地气，个

性化的产品更容易被接受，而在内容上最好是爆品、热

产品，产品属性功能价值很强的也容易被接受，两者如

果能兼顾就更好。

“目前从整个饮料发展来看，很多企业在这两方面

的变化很少，只是形式上变一点点。这个时候，谁变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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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早、变得声音大，谁就会容易抓住市场，而加多宝恰恰占在这一有利时机，

期望通过战略性的转变，更换金罐包装来抓住年轻消费群体。”石章强说。

石章强表示，加多宝推出金罐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去痕。原来与王

老吉的红罐非常像，消费者很难分清，那个阶段企业都处在成长期，从广告到

产品，全部都是红色，目的是让消费者无缝对接、容易识别、能够记住；第二

是区隔。换装之后从包装到颜色都要做区隔，红色与金色有明显的区隔，而金

色在中国文化里显得高贵一些。第三是提升。通过换包装提升品牌形象，无论

是文案、运作、渠道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整体的战略提升和升级。

随着加多宝、可口可乐都推出金罐装产品，业界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

企业跟进。对此，石章强认为，加多宝推出金罐是一种战略性的决策，而可口

可乐更多是从战术上考虑。有一些反应快的企业肯定也会借势跟风推出这类产

品，有可能会形成一股流行风，但是企业不能盲目跟进，要根据自己所处行业、

产品类别、品牌定位等因素综合考量，盲目跟风仍有风险。

李光斗指出，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必须

具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影响力是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加多宝

在全面战略升级，推出金罐之后，全面发力“移动互联网＋”战略，正在再次

占领品牌制高点。

继加多宝升级金罐之后，可口可乐成为今年第二个推出金罐的饮料巨头，

金罐正逐步成为饮料界的流行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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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物流包装公司

近日，商务部发布《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请推荐商贸

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重点推进企业（协会）和智慧物流

配送示范单位的函》，其根据《国家标准委商务部关于

加快推进商贸物流标准化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为

加快智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商贸物流标准化

专项行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升物流配

送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就推荐第二批商贸物

流标准化专项行动重点推进企业（协会）和第一批智慧

物流配送示范单位发布通知。

其中，关于推荐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重点推进

企业（协会）的推荐范围为：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推荐

本地商贸物流标准化工作突出的重点推进企业（协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贸物流分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等 14 个全国性协会，在会员

单位中推荐商贸物流标准化工作突出的重点推进企业。

推荐条件为：商贸物流标准化重点推进企业、商贸物流

标准化重点推进协会。

推荐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单位的推荐范围为：各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城市（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可直接申报）、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基地（园区）、

智慧物流配送示范企业。

而推荐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单位的推荐条件也按推荐

范围分为三种情况。其中，智慧物流配送示智企业包括

智慧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仓储配送企业、末端配送企业，

其推荐条件各有不同。具体来看：

智慧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的推荐条件为：能够提供撮

合交易、诚信、金融、结算、信息等综合服务，能够实

现与用户信息系统或平台间的互联互通，有效整合供应

链资源和跨界资源；能够对物流交易、货源结构、流向

分布以及车源结构等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为客户提供

个性化服务，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服务；平台会员企业

数量达到 3000 家以上，日撮合交易量平均达到 1000

条以上，已形成成熟的运营模式。

仓储配送企业的推荐条件为：具有仓储管理信息系

统，能利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RFID）等感知技

术加强订单运营、货物管理、客户服务；配备快速分拣、

传送、识别、监控、导航定位等自动化设备，及高性能

的货物搬运设备和运输装备，物流一体化运作管理能力

强、效率高；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与上下游企业信息系统

能够有效衔接，数据互联互通，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商务部发文推进商贸物流标准化、
智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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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

末端配送企业的推荐条件为：能够与社区服务机构、连锁商业网点、大型

写字楼、机关事业单位、大学校园等单位开展合作，设立末端配送站、智能自

助提货柜，或开展网订店取（送），整合末端配送资源；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与电子商务、快递等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对接，构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

末端物流配送体系，提升人性化体验和消费便捷性；近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

此外，关于推荐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重点推进企业（协会）和推荐智

慧物流配送示范单位，在数量、时间等方面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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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市开展“物流标准化试点推进行动”以来，

IUP 上海分公司——中包智能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积极与上海市相关主管部门对接，推进托盘标准化

建设。

一、已经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1）推行标准化供应链市场，提高标准化托盘普及率

部分客户已将非标托盘进行置换，使得标准化托盘

在整条供应链中所占份额和比重得以上升。后续将继续

逐步减少和抑制非标准化托盘在整个供应链的份额和比

重；同时积极推进标准化进程，增加标准化托盘使用量。

（2）建设运营网点实体服务网络

中包智能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上海为运

营中心，沿长江经济带已设立上海、常州、南京、成都

等 4 个区域运营中心，并辐射周边包括苏州、合肥、昆

山等 3-4 个地区运营中心；通过和中国储运、中国物

流等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洽谈，结合这些企业在上海地区

的仓储及运力的优势，在拓展托盘运营业务的同时，减

少整个物流链的空载以及回程配送的现象，实现标准化

托盘在中包智能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下游企

业间的流转和循环共用。

1、快消品行业：	

根 据 快 消 品 行 业 的 行 业 特 性， 配 置 和 推 荐

1200m×1000m 标准尺寸托盘，从产品进库—异地存

储—异地出库，整个链条的一贯化运输，实现整个供应

链的标准化运输，缩短供应周期的同时提供更加方便及

时快捷的货物运输通道；

2、农产品行业：

设计并引进符合标准托盘模数的周转箱、周转笼、

箱式托盘和冷藏箱等可以防踏、跺的器具搭配标准托盘

的包装方案，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带板运输，降低运输中

的货物破损、提高运输效率，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

信息互换。

3、信息资源及平台

与城市共同配送信息平台、智慧物流信息平台以及

新能源车辆运力相结合，打造诚信、健康的智能化、信

息化、产业化的共享信息平台。

（3）提升标准托盘产品质量

实际投资的托盘均符合国家《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

用标准化托盘推动标准化供应链市场发展
—IUP 上海分公司运营案例介绍

中国智能物流包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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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和试验选择》（GB/T4995-2014）、《联运通用平托盘	木质平托盘》（GB/

T31148-2014）等标准，建立了完善的生产资质与产品质量认证体系；针对不

同客户所研发的新产品均送至中包科研测试中心（苏州实验室）进行检验检测，

检测通过后再进行批量生产；同时，已初步完成上海地区标准化物流器具供应

商的筛选。

二、典型案例——恒大冰泉带板运输

恒大冰泉原有托盘尺寸为 1200mm×1200mm，产品进库时，人工进行托

盘码货，置于上海临港库进行存放，为进行南京区域配送，部分产品会运至南

京滨江库，从上海临港库至南京滨江库的产品调拨未实现带板运输。整体装卸

效率低，导致旺季时产品出库不及时。

中包智能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提供 1200mm×1000mm的标准木

托盘，用于恒大冰泉在上海临港库的入库准备，并通过中储集团运力的合作，

产品全部入库完成后，根据恒大订单需求，在指定时间内带板运送，将货物运

至南京滨江库，在滨江库进行短时间储存，完成后续南京市内城市共同配送。

在整个案例中，恒大冰泉所使用的托盘均从 1200mm×1200mm 置换至

1200mm×1000mm，使得标准化程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同时，还进行

了上海至南京的带板运输，提高了装卸效率，保证其产品可在旺季进行及时出

库供应。实际装卸中，会提高 80% 左右的装卸效率，提高周转次数，同时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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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人数的人工及管理成本，为整个企业节约成本。

在整体项目推进过程中，为尝试推进标准化托盘的

使用，产品码放方式会进行适当调整，现场作业人员由

于不熟悉码放方式，会有部分装卸效率下降的问题，在

熟悉整体操作后，装卸效率才逐步上升。使用标准化托

盘后，合理的产品码放方式以及高效的带板运输模式为

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试点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

（1）推进供应链全程带板运输有阻力

行业供应链中环节较多，若要现全程供应链的带板

运输，需要配合标准化的叉车、货架、月台、运输车辆

等物流设备设施的使用，才可以促进下上下游设备的衔

接，推进相关领域标准化的进程。此类物流设备设施需

要较长时间的改造，短期内因设备设施不完善，无法形

成全程供应链带板运输。

（2）信息平台建设接口不统一，实现信息共享需要

逐步推进

各行业企业间所采用的信息平台及交互模块不统

一，部分信息技术包括实时追踪定位、全网监测等与线

下的对接实现有阻力，需要在不对等的信息交互过程中，

打造对接平台，逐步推进和完善信息共享。

四、对策建议

1、推进供应链中更多的环节进行带板试运行，减

少或杜绝部分物流链的回程返空现象。前期尽量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有地域特色的、社会价值程度高的进行试

