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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fit more and more thin, survival crisis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lmost all companies are focus on the procurement cost. Purchasing cost 
will naturally affec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bu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how influence is an objective 
and serious problem, that’s what we as 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s staring at the purchasing cost or 
care abou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not habitually people purchasing cost is the cost of production, this is 
actually a some connection, but definitely not proportional relations of contradictions. In some cases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ill rise with the procurement costs rise, and in some cases,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purchasing cost is just the opposite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the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ffset 
printing corrugated packaging enterprise is most obvious, is also the most easy to mislead the manager 
feels and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procurement price; production costs; quality pass rate; production efficiency

王若冰

( 河南省新斗彩印刷有限公司，河南 450000)

论纸包装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不等于生产成本

Purchasing Cost Is Not Equal to The Cost of Production
WANG Ruo-bing

摘要：在瓦楞包装企业制造业利润越来越薄，生存危机越来越重的环境压力之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把目

光盯在了采购成本之上。采购成本自然会对生产成本造成影响，但究竟如何影响却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

客观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作为生产制造业的企业，究竟是盯着采购成本还是关心生产成本，不要习惯

性地认为采购成本就是生产成本，其实这是一个既有联系，却绝对不是正比的矛盾关系。有的情况下生产

成本会随着采购成本的上升而上升，而有些情况下，生产成本和采购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却是恰好相反的关系。

尤其是胶印瓦楞包装企业的特征最为明显，却也最容易误导管理者的感觉与决策。

关键词：采购价格；生产成本；质量合格率；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TB4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3-00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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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印刷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主要从事纸包装印刷技术，目前主要从事胶印瓦楞包装工业4.0应用技术和胶印瓦楞包装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车

间布局技术研究。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1 采购价格对材质的影响

1.1 纸张的价格与指标

胶印瓦楞包装企业采购量最大的原辅材料就是纸

张和胶粘剂。纸张分为瓦楞原纸和印刷面纸，瓦楞原

纸的指标主要有定量、耐破强度和环压强度。这三项

物理指标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原纸的

价格和原纸的物理指标的高低成正比。价格越低，物

理指标就越低，而指标越高的纸张，价格也就越高。

表 1 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纸张中，价格的高低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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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覆膜胶生产试验数据

表 3 产品配材试验检测数据单

表 1 不同价格的原纸物理指标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张的物理指标成直接的正比的影响。

1.2 胶粘剂的价格与物理指标

目前市场上干式复膜胶的最大品牌供应商是上海

奇想青晨，略差一些的供应商是百斯特，两者价格略

有差距，但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物理指标也是呈正比的，

如表 2。

2 物理指标对半成品质量影响

2.1 白板纸

2.2.1 白板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效率、质量、裱瓦

效果和产成品的综合耐破指标。这四项指标的测试及

生产结果如表 3 ：价格低的白板纸首先耐破强度偏低，

在裱瓦楞时容易显坑。表面涂层的牢度不好就容易掉

粉甚至脱层。掉粉会污染橡皮布。造成印刷掉网，脱

层会引起印刷脏点。只要有以上情况发生就必须立即

停机清洗印刷版和橡皮布。每次停机洗机至少都要 5 

-10 分钟，而且每次再开机都容易造成色差。

2.2.2 胶印瓦楞包装中，面纸耐破强度高，其耐水

性能和疏水性能就好，而耐破度低的纸张，其耐水性

能和疏水性能就差。在相同的作业环境下，裱出来的

品类 品牌
价格
元 /t

耐破 环压 湿度

箱
板
纸

理文 3400 2.9 // 8

玖龙 3400 2.9 // 8

永光 2700 1.7 // 10

瓦
楞
纸

理文 2600 // 9.0 8

玖龙 2700 // 8.5 8

双马 2550 // 8.0 11

品 牌
价 格

Kg/ 元
干燥温度

℃
上胶量
g/m2

粘合强度
N/m2

车 速
m/min

稳定性
%

用胶成本
元 /m2

设备产能
米 / 天

奇想青晨 11.00 85-90 9.0 600 60 99.6 0.099 64800

百 斯 特 9.00 110 10.9 350 40 80.5 0.099 43920

箱 型
规 格
mm

定量
g/m2

配材采购价 承压
kg

耐 破
kpa

稳定性
%

面 纸 瓦 纸 里 纸

对口箱

310×198×100 220+140+170 4580 2980 3550 283 1043 93

310×198×100 220+140+170 4100 2630 3180 245 875 87

310×198×100 220+140+170 3550 2180 2860 206 697 76

机  包
自动片

356×202×117 220+140+140 4580 2980 3550 188 956 91

356×202×117 220+140+140 4100 2630 3180 164 806 78

356×202×117 220+140+140 3550 2180 2860 132 64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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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箱板纸造成的损耗表
表 5 印刷效率对比表

表 6 箱板纸对作业效率对比表

R2+R3+Rm1C1+Rm2C2)/15.2Rn, 面 纸 横 向 环

压 强 度 的 测 试 力 值 N/0.152mRmn- 坑 纸 横 向 环

压 强 度 的 测 试 力（N/0.152m）C- 瓦 楞 纸 收 缩 率。

（CA=1.532,CB=1.477,Cb=1.361）K—综合环压在纸

箱空箱抗压强度中的有效值，而多年的生产实际检测

数据却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表 3 所示 ：

3 采购价格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3.1 纸张价格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纸张价格对半成品的质量造成的废品率随着价格

成反比，价格每降低 10%，那么半成品的废品率也就

会上升 15-20%，与此同时，自动化设备的生产效率

会降低 20% 以上。按照财务计算，降低 20% 的效率

就会降低工序生产利润率的 80%，也就是说，生产效

率只要下降 20%，那么你的利润率就几乎为 0。同样，

效率提高 20%，你的生产利润率就可以提高一倍，如

表 5、表 6。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产品，耐破度高的，显楞率要比耐破强度低的纸张低

很多。

2.2.3 白板纸的干湿变形率也是和材质耐破强度是

呈成反比的。

2.2 箱板纸 

2.2.1 箱板纸的最主要指标就是耐破强度，耐破强

度直接影响着产成品的综合耐破强度及产成品的合格

率。首先，耐破强度高的纸张疏水效果好。含水率低，

缩水率也就小。而耐破强度低的纸张，其疏水效果就差，

含水率和变形率就高。

2.2.2 含水率高就会引起纸张伸缩变化大，造成纸

板变形和弯翘，同时还会因缩水率增高引起产品因缺

材而报废。

2.2.3 瓦楞弯翘对裱纸和模切的效率影响，高达

20-40%。

2.2.4 耐破强度偏低的箱板纸，性能极不稳定，成

型效果差，合格率低。如表 4。

品牌
价格 
元 /t

缺材损耗 
%

变形损耗 
%

损耗率 
%

玖龙 3400 0 0.03 0.03

宏腾 2800 0.05 0.03 0.08

永光 2700 0.08 0.07 0.15

永丰余 2800 0.02 0.03 0.5

品牌
价格
元 /t

车速
转 /h

停机
次数

损耗率
%

玖龙 3570 10500 2 0.01

世纪阳
光

3750 11000 2 0.01

文丰 3210 8500 11 0.5

光明 3380 8700 8 0.4

品牌
价格
元 /t

车速
m/min

停机
频率 %

合格率

玖龙 3570 120 0.02 99.6

宏腾 2800 60 0.12 92

永光 2700 50 0.18 90.6

永丰余 2800 80 0.06 95.3

2.3 瓦楞纸

瓦楞纸的主要物理指标是环压指数，环压指数大

多在 6.0-13 之间，瓦楞原纸指数越高，承压能力就越

强，湿度稳定性也越好。例 ：瓦楞包装行业用来计算

纸箱抗压强度的抗氏公式 ：P=PX.K 是行业最常用的

计算方法，可真正按此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却很不准

确，有的差距高达 50% 以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

不是计算公式有问题，而是基础数据存在真伪。三层

瓦楞纸板原纸的综合环压强度的计算公式 ：

Px=（R1+R2+RmC）/15.2Rn， 五 层 瓦 楞 纸

板 原 纸 的 综 合 环 压 强 度 的 计 算 公 式 为 ：Px=(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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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胶粘剂的价格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⑴覆膜胶 ：性能测试显示，价格越低，作业能耗

就越高，稳定性越低，能耗上升 22%，稳定率下降

19.1，同时，车速下降 30%。稳定率的降低还会经常

造成批量性的成品报废。见表 2。

⑵裱纸胶 ：裱纸胶均为淀粉胶，按基本配方配制，

一般都能做出合格的产品来的。但有些胶粉厂家提供

的变性胶粉以出胶量大，能降低成本为卖点。本来

水比是 1:4，给变成了 1:5 或者更高，出胶量可提高

20%。高出 20% 的胶量使得胶的粘度下降到 40s 以下。

而瓦楞纸的特性是渗透速度快，很容易造成裱纸的后

边部开胶，因此，机长为了保证粘合的强度，就不得

不加大上胶量，因此把出胶量给抵消了。而上胶量越

大含水量就越大，造成箱片的变形率也就越大，模切

作业的效率就越低，损耗越大。数据显示，半成品的

变形率每增加 10%，生产作业效率就会下降 30%，模

切跑位的损耗就会增加 25%。不仅如此，成品箱的空

箱抗压强度也会下降 30% 以上，如此造成的实际经济

损失率高达 50% 以上。

4 采购价格对产成品质量影响

4.1 纸张价格对产成品质量的影响

4.1.1 如表 7 ：纸张的最大的共性就是遇湿就膨胀，

再干就变形缩水，而且无法修复到原始状态，瓦楞纸

目前都是高强瓦楞纸。真正高质量的高强瓦楞纸是用

提高纸浆中纸纤维的长度来达到目的的，而低档瓦楞

纸却是依靠施胶和表面处理的方法来投机的。原纸的

横向环压测试值显得很高，可就是成品空箱抗压值无

论如何都达不到环压值应该达到的标准，甚至相差高

表 7 GB T-1011-191 单面涂布白板纸

表 8 裱纸胶的生产状态对比表

序号
技 术
指 标

单位
标   准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粗糙度 ≦ μm 2.0 2.6 4.0

