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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走进学术视野

卷首语

告别“十二五”胜利收官的 2015 年，我们又迎来了“十三五”关键开局的 2016 年。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的发展理念。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写入

了这五大发展理念，强调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指出了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部指标中

的权重，提出要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当前，坚持绿色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走绿色发展道路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

长点，为经济转型升级添加强劲的“绿色动力”。

在包装行业中，应用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能降解等绿色包装取代传统包装，成为包装产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我们应抓住绿色转型机遇，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技术创新，推进传统包装行业绿色改造，不断提

高包装行业发展绿色水平，促进包装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双赢。

为顺应包装行业的发展趋势，抓住行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2016 年，我们期刊正式更名为《绿色包装》，

以宣传绿色包装理念，推动绿色包装领域技术的学术交流与应用，促进我国包装产业升级为期刊宗旨。《绿

色包装》期刊成为包装行业内首本推动绿色包装领域学术交流的学术期刊，“绿色包装”的概念进入学术视野。

绿色包装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为何？绿色包装制度如何构建与落实？我国绿色包装产业应进行怎样的战略

思考？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现在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希望通过我们的办刊，纳八方之言，能够使

绿色包装的学术研究有所突破，为绿色包装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做出贡献。当绿色包装进入学术视野，我们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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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编辑部召开第一次办刊
座谈会

1 月 16 日，《绿色包装》期刊第一次办刊工作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近二十名学术委员和编辑委员

参加了此次座谈会，期刊主办单位中国出口商品包

装研究所所长郭振梅、副所长冯小红同时出席。此

次座谈会旨在听取各位专家委员对《绿色包装》期

刊办刊工作的建议及意见。座谈会由中国出口商品

包装研究所所长郭振梅主持。

会议开始，郭所长首先致词，对各位委员的到

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宣读并颁发学术委员会委

员名单、编辑委员会委员名单。由期刊主编张弓对

《绿色包装》期刊进行介绍，与委员们讨论了委员

会章程。

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来自江南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的张新昌教授认为办期刊首先要明确办刊

目标，找到突破初期瓶颈期的办法。可以结合中国

本刊特讯

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和中国包装总公司的优势平台

和资源，如“世界之星”、中国包装总公司科技奖

评选等。现在是多媒体的时代，建议网络平台和电

子刊物一起办起来。再就是要做学术期刊，那就应

该多留一些篇幅给学术论文。既然期刊是《绿色包

装》，内容就应该突出“绿色”概念。

同济大学杜欢政教授在会议上指出，期刊首先

应该找好定位，明确办刊方向，确定市场和读者的

对象。其次办学术期刊离不开资金和单位的支持，

杂志只是一种媒介，主办单位可以组织多种活动，

例如论坛、设计、评奖，通过杂志这个平台把这些

联合起来。绿色包装离不开法律法规，可以将行业

里的法律法规也加在杂志的内容中，标题分期。也

可以将绿色包装和时尚消费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

变成大众的时尚消费的一种杂志，而不完全是产业

领域的。绿色消费里面实际上包装消费是一大块，

用绿色包装的理念引领消费者走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绿色包装》引领绿色发展，成为包装领域的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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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者。杜教授觉得《绿色包装》不能仅仅定位在

国内，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去定位这本杂志，这样杂

志才会有影响力。中国要高举起绿色发展的旗帜。

《绿色包装》可以作为配合中国的外交战略，向国

际上来宣传推广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特别是包装领域

的重大的窗口，这就是一个思路上一个制高点。多

提高杂志的知名度，通过理事会发展会员，把杂志

的人气搞起来。最后杜教授表态说“有需要我们同

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做的，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做。

希望《绿色包装》会越办越好。”

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陈蕴智教授建议期刊主办

单位每年跟高校合作搞一个国际会议，其中包括邀

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每一期都有一到两篇请专家写

的评论性的文章。严格审稿。包装的领域面非常的

广，但整体上就是个纯应用的学科，所以办纯学术

期刊在稿源上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刚起步。所以

陈教授建议将办刊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

来，逐渐将期刊的特色体现出来。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与坏境特种装备研究所刘晋

浩教授认为《绿色包装》办刊思路方面里缺少当

前“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和十三五相结合。

十三五的项目有很多。绿色包装往环境上靠，要和

环境息息相关的。从面版要体现两方面，一块人文、

法律规范标准方面，一块自然科学方面。稿件主要

来源于编委和学术委员，做为编委和学术委员有责

本刊特讯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院校

1 渔家鱼 / Fishing fish 周一君 / Zhou Yijun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荣誉提名”奖

任来完成稿件。如果办学术期刊，版面设计就不要

太花哨，素面显得更为厚重。

其他各个委员也都纷纷发言，不吝赐教，提出

宝贵建议。

座谈会最后，郭所长再次为大家的到来表示感

谢 ：“《绿色包装》期刊离不开各个委员的帮助和支

持，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精准期刊定位，

开拓办刊思路，提高稿件学术质量，尽快进入数据

库。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绿色包装》

一定会越做越好，不负众望。”

2015“世界学生之星”WorldStar 
Student 包装设计奖名单公布

2015 年“世界学生之星”包装设计奖评审结

果日前揭晓。由来自新加坡、土耳其、南非、奥地利、

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黎巴嫩的 10 名专家组成

的评审团，从众多参赛作品中最终评选出 149 件作

品获奖。其中中国的参赛作品获得荣誉提名奖 1 件、

入围证书奖 72 件。经世界包装组织 (WPO) 核准，

将中国获奖作品名单公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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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茶坊茶叶包装 刘笑笑、杨向荣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

软件与艺术设计学院

3 WANNA 咖啡包装 谢闽开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 “奶宝宝”定时计量包装设计 蔡京声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5 染粹 王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 柏妲妮化妆品 蒋晓晨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7 伸缩式便携打包盒设计 周俏晖、胡颖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8 “寻酒”包装设计 汪 驰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9 IDEIK 冰酒包装 吕媛媛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0 苦竹竹叶茶 傅超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1
雷柏－“猛兽制造家”

V20 游戏鼠标系列化包装设计
李家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12 UMMY 巧克力包装 谢闽开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3
“会山”—“人寿年丰”

滋补养生品系列化包装设计
黄璐璐、叶海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14 酒瓶缓冲包装及再利用
卢倩影、潘斌、谢馨柔、

宣慧玉、肖雪娇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15 “会山”—“吉祥如意”食补系列产品包装 吴显璋、叶海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16 VICTORY CONDIMENTS 崔锦珠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7 西城外花茶创意包装设计 郭杨婧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8 PEACEFULLIFE 子弹酒包装设计 崔锦珠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19 Confidence & Charm Perfume 季璐倩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 Fruitsource 水果干包装设计 李畅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1 “Victor”星型圣诞主题巧克力包装 江漪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2 aberdare 肯尼亚茶 傅超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3 Square Wine 包装 李檬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4 “国字刻坊”篆刻与印石文化包装设计 袁嘉智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25 亦叶 邓毓博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6 花归 李畅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7 IVA 化妆品系列 吴姣华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8 塔罗牌视觉销售包装 朱娟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29 CROWN 黑巧克力包装 王嘉琪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30 Hotoy 儿童太阳眼镜包装 程溯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31 粽情端午龙舟 王俊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32 竹寻 - 初制 竹质餐具套装 陈佳炜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33 卷卷皂
郭风、潘斌、宣慧玉、

谢馨柔、肖雪娇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34 “容·雅”品牌瓷器餐具包装设计 王鑫、许逸梦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35 “冈果咖啡生活馆”包装设计 崔琳艳、叶海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36 Graffichoco 巧克力系列 吴姣华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37 无纺布卡扣环保购物袋
董蕾、潘斌、谢馨柔、

肖彐娇、宣慧玉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38 “茶享”茶叶包装 师慧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入围证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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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半山香”辣椒产品运输及销售体验式包装设计 王斌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40 石湾陶瓷餐具包装 林志杰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41 香水 陈茜茜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2 MORNING SONG 早餐麦片 蒋稚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3 徽茶 周一君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4 JUST VODKA 王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5 “咔吱”坚果包装 师慧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6 VIGOR 巧克力包装 王思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47 “良食”全谷代餐粉包装设计 王伦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48 “苗姑娘”辣椒酱系列化包装设计 杨 蕾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49 咖啡纸袋包装 程溯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0 “花云”鲜花饼包装设计 庞君贤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1 “海上丝绸之路”丝绸系列化包装设计 傅艺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52 春花秋月 姚慧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3 护肤品 陈茜茜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4 可悬挂式牙膏盒子 吴萍萍、潘斌、谢馨柔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55 花茶包装 刘亚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56 红酒结构包装设计 蒋鑫、王振宇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57 致一威士忌包装 田 池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8 “滴伞不漏”防漏水雨伞设计 谢馨柔、潘斌、宣慧玉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59 玫瑰鲜花饼包装 胡淇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60 便携式咖啡包装设计
吴兰兰、潘斌、
谢馨柔、宣慧玉

浙江科技学院 |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 轻工学院

61 Starry Sky 领带包装设计 吴茵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2 茶之韵 齐月姣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3 明目茶包装 徐豪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64 香水瓶 ANGIE 李颖昕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5 “沈大成”翻页书本创意糕点盒 方琰茹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6 闪闪圣诞节——巧克力包装 侯 滨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7 荆州聚珍园品牌系列化包装 许逸梦、王鑫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68 7oz 王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9 子食集苏式糕点礼盒包装 徐雨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70 “三味”中草药包 邓卓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71 鲜货鱼干 虾干纸绳纸袋包装 程溯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72 Amy Candy 陈萱雅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73 Jeanna 女性化妆品包装 江漪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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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公布 85 个国家再生利用重大示
范工程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 85 个国家资源再生利用

重大示范工程，示范项目选择范围包括废钢铁、废

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废塑料、废油、废旧纺织品、

建筑废弃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等资源

再生利用。这一举措旨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推动

制造业绿色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再生

资源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模式，提高再生资源行业

整体水平。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废旧塑料高值

化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环嘉集团有限公司的废

塑料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等项目在列。

国家发改委发布《“互联网 +”绿色生
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日发布了

《“互联网 +”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该方案

旨在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发

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提高

再生资源交易利用的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

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方案提出完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和在线交易体

系的重点任务，指出要制定《“互联网＋”资源循

环行动方案（2016 － 2020）》、《关于推动再生资源

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等文件，支持回收行业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

向监测，推广“互联网 +”回收新模式。鼓励互联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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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五”时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推动回

收行业利用信息技术从松散粗放型向集约型、规模

型、产业型、效益型方向转变。

包装印刷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开征

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和环保部联合印发了《挥

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通过排污收费经

济杠杆加强石化和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管理，实现以收促治。

石化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共有 12 个源

项，可以采取实测、物料衡算和模型计算等方法进

行排放量计算 ; 包装印刷行业可以采取物料衡算

方法进行排放量计算。排污费征收实施按排放口

征收，对每一排放口排放的所有挥发性有机物均

征收排污费，征收标准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

环保部确定，预计 2016 年初可以进入实质征收阶

段。为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石化企业应开展

LDAR( 泄漏检测与修复 ) 等污染治理工作，包装印

刷行业应进行技术改造，选用水性油墨替代，建设

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等措施。2016 年 1 月 1 日

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

求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 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

少废气排放”，违反规定的将被责令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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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是指特定条件下具有挥发性的有

机化合物的统称，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含氧有机

化合物、卤代烃、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等，是

臭氧、PM2.5 生成的重要前体物之一，对雾霾和光

化学污染的有重要影响。为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的管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

首次将挥发性有机物监管工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

2015 年塑料制品出口额增长 3.1%

2015 年中国出口塑料制品 973 万吨，比去年

增长 2.3%；出口金额达 2347.5 亿元，同比增长 3.1%。

12 月当月出口塑料制品 94 万吨，同比增长 9.3% ；

出口金额为 237.3 亿元，同比增长 8.6%。

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都

有所提升 ；2015 年中国手机出口增长 8.8%，医疗

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 7.2%。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外

贸转型已有星星之火，技术、品牌等内生动力不断

加强，虽然还不足以支撑整体数据回暖，但却能为

贸易提供长期动力。

2015 年中国进口初级形状的塑料 2610 万吨，

同比增长 2.9% ；进口金额为 2793 亿元，同比下降

11.8%。12 月当月进口量为 230 万吨，环比增长

9.5% ；进口金额为 239.8 亿元，环比增长 10.9%。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分析到，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和大宗商品进口量增速的

放缓是 2015 年中国进口值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

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实际上也印证

了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低迷的现实。

2015 年 12 月中国出口意外反弹，有报道称人

民币贬值在促进中国外贸竞争力上已初见端倪。但

黄颂平表示或因为年末翘尾因素，弱势人民币对出

口的影响将逐渐减退，不代表一种趋势。

统计显示，2015 年 12 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

数为 31.2，较 11 月回落 0.8，表明 2016 年中国贸

易发展依旧面临困难，第一季度出口将面临巨大压

力。黄颂平透露，面对严峻复杂的对外贸易形势，

中国海关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更加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转型

升级。

环保产业迎大发展黄金期 绿色投资每
年将超两万亿

财政部联合中国建行等 10 家机构共同发起设

立总规模 1800 亿元的中国 PPP（公私合作）融资

支持基金，将为 PPP 模式推广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

通过拓宽 PPP 项目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减少

社会资本出资规模，提升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从

而实现 PPP 模式推广的加速。

从财政部公布的两批共 236 个 PPP 示范项目来

看，环保类项目占有主导地位。有专家表示，中国

未来 5 年所需的绿色投资，每年至少两万亿元。

清新环境董事会秘书蔡晓芳在接受《每日经济

新闻》记者采访时称，近两年来，上市环保公司通

过重组并购再融资比较多，还有其他一些环保公司

通过 PPP，也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

对于众多还没有上市甚至是在上市路上的环保

企业而言，要想取得较大规模的融资仍旧困难重重。

在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第六届清馨奖论坛上，

上市融资是业界讨论的四大重点话题之一。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环保行业正迎来

大发展“黄金期”，培育出一大批上市企业、龙头

企业也成为环保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融资渠道也

在逐步放宽。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

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在国家批准的业务

范围内，加大对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努力为生态环保、农林水利、

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提供

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同时要求，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

基金，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私募等方式发起设立主要

投资于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区域开发、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产业投资基

金。政府可以使用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内的财政

性资金，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予以支持。

随后，北京、重庆、河北等众多地区都出台了

地方版的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

实施意见。

与此同时，贵州省环保厅由副厅长带队赴重庆

调研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工作情况，重庆市环保局

与山东省环保厅就环保投融资改革相关工作进行座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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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地方政府部门间的频繁互动，反映出了地方政

府对环保投融资的重视。

早在 2013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员就曾

指出，发改委将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环保产业发

展，并鼓励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上市融资。

蔡晓芳表示，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流程简化，再

融资比以前更容易。同时，环保企业有了更多的融

资渠道，很多金融机构都在针对绿色信贷出台利好

的优惠政策。

“公司在上市之后的融资环境比上市之前要好

得多，现在很多金融机构主动来和我们合作，我们

可以从中选择更优质、更低成本的资金。”蔡晓芳

认为，这是公司上市之后，上市公司的平台在融资

上面带来的便利条件之一。

然而，环保企业在上市之前的融资之路并不好走。

一位环保上市公司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介绍，公司在上市之前为一个风险较好的项目

融资几亿的资金，当时几乎找遍了北京所有的银行

都未能获得资金，最后还是在南方的一个银行获得

融资资金。

实际上，对于一些小型环保企业而言，“找钱”

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大难题，很多小型环保企业甚至

为几十万、上百万的融资一筹莫展。

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虽然环保领域的市场前

景看好，但是，环保领域的投资收益并不高，获取

收益的周期较长，并不受社会资本青睐，再加上小

型环保企业的风险较大，其融资难度自然较大。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曾表示，中

国未来 5 年所需的绿色投资每年至少两万亿元，其

中政府预算只有 10%~15%。

当前，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虽然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措施，但是，融资

难、成本高依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蔡晓芳表示，目前还没有享受到太多绿色信贷

带来的切实的优惠，接下来，在金融机构支持、政

策落地、成本降低上还需更多有力的措施。

绿色印刷清洁生产 ：政府支持  企业努力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印刷协会理

事长任玉成在一次行业会议做主题报告，系统介绍

京津冀协同发展及新环保政策下，印刷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形势很严峻、政府肯支持、企业需努力

在任理事长的报告中提到，受新最严环保法的

影响，近两年北京地区对环保执法的力度不断加大，

印刷行业被列入执法范畴，不少企业因没有安装处

理装置、废弃物乱扔等问题而被处罚。我们应看到，

政府是下了大决心投入极大力度来治理环境污染问

题，印刷企业不要心存侥幸、观望的态度，要立即

投入到实施清洁生产、推进绿色印刷的浪潮之中，

早投入早收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北京市政府对印刷

行业也是非常关注的，近几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每年投入三千万人民币，对积极推进绿色印刷

的出版社和印刷企业给予了奖励和补贴。目前北京

市通过绿色印刷认证的企业数量达到 117 家，位居

全国各省市首位 ；通过清洁生产验收的企业也有十

几家。面对清洁生产和绿色印刷，企业应认识到 ：

形势很严峻、政府肯支持、企业需努力。

二、透彻研读政策 推进绿色印刷有的放矢

印刷企业要透彻学习有关政策，明明白白政策

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同时要了解各种补贴和奖

励政策，做到积极应对不利局面，努力争取补贴，

化劣势为优势，有的放矢开展清洁生产推进绿色印刷。

1.《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从 2015 年的 4

月 1 日开始实施，该体系对评价指标做了全面解释。

评价指标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在未来的清洁生

产审核当中，它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对油墨、润版

液和洗车水的环保程度有了明确要求。

2.《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标准》由北京

市环保局和北京市质量监督局联合发布，于 7 月 1

日开始实行。北京的排放标准分为两个时间段，第

一个到 2016 年的年底，VOC 排放总量不能超过每

立方米 50 毫克，第二个时段每立方米不能超过 30

毫克，这个标准是全国最高的，甚至在全世界也是

相当高的。

3.《北京新生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由北京市

政府办公厅于 8 月 17 日发布，经过行业协会等机

构的大力争取，这一版本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中印刷

行业目录下不包含书报刊，这是值得印刷企业开心

的事情，但也需要书刊印刷企业努力治理好污染，

降低排放。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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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标准》由北京

市发改委、财政局、环保局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发

布的，10 月 1 日开始执行。北京执行的收费标准位

居全国首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环保部发布的

收费标准，仅限于包装装潢印刷。而北京的标准是

书刊、报纸等印刷都要收费。如果不治理超标，每

公斤 40 元，治理了每公斤 20 元。同时出台的优惠

政策对于治理达标，通过清洁生产的给予优惠。

5. 资金奖励政策。政府支持印刷行业转型升级，

支持企业的环保治理。如果企业购买治理设备，可

以申请得到大约 30% 的资金支持。如果是科技项

目创新还可以给予一些奖励。这些奖励政策可以看

出，政府并不是一味打压行业的发展，而是希望通

过奖励扶持让印刷行业走上清洁生产绿色环保运营

的方向。

北京的政策将对上海、广东这些大城市相关政

策的制定带来极大的影响。

三、源头控制 产业链共同治理

绿色印刷并不是印刷企业一方面的问题，真正

做到清洁生产绿色印刷，最为重要的是从源头控制、

源头治理。企业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选用环保型的

原辅材料替代挥发性、高排放、污染物含量比较高

的材料。以后企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使用清洁材

料，要么就办不下去。

其次，要积极推进清洁生产整合工作，现在清

洁生产国家是有法的，要对整个生产进行排查，包

括环境、能源、水资源、材料消耗等。从领导到员

工都要有意识进行绿色环保，节能减排，降能增效。

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严格的进行管理。让员工全能

够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清

洁生产审核以后，在未来收费当中还能享受到优惠。

第三，企业要重视认证工作。面对新的环保政

策，相应的认证体系也会有新的调整，企业要花时

间研究如何面对新的政策和法规。认证机构要降低

成本，推进整个印刷产业的绿色认证工作有序进展。

京津冀共商绿色印刷发展大计

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暨京津冀协

同发展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是大家共聚一

堂，思维碰撞，为三地印刷行业未来的协同合作打

基础

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刷发行处处长盖征西

强调，河北地区组织了 100 多家企业代表来参与绿

色印刷交流会，对绿色印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

了更好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河北省也一

直积极的开展相关的工作，加强对接，推进更好的

协调发展。本届交流会，将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的绿色印刷推进会相结合，相互促进，更好体现

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

北京印刷协会理事长任玉成指出，四年来，北

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的规模逐年加大，

推进印刷行业全产业链的相互协作的同时，把施行

绿色印刷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近年来天津出版新业态迅猛发展，一批示范性

印刷产业园逐渐形成，为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推

进京津冀新闻出版产业的协同发展。天津市将根据

城市定位、区域优势和现有基础，加快推进天津北

城国际新闻装备产业园的建设，打造天津滨海新区、

包装装璜印刷聚集区、天津武清其他印刷品聚集区

等印刷基地。提升印刷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水平，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全面实现绿色印刷

奠定基础。天津方面表示，未来将更加不遗余力的

推进绿色印刷工作的有序开展，希望今年的绿色印

刷交流会能够有效地推进三地印刷产业的融合发展。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刷复制处处级调研员

张书利强调 :“绿色印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方

向，本届交流会将以绿色印刷为核心，给企业带来

新模式、新观念、新技术。”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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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纳米绿色制版技术项目落地廊坊

廊坊市与中科院北京分院重点推进的“绿色印

刷创新服务平台”院市合作项目成功落户廊坊市三

河并投产，标志着廊坊与中科院北京分院的合作进

入实质阶段，开启了院市多领域多层次长期合作的

新征程。

“绿色印刷创新服务平台”主要应用纳米喷墨

直接制版技术，该技术由中科院化学所宋延林研究

员团队自主研发，基于亲油和亲水表面的差异，将

图文部分以喷墨的方式直接成型在印版上，无需显

影、定影等环节，从源头上杜绝了化学废液和废水

的排放，避免了环境污染，实现了绿色制版，降低

了印刷成本。该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已被纳入

《中国印刷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中国环境标志”

认证体系，先后荣获第十九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全国印刷行业百佳科技创新成果奖等多项荣誉。经

过北京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6 年的孵化转化

和不断完善，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已经达到规模

化应用的标准，与传统印刷制版相比，每年可为京

津冀区域 10000 多家印刷企业减少污水排放 100

多万吨。

纳米绿色印刷技术作为“中科院北京分院科技

成果转化重点示范项目”，在三河建立的首家示范

性“绿色印刷创新服务平台”，能同时为周边近百

家印刷企业提供环保可靠的制版产品，今后将在京

津冀区域内复制 50 家。该平台是廊坊市与中科院

北京分院重点协调推进的首个院市合作样板项目，

也是双方致力于打造的全国印装行业的标杆平台。

该平台的推广应用，必将推动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

产业动态

印装行业的技术升级，为印刷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安徽包装绿色设计中心落户芜湖

安徽省包装产品绿色（生态）设计服务中心正

式落户芜湖，开展绿色制造机工业产品绿色生态设

计等相关工作。这是目前中国首家成立的包装产品

行业绿色（生态）设计中心。

包装产品绿色（生态）设计服务中心在芜湖红

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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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红方还投资引进了环保柔性印刷技术，使用水

性油墨、UV 紫外光固化技术，不用复膜，生产环

保型瓦楞纸板、蜂窝纸板、箱。据介绍，这样的包

装箱在客户使用完毕后，可直接回收制浆造纸，使

利用废纸原料的造纸厂省去了废纸制浆工艺中的去

膜、脱墨工序，不仅节能节水 , 而且并使回收废纸

的再生纸厂彻底消除了废纸脱墨产生的工业危废。

目前该技术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并已为娃哈

哈饮料食品等客户提供食品外包装服务，获客户高

度满意。

芜湖红方还与北京印刷学院签订“产学研合作

框架协议”及“生态包装整体设计系统研究技术开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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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合同”，北京印刷学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与芜

