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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freshness indicator intelligent packaging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freshness of food 
by chemical reaction between some characteristic gases released by food during storage and indicator 
labe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in food preserv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food fresh keeping; intelligent packaging; freshness

高晓阳，何敏丽

(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食品新鲜度指示标签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Food Freshness Indicator
GAO Xiao-yang, HE Min-li

摘要：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是利用食品在储藏过程中释放的某些特征气体与指示剂标签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颜色变化以此来表征食物的新鲜程度。本文由智能包装的现状及发展为起点分析其在食品保鲜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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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包装是一种可以感应或测量环境和包装产品

质量变化并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或管理者的包装新技

术。近年为了保证食品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的安全性

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变革，食品智

能包装应运而生。本文旨在从智能包装的现状及发展，

分析其在食品保鲜方面的应用。

1 食品新鲜度指示智能包装的现状

智能包装就是为了完成既可以记录又可以提供食

品任何信息的任务产生的，譬如对所包装产品进行检

测、感知和记录食物的变质情况，提高食物质量，警

示消费者维护产品与消费者的有机动态平衡关系。随

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产品包装的要求也相

应地变得更加严格，尤其是在产品的品质和卫生问题

上，也因此食品包装部分会更加受到消费者的关注。

食品包装中最重要的几点要素是产品的卫生安全、保

存时间以及使用的便捷性。因此，在包装设计上的创新，

设计让用户使用方便的产品结构，产品没有任何其他

附件显得尤为重要。

智能包装技术设计为了延长产品的货架寿命采取

了一些行动（如释放或吸收物质），它的设计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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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监控和判别包装食品内部或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