2 平滑度 ≧ S 150 80 50

3 光泽度 ≧ % 88 80 60

4 吸墨性 ％ 15-28

5 印刷面强度 M/s 1.4 1.2 0.8

6 挺度

200

g/
Mn.m

2.0 1.8 1.5

250 3.0 2.5 2.0

300 5.2 4.5 3.4

7 尘埃度 ≧ 1/mm2 0 2 4

品 类 价 格 出胶量 上胶量 成品湿度 用胶成本 成品弯翘度 成品合格率

高级淀粉胶
3200
元 /t

1 ：4 29g/m2 14.5%
0.023
元 /m2 10 98.5%

高粘土胶
2700
元 /t

1 ：5 37g/m2 27.1% 0.02 元 /m2 35 55%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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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40% 以上。例如由于瓦楞原纸的纤维度只能达到 7.5

的系数，而通过施胶，硬是把纸张的表面添加了一层

硬膜，使之由 7.5 变成了 9.0，由此，给包装企业带来

了极大的困惑和质量不稳定性。这是因为胶在干燥的

时候可以有一定的硬度，而一旦受潮则一塌糊涂，而

且很难再次干燥，因此，湿度的不同其变化值也同步

地变化。箱板里纸的关键原纸指标是耐破值，看似指

标高价格低的原纸其结果不但不会给包装企业带来成

本的降低，而且还会造成产成品的报废率同步上升。

4.1.2 白板纸价格对产成品质量的影响

涂布灰底白板纸的等级却分为优等品、一等品、

合格品三个级别，这三个级别中，优等品纸指标最高，

我国 GB/T10335.4-2004 的标准，除了纸基的物理指

标外，重点对涂布面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从表 7 可以

看出 ：涂布白板纸级别越高，纸张各种指标也就越高，

对于印刷品质要求高的产品来说，等级越低，废品率

就越高。因为 ：

（1）粗糙度越高，印刷的颜色就越虚。

（2）平滑度越低，印刷网点还原效果就越差。

（3）光泽度越低，对油墨颜色还原力就越差。

（4）吸墨性越高，油墨的渗透越严重，颜色就越

灰暗，吃墨量就越大。

（5）印刷面强度越低，油墨的附着力就越低，就

越容易造成粘花，就越容易引起脱墨。

（6）挺度越低，纸张就越软，裱瓦楞时就越容易

显楞，降低成品的表面效果。

（7）尘埃度越高，印刷时就越容易造成漏白点、

花点，造成成品的完全报废。如表 9。

表 9 产品用纸成本核算对照表

产品 用纸
用纸规格

mm
供应商
品牌

采购价格
￥/t

物理指标
耐破、环压

纸张成本
￥/m2

采购成本
按 10 万计

康美包

面纸 240 970*700
永泰
红标

3580 1.5 0.58

1.27*100000=127000
瓦纸 140 965*695 银鸽 2750 8.5 0.36

里纸 170 965*695 宏腾 2850 2.3 0.33

康美包

面纸 240 970*700
杭州
海晨

3210 1.3 0.52

1.13*100000=113000
差额 14000瓦纸 140 965*695 双马 2420 7.5 0.32

里纸 170 965*695 永光 2500 1.7 0.29

不良品
率 %

质量问题
机台

日产能
生产效率

/h
工序成本

元 /
成品

报废率 %
成品报废成本按
10 万计（元）

平均
损失率

0.2 粉大 84500 张 6500 张 0.007/ 张 2.5 2500

72702.3 粘合强度差 23400 张 1800 米 0.02/ 米 2.25 2250

1.2 强度稍好 23400 张 1800 米 0.02/ 米 2.52 2520

5.5
粉尘大、太

软
62400 张 4800 张 0.009 张 5.75 5750

22150
差额

14880
5.6

承压差、疏
水差

23400 米 1800 米 0.02/ 米 8.6 8600

7.5 容易爆纸 23400 米 1800 米 0.02/ 米 7.8 7800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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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胶粘剂的采购价对产成品质量的影响

4.2.1 覆膜胶的价格对质量的影响

覆膜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的主要表现就是脱膜，

脱膜的出现有两个环节，一是成品入库乃至产品上市

后出现整体脱膜或大面积脱膜。（表 10）

第二个环节就是在模切后不久，出现模切压痕处

膜脱离弹起。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整批量的产品报废，

因此，他所引起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4.2.2 裱纸胶粉的价格对产成品质量的影响

裱纸胶粉是胶印瓦楞包装行业中缺一不可的常用

胶粘剂，裱纸胶粉目前都是合成胶粉，按配方分类主

要有两大系，一类是以玉米淀粉为主填料的淀粉胶，

这种胶的配方中，玉米淀粉的含量在 25-30%，其价

格也相对高一些。另一类就是以高粘土为主填料的配

方，该配方中，高粘土的含量占 40% 以上，因此，由

于高粘土的价格非常便宜，因此，其胶粉的价格也相

对便宜得多。然而两种胶的性能也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首先，氧化化后高粘土比玉米淀粉的有明显的脆性，

虽然速干效果基本一样，而且边压效果比玉米淀粉胶

还要偏高 15%，可是成品箱的空箱抗压强度却明显偏

低 20% 左右，要想达到客户的产品物理指标，就要加

大瓦楞纸的定量或者瓦楞纸的等级。高粘土胶的水比

也比玉米淀粉胶要大 20% 左右，因此，其胶的粘度

就要比玉米淀粉胶低 30%，也因此上胶量同比要高出

30%，可这样一来，裱纸的水分含量也就高出 30%，

湿度一大，箱片的弯翘变形率就上升，也就因此造成

模切的不合格率增加 3-4 倍。最后还会造成粘箱时粘

口离线或盖线。由此，成品的合格率也就明显地下降

40% 以上。表 4 和表 5 的空箱抗压强度却明显偏低

20% 左右。

5 结语

实践的结果和测试数据显示，看似低一些的采购

价格，本想降低生产成本的，可结果不仅没有降低生

产成本，反而增加了生产成本。不仅采购价格的差额

完全被半成品和产成品的合格率给完全抵消，而且受

到影响最大的就是生产效率的大幅下降。纸包装制品

必须有他应有的物理指标的要求，尤其是瓦楞包装制

品，他必须做到对被包产品的保护，要有效地保护就

必须有一定的各项指标，因此，对产品的配材就有他

基本的保证，低于这个指标你的产品就是不合格的，

你生产的产品就是废品，只要是废品那就是彻头彻尾

的损失。任何生产企业，提高 10% 的效率，就可以提

高 50% 的利润率，而降低 10% 的效率，同样会降低

50% 的利润率。想通过降低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来降低

生产成本的想法是对的，但如果保证不了生产效率和

品质，采购价越低，生产成本反而越高。因此，原辅

材料的各项物理指标都有他最低的红线。

表 10 裱纸对模切的影响

用胶品类 箱片合格率 模切走位率 跑线误差值 模切报废率 模切效率 模切合格率

高档淀粉胶 98.5% 0.4% ±1.5mm 0.01% 4500P/min 97.5%

高粘土胶 55% 23.5% 2.5mm 0.5% 2500P/min 65.5%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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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m mechanis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sheet-fed offset pres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current cams, and proposes a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CMM(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ing) that is not limited to a type of cam, not limited to a form of a cam 
follower, Take the feeder cam as the object, measure the cam and analyze the measurement error.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cam measurement precision, it is easy to operate.
Keywords: CAM; CMM; error Analysis; methods comparison 

汤毅

( 北京印刷学院，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2600)

基于三坐标测量仪的共轭凸轮测量方法研究

Study on Conjugate Cam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CMM

Tang Yi

摘要：凸轮机构是单张纸胶印机上非常重要的机构。本文对比当前凸轮的测量方法，提出一种基于三坐标

测量仪的不限于凸轮种类，不限于凸轮从动件形式的测量方法,对某型号高速给纸机中递纸共轭凸轮中的一

个进行测量，并对测量进行误差分析，同时弥补现有方案的技术缺陷，提高了凸轮测量的精度，有利于推

动国内高速印刷机研发。

关键词：三坐标测量仪；凸轮；方法对比；误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TS8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3-0052-05

引言

现代印刷机已趋于高速、多色方向发展，其中单

张纸胶印机的印刷速度已达到每小时 20000 张 / 小时，

彩色印品的套印精度控制在 ±0.01mm 范围内。递纸

共轭凸轮机构在单张纸胶印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同时也给单张纸胶印机带来了速度和质量上的大幅度

提高。这些机构工作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的印

刷速度和套印精度。某高速给纸机中递纸共轭凸轮机

构如图 1 所示。由于凸轮机构的运动特征依赖于凸轮

的轮廓和从动件的类型，在传统的凸轮设计中，获得

凸轮轮廓曲线主要有图解法（几何法）和解析法。图

解法简便、直观，但手工作图选取的等分数有限、精

度差，难以获得凸轮轮廓曲线上各点的精确坐标，会

产生严重的失真现象，并且设计周期较长，不适合高

速运行的场合。解析法设计凸轮轮廓线精度较高，必

须建立凸轮理论轮廓曲线、实际轮廓曲线以及加工刀

具中心轨迹的坐标方程，并精确地计算出凸轮轮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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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高速给纸机中递纸共轭凸轮机构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线或刀具运动轨迹上各点的坐标值，其推导过程复杂，