湖红方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研究瓦楞纸箱包装设

计系统研究和缓冲包装设计系统研究两大部分。此

前，中心研制开发了利用再生纸生产新型瓦楞纸板、

瓦楞纸箱、高强蜂窝纸板、蜂窝箱、纸护角、纸管

等纸制品，组装批量生产非标尺寸，重型承载力各

异的包装箱体。可替代木包装箱，并可循环再利用，

节材代木，保护森林资源。该包装产品非常适用出

口产品的包装，能够避免因采用木料包装而需要的

熏蒸灭虫和报关手续。公司年使用再生纸约 3.46 万

吨，项目节约木材约 10.7 万立方米。目前已为奇瑞

汽车等客户提供“节材代木”包装产品及服务。

该中心与安徽雨润食品公司共同在食品安全、

绿色包装方面开展合作，为包装行业进一步减少挥

发性有机物（VOC）的使用和排放，实现绿色转型

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

“中心成立后将坚持减量化原则，使用环保材

料”，董事长方宏林认为，在设计之初采用简约设

计风格，可以避免过度包装，减少包装产品回收和

再利用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方宏林介绍，中

心未来将通过实施生产工艺清洁化技术改造，确保

水基油墨 -UV 光固化印刷生产线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实现企业包装产品 60% 达到绿色包装的总体

目标。方宏林透露，未来还将建立包装产品绿色（生

态）设计服务中心大数据库，将从生态设计端 - 生

产制造端 - 仓储物流端 - 客户使用端 - 回收利用

端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全方位做到为客户一体化包

装物流方案及产品而服务。同时将以红方正在开展

的食品包装绿色生态设计为起点，将绿色生态设计

包装向家电、汽车、日化、工程机械、通用装备等

行业推广。

国际废纸利用大会关注经济发展趋势

第四届 RISI 中国国际废纸利用大会在深圳成

功举行。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全国工商联

纸业商会独立监事郭永新先生、中国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菊女士、美国 Moore 

& Associates 主席 WilliamP. Moore 先生出席会

议并做主旨演讲。

来自海内外行业协会、纸厂、国废和外废供

应商、咨询分析机构等 70 家公司（其中纸厂占 15

家）的 120 余位行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参会

企业包括 ：理文造纸有限公司、东莞建晖纸业有限

公司、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联盛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东莞金

洲纸业有限公司、金光纸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泰格林纸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Stor 

aEnso、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等。

大会开题演讲来自于郭永新的“中国纸业格局

演变与发展趋势”的演讲，他从国家宏观经济数据

和对轻工业的政策思路谈起，并回顾了至 2015 年

9 月及以前的全国纸和纸板产量情况，由此引出纸

品行业当前的格局演变，强调主动适应行业变革的

重要与积极意义。而在如何实现变革重构的措施以

及如何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上，郭永新以几个具

体案例和参会代表分享了他的想法和建议。在他看

来，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考虑纸种生产变革重构、

企业布局变革重构、区域产业变革重构、设备优化

提升、工艺优化提升，同时不忘结合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将有益于在动态的市场上长期发展。

2015 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经

济形势下，我国废纸行业的发展走向也成了从业者

最为关心的焦点之一，就此唐艳菊秘书长带来了题

为“新常态下，中国废纸行业的发展趋势”的演讲。

站在协会的角度，她分享了现阶段国废回收利用行

业的几大新动态。此外，她还重点解读了废纸税收

优惠政策，以及该政策调整对国废行业的的影响，

而在对行业未来发展和思考上提出了“融合、规范、

集中、转移”几个关键词并逐一解释。

相较于国废市场的危机并存，外废市场又是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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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状态格局呢？透过来自美国专业从事废纸

行业市场调研战略制定的国际咨询的 Moore & 

Association 公司的 William P. Moore 先生的演

讲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他的讲题是“美国废纸行业

发展趋势——市场回收、供应以及需求分析”。他

在演讲中做了历年美国废纸回收系统的进展（包括

住宅、商业、工业以及机构）以及前瞻性趋势展望。

另外，演讲中还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内纸张及纸板使

用习惯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再生纤维的回收及使用，

以及美国国内废纸需方市场趋势。

会议期间，讲者们围绕着“聚焦中国市场，展

望亚太区域”的主题展开热议。两位 RISI 精英经

济分析师分别从国废市场和外废亚洲市场层面，结

合近期数据分析，还原给参会者一个更为真实的

市场及行业环境，预测未来国废及外废市场的大

体发展走向，供求关系趋势及新兴机遇点。Johan 

Boons 先生和 Marc-Antoine Belthe 先生则分别

阐述了“亚洲废纸供求市场 ：挑战与机遇”和“中

国回收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欧盟国家的影响”

两大议题，陈熹先生则结合再生回收行业的发展趋

势，与参会人员分享了关于新形势下再生资源企业

的发展模式探讨。

绿色印刷技术交流会成功举行

绿色印刷技术交流会近日在杭州举行。中国印

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梁成林在讲话中指出，实

施绿色印刷，是顺应国家战略的需要，同时，用绿

色印刷理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助推企业

转型升级、帮助企业提质增效，指导行业未来发展，

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在

推进绿色印刷实施的过程中，积极承担政府职能转

移，参与制定标准，开展宣贯培训，构建绿色印刷

环保体系，为打造绿色印刷全产业链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下一阶段协会再进一步推进绿色印刷进程上

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推动绿色印

刷与相关产业、相关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二是促进

产业联动，加强对绿色原辅材料监测与管理 ；三是

深入行业调查研究，探索开发绿色印刷大数据及产

业分析平台。

浙江是全国印刷大省之一，省内目前共有 14000

多家印刷企业，2014 年印刷产值为 1300 万人民币，

仅次于广东省；从业人员达到了 40 多万，居全国首位；

在绿色印刷方面，浙江省目前已经有 50 余家绿色印

刷企业，认定的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累计达到 13

家，居全国的第二位。此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为行业

企业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为企业在实施绿色

印刷中遇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

来自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

理马长茗作了题为《携手绿印 “墨”契前行》的演讲，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李丹发

表了题为《互利共赢！“FUJIFILM”之绿色印刷》

的演讲，旺昌机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詹皓宇发表了以《中国标准与绿色印前》主题的讲

演，东莞汉普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邝劲

雄以《时尚包装艺术——绿色逆向》为主题发表了

演讲。

福建石狮发展绿色包装印刷产业

石狮市现有包装印刷企业 200 多家，包装印刷

产业门类多，涵盖范围广，主要涉及造纸、塑料、

玻璃及金属制造等行业。在新的机遇面前，石狮市

包装印刷企业自觉开展质量提升战略，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重点关注公众的健康与安全，积极开发

绿色印刷材料、印刷图文设计、绿色制版工艺、绿

色印刷工艺、绿色印后加工工艺、环保型印刷设备、

印刷品废弃物回收与再生，包装印刷产业已进入最

活跃的发展期。

石狮市包装印刷企业紧抓机遇，积极开展技术

改造与企业转型升级。富兴烟纸、加顺彩印、加盛

制罐、锦辉包装、万力彩印、迅泰制版、星港包装、

新光塑料、平辉彩印、鑫元芳商标、创鑫印刷等企

业积极引进国内国际先进数码印刷机、高速凹版印

刷机等先进设备，引进五层、七层瓦楞纸箱生产线，

提升了生产技术水平。

绿色包装是石狮包装印刷企业追求的方向，绿

色包装就是选用包装材料时，尽量减少包装物，尽

可能对回收的包装物进行重复使用，尽可能把包装

废弃物进行再循环使用或再生为有用的材料。减量

化 (Reduce)，重复化 (Reuse)，使用循环化 (Recyele)

的 3R 标准，同时还强调包装废弃物要实现可降解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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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Degradable)。石狮某包装企业负责人介绍，绿

色包装不仅降低污染，更能让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取

得经济效益。

质量轻、强度高的包装物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石狮某包装企业老总介绍，从前纸箱一平方米大约

是 150-200g，甚至更厚，但现在技术提升后同样

强度的纸箱质量可下降到 80g 左右，在玻璃包装行

业，轻量、高强也是先进技术的代表。

东莞桥头投资 2 亿建环保包装创新中心

日前，桥头作为东莞市环保包装专业镇，由市、

镇、企共同出资 2.087 亿元，组建环保包装协同创

新中心和 10 个子中心平台建设，目前人才培训、

产品检测、材料应用研发等 3 个子中心已建成并投

入运营。

产品检测中心是环保包装协同创新中心的其中

一个子中心，建立在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

已购置约 2000 万元检测设备，建立了 800 平方米

的检测平台，包括材料物理性能测试、产口可靠性

能测试，环保和有害物质检测等，主要的检测项目

达到 39 个。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源部经理 

金龙彪介绍 ：对所有的产品我们能够检测到，这个

产品是不是符合环保要求，确保我们输出去的产品，

在社会上不会造成这种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

伤害，我们做的一切是围绕环保这个要求，来实施

我们的所有检测工作的。

桥头经济科技信息局局长 翟松喜预测 ：10 个

子中心建成后，实现企业需求和院校技术“零距离”

对接，引导桥头镇从包装大镇转变为包装强镇 ；从

简单的订单制造向依托高端技术、创意设计和自动

化生产转变，实现传统的个体竞争优势向联盟竞争

优势转变，通过人才、技术、产业链的聚集，逐渐

形成覆盖环保包装全产业链发展的公共创新服务平

台体系。

齐鲁工大和晨鸣、太阳合作项目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

在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速生

阔叶材制浆造纸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为制浆造纸行业唯一

获奖项目。该项目主要完成人为“陈嘉川 ( 齐鲁工

业大学 )，杨桂花 ( 齐鲁工业大学 )，吉兴香 ( 齐鲁

工业大学 )，陈洪国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乔军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孔凡功

( 齐鲁工业大学 )”。 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于 2000 年，

是我国设立的鼓励科学技术创新的最高奖项。“速

生阔叶材制浆造纸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在 973 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资助下，历经

10 余年，自主研究开发了酶促磨浆技术、酶促消潜

技术、酶助漂白技术、酶精制纸浆技术等一系列制

浆造纸酶催化绿色新技术，具体包括 ：发明了速生

材高得率浆酶催化低能耗制浆技术。采用酶促磨浆

技术，可节省磨浆能耗 20%，提高纸浆得率 3%，

增加了纤维柔韧性，改善了纸浆强度性能，解决了

国产木材原料磨浆能耗高、纤维强度差、易损伤等

技术难题 ；发明了木浆酶催化生物漂白、净化与精

制新技术。采用生物化学法漂白技术，漂剂用量减

少 15%，有毒物污染明显减轻 ；发明了新型净化、

精制技术，纤维中的尘埃数减少 30%，石细胞去除

率达 90%，纸浆抄造性能大大提高 ；发明了木浆纤

维酶催化生物帚化和纯化技术。采用生物酶帚化技

术，国产木浆的精浆能耗降低 50% ；发明了生物酶

纯化技术，有效降低纸浆中阴离子垃圾含量的 65%

以上，解决了国产木浆精浆能耗高、纸浆性能差以

及阴离子垃圾含量高的技术难题 ；发明了酶催化生

物湿部调控和配抄纸基新材料技术。采用生物酶湿

部调控技术，提高纸浆的助留助滤性能，提高国产

木浆的配抄比例达 30% 以上，解决了国产木浆配

抄比例低、很难生产高档纸基材料的技术难题。

自 2005 年起先后在晨鸣纸业集团和太阳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推广应用，用生物酶催化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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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产出了优质木浆，并用于高级纸基材料的生

产，实现了速生阔叶材的高效高附加值利用。在

2012 年 -2014 年期间，仅项目完成单位累计实现

新增销售额 130.1 亿元，利润 25.6 亿元，产生了重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项目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1 项，发表论

文 166 篇，出版专著 3 部，培养研究生 36 人。获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4 项，其中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

奖 1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 1 项。

中国包装企业并购势头强劲

药用玻璃收购丰汇包装

2016 年 1 月 19 日，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拟受让包头市丰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作价 3,809.74 万元人民币。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医药、食品、

日用品行业为服务对象，生产各种药用、食品、日

用品包装材料。2002 年 1 月 24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 3200 万股 A 股，并于 2002 年 6 月 3 日挂

牌交易，成为中国药用包装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奥瑞金收购中粮包装

2015 年 11 月 8 日，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原北京奥瑞金新美制罐有限公司 ) 拟受让中粮包装

控股有限公司 27.00% 股权，作价 16.16 亿港币。

奥瑞金包装是一家集金属制罐、底盖生产、易

拉盖制造和新产品研发为一体的大型专业化金属包

装企业。主要为客户提供各类食品、饮料、罐头、

调味品、啤酒、乳制品等产品的包装制品生产，同

时可提供包括高科技包装设计、制造及全方位客户

服务等一体的综合包装解决方案。

中粮包装收购福建永富容器

2015 年 4 月 2 日，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拟

受让福建永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作价

2,531.00 万元人民币。

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是综合性消费品金属

包装领域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金属包装集团。

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中粮包装是中粮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

公司拥有十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绝对控股公司，拥

有全国布局近二十多间工厂。

万裕集团收购陕西金叶

2015 年 2 月 17 日，香港万裕 ( 集团 ) 发展有

限公司拟受让陕西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6% 股权。

万裕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1979 年成立，并于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巿。集团的总部位于香

港，并于中国大陆的东莞及无锡拥有先进生产设施。

“海富”在饮料、食品和药品的罐装和
包装过程有秘诀

近日，全球知名的饮料和包装工业解决方案的

领航者——海富检测包装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率领其最新开发的优质产品参加由中国饮料工业

协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召开的“中国国际饮料

工业展”上展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内外观众。

最吸引眼球的是海富最新推向中国市场的具有

人机对话功能的 HEUFT SPECTURM II 设备，在

线空罐检测设备能帮助企业解决高速灌装前容器质

量检测，确保空罐质量。360 度全方位标签检测设

备也全面亮相此次展会。

质量、安全和效率，这在食品、饮料和药品罐

装和包装时非常重要。HEUFT SYSTEMTECHNIK 

GMBH 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将这些关键因素简单有

效地融入实践中。它们保证在最大的生产力下只有

完美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HEUFT SPECTURM Ⅱ将人机

界面（HMI）变为了机器人界面（MHI），而设备

操作员通过全新的一目了然的 HEUFT NaVi 用户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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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成为了设备用户 , 使得其操作可靠简易。

这种机人（MHI）对话的操作系统未来将推广

到其他的海富检测设备上运用，使检测设备的操作

简易不受员工流动也影响。

采用一贯的模块设计理念的跨系统控制用于不

同技术、程序和模块生成、结合高相似性部件及准

确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适用于每个应用程序。

人性化、HEUFT 系统的拥护者们可以依赖它

高水平的操作可靠性。可靠的帮助总是能够保证长

期的备件可靠性的 24/7 的在线服务。

今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众多食品法案都对追溯做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海富的检测设备是可以更好地

收集数据并对产品进行追溯，其检测设备通常都有

90 天的相关数据储存，并可选择将相关数据导入到

管理者的 PC 机，完全满足企业质量部门的追溯需求。

当前，检测设备行业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激烈，

视觉检测、X 射线检测、金属检测设备层出不穷，

海富针对各种市场需求依靠技术及创新，引领这个

领域的检测行业，在线检测设备海富有二次开发的

X 射线发生器及专利的设计，既保证放射量低的前

提下也能可靠提高检测精度，当然图像处理也是海

富的核心技术，这些都是海富在线检测设备可靠稳

定运行的保障。

食品饮料行业在中国处于稳步上升的发展态

势，海富作为一家包装检测设备生产企业对未来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对检测设备在中国与国际的前景

充满了信心，海富会继续关注市场的需求，开发满

足市场需求的在线检测设备。

海富的高层认为 ：随着食品安全需求提高，检

测设备替代人工检查必将是发展的趋势。

福建首家绿色印刷认证凹印企业解读
环保经验

福建省凹版印刷企业的绿色印刷认证实现了零

的突破——福建满山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满山红包装）董事长黄奕群从中环联合（北京）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领取了绿色印刷认证证书。作为

福建首家获得国家绿色印刷认证的凹印企业，同时

也是全国首家生活用纸专业绿印包装企业，黄奕群

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绿色环保经。

凹版绿色印刷标准的颁布开启了 2015 年凹印

行业绿色攻坚的大门。在绿色环保大潮之下，越来

越多的凹印企业加快了绿色转型的步伐。从原辅材

料的选购到生产工艺的革新，从操作设施的改进到

包装设计的提升，绿色环保已成为诸多凹印企业转

型升级的重头戏。

“绿色印刷认证不仅代表着包装质量的合格，

也说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黄

奕群如是说。早在 2014 年下半年，满山红包装就

开始投入成本对生产进行改造升级，并对原材料进

行严格把控。

对于凹印企业开展绿色印刷，黄奕群已经有了

自己的经验。除了从源头抓起，扩大无溶剂复合工

艺的使用，关注水性油墨、柔性版印刷、数字印刷

等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外，凹印企业还必须控

制生产过程中 VOCs 的随意排放及末端处理。改变

“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

黄奕群相信凹印行业的绿色环保指日可待。

从满山红包装的角度来看，申请凹版绿色印刷

认证不仅是为了符合社会对于凹印行业环保治理的

要求，更多的是出于企业自身对绿色印刷的深刻认

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开展绿色印刷的确会施加成

本压力，这也让众多中小型凹印企业望而却步。

在申请认证的过程中，包括一些权威机构的检

测以及企业排放的改造，都需要大量经费投入。黄

奕群对此直言不讳，他表示，许多中小型凹印企业

的设备、工艺较为落后，而凹版绿色印刷标准涵盖

的内容较全面，从原辅材料使用到印刷各个环节，

如果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改造，成本压力确实不小。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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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化学将全资控股道康宁

随着陶氏化学和杜邦的合并，由陶氏化学与康

宁公司创立、并各持股 50% 的有机硅巨头——道

康宁也将重组。陶氏化学宣布，将从康宁的手里买

回 50% 股权，从而全资控股道康宁。

陶氏化学和杜邦这两家可被载入美国工商业百

年史册、历经无数风雨的跨国巨头，也要通过合并

来应对化工行业的整体颓势、减少投资者的疑虑、

提高收益，消息一经传出，不禁震动全球化工界。

合 并 后 的 公 司 将 命 名 为“ 陶 氏 杜 邦 公 司

（DowDuPont）”，除了成立农业、材料科技以及特

种产品三家子公司外，这家新企业的出现也会引发

国际资讯

其他连锁反应 ：1943 年由陶氏化学与康宁公司创

立的道康宁将不复存在。

陶氏化学将从康宁的手里买回 50% 股权，随

后道康宁也将被纳入“陶氏杜邦”旗下子公司“材

料科技”中。

虽然道康宁还持有多晶硅供应商 Hemlock 

Semiconductor 的多数股权，但该光伏企业并不会

受到陶氏业务整合的影响。2014 年，道康宁的收

入和利润分别为 62.2 亿美元、5.22 亿美元。

Amcor 抢占北美软包装市场

Amcor 日前宣布以 4500 万美金收购一家私人

软包装公司 DeluxePackages，收购的业务将纳入

Amcor 公司的新成立的美洲软包装业务集团的一

部分。

Deluxe 在加州北部的尤巴市 (YubaCity) 经营

一家投资良好的工厂，拥有卓越技术以及熟练工人。

该工厂将带来 4200 万美元的收入，为新鲜食品和

点心客户提供高性能的软包装。

Amcor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罗恩·迪利

亚 (RonDelia) 说 ：“北美地区是一个具有吸引力

的软包装市场，本次收购将为 Amcor 带来利润快

速增长的机遇。”随着 DeluxePackages 的加入，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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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r 在特种食品包装领域的客户价值再度增强。

此次收购将推进软包装业务的增长，并带来丰厚的

回报。

图像包装收购 Colorpak 进军澳洲市场

图 像 包 装 公 司（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日前确认将收购 Colorpak 公司

100% 的股权，后者是一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折

叠纸盒供应商。

Colorpak 拥有 3 家折叠纸盒工厂，年加工纸

板月 38000 吨，用于市场食品、饮料、日用消费产

品的折叠纸盒。这些折叠纸盒分别位于澳大利亚的

墨尔本和悉尼，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除了折叠纸

盒，Colorpak 还可以提供不干胶标签和软包装产品。

图像包装国际是图像包装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该公司日前刚刚完成了其宣布的收购墨西哥

G-Box 公司的行动。这次收购 Colorpak，是该公

司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市场扩大增长的战略的一部分。

这次收购还要获得 Colorpak 股东的认可，获

得法院和监管部门的审核，完成标准的收购程序。

所有这些完成，本次收购有望在 2016 年第二季度

结束。

帝斯曼荷兰 Akulon XS 扩产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近日宣布，公司正在扩大

其荷兰埃门工厂的 Akulon XS 产能。该项目将于

2016 年第一季度完成，来满足市场对 Akulon XS

这种食品软包装专用吹膜级聚酰胺材料的强劲需

求，相关财务详情暂未公开。

据介绍，聚酰胺 6（PA6) 具有良好的阻隔性能

和机械强度，是生产此类食品包装薄膜的理想材料。

然而，聚酰胺 6 的高结晶速度将会限制它的加工窗

口。因此，加工商需要在生产效率方面做出让步，

或者通过将聚酰胺 6 与特种非晶态聚酰胺或聚酰胺

共聚物混合使用来改善其加工性能，但是这样会使

该类薄膜高性价比的优势大打折扣。

帝斯曼研发的 Akulon XS 解决了这一问题。

与传统聚酰胺 6 相比，Akulon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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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保留聚酰胺 6 独特的

阻隔和机械性能的同时，更方便、更高效地生产用

于食品软包装薄膜。

Akulon XS 不仅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抗穿

刺性和阻隔性能，同时能够生产出更加轻薄的薄膜，

带来质量和成本优势、减少浪费。

帝斯曼 Akulon、Novamid、EcoPaXX 全球

商务总监 Danilo Fioravnte 表示 ：“随着公众对减

少食品浪费和延长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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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多数阻隔膜产品常通过吹膜生产线进行共挤

出生产，常用 7 层、9 层甚至 11 层膜结构。这项性

价比极高的先进技术有效地将阻隔性、适印性、热

封性和耐冲击性等多种性能完美结合。”

2017 年美国将禁止牙膏等化妆品中使
用塑料微球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令（Microbead-

Free Waters Act of 2015）禁止在美国生产和销售

含有塑料小珠的肥皂、牙膏和其它化妆品，这项法

令将在 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原因在于多年

研究发现这些产品中的大量塑料微球被排入水中，

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

威胁。

此前，美国多个州地区已经立法禁止生产商在

日用品种加入塑料微球并在 2018 年正式生效，此

次奥巴马签署的法令在他们之前就开始生效实施，

这项法令值得出口相关产品至美国的生产商和贸易

商注意。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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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水性树脂抗菌关键技术获重要突破

近日，由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朱爱萍教授主

持的抗菌性高吸水性树脂研制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

要突破，将纳米银成功地均匀结合在高吸水性树脂

表面。

朱爱萍介绍，纳米级银系抗菌剂的抗菌机理是：

银离子与细菌接触后，到达微生物细胞壁，带正电

荷的银离子吸附在带负电荷的细胞壁上，依靠库伦

力使两者牢固吸附。银离子穿透细胞壁进入细胞内，

与——SH 基反应，使蛋白质凝固，使微生物细胞

发生破裂而死亡，影响微生物所需基本物质的传输，

破坏细胞合成酶的活性，用中断 DNA 复制的形式

阻止微生物繁殖。当菌体失去活性后，银离子又会

从细菌中游离出来，重复进行杀菌活动，抗菌效果

持久。另外，纳米级的银颗粒具有较强的光催化能

力，能够激活水和空气中的氧，产生羟基自由基

（Oh）及负氧离子（O-2），它们能使细菌中的蛋白

质、不饱和脂肪酸、糖苷等与之发生反应，破坏其

正常结构，从而使细胞死亡或丧失增殖能力。

“该技术实现了高吸水性树脂的高效抗菌和成

本低廉的双重优势。”朱爱萍称，环保型纳米银在

高吸水性树脂的抗菌性研发方面取得的突破，会推

动系列抗菌产品的快速发展，如抗抗菌牙刷丝、抗

菌纤维等。随着纳米银需求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及中

国对其抗菌效果的进一步认知，其市场需求不可估

量。“我们已经与宜兴的丹森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

总监进行深入洽谈，公司将采用扬州大学首次开发

的高吸水性树脂抗菌性的检测方法，未来将扬州大

技术创新

学研制的抗菌性高吸水性树脂的研制技术实现产业

化，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

德乐公司向中国餐饮市场推出 NFC 原
榨果汁，“餐饮装”盒中袋配备 IDC 无
菌阀门

德乐公司（The Döhler Group）-- 全球性的

天然食品饮料原料供应商，已经开始在中国餐饮市

场推出一系列的 BIB 袋装 NFC 原榨果汁。这款“餐

饮装”盒中袋上配备 The Answer® 无菌阀门。德

乐公司设计的靓丽美观的 10 升“餐饮装”盒上鲜

明地标着“100% Pure Fruit Juice 原榨果汁”。

The Answer® 饮料阀门是由美国 IDC 公司

（www.idcinnovation.com）独创，并经专业认

证的无菌阀门，适用于餐饮行业的大包装。在无

需冷藏的状态下，IDC 阀门保证即饮饮料在连续

几个星期使用的状态下安全饮用。专利性的 The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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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无菌阀门技术