越来越多需要监控性能的包装应用也促进了智能包装

的发展。

将智能包装与传统食品包装有机结合，改善传统

食品包装在运输、贮藏中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

求和流通环境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科研工作者的重

重努力下通过对包装技术的革新使包装既具有传统包

装一般展示的商品名称、型号、规格、出厂日期等常

规信息，又具有一些特殊的先进性能。比如食品包装中，

许多智能标签会进行触发式响应，如灌装容器释放压

力或者是气体，或者暴露在紫外线下。虽然此类包装

现在还未完全普及，但是由于其灵敏性和特殊性势必

会在将来的食品包装市场占较大的比重。

2 食品新鲜度指示智能包装的原理

植物型食品（如果蔬）采摘后，由于不能继续从

原来的植株上吸收水分和其他营养物质，同时光合作

用也停止了，此时果蔬类物质就由原来的有氧呼吸转

变为后来的无氧呼吸，这是一个由氧和酶组合作用的

缓慢氧化过程。由于此过程造成果蔬体内营养元素的

消耗，果蔬的形状、质量、颜色和味道经历了不断从

衰老到衰变的质的变化，最后枯萎，腐烂直至失去食

物所有的价值。此外，水果和蔬菜会在呼吸作用的影

响下产生热量并一直积累，如果不及时分散，往往会

加速水果和蔬菜的恶化速度。同时，呼吸也可能分解

并产生水分，这不仅能使有害微生物生长繁殖，而且

能加速水果和蔬菜的霉变。因此，果蔬的保鲜，一方

面要在保证其最基本呼吸强度的基础上要防制外界微

生物的侵蚀，另一方面就是注意储运环境等外界因素

的影响。

动物性食品如新鲜肉类，其上的动物血液和肌肉

通常是无菌的，肉类的腐败一般说来主要是由于在屠

宰、加工和流通的过程中受外界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酶

的作用所导致，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不仅使肉类的

外表、气味、纹理和质感等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使其

营养成分遭到破坏，同时由于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等生

命活动导致了肉质产品的腐败。总结而来主要是两大

因素 ：（1）微生物引起的腐败，即外界环境中的微生

物侵入到肉类表面又沿着结蹄组织向深层扩散，并且

还有一些其他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了难闻气体。（2）

酶引起的蛋白质降解和脂肪氧化，其中蛋白质降解产

生无机物质氨类，有机酸类和一些其他有机分解产物。

检测肉类变质的方法如今被广泛应用的是生物或

化学传感器的方法。其原理是传感器采用一种可改变

化学性质的碳纳米管，当肉类变质发出某种气体时，

其携带的电流会被阻断并发出提醒，从而起到向厂商

或消费者传达肉类产品的新鲜度等信息。

综上可见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工作原理

即是应用食品在贮藏过程中产生的特定气体与特定指

示剂发生特征颜色反应或者酶作用等引起指示标签变

化，从而对食品新鲜度做出判断。

3 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研究现状

食品是营养物质的综合载体，当其暴露于自然环

境中时，就会成为各类微生物的营养来源，并且会使

食品发生水解和氧化反应，进而导致食品腐败。因此，

针对特定微生物的检测，可以及时反应各类食品遭受

微生物侵害的情况，进而指示食品的新鲜程度。这里

以检测大肠杆菌为例，大肠杆菌可通过牛肉及其制品，

牛奶及其制品，鸡肉、蔬菜、水果、饮料、水等传播。

检测食物内的大肠杆菌含量对于解决食品安全和人类

健康问题十分重要。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Clark 便申请了名为“一

种细菌明显增殖的不可逆表观变化指示剂”, 这个项

目的设计思路是如果微生物能在指示剂中生长或者在

生长过程中能导致 pH 值的变化，可以利用变色反应

来反映食品的变质程度，将其应用到食品新鲜度指示

应用中是一个较好的方法。1996 年，美国劳伦斯伯克

莱国家实验室发表了题为《瞬时检测大肠杆菌的新型

传感器》的文章，报道了他们利用 DNA 聚合酶反应

原理检测大肠杆菌的做法。当大肠杆菌存在时，敏感

件会由蓝色变为红色，但当时这项研究并未应用到包

装领域。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利用这一思路

可以检测一些微生物导致食品变质的案例，譬如现在

有些做法是将大肠杆菌、培养液和染色液混合包装，

利用大肠杆菌在生长过程中代谢产生还原物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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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标签吸收后便可引起指示标签的变色，从而成功的

达到指示奶制品新鲜度的目的。在此之后，越来越多

的人将可以使物品酸碱度改变引起的颜色变化的指示

剂应用在食品腐败的实例中。

4 食品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未来展望

新鲜度指示型智能包装的研究与应用为消费者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去了解产品，既能满足现代包装物流

运输的要求和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又能增强产品与企

业的竞争力。通过以上综述可以看出新鲜度指示型包

装主要通过 pH 显色材料的变色反应来反映其新鲜程

度，pH 显色反应材料具有变色范围广、变色明显等

优点，但是，也容易受到环境湿度以及其它酸碱性气

体的影响。因此，选择更多可以特异性识别特定腐败

化合物的指示剂将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智能包装技术不仅可以赋予消费者选择更加健康

安全食品的权利，而且对于食品的运输和存放有着更

加良好的指导意义，将消费者和产品的关系变得更加

有机亲切，同时也能很好的满足现代物流运输系统的

要求。智能包装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一味单调的

包装技术，使得包装行业迅猛崛起，增强了企业的竞

争力，更好的传递出产品的综合信息，使其变得更加

智能化、人性化，这也令智能包装成为当下最具潜力

和前景的包装新技术。

5 小结

虽然智能包装已在全球范围的包装行业掀起热

潮，但由于其研发技术的昂贵以及研发周期较长，还

不能大面积投入使用。而且从全世界的智能包装技术

来看，中国的研发还有待提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包

装技术相比，不够先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需

要一代又一代的包装人为此努力，不仅仅将其应用在

食品保鲜度方面，还要推广应用到包装领域的方方面

面，使智能包装技术日渐进入包装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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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p straw with large amount on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 The composition of typical crop stalks were compared. The application of crop straw on paper 
material exploitation, starch plastics development and buffer packag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crop straws for developing packaging materials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crop straw; ecological packaging material; progre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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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应用于

生态型包装材料开发的进展分析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Crop Str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ackag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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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产量大且绿色环保的农作物秸秆进行了生态型包装材料开发的进展分析，比对了几种典型

的农作物秸秆的成分，并对不同农作物秸秆应用于纸张材料开发、淀粉塑料开发及植物纤维环保缓冲包装

材料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农作物秸秆用于包装材料开发的优势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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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每年产生的大量包