运行，如在化工、烟草行业，率先开展带板或是新型标

准化物流器具的推广及使用。

2、在信息平台搭建上，会结合线上线下一同推进

标准化托盘的租赁，线上进行模块融合、平台对接，线

下与各物流一起推动用户使用标准化物流器具，建立线

上交易，线下运营的模式，逐步完善整个信息平台的搭

建。

3、提供给用户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为不同行业

不同产品提供相应的标准化物流器具，用不同的模式及

服务加快推进物流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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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爱国包装制品展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纪念

胜利的日子回望历史，对今天的和平

倍加珍惜。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

子里，包装作为一个无声的宣传阵地，

也起到了鼓舞民众士气的作用。我们

选择了一些抗日战争时期的包装制品，

让读者体会到那时包装中的爱国宣传。

1、马占山将军香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

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

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

略军，1931 年 11 月，马占山指挥了著名的

江桥抗战。1932 年 1 月，中国福昌烟公司

推出了“马占山将军香烟”，受到百姓的欢迎，

大获成功。

2、蔡廷锴将军香烟

1932 年， “一二八事变”爆发，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

1933 年初，上海民众烟公司推出“蔡廷锴将军香烟”，同样收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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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敌牌火柴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抗击日军，

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1933 年，中国火柴公司推出

抗敌火柴，火柴盒上中间图案为一顶斗笠，其上有

“十九路军”四字，斗笠左右两旁分别有凹印的“振

我中华”与“挽回利权”字样。整个设计简单而不失

庄重，富有抗战感召力

4、“77”火柴

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

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广东华强火柴厂推出了“77”

火柴，火柴盒上主版为一幅当时完整的中国地图，并

标注了各省行政区划，代表着“七七事变”的“77”

字样，醒目地出现在中国地图上，号召人们抗击日寇，

收复国土。

5、“国强”火柴

1937 年，淞沪会战中，中国空军首次作战，并

在浙江杭州笕桥歼灭三架日寇的飞机，巧明火柴厂推

出“国强”火柴。包装盒上，双翼式战斗机以及潜水艇、

巡洋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壮大祖国军事力量的一种

向往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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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丰足”火花

1939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1942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明确了“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由此展开。1943 年，延安地区的第一家火柴厂——陕甘宁边区火柴厂，取“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口号中的“丰足”二字作为牌号，生产出了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一盒火柴。“丰足”火花设计简单，但颜色十分醒目。火花主版

是两穗沉甸甸的麦穗围着“丰足”牌号的图案，副版印有“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字样。“丰足”火柴真实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克

服困难、坚持抗日的民族精神。

7、“同盟牌”香烟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开

始结成反法西斯联盟。1942 年，旌德建华烟厂

推出了“同盟牌”香烟。“同盟牌”取四国同盟

之意包装主图由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美国星

条旗、英国米字旗和苏联工农红军旗等四面国

旗组成，中间一菱形，印有“中、美、英、苏”

四个汉字，分别压在四个同盟国的国旗上，宣

传抗日救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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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星

获奖作品赏析
DOGADAN DEMLENMIS 

SOGUK BITKI MEYVE CAYI

HAMIDIYE WATER BOTTLE

公司 ：Anadolu Cam Sanayii A.S.

国家 ：Turkey

Email ：tozturk@sisecam.com

Web ：www.anadolucam.com.tr

该设计借用了伊斯坦布尔元素。最容易拿握的瓶颈

部分，展示了水的流动性。瓶体底部大半径柔和的曲线

与瓶身现代化的线条勾勒出瓶体的轮廓。土耳其的历史

仿佛通过这款郁金香主题 logo 向人们展示，郁金香被刻

印在瓶盖的底部，足见其重要性。

这是第一次在玻璃水瓶上使用郁金香浮雕与土耳

其的历史相关联。而且，这款特别的玻璃水瓶也是第一

次由土耳其三家不同的设计公司联合设计（Hamidiye，

Taskesti，Kavacik）。该款玻璃水瓶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

绿色包装设计

公司 ：Dogadan

国家 ：Turkey

Emai l ：tugba.eksi@

dogadan.com.tr

Web ：www.dogadan.

com.tr

土耳其的第一款也是

唯一一款凉茶‘Dogadan 

Cold Brewed Herbal & Fruit 

Tea’。归功于它独特、易

于拿握的设计，可循环使用、

瓶体宽口玻璃瓶与安全按

钮式瓶帽等的设计，为消费

者提供了健康且令人愉悦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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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MOTOR PACKING 

BOXES

公司 ：Zhejiang salfo package Co.Ltd

Email: packstar@cepi-china.com

Web: www.cepi-china.com

这款纸箱使用 AAA 级别的高强度瓦楞纸板作为外箱

体材料，可以有效地保护箱体里的产品，避免受到外部

的冲击。箱体内部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结合着多样的

组合方式，可以使内部空间最大化，节省可观的物流费用。

这款包装使用的全部型材都是瓦楞纸板，可回收再利用，

符合绿色、环保、节能的需求。

ANAVARZA BAL CLASSIC AND 

GOURMENT SERIES JAR DESIGN

公司 ：Sezen Gida Tarim ve Hayvancilik Scanayi Ltd.Sti.

Email: eceozan@anavarzabal.com

Web: www.anavarzabal.com

我们对所有蜂蜜包装设计做过调查，了解哪些包装

带给蜂蜜和蜜蜂应有的尊敬。我们的目的是汇集从昨天

到今天，从以往到如今，从自然到人工的设计理念，对

这款罐体进行设计。我们借用了蜜蜂身体的形状，与蜂

蜜的流动融合在一起，它的设计具有人类工程学的理念，

这使得人们很便于拿握它。在瓶盖的设计上，我们设计

了这样一段话 ：“为了这些蜂蜜，成千上万只蜜蜂不辞辛

苦的飞行很久采集酿成，你怎能舍得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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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PARMAK SNAP & 

SQUEEZE

Company:Altiparmak Gida A.S

Country:Turkey

Email:ayse.ozcan@altiparmak.com.tr

Web:www.altiparmak.com.tr

Snap & Squeeze 通过它的一次性包装产品，可

以使食品与饮品添加些自然的口感。你可以在家里、

办公室、学校等场所，在你的茶、咖啡、草药茶、牛奶、

麦片中添加蜂蜜来调制出更好的口感。

以 往 只 有 在 早 餐 时 人 们 才 会 食 用 蜂 蜜，

Balparmak snap & squeeze 现在让您全天任何时刻

都可以享用蜂蜜带给你的美味。它是土耳其第一款也

是唯一一款使用‘Easy Snap’技术（包含 ：18*7gr 

packets、24*7gr packets、120*7gr packets）生产的

包装。

MONDELZE INTERNATIONAL

CADBURY 135G GIFT CARD AND SHELF READY PACKAGING

Company:Orora Limited

Country:Australia

Email:clayton.ford@ororagroup.com

Web:www.ororagroup.com

在对红酒瓶的设计上，这款设计无疑是独树一帜的。Gadbury（吉百利）礼品卡包含

有一块巧克力以及可以在其包装上空白处写祝福语的区域。当你把这款红酒当做礼物馈

与他人时，会很有个性。这款红酒不需要使用包装纸，当然在用做礼物时也免去了购买

使用礼物卡。通过这款设计，今后在酒馆里你就有机会买到 Gadbury（吉百利）的巧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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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A EASY OPEN PACK

Company: Atria Finland Ltd

Country: Finland

Email:janne.hautala@atria.fi

Web:www.atriagroup.com/en

这款包装开启了拆封后加热食用食品新的包装方式与包装形态。开窗是这款产品包装的

关键因素。包装开启后很方便再封，且严合的再封利于保存食物，使食物在冰箱内存储不会

变干。这款包装有助于提升 Atria 品牌的公信力，消费者可以获取到原料食品全部的溯源信息，

包括产地，加工地等。就在最近，这款包装受到了 Finnish muscle disease association（芬兰

肉制品疾病协会）的认可与赞扬。

INSPIRED BY 

GAYDI.TIERRA ZEN

C o m p a n y ：A L Z A M O R A 

PACKAGING

Country ：Spain

Email ：bluna@alpack.alzamora.es

Web ：www.alzamora.es

这款包装反映出了简洁包装设计的灵

魂。通过研究线性几何，我们有了这款具

有回旋效应造型独特的设计灵感，并效仿

了 Gaudi（高迪，西班牙天才建筑师）的一

些建筑设计理念。包装上的裂纹部分与线

条部分可以在胶印机上完成印制，这为产

品包装的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包装上图案的设计强调了回旋的效果。

最终通过哑膜与丰富的色彩变化来区分产

品的类别。这款简洁高雅但又能深深吸引

人眼球的包装成为了产品的卖点之一。

绿色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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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届杜邦包装创新奖
作品赏析