为餐饮行业提供了使用的

方便性，同时大大延长了

饮料的保质期。德乐公司

还可以配套提供一款制冷

（热）器，以提升饮料口

感和客户体验。

客户对德乐 NFC 新

产品的超美的口味和创

新的包装形式反映积极

热情。德乐亚太区总裁 Roman Kupper 先生说 ：”

中国和全球餐饮行业会逐步采用这种革命性的创新

技术来降低仓储和冷链成本，减少变质损耗，保障

饮品安全，提升客户满意度。我们很高兴有 IDC 这

样的伙伴一起引领市场新潮“。

Coveris 公司推出便携式微波餐盒新
包装

国际塑料包装生产商 Coveris Rigid Finland,

近日为家庭代餐食品 (HMR) 以及外卖推出了新的

包装产品。

新推出的 Ready Fresh 包装是 Coveri 公司旗

下可微波包装系列的一款新产品，采用了 PP 材料

生产的黑色餐底以及透名的餐盖，整款包装设计风

格简单又不失时尚。

Coveris Rigid Finland 公司销售总监 Kimmo 

Tuovinen 先生称 ：“新推出的 Ready Fresh 包装

产品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断增长的 HMR 市场最

佳选择，同时也是其它欧洲国家最佳选择产品。新

的包装解决方案提供了良好的用户体验，同时此次

设计高功能包装产品是我们英国研发部门和销售团

队在面向英国市场推广产品共同协作的结果。”

最后 Kimmo Tuovinen 先生补充道 ：“目前公

司新推出的产品在德国、法国、荷兰以及西班牙表

现出了强劲的市场需求。”

松下推出有弹性绝缘薄膜

松下公司 (Panasonic Corporation) 近日采用

其专有的弹性树脂技术，开发出一种柔软、灵活且

可伸缩的聚合物树脂膜。这款新开发的材料是一种

绝缘膜材料，它经过外力拉伸后，可恢复其原始形

状，这在传统的弹性材料中极为少见。

它适用于所需的折叠和不同的自由曲面，大大

减少现有的设计限制。例如，它使柔软且可拉伸的

电子设备能够适应服装或身体的各种形态。该新材

料可广泛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机器人和智能包装中。

该新材料是一款柔软且可伸缩的绝缘膜材料，

具备优良的弹性，其拉伸长度可以是原来长度的 2.5

倍以上。该绝缘膜材料能够缓解拉伸引起的内部应

力，恢复到原有形状，且能重复使用，其应力松弛

率为 60%，回收率为 98%。

帕斯托推出 Capa™ 生物塑料

全球特殊化学用品生产商帕斯托集团推出应用

于生物塑料的可再生 Capa™ 产品。新产品的研发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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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设备都在支持生物塑料领域的研发。

KHS 推出硅薄膜包衣以延长酒类保质期

德国 KHS 公司推出了一种独特的硅薄膜氧气

阻隔包衣——Plasmax，该材料能有效延长瓶内酒

的保质期，。

Plasmax 是一款超薄 ( 小于 100 纳米 )、对氧

敏感的包装产品，耐开裂、耐磨损、不易分层。此外，

根据 Amcor Rigid Plastics 的介绍，该种薄膜在

空瓶子中不会因时间过久而降解，也不会降低有效

的保质时间。并且这种隔氧薄膜在瓶子的回收过程

中很容易被清除，也不会污染循环再用生产线。

“这种材料的应用对于酒类包装市场来讲是一

个重大的进步 , 因为它极大地扩张了隔氧 PET 容

器的市场前景。”Amcor Rigid Plastics 销售经理

Kerry Drewry 解释道，“我们期待隔氧 PET 瓶在

更多酒类铲平包装中得到广泛使用。”

Marks&Spencer(M&S) 是英国最大的零售商

之一，从 2010 年起就已将所有小容量产品全部替

换为 PET 材料。据该公司统计，仅此一项，每年就

可节约 525 吨的包装的包装材料。这次换装产品包

括 19 种红、白、玫瑰葡萄酒，采用的迷你塑料瓶

仅为传统的玻璃瓶质量的 88%，因此可大大减少在

生产、运输、分拨配送等领域二氧化碳的排放。

德国成功研制抗菌塑料食品包装

德国科学家日前利用医药专业技术成功研制出

抗菌塑料食品包装。该包装适用于牛奶等液体饮料

的包装，是食品包装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变革。

建立在 Capa™ Lactide 技术之上，该技术有助于

挖掘可再生材料潜在性能，从而研发出具有不同性

能，可适用于不同生物塑料领域的产品。

据最新研究表明 ：目前全球愈加关注可持续发

展以及注重可再生材料的研发，数据显示每分钟全

球市场消耗近 100 万只塑料袋，那些使用过的塑料

袋要么被微生物降解，要么几十年甚至是百年都存

在土壤中，从而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而采用帕斯托

公司应用于生物塑料的可再生 Capa™ 材料生产的

生物塑料袋可生物降解，从而实现降低塑料袋对环

境的污染。

生物塑料项目经理Linda Zellner女士表示：“目

前市场面临的挑战即产品既要结合终端应用的性能

又要拥有生物降解性，然而随着可再生 Capa™ 推

出，公司将继续努力研发一款既具有高性能特性，

又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再生 Capa™ 概念允许制造者采用不同熔点或

者极性属性的柔性或者硬性，透明的或者结晶的，

坚韧的或者刚性的产品进行自由设计。市场迹象表

明，这些产品很可能为目前正寻找具有更高生物基

含量和更高性能生物塑料的客户提供其所需的产

品。另外可再生 Capa™ 材料的可堆肥性以及生物

基含量已做过相关评估，同时比利时认证机构也通

过了对该产品生物基的资格认证。

业务领域专业 % 解决方案执行副总裁 Marie 

Grönborg 女士表示 ：“对于帕斯托而言，该突破性

技术不仅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同时也是公司一个重

要的里程牌。有了此项技术，可以确保客户创建解

决方案，有利于其在同行中保持领先地位。我们相

信生物塑料市场仍然充满活力，且将会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2015 年欧洲生物塑料协会预测，生物塑

料市场将会创造 20% 的年预计增长率佳话，这对

于我们或者任何一个从事该领域的企业而言都是一

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帕斯托将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生物塑料三个呈现

快速增长的行业，比如纸张涂料、袋子和薄膜以及

包装业务。据帕斯托公司表示 ：应用于生物塑料的

Capa™ 是一种生物聚合物增强剂，该产品提供了

卓越的稳定性和相容性，优秀的机械性能，低温状

态下展现极强的柔韧性和生物降解性等优点。目前

帕斯托公司整个工业生产以及位于英国沃灵顿的中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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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是在食品和包装接触点上繁殖的，为防止

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德国科学家最近利用医药专

业技术，开发出了一种抗菌塑料食品包装。

据介绍，这种包装利用涂层技术在塑料包装膜

上加上—层防腐抗菌材料，替换了食品中添加的防

腐剂，这种涂层可以通过复合树脂等物质为基料和

特殊技术实现。这是食品包装的一个重要变革，它

可以不用食品防腐剂就能起到阻止食品霉变的作用。

Linpac 推出 100% 包装产品回收机械

日前，英国包装制造商 Linpac 在其工厂添加

了第三台挤出机，可以将消费后的产品进行 100%

的回收，其德国工厂可以提供 100% 回收的包装袋

来满足日益增长的 PET 和 RPET 的需求。

Linpac 工厂在过去的五年已经投入 976 万美

元在德国两个生产点构建新厂房和生产设备，其中

325 万花费在里特鲁德的 PET 挤出机和自动化设备

上。此举显著提高了在德国和周边国家的市场份额。

Linpac 北欧市场的总经理 Adam Barnett 表

示，此举至关重要，因为德国市场在继续从 PP 到

PET 的转变，我们必须有能力满足客户对产品更轻、

更便宜和更能持续使用的追求。

新挤出机的安装不仅扩大了 Linpac 的产能，

而且能成功制造和使用 100% 回收的产品，成为

Linpac 在欧洲西北部市场的重大突破。新挤出机同

时还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多种类的产品，并且确保客

户可以获得对他们应用最好的包装。

PET 和 RPET 由于它们的通用性、轻量性、

可回收性和食品安全属性，在欧洲包装市场越来越

流行。

IDC 公司全球董事长 Greg Abbott 评论说：“我

们为有德乐这样声誉的公司合作把新技术和创新带

到中国市场而欣慰。无菌灌装客户多了一个切实可

行的餐饮大包装的选项，可以开发新的渠道和市场。

我们深信这种新理念会得到全球饮料行业的重视。”

意大利首推甘油生产 PHA 生物聚合物

近 日，Bio-on 与 Gruppo lndustale 

Maccaferri 集团的 S.E.C.I.S.p.A. 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将共同见证意大利首个从生物柴油副产品——

甘油中提取生产 PHA 的工厂。这两家公司均从事

可持续生物化学和乙酰丙酸的工业开发，将共同建

设一个年产能为 5000 吨，预计将扩产到 10000 吨。

该 工 厂 由 S.E.C.I. 投 资 5500 万 欧 元， 位 于

Eridania Sadam，将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用甘

油生产 PHA 生物聚合物的工厂。新工厂将需要专

门从事发酵生产这一革命性的生物塑料的熟练员工。

PHA，即聚羟基脂肪酸酯，是可取代传统聚合

物的生物塑料。传统聚合物一般采用碳氢化合物，

经石油化工工艺加工而成。PHA 既能拥有与传统

聚合物相同的热机械性能，但却具有完全自然降解

的优势。

“我们正投资 400 万欧元，拟购买 Bio-on 开

发的新生物技术许可证，”Eridania Sadam 公司主

席 Massinmo Maccaferri 说，“因为这一新的全天

生物塑料具有生物可兼容性和生态可持续性，有助

于我们集团“绿色”化工行业的发展。”

“我们将于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集团打造意

大利首个采用甘油生产 PHA 的工厂”，Bio-on 的

总裁 Maccaferri 解释说，“正如我们所预期，我

们已经获得采用甘油进行 PHA 的技术许可，并

将进入发展前景量高的高性能生物聚合物的研发，

S.E.C.I.S.p.a. 将负责该生物聚合物在意大利的生产。”

Rollprint 推出可替代聚丙烯腈的 COC

Rollprint 公司专注于医疗保健和消费品等行

业提供包装材料，日前推出可取代 Barex® 聚丙烯

腈树脂的 TOPAS® 环烯烯共聚物（COC)。随着英

力士关闭其在俄亥俄州的 Barex® 工厂，Rollprint

认识到苛刻医疗应用中低吸附性和渗透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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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便与 TOPAS 先进高分子材料公司合作，采用

TOPAS® 环烯烯共聚物作为 Barex® 聚丙烯腈树脂

的替代品。

“COC 可填补 Barex® 聚丙烯腈树脂的空白，

为已经商业化生产的创新医疗保健应用提供高耐化

学性和密封性的材料”，Rollprint 市场与销售部副

总裁 Dwane Hahn。

Rollprint 已与 TOPAS 紧密合作，研发可应

用于挤出涂层和多层共挤应用、需要高度耐化学

性的 COC。例如，Rollprint 在其应用与软包装的

透明阻隔膜 ClearFoil® 中加入 COC 作为防潮层。

ClearFoil® 采用铝或硅涂层聚酯使薄膜达到阻隔氧

气和湿气的极限。Rollprint 还开发了透皮贴剂的

包装，使用在多层结构中使用 COC，以实现高耐化

学性。

虽然 COC 并不是聚丙烯腈树脂唯一的替代品，

但是 COC 提供有效的耐化学性和低吸附率，在与

尼古丁贴片等医用化学成分一起使用时，呈现出低

反应性。比如，COC 的抗甲基水杨酸性与聚丙烯

腈树脂类似，甚至优于 PETG。COC 对尼古丁的吸

附率低于 PETG 和乙烯 - 乙烯醇共聚物（EVOH）

对尼古丁的吸附率。此外，Topas COC 与聚丙烯

腈树脂不同，Topas COC 可采用常见的热塑性加

工工艺如单层、多层薄膜、板材和挤出涂层以及注

塑和挤出吹塑成型等进行熔融加工。

乐购开发出用塑料废弃物制成的购物袋

乐购和回收服务集团 Eurokey Recycling 合作

开发出一款塑料购物袋，由 80% 消费后塑料废弃

物和 20% 从生产基地回收的塑料废弃物制成，本

月将供应于市。

据 介 绍， 所 需 材 料 由 Eurokey 收 集， 在 其

东欧工厂中进行分类，然后在包装集团 Papier-

Mettlier 位于德国的工厂加工成颗粒料，再生

LDPE 颗粒被用于制造乐购一次性购物袋。这种塑

料袋已经通过蓝色天使的环境认证。

乐购采购经理 Robin Hughes 说道 ：“与这些

供应商合作，将因我们的业务产生的废塑料转变成

一次性购物袋，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相信，

将废料回收再制成产品，对于整个行业以及环境而

言都很有意义。”

回收咨询公司 Recoup 董事长 StuartFoster

也表示。“这是一个将供应链和回收链的行动联合

起来，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有效回收塑料资源的完美

例子，值得学习。”

对于这个项目，资源回收公益组织 Wrap 的主

管 MarcusGover 评价道 ：“乐购将消费后塑料废料

用于他们的新购物袋中，这是非常积极，且受欢迎

的举动。乐购顾客将直接了解再生塑料的潜力，这

将帮助强调回收事业的乐观性。”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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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属防锈包装材料是具有防止或延缓金属锈蚀

功能，用于金属制品加工和贮运过程中的暂时性防

护包装材料。金属防锈防护包装材料主要包括气相

防锈纸、气相防锈塑料薄膜、复合纸、铝塑复合膜、

普通塑料膜和多层共挤 / 复合膜六类，其中气相防

锈纸、气相防锈塑料薄膜、铝塑复合膜和普通塑料

膜四类生产应用更为广泛。以气相防锈纸、气相防

锈塑料薄膜为代表的气相防锈包装材料在防锈功能

性、效果可靠性等方面更具优势，是国际金属防锈

包装材料未来研究、开发和应用的主要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范围内倡导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发

展低碳经济，我国也提出了绿色包装的发展战略，

即能够重复利用、回收再生或降解，且在产品整个

生命周期中对人体及环境不造成公害的适当包装。

刘宏  唐艳秋  沈萍  白芳  周显良  赵柏东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32，中国）

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of Volatile Corrosion Inhibiting Packaging Materials

摘要：气相防锈包装材料作为当前金属防锈包装用防护材料的主要形式，在金属防锈包装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全球范围内倡导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发展低碳经济，关注和发展绿色包装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各国

对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研制、生产、应用、回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环保要求。气相防锈塑料薄膜作为可回

收再利用的新型气相防锈包装材料，近年来在我国应用发展迅速，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符合绿

色包装发展方向，对推动包装工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气相防锈包装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绿色设计、绿色包装、环保

中图分类号 ：TB4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00 (2016) 01-0031-04

Abstract: As  the  present main  form of  protection materials  used  for metal  rustproof  packaging,volatile  corrosion 

inhibiting (VCI) packaging material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metal  rustproof packaging. With  the worldwide 

advocacy of  saving  resource,  reducing consumption and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the voice of concerning 

and  developing  green  packaging  is  rising  increasingl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or R&D, 

production, application and recovering etc of VCI packaging materials are proposed by all countries. As the recyclable 

and reusable new VCI packaging materials, VCI plastic  film is rapidly developed in our country. Its green design of 

whole life cycle confirms to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green packing and has active meaning of promoting packing 

industr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VCI packaging, VCI plastic film, green design, green pac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iu Hong    Tang Yanqiu    Shen Ping    Bai Fang    Zhou Xianliang    Zhao Baidong

气相防锈包装材料作为功能性金属防锈包装材料的

代表，应充分考虑资源利用、能源消耗、人身安全、

回收再利用和废弃物处理等问题，进行产品的绿色

设计，对推动包装工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积极

意义。

二、气相防锈机理与特点

气相防锈技术即气相缓蚀剂（简称 VCI 或

VPI）技术，其机理是载体材料（如纸或塑料薄膜）

中的气相缓蚀剂以适宜的蒸汽压持续稳定地挥发出

缓蚀剂气体，这种气体通过与金属离子反应，在金

属表面形成钝化膜、改变金属表面的酸碱环境或在

金属表面形成憎水膜等形式钝化金属表面，从而起

到防止或延缓金属锈蚀发生的作用。

气相缓蚀剂以气体分子形式持续释放，其蒸气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32 GREEN PACKAGING

在密闭空间内始终处于饱和状态，无孔不入，任何

外形、结构金属制品均可获得长期、稳定的防锈效

果。这种全新的防锈机理与传统的防锈方法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 ：

1、与防锈油脂技术相比，气相缓蚀剂分子可

渗透到结构复杂的防锈油脂不易涂敷的角落空间，

使防锈无死角 ；

2、气相缓蚀剂持续稳定挥发，可满足 10 年以

上的长期防锈封存要求 ；

3、气相防锈技术能实现无油化清洁包装，省

却包装前的涂油及启封后的清洗等工序，避免环境

污染，简化后处理工序 ；

4、与真空包装、干燥包装或充氮包装相比，

气相防锈对载体材料阻隔性和密封性要求低，对包

装设备无特殊要求，操作简单，工作效率高，便于

实施 ；

5、气相防锈包装材料无破损的情况下，可进

行二次或多次使用（如气相防锈自封袋、气相防锈

塑料袋、气相防锈罩等），降低包装成本，节约资源。

由于气相防锈技术优势明显，因而气相防锈包装材

料在钢铁、装备制造、汽车及配件、电子电器、航

天航空及军事装备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

良好防锈效果。

三、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种类

气相防锈包装材料是将气相缓蚀剂通过一定的

方式添加到载体材料（如纸、塑料或其他材料）中

制得的一种腐蚀防护用新材料。根据载体材料的种

类，主要分为气相防锈纸、气相防锈塑料薄膜两大

系列产品。

1、气相防锈纸系列

气相防锈纸是最早也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

泛的气相防锈包装材料。该类产品是将防锈原纸作

为基材，浸涂于配制好的气相缓蚀剂溶液中，经烘

干而制得。随着气相缓蚀剂技术的不断发展，气相

防锈纸也从早期的军事领域，推广到工业领域。为

满足各应用行业对包装强度的要求，气相防锈纸在

结构上做出多样化设计，有效改善纸质基材强度低

的不足，其中纸塑复合型气相防锈纸，是目前我国

冶金行业钢卷、钢板防锈防护包装应用最广泛的包

装材料，年用量超过 5 万吨。纸塑复合型气相防锈

纸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结构 ： 图 1 VCI 塑料母粒

PA 结构 ：气相缓蚀剂 + 平纹防锈原纸 + 聚乙

烯薄膜 ；

PD 结构 ：气相缓蚀剂 + 平纹防锈原纸 + 聚乙

烯薄膜 + 塑料编织布 + 聚乙烯薄膜 ；

WB 结构 ：气相缓蚀剂 + 皱纹防锈原纸 + 塑料

扁丝 + 聚乙烯薄膜。

2、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系列

气相防锈塑料薄膜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将缓蚀剂以一定方式加到塑料薄膜中而形成的一

种防锈包装材料。早期主要以涂敷型防锈膜为主要

代表，随着加工工艺的革新，目前成熟的气相防锈

塑料薄膜产品是经挤出吹塑加工而成，即 VCI 以微

粉形式加入到与之相容性良好的高分子树脂中，经

挤出造粒制成 VCI 塑料母粒（见图 1），藉此母粒

添加到聚烯烃树脂中，再经挤出吹塑制成薄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拥有了气相防锈塑料

薄膜制造的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际上的技术垄

断，实现了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的国产化，使该材料

得到迅速普及应用。

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 , 对气相防锈塑料薄

膜的性能要求也呈多功能化。按功能和结构可分为

如下主要型式 ：

普通型 ：气相缓蚀剂微粉均匀分散在塑料薄膜

中形成的产品，结构简单，用量最大 ；

抗静电型 ：在普通型防锈薄膜中加入抗静电剂

而形成的具有抗静电功能的塑料薄膜，主要用于有

抗静电要求的电子、电器产品和设备防锈包装 ；

增强型 ：通过复合高强材料而制成的具有高强

度（如拉伸强度、戳穿强度、撕裂强度等）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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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广泛应用于重型金属制品防锈包装 ；

高阻隔型 ：通过多层共挤或复合而制成的具有

高阻隔性能的薄膜，如铝塑复合型防锈膜等，该类

材料具有低透湿度、低透气性等特点，尤其适用于

高精密、高附加值产品的长期封存防锈 ；

收缩型 ：遇热可收缩的防锈薄膜，主要用于金

属件的紧固包装 ；

降解型 ：分为半降解和全降解型，材料废弃后

在一定自然环境下能降解，对环境无公害 ；

拉伸型：具有超高伸长率，耐穿刺，具有自粘性，

可用于金属部件的贴体紧密缠绕包装。气相防锈塑

料薄膜具有很多纸类产品所不具备的特点，如透明、

美观、可封焊、防水、耐油、可回收再利用，环保等，

广泛应用于机电、汽配和武器装备等领域。

四、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是指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着重考

虑产品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将可拆除性、可

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要素融入到产品设计的各

个环节中去。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同时，兼顾产品应

有的基本功能、使用寿命、经济性和质量等。近年来，

欧盟、日、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对部分材料的

安全性要求（如 REACH、ROHS、TRGS），使防

锈包装材料绿色设计也成为必需。

根据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使用方式和要求，结

合其材料构成和制造技术，其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

包括缓蚀剂的绿色设计、载体材料的绿色设计、制

造工艺绿色设计和回收再利用绿色设计。具体如下。

（1） 缓蚀剂的绿色设计

产品的安全性能是绿色设计首先需要考虑的问

题，气相防锈包装材料在安全性方面的影响主要决

定于所采用的 VCI 种类，所以对缓蚀剂的绿色设计

是保证产品安全性的关键。到上世纪末为止，研究

发现并可供商业使用的气相缓蚀剂超过 200 种，主

要包括亚硝酸盐类、亚硝胺类、酚类、胺类、铬酸

盐类、苯甲酸盐类、咪唑、咪唑啉类和杂环类等。

这些缓蚀剂有些具有异味，或对皮肤有刺激性，或

对呼吸系统有不良影响，甚至个别还有致癌性，以

致一些人对气相缓蚀剂技术本身的安全性产生了疑

问。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于 VCI 的研究集中在安

全、高效和通用性方面，即使用安全、对健康无不

良影响、防锈效率高、适用于多种金属保护等。研 图 2 降解型气相防锈塑料薄膜

究结果发现了许多新型 VCI，如唑类、酯类、有机

酸类、有机碱类和食品添加剂类等，这些新型 VCI 

的安全性大幅度提高，甚至许多达到了无毒级水平。

VCI 技术在安全性方面的发展，使得气相防锈包装

材料的绿色设计理念得以实现，从而促进了气相防

锈包装材料安全性的提高。现在，许多材料的安全

性已达到了欧盟、日、美等一些先进国家的安全要

求，如 REACH、ROHS、TRGS 等。

（2） 载体材料的绿色设计

气相防锈包装材料主要包括气相防锈纸和气相

防锈塑料薄膜两大系列，其中气相防锈纸的生产消

耗大量的林业资源，且目前用量最大的纸塑复合防

锈纸产品由于纸塑分离难度大，难以回收再利用，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的全

塑结构可实现废弃物的 100% 回收再利用或 100%

降解，符合环保要求。气相防锈包装材料对载体材

料的绿色设计加大了对塑料类材质类的开发力度。

2005 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降解材料的研究

和开发取得了快速发展，光降解塑料、生物降解塑

料、光 / 生物双降解塑料、水溶性生物降解塑料、

其他转因生物降解塑料等材料出现及其生产加工设

备的逐步完善，为降解型气相防锈塑料薄膜（见图 2）

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基础和条件，如美国、韩国已成

功地推出了可降解气相防锈薄膜系列产品，并投入

应用。

（3） 制造工艺的绿色设计

现在全球都在倡导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发展

低碳经济。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制造工艺绿色设计

是实现节约能源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制造工艺创

新，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物耗能耗，

减少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污染。例如气相防锈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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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加工方式见图 3）与防锈纸加工工艺相比较