要得到完整的凸轮轮廓曲线需要编制复杂的程序。限

制了解析法的应用 [1-6]。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三坐标测量仪的凸轮廓线测量

方法，对某型给纸机中递纸共轭凸轮中的一个进行测

量。该方法可以方便地实现对各种形式的滚子从动件

盘形凸轮、空间凸轮的精确测量，利用 Matlab 软件

对在凸轮上采集的测量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得到凸

轮的轮廓线，并进行测量的误差分析。与现有凸轮测

量方法相比，数据更精确，误差更小。

1 凸轮模型测量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电子计算机的日益普

及，有很多学者通过了计算机辅助设计获取凸轮轮廓

曲线，韩宝菊文献 [7] 中提出使用 VC++6.0 编程计算

凸轮基本参数，在 Adams 中完成凸轮机构从动件设

计到仿真，然后获得凸轮轮廓曲线 ；孔江波文献 [8] 中

提出使用曲线拟合的方式获取凸轮的理论轮廓曲线 ；

顾春光文献 [9] 中提出采用扫描或照相技术获得零件的

截面图形，通过 matlab 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生成

二值图，并获得轮廓各点坐标 ；刘炉文献 [10] 利用三坐

标测量仪测量的点云数据，用逆向工程软件进行曲线

拟合，结合经编机凸轮实际运动规律，对拟合的凸轮

轮廓线进行优化设计。张晓玲文献 [11] 中提出使用将原

有零件图纸无缩放扫描至计算机中，通过绘图软件精

确绘制凸轮轮廓线，应用 autolisp 编制程序实现自动

采点，获得凸轮轮廓数据 ；黄伟、李大鹏等文献 [12、13]

中利用 Cro/E 、Soldworks、Catia 三维软件的强大

三维实体建模功能，进行凸轮的廓形设计获取凸轮轮

廓，等等。表 1 是关于上述几种方法的特征及不足对比。

2 三坐标测量仪测量凸轮廓线
表 1 现有技术的特征及不足分析

方法 特征和缺点

VC++6.0
编程

需要通过从动件的运动规律来编程，
适用性差。

拟合曲线
曲线逼近程度高，适应性强，计算简
便易于控制。但无法满足高速凸轮需
求和适于空间凸轮轮廓要求。

Matlab
操作方便、易于获得轮廓数据，但取
得图像信息时误差大，信息数据丢失
严重。主要是针对平面凸轮。

绘图软件
二次开发

扫描点所得的曲线精度差，再通过软
件自动采点同时也会造成数据丢失严
重，且等分采点精度低。只能对平面
凸轮进行扫点分析。

三维软件
设计

效率高。但是无法满足高速凸轮。

触发式三坐标测量仪作为一种通用性强、自动化

程度高、高精度测量系统在先进制造技术与科学研究

中有极广泛的应用。它是用压敏材料制成的探头接触

被测量物体表面时产生的电信号来确定物体表面的坐

标，具有噪声低、精度高 ( 精度可达 ±0.5μm，重复

性好等优点，非常适用于检测系统。

此前，李大鹏文献 [12] 中使用三坐标测量仪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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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轮廓测量，使用的是直接测量凸轮轮廓的方式。需

要使用各种方式进行补偿。

本文提出一种不限于凸轮种类，不限于凸轮从动

件形式的测量方式。以中测公司的单臂测量机为测量

工具，如图 1 所示，利用分度头测量平台对凸轮进行

分度，获得凸轮的（θ，ρ），并运用 matlab 编制程

序将测量数据转变为凸轮轮廓图形。例如图 3 ：a 盘形

件测量，b 空间凸轮测量。

用三坐标测量仪进行测量时。首先对分度头平台

进行校准，然后需要对所用的测针进行校准。通过校准。

确定各测针的数据 ( 如测球直径坐标、测针校准时测

杆受力所产生的弯曲变形等 )，并在计算后存储在计算

机中。当对工件进行测量时，每一项目的数据始终被

考虑并参与运算。并将凸轮装卡在分度装置中，确定

测量零点，具体的测量流程见图 4。

分度头测量平台，是自助开发设计的，此设计平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图 2 中测单臂三坐标测量仪和分度测量平台

图 3 b 分度凸轮测量示意图 图 4 三坐标测量流程图

图 3 a 盘形凸轮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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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可以实现对各性零件的装卡。在调整时，保证装卡

中心线与测试平台的 Y 轴平行，通过水平尺和角尺找

正，同时保证顶尖与分度头中心对正。分度头可实现

由水平到竖直的装卡，此次对盘型凸轮进行测量，保

证分度头处于水平状态。分度头的分度精度最高为

0.001°。

测量基准的定位，对于单个凸轮测量时，为了减

少误差，多次测量时保证起点一致。对于齿轮轴进行

测量时，使用单一变量，保证开始起点一致。

测量时锁定 X，Y 方向，只对 Z 方向进行操作。

通过分度头每转过一定的角度，手动移动的测针接触

测量获取一个数据点。在测量前，需确定盘形凸轮的

中心，通过测针与顶尖的接触处的 Z 值为凸轮圆心的

零点。测量以 0.5°为测量间隔，取 720 点，测量数

据结果可以通过需要的格式输出，数据结果见表 2 分

度凸轮测量，可以通过固定 X、Y 方向，调整测针与

凸轮轮廓线在相接触位置，在同一基准对上轮廓和下

轮廓线分别测量，通过分度头转动一定的角度，测量

一个 Z 值，得到（θ，Z）。其他方式可参照盘形凸轮（此

处略）

3 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

将测量的数据结果，将极坐标（θ, ρ）转变为笛

卡尔坐标（X, Y）X=ρcos(θ), Y=ρsin(θ) Matlab 编程，

绘制出凸轮的轮廓曲线图 ：

对同一个凸轮在同一基准下进行多次测量，抽取

其中两组测量数据，并定义其误差为如下形式 ：设 ρ i1

为第一组抽取数据 θ i 对应的数值。设 ρ i2 为第一组抽

取数据 θi 对应的数值。则定义如下 ：

测量误差 ：ei = ρi1 - ρi2

最大误差 ：emax = max(ei)

最小误差 ：emin = min(ei)

平均误差 ：

均方根偏差 ：

利用程序得到其中的测量结果的抽样数据误差如

表 3 所示。

其中 ：

emax = 0.003000, emin = 0, eave = 0.000150, eσ = 0.000005

利用相同的误差计算方法，对多次测量的数据进

行一一对比，检测测量对数据误差的影响程度。多次

对比结果中 emax = 0.003000, emin = 0

测量误差最大值 emax = 0.003000 在高速凸轮设计

要求的误差许可范围内，此方法测量所得数据精度在

高速凸轮设计中可行。

图 5 凸轮廓线图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表 2 三坐标测量数据

θ/° ρ/mm

0.0 64.717000

0.5 64.672000

1.0 64.623000

1.5 64.576000

2.0 64.532000

2.5 64.487000

…… ……

358.0 64.904000

358.5 64.864000

359.0 64.817000

359.5 64.769000

360.0 64.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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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提出来了一种对印刷机凸轮廓线的测量方

法，通过三坐标测量仪获得盘形凸轮的极坐标值（θ，

ρ），获得数据的测量误差最大值 emax = 0.003000mm，

平均测量误差为 0.15μm。但该方法其缺点是 : 速度

慢、效率低，主要是用于对产品的研发。为了弥补上

述缺陷可以选着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测量仪器。本文提

供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工程测量方法，进行了简单的示

例，此方法获取的数据不但可以用于对印刷机中的各

种凸轮的反求设计，也可以用于其他各种高速凸轮的

反求设计。对生产企业的测量技术革新，测量精度提

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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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抽样数据误差对比

θ/° i/mm

0.0 0.001000

0.5 0.002000

1.0 0.000000

1.5 0.000000

2.0 0.000000

2.5 0.001000

…… ……

358.0 0.003000

358.5 0.000000

359.0 0.002000

359.5 0.001000

360.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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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of microlecture were adopted in the course exercise of Packaging 
Construction Design, such that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habit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were 
cultivated as well as teaching effect were improved. The teaching reform ga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link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made the 
prioritie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focus on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mphasis and difficulty of 
curriculum.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it solved practical problems on low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addition to open up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on education.
Keywords: packaging construction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microlecture;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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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包装结构设计》
课程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of Microlecture in the Course Exercise 

of Packaging Construction Design
WANG Da-wei, WU Jiang-yu, JIANG Xue-liang, ZHENG Hua-ming, ZENG Xiao-ping, ZHANG Yong, YOU Feng

摘要：将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的教学过程中，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为交流平台与师生纽带的作用，将教学重

点放在对课程重难点的交流学习与消化吸收上，解决了实践教学效果低下的实际问题，为实践教学开拓了

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

关键词：包装结构设计；实践教学；微课；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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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基本概况

1.1 微课教学概况

微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以及教学实践的要求，采用

视频课程作为主要的载体，记录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

知识点或者重要环节开展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对

核心概念进行列举 ；对核心概念进行 15-30 秒的介绍

和总结，提供背景资料 ；对课程内容进行 5-10 分钟

DOI: 10.19362/j.cnki.cn10-1400/tb.2018.03.003

基金项目：2018年武汉工程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题“基于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与研

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大威（1983—），男，青海西宁人，武汉工程大学讲师，从事功能性包装材料，智能响应与环境友好型材料等方面的研究，

E-mail：wangdawei@wit.edu.cn。

绿色包装研究·教学



59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Education

的视频课程录制 ；为引导学生阅读或探索课程知识设

计课后任务 ；利用课程管理系统对视频课程与课程任

务进行管理。其核心内容是视频课程，内容包括相关

的教学设计、课程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信息

反馈以及课程点评等教学资源，是在传统的教学资源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兴教学资源，形成主题式的