Conditioner Container Combines Functionality with Aesthetics to 

Embody Premium Brand

Godrej Consumer Products Ltd.; Classy Kontainers – India

BBLUNT 是一家印度高端连锁美发沙龙品牌，近日宣布与 Godrej 进行合作，开发其首款护发系列产品。

BBLUNT 的护发素产品因为极具粘度而具有优越的产品性能，但是却很难从常规聚合材料制作的瓶体中倒出。正因如此，为了使瓶

体具备最大程度的可压缩性，即使瓶壁非常厚，瓶体依然选择了采用最低模量的聚乙烯共聚物材料。然而，聚乙烯共聚物材料使瓶体表

面没有光泽且容易产生刮痕。

Godrej 发现一层薄薄的 DuPont ™ Surlyn™ 树脂可以为瓶体提供所需的光泽，抗划痕且极具手感。

在不使用连接层的情况下处理这两种聚合物是一项挑战，材料流变之间的不同会引起瓶体厚壁、型坯下垂、吹塑不当等变化。为此，

Godrej 联合 Classy Kontainers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使生产过程变的稳定且可持续的进行生产。

BBLUNT 护发素瓶体通过它轮廓鲜明的形状与光泽，传达了 BBLUNT 其超级品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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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zor Package Captures Senses with 

Multi-Dimensional Graphics

The Gillette Company – USA; think4D Inc. – Canada; Placon – USA

Gillette™ Venus™ Swirl ™包装的多维图形与引人注目的设计使产品在货架

上就可带给消费者一种多感官体验。通过 think4D 打印技术，一个立体的银色的

球被印在加热成型的包装盖体上，并且以精准的细节展示了 Venus™ Swirl ™剃

须刀新型的 FLEXIBALL ™设计。底部拱形托盘的设计体现了剃须刀的曲线。

一般来说，要对拱形表面进行密封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这会造成较高的报

废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 think4D 的包装系统方案解决，包装盖体会在热成

型加工线上进行。剩余的热度确保包装盖体可以维持所需的形状，并且很好的与

下部的拱形托盘契合，在热封过程中使自动化效率最大化而损坏率最小化。通过

这款包装，Gillette 与 think4D 使印刷基板热成型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Moisture-Proof Bag Protects India 

Cement Industry

UFLEX LIMITED – India

意大利拥有全球第四大的水泥产业规模，但是却有超过 3% 的水泥产量在供应

环节中被损耗。这些损耗大致要归责于在供应环节中存放在开放环境下的水泥包装

袋，由于与雨水的接触、不可预知的户外环境以及极端的气候等因素，造成水泥包

装袋容易受到损害。

Flex SafePack 的特别设计可以为包装袋提供一道屏障防止水分与水进入袋内，

帮助水泥抵御恶劣环境带来的影响，并在保质期内维持水泥的性能。

为了研发 SafePack，UFLEX 不得不解决两个相互冲突的需求 ：设置空气流通

所需要的孔洞，但在水泥装袋与运输的过程中避免水分进入袋中。UFLEX 现在可

以通过在柔性挤压层使用纳米压印技术解决这个难题。这种技术可以进行最多高达

10 色的高分辨率图形印刷，这样也会使商品的档次得到提升。

ORS Package Provides Simple, Life-

Saving Solution

Mix Pak System S.L.; Interapothek – Spain

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84 万 2 千人因为脱水而导致死亡。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 7

亿5千万人无法接触到干净的水源。Mix Pak System的Oral-Rehydration-Salt (ORS)

包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将救生的治疗解决方案带给需要它的人们。

ORS 包装具有双储袋结构，一个储袋内装有精准剂量的粉状补充物， 另一个储

袋内装有纯净的清水。两个储袋之间被一条由 DuPont ™ Surlyn™ 树脂构成的易破

的封口隔开，当对存水储袋施加一定的压力，封口即会破开。一旦封口破开，ORS

内两种成分相互混合，产品即可使用。

ORS 的两种成分都不需要冷藏使用，其保质期长达两年（ORS 一旦混合后保

质期仅有几个小时）。这款非常简单的包装为没有电、基础设施或可饮用水源地区

的人们带来了救生的治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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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Lipstick 

Puts Color on Lips and 

Confidence in Minds

Grupo Boticario; Ycar Artes Gráficas – 

Brazil

在巴西，一次性口红小样的试用体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化妆品试用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卫生的体

验。在商店内，大家共用的小样可能会成为细菌及病

菌滋生的场所，会引起轻微或严重的皮肤问题或者感

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rupo Boticario 研发了一种

新的口红试用方式，为客户提供一种简单、愉悦、卫

生的试用体验。

口红小样通过类似图片印刷的过程将单次剂量的

口红 “印”在涂布纸板上。试用时，消费者只需揭开

塑料薄膜，将纸板对半折叠，口红直接接触嘴唇使用，

无需像以往那样用手指控制进行涂抹。每一支口红小

样只能够使用一次，使用后即被扔弃。在巴西，这种

简单、易用的小样试用解决方案可以让消费者实际观

察到口红的颜色与质地，为她们购买产品提供信心。

Transportation Packaging 

– Now Stronger and More 

Responsible

Compadre, LLC – USA

伴随着引进 Kübox，货物的打包与运输变得更

加稳定，装箱过程更加容易。这种以纸板为材料的装

货箱符合消费者们想要更轻质箱体的需求，它比传统

的木质装货箱或塑料装货箱更加便宜，更便于使用，

这是瓦楞纸箱远远比不上的。

它的重量只有木质装货箱的一半，但抗压强度可

以超过 5000 磅，Kübox 不仅质轻而且抗压性强。尽

管 Kübox 拥有创新的设计，但并不复杂，不用工具

就可以将它轻易并安全的进行组装与拆解，同时也便

于运输与仓储，节省空间、人工以及运输成本。

Kübox 的强抗压性与耐久性保证了它的功能性，

无论是画廊的艺术品还是飞机的引擎，它在运输过程

中的安全性让你大可放心。使用过后，Kübox 有多

种方式进行再生利用，最常见的是被消费者用作家用

储存箱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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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eline 
获奖作品赏析

The Dieline Awards 2015

1st Place Dairy, Spices, Oils, 

Sauces, Condiments

Foodscross

蜂蜜市场日益火爆，蜂蜜产品包装设计更是多种多样。我

们应该意识到品牌形象可以传达产品的独特优势。这款产自希

腊的蜂蜜因其含有极高浓度的百里花花粉粒（80%）而出名。

产品不仅因在自然生态下的生产过程十分难得，而且每一瓶都

配有专属的编号。

logo 的设计与品牌名称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以蜜蜂为原

型的一款十字刻字型 logo，由国际知名插图画家 Si Scott 亲自

操刀为我们进行设计。我们选择在细长玻璃容器的上部展示品

牌标识，在顶部展示产品的相关信息，某种程度上将设计元素

整合在一起，即使将瓶体顶部的盖子打开，产品的采集数据（编

码）也清晰可见。黑色，白色以及红色主导着包装设计的颜色

搭配，类似于药品 / 化妆品包装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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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eline Awards 2015

1st Place Fresh & 

Prepared Food

Louis Charden

当提及面包店，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

家，家人，节日，童年或是母亲做的，香味四溢、

诱人的蛋糕？记忆驱使的概念贯穿着品牌的整

个发展过程。

我们开发了一款品牌——Louis Charden，

它以蛋糕店的创始人命名。并构造出品牌发展

的故事，以独特的插画形式，延展出他不同时

期的生活事件暗示品牌的发展过程——他在幼

时的文娱活动，他的第一份爱情以及他在糕点

行业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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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eline Awards 2015

2nd Place Dairy, Spices, 

Oils, Sauces, Condiments

Tesco Finest Grocery 

Redesign

Finest* 的最新包装不同以往，它的每一份独立

包装都是手工制作的，且非常注重细节。然而最引

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将产品的特性与独立性谨

慎的融合在一起，使包装看起来像手艺纯熟的匠人

打造的艺术品。

包装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

字体的排版格式，精美的插图，书写体装饰或令人

垂涎的产品影像展示。所有设计元素都会进行评估

并做出最优化的选择，最终用以提升产品的设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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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eline Awards 2015

2nd Place Fresh & 

Prepared Food

Dorset Cereals

十年前我们对 Dorset Cereals 的业务重新进行

规划，至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对Dorset Cereals的品牌、

包装设计以及营销团队的建设工作。我们的工作使

Dorset Cereals 的品牌价值在短短三年半内从 4 万英

镑激增至 45 万英镑。新老板要求我们重头来过，在

原有成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我们意识到人们与 Dorset Cereals 的关系已经

超出了谷物（产品）本身。Dorset Cereals 的消费

者们对口感的要求很高，并且他们相信美学的力量。

我们的包装可以让消费者们从每天清晨就感受到生

活积极的态度。我们组织了一项活动，叫做“Life 

begins at breakfast（生活从早餐开始）”，这项活动

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感受到‘carpe diem（及时行乐）’