实现了无废水、废液等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产品

物耗、能耗，其制造过程中能源消耗可降低 60%，

符合节约资源、能源、环保的倡议和要求。

（4）回收再利用及废弃物处理绿色设计

在回收再利用方面，以气相防锈纸和气相防锈

塑料薄膜为主的气相防锈包装材料均可实现在一定

条件下的再利用，但方式不同，对应污染和能耗等

方面也大不相同。以复合型气相防锈纸和复合型气

相防锈塑料薄膜为例，其回收再利用及废弃物最终

处理情况对比见表 1 ：

从上表看出，这两类主导气相防锈包装材料在

使用之后的回收再利用和废弃物最终处理方面差别

对比内容
气相防锈包装材料

复合型气相防锈纸 复合型气相防锈塑料薄膜

回收处理方式 纸塑分离 -

再利用形式 制浆、造纸、造粒 造粒

回收处理污染 污水 无

回收处理物耗 造纸化学品消耗、水资源消耗、电耗 电耗

最终处理方式填 埋或焚烧，热能回收 自然降解或热能回收

图 3 气相防锈塑料薄膜挤出吹塑加工

表 1

较大。

从回收处理管理和实施的角度分析，气相防锈

纸的回收方式主要有纸塑分离处理、填埋处理、焚

烧处理三种方式。由于分离技术和分离成本的限制，

纸塑复合型气相防锈纸废弃物处理有一定难度。目

前主要采用的填埋处理或焚烧处理，不仅污染环境，

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一些先进国家或地区提出了限制使用纸塑复合材料

的要求。气相防锈纸类产品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

对环境的影响，采取新的设计方案实现可持续性

发展。

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类材料与传统的气相防锈纸

类制品相比，因其全塑结构，在回收过程中主要采

取直接造粒的方式，所需设备和工艺简单，清洁无

污染，回收利用率高。因此气相防锈塑料薄膜类材

料是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绿色设计的方向。

五、结束语

安全、环保、可持续发展型产品已经体现在生

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实施绿色包装，对产品进行

绿色设计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和关注的重点。作

为防锈包装先进技术的代表，气相防锈包装材料的

绿色设计应着重从气相防锈塑料薄膜出发，选用安

全、高效的气相缓蚀剂，选择可回收再利用或可降

解的载体材料，采用创新的制造工艺，对废弃物进

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实现绿色包装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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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浆材料成型的现状

纸浆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纤

维状物质。根据所用纤维原料分为木浆、竹浆、苇浆、

草浆、蔗浆、麻浆、破布浆等。纸浆成型材料是用

废纸或木纤维制成纸浆后，冲压成型的一种具有缓

冲性和韧性的包装材料。

纸已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各种纸张和纸制品深

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纸浆成型产品也随之发

栾清涛

（山东艺术学院，济南  250014）

纸浆材料成型的方法与应用

Pulp material molding method and application

摘要 ：纸浆成型材料是用废纸或木屑等制成浆后冲压成型的一种具有良好缓冲性、柔韧性和可塑性的包装材

料，多被用作包装的内衬，起到保护商品和美化商品的作用。由于其相对环保和可回收的特性，在近年来欧

美发达国家相继立法要求采用绿色包装材料或可回收的包装材料的背景下，纸浆成型包装材料的应用越来越

受重视。纸浆成型材料的研发与应用，使不可降解包装装饰材料的使用量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

态环境的压力，降低了社会资源消耗，减少了环境污染，在商品包装设计中探索出低成本的、环保的、符合

社会需要的纸浆制品的应用，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

文旨在探索纸浆材料成型的方法和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 ：纸浆成型 ; 环保 ; 表现方法

中图分类号 ：TB4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00 (2016) 01-0035-04

Abstract: Pulp molding material is made of waste paper or wood pulp after stamping forming a good buffer, flexibility 

and plasticity of packaging materials, more is used as the inner packaging, protect the commodities and beautification.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rela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cycl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legislation  to require  the use of green packaging materials 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cyclable  packaging materials,  paper  pulp molding  packaging materials  used  b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Pulp 

molding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make the use amount of non-biodegradable packaging 

decoration material is greatly reduced, to a certain extent, ease the pressur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soci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reduc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plored in commodity packaging design of low 

co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ulp products conforming to the need of the society, whether i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paper  pulp molding material  and  the 

application in packaging design.

Key words: pulp mol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thod of performance

Luan Qingtao

展起来。一些发达国家的纸浆成型产业已有八十多

年的历史。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纸浆成型产业已

具备了相当规模。 

1、国外纸浆成型的现状

(1) 从产品的内包装向生活必需品以及装饰品发

展。在美国，纸浆成型材料的使用量每年以 40％的

速度增长，2000 年已经达到 8l 万吨。从 l989 年起

始，全美约有 600 多家工厂进行纸浆、纸板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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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其中有近 200 家基本是以废纸

作为原料，另有近 300 家的生产原料中废纸占到了

50%。依托于纸浆模塑包装的巨大需求，使纸浆成

型产业成为消费回收纸张的第三大行业。

(2) 在纸浆成型产品设计和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

模具设计上，广泛采用计算机作为辅助设计手段。

模具的加工在数控加工中心进行。 

(3) 产品与设计过程中使用的模具更为标准化、

模块化。国外厂商注意到纸浆成型制品设计应用时

适用面广、通用性好，从而加大生产批量，使得模

具利用率更高，同时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4) 由于机械设备的先进，突出表现在采用压力

干燥技术，直接热压成型，不在依赖传统的烘烤设

备，使能源消耗大大地降低，同时，高度机器自动

化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 

(5) 由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提倡和支持，绿色包

装材料的逐步广泛应用，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升

级，以及理性消费的观念提升，更为包装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国内纸浆成型的现状与问题

l984 年，我国从法国引进了一条纸浆成型生产

线，主要用于鸡蛋托盘的生产，标志着中国纸浆成

型业的开始。到 2002 年，我国已形成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天津、大连地区三个纸浆成型

技术发展中心，特别是 2001 年以来，相关企业纸

浆成型工业包装的使用量以每年 20％的速度递增。

纸浆成型工业包装材料的市场正在迅速形成。同时，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 环保意识淡薄，创新观念滞后。经济的飞

速发展，单纯经济利润的驱使，使管理者和生产者

以及设计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环保再利用材料的

重要作用，只顾及其商品价值，而忽略了其无形价

值，制约了纸浆成型材料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可循

环再利用环节的技术开发和研究。 

(2) 功能单一，应用领域狭窄，视觉传达效果较

差。功能的单一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诸多不和谐因素，

加上不讲究视觉传达的效果，再次降低了纸浆成型

材料更有效的循环利用。如纸浆成型的应用在设计

过程中只注重设计产品本身的使用功能，一般只限

于在产品的内包装使用，使纸浆成型材料不能在更

多领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3) 技术和艺术的含量低。不注重设计的审美特

性，以及缺乏技术手段的研发，应用范围受到局限，

纸浆成型材料的利用率和产品的多样性大大降低。

二、纸浆材料成型的工艺特点和意义

1、纸浆材料成型的特点 ：

（1）工艺技术简单实用，原料来源广，成本低。

原材料就地取材，质量轻，回收费用低，可反复使用。

（2）具有良好的抗震性、缓冲性、保护性。

（3）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废弃物处理，低污染，

能源消耗少。

（4）纸浆成型制品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和隔热性。

可按包装使用需求加入各种助剂，能够达到耐酸碱、

防晒、防水、防油、不渗漏、不变形，为产品提供

更良好的保护。 

（5）可重叠存放，节约存储空间和运输成本。

（6）装饰性和可塑性好，易成型。可以根据用

户的不同要求，对产品的外观元素进行后加工处理，

以满足差异化需求。

2、纸浆材料成型的现实意义

我国造纸工业 “十五”发展规划和未来十五年

远景规划中，提出了“逐步实现以木材纤维为主，

扩大废纸回收利用，科学合理配用非木材纤维的多

元化原材料结构”新方针。废纸作为一种潜在的可

回收利用的资源，正日益受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重

视，对其进行合理的回收和再利用，不仅符合国家

发展规划与社会发展，同时也可在包装设计领域带

来更多新鲜的视觉效果，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今社会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包装的巨

大需求， 纸浆成型材料的研制开发与推广使用，可

大大减少不可降解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生态环境的压力。纸浆成型材料在视觉传达

设计中的广泛应用，使得纸浆成型这一环保材料扩

大了应用可能性，成型的方法研究大大拓展了设计

空间，使之逐步走出“工业产品内包”的狭窄范围。

纸浆材料成型是一种成本低、利环保、可持续发展

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成型方式。无论从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全局角度，还是从环境保护的实际角

度，以及从包装材料革新的应用角度来说，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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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纸浆材料成型的设计与表现方法

纸浆材料成型具有体量轻、易成型、成本低、

减压缓冲、环保等物理特点，主要应用于产品的内

包装。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

1、镂空 ：以立体形态体现视觉元素，将纹样

通过透雕或浅刻的方式。即在成型之前，运用模具

切割技术，产生丰富的层次，通过层次的丰富变化，

营造视觉特效。

2、压痕 ：采用模压的方法，根据设计需要在

纸浆表面未干或者干透时压制而成，使将要表现的

内容压印成凹凸感，增加特殊的立体效果。 

3、肌理 ：肌理是造型艺术特有的质感特征，

表现的是物体表面纹理组织结构，即各种错落有致、

参差不齐的纹理。可采用自然界中的物质肌理，也

可采用抽象的非自然纹理，通过模具翻制完成。

4、堆塑 ：是雕塑的一种制作方法，将纸浆趁

湿混合均匀后在平面载体上（立体）塑造出所需的

视觉元素，灵活且可塑性强。

5、翻模 ：通过模具翻制，将所需要的形态展

现出来，具有质量轻、透气性好、运输轻便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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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用在内包装上，也可应用于装饰品创作。

6、浮雕 ：将纸浆混合均匀后，堆砌、塑雕出

所需的视觉元素，具有个性灵活、可塑性强的特点。

7、雕刻 ：采用模切或人工雕刻而成，也可运

用人工手制，在纸浆干透时强力冲压雕刻而成，特

点是立体感强，细节容易展现。

8、熨烫 ：采用凸版烫印，也可利用加热后的

工具手工烫印，在纸浆材料干透后施行，具有自然

且古朴的意味。

9、规则构成 ：将所要表达的视觉元素，进行

合理的装置并以模具翻制出来，也可注浆而成，使

之成为有机形态，表现力丰富，应用空间广阔。

10、本体成形：强调“包装即产品”的设计理念，

在包装的外形完全符合产品外形的条件下，采用此

方式会使人们直观地看到产品，特点生动而直接。

11、概念表达 ：将形态元素以感性的手法表现

出来，亦可平面、立体手法综合运用，强调意象形

态表现，突出艺术感觉营造，给人亲切、灵性的感觉。 

以上纸浆材料成型的方法探究，其共同点就是

通过各种方法使纸浆成型材料体现出丰富的视觉效

果，运用层次、肌理、雕塑等手法，使纸浆成型材

料的特点和优势得到更加完美的应用和体现。“媒

介即信息”，利用纸浆材料可塑造的媒介特性可以

为包装提升视觉与触觉的层次感，承载更多产品信

息的同时，更能提高包装的视觉吸引力，跳出传统

包装图形与色彩的窠臼，为当下的包装设计的视觉

表现开拓一条新途径。我们应以良好的创意将纸浆

成型材料的媒介特性运用于产品的包装，巧妙地处

理个中关系。以绿色环保为前提，从产品的功能美

和形式美出发，以简洁、自然的效果，达到“以情

托物”的效果，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关照到个

性化的情感诉求，进一步挖掘材的效益和潜在价值。

四、结语

我们的生存环境离不开设计，而设计也离不开

环境、离不开材料。材料是设计的载体，是视觉语

言的物化表现，因此，巧妙地运用材料是当今包装

设计，乃至视觉传达设计的成败关键，如何合理、

有效的运用材与质来表现形与意，已经成为当今我

国设计业面临的重要命题。

纸浆成型材料是一种绿色的包装材料，对人及

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低微，易于回收和利用，并可

降解回归自然，同时达到节约原材料、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利于生态平衡、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功效。

本文探讨的纸浆成型的方法，旨在进一步提升

纸浆成型材料的价值和附加价值，拓展该材料的应

用领域和文化内涵，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审美需

求和个性化需求。将材料、形式和内容相结合，在

情感、趣味和意义更有效传达的同时，开拓一方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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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理废旧塑料的方法大致可分为焚烧、

填埋和再生利用 [1]，从环保和节约资源角度来讲再

生利用是最理想的方法。回收再生的塑料主要用于

纤维制造、地膜、服装等非食品包装领域 [2]，但也

有部分再生塑料产品出现在食品包装领域。根据调

研发现，部分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尤其在我

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以及城乡结合部依然存在着大

量的再生塑料食品包装制品，其中应用最为普遍的

再生塑料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乙烯

（PE）、聚碳酸酯（PC）。对普通百姓来说，有时候

很难从外观上区分再生料和原生料，这使得更多的

再生产品出现在食品包装上，这些再生产品是否安

全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从循环经济和环境

保护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鼓励塑料产品的重复使

用，但如果用在食品包装领域，就必须要求再生塑

料产品具有和原生塑料同样的卫生安全性能，不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开展了一次

王微山  陈淑祥  许超  申丽霞  武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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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用于食品包装的再生塑料产品的安全检验与分

析，检验再生产品是否满足原生产品的相应标准要

求。在常规检验项目之外，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检

验项目。

1. 常规检验

所谓常规检验，是指依据现行有效的产品标准

或卫生标准去检验某产品的性能。此处是指，我们

按照原生塑料的相关标准去检验再生塑料的卫生安

全性，看其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再生 PET 检测项

目 ：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量、重金属、锑 ；再

生 PE 检测项目 ：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量、重

金属 ；再生 PC 检测项目 ：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

耗量、酚、重金属。

1.1 再生 PET 产品的检验与分析

我们对再生 PET 成型品和再生 PET 树脂两类

产品进行了检验分析。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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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检测数据，只给出检测结果的分布情况。

在检测的 60 个再生 PET 成型品中 ：检测不合

格样品共 3 个，产品不合格率为 5.0%。其中蒸发

蒸发残渣，mg/L KMO4 消耗量

检测值 水 4% 乙酸 65% 乙醇 正己烷 mg/L

0 ≤ X ≤ 2 2 0 3 8 49

2 ＜ X ≤ 5 6 5 18 9 11

20 ＜ X ≤ 30 0 1 0 0 0

X ＞ 30 1 0 0 2 0

表 1 再生 PET 成型品检测值 (X) 个数分布情况

检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x S

蒸发残渣 mg/L

水 2 32 9.7 4.8

4% 乙酸 1 20 10.4 4.1

65% 乙醇 2 29 7.1 3.8

正己烷 2 22 8.6 6.8

KMO4 消耗量 mg/L 0.3 5 1.9 1.0

重金属 mg/L ＜ 1 ＜ 1 ＜ 1

锑 mg/L ＜ 0.05 ＜ 0.05 ＜ 0.05

表 2 再生 PET 成型品检测结果

蒸发残渣，mg/L

检测值 水 4% 乙酸 65% 乙醇 正己烷

0 ≤ X ≤ 0.2 0 0 8 4

0.2 ＜ X ≤ 0.3 1 3 31 36

0.3 ＜ X ≤ 0.4 26 31 1 0

0.4 ＜ X ≤ 0.5 13 6 0 0

X ＞ 0.5 0 0 0 0

总计 40 40 40 40

表 3 再生 PET 树脂检测值 (X) 个数分布情况

检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x S

蒸发残渣 mg/L

水 0.30 0.48 0.38 0.04

4% 乙酸 0.26 0.42 0.36 0.03

65% 乙醇 0.15 0.35 0.24 0.04

正己烷 0.18 0.29 0.25 0.03

铅 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锑 mg/L ＜ 0.05 ＜ 0.05 ＜ 0.05

表 4 再生 PET 树脂检测结果

残渣（水）有 1 个产品不合格，蒸发残渣（正己烷）

有 2 个产品不合格 ；来自盈创公司的 PET 再生树

脂中，所检的 40 个批次产品均合格，产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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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原因在于盈创公司通过了国家卫生部及

国家质检总局有关专家的评估，其再生工艺也获得

了国外权威机构的认可，具备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

1.2 再生 PE 产品的检验与分析

在检测 30 个再生 PE 成型品中 ：有 3 个产品

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10.0%。其中不合格项目均为

蒸发残渣（乙酸），最大检出值达到 157.5 mg/L，

蒸发残渣，mg/L KMO4 消耗量

检测值 水 4% 乙酸 65% 乙醇 正己烷 mg/L

0 ≤ X ≤ 2 0 0 1 6 19

2 ＜ X ≤ 5 4 3 1 4 11

5 ＜ X ≤ 10 7 12 14 7 0

10 ＜ X ≤ 15 11 10 9 8 0

15 ＜ X ≤ 20 3 3 4 2 0

20 ＜ X ≤ 30 4 2 1 2 0

X ＞ 30 1 0 0 1 0

总计 30 30 30 30 30

蒸发残渣，mg/L KMO4 消耗量

检测值 4% 乙酸 65% 乙醇 正己烷 mg/L

0 ≤ X ≤ 2 0 0 0 25

2 ＜ X ≤ 5 1 6 5 5

5 ＜ X ≤ 10 8 12 13 0

10 ＜ X ≤ 15 8 10 10 0

15 ＜ X ≤ 20 5 2 2 0

20 ＜ X ≤ 30 5 0 0 0

X ＞ 30 3 0 0 0

总计 30 30 30 30

表 5 再生 PE 成型品检测值 (X) 个数分布情况

检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x S

蒸发残渣 mg/L

4% 乙酸 2.5 157.5 20.6 27.9

65% 乙醇 2.5 18 9.1 4.2

正己烷 3 16 9.2 4.0

KMO4 消耗量 0.5 2.8 1.6 0.5

重金属 mg/L ＜ 1.0 ＜ 1.0

表 6 再生 PE 成型品检测结果

表 7 再生 PC 成型品检测值 (X) 个数分布情况

是国家规定检出限的 5 倍还多，另外 2 个不合格产

品检出值也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检出限。

1.3 再生 PC 产品的检验与分析

在检测的 30 个再生 PC 成型品中不合格产品为

2 个，不合格率为 6.7%。再生 PC 成型品中，蒸发

残渣（水）和蒸发残渣（正己烷）均有一个产品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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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性检验与分析

2.1 酸性条件下再生 PET 中锑的迁移检测

重金属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响。通过 X 能谱图

我们发现 PET 瓶中含有锑，锑可导致视觉神经受损、

眼色素层炎、视网膜出血，一般还有头痛、咳嗽、

丧失食欲、睡眠异常和眩晕等症状。针对这种金属，

我们对其在不同条件下向食品模拟液中的迁移量进

行测定。

检测设备：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ICP）。

检测条件 ：IRIS Advantage ；RF Power ：

1150W，Pump rate:1.85ml/min, Nebulier 

Pressure: 27(PSI)）。

检测结果与分析 ：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 在常温下使用 PET 容

器存放食品 , 锑的迁移量很低。但是在高温酸性条

件下存放，锑的迁移量很大。目前我国 PET 生产

中普遍使用锑催化剂，在 PET 成型品中不同程度

的存在锑，虽然常规使用条件下迁移量很小，但是

在高温、酸性以及长时间存放时，锑迁移量成倍增

将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x S

蒸发残渣 mg/L

水 4.5 34.5 12.6 6.7

4% 乙酸 3.5 22 10.4 4.9

65% 乙醇 1.5 21.5 10.3 5.0

正己烷 1 36 9.7 7.9

KMO4 消耗量 mg/L 1 5 2.1 1.1

重金属 mg/L ＜ 1 ＜ 1 ＜ 1

酚 mg/L ＜ 0.05 ＜ 0.05 ＜ 0.05

编号 迁移条件 锑含量，mg/Kg 备注

1
3% 乙酸回流 4 小时
（参照欧盟标准）

<0.03 设备检出限 ：0.03 mg/Kg

2
4% 乙酸 60℃浸泡 0.5 小时，

（参照我国标准）
<0.03 设备检出限 ：0.03 mg/Kg

3
4% 乙酸 70℃浸泡 2 小时，然后再在 40℃浸泡 10 天，

（参照美国 FDA 浸泡标准）
0.22 设备检出限 ：0.03 mg/Kg

表 8 再生 PC 成型品检测结果

表 9 再生 PET 中锑的检测结果

长，因此在这些条件下必须要重视锑的迁移问题。

2.2 再生 PE 中钙（Ca）质填料含量检测

通过调研发现，部分 PE 再生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在再生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碳酸钙及滑石粉等

无机矿物填充料。这种填料的使用，不仅降低了塑

料的阻隔性能等，同时容易迁移入食品中，如果被

人长期食用，容易导致结石等，危害人体健康。通

过 X 能谱检测发现再生 PE 瓶中含有较多的钙，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其在食品模拟液中的含量进行

测定。

检测设备：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发生仪（ICP）。

检测条件 ：IRIS Advantage ；RF Power ：

1150W，Pump rate:1.85ml/min, Nebulier 

Pressure: 27(PSI)）。

浸泡条件：蒸馏水、4% 乙酸于 60℃浸泡 2 小时。

检测表明，按照国标方法迁移处理后的 Ca 浓

度达到 3.54 mg/Kg（蒸馏水）以及 15.19 mg/Kg

（4% 乙酸）。由此可见，加入过量 Ca 质填料的再生

PE 袋容易迁移出大量 Ca 元素，给人们身体带来了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43GREEN PACKAGING

潜在危害。

2.3 再生 PC 的双酚 A 检测

国外曾报道婴儿用奶瓶检测出双酚 A，自此双

酚 A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在再生 PC 产品

中有大量游离双酚 A 残留，其作为食品包装材料可

能对食品安全造成危害，鉴于此，我们对再生 PC 

中的双酚 A 进行了检测。

检测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仪 ；

检测方法 ：取 0.10g 的样品放入 200ml 的锥

形烧瓶中，并加入 20ml 二氯甲烷，待样品溶解后，

再滴加 100ml 的丙酮，混合均匀，在 3000rpm 条

件下离心 10min，再用真空浓缩机浓缩上层清液

至约 2ml，添加 10ml 的乙腈，然后加水定容至

20ml。取 1ml 此溶液并且用不超过 0.5μm 孔径的

薄膜过滤，此溶液作为样品溶剂，用单体测试方法

实施双酚 A 测试。

检测得到再生 PC 中双酚 A 含量为 80μg/g，

说明再生 PC 含有一定量的双酚 A，由于该物质安

全性尚未被完全确认，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3. 结语

常规检验表明，除盈创公司生产的再生 PET 产

品外，使用简单加工清洗等工艺生产的再生 PET、

PE、PC 产品用于食品包装时安全性不稳定，超标

项目大部分是蒸发残渣，再生塑料产品的蒸发残渣

项目普遍高于原生产品，有些虽然在标准规定的要

求范围内，但很接近于允许范围的上限，这种现象

在再生 PE 产品中更为显著，可见在再生过程中或

多或少的会引入某些可能有害的物质，用于食品包

装时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安全隐患。探索性实验表明，

再生 PET 在高温和酸性条件下锑迁移、再生 PE 中

钙（Ca）质填料迁移，再生 PC 中的双酚 A 含量等

问题应引起关注。

我们建议有条件的技术机构开展先期工作，加

强食品用再生料安全评价研究以保证再生料安全使

用，对未经过安全评价的再生料，不得用于食品包

装。另外，要尽快开展再生料鉴别方法的相关研究，

实施回收标志制度，同时希望我们的检测数据能够

为将来我国再生塑料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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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盘共用系统及其国内外发展现状

1、托盘共用系统概述

托盘共用系统 (Pallet Pool System) 是指负责

托盘租赁、回收、维护与更新的社会服务系统。它

是在政府的规范和引导下，由托盘生产企业和物流

企业牵头、或由物流产业各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

组建的、或由政府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的，在国内各

主要港口、码头、机场、公铁路货运站、大中型的

批零中心和主要交通要道口，建立负责托盘租赁、

回收、维护和更新的服务站点，加速托盘在生产企

业、物流企业和销售企业之间循环，促进托盘联运

和机械化作业，提高物流效率，缩短供应时间，大

王云霞，胡浩

（中国智能物流包装公司，北京，100027）

铁路货运发展托盘共用系统的思考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llet pool system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代物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指出物流业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铁路作为一个庞大

的运输系统，承载了大量货物的物流，但是国内尚未建立铁路托盘共用系统。作者通过对石家庄南货运站、

上海北郊货运站、北京百子湾货货运站、杭州艮山门货运站的托盘使用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本文针对铁路货