应用环境 [1-3]。

1）课程时间简短化。按照学生学习知识的习惯

与规律安排课程内容，微课视频课程一般课时为 5- 

10 分钟，通过视频课程将教学重点、难点以及考点等

综合起来，不仅方便教学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激发学习热情，提升学习效率 [4-6]。

2）课程内容精练化。无论是教学内容展开，还

是背景知识拓展，微课视频课程主题式的课程结构使

教学内容定位准确、精练，易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消化

吸收，便于梳理课程知识结构，对提升自学能力与复习、

预习效果都有很大帮助 [7,8]。

3）课程资源轻量化。微课辅助资料一般按主题

式进行配置，总容量通常仅为几十兆左右，相比传统

教学模式不仅实现了轻量化，而且支持多媒体、多平

台应用的多模式在线播放，便于学生在线学习，不受

设备、时间和地点限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拓展性 [9]。

4）课程实践情境化。教学内容主要以一些主题

突出、思想明确的视频片段或者多媒体素材为主，微

课教学资源无论视觉还是感观上都给学生带来了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便于学生加深理解并记忆，提高学

习效率，有效地提升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 [10,11]。

5）课程传播多元化。教学容量小便于在线观看

与传播，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微课不仅可以在手机、

电脑等多平台进行传播，而且传播形式也不局限于传

统视频模式，可转换为动画、电子文档、手机应用程

序等多种形式，有利于有效的传播，更有利于促进交

流沟通，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12]。

1.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概况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课下自主学习视频课程代替教

师课堂面对面讲授课程，课堂教学重点集中在进行课

程练习以及师生交流上，颠覆了传统教学中“课上教

师讲授，课后完成作业”的教学方式 [13,14]。翻转课堂

的构想最初是由美国林地公园学校的乔纳森·伯尔曼

和亚伦·萨姆斯在教学实践中率先提出的，经过十余

年的发展与推广目前翻转课堂已成为在整个北美甚至

全世界广受推崇的新型教学模式之一 [15-17]。

1）颠覆传统教学理念的“协作学习”模式。协

作学习是通过以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互相

促进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可采用竞

争、辩论、合作、问题解决、伙伴、设计和角色扮演

等不同辅助模式对学习目标问题进行充分分析与探讨，

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

分析和协作能力，促进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形成。

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学习者可通过微视频等方式学习知

识点，课前具有针对性的预习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好

奇心与求知欲 [18,19]。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可

以在课堂上提出，教师并不直接予以指导，而是将任

务抛出，引导学生间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从信息加工

理论的角度看，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可

以改变信息输入方面的学习条件，保证教学信息得到

充分的关注，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并有利于建构，激

发学生的情感和意志倾向 [20,21]。

2） 颠 覆 传 统 教 学 流 程 的“ 混 合 学 习 ” 模

式。混合学习是一种将 E-Learning 与 face-to-

face Learning 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可以用三个词组

“Blended Learning”、“Hybrid Learning”和“Flexible 

Learning”来表示，虽然意思略有差别，但是多数

人在使用时并不区分，大致上可以认为它们词义是

相同的 [22]。国内大部分学者更习惯使用“Blended 

Learning”一词。美国学者柯蒂斯·邦克在《混合学

习手册》中谈到混合学习，界定为“面对面教学与在

线学习的结合”，基于这个界定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学

习需求来变换混合学习的形式与流程，采用这种学习

方式一方面可以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的主导作用，另

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与积极

性，适用性非常广泛，目前已成为教育技术领域的研

究热点 [23-25]。

3）颠覆传统教学形式的“情境学习”模式。情

境学习是一种依托创设情境，帮助学习者进行有意义

的知识学习与系统建构的学习方式，在现实学习过程

中学习者由于情境变化而无法灵活掌握抽象概念与规

则，学习者在解决具体情境下的实际问题时，往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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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课堂上的知识活学活用，要改善学习效果必须依

托真实情境，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通过与他人的相

互作用主动地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情境认知理论己

经为有意义学习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视角，并且情境学

习还能够促进知识向真实世界的迁移，使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在知识迁移过程中更

加顺利 [26-29]。

2《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实践教学概况

2.1 课程设计的目的和任务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是《包装结构设计》重

要的实践教学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设计实践的能力，掌握产品包装结构设计的基本

特点与流程，能开展常规包装结构设计工作，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展包装造型与装潢设计，具备分析和解决

具体产品包装设计问题的能力。通过本课程实践学生

应掌握典型包装容器的设计步骤和方法，了解常见包

装容器的造型结构、材料组成及成型工艺，能独立完

成相关包装容器的结构、造型与装潢设计，并完成课

程设计报告与设计图纸。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是在包装专业基础课程

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其教学任务的重点是通

过实践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设计、

包装辅助设计 CAD 与包装工艺学等课程在包装设计

中的重要作用，依托课程设计，进行系统的包装设计

实践，使学生了解包装设计的基本组成、特点与流程，

为后续生产实习、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等工作奠定 

基础。

2.2 课程设计的教学要求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在教学要求方面重点关

注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研究、

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等方面的专业要求，通过

设计实践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包装工程相关基础知识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解包装设计的基本流程

与方法 ；能够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开展设计工作，完成

设计作品；初步掌握项目管理相关知识，开展实践活动；

为后续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提供必要参考，提升学

生自学与实践的能力。

2.3 课程设计的内容与教学方式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在教学内容方面首先应

指导学生明确课题意义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市

场调研与资料分析，针对所选研究方向综合分析该类

产品包装目前主要选用的材料种类、包装方式与设计

特点等要素，确定设计总体思路及内容，然后具体分

析包装装潢、造型及结构设计的基本要素组成，制定

设计大纲，最后研究该类产品的运输、仓储、销售等

流通环境，分析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为相关设计提

供依据 [28]。根据前期准备的资料对包装设计方案展开，

确定设计方案中包装容器的材料种类、成型方法与包

装工艺，然后展开包装容器的结构设计、造型设计和

装潢设计，绘制完成包装结构设计图与包装装潢设计

图，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设计成品效果图，以便进行展示，

完成图纸设计后编写设计说明书，对课程设计内容进

行综合论述，并听取意见作进一步修改。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采取由指导教师组织，

集中辅导与分散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程设计实践

活动。原则上以集中辅导时间不少于 24 学时，分散

实践期间学生应定期向指导老师汇报设计进度与主要

工作，如有问题需进行答疑可由学生干部组织集中答

疑，个别问题可单独与指导老师进行沟通。其中，集

中辅导统一安排辅导教室和指导教师，以班为单位参

加，集中辅导期间由指导教师具体组织，学生干部应

负责协调与考勤 ；分散实践由学生自行安排课程设计

地点与进度，定期向指导老师汇报设计进度与主要工

作，如有问题需进行答疑可由学生干部组织集中答疑，

个别问题可单独与指导老师进行沟通，认真完成课程

设计报告。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课程资料准备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的首先要让学生按照准备好的相关教学资料进行

自主学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课前练习，该过程中许

多任务需要学生自主完成，因此所选用的教学视频资

料及其设置一定要科学、合理，保证学生可以有效地

完成既定任务，从而实现“翻转课堂”的教学目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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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该准备好包装

设计的基本内容与流程，包装设计的一般方法，所用

软件的应用实例以及成品实物制作方法等主要内容的

相关视频资料，同时也可以准备一些折叠纸盒、粘贴

纸盒、瓦楞纸箱、纸袋、纸浆模塑制品等具体包装容

器的设计与打样的视频资料。其中，视频内容应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每个单元的视频时间大概 5-10 分钟，

内容较多的单元则可划分成若干个小单元，这样学生

的学习时间可变得更加灵活，从而适应学生个性化的

学习要求。如果学生的知识基础比较差，学习能力比

较弱的话，可以适当减少每次学习的单元数量，如有

不清楚之处也可反复对视频资料进行学习巩固，这样

兼顾学生不同的基础条件，实用性强省时高效。

3.2 评价标准制定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要确保学生的学习效

果与课堂教学质量，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统一的评

价标准。《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教学中实施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可以进行多方式、多角度的评价，不仅

需要评价学生自主学习情况，也要评价学生对专业问

题的研究水平以及实践能力。例如，学习包装装潢设

计的相关内容时，传统教学主要是在课上讲解基本设

计方法与软件应用，由于集中辅导时间有限该部分的

计划学时仅为 4 个学时，很难有时间在课堂教学中针

对实例进行重点与难点的讲解与分析，授课效果受到

了很大限制。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后，可将该部分

内容划分为设计方法、软件应用、实例分析、打样输

出等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包含 1-3 个小单元，课前

学生可以结合教师提出的学习要求在教学平台上仔细

观看视频资料，然后自主进行学习与设计，不清楚的

地方可以在视频资料的辅助下反复学习，在课堂教学

环节则可针对难点与教师进行沟通，教师也可根据学

生的反馈对其学习效果进行针对性评价，这样不仅促

进了学生的课前自主学习，而且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在有限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教学任务，而且拓

展了教学内容，有助于引入更多的实际案例帮助学生

理解与掌握包装装潢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技术，更可对

不同学生进行针对性评价，也有利于检验学生的独立

学习成果。

3.3 课程内容设置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教学中实施基于微课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导者，变

身为教学活动的策划者，教师策划的教学内容会直接

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教师对课程的设计

与策划务必要严谨与系统。《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

教学过程中应将课堂内容划分为教师授课、教师提问、

学生提问等三个部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促进师生互

动，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与难

点，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教学内容、方式与方法 ；

使学生能够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

解与掌握，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安排学习进度、方式与

方法。例如，制作成品实物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围绕具体教学内容提出若干针对性的问题，然后让学