的精神。Dorset Cereals 包装的插画部分经过修饰处

理，把简单的谷物（产品）包装变成一件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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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eline Awards 2015

3rd Place Dairy, Spices, Oils, Sauces, Condiments

The Family Beez

我们进行这款包装设计基于包装设计者的真实自述 ：“在我居住的岛上，塞里福斯岛，那里有

许多蜂房，岛上到处都是百里香，这是一种受 Unesco（国际教科文组织）保护的花植品种 ...... 我

从我父亲那里学会了养蜂，当我还是孩童时我便留意观察蜂房 ...... 蜜蜂只在这里待上 2 到 4 个

月 ...... 甚至在有的夏季无法待上 2 个月，这取决于当时的气候温度 ...... 它们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

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

一只蜜蜂可能没有力气再飞行哪怕最后 20 米回到它自己的蜂房，这时距离它最近蜂房的蜜蜂

会允许它在自己的蜂房里留宿 ...... 最好的蜂房是 14 号，37 号，86 号 ...... 如果你观察过蜂房的内

部结构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说了 ...... 蜂群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蜂蜜产量也有不同，这就是

我为什么要在它们之中设置蜂后的原因 ...... 我做这些是为了我的孩子们，这样它们就可以感受夏

天，蜜蜂，还有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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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源

中国包装工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研讨会举行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

包装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暨《工信部关于加快我国

包装工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总体框架讨论会”。

工信部消费品司汪敏燕代表工信部讲话。一是要围

绕《中国制造 2025》总体规划，确定行业发展规划的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二是要把握“十三五”

时期的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准确定位，聚焦重点 ; 三

是要把握“十三五”行业发展趋势和主要问题，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由大变强方针指引，提出行业战略性

调整的路径方向和保障措施 ; 四是要严格按照工信厅规

[2015]24 号文件对编制工作总体进度要求，增加工作

紧迫感，确保 10 月底前完成各行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起草编制工作。

中国包联高度重视“中国包装工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 简称“十三五”规划 ) 及《工信部关于加快我

国包装工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

的制定，分管此项工作的敖雯楠副会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敖副会长阐述了包装“十三五”规划和指导意见编制工

作的意义及重要性，对开展这两项工作的时间做了要求，

希望各专业委员会、各地方包协、包装企业及各包装院

校科研单位都投入到此项工作中来，群策群力，为中国

包装产业的未来五年实现更良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湖南工业大学张昌凡副校长介绍了中国包装工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工信部关于加快我国包装工业

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总体框架和草稿撰写情况。

各参会代表结合在包装领域的从业经验，共同讨

论“十二五”期间包装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

原因，以及对“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思路和设想，并对

“十三五”规划和《指导意见》总体框架和草稿提出了

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全体与会代表本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边聆听，边思

考，会场气氛严肃认真，高潮迭起。据悉，本次讨论会

仅仅是做好“十三五”规划和《指导意见》的开端，今

后还将组织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深化规划设计，为我国

包装产业今后五年发展描绘一份科学清晰、切实可行的

路线图。

关于中国包装工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延伸阅读

一、背景和意义

“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

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在稳定经济增长、

深化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

解风险等方面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直面新常态，是由大国

向强国上台阶的关键阶段，增速换挡期的一些问题将会

集中体现和暴露，而中国也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变

轨超车。

2015 年既是“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编制“十三五”发展规

划的重要一年，也可以说是规划编制承上启下的定调年。

“十三五”时期是非常关键的五年，编制好包装工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如何认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作用

中国包装联合会作为行业组织，一要为行业争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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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宝贵资源 ; 二有责任凝聚行业共识，提出未来发展的主张，去影响政府决策

和引导企业发展。

因此中国包装联合会要组织业内专家认真研究，集中全行业的智慧，形成

系统的规划建议，并向行业内外宣传行业的主张，在惠及行业企业的同时，争

取影响政府决策，营造尽可能有利的产业发展环境。

三、筹备情况

中国包联徐斌会长非常重视“十三五规划”和指导意见编制工作，他在八

届一次理事会讲话中就做了重要阐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这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十分重要的一个五年发展规

划，必须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中国包装联合会也将根据我国包装行业发展的

总目标，结合当前实际，制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用于指导今后五年行业

发展的路径。

徐会长担任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筹备过程中，多次关心编制进展情况，

并亲自联系相关部委领导 ; 敖雯楠副会长亲自带领工作组成员到工信部、发改

委等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交流，力争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有更多关于包装

工业的体现 ; 同时，我们也广泛动员中国包联专委会、地方包协、各子行业龙

头企业，调动各个层面的重视，激发各单位的积极性，自觉主动参与进来，通

过信息采集、企业走访调研、专题会议等形式，密切合作，共同做好这件行业

的大事。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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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有关

部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工作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

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研判国内外发展

形势，准确把握加快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

战，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突出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明确“十三五”行业发展的方向

和目标，推进包装工业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科学发展，

打造包装经济升级版，实现行业由大到强的实质性转变。

五、规划体系

包装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由总体规划、专业

规划、专项规划和地方规划组成。

总体规划将明确全行业“十三五”战略任务、发展

路径和重点目标，是指导行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纲要

性、指引性文件。

专业规划是包装工业重点子行业的发展规划，包括

纸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容器、玻璃容器、竹木、机械等。

专项规划是关于包装教育、科技、标准化、设计、

印刷、环保节能、运输、军民融合、电子商务等领域的

规划。

地方规划是相关地方的区域性规划，由相关地方包

协 ( 含包联、包装办 ) 完成。

包装工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具体工作由中国包联

包装规划委员会牵头承担。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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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秦

中国的包装业正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消费品行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

是纸类外包装市场需求量急速增加，纸制品的产量增长很快，所占比例是最大的，

可是在量上的急速加快，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随着低碳环保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很多领域都在践行着低碳环保，包

装材料领域也是如此。

硬质塑料包装

硬质塑料包装则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包装生产厂家的喜爱。

最近某清洁类产品公司重新设计了包装。新设计减少了纯树脂的使用量，

开发出了质量更轻的按压式新喷瓶，并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全球各大市场，该设

计每年能为公司节约 900 万磅纯树脂。同时，因为瓶子自身重量减轻了 9%，

所以相同数量产品的船运重量也随之降低，节约了运费成本。而且，近年来，

加拿大每年生产普通清洁类产品约 40 亿个集装箱，如果 20% 的包装是采用再

生材料，那么节省下来的树脂量是非常壮观的。

martTwist 系列喷雾器是一种可重复集中灌注的清洗系统。消费者只需用

自来水填满喷雾器的水箱就能使用，水箱设有开关，非常方便用户操作使用。

这种喷雾器及水箱能多次重复使用，有效减少废弃量。与传统水箱相比较，它

塑料含量不到 63%，可节省 18.7 至 22.7 盎司水，并且，还能被大多数环保组

织回收。

环保主流下包装企业的
低碳践行之路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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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指令》要求，到 2017 年

包装制品中再生塑料含量要达到 57%。这就使得行业

领先者们在包装设计和研发时更为关注这一点。拿奶制

品工业举例，Nampak 公司已经做出如下规划：2010 年，

牛奶瓶含 10% 的再生高密度聚乙烯，计划 2015 年含

量达 30%，到 2020 年上升到 50%。

降解包装应运而生

为治理塑料废弃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降解塑

料应运而生并一举成为全球瞩目的研发热点。此外，日

益增高的能源成本也为生物塑料在市场上的成功奠定基

础。生物塑料指以淀粉等天然物质为基础在微生物作用

下生成的塑料。它具有可再生性，因此十分环保。不仅

如此，其对肌体的适应性也非常好，可望用于生产可被

肌体吸收的术后缝合线等医用产品。

生物塑料可以使用于生产塑料的石油消耗减少；生

物降解型塑料可以推动美国进展缓慢的塑料回收；生物

塑料不含聚氯乙烯、邻苯二甲酸酯等有毒物质，这些毒

素对健康的影响已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国家地区已经法

令禁止在玩具和婴儿用品中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生物塑

料的研制都是从纯植物中获取，植物中含有大量淀粉和

蛋白质，这也是生物塑料中丙烯酸、聚乳酸的主要来源，

在植物中提取的丙烯酸、聚乳酸等再经过各种工艺生产

制成生物可降解塑料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这是传统塑料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以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最

为活跃，据报道，1998 年全球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年产

量约为 3 万吨，到 2001 年，美国、西欧、日本的产量

已增加到 7万吨，2004 年已经达到 12 万吨。目前国外

的降解产品主要是完全生物降解塑料，这将是今后中长

期的产业发展方向。

电商火热，环保不可缺

为了改善电商下包装浪费这一情况，各大电商纷纷

探索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及采用新型环保材料。根据国

家邮政局数据，2013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完成 92 亿件。

然而，这个数字背后蕴藏着极大的环境风险。目前，中

国快递物品使用的包装、填充物多为塑料、泡沫等不可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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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的材料，对水源和土壤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