运自身弊端进一步分析了铁路发展托盘共用系统存在的四个障碍。此外，作者还根据铁路自身特点，并结合

市场情况，对未来铁路发展托盘共用系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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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降低物流成本的社会服务网络。

国外成功运营经验表明，建立托盘共用系统可

以带来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一是降低了全社会

物流成本。共用系统的托盘为循环使用，代替现在

的一次性托盘，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资金 ；机械化

叉车作业代替人工装卸，减少多次重复装卸，降低

企业成本。其次，提高了供应链物流服务质量。托

盘一贯化作业可以提高物流效率，大大缩短供货时

间，降低货物破损率，提高商品流通速率。再者，

加快了托盘一贯化运输和物流标准化的进程。建立

托盘共用系统，首先要实现托盘标准化，而托盘标

准化势必会带动与之配套的货架、叉车等物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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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国托盘使用情况一览

的标准化，甚至码头、仓库设计、订单模式等一系

列都需要标准化 [1，2]。最后，建立托盘共用系统

还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共用系统

的托盘可循环使用，代替目前使用较多的一次性木

制托盘，因而减少大量木材使用，保护森林资源。

2、国外托盘共用发展概况

国外托盘使用历史较长，许多发达国家的托盘

一贯化运输水平相当高。托盘保有量、人均占有量、

标准化托盘占有率、托盘运输率等指标可以用来衡

量一个国家托盘集装单元化运输的水平。表 1-1 是

各国托盘使用情况对比 ：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关国、法国、

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先进发达国家就

在主要的交通枢纽如港口码头、公铁路货运站和各

类大中型的批发交易市场周围，建起了物流托盘的

回收、租赁服务站点，构建了非常完备的托盘共用

系统。其中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托盘的国家，

利用二战时期美军遗留的军用托盘成立了 CHEP 公

司，目前 CHEP 也是全球最大的托盘运营公司。20

世纪 40 年代初美国的耐火砖、肉罐头行业开始实

现托盘在企业问流通，随后拓展到钢铁行业。1990

年 CHEP 公司进军美国，成为主导美国市场的托盘

运营商。加拿大的成立了 CPC，欧盟托盘协会成立

了 EUR, 日本有 JPR 和 NPP，韩国最大的托盘共

用运营商 KPP。国外托盘运营的主要模式有三种 ：

及时交换模式、租赁模式和交换租赁并用模式。其

中除欧盟和加拿大主要为交换模式，其余各国多以

租赁模式为主。

3、国内托盘共用发展概况

近年来，伴随国外托盘共用业务的飞速发展，

一些知名国外托盘租赁企业开始到中国开拓市场，

如集保 (CHEP)、路凯 (LOSCAM) 等自 2005 年起

迅速拓展入中国市场，给中国的托盘租赁业带来发

展的契机。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托盘租赁市

场开始激活，2010 年，招商局集团全面收购路凯

公司，招商路凯成为国内第一家国有托盘运营商。

另外还出现了一批以力保、众力、中包精力等为代

表的民营托盘租赁企业，开展以托盘循环租赁为主

要业务的经营活动，但是规模都不大。国内托盘共

用系统市场份额缺口仍然很大。

我国铁路开展托盘共用业务并不晚，早在 1965

年曾经在北京广安门车站和上海东站之间采用对口

交流法实现托盘联运 ；上世纪 80 年代交通部曾拨

专款在上海和大连两港一线推广托盘联运。这两个

项目均因经营体制、管理机制和托盘标准与质量等

原因而失败。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铁路托盘

运输只在个别路段勉强维持，大部分铁路车站也只

在零散货物的装卸中使用托盘。随着铁路系统逐步

取消 5 吨集装箱（含 6 吨）、10 吨集装箱及零担货

物的运输，只剩下整车和 20 英尺及 40 英尺集装箱

两种运输方式，致使货运量大大减少。

二、铁路货场托盘使用现状

铁路作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输大动脉，是我国货

物运输的主要方式，拥有丰富的运输资源和运输网

络，在铁路中开展托盘共用业务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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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货运站托盘使用情况比较

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一铁路一企业”的多式联运及

门到门运输的实现 ；另一方面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装

卸搬运的作业效率、降低装卸搬运费用和中转成本、

减少货物损坏，还能够降低车辆占用时间，提高车

辆利用率，增加铁路货物运输收入 ；此外，铁路开

展托盘共用业务，有助于促进铁路物流信息化的

发展。

作者于 2014 年 3-4 月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了

国内几个大型零散货物货运站 ：北京百子湾货运站、

上海北郊货运站、石家庄南货运站和杭州艮山门货

运站。下面将各货运站托盘使用情况作一比较，见

表 2-1。

目前铁路货运货物品种主要集中在化肥、农药、

粮食、纸制品、机械零件以及日用百货、酒水饮料等。

随着汽运和航空运输的发展，铁路货运面临很大的

冲击。铁路货场很大程度上实现门对门对装，存货

非常少，导致托盘使用数量较少 ；我国已经制定了

托盘的《国家标准》，但普及率不高，铁路托盘规

格很多，但调研的四家货场以 1200mm×1000mm

的标准托盘为主 ；铁路货场的托盘使用基本都是供

货场内循环，仅将货物从仓库带托运到站台，并没

有实现带托运输，托盘的利用价值并没有充分发挥

出来。

三、铁路发展托盘共用系统存在的障碍

铁路运输发展托盘共用系统其实有很多天然的

优势。周康 [3]，张婷 [4] 等认为铁路有广阔的运营

线路、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和覆盖广泛的信息网络，

这些为发展托盘共用系统提供良好的平台。赵臣 [5]

对铁路货物品种进行适盘分析，最终将托盘运输货

品集中在化工业（化肥、水泥、盐）、农业（粮食）

等行业，并以化肥产品为例对带托运输进行了效益

分析。喻乐 [6] 对我国铁路建立托盘共用系统经营

模式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如果铁路货运所有适

盘货物都采用托盘运输，赵臣 [5] 计算出 2009 年全

年可以节省装卸费用 24.8 亿元，另外还有一些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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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效益，成本节省、效率提高等。

近年来，有关铁路开展托盘运输的研究逐渐增

多，但是推广效果甚微，本文作者经过对多家铁路

货运站的深入调查研究，除去托盘标准化占有率低

等共识问题，本文从铁路货运特点来分析，认为铁

路开展托盘共用还存在以下几个障碍 ：

1、整车计价运费制度对带托运输的制约

铁路货运自 2006 年取消零担运输业务，所有

货运站只有整车和集装箱运输。而整车运输除去一

些特殊货物，均按货车标记载重计费。如果开展托

盘共用业务，托盘上车，势必会影响货车装载率，

货物量减少了，运费价格不变，这是客户不能接受

的。赵臣以 50kg 化肥为例，带托运输选用 50 个

1100mm×1100mm 标准托盘，每托 24 袋化肥，

整车合计 60.75 吨（含托盘重量 0.75 吨），他认为

带托运输只是增加的运输费用只有托盘自重带来的

运费，这些可以抵消重复装卸费用 [5]。但是这个

案例对比重较小的货物是不适用的，轻重量货物满

载也达不到货车标记载重，装载率损失很大。

2、人工装卸对机械化装卸的冲击

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许多

行业还延续人工为主的操作模式 ；另外，我国社会

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用工制度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

方，劳动者权益很多时候得不到充分保护，劳动力

成本依然低廉。这是影响物流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械

化程度很高，普通劳动者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劳动

力成本高昂，整托甚至半托运输已经司空见惯。

以石家庄南货运站（简称“石南站”）为例，

整车为 60 吨棚车，面粉的发站人工装卸费为 908 元，

而新闻纸利用抱叉装卸的费用为 1356 元，机械装

卸费用反而高于人工装卸费用。而且石南站已经实

现 90% 门对门对装，货物直接从客户的货车经由

人工装卸到火车车厢，减少了重复装卸增加的费用。

3、低附加值产品多是影响托盘运输的关键因素

随着汽运、空运、水运等的飞速发展，铁路货

运的优势逐渐变小，尤其铁路货运的时效性差，理

赔不及时，使得一些流通快，高附加值产品开始选

择其他运输方式。除掉一些笨担货物如煤炭、石材、

钢材等货物外，适合托盘运输的零散货物越来越集

中在化肥、粮食、饮料等低附加值产品上，这些货

物对时效性要求不强，在运输理念上秉承成本高于

效率，低廉的人工成本让发货商更看重装载率，这

也是铁路货运开展托盘运输面临的最大尴尬之一。

根据 2012 年铁路统计公报数字显示，2012 年全国

铁路货物发送量已达约 39 亿吨，比 2002 年多了近

一倍。适盘运输货物品类仍为粮食、化肥及农药，

2012 年，粮食运输量达 1 亿吨，化肥及农药超过

9000 万吨。

体制落后，观念陈旧阻碍了带托运输的发展

铁路系统庞大，体制陈旧，货运业务很大程度

上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观念不够创新，提供

的服务不够全面，计费系统不够灵活，货品类型单

一，时效性差，理赔机制不完善，日益发展的汽运、

航空、水运，给铁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另一方面发展托盘运输，是个全局性的工作，投资

巨大，回收期长，而且需要各铁路局和网络点之间

的沟通配合，资源重组和整合，需要有专门的机构

来对托盘的租赁、回收、调度、维修等进行管理，

铁路一家企业恐难以担当。

四、铁路发展托盘共用系统的建议

针对铁路目前发展托盘运输的现状，很多学者

提出建设铁路共用系统的对策 . 周康 [3] 从托盘标准

化和托盘共用系统建设两方面进行讨论，张婷 [4]

从托盘运营模式和管理机构来论述的。本文从铁路

自身的问题出发，对未来发展托盘共用系统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

1、必须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托盘联营组织

纵观发达国家托盘共用系统发展历史，每个国

家都有一到两家大型的托盘运营服务商，而我国至

今没有大规模的托盘联营组织。根据中国物流采购

联合会统计，我国年新增 6000 万个托盘。而近年

来国内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18%，严

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的托盘联营组织已经刻不容缓。但托盘共用系统是

一项全局性、半公益性的事业，投资巨大，系统庞

大，涉及各行各业，需要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下，联合一些国有大型物流、运输企业，整合资源，

优势互补，铁路系统拥有遍布全国的铁路线路和信

息网络，设立专门的托盘管理机构，根据铁路运输

的特殊性，铁路托盘共用系统可以作为全国托盘共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48 GREEN PACKAGING

附录 1-1 全国铁路 2005-2011 年货物发送量柱形图 附录 1-2 2011 年全国铁路货物主要品类

用系统的一个分支，可以与公路物流公司合作，实

现门到站运输，实现托盘在铁路系统的大循环。

2、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改革铁路运价系统

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打破传统垄断

和高高在上的服务意识，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改革

单一的整车计费系统，采用不同产品的灵活计费方

式，将更多的电子产品、电器、高档酒类等高附加

值产品吸引到铁路货运，这些货物周转快，利润高，

对时效性、货物理赔要求更高。如果运费合理、服

务过关，这些客户是愿意加入共用系统的。因此，

铁路货运可以把这些产品优先纳入铁路托盘共用系

统，从而带动更多同类产品选择铁路运输。

3、鼓励主流适盘货物选择带托运输

目前，铁路货运的适盘货品种类仍然以粮食和

化肥及农药为主，且数量较大。下一步针对这些货

物，对租赁共用系统的托盘的客户，给予租赁补贴，

逐步把标准托盘纳入共用系统。针对一家一户，可

能的带托运输会增加成本，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节省的物流成本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当铁路托盘

共用系统建立一旦建立，主流货物的带托运输将会

为铁路系统带来巨大变革。

4、发展现代物流，推进装卸机械化进程

进一步提高铁路装卸的机械化水平，一般来说，

装卸机械作业的比重达到 70％以上，即可认为基本

上实现装卸机械化 ；达到 90％以上，即是实现装卸

机械化。增加与标准托盘配套的叉车、叉车配属铲

斗、电动卷板翻转夹钳等属索具 ；提高专用装卸机

械的配备比例 ；提高装卸机械的科技含量 ；扩大流

动装卸机械的作业范围 ；建立专业化货场，实施集

中装卸 ；开展机械装卸的标准化、通用化工作。当

机械化程度能够与托盘共用系统无缝衔接时，整个

的物流供应链才能达到顺畅运行，共用系统才能充

分发挥其作用。

五、结论

随着国家对物流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关注，一系

列利好政策的出台，铁路作为全国托盘共用系统的

一个重要分支，必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以托盘

联营组织为依托，配合铁路系统改革工作，尽快开

展特定货物托盘运输的试点工作，为建设全国托盘

共用系统积累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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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C/PE 复合薄膜对紫菜防潮保脆包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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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以及菌落总数，并且以此为评价指标，探究包装紫菜品质脆度的影响。方法   分别采用 PVDC/PE 与

PE 两种膜包装紫菜，通过对感官特性、水分含量、菌落总数的测定等来综合评价不同薄膜包装紫菜品质的

防潮保脆效果。结论 紫菜经干燥时间处理后，两种膜中 PVDV/PE 复合薄膜的包装下得到的产品品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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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紫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紫菜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在紫菜中可以看到，

它能增强人体细胞免疫 ；降低人体血清总胆固醇、

预防动脉硬化、夜盲、发育障碍等 ；还具有清凉、

宁神之效 [1-2]。

紫菜干品保鲜防潮保脆是一个难题。紫菜干品

保鲜涉及预处理、封装方法、速冻和冷藏 [3] 等多

个技术环节，冻藏以－ 18℃进行储藏，解决了鲜品

的保藏难题，延长了鲜紫菜的供应 [4]，但是耗能

较多，不便于超市销售。研究薄膜包装紫菜还很少。

薄膜包装紫菜利于销售和流通，防潮保脆是难题。

所以，本研究通过选择复合薄膜用于紫菜包装与其

它薄膜包装作比较，分析不同预处理对包装紫菜防

保脆的效果。 

本文研究 ：采用 PVDC/PE 复合薄膜和 PE 薄

膜包装烘干预处理紫菜，分别从紫菜感官评定、水

分含量变化、菌落总数等方面进行试验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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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VDC/PE 和 PE 包装薄膜相关参数

表 2 紫菜感官评价评分标准（满分 15 分）

确定包装紫菜储藏最佳的薄膜。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食 用 干 品 紫 菜 （ 苍 南 县 海 翔 水 产 食 品 厂 ）、

PVDC/PE 复合膜 （ 自制）、PE 膜 （市场）

1.2 仪器

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川制 15010103）、 电动

厚度测定仪（J-HDY04B（B））WGT-S 透光率 /

雾度测定仪（上海精科有限公司 ）、塑料薄膜封口机（ 

FR-300A）（上海翔一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电子

天平（余姚纪铭称重校验设备有限公司）。

1.3 产品预处理

挑选新鲜的干品紫菜， 裁成质量相等、形状均

匀 25 份，另有 5 份对照 ；测定 PVDC/EC 与 PE

两种膜的厚度、阻隔性及抗张强度。将 PVDC/EC

与 PE 两种膜裁成相同规格 10x10 大小各 25 个，

进行热封处理后将其称重。将紫菜经烘干处理后的

紫菜放于真空度为 0.09MPa 下包装真空密封，然

后常温贮藏。

1.4 检测与评价方法

1) 包装材料 PE 和 PVDC/PE 复合薄膜性能对

紫菜包装效果有一定影响，故对它们相关参数的测

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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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官评定 ：品评小组由本课题研究小组中的

5 位成员组成 , 采用 15 分制评分 [5], 定期对紫菜

的风味、色泽和脆度进行评定打分，满分为 15 分。

具体评分标准见表 2 ：

3) 脆度测定 ：本试验中脆度定义为牙齿使样品

发生破损所施加的力 [6] 的大小，力越大脆度越大。

对力的评价采用 15 分制。取 10 人的平均分作为脆

度的最终得分，测出力的具体评分标准见表 2。

4) 水分含量的测定 : 对储藏中包装薄膜对紫菜

防潮的测定 , 按照 GB5009.3 － 2010 方法 [7-8] 。

5）菌落总数的测定 ：对储藏中包装薄膜对紫

菜密封性的测定，菌落总数的测定采用 GB4789. 

表 3 紫菜的口感和触觉感官评定评分表

表 4 紫菜的脆度感官评定评分表

2- 84[9] 的方法。检验流程 :25g 样品 +225mL 灭

菌生理盐水→制成 1: 10 均匀稀释液→ 10 倍稀释，

制成 1: 100、1:1000 等不同稀释度的样品液→加

入培养基于 (30±1)℃培养 (48±2)h →选择菌落数

在 30 ～ 300 之间的平板计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紫菜口感与触觉

紫菜的口感与触感随时间的不断延长而变化，

且时间越长感官变化就会越大。口感与触感从最初

的新鲜脆嫩会慢慢失去鲜味，可以根据不同包装薄

膜的的条件 [10] 下，根据时间变化通过实验来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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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气味进行评定。

从表格中可看出，紫菜的口感和触觉比较容易

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鲜嫩脆到腥味异味的变化。

紫菜的口感和触觉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变差，说

明时间越长，紫菜的口感和触觉的变化越趋于严重。

在 10~20d 对照组口感发生变化最大，PVDC/PE

复合膜包装组的口感与气味变化最小，PE 膜次之，

无包装就最严重，说明包装起到了较好得保持产品

口感与触感的作用。可得，PVDC/PE 复合膜包装

对于产品的风味保护最好。

2.1.2 脆度

脆度反应着包装薄膜对产品包装的重要影响，

通过对紫菜的感官评定结果来分析薄膜对紫菜包装

的防潮的效果。

从表格中可看出，对照组的脆度变化最大，变

表 5 紫菜的色泽感官评定表

图 6 不同包装对即食紫菜水分含量的影响 图 10 不同包装对即食紫菜菌落总数的影响

化速度也相对最快，但是 PVDC/PE 复合膜包装组

的脆度变化比小，说明包装起到了较好得保持产品

脆度的作用。紫菜的脆度变化也相对较明显，主要

表现为从干燥后的干脆到后期的受潮还软的变化。

紫菜的脆度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变差，说明时间

越长，紫菜脆度的变化越大。很明显，PVDC/PE

复合膜包装对产品的脆度保护最好。

2.2 色泽

从表格中可看出，紫菜的色泽变化比较不明显，

感官评价中主要表现为颜色从深褐绿到逐渐变浅的

变化。紫菜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变浅、变

暗，说明时间越长，紫菜的颜色的褪化越趋于严重。

而其中，3 组实验的感官评定对比得出，PVDC/PE

的复合膜的包装性能最优良，色泽变化小，它较好

起到了对紫菜色泽的保护 ；有包装颜色退化情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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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而与不包装相比，PE 膜的包装也起到了一

定的效果，说明包装起到了较好得保持产品明亮度

的作用。

2.3 水分含量

水分含量的控制是延长保存紫菜时间的关键。

将紫菜烘干后切分成质量相等的样品，在密封条件

下，通过薄膜材料包装干紫菜来分析紫菜含水量质

量变化。

由图可知，紫菜在贮藏中含水量的增加与包装

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贮藏过程中，包装紫菜质

量都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速度及幅度各不相

同，对照组水分明显增加，到 30d 增加 1.33g, 同

时增加速度较快，而 PVDC/PE 复合膜包装的紫菜

含水量仅增加 0.03g, 紫菜的重量基本与我从包装

袋里拿出干燥前的质量相同，20d 后薄膜包装紫菜

质量增加较平缓，说明后期水分增加紫菜的吸湿性

降低。经过一个月后，在具有不同阻隔性能的情况

下，经由 PVDC/PE 复合膜和 PE 膜包装的紫菜含

水量的变化明显小于无包装的对照组，PE 膜包装

与 PVDC/PE 的复合膜包装的紫菜相比重量增加较

多，因此，复合薄膜的防潮效果最好。

2.4 菌落总数的测定

经过菌落总数测定可知，无包装的紫菜微生物

含量最多，也就是腐败成分最明显，在 20d 测试

菌落总数 lg(cfu/g) 为 3 时，菌落总数出现转折点，

上升速度提高。在 30d，PVDC/PE 复合膜和 PE 膜

包装的紫菜菌落总数增加不明显，PE 薄膜包装下

紫菜的微生物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很少，基本没有出

现腐败。PVDC/PE 复合薄膜包装下的紫菜的微生

物经测定，比前二者都少，说明复合薄膜的阻隔性

能较好，防潮效果对微生物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 ,

对紫菜的防潮效果最好。  

3 讨论

由实验可得到 PVDC/PE 复合薄膜的包装紫菜

与 PE 薄膜包装紫菜相比，能够更好阻隔紫菜水分

的吸收而减少紫菜吸湿，具有保持紫菜产品脆度良

好效果，有利于提高紫菜风味的保存期和货架期。

这种复合薄膜既保持了原有单层薄膜的优良特性，

又弥补了原先各自的不足。经过复合之后呈现出新

的有效、多功能特性，能够恰当得满足紫菜包装的

不同要求。

PVDC/PE 复合薄膜和 PE 薄膜包装紫菜，对

照组（无包装）对紫菜脆度的保护效果不相同，

PVDC/PE 复合薄膜包装紫菜的脆度最佳。

PVDC/PE 复合薄膜和 PE 薄膜包装紫菜，对

照组（无包装）相比，相同时间对照组水分增加最

明显，PVDC/PE 复合薄膜包装紫菜水分增加量最

少 ；另外，PVDC/PE 复合薄膜包装紫菜菌落总数

变化最少，可得 PVDC/PE 复合薄膜对紫菜防潮效

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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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信息生态中的流动行为

尼斯嘉·温克勒在著作《快速建立品牌 : 新经

济时代品牌策略》中系统提出和探讨品牌生态系统

的环境就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活力的、不断变化的

有机组织体系，有着极其复杂的层次和结构。所以，

成功的品牌犹如一个持续进化发展的有机生态系

统，系统内部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与品

牌外部复杂的、多维的空间、时间和环境之间，通

黄敏意  李拥军

（广州美术学院，广州  510260）

品牌信息生态设计中的信息流动研究

—以顺德品牌形象升级实践为例

Research on Ecological Design branding information flows

摘要 ：全球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品牌设计模式在悄然发生变革。传统品牌信息设计与传播意识及价值受到学

者们的重审和反思，今天的品牌信息设计更需要一种生态的、流动的、多纬共生的系统发展模式来运行。本

文以顺德品牌形象升级实践项目为例，推动品牌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系，探析品牌信息流动的逻辑

关系。

关键词 ：品牌信息 ；生态系统 ；流动 ；逻辑

中图分类号 ：TB4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00 (2016) 01-0054-04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informatization  and  networking  of  brand  design  pattern  in  quietly  chang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design  and  spread  awareness  and  brand  value  by  scholars  to  review  and  reflection,  today's  brand 

information more  need  a  kind  of  ecological  design,  flow, more weft  symbiotic  system development mode  to  run. 

Taking  shunde brand  image upgrade practice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rand desig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analyze the logical relations brand information flow.