生自由分组进行课前准备。正式上课后，每组分别讲

解所准备的相关内容，然后组织集体讨论，为后续制

作成品实物的实操部分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成品实

物制作教学主要包装装潢图样输出、包装装潢图样表

贴与包装容器成型输出三个部分，其中包装装潢图样

输出与包装装潢图样表贴方法在课前就已经把相关视

频以及文字说明上传至网络平台，大多数学生在课前

都能独立实践过一次，教师实际只需要对学生的操作

成果进行检验即可。在课堂上教师就可以将重点放在

包装结构成型输出上，不仅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

行包装容器手工成型，还可以利用纸盒打样机、激光

切割机与 3D 打印机等设备进行打样输出，其间学生

根据教师的示范进行操作，教师可以及时进行指导和

修正，学生可以随意提出问题，以便师生间进行针对

性交流，提升教学效率与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包装结构设计》课程设计教学中实

施基于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改革

创新方法与新尝试，可很好地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与

缺陷，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提高学生的自学能

力，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为交流

平台与师生纽带的作用，在拓展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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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理“减负”，将教学重点放在对课程重难点的交流

学习与消化吸收上，解决了实践教学长期以来“课上懂，

课后忘”，学习效果低下的实际问题，为实践教学开拓

了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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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esign suitable packaging for Shandong local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ethod Guided by market 
and consumer demand, using the strategy of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carry forward the Qilu 
culture; highlight the regional features, ensure genuine; choose local materials, adher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bine with brand building, build the high-quality packaging. From the aspects of 
market research, structure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tc., to raise the level of local products 
packaging design. Conclusion Series of packaging, high-end packaging, composite packaging are 
importa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local products packag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ackaging is 
effectively measures for local products to increase brand popularity.
Keywords: packaging; local special products; local area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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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山东土特产设计合适的包装，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市场和消

费者需求为导向，采用增强文化内涵，弘扬齐鲁文化；凸显地域特色，确保正宗地道；就地取材，坚持可

持续发展；融合品牌建设，打造精品包装的策略。从市场调研、结构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方面，提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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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面对千篇一律的产品，

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更加倾向于购买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土特产 [1]。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壮大和网络

购物的普及，土特产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美国杜邦

公司的调研表明，63% 的消费者是根据产品的包装做

出购买决策的。现代的市场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在

推广山东土特产的营销活动中，一定要重视产品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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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东主要地理标志及公用品牌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装。优秀的包装可以有效提高土特产的认知度和竞争

力。

1 山东土特产及其包装现状

1.1 主要的山东土特产

山东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土特产品质

突出，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2]。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的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我国地理标志商

标注册达 3615 件，其中山东数量最多，排在首位。

山东首批和第二批入选的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

共 22 个，居全国前列。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和入选区

域公用品牌的产品都是山东土特产中的佼佼者，具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

式比较粗放，包装层次不高。已有的包装缺乏统一的

行业监控标准，造成材料、结构、视觉等整体品质一般，

不能满足土特产市场竞争的现实需要。

1.2.2 包装形式趋同

目前山东土特产的包装形式主要有三种，礼盒包

装、单体包装和散装。其中礼盒包装的样式单一、从

包装材料、造型结构到图文设计同质化现象都比较严

重。单体包装大部分浮于表面，经常出现不同的产品

采用类似的包装。

1.2.3 地域特征不明显

明确土特产的地域性非常重要，地域是证明某一

产品产于该地域的保证，也是土特产质量、信誉的保

障。现在市面上的土特产包装对于地域资源、文化传

统的挖掘不够深入和典型，视觉元素的提炼也不够精

准。地域特征模糊，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混淆，非常不

利于品牌形象的塑造。

2 山东土特产包装设计策略

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强化政府与行业引导，充分

调动企业、公司和个人等经营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加

大投入当地土特产的包装研发与设计。土特产主要指

某一地区的土产和特产，因此土特产的包装设计，关

键要在“土”和“特”上下功夫。在具体的设计策略层面，

突出土特产的地域特色，强化文化创新，采用相得益

彰的视觉元素，与品牌建设联合起来，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全面提升包装设计的产业化水平 [3]。

2.1 增强文化内涵，弘扬齐鲁文化

打造山东土特产品牌，必须以质量为基、为诚信

为本、以文化为根。植根于山东大地的齐鲁文化是土

特产包装设计需要关注和表现的重点内容，也是推广

土特产走出特色之路的关键。

在包装设计中弘扬齐鲁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和高

级的设计表现手法。设计不直接使用抽象的文化，而

是在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形象化的再创造。首先要

对相关文化进行分析和概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最可

行的文化点，然后进行概念设计，用设计语言表现文

化意蕴。

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一山是指泰山，五

名录
称号

主要地理标志及公用品牌

地理
标志
商标

沾化冬枣、烟台苹果、烟台葡萄酒、
龙口粉丝、平阴玫瑰、乐陵金丝小枣、
无棣金丝小枣、日照绿茶、冠县鸭梨、
茌平圆铃大枣、青州蜜桃、昌邑丝绸、
潍县萝卜、安丘大姜、崂山绿茶、丁
马甲鱼、威海海带、平邑金银花、苍
山大蒜、马家沟芹菜、烟台大樱桃、
泰山赤鳞鱼等。

区域
公用
品牌

烟台苹果、胶东刺参、日照绿茶、金
乡大蒜和苍山大蒜、昌乐西瓜、滕州
马铃薯、莱芜生姜、胶州大白菜、无
棣金丝小枣、黄河口大闸蟹、章丘大
葱、威海刺参、沂源苹果、蒙阴蜜桃、
烟台大樱桃、昌邑大姜、大泽山葡萄、
黄河口大米、肥城桃、汶上芦花鸡、
峄城石榴、冠县鸭梨等。

1.2 山东土特产包装现状分析

山东土特产本身品质高、价格低，但是整体包装

情况不理想，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大部分土特产

生产企业对包装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从品牌建设和

推广营销的高度关注包装。

1.2.1 包装水平不高

由于缺乏有效的设计管理，山东土特产的包装方



65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岳之尊 ；一水是指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一圣人

是指孔子，儒家文化创始人，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之首。孔子和儒家文化为曲阜特产孔府家酒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孔府家酒历史悠久，前身是当

年孔子及孔府的家用酒坊，孔府家酒以三香、三正而

著称。孔府家酒在保证酿酒原料精良、酿造工艺精湛

的基础上，采用古朴典雅的包装形式，做足文化内涵。

包装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超过它们作为包装的价

值，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载体。

2.2 凸显地域特色，确保正宗地道

伴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的提高，人们越来越

看重土特产的地域异质性。土特产的某些特定品质、

知名度和美誉度，本质上都可归因于原产地域。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一方物产影响一方经济。

作为一个地域最具竞争力的物产，土特产包装设计需

要进行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地方志是系统介绍地域

文化和资源的可靠文献，从地方志着手深入开展包装

设计与地域特色的关联分析，探索土特产包装与地域

特色的联系因子与可行性。然后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调

研，注意将有形的地域资源和无形的地域文化相结合，

有形的地域资源主要指风景名胜、文化古迹、传统建筑、

民间美术等，无形的地域资源主要指文化艺术、社会

习惯、民俗风情等 [4]。

在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山

东在思考土特产发展规划与包装策略时，必须高度重

视挖掘本地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特色资

源。通过包装将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展示出来，带动

土特产在更大范围内销售，并形成带动和连锁反应，

促使当地相关土特产逐步提升包装 [5]。

2.3 就地取材，坚持可持续发展

既然是为山东的土特产设计包装，在包装材料的

选用上最好就地取材，使用本地盛产的天然材料。这

样不仅可以节约包装成本，物尽其用，而且可以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山东可用于包装的天然材料众多，

常见的有草、藤、柳、麻、玉米皮、秸秆等。这些生

长在土地上的材料与土特产有着最为协调的关系，非

常适合用于当地土特产的包装。

绿色与可持续性是包装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

土特产的包装设计过程中，“融心于材”选择合适的材

料与工艺结构 [6]。天然材料是大自然的杰出创造，本

身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尽量少做精加工，保持材

料柔韧、弹性、平薄的特点。

玉米是山东常见的粮食作物，玉米皮在人们的生

活中随处可见，很早之前人们就使用玉米皮包裹东西。

经过长久的探索和发展，玉米皮在包装方面展现出了

独特的表现力。玉米皮具有柔韧纤维长、拉伸强度大、

透气防虫、绿色可降解等优点，而且资源丰富，经济

实惠，应用开发前景广阔。玉米皮是很好内包装材料，

设计者可以按照产品的形状，将玉米皮纵横交织地包

裹捆扎好，质朴而不乏新意，具有很强的设计感和实

用性。传递着清新自然的气息，可以使消费者获得亲

近自然的使用体验。

2.4 融合品牌建设，打造精品包装

近年来，山东已经建成 300 多个具有较高知名度

和市场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如烟台苹果、东阿阿胶、

金乡大蒜等。但是知名的土特产企业产品品牌却不多，

出现有口碑无名牌的问题，难以形成品牌优势和效应。

根据品牌管理的理论，包装是整个品牌视觉形象

系统的一部分。像土特产这样的实体产品，消费者第

一时间接触到的是包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包装是

品牌形象的重要代表 [7]。在土特产包装的主要展示面

上都有品牌名称和标志，这对品牌认知和塑造具有很

大的作用。

品牌形象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时

间的持续建设。包装设计也是如此，确定设计定位与

风格之后，不能随意变动更改，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

性和延续性。即使是新产品上市或者旧包装革新，也

要在原包装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和完善。

品牌化是土特产发展的长久之道，那些知名度高、

影响力广、与地域关联性强的土特产必须加强品牌意

识，重视包装设计。通过两者的完整解决方案，提高

产品档次和消费者满意度。

3 山东土特产包装设计要点

3.1 市场调研

包装的主要功能就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并引起购

买行为，因此在设计之初就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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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形式，异彩纷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土特产