为引导国内快递企业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意识，不断降低快递服务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家邮政局去年出台了《快递业温室气体排放测

量方法》，而随着这一行业标准的出台，作为包装材料的消耗大户，电商和快递

企业也正在探路快递包装的新出路。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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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惟民

近日，国际知名的独立第三方检验、检测和认证机

构——德国莱茵TUV集团 ( 以下简称 :	TUV莱茵 ) 正

式发布了《食品检测和标签制度化白皮书》，旨在提出

化解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对策。2015 年上半年，TUV

莱茵对近 800 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消费者进行了

“2015 消费者食品消费认知线上调查”，并在此基础上

撰写了《食品检测和标签制度化白皮书》，白皮书阐述

了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心的方式方法和最新相关法

律法规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检测单位是中国大陆与

台湾地区公众最信赖的食品安全资讯来源，而且食品上

的商品标志、认证是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最主要的考量

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在受调查的中国大陆地

区消费者中，最信赖的食品安全资讯来源是“检验单位”，

占 72.6%；台湾民众的反馈与大陆民众极为相似，台湾

民众最信赖的来源也是“检验单位”，占 30%；中国大

陆与台湾民众认为，“检验单位”提供的数据多是通过

专业的检测仪器测试得来，因此数据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尤其是那些独立的第三方检验单位。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在购买食品

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前四位分别是“获得商品标志、

认证”（57.1%）、“品牌知名度”（54.2%）、“品质好坏”

（46.2%）、“卫生与否”（42.9%）。而台湾消费者在购买

食品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前四位分別是“获得商品标

志、认证”（37%）、“品质好坏”（17%）、“卫生与否”

（14%），“品牌知名度”（9%）。

这项网上调查表明，商品标志和所获认证在中国大

陆与台湾消费者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随

着国内发生众多的有毒食品事件，向中国消费者敲响了

食品安全的警钟，唤醒了消费者、食品生产商以及政府

综述评论

TUV 莱茵发布《食品检测和标签制度化
白皮书》

95

GREEN PACKAGING 绿色包装



的食品安全意识。大部分的消费者对商品标志和认证都有基本的认知。他们意

识到，经过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的“商品标志、认证”，普遍都具备严格的

检测标准与中立的认证过程，具有权威性。广大民众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

检测标准和检测认证过程的详细资料，这类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相对更高。

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仅受到民众的重视，而且也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它被称为“史

上最严”	的食品安全法。新法规完善了对不同食品的管理方案：禁止剧毒高毒

农药用于果蔬茶叶；保健食品标签不得涉防病治疗功能；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

全程质量控制；网购食品纳入监管范围；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按规定标示。今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15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提到中国将建设国

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该平台的建立将实现“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大大

加强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风险评估、日常监管统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利用，

提升科学监管水平和监管效能。

TUV莱茵深谙风险控制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因此，对食品的

生产者和销售者乃至整个食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制定综合性的、广泛性的衡

量标准，对食品品质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从农田到餐桌，捍卫食品品质与安

全”。TUV莱茵的食品实验室及专业团队遍布大中华区，包括上海、深圳、青岛、

福州、海口、台北和高雄等，其食品测试能力与认证满足从种植养殖到成品加

工的检测需要，可以确保食品高质量地走出国门。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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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已成为最重要的四大包装材料之一，技术日新

月异，随着现代化生活水平及物流的发展，包装对生活

及工业产品的意义日趋重要，尤其是食品饮料及日化包

装。塑料包装领域近些年涌现出了哪些新材料、新工艺、

终端用户对包装有哪些新诉求？由雅士《CPRJ 中国塑

料橡胶》与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旺旺

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

示会”于 8 月 6 日在苏州举行。现场 400 多位参会的

国内外塑料包装行业权威机构、行业协会、知名企业的

专家及用户共同对包装相关技术与发展趋势进行热烈探

讨、相互交流信息，现场为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包装可持续发展、机械智能自动化成
论坛主旋律

本届CPRJ 塑料包装技术论坛暨展示会聚焦“绿色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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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市场解读·智能自动化”，多位行业专家嘉宾就此相关主题发表演讲，与

参会人员分享他们的感悟。

雅士集团主席朱裕伦先生首先发言致谢，感谢大家前来参会交流。在随后

的致辞中，朱裕伦先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顺应现代生活水平及方式、环

保意识的变化、功能性包装材料、绿色包装技术、自动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

2015 年 10 月 1 日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食品安全问题势必将接受更严格

的监管，也势必将对自动化及其相关包装技术带来影响。”

接下来，旺旺集团总部生产总处副总处长余惠民先生在致辞中指出：“塑料

的日新月异为包装行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行业在关注产品利益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未来，技术的革新在不断带动产品的革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才能创造更加健康的包装行业。本届论坛主题聚焦包装的环保与安全趋势以及

机械的智能制造，是与时俱进，很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理事长、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全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哈尔

滨商业大学孙智慧教授结合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等形势政策，解读包装机

械行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材料供应商博禄（Borstar）私人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

经理段新荣先生介绍了公司的专有技术——双峰 PE 技术与 BNT	PP 技术，助

力创新可持续发展性包装方案，强生（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包装开发总监沈弘

先生、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应用工程部经理刘克俭先生、统一企

业中国有限公司资深安全工程师吴继光先生分别就强生日化品的设计与可持续

发展、德马格机械与统一对包装材料的管控等主题进行讲解与经验分享。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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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展示类别繁多，参、展双方交流
热烈

在同场展示的展品范围包括：工程塑料、生物塑料、

复合材料、自动化设备、模具、检测仪器、装潢和印刷

加工设备等等，三层展厅被近三十余家展商展位占据，

观众积极问询，展商耐心解答，现场处处可见展商与参

会人员、潜在买家的热烈交流。

分会场论坛主题多样，精彩纷呈

下午的分会场分为三个主题论坛，分别为包装智能

化和工业 4.0、包装新技术与设计、包装趋势：高效·环

保·安全。由众多知名机构和企业的资深专家（包括：

罗克韦尔自动化、埃维恩、常州汇拓科技、深圳通产丽星、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普派、青木固、欧德机械、德国

贝克姆机械设备、江苏世耀、卓高泰、奥地利EREMA

艾瑞玛、无限极、德国考特斯机械制造等）演讲相关主

题的题目。

除了有专家演讲外，每个分论坛都特别设有“头脑

风暴”环节，让台下观众参与发问与讨论，形成了良好

的互动交流，达到了集思广益的目的。

短短一天的论坛交流终有尽时，但创新包装技术与

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国家与社会不断对包装，

尤其是可持续包装与食品包装安全性的重视，人们对包

装的观念态度会从简单的“包裹性”逐渐向复杂的“功

能性”需求所转变。塑料包装作为占据包装“半壁江山”

的产业，坚信在迎来变革发展的同时，更会向着积极改

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向迈进。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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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超

夏至过后，全国各地持续高温，饮料也迎来销售旺季，对于饮料生产厂家

而言，原本是好消息，而部分厂家却感到头疼。原来，产品需求增长的同时，

也带来不少问题，如：假冒仿货层出不穷、区域窜货严重、代理分销商管理混乱、

产能不足等等。当饮料品牌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必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品牌保护，

激光打标机就是明智的选择。

根据全球激光加工设备的销售数据显示，目前激光打标机的销售额已经仅

次于现在的激光切割机，居于第二位。近年来，随着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激

光加工的应用范围正在逐渐日益宽广，激光切割机和激光打标机的销售量各

综述评论

激光打标机
——包装产品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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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销售总量的 1/3 左右，激光打标机市场增长达到了

200% 左右，同时激光切割机的市场增长达到了 80%

左右。而在国内，激光打标机销售额却一直占据了国内

激光加工销售额的 50% 以上，是国内激光加工最大市

场，并且在现在的工业领域，与国外市场相比，激光打

标机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涵盖了国内现在加工领域的

众多方面。目前激光打标的年市场销售数量已经达到

4000~5000 台，主要用于现在零部件加工的固定位置

打标，和流水线上物品的快速打标，优异的性能特点，

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标记方式，成为现在标记加工的主流。

激光打标机可用于饮料包装瓶、包装盒上的信息打

标，包括品牌 LOGO、防伪码、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保质期、监管条码、二维码等。激光打标机采用非接触