Keywords: Brand information; Ecosystems; Flow;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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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转化，形成具有

“自我调节”、“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生态

流动发展规律，并且内外部各要素协同发展、持续

进化。

以广东顺德品牌形象升级实践为例，品牌信息

生态的流动逻辑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品牌信

息内部元素之间与外部大环境之间，时刻都发生着

碰撞、重叠、甚至混乱无序，必需要通过一系列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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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强化的加工梳理 ；另一方面，品牌信息也因

应空间、时间、环境的变化而随之演变流动 ；并在

流动的过程中形成 ：信息从无序到有序，从单向到

多向，从固定到移动的逻辑流动规律。

故此在建立顺德品牌信息生态系统前，必须了

解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关系，即“生

产者”的供应，“消费者”的给予，以及“分解者”

的拥护，才能持久运行。这个品牌的“生产者”就

是广美设计师团队，“消费者”即委托方顺德城市

规划局 ；而设计师与委托方同时面对广大人民群众

即“分解者”，期待将所创造的新形象信息被消化

分解吸收。因此，建立顺德品牌形象可持续有效的

良性生态系统，设计师团队首先要把品牌中杂乱、

模糊和隐性等信息，通过一系列创意加工、精心构

建，流向条理清晰、富有美感的显性信息传达中，

并投入到特定的空间中应用运行，使“分解者”易

于接受及消化对应信息。在顺德新形象出来之后，

并通过网上公投，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投出所喜

爱的视觉信息，同时把收集整理的信息反哺至“生

产者”和“消费者”，再次激发新一轮更精准的创

意作品。

一个极具实力的品牌就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有

可持续生长进化的良好生态机制，内部的生产者、

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秩序的、循环

的、可流动的体系，与外部开放的、有机的、扩展

的生态大环境协调共生，最终促进整个品牌生态系

统的健康进化，循环发展。

品牌信息生态的流动运行

对顺德传统形象设计重新定义是品牌信息生态

设计的第一步。时代的更迭变迁，传统形象设计的

固定、重复且应用单一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传

播渠道复杂多向的新常态。品牌的形象是产品或服

务所凝结的品牌精髓，也是建立品牌体系的核心，

它决定着品牌信息最初的定位、个性、以及视觉符

号，并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传播和发展。所以顺德形

象的品牌信息设计，是在传统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

迈进，透过揭示隐藏的、复杂的信息，加以分析梳理，

使原来模糊、繁复的信息流向精炼而有价值的信息

元素。而品牌信息生态设计，不仅对可读、可视信

息上的单向传译，且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时间、

空间且组合多样，灵活应变，使信息从无序流向有

序，从传统单一模式流向多向组合，从局限范围流

向移动大环境，并以更容易理解、触手可及的形态

传播给受众，贴近受众。

2.1. 品牌信息流动从无序到有序

顺德的品牌形象升级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传统的

视觉识别层面上，要构建一个品牌信息生态系统，

设计师团队从多维度思考影响其品牌内部及外部的

相关信息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顺德当下的大“环境”，

包括形势、观念，市场机制，经济政策，地域形态等，

基于顺德城市近年总体规划的新目标定位与发展趋

势，为更好地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内聚力，能吸引更

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以保持顺德经济蓬勃发展

的动力，这是促使“消费者”进行形象改造的基本

动因。“时间”即时代传承的特性，包括风俗、历史、

人文。时代的转变，传统文化信息的当代表达是设

计师的本质追求，顺德是一个既有传统基础，又有

巨大的升值空间的区域城市，置身在当下城市形象

升级的大环境中，旧有的信息传播已不能很好的诠

析当今飞速发展的顺德，而设计师们必须对顺德城

市形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和重新定义，建立属于顺

德的城市视觉图形和色彩及规范应用系统。“空间”

即顺德的场域、区域，包括人群、年龄、行为等与“分

解者”关系密切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经过对顺

德历史脉络、文化根基、自然生态、经济实力的调查，

发现事物所发出最原始的信息，是多义的，无序的，

杂乱的。顺德旧有的传统形象已无法满足向人群展

示顺德的国际化的形象信息，所有品牌信息生态设

计就必需在传播信息之前就应该建立起信息流向的

架构体系。确立清晰的品牌目标，在适当的空间中

使用运行。通过整合分析梳理，确立信息系统的基

本要素和逻辑关系，类别中选出最能代表的信息列

在一起，进行分析、比对 ；选择与目标关联的信息

要素进行加工、归纳 ；使繁杂混乱的信息流向明确

清晰的有序系统。

顺德这座曾经在人们心目中只是桑基鱼塘，自

给自足的小镇，水网交织，凤飞鱼跃成为顺德城市

的集体回忆。所以顺德城市的品牌形象离不开传统

基础的现代化表现，从顺德“山水”、“鱼乡”、“凤

凰”传说等传统信息基础上，同时顺德现代化产业

的高速发展，渐渐迈向国际舞台。设计团体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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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提炼、归纳出抽象的元素符号，

并与顺德现代产业科技强劲发展的信息形象浓缩组

合，并融入顺德版图拓展的未来愿景，形成基础图

形，在组合应用中，让信息元素秩序化。 

2.2. 品牌信息流动从单一到多向

信息是事物的窗口，通过收集顺德特色传统、

岭南建筑、文化艺术、现代产业等多领域的信息关

系。为对信息有效快速的传播，这就需要对品牌信

息进行提炼加工，将各种信息进行聚焦合并，以便

提炼有效准确的核心信息，而核心信息的流向已不

再仅仅是单一个 logo、一个吉祥物、一句标语，而

是把包括以上内容等有价值的信息重组、演变，以

适应现代多层次、多方向的信息传递。所以把沉淀

（图 1）作品设计 ：黄敏意，邱月，席珺珺等

（图 2），信息因时、形、势而动，作品设计 ：黄敏意，邱月，席珺珺等

在受众心目中独有的顺德信息体系，将其形象化，

层次化，秩序化，提炼出顺德城市特有的色彩关系。

并通过层层演变加工，由色彩信息流向图形表达，

通过对顺德最具代表的现代实力产业，和独特传统

文化符号相结合，具有形象性、独创性、代表性的

图形信息便应运而生。

为引起人们的共鸣，并对其产生记忆、加深理

解，图形信息还需再次进行加工。在秩序中创造出

多样化、创新性、缤纷生态的多面体，让顺德深厚

的文化积淀与现代气息相融，展现出富有创意的组

合演变，并以衍生式的图形信息多向呈现（图 1），

形成全新的感观体验，为后面的信息流动延展，提

供规范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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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品牌信息流动从固定到移动

通过对顺德城市原有信息的重新构建，改变信

息呈现的固有形式，为信息的有效传达提供更多的

应用方式。但是缺乏吸引的信息往往会使受众不堪

负荷而缺乏兴趣，减少对繁复数据、文字的阅读需

求，这是品牌信息设计的必然趋势。随着人们生活

及公共空间的丰富多元，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局限在

固定范围内，而是参与到广阔的人文、环境、生活

方式的形态之上，快速化、感性化、直观化的信息

传达让受众在可移动的感知“空间”中随时随地沟

通、互动、体验，理解信息。

所以顺德的品牌信息生态设计，是在固有的信

息塑造中的，提炼出标准性和示范性的信息体系，

而在应用过程中的信息却呈现出渐进、衍生和移动

的转变。因此，在渐进流动的逻辑规划下，以顺德

城市具有典型、独特及代表性的信息为根基，构建

出顺德的信息生态流动架构，形成整体的信息视觉

系统规范，并将其流向城市公共空间、公共设施，

以及城市景观、城市物料、城市导向等方面。衍生

变化的品牌信息在城市空间与人的移动空间中渐进

渗透。由于从提取初始，信息就是来源于人们熟悉

的集体回忆，通过设计师一系列的升级改造，让更

多的“分解者”消化理解顺德独特的城市气质和魅

力，大大提高人们对顺德新形象的亲和力、认知度

和美誉度。因而顺德的城市新形象离不开品牌信息

设计内部的紧密联系，并随时间，空间，环境而有

序逻辑的演变应用，成为可持续的流动生态系统。

（图 2）

三、 品牌信息生态的整合系统

弗兰克·西森认为，信息设计要通过一种多学

科和跨学科的途径达到交流的目的，并结合了平面

设计、技术性与非技术性的创作、逻辑学、心理学、

沟通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技能进行系统传达。

通过对顺德品牌形象的一系列升级改造，由此可见，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

由生物要素及其环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协调作用

的整体发展。品牌信息生态系统也正是如此，一个

成功的品牌之所以能够存活并生长下去，是因为其

作为一个“动态”的有机物体。顺德的新城市形象

在呼吸大环境的时代气息，深根时间历练的养分（过

去、现在和未来），紧抓空间变化的土壤（区域、人群、

价值观），适应环境机制的变化（形势，经济，政策，

地域状况），形成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健康生态圈。

从顺德品牌形象的升级，可见信息生态的健康流动

必须建立在品牌的整合系统内。

品牌信息传播本来就是多级复合的，在通过多

层次的转换之后，原始的信息已经不再停留在原有

的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环境

中，随着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信息经过不断

地开发利用，相互促进，信息随之流动、扩充、增值、

生长，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精心组

建的整合系统中信息资源因时而动 , 因势而动 , 因

形而动。因而结合生态学的信息设计形式，更能逻

辑的表达品牌信息传达的意义。

如果说品牌生态系统就是一个由品牌与品牌产

品、品牌拥有者及品牌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经济、

文化、自然环境）等所组成的生态组织。那么品牌

信息生态流动就是对整个品牌信息生态系统的精心

组建和运行进化，通过良好的组织协作与流动效应，

以此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带来高效

持久的品牌价值和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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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策略是指通过对包装的设计来获得商

品销售优势的计划，设计策略的正确与否是整个包

装设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要实现包装设计的

创新，设计师需要依据设计的目标与原则，结合企

业市场营销计划，运用创造性思维，拟定出具体的、

切实可行的包装设计策略。

一、以商品诉求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1. 直观表现策略

设计策略是为取得竞争优势而拟定的，策略的

李  淳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策略先行——浅析包装设计策略的思路与方法

The Strategy First: The Analysis of Ideas and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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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析包装设计策略拟定的思路、原则与方法，引发对包装设计策略重要性的认识。从商品特征、

文化诉求、消费心理、设计元素、品牌诉求、生态绿色等六个角度入手，结合设计案例分析包装设计策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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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需要首先考察商品自身的优缺点，拥有美的形

态、诱人形象的商品本身就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

精美的点心、缤纷的蜜饯、彩色的巧克力豆等，设

计时只需要抓住商品自身美感，烘托、凸显其形式

特点，就能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图 1、图 2）。因此，

对于此类本身就极具特色的商品，在包装设计中可

以采用开窗、镂空等形式，或采用直观、醒目的商

品写实摄影图片直接展示商品形象。这是目前商品

包装设计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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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尤其在面对商品销售不佳的局面时，企

业可通过更新包装的方式使商品重新焕发生机，再

配合公关活动的开展，重新形成市场焦点。

二、以文化诉求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1. 突出地域特色策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看重

包装设计所蕴含的文化性。许多地方特色商品，体

现了当地的风俗文化，在对其进行包装设计时可借

助典型的地域性图形、文字、色彩、材料等元素来

强调商品特色，提高销售中的认知度（图 3）。例如

蜜饯是北京特产，其包装设计中就宜选择京剧、首

都风景名胜等元素体现浓郁的北京特色。

2. 彰显传统文化策略

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

们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文化传统决定了本民

族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偏好，例如中国的皮影、剪纸、

年画等传统艺术形式因其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在今

天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月饼、酒、茶叶等富有中

国特色的商品，其包装形式就偏爱采用传统风格，

包装的色彩、图形、文字、材料、结构等方面都极

力融入传统元素，以文化为载体引发消费者的情感

共鸣。

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商品，可充分挖掘其独有

的文化内涵，提炼出内在理念，再转化为具体可视

的图像、色彩、文字、造型，以包装形式彰显出商

品的独特气质。例如具有悠久历史的名酒——国窖

1573，其包装设计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外包

装盒以大面积的正红色铺底，与金色搭配洋溢着吉

2. 理性策略

面对市场琳琅满足的商品，人们需要权威、科

学的推荐来帮助自己做出购买决定，“某某机构验

证”、“科学研究最新成果”之类的说法恰好迎合了

消费者理性消费的诉求。因此，在面对某些科技含

量高、技术创新的新商品，或者需要在专业指导下

才能正确使用的商品，例如药品、保健品等，包装

设计时可采用理性策略，用详细的说明文字、科学

图表、流程演示等方式，向消费者介绍该商品的功

能、成分、品质、采用的技术工艺等，通过赋予商

品包装科学、严谨、规范的印象，使消费者放心尝试、

愿意购买。

3.“更新”策略

“喜新厌旧”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特征，而包装

设计必须应时而变，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实验表明 ：在包装中打上“NEW”、“新”等标记

符号，往往会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增强商品的识

别度。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品牌无一例外地都会根

据时代审美、技术材料

的变化更新包装形式，

也有许多品牌商品通过

有意识、有计划地更新

商品包装作为重要的市

场营销策略。例如著名

的“依云”矿泉水，每

逢新年就会邀请著名设

计师来设计本年度的限

量版包装，以此塑造出

鲜明而富有时尚气息的

图 1 糕点包装设计 图 2 家乐福新鲜意大利面包装，镂空的形式使美味一览无遗 设计 ：

Engic Aguilera

图 3“兰贵人”系列化妆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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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程中根据人们的生理特征、行为习惯、情感

思维等，进行设计优化。人性化的包装设计策略是

对人的生理需求与情感需求的发掘与满足，是最高

层面的设计人文关怀。

设计的人性化关怀首先体现在包装所具备的便

利功能中，包装结构中的提手、拉环、按钮、封口

等部分的设计，应考虑利于消费者携带、开启、储

存、使用商品。例如依云矿泉水包装所采用的圆环

设计，可悬挂在背包上，非常适合热爱户外运动的

消费者（图 4）。同时，人性化策略还体现为对消费

者的情感关怀，透过设计引发人们积极的心理体验。

调查表明，情感有助于增进记忆，因为大脑总是倾

向于情感型记忆，而不是理性记忆。情感能够激起

行为、提供动机、增进交流。因此，包装设计中创

造能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的形象，更易激起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例如儿童食品的包装设计多使用活泼

可爱的卡通动漫形象，以迎合儿童的心理需求。

2. 分众策略

由于消费者在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受教

育程度、家庭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购买商品时会

有不同的品质需求，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可细分不同

的消费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包装设计。一般情况

下，设计定位时就应根据目标受众特征设定高、中、

低档，精装、简装等不同包装档次，由此采用相对

应的包装设计风格、材质工艺。对于低收入的消费

者而言，包装设计需要考虑轻便、实惠 ；而对于高

收入、文化程度较高的消费者而言，包装设计则需

要考虑外观精美、材料考究、制作精细、品味高尚。

尤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家企业如果要占

领不同的细分市场，规划旗下的众多产品，根据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合理区分档次，进行有针对性的设

计是十分必要的。

3. 趣味化策略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枯燥、乏味，趣味化的形式

能让人会心一笑，在商品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图 5）。趣味化策略针对商品不同特点在包装上

采用不同形式，或是一种图形表现、一种造型结构，

甚至是一项游戏活动的参与。例如在儿童饮料包装

中，将卡通人物造型设计为瓶盖，极受小朋友的喜

爱。许多食品包装中，附加有统一主题的收藏卡片，

如历史人物、风景名胜、电影角色等，通过激发人

祥喜庆的氛围，包装基座打开后似一朵富丽华美的

金色牡丹花，酒瓶瓶身与外包装盒装饰有象征中国

国土面积的 960 颗五角星，“国窖”二字还模仿了

印章效果，整体设计体现出“国窖 1573”酒久远的

历史传承，塑造出独树一帜的品牌文化。

文化诉求策略还包括对商品历史传说、典故的

运用，将传说典故转化为可视可读的包装图像、文

字，使消费者对商品形成历史悠久、信誉良好、质

量过硬的美好印象。

3. 契合流行时尚策略

流行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对于人们

的生活、消费方式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流行元素在

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既可以是在视觉层面 , 如通过

流行的图像、字体、色彩、编排、结构、材料工艺

等来直观呈现 ；又可体现为某种流行观念或话语、

行为在包装形式中的融入。流行的视觉元素与流行

观念这两者又往往相互交融、互为补充，共同打造

出顺应时尚潮流的流行包装样式。

三、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1. 人性化策略

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提升大众的生活

品质。随着时代发展，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商品销售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

“接触”的包装，更应适应这一设计趋势，在包装

图 4 依云矿泉水包装

方便时尚的挂钩设计 

设计 ：Mike Paton

图 5 “城堡”糖果包装 Panagiotopoulos 

Bros"Fimi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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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收藏兴趣，来促进商品的销售。

四、以设计元素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包装设计根据不同的商品定位可采用不同的风

格形式：写实的、抽象的、前卫的、古朴的、严肃的、

活泼幽默的……不同视觉风格的包装可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兴趣爱好，而鲜明的风格也会成为商品的标

志性符号（图 6）。

1. 造型风格化策略

合理的商品包装造型设计，带给人使用的便捷；

富有个性美感的商品造型，令人爱不释手。市场上

不乏“以形取胜”的实例，如知名香水的每一款包

装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使消费者在使用商品的

过程中感受到美的愉悦 ；屈臣氏的纯净水包装，其

优美的瓶身曲线让人印象深刻 ；依云矿泉水推出的

“水滴”包装瓶，造型独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 色彩风格化策略

据调查，人们在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中，记忆最

深刻的就是色彩，其次才是形态。色彩自身所具有

的强烈表现力，最易引起人们情感心理的变化，因

此，利用色彩的感染力提高包装的识别度，就成为

包装设计常用的方式。可口可乐的红色、百事可乐

的蓝色已成为两大品牌区分的重要标志，也是它们

对外推广活动中的重要主题色。

3. 材料与技术更新策略

材料与技术是包装加工成型的强有力保证，科

技的发展推动着包装形式的不断变化。市场上琳琅

满目的矿泉水瓶包装，就来自于塑料成型技术的支

持 ；乳制品采用的利乐包包装技术，决定了今天的

乳制品包装形态。塑料薄膜的热成型法结合抽真空

技术，延长了商品的保质期，形成了肉类食品包装

设计的基本形式。引入新技术、新材料、新的制造

加工工艺，将为包装形式的改进带来无限可能，也

因此能成为树立包装设计个性的突破点。

五、以品牌诉求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与巨大财富，品牌

形象能否成功树立关系到企业的长久发展。许多拥

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常常直接将品牌具有代表性

的图形、色彩、字体作为包装设计的主体形象元素。

包装设计中运用的品牌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法：

图 6 写实的 Bertolli 橄榄油包装 设计 ：Pearlfisher

图 7 充气式电器包装

1. 系列化策略

系列化策略在包装设计中运用得极为广泛，一

家企业或某一品牌下的同类型商品采用系列化的包

装方式，在商业空间展示、销售时，既可以突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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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象、强化品牌识别，还能给消费者留下整齐统

一的视觉印象（图 8）。同时，采用系列化的策略，

也可以使市场上表现较为成熟的商品带动新开发商

品的销售，大大降低宣传成本，充分发挥包装作为

“销售媒介”的作用。

2. 品牌联合策略

所谓品牌联合策略即是采用“强强联手”的方

法，通过包装设计巧妙地将两个知名品牌形象相结

合，例如可口可乐和 2008 北京奥运会合作，饮料

包装上就同时出现了可口可乐品牌形象与“奥运五

环”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是奥运精神与可口可乐

文化的同时体现（图 9）。

3. 事件性策略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保持公众对品牌的关

注度，许多企业会在重大事件时展开营销工作，继

而推出特色包装或限量的纪念版包装。这类包装在

设计形式上可大胆创新，使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留

下美好、独特的印象，甚至能成为收藏者们追捧的

目标。成功的案例就有依云矿泉水的包装，1992 年，

图 8 资生堂化妆品包装 设计 ：Engic Aguilera 图 9 可口可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罐装

图 11 “无印良品”包装设计

图 10 依云矿泉水包装

为庆祝冬季奥运会在法国阿尔贝维尔召开，该品牌

推出装饰有山峰浮雕造型的限量瓶包装 ；千禧年之

后，该品牌又推出了一系列水滴型包装，这种不断

出新的包装设计策略也为该品牌带来良好声誉（图

10）。

六、以生态诉求为中心的设计策略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环境带

来沉重的负担，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下

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在包装设计中

倡导环保观念，遵循 Reduce、Reuse、Recycle、

Degradable 的“3R1D”原则，应成为设计师的自

觉行为。越来越多的商品包装采用可回收材料，在

设计上也倾向于质朴、简洁、利于回收的包装形式。

1. 绿色包装材料策略

材料是形成包装的物质基础，恰当的材料选择

不仅能很好的保护商品，也能增添包装美感。随着

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等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包

装材料的选择不能一味追求形式美感，还应考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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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环保性。因此，在包装材料的选择上有意识地

采取取材天然、用材有度的设计策略，不仅顺应了

当下发展绿色包装的趋势，也因此可作品商品宣传

的亮点。在食品包装领域就可选取木、藤、竹、草

等天然材料，还可选择一些由蛋白质、淀粉、脂肪、

多糖、复合类物质组成的可食性包装材料，不仅能

消除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顾虑，还可作为商品的特色

卖点。除此之外，包装设计中减少材料使用，采用“极

简设计”也是一种有效的绿色设计思路，例如著名

的日本品牌“无印良品”的包装设计，采用未经漂

白的纸张与极其简约的设计形式，贯彻了品牌所推

崇的环保主张，也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风格的品牌

形象（图 11）。

2. 循环再利用策略

生态诉求的设计策略还体现在采用可循环利用

的、可作其他用途的包装材料或形式。材料选取可

降解、可回收的环保材料（图 12）；包装形式应通

过巧妙设计，可让消费者重复使用，通过延长包装

使用寿命的方式来达到绿色环保的诉求。例如南非

女性时尚商店 Foschini 推出的包装袋设计，将流

行的女性皮包样式印制在普通的塑料袋上，实现了

类似真实手提包的视觉效果（图 13），每一位消费

者都会在购买商品后收藏或重复使用该包装袋，不

仅绿色环保，也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宣扬了

品牌名称，可谓一举两得。

图 12 “古马茶道”普洱茶包装 图 13 Foschini 女性时尚商店包装袋设计

结语

包装设计策略的准确拟定是实现包装功能的重

要前提，也决定了包装的风格与形式，是包装设计

流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结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

从商品特征、文化诉求、消费心理、设计元素、品

牌诉求、生态绿色等六个方面，具体分析包装设计

策略拟定的思路、原则与方法。通过以上分析，希

望引发对包装设计策略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它在当

今整体商业营销活动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推动包

装设计质量与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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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一种能够表达人的情感的视觉语言，由

于具有视觉传达的特点，通常更倾向于感性层面的

交互和体验，但其形成的过程始终是建立在科学和

理性基础之上。包装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应首先系

统掌握色彩的基本知识，充分利用色彩属性，从而

发挥色彩在包装设计中对人的心理影响，以及沟通

情感、增强识别与记忆的功能和作用。

一、色彩的基本属性

色彩分为无色系和有色系，它们一起构成了既

范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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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的色彩体系。无色系，即黑白

灰。遵循一定的变化规律，由白色渐变至灰色，直

至黑色，不具备色相、纯度的性质，只有明度的变

化，越接近白色，明度越高。越接近黑色，明度越低。

（图 1）有色系，包含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基本色，以及它们之间不同量的混合色。这种

色彩往往给人以相对的、易变的及具象的心理感受。

( 图 2) 

色彩的基本属性是由色相、明度和纯度构成，

也称为色彩三要素，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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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

1、色相 ：

色相是区别不同色彩属性的主要标准。从光学

意义上讲，色相的差别是由光波的长短产生的。即

图 1 无色系－牛奶包装设计 图 2 有色系包装设计

图 4 色相环图 3 烧烤海鲜品牌包装设计

图 5 King 冰淇淋包装设计体现淡雅、明亮的色调 图 6 Absolut 包装设计体现强烈的感染力

便是同一类颜色，也分为几种色相，如黄颜色可以

分为柠檬黄、橘黄、土黄等，绿颜色则可以分为浅绿、

橄榄绿、墨绿等。（图 3）将六色光按顺序围成环状，

为色相环。（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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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度 ：

色彩的明暗程度是由光照的强弱而形成的。一

是同一色相的明暗变化，二是各种颜色的明暗变化，

每一种色彩都有相应的明度，黄色明度最高，蓝紫

色明度最低。在色彩的表现中，明度相对高的色彩

在画面中可以形成一种明快、淡雅的格调，而明度

相对偏低的色彩给人以一种凝重、压抑的感受。

（图 5）

3、纯度 ：

是指色彩的饱和度，也就是色彩的纯净程度。

每一种色彩都具有自身的纯度，黄色纯度最高，蓝

紫色纯度最低。在色彩的表现中，高纯度的基调所

构成的画面给人一种积极、强烈而冲动的感觉，如

运用不当在视觉上会产生生硬、低俗、杂乱、刺激

等效果，中纯度基调给人的感觉中庸，文雅，而低

纯度基调给人感觉为平淡、消极、沉闷，但也有自然、

简朴、安静的感觉。

在包装设计中，准确利用色彩纯度的微妙变化

关系，可以使画面的处理显得含蓄丰富，具有艺术

感染力。（图 6）

二、色彩的特性

在包装设计中，色彩的物理性能，以及色彩对

人心理和情感的作用不仅能有效传递商品特征，同

时还能有利于提升商品本身的审美品位，因此，产

品的性质与风格不仅可以通过色彩的三要素来传

达，其自身的视觉特性，也可以使包装设计更具人

图 7 男性消费的酒包装设计 图 8 体现女性淡雅温馨色彩的设计

性化。

1、物理特性

不同的色彩因其色相、明度和纯度的不同，都

会产生的视觉认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合理利用

其特性，针对不同商品的属性、特点和诉求，可以

最大化的求同存异，为消费者认识、了解和认同感

的建立带来积极的作用。例如 ：色彩的轻重、膨缩、

坚硬、冷暖、华朴感，以及色彩的兴奋与沉静、活

泼与庄重华丽与朴素感等。

2、心理认知

人对色彩的心理反应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视觉经

验，具有主观性。表现在包装设计中，经常体现在

情感的传递与互动，是一种视觉到知觉、从记忆到

认知的心理过程。因此，由于人的民族地域、文化

背景、生活习惯及个性特征不同，对色彩的情感认

知也不同。探讨和研究这种差异性，可以使色彩在

传递商品信息的过程中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与消费

者，从而达到最佳的效果。

3、情感表达

a. 不同消费者的色彩情感诉求

由于国家、地域、民族、职业、年龄、性别和

文化程度的不同，对包装设计的色彩感觉也会有一

定差异。同时，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取

向不同也会对色彩有着不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消

费者来说，偏爱明度相对较高，清新淡雅的色彩居

多，如护肤品、日用商品的包装等。而男性消费者

则喜欢深沉而庄重的低纯度色彩，比如黑色、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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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色等。以外，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年