包装的视觉元素大量存在于年画、风筝、剪纸、刺绣、

玩具等艺术形式中。这些元素植根于民间，是人们在

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审美经验，将它们以新的形式创造

性地用在包装上，具有返璞归真的视觉效果。

4 山东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

4.1 高端包装

长久以来行业和企业比较重视土特产的产量和质

量，而对包装的关注度相对不够。导致土特产包装水

平不高，制约了土特产的迅速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现

状，必须紧跟人们消费升级的变化趋势，减少低端设计，

增加高端设计，推动名优土特产的提档升级。借鉴国

外包装产业的先进经验，用高水平的包装，引领土特

产由价格低向价格高、效益好转变，逐步拓展国内外

高端市场。

4.2 系列化包装

现代生活物品极大丰富，销售货架上的产品琳琅

满目、种类繁多。系列化包装遵循“多样统一”的美学

原则，既有和谐统一的整体美，又有个性多样的变化

美，容易识别和记忆，货架上的最终陈列效果较好 [10]。 

包装的系列化设计要考虑品牌形象的综合影响，在整

体上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与风格。针对不同的营销推

广方式，在统一风格的系列化中设计不同的包装形式。

如线上包装与线下包装，国内销售的包装与出口包装，

低、中、高不同档次的包装等。

4.3 组合包装

现代消费者购买土特产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

的，单样产品购买数量并不多。而且由于土特产并非

日用生活必需品，购买次数也不多。但是消费者对土

特产有求异尝新的心理期待，所以经常出现一次购买

多种，每种数量不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能将几

种不同类型的产品组合在一起的包装备受欢迎。组合

包装将当地知名的产品搭配销售，既可以提高销售量，

又有利于获得消费者好评。进行组合包装设计时要深

入细致地分析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和动机，针对不同的

需求层次和购买动机设计最佳的产品搭配和组合包装。

虑问题。除了在土特产展销中心，连锁店、商场超市、

电商网络等渠道进行传统的定性调研，还需要进行深

入有效的定量调研。定量的调研不能凭设计团队主观

猜测，必须要有客观的数据支撑。问卷调查是一种可

靠的数据收集手段，通过对问卷的科学分析，可以洞

察市场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坚持问题导向，根据设计目标设置高质量的专业

问卷。土特产包装涉及到的主要因素，都要在问卷中

有所体现。对于这种应用性的问卷调查，消费者有时

会出现不愿意参与的情况，可以采用填问卷赠产品的

方式提高参与度。

3.2 包装结构设计

包装结构设计是整个包装设计中非常关键的部

分，也是衡量一个包装优劣的重要标准。在国内外的

各大包装赛事中，新颖合理的结构是一项典型的评选

参数 [8]。包装先于内装的土特产与消费者接触，包装

的使用体验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土特产的印象。包装结

构设计和材料选取、制作工艺有着密切关系，在设计

过程中要协调配合，互相支撑，以达到结构合理、材

美工巧的综合效果。

想要切实有效地实现包装的要求和功能，需要以

调研结果为导向，综合考虑多重影响因素 [9]。在尺寸

大小、比例尺度上，严格按照土特产本身的尺寸设计，

达到准确无空间浪费 ；在规格容量上，适应快节奏的

生活，采用减量化的小包装结构 ；在使用体验上，根

据人机工程学的原理，做到方便舒适，易于开启与再

次密封。

3.3 包装的视觉传达设计

土特产包装的视觉形象是承载产品特征、地域文

化、品牌理念的载体。视觉传达设计的元素主要有图形、

文字、色彩，三者通过美的艺术法则编排在包装的各

个展示面。对于土特产来讲，乡土文化是很好的切入

点，借助联想、想象等创意思维活动，提取具有典型

意义的元素。通过现代化的设计方法表现在包装视觉

上，使其成为可被消费者感知的直观形象。这种富含

寓意的视觉元素，土而不俗，易于引起消费者的情感

认同。

当地的传统艺术和民间美术是融合在日常生活中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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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山东名片的土特产要

搭乘网络经济的大船，加速转型升级。根据不同销售

终端的多样化需求，统筹规划布局，形成由单体包装、

组合包装、系列化包装、礼盒包装等组成的不同类型

和档次的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与

品牌建设相结合，通过包装创新，提升土特产的核心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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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us pattern ,a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in China, gradually precipitates into a 
visual symbol represen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sual memory and aesthetic scale by its unique form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whole evolu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each historical 
period. Lotus patterns are widely used not only in people’s daily life, but also in modern design. Its value 
lies in the lotus grain such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easures can survive, its essence is to better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valuable. 
Keywords: lotus pattern; symbolic meaning;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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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莲花纹的象征意义及现代设计应用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otus Patter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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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莲花纹作为我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经过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承流变，在整个演进过程中以其独特

的形式与意义，逐渐沉淀成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与审美尺度的视觉符号。莲花纹不但广泛的运用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在现代设计中被更多地应用。其价值在于让莲花纹这样的传统文化艺术瑰宝能流传

下去，以便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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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莲花纹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众多富有传统色彩的纹样中，莲花纹样最具

有代表性。大自然中的各种莲花形象是莲花纹样造型

的来源，莲花又称 : 荷花，芙蓉、水花等。至今发现

最早的莲花纹样来自于河姆渡文化，已经有 7000 多

年的历史了。

研究表明 ：西周之后，开始出现作为装饰纹样的

莲花造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梁其壶”就是了

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文物，这款青铜器的壶盖上的

钮是用镂空的莲花花瓣装饰，壶钮中的莲花花瓣主要

是以波状分布在壶盖四周。从春秋战国开始到秦汉之

后的各种器皿装饰纹样慢慢演化成以简洁为主，通过

不同的纹样形式来表现出当时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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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人们都喜欢在各种青铜器物上雕饰各种

莲花文案，所雕饰的图案造型都是效仿莲花各种不同

形态，一般都是以单花瓣、双花瓣或者是多花瓣组成。

到了汉朝，各种器皿上的莲花纹样以八个花瓣为主，

其花瓣形状特点偏宽肥，花瓣末端是尖形为主。

受佛教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

莲花纹样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及

宗教文化的代表纹样 , 作为装饰纹样的莲花纹被广泛

应用在各种器物、壁画、雕塑与一些建筑构件中，造

型写实，一般以莲蓬为中心，呈圆盘状，莲瓣末端稍

宽肥，到莲瓣上下大小相当，瓣尖微翘的形态，并与

忍冬纹搭配成莲花忍冬纹形式（即早期的缠枝纹莲花

的形态）。在当时的佛教文化中，莲花主要装饰在佛

像的背光处或者是石窟内侧。如 : 敦煌石窟莫高窟藻

井，到了隋唐时期，变化丰富的莲花忍冬纹已转变为

形态生动的缠枝花纹与华贵艳丽的宝相花 ；而宋代的

莲花纹样则透过写实折枝花手法，呈现写实秀丽，摆

脱了宗教意义并广泛运用于民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莲花的纹样逐渐呈现出多元化，逐渐演变出了莲纹、

穿枝纹等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元代的莲花纹结构

趋于简化，缠枝莲花造型，叶似葫芦，花小叶大不成

比例，并出现在宗教符号与莲花纹样结合。各种长枝

莲纹的特点可以从出土的元代青花缠枝莲纹的大瓷盘

中发现，由此可以见当时的莲花纹饰依旧是人们文化

生活中的重要纹饰之一。明代缠枝莲花纹在既写实又

简约的发展下，花叶大小比例较为相称，形成程序化、

图案化风格，并与其他纹样元素如吉祥文字、符号、

人物等搭配。到了清代，缠枝莲花叶片逐渐变小，以

花茎和花朵为主，连缀式茎蔓缠绕居于次要，散点分

布花形呈现多种综合变体结构，并发展成多样的复合

图形。因为当时的社会中佛教文化仍然盛行，人们习

惯于在各种瓷器上装饰不同的莲花图案，当时的莲花

纹样也多数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地域特色。

莲花纹样的风格演变，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

致经历了正面大朵的单瓣、复瓣、重瓣、或加以忍冬

纹与其他动物禽鸟或花卉等复合图像，经过打散与重

构，创造出了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极具特色的缠枝莲花

纹、把莲纹、复合莲花纹、宝相花等造型结构。

2 莲花纹样的象征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变革创新，莲

花纹样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历朝历代的

设计师在对于莲花纹样的形式表现中不仅注重其造型

生动性地塑造，而且也赋予莲花纹样更深层次的人文

情感。莲花纹样的表现手法也呈现出了多元化，其主

要有象征，寓意等方式，表达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

观念变化与不同的情感诉求。

2.1 神的象征

神的概念主要源自于人们对自然万物演变过程中

的敬仰，人类在大自然中非常的渺小，我们的祖先在

面对各种自然规律的时候，往往会感到种种的恐惧，

周围都是带着不同的危机感，而他们将这种危机感逐

渐转变成为对某一种人或物的精神依托 ：他们认为世

界万物是有灵性的，自然界中将有一位能够主宰人生

死的神。在各种典故中记载着山神、水神等各种神仙，

这些都是人们对大自然产生敬仰的体现。莲花在自然

界中只是一种植物，它不但作为人类的一种食物，而

且也逐渐成为了人们信仰的寄托。在人类最早的混沌

思想中，主要是以动植物来体现出大自然母亲对于生

命的养育，以此给大自然赋予了神仙的色彩。于是人

们在各种器皿上雕饰各种莲花的造型，以此来祈求大

自然能保佑其生活的富足与稳定。

2.2 生殖象征

在人类演变过程中，生殖象征与人类的生活习性

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力相对薄

弱，因此人们对于后代的繁衍非常的重视，在各种祭

祀仪式中，经常跪拜上苍，乞求人丁兴旺，也就是希

望自己的后代数量越来越多。自然界中有许多多子植

物，莲子就是其中一种，因此它经常被人们用来象征

强大的繁衍能力 ；另外，莲花瓣造型和女性的生殖器

造型相似，也被当作生殖象征。例如战国时期的青铜

器上就雕饰有“鹤立连心”的图案，明清时期的“鸳

鸯穿莲”图案等等，有一些图案与习俗甚至一直沿用

至今，现在人们在新婚之时，用枣、花生、桂圆、莲

子等在婚床上摆放出“早生贵子”的字样，其中莲子

就寓意着多子多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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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人合一象征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观念中，强调人与自然的