式激光加工，解决了传统赋码方式的种种弊端。激光标

记的防伪码防伪性能优越，能有效打击“山寨仿货”，

激光标记的条码信息清晰美观、永久性好，耐高温、耐

腐蚀、不易擦除，能有效防止市场窜货，并能通过“二

维码追溯系统”实现全程追溯，能有效加强对各地分销、

代理商的监管。激光打标机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可用于

不同材质的打标，如玻璃瓶、纸质包装、塑料瓶、金属

易拉罐等。

此外光纤激光打标机可适用于 PVC打标，PVC质

料是一种无结晶的乙烯基的聚合物质，这一种物质对氧

化剂，还原剂和强酸都有很好的耐力。以是现在许多的

场所都用到这一质料做的产物，电器外壳，下水管道 ,

产业配件等。

一样通常来说，现在在 PVC 质料上打标的话利用

的是近红外激光又大概是远红外激光（好比CO2激光），

远红外激光打标机最常见的是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这

种激光的波长是 10.6u，这一种打标性能在 PVC 质料

上打出黄赤色的字迹，由于二氧化碳激光的功效可以做

到很大，好比现在通用的 30W 功率的打标机和 50W

功率的打标机，以是这种范例的打标机可以以非常高的

速率打标，很得当于流水线上的加工，取代不那么环保

的油墨喷码。

光纤激光打标机具有极为良好的光束质量，并且体

积小巧、实用于恶劣情况，遍及应用于 PVC 质料的标

刻中。

激光打标机最大的优势在于几乎可以在任何材质上

标记，包括金属、非金属、合金或特殊材料，也能在平

面或 3D 曲面上标记，这是传统标记方式无法比拟的优

势，相信在未来的包装市场将发挥越来大的作用。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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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第一及全球第二大橡塑展览会“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为庆祝

2016 年展会踏入第三十届的大日子，主办方打造全新形象，借此进一步强化展

会的专业化、国际化形象，同时寓意展会不断成长、壮大，跨越三十届的里程

碑后将迈向下一个更新、更广的里程。

“国际橡塑展”主办方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雅琪女士表示：第

三十届的里程碑对展会有着重大意义。首届“国际橡塑展”于 1983 年在北京举

办时，展会规模极小，展位不超过 100 个，展览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随着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全球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国际橡塑展”的规模连年扩大，

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塑料橡胶工业展，同时亦是国内唯一获全球展览业协会

（UFI）认可的橡塑展览会，每年为全球 3200 多家参展商和十多万名观众提供

优质的技术交流及采购平台。

展会此次推出新形象，全新的设计将被采用于展会的整体设计及宣传品上，

主办方将沿用大会的招牌颜色－鲜明的橘红色为设计的主色调，不但为展会增

添活力，更象征着先进的橡塑科技为人们生活各个领域带来朝气和向上的动力。

主办方更刻意把展品形象化，将各种几何图案融入到设计当中，例如方形、圆形、

条形和三角形等，以抽象形态代表不同的终端行业。例如，圆形用于表示汽车

行业，因为其主要部件例如车轮、方向盘、车灯等均为圆形。崭新的形象设计

代表了“国际橡塑展”服务于各终端行业的决心，务求做到更专业化及个性化。	

除引进崭新的视觉元素外，同时还推出别出心裁的 30届新标志。新标志的

综述评论

“2016 国际橡塑展”
塑造新形象与行业共同
跨越三十届的里程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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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由阿拉伯数字“30”组成，三个完整程度不同的圆

形以斜向右上方的方式伸展，从一个小而不完整的圆形

发展到一个大而完整的圆形图案，象征展会朝着圆满及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展会将不断完善展品系列及服务，

带来更多元素以覆盖更多行业，同时亦积极引进节能环

保及自动化科技，为买家和展商带来更高价值。标志的

设计师表示：我们设计这一标识时，展会主办方的团队

精神，追求完美、卓越和成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为此我们将这种精神融入到设计意念当中。

梁雅琪女士补充到：工业界正经历快速变化，我们

必须与时并进，与用户的步伐保持一致。展会除换上了

时尚的面貌外，亦在不断革新和转型。时至今日，“国

际橡塑展”已不仅仅是商贸平台，也是专业人士汇聚一

堂获取启迪的场所。展会向观众展示的新材料、新设备、

新技术再不局限于通用塑料制品的生产，而是向汽车、

电子电器、建筑、包装、医疗，以及其它制造行业的用

户提供更专业、更针对性的应用方案。我们亦期望借着

这次形象大革新，能更有效地传达展会讯息及令受众产

生更多的共鸣。上届展会期间，“设计	X	创新”、“工业

自动化专区”、“医用塑料论坛”等同期活动深受观众青

睐。“2016 国际橡塑展”将保持这一势头，推出更多的

自动化、创新及环保解决方案。为纪念三十届的来临，

展会将推出更多精彩及高品质的活动，让参展商和观众

一同参与这项盛事。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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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评论

2015 运输包装技术组织年会暨 ISTA 中国十周年庆典将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中国厦门市举办。本届年会继续由 ISTA 中国和中国包装联合

会运输包装委员会联合主办，由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中包包装研究院、厦

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共同承办 , 年会全程将围绕国际运输包装技术进行探

讨，来自世界运输包装研究机构和商界的 22 位优秀演讲嘉宾将会对国际最前沿

的运输包装相关技术加以介绍与阐述。

本届年会得到中国诚通控股集团、中国包装总公司、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和厦门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届时相关领导将出席本次年会。本届年会

系首次与地方质监机构合作，更得到了地方政府、各行业协会、相关企业、高

校以及媒体的大力支持。

此届年会将见证 ISTA 中国与会员企业共同成长的十年！年会中召开的

ISTA 中国理事会将讨论通过 ISTA	China	Program( 三年规划 )，该 ISTA	

China	Program	将遵循中国十三五规划（2015-2020 年）的总体方向，并以三

年为期限适时调整 ISTA中国在运输包装技术上的发展方向和推动方式。ISTA

中国也将根据中国市场的多样需求，通过运输包装相关技术打通供应链的各个

环节，建立成本优势，将最安全的产品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今年台湾地区参会的协会、企业数目创历届年会新高，将成为一次海峡两

岸在运输包装领域的深入交流的盛会，为推动海峡两岸运输包装行业发展与融

合提供了良好契机，也将成为本届年会的亮点。

此外，年会中还将开展一系列技术活动，一是为加快运输包装测试技术的

发展与应用，促进平板显示器行业提高品牌信誉，降低物流成本，ISTA中国联

合企业正在制定社会团体标准——《平板显示器运输包装测试标准》，年会期间

将对该标准的技术细节进行研究讨论。二是为了推进包装教育的深入开展，提

高广大包装专业在校生综合素质，储备运输包装事业发展后备力量，传播卓越

的运输包装技术，	ISTA中国运输包装教育委员会将在年会期间讨论建立“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暨“高校——企业——研究中心”的人才培

养体系。

历届年会已成功在我国华东、华北、华南以及西部地区举办，此次年会将

秉承历届年会的国际化理念和高技术水准，为广大运输包装技术人士营造一席

技术交流的饕餮盛宴。

诚挚的邀请您参与本次年会，期待您的到来！

大会官网：www.ista-china.org

ISTA中国

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1 日

2015 运输包装技术组织年会
——暨ISTA中国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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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五国进口的非涂布纸作出反倾
销初裁

2015 年 8 月 20 日，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的

非涂布纸 (uncoated	paper) 作出反倾销初裁，出口

商Greenpoint	Global	Trading(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Ltd、生产商亚太森博 ( 广东 ) 纸业有限公司

(Asia	Symbol(Guangdong)Paper	Co.,Ltd)、亚太森博

( 山东 ) 浆纸有限公司 (Asia	Symbol(Shandong)Pulp	

and	Paper	Co.,Ltd) 倾销幅度为 97.48%; 中国普遍为

193.30%。

2015 年 2 月 18 日，美国商务部对华非涂布纸进行

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2014年7月1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4802.56.1000、

4802.56.2000、4802.56.3000 等。2014 年 , 来自以上

五个国家的进口量达到 74.5 万吨，而美国市场的总容

量约 400 万吨。

早在今年 6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已经公布了对华

非涂布纸反补贴调查的初裁结果，强制应诉企业亚太森

博 ( 广东 ) 纸业有限公司 (Asia	Symbol(Guangdong)

Omya	Minerals	Co.,Ltd)、亚太森博 ( 山东 ) 浆纸有

限公司 (Asia	Symbol(Shandong)Pulp&Paper	Co) 和

Greenpoint 贸易公司 (Greenpoint	Global	Trading	

Co.,Ltd) 补贴幅度为 5.82%，强制应诉企业山东太阳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	Paper	 Industry	

Joint	Stock	Co.,Ltd)、太阳纸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 (Sun	