轻人与老年人对色彩的选择差异性比较明显。年轻

人性格活跃，喜欢具有独特风格，色彩纯度、明度

较高的产品包装。儿童与青少年则喜欢色彩鲜艳、

明亮的包装，因此我们往往看到儿童产品的包装通

常以鲜明的色彩来表现，来吸引这一消费人群的目

光。（图 7、图 8）

b. 不同民族与地域的色彩情感表达

色彩的情感表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这是因

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宗教信仰、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比如在

中国，黄色象征尊贵和光明，红色代表热情和激情，

代表了强烈的民族个性。而黄色在一些国家中，则

有不同的认知，说明不同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民

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这种差异在包装设计的色彩使

用中是要引起重视和充分考虑到的。（图 9）

c. 不同社会文化的色彩情感表达

不同时期人们的心理诉求、审美取向、情感表

达、及消费取向都会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这是由

于社会环境及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导致的。换言之，

时代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共性认知的同时，也会

制造流行和时尚。因此也为色彩赋予了时代的象征

意义。在包装色彩中，关注时代特征，重视包装色

彩传递出来的精神情感性，体现了色彩的社会价值。

（图 10）

图 9  无印良品包装设计 图 10 带有传统文化的包装设计

三、色彩的应用

包装色彩的对比构成，是在感性基础上对色彩

视觉规律的理性阐释。研究色彩的对比构成其意义

在于运用色彩的对比关系来传达产品的属性与性

质，通过色彩对比增强包装设计的视觉强度和作用。

1、色相对比 ：

在包装设计中，色相对比是经常采用的一种色

彩对比方式，对比关系较强的色相在画面中的效果

更倾向于鲜明、活跃，使人感到兴奋，色彩的情感

性也随之更加强烈。而对比纯度较弱的色相则给人

一种深沉感，偏于压抑。例如 ：玫瑰普洱茶的包装

设计，色彩采用典雅古朴的色相对比，带给人一种

醇厚、浓郁的感受，同时又有玫瑰花香的感觉，与

常见的茶类包装不同之处就在于将色彩的心理特征

表达出特殊的情感性，传达出产品的特别。（图 11）

2、明度对比 ：

明度对比是色彩明度之间的差别而形成的。在

包装设计色彩中，明度的对比决定着色彩最基本的

搭配，以及由此搭配形成的整体色彩情绪。通过色

彩的明度对比表现色彩的层次与空间关系也是包装

色彩中重要的一种表现。如图中的化妆品包装设计，

以柔和、淡雅的色调为基本的色调，鲜明的明度对

比，不仅针对性强，而清新明目。而对于男性用品，

明度基调多以深色为主，以示男性的稳重与力量。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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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纯度对比 

由于色彩纯度的不同，色彩鲜艳程度不同，这

种对比度的把握会产生丰富的色调，在表达中可以

是一种色相纯度的对比，也可以是不同色相之间的

纯度对比。在包装设计中，恰当的运用色彩纯度对

比可以形成丰富的色调关系，有效扩展了视觉表现

力。例如在食品包装上，通过色彩之间纯度的对比

可以传达出产品的口味与品质，像巧克力，糖果等

图 11 玫瑰普洱茶的包装设计 图 12 女性护手霜包装设计

图 18 包装色彩的层次节奏图 17 体现色彩均衡的包装设计

图 15 酒包装设计体现强烈的冷

暖对比构成的关系

图 14 可口可乐包装设计图 13 巧克力包装设计

图 16 体现色彩调和的化妆品包装

包装，多采用纯度较高的色彩为基调，强调这种对

比关系，给人一种味醇、浓郁的感受。（图 13）

4、补色对比 

补色对比是所有对比关系中最强烈的一种，这

种对比关系最大化地体现出对比的力度。在包装设

计的色彩运用中，补色的对比，效果更强烈、更丰富、

更刺激。红与绿、黄与紫、蓝与橙的对比，最能满

足人对视觉震撼的感受，他们之间即互为对立又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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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需要。通过红绿补色对比强化产品的特点，视觉

上更强烈，更突出，更具活力。（图 14）

5、冷暖对比

从色彩的角度上讲，冷暖对比是感知色彩冷暖

差别的手法，这种冷暖的变化受色彩的色相、明度、

纯度的影响，在一种相对的状态下完成。因此同一

种色彩处于不同的色彩环境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冷暖

倾向，掌握这种冷暖变化的规律，在体现包装色彩

关系时可以将画面组织的更有韵味，更富有变化和

层次。（图 15）

6、色彩调和

a. 调合

在包装设计中，色彩的调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对色彩搭配有明显差异性进行有针对性的调

整，使之处于和谐统一的整体画面之中 ；二是对有

显著区别的颜色进行合理布局，在画面上实现和谐

的意图。包装设计中，对于高明度、高纯度的色彩，

当对比很强烈的时候，色彩的和谐可以通过添加互

为同类色对比关系的色彩进行调和，如在黑与白中

增加灰度的层次，在黄与蓝中配置黄绿、绿蓝色等。

（图 16）

b．均衡

在包装设计中，人们习惯把触感体验如较大的

形体、较深色的物体感觉较重，反之，则较轻，因此，

在色彩搭配时，各要素要有机且自由地安排在画面

中来获取稳定的平衡感，组织上要更加活泼，重视

律动性，这种均衡的形式不仅可以表达生动的艺术

效果，还可以体现出设计者在画面表现方面的创作

性。

因此，要做好色彩均衡的表现，设计师学要对

不同色彩的心理重量判断，达到画面的平衡统一。

（图 17）

c. 节奏

包装中色彩的节奏体验，表现在视线在色彩与

色彩之间进行反复移动时产生的一种韵律，这种节

奏感的表现试图通过对色彩关联的强调而迫使相互

孤立的色彩能够在画面上有序而形成一气呵成的视

觉形态，其效果犹如音乐中的和声。色彩的节奏在

包装设计中应用比较广泛，可以是色彩相同的，也

可是渐变的，更多的是需要富有层次的表达。（图

18）

在商品包装设计中，色彩和文字、图形等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表现元素，它在决定包装的属性、风

格、调性，以及品质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同时，也是一个包装设计师必备的基本功，反映出

驾驭色彩、驾驭包装设计各元素和谐统一的专业素

养和能力。包装色彩通过多感官的情感表达，不仅

能够沟通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展现情感的力

量，而且能够进一步提升包装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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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果

设计师 ：成功、温思媚

获 2015 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作暨林风眠创作奖“金奖”

指导教师 ：赵晨音、王昕

作品简介 ：
白果是由动物电影中提取灵感来源而虚拟的一个品牌形象

设计。当下人们会通过探索动物的生活方式，剖析它们内心的情

感对白，从而透过电影呈现出来。我们的形象正是从不同的动物

电影中提炼出来，不同动物有不同背景故事。当我们在观看的时

候，感受到的多是它们的纯粹、感动，看似没有过多杂质的情感，

这就是我们“白”的体现。而这些的情感都是夹杂着些许甜甜的

味道，即使有悲伤、有泪点。甜也是一种生活百态，会勾起我们

许多美好的回忆，这种回忆在某一层面仍然是幸福的。我们希望

透过品牌形象设计，将单纯融入设计，给人一种安静的幸福，通

过甜食、动物、情感的交流，“白果”由此而来。

灵感来源 ：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恶化，

精神世界的那片闰土已被现实的烈日烘烤得寸草难生，我们迫切

得需要“纯净的雨露”来滋润心中那片干裂的粘土，而这份“纯

净的雨露”通常会从动物身上找到，特别那些制作精良感人至深

的动物电影。更是如同久旱之后的雨露，灌溉了观者的心田，而

这份纯净的雨露、纯洁的感动即为白果的由来。所谓白为净（纯

净、安静），果味甜（甜美、幸福）。

从简单到复杂，从最初的基本包装到后来的特种工艺，白果

的包装都在不断变化成长中，而唯一不变的就是为观者带来一份

最单纯的感动，最纯净的幸福。

每一款甜食有一个故事，每一个包装，有一份感动。我们选

用简单、环保的牛皮纸制成简单的正方形外形，而改良包装的外

形根据甜食的不同而不同，通过包装穿插结构的改变使它避免使

用胶水。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品牌设计工作室优秀毕业设计

我们希望每一款外形的设计都能最大程度适用于它所要包

装的物体，在不失品牌形象的基础上变得更有趣味性。在最终的

木盒包装中我们选用了三种不同材质的木，通过特殊工艺加工、

抛光，把食品包装的品质感提升。

视觉传达并不代表局限于平面视觉上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来提升品牌价值。当我们敲定“白果”品牌形

象时，我们希望能投入更多的创造激发它的延伸性。在它的衍生

品系列方面，除了注重视觉享受也不忽略其功能性。前期模型的

制做过程中，我们尝试用树脂材料进行 3D 打印，通过打磨在一

定程度上的确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对更高品质的期待促使

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对模型的尝试。这次的耗时更长、成本更高、

所投入的精力更大。通过抛光、打磨、喷漆制作出仿瓷的效果，

在细节方面更加光滑无瑕。

最初设计时我们就设想了作品成为工业产品的概念，因此每

款设计形态都经过精心构思，希望产品具有交互性及实用性。

导师评语（赵晨音）
“白果”是成功和温思媚两位同学受电影中温暖的动物故事

有所触动而提取元素所结出的果实，是他们对当下冷漠世界怀

着的一份甜美而纯粹的期盼。除却对材料、工艺、技术等领域

的形式上的探索和追求，其意义更多是借此题材引发人们深入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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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TY TREE”手工体验式餐厅

获 2015 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作暨林风眠创作奖“金奖”

设计师 ：盖扬、李溪洋、潘婷

指导教师 ：赵晨音、王昕

作品简介 ：
还记得自然的味道吗？“CITY TREE”是一家 handmade 

dinning( 手工体验式餐厅 )。我们针对如今的人们对自然的诉求

产生想法。当今高密度冰冷的水泥模块越来越多，森林树木被砍

伐，人们在现代城市中已经早已忘却曾几何时自然的存在。所谓

的城市绿化率工程大部分只是满足初级的舒适度的要求，完全谈

不上真正的自然体验，自然的体验不是宏观意义上的绿化绿植，

而更关心人类在这其中的多维体验。

我们用钢筋、水泥、废木等元素替代城市与自然的概念。在

此制作了废木的再利用、水泥原始机理的餐具等等，直观地将钢

筋框架和手工成品呈现在餐厅空间中，在城市中触碰自然。

城市就像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冰冷框架。不妨一起尝试﹣﹣伸

出你的手，去触碰自然的机理，拥抱原生的美。

整个过程中，我们用钢筋、水泥、废木等代表城市与自然的

元素做了很多尝试。通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将餐具形象呈现出来。

不管是钢筋水泥和废木，全部来源于手工，根据自然废木的形打

造的，其实都蛮麻烦的，钢筋框也是焊造后自己打磨上色，水泥

餐具也是自己打磨塑形。

导师评语（赵晨音）
“CITY TREE”手工体验式餐厅的形象推广系列中，盖扬、

李溪洋、潘婷三位同学以钢筋、水泥、废木等元素替代城市与自

然展开对话。其中大部分的物件取自大自然中的废旧物资手作而

成，以非常独特的视角诠释了作者对自然及生态的关注、留恋与

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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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族文化品牌——九阡酒

设计师 ：罗钊、潘福春

指导教师 ：赵晨音、王昕

作品简介 ：
九阡酒是水族特产之一，也是水族人招待客人的贵宾酒。 

九阡酒是纯糯米香酒，水族民俗每年端午采药，六月六制曲，九

月九烤酒。采用当地特产红糯、纯天然矿泉水，加以水族独特传

统工艺酿造。与茅台酒一样只能在九阡当地特有的土壤、空气和

水质下进行酿制，这样酿造出来的九阡酒，饮之醇香味美，沁人

心脾，实为酒中珍品。

此套包装形象设计以九阡酒的传说——九位婆婆的故事为

灵感来源。

据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九位贫穷的老婆婆来到水族聚居的

地方乞讨。好客的水族群众热情地周济照料她们，拿出糯米饭、

糯米粑供她们食用。她们感受到水族群众热情好客，就把西酿酒

技术传授给水族人民，化作九位仙女飘然而去。人们为了纪念这

九位仙女，就把按照仙女传授的技术酿成的酒称为九仙酒，后来

把水族聚居的地方叫做九仙镇，汉译为“九阡酒”和“九阡镇”。

因此这套设计以数字“9”为主线索，整套包装分为 9 个系列，

9 个系列均以数字“9”作为基础形，每个基础形均与水族的一

种文化结合相结合，并以 9 种颜色加以区分，将“9”贯穿于整

个设计之中，充分展现水族的名族文化，体现名族品牌的价值。

导师评语（赵晨音）
罗钊、潘福春两位同学在进行九阡酒品牌推广设计中，花费

大量时间精力实地采风，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本

着对本族文化的秉承与热爱之心，两位同学在设计中融合了当地

独具特色的水族马尾绣、水族剪纸、水族服饰纹样、水族牛角工

艺、水族水书、水族石刻等视觉元素等，结合当地特有的端节、

卯节民俗节日活动进行一体化图形呈现。系列作品整体视觉形象

统一，品牌定位准确，受到很多企业家的亲睐。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73GREEN PACKAGING

2）香篆，一指香料的名字，二指焚香时所起的烟缕，三指

一种专门用来燃点香粉的模具。

3）关于五行，五色，五季，方位 ：

4）主要视觉元素 ：

导师评语（赵晨音）
“宫廷香局”是陈诗珂、宋敏敏、余宋好三位同学为真实客

户设计的案例。从为品牌起名到整体形象策划过程中，一直密切

与客户进行沟通。为了深化对品牌形象的塑造，同学们搜集了大

量的香道史籍。整体设计构思巧妙，品牌定位准确，视觉效果强

烈，最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采用。

4. 宫廷香局

设计师 ：陈诗珂、宋敏敏、余宋好

指导教师 ：王昕、 赵晨音

作品简介 ：
闻香会友，谈心叙谊。香一直以来是文人雅客的钟爱之物。

香道从中国古代起源发展完善再经传到日本，在日本形成一个很

完整的香道体系。而今，提及香道，脑海里多浮现出日本香道的

形象。宫廷香局旨弘扬中国传统香道文化。

宫廷香局是一个弘扬中国传统香道文化的品牌，其配方源自

汉代宫廷制香。

设计元素取材于 ：

1）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原本是一种流行于宋

代的“国朝官印”字体，九是数之终，言其多也。其字形曲折婉

转，富有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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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廿一掌

设计师 ：陈宝珠、汤淳

指导老师 ：王昕  赵晨音

作品简介 ：
“廿一掌”创作灵感来自仙人掌 , 仙人掌本身坚毅的品格就

一直深深吸引着我们。虽然它们全身长满坚硬的利刺，却可以防

辐射，固沙土，固而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仙人掌扎根在沙漠，

它们是植物界最顽强的地衣。但由于仙人掌满身带刺，让人跟它

们产生了距离感。我们赋予二十一个不同属性的仙人掌小怪兽独

立的个性，以柔软的实物载体去表现它们的新形态，我们便可拥

抱它，能够触摸到这些仙人掌柔软的内心而不再惧怕只有坚硬的

刺的外表。

我们将它的利刺设计的很柔软，外形也以可爱为主，希望小

朋友们可以向它学习，并且了解，仙人掌并非外表那般的尖利，

它也有和善可爱的一面。

所有作品包括展板均由设计师纯手工缝制而成，充满对神奇

自然造物的满满敬意。

导师评语（赵晨音）
陈宝珠、汤淳两位同学的设计作品充满童趣，通过壁画和

情景展示的方式，用毛毡布，亚克力，玻璃器皿，密度板，PVC

等材料手工创造了形态各异的仙人掌视觉元素。作品不仅深受小

朋友们的喜爱，也唤起所有人内心深藏的童心……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75GREEN PACKAGING

在苏联时期，许多食品都是粗略的裹着包装纸或报纸计重出售。如牛奶、葵花籽油、啤酒和卡瓦斯等液

体则是倒入买主自己带到商店的罐子、玻璃瓶或水壶中。

二战后，一些高校开始在包装设计方面培养学生。同时为知名的国内食品品牌统一包装设计。

在 1947 年建立了 SouzprodoformlenieCombine。食品行业绝大多数包装都由该组织设计创造。从

1947 年 1991 年的数十年里，它是在包装设计行业中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摇篮。大型制造商例如

红十月点心工厂和诸如此类的如 LegpromandLegmash 等行业组织都有其自己的包装设计部门。

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包装很少以广告为目的进行应用。反而，常用来宣传共产主义。苏联设计师还使用

包装为创新实验作为一个领域。这里与读者分享的包装设计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在该领域的变迁。

四面体形状牛奶包装（利
乐包）

1959 年—199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1959 年，前苏联购买的四面体形状

牛奶包装技术源自于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该项技术在多年间依然广泛流行。

在当时，欧洲本来使用容易被锋利边缘

损坏的椎体包，而苏联则使用方便的

avoskas（备用）-- 网兜来携带食品粮食。

包装使用红色和蓝色三角形的抽象形式，

使用几何学图形的灯芯体是赫鲁晓夫时

期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典型特点，这重新

解释了俄国构成主义的理念。

古龙香水瓶

1980 年代

设计基于卡济米尔·马列维奇的手

绘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据推测，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家卡济

米尔·马列维奇在他艺术生涯开始时，

通过香水协会 Brocard&Co 的委托，勾

勒出一个古龙香水 Severnyi ( 北部 ) 的瓶

子。设计草图拿给 Bakhmetiev 玻璃工厂

的艺术家和工艺学家阿黛尔·雅各布森。

瓶子表面粗糙并伴有龟裂痕，这种生产

工艺自 1911 年到 1990 年代初几乎不曾

改变。

包装设计史话—苏联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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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糕点盒

1980 年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1980 年夏季奥运会带给苏联一个不

仅展示体育成就，而且展示苏联设计师技

能的机会。丰富多样的带有奥林匹克标志

的纪念品和包装为奥运特别创造而成。

1960 年代到 19 80 年代见证了俄罗

斯文化传统的再度复兴 ：民间应用美术

的样本集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量。因此，

包装通常装饰主题（俄罗斯传统史诗），

俄罗斯美女身着的民族服饰，木质和石

质建筑和传统民族手工装饰品，适合于

现代图形模式和技术。

轨道纪念礼盒

1975 年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1957 年发射的第一颗环绕地球飞行

的人造卫星，1961 年到太空行走的第一

人尤里·加加林，以及苏联在太空探索

上的其他成就影响了工业和平面设计的

视觉外观。19 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早期

的太空时代风格包括流线型、光滑的金

属表面以及火箭、行星和宇航员在家用

电器、纪念品和包装设计上的图像。

干货罐头容器

1970-198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这种简单而又难以忘记的罐头容器

设计诞生于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联盟。19 80 年代期间几乎在所有苏

联厨房中都会找到这些容器的身影。红

色常常在俄国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

如，在俄语中形容词“美丽”与颜色“红”

有相同的词根 / 起源 (krasiviy/krasniy)。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77GREEN PACKAGING

莫斯科雪茄包装

1958 年 -196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只有少数人知道早在 1917 年革命之前，苏联就拥有自己的

雪茄产业。在 18 30 年代就有超过 35 家雪茄加工厂。这时候的

雪茄包装是用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艺

术风格。然而，其主要以橙黄色为背景并伴随着莫斯科的城市轮

廓。这些元素属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新现代主义设计。

领带包装

195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国际化的时尚潮流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渗透到苏联，这在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1957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WorldFestivalof

YouthandStudents）和 1959 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克里斯汀·迪奥

(ChristianDior) 时装发布会。

苏联时装的主要新款式是在苏联时装店设计而成的，然而这

些设计师所设计的系列时装是为了在国际时装发布会而非国内

时装发布会上所展示。许多有趣且独特的服装是由小型服装工作

室或独立设计师量身定制的，但是这些人的名字已不为人知。

简洁的窄白领带包装设计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现代主义

设计好范例。其形状与领带的形状相同，并有一个可看清领带颜

色和纹理的窗口。

魔法师玩具

198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苏联玩具的目的是教育和开发孩子的智力和社交技巧。玩具

和游戏的设计基于全面的科学研究。新模型必须要通过艺术家特

殊委员会的审批。益智玩具，例如木质、金属和塑料的建筑工具

和马赛克，都是为了让孩子尝试如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等不

同的职业。“年轻科学家”和“年轻电学家”玩具教给孩子物理学、

化学和工程学的实用性知识。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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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赛尔散粉

1960-70 年代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在 1960-1970 年代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在苏联包装

设计被简明的现代主义风格所替代，后者允许艺术家们使用不同

的图形技术来工作。全世界闻名的俄罗斯芭蕾就是最受欢迎的主

题之一，它激发了许多苏联品牌的设计灵感。芭蕾舞女演员的形

象是优美、优雅和温柔的代名词。这就是经常被美妆类品牌使用

的原因。

《吉赛尔》是一部两幕篇浪漫主义芭蕾舞剧。在 184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由皇家音乐学院芭蕾舞剧院在法国巴黎歌剧院首

次出演，意大利芭蕾舞女演员卡洛塔·格莉西饰演吉赛尔。芭蕾

获得巨大成功。吉赛尔变得非常受欢迎，同时在欧洲、俄罗斯和

美国上演。传统编舞被传承到今朝，主要从佩蒂巴在 19 世纪晚

期和 20 世纪早期在圣彼得堡帝国芭蕾舞剧团的重新编排。

来跳舞吧！小型记录集

1962 年

莫斯科设计博物馆收藏

商标由著名艺术家 AndreyKrukov 设计而成。1960-80 年代

他是 Promgrafika 地区的主席之一，而且有许多追随者。Krukov

是一名书法家，在工作中常常用眼睛代替标尺。商标由旋律 

(Melody) 的首字母和黑胶唱片的图像组合而成。同时，它形似

1960 年代十分受欢迎的测量太空主题的斯普特尼克运载火箭。

旋律唱片公司的题字是根据著名字体设计师赫尔曼·察普夫在

1961 年所创建的 Optima（奥普蒂玛体）字体创造而成。

全苏黑胶唱片公司旋律唱片公司成立于 1964 年。它将苏联

的大多数生产设备和录音棚经营成为一个整体，成为黑胶唱片生

产和分销的垄断者。旋律唱片公司的录音出口了超过 90 个国家。

乙烯塑料壳由才华横溢的苏联艺术家联盟成员设计而成。设计师

们用当在苏联有限的可选字体，使用书法笔和刷子创造了独特的

斯拉夫文字设计。不幸的是，许多在 19 50-80 年代间从事于唱

片封面的设计师的名字已无从考察。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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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的抗压强度测试 ：一种压损分析方法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5 年 12 期，28 卷，1027 页 –1037 页

作者 ：Eric Linvill

【摘要】一种压损（Crippling）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于评估纸板盒的抗压强度。压损分析通常应用在航

空航天工业领域，用于预测有着复杂几何形状横断面的薄型、细长结构的抗压破坏强度。这种类型的分析是

研究性的，因为压损是一种能很好的评估薄型、细长结构抗压破坏强度的简单的预测方法。这个初步的研究

通过比较牛奶盒和香烟盒在不同加载条件和不同材料的情况下纸盒抗压测试的实验和理论结果，探讨将压损

分析应用于评估纸板盒抗压强度。尽管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去验证压损分析方法应用于纸盒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但是这个初步的研究显示了压损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已有的方法一样准确。

根据路况条件、卡车速度以及负载水平对中国卡车运输震动水平进行测量研究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5 年 11 期，28 卷，949 页 –957 页