有机结合统一，“天人合一”就是道家极力倡导的思想

观念，其中的“天”是地、天、宇宙、自然总的称谓，

作为中国传统观念中最基本的观念，“阴”和“阳”它

包罗万象，囊括千方 ：天地、乾坤、日月、宇宙、水

火、雌雄……无所不蓄。对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

就在青铜器上方雕饰莲花图案，以此表现出天地之间

的四方八位的基本理念。在山东武氏祠堂中的藻井上

就雕饰有阴阳五行构成的莲花图案，其表示着世间万

物，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汉朝

的《风俗通》中提及到在当时的殿堂中都会刻有各种“荷

菱”，由于荷菱是生长在水中的植物，对此这种植物将

寓意着辟火的含义，由此也能得出莲花相克于火的观

念得以体现。除此之外，莲花纹样表示的是生殖的象征，

在进行阴阳交配后就会繁衍出万物，万物之间相辅相

成，永不灭亡则又是一种哲学思想。

2.4 佛教象征

佛教和莲花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自然界中，

莲花开花的同时也能结出果实，这和佛教中的将来与

过去的理论不谋而合，其表示的是生命的生死轮回。

在佛教文化中，莲花将表示的是一种“净土”，其主要

寓意表示的是“自性清净”，佛教教徒在修行过程中都

是向往着佛国的一片净土，在其投胎转世的过程中都

需要经过莲花才能得以实现其夙愿。因此，莲花在佛

教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当印度佛教从东汉时期传

入到我国以后，其莲花文化与我国传统的莲花寓意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经历不同时代的洗礼后，演变

成为了中国佛教信仰中的吉祥物。在魏晋时期莲花是

象征着世俗之间的转化，随着成为了人们追求信仰的

一种寄托物品。在当时的青铜器中都是以多层莲花图

案为主，其中主要寓意就是“跳出三界、造七级浮屠”

意思。

2.5 人格象征

莲花同时也是人们对人格追求的象征。儒家思想

提倡人们要懂得自知之明，为官者要清廉，努力做好

自己的份内之事，儒家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就是这个意思。“清正廉洁”中的“廉”与“莲”字的

读音相同，由此用于警示为官的人要恪尽职守，秉公

执法。除此之外，在儒家中经常会出现“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其中是将孝放置在最为重要的地位。“莲

生贵子”中的“贵”字具有忠孝两全之意，这也是儒

家的实用理性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2.6 祥瑞象征

在儒家文化中莲花是一种真、善、美的化身，从

这种意识观念中来看，就能明白古代人为什么喜欢在

各种器皿中雕饰荷花。现代生活中人们依旧沿用了原

有的连生贵子、观音送子等祝福美好的寓意。在甘肃

境内发现的汉代《五瑞图》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

幅“吉祥图案”。在莲花纹样中主要有两种不同形式的

祥瑞寓意 ：其一就是生殖象征，人类在追求繁衍过程

中演变而来的寓意，在此过程中莲与鱼的组合最多，

例如“连年有余”，“莲子粥”等。其二，在儒家思想

中之前出现的“尚多”思想逐渐转变成为了“尚贵”

的思想。例如“连生贵子”、“一路连科”、“连升三级”

等。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的生产力都有所区别，

人们对于生活本质的追求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人们

还是共同追求于“祥和、福社、圆满”等美好的夙愿，

反映了中国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中国博

大精深的汉字寓意和发音的妙趣横生，也为莲花纹样

祥瑞寓意传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先天土壤。

3 莲花纹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越来越多艺术形式的出现，人们的审美观念

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是，代代相传的传统艺术符号却

没有因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优秀的传统

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地都被运用在现当代设计之中。现

当代设计中对传统纹样的借鉴与保留，无论是形或意，

都是人们祈望与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精神物化。我们

要传承更要弘扬，不断地推陈出新，与现代工艺和科

学技术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设计理念。作为中国传

统纹样优秀代表之一的莲花纹，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

国传统文化，被大量运用在当代设计之中是理所当然

的，它的价值在于将莲花纹所寓含的美好寓意和承载

的优秀传统文化永远地流传下去。在当代设计运用中，

设计师不仅力求莲花纹表现形式、造型结构的生动与

层次变化，更将其运用于象征、比拟、寓意等多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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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式，表达人们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反映，以及追求

美好理想的意识观念，衍生出许多符合国际设计潮流

的新的莲花纹样。

在建筑上，印度德里东南部的莲花寺，就是莲花

纹应用于现代设计的一个成功案例，如图 1。属于大

同教寺庙的莲花寺落成于 1986 年，这座寺庙是根据

印度的民族特色而兴建，在此过程中莲花也是印度的

国花。这座寺庙是由伊朗著名建筑师 Fariborz Sahba

设计，其建筑整体结构由三层花瓣构成，均采用白色

大理石贴面，像一朵圣洁的白莲花。建筑底部设有九

个连环的清水池，呈现出莲花出浴的样子。远观这一

朵巨大的白莲花，就像画家笔下的巨型花卉艺术品，

安静、和谐的置身于大自然中。

用在药品、食品的包装上，这种包装既具有中国传统

特色又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例如中秋月饼的包装设计

是以形象生动的莲花作为包装的主要视觉元素，莲花

图案写实逼真，色彩丰富，产品定位明确，商品感较强，

辨识度高，详见图 3。

图 1 印度德里“莲花寺”建筑设计

图 2 上海“桂花楼中餐厅”室内设计

图 3 月饼包装设计现代平面设计、室内空间设计中也不乏莲花纹样

的设计应用，例如上海“桂花楼中餐厅”的设计中就

有大量地莲花纹样应用其中，见图 2。该餐厅整个风

格热烈、古朴，色彩设计采用传统的红黑色配作为主

色调，在灯饰上，也借鉴了我国传统缠枝莲图案，不

蔓不枝的形态，饱满活泼的造型与色彩和灯具相得益

彰。莲花的“禅”意与该中餐厅自然古朴的大环境竞

相呼应，使人倍感清宁。食客在惬意用餐的同时，也

是传统文化对顾客的一种艺术熏陶过程。

在当代包装设计中的莲花纹样主要应用在与莲花

本身有关的产品上，形式感也比较现代化。其主要运

在当代标志设计中，莲花图案的使用也经常见到。

例如在易初莲花购物中心的标志设计，主体图形是对

莲花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应用。现代设计除了对传统莲

花纹样“形质”提炼优化设计应用外，

还对其颜色也进行了大胆地吸收与借鉴，详见图

4。比如云南白药的标志就是对莲花纹样和其他花卉纹

样之间的相互融合而获得，该标志将是与传统的宝相

花基本一致，同时又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参见图 5。

莲花的纹样多种多样，人们在传承古老纹样的同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72

参考文献 ：

[1] 周旭 . 中国民间美术概要 [M].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2] 钟福民 . 中国吉祥图案的象征研究 [M]. 北京 :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9.

[3] 丁文月 . 试论莲纹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运用 [D]. 苏州

大学 , 2012.

[4] 赵国华 . 生殖崇拜文化论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0.

[5] 龙宝章 . 中国莲花图案 [M]. 北京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3 年版 .

[6] 文轩 . 中国传统吉祥图典 [M]. 北京 : 京华出版社，

2013 年 .

[7] 郑海蓉 . 传统图案纹样的符号化演变 [J]. 艺术与设计，

2010 年 .

[8] 寻胜蓝 . 新民族图形 ( 第二版 )[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09.

[9 ] 牛芳 .《诗经》中“莲”意象生殖崇拜意义探析 [J]. 榆

林学院学报 , 2004(4):74-75.

图 4 “易初莲花购物中心”标志设计

图 5 “云南白药”标志设计

时又开始了不断的创新，由此体现出设计的多层次与

多元化。俗话说的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一个民

族文化进行融合将会表现出一种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

场景。现代设计环境中设计的内容是跟着时代的步伐

而改变，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更迭，人们的消费理念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此不论在做什么设计都需要

与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

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作品。在传统纹样设计中也应如

此，人们在各种的环境中生活，民族样式也有所区别，

而不同的民族样式正是属于世界的一种产物。因此在

现当代设计中，既要保持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又不能缺少现代设计审美等的标准化呈现，只有这样，

设计作品才能传达出多样文化的丰富性以及趣味性，

才能满足人们对精神层次的更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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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LAB——全球包装设计创新机构合作伙伴