Paper(HongKong)Co.,Ltd) 和芬欧汇川 ( 常熟 ) 纸业有

限公司 (UPM	Changshu) 因在反补贴调查过程中未能

充分配合，美国商务部对上述企业适用不利可得事实规

则计算初裁税率为 126.42%，其他中国企业获得 5.82%

的全国补贴幅度。

预计美商务部将于 11 月 2 日作出本案反补贴调查

终裁，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 12 月 17 日作出损害终

裁。如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肯定性裁决，则美商务部将

于 12 月 24 日发布税令。

据该项调查的主要发起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简

称“USW”)介绍，近几年，因中国和印尼的纸张进口

存在的竞争行为，已经导致美国本土超过 2500 名造纸

厂工人失业。USW副主席 Jon	Geenen表示，美国政府

的该项初裁，符合他们最初提出申请时的判断，他们将

继续关注政府未来制定的对涉及企业的相关惩罚性措施。

据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纸品进口的贸易政策愈发

严格，已经有中国企业在逐渐放弃美国市场，放弃应诉

的芬欧汇川早前就表示，美国只是芬欧汇川 ( 中国 ) 非

涂布纸出口很小的一个市场，而且未来也不打算将美国

市场作为重点。

美国研发抗菌生物塑料新型配方，有
望 100%杀菌

近日，美国《应用聚合物科学》杂志发布了一项最

新研究成果，一位主要研究生物塑料抗菌性的博士生

AlexJones，研发成功抗菌生物塑料的新型配方，有望

达到 100%杀菌率。

据 AlexJones 介绍，“细菌无法在这种塑料上存

活。”这种生物塑料可用于医疗方面，例如缝线、药物、

输送导管和愈合敷料等，也可用于食品包装。

研究人员测试了 3 种用于替代常规塑料的非传统的

生物塑料材料——蛋白、乳清及大豆蛋白，发现可降低

污染造成的风险。例如，当蛋白 ( 蛋清中的蛋白质 ) 与

传统增塑剂混合时，可显示出很强的抗菌性。如果成功

进一步进行研发改良，有望将抗菌生物塑料的新配方应

用用于食品防腐剂或药物当中，以期能杀死细菌或阻止

其蔓延，达至 100%抗菌的效果。

此外，这种生物塑料可以完全降解。“如果你

把它放在一个垃圾填埋场，这种纯蛋白质会发生分

解。”AlexJones 介绍道，“如果你把它埋在土里，这

些塑料将会在一到两个月消失。”

该研究接下来将深入分析这种以蛋白为基础的生物

塑料在生物医学和食品包装领域的应用潜力。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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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立法支持果蔬使用生物基塑料包装

近日，法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能源过渡和绿色增长的

法律。新法律除了减少核能在法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之

外，还包含与可再生能源和塑料包装有关的立法建议。

例如，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增长 40% 以及到 2030 年

二氧化碳减排 40%。用于包装水果和蔬菜的轻量级包

装袋将于2017年 1月 1日开始必须以生物基材料制成。

此外，用于商业邮件的塑料包装也将在同一时间以相同

的标准执行。

生物可降解塑料是利用植物秸秆、淀粉等制成的塑

料材料，废弃物在生物环境的作用下，可以自行分解，

无论对人还是环境都无害，属于绿色包装。例如，作为

应用广泛的塑料行业的生物降解技术的先驱，澳大利亚

Plantic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系列可生物降解的塑料

包材，产品成分 90% 为玉米淀粉，将该材料放在水里，

只需几秒钟就会从你的视线中消失。它可以直接与油腻

食品接触，甚至可以直接食用。

在我国，随着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的出台，生物塑料

逐渐在市场上走强，据估计，生物基生物塑料 PET 取

得的效果将最为显著。到 2020 年，将有 500 万吨生物

塑料生物基 PET 以甘蔗提炼的乙醇生产出来。由于亚

洲及南美地域有较丰硕的自然植被，进行生物塑料生产

的资金会因势涌入这两大洲。

韩将强制食品包装标注盲文及声音转
换编码

日前，韩国部分议员提出了《食品卫生法》部分修

改草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方便视觉有障碍人员，要求

食品容器或包装上强制标记产品详细情报的盲文及声音

转换用编码。

韩国现行《食品等的标示基准》中虽要求扩大食品

情报标记活字大小及并用盲文。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并用

盲文标记的产品，因此视觉有障碍人员安全购买所需要

食品存在很大的困难。

该修改草案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食品进口销售业

者，要求在食品容器或包装上强制标记产品详细情报的

盲文及声音转换用编码。要求韩国 KFDA 建设盲文及

声音转换用编码的数据库及情报系统，以便视觉有障碍

人员通过声音转换器或智能手机上的 APP，安全购买

和食用食品。

SmithersPira 称 2015 年全球软包
装需求将达 2100 亿美元

根据 SmithersPira 的最新市场调查报告显示，

国际信息

2015 年全球软包装市场需求将达到 2100 亿美元。

2015 年全球软包装消费市场价值估计将达到 917

亿美元，预计在 2015-2020 年期间每年将会以 4.4%

的速度增长，达到 1140 亿美元。预计 2015 年此领域

市场吨位数将达到 2620 万吨，预计在 2015-2020 年

期间将以 3.8%的速度增长达到 3170 万吨。

有迹象表明，全球软包装消费市场需求在 2015 年

将持续攀升甚至远超预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

断扩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消费市场，市场吨位

数达到 607 万吨。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占到

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40%，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亚洲

预计或成为全球软包装消费领域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

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6.6%。印度和中国是市场发展最

快的国家，每年软包装消费比例分别达到 9.4%和 6.9%。

超过了 2015-2020 年预期。

2015 年食品包装预计将占到全球软包装需求的

3/4。肉、鱼、家禽类是食品领域使用软包装最大的部分，

其次是糖果和焙烤食品。食品软包装在 2010-2015 年

期间一直保持着平均 4.0%的增长。

它是使用量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紧随其后的是饮

料和医药行业。

调查显示 2019 美国标签需求量将增
长 3.8%

据位于克利夫兰的市场调研机构 Freedonia 公司

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标签市场 2019 年需求量将增长

3.8%，达到 197 亿美元。随着整体经济和人口增长以

及健康的消费前景，标签业务发展将更为广泛。热敏标

签稳定的增长得益于多功能应用以及增值产品领域的需

求，如智能标签。由于标签技术的竞争，预计至 2019

年热收缩和膜内标签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由于热敏标签的冲击，胶粘标签将面临更大程度

的下滑，即使是在葡萄酒以及各类特色饮品等传统领

域。”分析师Esther	Palevsky 表示

邮寄所用标签以及运输使用的标签将在 2019 年将

进入快速增长期。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包装运输业务也

在不断增多，这将推动标签在邮寄以及运输领域的发展。

由于识别、定位等领域需求的不断增多，标签工业将会

不断发展。

Coveris 推出新型多层无底纸标签材
料优势突出

Coveris 公司日前推出了Compac	Linerless——

一种新型多层无底纸标签材料，这种材料的推出，丰富

了该公司为满足客户品牌需求、功能性需求和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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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的业已获奖的标签材料系列。

CompacLinerless 是世界上第一种集功能性和商

业优势于一体，同时还符合新的食品信息法规（food	

information	regulations，英文缩写 FIR）的标签材料。

这种材料表面积更大，可以印刷更多信息。在这方面，

Coveris 公司称其可以通过创新的多层设计而使信息量

显著提升、更加环保并且具有加工方面的优势。大的表

面积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并且连通到 FIR、促销、烹饪

步骤、食谱和其他内容，这样就使得包装上的内容和货

架展示的内容实现了最大化，同时，还可以强化品牌的

完整性。这种标签有移除型和重复贴合型可选，还有智

能打码和多次打开形式，还可以做成打孔撕除型。

CompacLinerless 的推出拓展了无底纸标签的应

用范围，同时还可以通过两层甚至三层的设计，来传递

更多的产品信息。Compac 公司无底纸产品销售经理

CraigBevan 表示：“Compac 系列革命性产品，为我

们的客户带来了显著的优势。在信息传递、环保和操作

性能上，Coveris 的 Compac	Linerless 的理念，是市

场上的第一个。”

ConservaCube 公司推出称重 25
公斤自立包装袋

近期，在一次包装博览会上，ConservaCube 公

司展出了别具一格的重型方底自立袋—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这两款包装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增加了

隐形拉链的设计，赋予了包装袋良好的便利性。在装满

重物时，它仍然可以站立于货架上，很容易引起消费者

的注意。与托盘、硬质包装相比，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 能节省企业的运输成本，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ConversaCube和FlexiPAIL能承受重达55磅（25

公斤）的货物，这在重型包装袋领域有很大突破。当在

包装袋内填充满物品以后，包装袋无需外部作用即可保

持站立状态，每个货架上可摆放多层，以最大限度的提

高货架或托盘的利用率，以此降低运输和仓储成本。

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 的可提供 6英寸（15

厘米）到 12×13×17.5 英寸（30.5×33×45 厘米）范

围内的包装规格供客户选择，并适用于多种类型的产品，

代替零售业、餐饮业、宠物食品类、园艺产品类、化工

产品等采用的硬质包装形式，为企业降低成本，并节约

高达 90%的包装材料。

由于包装袋尺寸大，当其被摆放在货架上时，四面

印制的包装信息得以高精度全方位展示，最大限度的将

产品推向消费者眼前。内置提手和方便堆垛的特性，让

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 几乎适用于所有零售商、

连锁店。

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 采用的是聚乙烯薄

膜，厚度在 4 密耳到 5 密耳之间，不管采用凹印也好，

还是柔印也好，可印刷的色数在 10 种以上。密封时可

以采用手动、半自动、全自动方式，完全取决于客户的

需求。

关于ConservaCube

ConservaCube 公司位于美国，主要生产、销售专

利产品——ConversaCube 和 FlexiPAIL，公司致力于

包装的可持续性发展，降低客户的成本，同时提高包装

的易用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货架吸引力。这家私人持股

的公司提供从包装设计到成品包装的整体解决方案。

3D打印瓶盖“喝前摇一摇”	可检瓶
内食物是否变质

未来消费者将不用以闻气味的方法来检测牛奶是否

变质，使用3D打印的瓶盖就可监测瓶内液体的新鲜程度。

近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台湾某知名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智能瓶盖”，这种瓶盖使用