作者 ：Ran Zhou, Liping Yan, Baiguo Li，Jing Xie

【摘要】通过卡车速度、路况条件以及负载水

平三个方面，测量卡车的运输震动水平。卡车组由

一台正常装载卡车和一台装有钢板弹簧悬架的超载

卡车组成。卡车速度试验被分成 3 组：0–30 km/h, 

31–60 km/h 以及 61–90 km/h. 交通道路由高速

公路、主干道（ARs）、二级公路（SRs）以及三级

公路（TRs）组成。结果显示了运输震动水平随着

卡车速度增加而增加 ；三级公路（TRs）导致了最

高的运输震动水平，其次是二级公路（SRs），再其

次是主干道（ARs）、最后是高速公路。功率谱密

度峰值出现在 3 或 3.5 Hz.。超载可能抑制了运输振

动水平，尤其是在低速的情况下。

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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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气调包装中作为插入式标签使用的多功能生物膜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5 年 12 期，28 卷，999 页 –1010 页

作者 ：Hong Jiang Wang，Duck Soon An，Jong-Whan Rhim， Dong Sun Lee

【摘要】作者研发了一款多功能的琼脂基生物膜，通过调整它的 CO2 和水蒸气的吸收功能使其用于新

鲜农产品包装。制备该薄膜的试剂包括琼脂作为基质和水蒸气吸收剂、甘油作为塑化剂、碳酸钠（SC）和 /

或甘氨酸钠（SG）作为 CO2 吸收剂。本文对 SC、SG 以及 SC/SG 薄膜的光学性能、机械性能，以及 CO2

和水蒸气吸收性能进行了研究。多功能薄膜都趋于表现出机械性能差、质地硬、不透明并呈现淡黄色的颜色。

这三种薄膜具有不同的 CO2 吸收能力和系数，SC 薄膜表现出最好的吸收能力，接下来是 SC/SG 和 SG 薄膜。

对吸收剂化合物的相对依赖，水蒸气吸收系数都要

比 CO2 的吸收系数高得多。所研制的薄膜作为一

个插入式标签用于香菇的气调包装 (MAP)，该薄膜

的多功能效益也由此被展现出来。基于传质数学模

型，可以定制出用于香菇的气调包装 (MAP) 设计。

附带有 SC 薄膜标签的包装有能力形成产品所需的

内部空气环境，从而经过 5 天的储存在颜色、坚固

度、味道等级以及细菌生长等方面都能表现出最好

的保存品质。使用含有我们多功能薄膜的定制气调

包装（MAP）系统能为具有 CO2 敏感性的生鲜商

品提供一个最佳的气调环境，保存它们的品质，并

延长它们的货架寿命。

预处理和气调包装对干卷心菜沙拉品质的影响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5 年 12 期，28 卷，1011 页 –1026 页

作者 ：Elżbieta Radziejewska-Kubzdela and Katarzyna Czaczyk

【摘要】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在含氯消毒水中浸泡（100 ppm 氯）或在水中进行温和热处理（55° C; 3 分钟）

的预处理方式，和气调包装对干卷心菜沙拉的品质及货架寿命（4° C 条件储存 12 天）的影响。样品被包

装在低阻隔性薄膜中，气调的环境有 ：5/10/85、20/25/55、50/30/20、70/30/0（%O2/% CO2/% N2）、

以及正常空气环境。本研究会对包装内气体水平、感官品质、微生物总数以及细胞渗透性等方面进行检测。

与未加工的卷心菜沙拉相比，经过预处理的卷心菜沙拉，包括浸

泡在含氯消毒水及温和热处理的，导致减少了约 1 个对数周期的嗜冷

菌和乳酸菌数量，同样还有嗜温、嗜冷酵母菌的数量，减少了 1 和 1.7

个对数周期的大肠杆菌以及减少了 2 到 3 个对数周期的假单胞菌数量。

研究发现用于产品包装的气调环境（不考虑它的成分）对嗜温菌的数

量没有影响。直到 6 天的储存期时，气调环境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升高

（10，25 或 30%）抑制了嗜冷菌和假单胞菌的生长。至于储存期内大

肠杆菌的生长抑制作用，则发生在样品包装内气调环境为正常空气和 

50/30/20 以及 70/30/0（%O2/% CO2/% N2）的条件下。样品包装

空气环境在 70% O2 和 30% CO2 的条件下，经过 12 天储存，出现

了与微生物质量的恶化有关的，最大的细胞渗透性。

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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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评论

近年，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在塑料软包装薄膜材料方面，人们开始更加

注重产品的包装安全性和绿色环保性，而提出了新

的要求，最为重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薄膜功能性多样化的要求。目前，国

内薄膜材料的种类很多，如 IPE、CPP、BOPA、

BOPET 等等，这些薄膜因本身材质的不同特性而

性能各异。IPE、CPP 具有良好的热封性，BOPA

具有较好的气体阻隔性，BOPET 具有很高的机械

强度。但是，随着人们对包装功能性要求的不断提

高，单一功能的薄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需求。而同时具备防潮、阻隔气体和高强度等多种

性能的复合薄膜开始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是对薄膜绿色环保性的要求。近年来，国内

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

影响，国家也开始对各行各业的排放提出了更严格

的要求。传统复合薄膜生产过程中的溶剂排放一直

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行业协会也多次召开

姚海滨  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功能型软包装材料—多层共挤阻隔膜概述

会议，讨论 VOCs 的处理问题。如何生产出绿色无

污染的塑料软包装薄膜材料，是人们日渐关心的重

要课题。

多层共挤阻隔膜作为一种新型的功能性复合薄

膜，既具有单一组分的薄膜材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多

样性，在生产过程中又无挥发性物质的排放，具有

绿色环保性。近年来，开始在各个包装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并且发展迅速。

一、多层共挤阻隔膜定义

多层共挤阻隔膜是指使用多台挤出机，分别将

具有较高阻隔性能的树脂和其他树脂的熔体，通过

一个共用模头挤出而制得的一种功能性复合膜 [1]。

首先，多层共挤阻隔膜是一种塑料薄膜。在塑

料制品领域，我们通常将厚度为 0.2mm 以下的平

面状塑料制品称作塑料薄膜，将厚度在 0.2-0.7mm

之间的称为塑料片材，而厚度大于 0.7mm 的称为

板材。

其次，多层共挤阻隔膜应当具有一定的气体阻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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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能。这里的阻透性即指塑料制品（容器、薄膜）

对小分子气体及气味的屏蔽能力。我们通常用气体

透过率来衡量塑料制品阻透性能的大小。表 1 是厚

度为 0.025mm 的常用塑料薄膜的气体透过率。

从 表 1 中 可 知，PE、PP 等 通 用 塑 料 气 体 透

过率数值较大，即气体的阻透性能较差，而 PA、

PVDC、EVOH 等树脂材料，气体透过率数值比通

用塑料低很多，阻透性能较好。因此，通常我们将

至少含有 PA、PVDC、EVOH 中一种树脂材料的

多层共挤膜称作为多层共挤阻隔膜。

二、多层共挤阻隔膜的分类

多层共挤阻隔膜的分类可按加工工艺的不同大

致分为四类，分别是流延共挤出阻隔膜、上吹共挤

出阻隔膜、水冷下吹共挤出阻隔膜和双向拉伸共挤

出阻隔膜。

流延共挤出阻隔膜是用流延法生产的多层共挤

阻隔膜。流延法是目前生产多层共挤阻隔膜的成熟

工艺中产量最大的方法，通常幅宽为 1.6m 的流延

设备，日产能可达 20 吨左右。且流延共挤出阻隔

膜的透明度较高，薄膜厚度非常均匀，通常偏差可

控制在 3% 左右，适用于要求较高的食品包装。

上吹共挤出阻隔膜是采用上吹工艺生产的多层

共挤阻隔膜。上吹法生产多层共挤阻隔膜产能最低，

通常幅宽为 1.6m 的上吹生产线，日产能不到 5 吨。

但上吹法操作简便，设备投资小，是生产多层共挤

阻隔膜最普遍的工艺方式。另外，上吹法正因产量

较低，在一些特殊小量包装材料的加工上，具有更

加灵活的优势。

水冷下吹共挤出阻隔膜是采用下吹工艺，经过

水冷却生产的多层共挤阻隔膜。水冷下吹法生产多

层共挤阻隔膜产能适中，通常幅宽为 1.6m 的下吹

水冷生产线，日产能近 8 吨。且通过下吹法生产多

层共挤阻隔膜，熔体可通过冷却水快速结晶，而使

得薄膜的透明度非常高，拉伸率较大，因此在肉食

品包装领域非常受亲耐。但流延下吹水冷法因薄膜

需克服向下重力的影响等特殊原因，薄膜制品厚度

均匀性较差，通常为 5% 左右。

双拉共挤出阻隔膜是利用双向拉伸共挤出的方

法生产的多层共挤阻隔膜。该种工艺目前在世界范

围应用较少，且世界上仅极少数的工厂可生产双向

拉伸共挤出阻隔膜生产线。但该种工艺产能较大，

且生产的阻隔膜厚度非常均匀、透明度极佳，另外

相同厚度的该种薄膜拉伸强度远大于其它三种工艺

生产的薄膜，性能极佳。当然该种工艺生产线的投

资也不菲，通常一条线的投资就在亿元以上。

薄膜名称 简写 氧气透过率 ml/m2.24h.atm.25℃ 二氧化碳透过率 ml/m2.24h.atm.25℃

聚乙烯 PE 4000-13000 8000-80000

聚丙烯 PP 1300-6000 7000-12000

聚酯 PET 500-4000 4000-10000

聚酰胺（尼龙） PA 30-110 150-400

聚偏二氯乙烯 PVDC 8-26 50-150

乙烯 - 乙烯醇共聚物 EVOH 0.4-0.6 0.5-2

表 1 常用塑料薄膜的气体透过率 [2] 数据来源于挪威食物研究机构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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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层共挤阻隔膜的发展趋势

目前，欧美等先进国家已在不断强调环保和卫

生的要求，多层共挤阻隔膜正在逐渐取代传统薄膜

而应用在各个包装领域。我国目前多层共挤阻隔膜

的应用水平还较低，多功能多层共挤复合包装薄膜

正处于推广使用的增长期，国内生产的阻隔性薄膜

多应用在低端产品的包装，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

大的差距。未来，随着装备技术、原料配方等的发展，

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也将逐渐呈现向高端包装产品

发展的趋势。

1、层数逐渐增多。上世纪 80 年代，苏州塑

料四厂引进的一台德国巴马格五层吹膜机，常州光

明塑料厂引进的一条奥地利兰精五层流延薄膜生产

线，是国内最早一批多层共挤阻隔膜生产线。但多

层共挤阻隔膜真正在国内发展起来是在 2000 年以

后。随着国内多层共挤技术的发展，2000 年以后

国内开始出现了七层上吹生产线，六层、八层下吹

生产线和十一层流延生产线。而多层共挤阻隔膜生

产设备发展至今，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九层上吹和十

层下吹，而加工技术更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

了层数更多的十三层共挤。在多层共挤阻隔膜的生

产中，共挤出设备层数越多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归

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层数越多，设备产能越大，

单耗越低 ；二是层数越多，每层的平均厚度就可以

做得越薄，在昂贵材料减薄上有更大的优势 ；三是

层数越多，层间结构调整越灵活，能够适用的配方

就越丰富，做出的产品范围就更广。

2、生产规模逐渐增大。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

真正发展起来的时间并不长，应用领域较少，因此

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的生产规模往往都较小，国内

生产规模最大的工厂年产能也不过在 2 万吨左右。

目前，随着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应用市场的成熟，

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也将迎来大规模的发展。有工

厂率先引进十一层三泡法生产线和双向拉伸生产

线，仅一条线年产能就接近 1 万吨，产能大幅提高。

当前，无论从应用市场的成熟度，还是从生产成本

控制的角度，国内多层共挤阻隔膜都将逐渐向规模

化发展。

结语

多层共挤阻隔膜的全面推广应用，算得上是我

国塑料软包装领域的一场绿色革命。且该种薄膜的

应用领域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包装领域 ：食品、日

化产品、饮料、药品、保护膜甚至航空航天产品等 [3]。

目前，在发达的欧美及日韩国家，许多传统复合膜

都由绿色环保的多层共挤阻隔膜替代。随着我国制

造能力的进一步成熟和原材料的进一步丰富，国内

软包装材料势必也将向更加绿色、安全的多层共挤

阻隔膜发展。

参考文献 ：

[1] BB/T 0041—2007，包装用多层共挤阻隔膜通则

[S]。

[2] 伍秋涛，软包装实用技术问答 [M]，印刷工业出

版社，2008。

[3] 黎勇，多功能多层共挤复合膜的发展趋势 [J]，

塑料包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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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今天，人们对于商品包

装的要求也与时俱进，更加严格、更加完美。如果

置身于超市，触目皆是色彩缤纷、形状各异的塑料

包装。这种相对“新晋”材料，以质轻、耐腐蚀、

耐摩擦、易加工和美观等特点，在包装产业总产值

中的比例已超过 30%。

未来数年内，安全、环保、轻量化、多功能化、

智能化仍是包装行业的目标。在包装材料市场需求

上，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的特征：高阻隔、高强度、

耐高温、抗紫外线、抗菌等功能性产品，以及可回

收利用、降解塑料等绿色产品将受到青睐。

汇聚世界尖端塑料技术的 CHINAPLAS 2016

国际橡塑展，将于 2016 年 4 月 25-28 日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浦东）盛大举行。 届时展会将云集

世界各地超过 3,200 多家展商及多个国家展团，展

示各种先进技术及橡塑原材料，助力包装生产商迎

合塑料包装的快速发展及多、快、好、省的新趋势。

多、好——多功能化、高质量

据市场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在食品饮料和医

疗保健产品强劲的需求推动下，塑料包装仍继续快

速发展。这两类产品对于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

具有多功能、并且质量高。

多功能性，主要包括 ：高阻隔性、耐蒸煮、抗

紫外、保鲜性、选择透气性、耐热性、抗菌性以及

防锈、除臭、形状记忆、可再封、易开封性等，其

中以高阻隔性、耐热包装材料和选择透过性发展较

为迅速。由多种不同材料制成的复合薄膜应用越来

越广泛，以满足复杂的市场要求。7 层、9 层甚至

11 层膜结构都属于常见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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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热性塑料包装，常以蒸煮袋的形式出现，一

般由具有遮光性的铝箔为中间层、高阻隔性塑料

PA、PET 为外层，具有热封性的 PE、PP 为内层

的多层复合蒸煮膜制成。米拉克龙（Milacron）公

司推出了一种新型多层共挤技术，可用于生产透明

聚丙烯（PP）食品包装罐 Klear Can。据介绍，其

多快好省的包装新趋势
—CHINAPLAS 2016 国际橡塑展

三层结构（PP/EVOH/PP）可以将贮存期延长到五

年，并且可以在 130℃以下蒸煮。

多层共挤薄膜的巨大需求，推动了生产设备

市场的繁荣，目前已发展出 11 层吹膜生产线。　

去 届（2015 国 际 橡 塑 展 ） 参 展 的 德 国 Kuhne 

Anlagenbau 公司及国内的金明精机亦有提供此

技术。杜邦公司和 Kuhne Anlagenbau 共同开发

的 TripleBubble®1 技术，利用杜邦离聚物和杜邦

粘合树脂生产的 11 层功能塑料 , 其厚度仅为 20-

110μm，每层厚度的可延伸性可以达到 60%，并具

备高阻隔性、高透明度、高光泽、抗撕裂性强、抗

冲击力强等优势。这将显着节省高达 50% 的原材

料和资源，从而大大改善其生命周期。

快——智能化

时间就是金钱，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产速度更

是要快！快！

无论是塑料容器还是瓶盖，如今的设备都实现

了更高的生产速度。例如，住友德马格的 El-Exis 

SP 200-675 注塑机，可在不到 2 秒钟的生产周期

内完成四个 125 毫升的聚丙烯 (PP) 食物容器的注塑

成型，比常规的生产周期减少 3%-5%，并借助专

业机械手将成品捡拾。国内企业在技术上也有较大

飞跃，如广东国珠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开发的饮料瓶

盖高速注塑系统解决方案，最大的特色是快速，采

用 HDPE 材料制造重量为 1.95g 的产品，产量可达

到 2.88 万 pcs/h，每天可生产 60 万个瓶盖。 

“中国制造 2025”正在加快推进实施，逐渐迈

进智能制造时代。工业 4.0 理念也逐渐在食品包装

业渗透，塑料包装机械生产企业致力发展以光机电

一体化、智能化、组合化或模块化等为代表的新技

术。目前已经有不少厂家将机器人和包装设备整合

到一条生产线上，从前期的搬运、分拣到包装制作，

再到后期的检测、储存和输送，各类自动化技术贯

穿于包装行业的始终。不仅拥有了更高的包装速度、

更精准的包装精度，还可以实现低能耗、为企业节

省成本。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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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包装新推出的 Paloma D3 进料和顶装式机

械手被整合在 Module++ 饼干包装整线中。据介绍，

最新的 GD（齿轮驱动）系列 Delta 机械手采用开

放式的框架和平台，在提供了标准化和模块化方案

的同时又可根据不同的应用配置各种可选项。博世

包装技术提升了 D3 机械手的平台，将负载增加至

3 公斤，从而确保更快的速度来提升拾取率。

省——环保、节能

可持续包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消费者环保

意识的提高和各种政府法律是其主要驱动力。通过

以下三个途径可以实现可持续包装 ：包装小型化或

轻量化 ；更多地使用可再生原材料 ；利于回收和循

环使用。

在满足包装功能的前提下，选材时应尽量减少

垃圾的产生量。以薄膜为例，其趋势是包装薄膜的

轻量化，关键技术在于采用具有超韧性、能加工较

薄且较易加工的新型原料，如双峰 HDPE 树脂、茂

金属催化剂的聚烯烃以及其它优秀的阻隔性包材

等。帝斯曼集团最近推出了改性聚酰胺 Akulon XS

产品，与传统聚酰胺 6 相比，Akulon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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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地采用生物聚合物包装，也是一种环保手

段。NatureWorks 生产的 Ingeo 生物聚合物，具

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特性，并且强化了耐高温程度。

NatureWorks 建议制造商不要只比较原材料成本，

而应该考虑整体生产成本。以 Ingeo 与 PET 比较

为例子，在制造相同的产品时，Ingeo 的耗量更少；

并且因为属于低温加工材料，加工过程所消耗的能

源更少。

未来随着包装市场容量持续扩大，将产生越来

越多包装废弃物，只有对其进行统一回收、尽可能

再生循环或者再生为有用材料，才能将其对环境的

危害减至最小。回收利用加工技术的进步，促使回

收利用率大幅提升。例如，在分拣方面，采用高技

术光学方法，依据颜色、结构和形状来分选聚合物

和树脂粒料，通过检测并除去各类缺陷和杂质（如

变色、黑斑、染料滴、烧斑、结对和表面起纤等），

可提取纯净、高价值的材料，从而改善最终产品的

质量。随着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上涨及国家政策对环

保要求的提高，塑料回收及再利用科技将会有蓬勃

的发展，市场前景辽阔。

来届 CHINAPLAS 2016 国际橡塑展将新设立

“回收再生科技专区”，以回应业界对塑料废物管理

解决方案的殷切需求，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的回收解

决方案。同时 3,200 多家展商将于 240,000 平方

米的展览场地上展示各种新型、高技术含量的包装

产品、技术、流程及解决方案，助力包装生产商追

赶趋势，开拓璀璨的未来。多家海内外包装行业巨

头已预留展位，当中包括巴斯夫、科莱恩、科思创、

陶氏、道康宁、杜邦、埃克森美孚、汉王、金发、

三菱化学、NatureWorks、武汉华丽、德马格、恩

格尔、哈斯高、Hotsys、英格斯模具、金明、金纬、

马斯特模具、麦士德福、宁波双马、诺信、西诺模具、

伊之密、柳道等等。 

展会预计将有超过来自 150 个国家 / 地区逾

140,000 名专业观众莅临展会洽谈业务与采购。历

届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参与盛会，当中包括中

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流延薄膜专业委员会、中国包

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湖南省塑料彩印行

业协会、河北省包装业协会、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中国食品工业（集团）、深圳包装行业协会、宝柏

包装、南方包装、王老吉、可口可乐、爱索尔、通

产丽星、佛塑、高露洁、棕榄、安利、蓝月亮、中

山永宁、嘉美、宝洁、紫江、王子包装、农夫山泉、

箭牌、李锦记等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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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征稿启事

《绿色包装》期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0-1400/TB）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是

包装行业内首本推动绿色包装领域学术交流的国家级学术期刊。

《绿色包装》期刊宗旨为宣传绿色包装理念，推动绿色包装领域技术的学术交流与应用，促进我国包装

产业升级。

现向各界人士征集包装、印刷、物流等相关学科领域学术论文稿件。

来稿要求 ：

1、总则

来稿内容为 ：覆盖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包装、印刷、物流等相关学科领域新技术、新材料研究 ；绿色

包装评价标准研究 ；节能减排创新技术 ；包装实验检测 ；包装艺术设计 ；包装产品回收再利用等。

来稿应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应表达准确、文字简练、重点突出、结论可信。内容应未发表过

或未被其他公开出版物刊载过。

2、文章标题 

标题简明醒目。各类文稿应附英文题名，中英文标题应一致。 

3、作者和单位 

作者姓名列于文题下。署名为第一的单位应是稿件报道研究的知识产权所属单位。作者如系多单位，应

分别注明单位全称。应细列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姓名、出生年、籍贯、学历、职称、职务、研究领域、电

话、电子邮箱和详细通讯地址与邮政编码。 

作者不超过 3 位应全列出，姓名之间用逗号“，”隔开。英文文献中的作者姓名写法为 ：完整姓氏在前，

名字采用缩写字母在后。

4、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 ：文章均须附中英文摘要。研究论文类文章摘要要求按照结构式摘要撰写。摘要文字 200~400 字，

要求有主要数据。 

关键词 ：在中英文摘要下面标引 3~8 个关键词，用“ ；”分隔。 

5、参考文献 

应选用亲自阅读的近年内公开发表的期刊或图书。采用顺序编码制，按文内引用先后编序，其序号标注

于右上角方括号内。文末按引文顺序列出。参考文献中的期刊刊名用标准全称。中文参考文献需有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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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金项目 

若论文为基金资助课题，请在首页下角中英文对照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7、表和图 

按表和图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号。

表格要求写明中英文表题，尽量采用“三线表”，应正确、易懂、符合统计学要求。 

图要求冠有中英文图题和相应的说明，说明性文字应置于图下方注释中。图的分辨率不能低于 300dpi。

线条图应横、纵坐标标目应简明，刻度向内，且必须标注量和国际单位符号。坐标上的量与单位的符号和缩

略词应与正文一致。图上的字母、数字和符号应该清晰标注 )。显微图应标明放大倍数与染色方法，所需显

示的部分置于照片中央或用箭头标示。如图、表引自他刊，应注明出处，并附版权所有者同意使用的书面材料。 

8、名词术语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相关名词为准。中外名词术语应使用全称，缩写首次出现时

加括号注明。 

9、计量单位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在一个组合单位符号的表示中只可以采用 1 条斜线的形式，如 mg/kg,mmol/L 等

表示 , 若有 2 个以上单位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ng/(kg.min)”可用 ng.kg-1min-1，但不能

用“ng/kg/min”表示，也不能写为“ng/kg.min-1。其他如 ：40~60% 应为 40%~60% ；2×3cm 应写成

2cm×3cm ；“rpm”应写为“r/min”，浓度单位“M”应写成“mol/L”。 

10、数字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且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一系列数值的计量单位一致时，只

在最末一个数值后标明单位即可，如 5，10，15，20mol/L。单位相同的量值范围，前一个量值单位可以省

略，如 3~6kg。其他如 :4×109~7×109 或 (4~7)×109,(25±1)℃。以百分数表示的均数 ± 标准差应写作

(40.5±0.6)%。分数则横写，如 5/6。 

11、统计学符号 

统计学符号均用斜体，如 P( 概率 )、r( 相关系数 )、ν( 自由度 ) 等。 

12、投稿规则 

一旦投稿，即被自动认为全部作者已阅读、并已理解和接受“来稿要求”的内容和要求。稿件内容属实、

无一稿两投、署名无争议、同意发表联系作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所有作者同意论文录用后，其版权和网络

信息传播权自动转移给本刊。 

13、稿件处理 

所有稿件均经 1 位以上同行专家审阅。编辑部有权对文稿进行必要的文字性删减。如不同意删改请事先

申明。编辑部将在 30 天内通知作者稿件录、退处理意见。未收到通知者，请及时向编辑部查询。在此之前，

请勿另投他刊。 

14、投稿方式 

本刊通过电子邮箱方式投稿，投稿邮箱为 ：cepigreenpackaging@163.com。联系电话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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