如何衡量成功？是获奖吗？创建自己的公司？获

取大客户？

当然，所有这些都有帮助，但除非你有激情而且

周围的人与你一起努力实现新的更远大的目标，否则

它不会起作用。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恩·鲁尼（Ian Rooney），

他 是 一 位 杰 出 的 设 计 创 意 和 教 育 家， 同 时 也 是

PACKLAB 的核心。在伊恩（Ian）的职业生涯中，其

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于 2005 年加入了位于芬兰的拉

赫蒂（Lahti）设计学院包装与品牌系的讲师团队。这

个部门成立仅有 5 年，学生们在那段时间里获得了 5

个国家奖项。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潜力陆续被发现

和利用。伊恩（Ian）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这个部门创

造了一个特色，这也能帮助学生在这个专业领域找到

自己的位置和优势。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使这一行

业的工作和知识被芬兰和国际工业看到。这个部门使

PACKLAB 第一次被看到。

在该部门在 PACKLAB 成立 5 年后，伊恩引导

学生在世界各地，以及更多的部门赢得了超过 400 个

奖项和奖励。这种新发现的卓越和驱动力引起了公司

对包装和设计的兴趣。像雀巢、诺基亚、可口可乐等。

但伊恩的工作和努力背后仍有更强烈的热情和决心。

2008 年，当他在世界各地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他发

现自己迫切希望与其他如饥似渴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一

起工作。是时候做更大的事情了，真正激发出对这个

行业的热情。与学生和研究生一起，在伊恩的餐桌上

工作，PACKLAB 公司诞生了。

七名学生作为合伙人被邀请进入该公司 ；两名学

生继续与伊恩一起成为创始合伙人和大股东。两位创

始合伙人，Marika Luoto 和 Juho Viironen，是毕

业于包装和品牌设计部门的优秀设计师。Marika 赢

得了多个奖项，主要是概念结构设计和创新包装设计。

她继续为雀巢在英国的 PTC 创新团队做最后的论文。

Juho 也获得了许多二维和三维设计和创新工作的奖

项。他在芬兰为诺基亚发表了论文，甚至以他的名字

获得了一项专利。

后来，一名前包装实验室交换生和现任PACKLAB 

里 斯 本 办 事 处 的 总 经 理 Guilherme Jardim De 

Oliveira， 加 入 了 这 个 团 队， 其 在 追 求 成 功 的 独

立实践而且在南美和非洲的公司发展中非常活跃。

Guilherme 也是一位获奖创意人士，负责欧洲南部、

南美和非洲市场。PACKLAB 的赫尔辛基中心很荣幸

地欢迎 Alex Atanasov 加入这个团队。凭借丰富的市

场营销和商业经验，亚历克斯担任董事总经理，专注

于北美、亚洲、北欧和欧洲大陆市场。

那么，今天的 PACKLAB 是什么 ?

PACKLAB 是一个全球设计和创新机构合作伙

伴，为用户创造独特的品牌体验，为企业带来可衡量

的增长。在我们的世界各地的工作室，我们创造以人

为本的产品，我们振兴新的或已建立的品牌。无论是

寻求全球曝光，进入新市场，还是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

世界各地的品牌都相信 PACKLAB 的专业知识和有远

见的创作。

我们的方法是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设计品牌和产

品。我们认为，强大的品牌和包装不会仅仅停留在漂

亮的图形上——那太容易了。相反，我们帮助品牌通

过放大和调整可区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资产来提

供相关的识别。我们保留了消费者已经喜爱或认可的

传统定位，并将未来的机会转化为难忘的体验、产品

和迷人的品牌。我们不断努力为全球各种规模的公司

提供更好的战略思考、获奖设计和项目管理。

最重要的是，我们为自己是一个微型的全球机构

而自豪，团队成员以同样的激情和动力开始了伊恩的

旅程。全球小团队的专家 Ian、Guilherme 和 Alex，

目前在 PACKLAB 定位的更多的市场上，都在一个任

务中，在这些市场中，激励的品牌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是需要一个可靠的专业知识和与他们的创意和战略顾

问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不同项目上合

作，以我们的敏捷、精简和快速的开发过程以及我们

为客户提供的特殊投资回报率而闻名。PACKLAB 是

在食品、葡萄酒、烈酒和科技产品类别中获得最多奖

励的包装设计背后的情报中心。我们的工作有助于世

界各地的品牌在货架上更具竞争力，更好地与消费者

建立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多的市场。（孙琦翻译）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74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PACKLAB 公司支持下完成的设计作品

1. TGTL -橄榄油/全球市场

利用基于民俗神话的定制插图，每

一个罐头都能捕捉到三个国家之一

的特征 ：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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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知名品牌一个完整的装扮，以激发每个消费者的园艺乐趣。2. Kekkilä花园-园艺土壤/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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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kkasmarja -冷冻食品/芬兰市场

一篮子纯粹的芬兰自然嵌入品牌和包装设计，为

一个传统的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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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ltolan -奶酪/芬兰市场

结构创新和高级包装设计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展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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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oetta Aakkoset -糖果/北欧&全球市场

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为标志性糖果品牌 Aakkoset，增添了有趣和多彩的新设计。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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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nniston - 姜饼/芬兰市

姜饼设计便于分享和享用，包装具有创新的结构，装饰有优雅的图形。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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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oimaruoka -健康食品/芬兰市场

为这个品牌及其产品系列注入新的活力和个

性，帮助他们脱颖而出。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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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ord-T -茶/全球市场

好玩的设计和复制，一个好玩的品牌有很大的野心。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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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Ägräs酿酒厂

-长期饮料

/全球市场

打造一种全新的长

饮系列。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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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

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研究进展

作者 ：李洋，冯刚，王磊明，张茜

来源 ：现代食品科技，2018 (3)

摘要 ：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是利用食品在贮藏过程中释放的某些特征气体与特定试剂产生的特征颜色

反应、温度激活生物学反应及酶作用等引起指示剂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帮助消费者直观、准确以及科学的判断

食品品质与新鲜程度。因此，食品新鲜度指示剂在实际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在归纳和分析国内外新

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基础上，分别从食品新鲜度指示剂应用类型与新鲜度指示剂基材两个方面阐述了新鲜度指

示剂的指示原理与研究现状以及指示剂基材的制作工艺与材料选择，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指出了研究中依

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及提出合理性研究建议，旨在为今后更深入的食品新鲜度指示剂技

术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LB 烟草专卖局物流中心纸箱回收问题研究

作者 ：孙建华

来源 ：北京交通大学，2018

摘要 ：烟草收入是我国税收的重要来源 , 为了减小卷烟销量增速放缓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 国家烟草专卖局积

极寻找“第三利润源泉”开展“精益物流”，纸箱循环利用即是开展“精益物流”的举措之一。LB 烟草专卖局物

流中心开展纸箱循环利用工作后，因经验不足出现了回收纸箱合格率低和回收工人劳动强度增大、回收纸箱操作

场地面积投入增加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严重影响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纸箱循环利用率目标的实现，

也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在此背景下，论文就 LB 烟草专卖局物流中心纸箱回收问题进行研究。论文首先介绍了

LB 烟草专卖局及其物流中心的组织结构、卷烟物流流程等现状 ；其次，运用六西格玛管理的 DMAIC 模型，对

纸箱回收合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最终确定未按标准分类整理、现场监督指导不力、人员技能培训不当三大

影响因素 ；此基础上，论文提出制定分类整理操作规范、加强现场监督和制定技能培训计划等措施 , 以此来提高

纸箱回收合格率 ；同时论文通过记录、分析纸箱回收程序等方法，提出运用回收周转小车实现回收程序的简化与

合并，从而达到优化回收操作场地、降低工人劳动强度的目的。

Academic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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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配送 / 回收网络优化设计研究

作者 ：李梦烨

来源 ：北京印刷学院，2018

摘要 ：随着快递业的迅速发展，在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用量陡增的快递包装也带来了巨大

的环境问题。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推动快递行业包装绿色化，旨在建设一个完善的资源回收体系……

本论文的创新点有如下两方面。第一，首次系统化阐述了共享循环包装的概念。从材料特性、技术支撑、使

用主体及使用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解释，并对包装箱的自购及租赁情况进行了仔细分析。第二，首次以循环快递

包装箱为研究对象，根据企业不同运营模式进行物流网络规划，建立了快递包装配送 / 回收物流网络优化模型，

并进行了优化计算。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

（1）结合目前快递业发展现状，总结分析国内外快递包装及包装废弃物回收主体、回收方法及回收流程。

（2）基于快递业循环包装共享系统，特别地，以共享循环包装箱为研究对象。根据政策指引以及市场中现有

的经营方式。主要从“自主回收、联合回收和委托回收”等方面分别分析了在自购和租赁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共享

循环包装的回收主体、回收方法及回收流程。

（3）深入分析国内、外物流网络设计方面相关文献。结合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实际试点调研情况，针对自营、

加盟两种不同运营模式对共享循环快递包装箱进行配送 / 回收网络优化研究，和建立相应的模型，最后根据试点

过程中采集的有效数据，对模型进行算例分析，验证其有效性。

低碳经济下快递包装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 ：何玥

来源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2018 (1)

摘要 ：近年来，我国物流行业发展十分迅猛，但是在快递包装过程中，浪费大量的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污染，不符合低碳经济理念，需要尽快做出有针对性改进。文中将简述低碳经济下快递包装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

一种基于聚苯胺的鲜罗非鱼检测的可再生智能比色指示器

作者 ：Wenqi Wang,Min Li,Houbin Li,Xinghai Liu,Ting Guo,Guoquan Zhang,Yabo Xiong

来源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8 (2)

摘要 ：一种基于聚苯胺（PANI）开发可再生的指标，可应用于智能包装表明罗非鱼新鲜程度。从绿到蓝孔

雀的聚苯胺膜显示的颜色变化，表现为挥发性盐基氮量即将达到临界值（20 毫克／ 100 克），该聚苯胺膜可以回

收至少 3 次。这种指示器是环保的和可再生，有助于生产厂家降低成本。

基于木薯淀粉含 β- 胡萝卜素和纳米胶囊 β 合成的可生物降解薄膜

作者 ：Renato Queiroz Assis,Carlos Henrique Pagno,Tania Maria Haas Costa,Simone Hickmann 

Flôres,Alessandro de Oliveira Rios

来源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8 (2)

摘要 ：β- 胡萝卜素可能是一种优良的天然抗氧化剂，可能有助于纳米封装新技术的发展为主动包装添加抗

氧化剂。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开发加自由 β- 胡萝卜素或 β- 胡萝卜素胶囊和与聚合物基体的相互作用的评估活

动的可生物降解薄膜。结果表明，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和疏水活性可降解包装维护食品安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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