了 3D 打印的电子部件，瓶盖的电路和无线传感器可以

在瓶内液体与瓶盖接触的时候检测出牛奶或果汁等食物

是否变质。

另外，这种瓶盖还可以检测出瓶内液体是否有细菌，

并通过无线电实时传输检测结果。这意味着消费者能够

在购买之前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来检查食物的新鲜程度。

工程师们还为这种技术找到了其他用途，它还可以用于

监测外部装置的压力和药物浓度。

无底纸标签生产或彻底去除标签生产
的材料浪费

Appvion、Evonik、Henkel、Novamelt、

M a a n E n g i n e e r i n g 、 M P S S y s t e m s 、

RavenwoodPackaging、Ricoh 和 Bostik，外加涂敷

设备专业制造商 SatoEurope，将在 9月 29 日 -10 月

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 LabelexpoEurope2015

展前、展中和展后，合作促进无底纸标签应用。在展览

会期间，这些参展商的展位构成一个完整的“无底纸之

旅（LinerlessTrail）”参观路线。

参加 LabelexpoEurope2015 展览会无底纸之旅项

目的企业，在供应链中提供不同的产品，覆盖了硅油、

粘合剂和印刷材料，可以向参观者展示无底纸标签生产

的每个步骤和应用，同时展示这种标签材料的优势。

无底纸之旅的参与企业之处，欧洲每年扔掉的不干

胶标签的废弃底纸达到 700 万平方米，而采用无底纸

标签，则可以彻底去除标签生产工艺中的材料浪费。由

于不使用底纸，每卷标签的长度可以增加 50%，同时

在运输、存储和其他成本上，也带来了巨大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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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先进绿色包装技术推介

控制湿度延长蔬菜水果保质期的气调包装

技术详情

这种包装通过气调包装（减少氧气增加二氧化碳）、提高相对湿度和冷凝

控制（释放多余水分）的共同作用来确保食品保质期的延长。Xtend® 聚合物

被工程设计为能满足特定的水果、蔬菜要达到平衡对内袋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

范围的要求。Xtend	包装减慢衰老过程，保持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味道，并

抑制病原体的生成。除此之外由于蒸发效应，为了提供最佳的气调包装效果，

Xtend	包装中的相对湿度增加至 90~95%。

湿度的调整减少了农产品的脱水，保持农产品的稳定性，防止起皱。

Xtend® 包装还消除了多余的水分，从而在保持游离水分的前提下保持农产品

的外观阻止变质。	

每个Xtend®	包装都是为指定的水果和蔬菜设计的。使得袋内的气体情况

满足指定农产品对氧气和二氧化碳平衡的要求。这将在储运过程中起到保质保

鲜的作用。此外，湿度的精确调节使得多余的水分逃逸到外界环境中，从而缓

解水分带来的问题，如腐败和根茎类蔬菜的再生长。

Xtend®	MA/MH	( 气调 / 湿调 ) 包装是由 Stepac 制造的。

潜在效益

这项技术最大的潜在效益就是通过气调和湿度调整的共同作用起到减少食

物浪费、延长保质期和抵抗病原体的作用。此外，由于允许运输的距离加长，

产品得以销售到过去到不了的地区的市场。

知识产权

Xtend®	MA/MH	( 气调 / 湿调 ) 包装是由美国 Stepac 公司拥有。

专家解读

气调包装和湿度调节的结合对现有技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改进，从而延长

了保质期，减少腐败的影响。

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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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开启的轻量罐头盖

技术详情

这种新型罐头盖改进了拉环，使得各个年龄段的消

费者都能轻易地开启——这是通过使用新的面板而达成

的。这种面板在接合的时候是凸起的，消毒后则变为凹

陷状态，这使得手指能更容易地伸进拉环，一步到位。

罐盖也显著减少了金属用量，直径 73mm 版比以前的

型号减轻了 10%。罐子最后都会装有易拉开的金属罐

底，尺寸将会有 65,	73,	83	and	99mm 几种。

这种罐头盖是 OptiLift® 品牌产品的一部分，由

Impress 公司生产，且能适用于其他生产工艺流程。它

形成了由 Impress 推动的一系列增加用户方便性、生

产创新和产品轻量化的进程。

OptiLift®	品牌是广泛的测试和调研所带来的易开

启罐盖。德国和法国的 75% 的受调查人群表示更中意

这种罐盖；长指甲和关节炎患者尤其喜欢这种新型设计

和特别的开启方式。同时，罐盖上还印制了特别设计的

标志以加强“易开启”这一信息给消费者的印象。

根据现有的公开情报（新闻、网站报道和贸易报刊

文章），这项技术的技术供应商验证已经完成。

潜在效益

除了做到 10% 的轻量减重以外，根据制造商的介

绍，这项技术对碳排放足迹甚至也有潜在的深远效益。

知识产权

OptiLift	的专利由 Ardagh 持有 , 专利号	EP	1	

958	882	B1。

专家解读

除了包装轻量化以外，这种创新技术还解决一项消

费者的关键性使用问题——易开启。

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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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包装》杂志（国际刊号：ISSN	1672—4380，国内刊号：

CN11—3282/TB）是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主办的面对包装及相关行业从

业人员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期刊，也是中国绿色包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指定

宣传媒体。

绿色包装专刊以绿色包装领域相关信息为主要内容，介绍绿色联盟及联盟

企业的动态、在研技术、新产品等，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报道国内外包装

行业相关资讯。杂志将大力宣传绿色包装理念、政策；推动绿色包装相关技术

的交流和应用；研究绿色包装的评价、认证、检测及相关标准；报道绿色包装

领域的重点企业和优秀人物，促进包装产业各领域的绿色化发展。

征稿启事

专刊欢迎包装行业管理者、科研人士以及在包装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工

作者投稿。发表稿件，将按照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并赠送 2本样刊。

来稿要求：

1、稿件围绕以下内容：

（1）关于包装及其相关行业法规标准、热点问题、行业前瞻和包装企业发

展现状介绍、综述与评论等相关文章；

（2）关于绿色包装领域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绿色包装评价

研究的相关文章及学术论文；

（3）关于包装设计领域前沿研究、优化设计、包装减量化及包装集成服务

解决方案的相关文章及设计作品。

2、来稿要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论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严谨、文字通

顺、简洁清楚，文章字数不超过 5000 字。

3、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电话、通信地址及身份证号，以便邮寄稿费、样刊。

4、杂志编辑部对稿件有修改权（或退请作者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不同

意者须在稿件上予以说明，不说明者则视为同意。

投稿邮箱：ecp@cepi-china.com

联系人：李		真

联系电话：010-84518349

传			真 ：010-84241824

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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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 桐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6号院7号楼
邮 编：100027
电 话：8610-56075325
传 真：8610-84241824







天津海晶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ianjin	Haijing	Plastiac	Products	Co.,Ltd.

地址：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新胡路10号

邮箱：haibin_yao@126.com

联系电话：022-66887516

典型产品：
1、对称PA共挤膜
结构：PE / PE / TIE / PA / TIE / PE / PE
用途：用于普通型产品的真空包装，也可以作为基材膜复合使用。
2、非对称PA共挤膜
结构：PA / TIE / PE / TIE / PA / TIE / PE
用途：可用作各种熟肉食品如火腿、香肠、果酱、花生、豆腐干、豆腐丝等的真空包装。

邮编：300450

手机：15822643978

联系人：姚海滨

七层共挤阻隔膜生产线



青岛永昌塑业有限公司

青岛永昌塑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作、印刷、加工与一体

的大型塑料印刷包装企业。公司专业致力于“吹塑”和“铁塑”两大

工艺流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永恒品质，昌盛你我”是永昌的经营理

念，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永昌塑业，我们愿以最佳的质量，优惠的价格，

竭诚为您服务，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

公司地址：胶州市广州北路506号	 	 联系电话：0532-82299999	 82298357	 8229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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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

避免灾害

——关注危险化学品包装

“绿色低碳包装”

撑起纸包装的未来

帝斯曼 Akulon® XS

正式投放中国市场

抗战时期

爱国包装制品展示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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