装材料废弃物已成为了亟待解决和处理的问题。据统

计，中国包装行业每年至少可产生约 5000 多万吨包

装垃圾 [1]。我国现今使用的主要包装材料包括塑料、

金属、纸及复合材料等。大量包装材料的废弃，不仅

造成了回收利用困难的问题，大量使用的塑料包装制

品因极难以自行降解，也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

及环境危害。另外，我国包装材料的开发对木材依赖

严重，而森林资源匮乏，材料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明显，这也使得我国在包装材料开发和利用环节出现

较大的潜在风险。

生态型包装材料通常具备生态友好的性能，其生

产制作和开发利用可作为木材资源的有效补充。为了

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提升现有包装材料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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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性能，开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的生态型包装

材料已经成为了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各类生态型包装材料中，农作物秸秆作为一种

数量大且亟待利用的材料，已显示出其优越性。我国

是农业大国，每年随着农作物的生产而产生的各类农

作物秸秆达 7 亿多吨，其总量约占世界秸秆总产量的

20% 至 30%[2]。目前，我国大部分秸秆采用的是直接

焚烧、用作饲料、制作有机肥料、用于生产沼气等方

式处理。其中，最主要的处理方式仍是直接在田间焚

烧还田处理，这一方式不仅污染环境，且造成了秸秆

资源的严重浪费。将农作物秸秆应用于生态型包装材

料的开发，不仅能帮助解决废弃秸秆焚烧所可能造成

的环境问题、利用秸秆的纤维资源、减轻木质材料负担，

也能为新的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提供参考。

2 农作物秸秆应用于包装材料开发现状

常见的应用于包装材料开发的农作物秸秆主要包

括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甘蔗渣等，常见

的农作物秸秆成分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玉米秸秆、水稻秸秆、小麦秸秆、

大豆秸秆等均含有约 30％ -70% 的纤维素及 17%-

25% 左右的半纤维素，这些纤维质材料均可被认为是

纸质包装材料的良好原材料。对于木质材料缺乏、且

对木质纤维需求量极大的包装行业而言，农作物秸秆

材料可以为木质包装材料的开发提供大量新的资源。

如今，已有研究者将农作物秸秆进行各类分析和应用，

现对其进行总结如下 ：

2.1 农作物秸秆应用于纸张材料的生产

农作物秸秆纤维含量高，可作为纸质材料的原材

料。如今，已有许多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谭

薇等人 [3] 将玉米秸秆与穰分离后分析了玉米秸皮的主

要成分，并得出玉米秸皮能作为良好的造纸原料这一

结论。陈洪雷等人 [6] 对玉米秸秆进行成分分析后发现，

玉米秸秆的纤维素高达 45%，高出其他草类原料，这

对于提升纸浆得率和纸张强度是十分重要的性能。李

雅丽等人 [7] 采用小麦秸秆、玉米秸秆等进行纤维素含

量的测定后发现，农作物秸秆中纤维素含量普遍较高。

表 1 农作物秸秆基本成分比对 [3-6]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组分
秸秆

纤维素
%

半纤维素
%

木质素
%

水分
%

灰分
%

粗蛋白
%

果胶质
%

聚戊糖
%

玉米秸秆
33.1—
44.7

19.3—
23.6

14.5—
22.0

9.6—12.3 4.7—8.5 5.7—6.8 —
20.6—
21.3

水稻秸秆
32.0—
36.2

21.2—
24.0

12.5—
17.1

9.9—11.8
13.4—
15.5

— 0.45 18.0

小麦秸秆
30.5—
44.1

22.8—
25.3

18.0—
22.3

10.59 5.7—6.1 — 0.30 25.6

油菜秸秆 53.0 17.1 19.1 9.8 7.5 — — —

大豆秸秆
52.0—
76.1

24.3 17.3 — 2.5 — — —

高粱秸秆 39.7 23.6 22.5 9.4 4.8 — — 24.4

芦苇秸秆 43.6 — 25.4 14.1 3.0 —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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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聚乙烯醇和羧甲基纤维素作为复合增强剂，以甘

油作为增塑剂制备了复合膜。该研究发现，几种添加

物在添加合理的情况下，膜的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

均有所提高。利用秸秆纤维及淀粉作为主要材料进行

复合，可为新型包装材料的开发提供大量技术参考。

当然，将农作物秸秆与淀粉结合制作包装材料也

存在其不足。例如，淀粉秸秆基缓冲包装材料的弹性

变形范围与 EPS 等常用包装材料相比而言更窄，新材

料的强度相比传统材料而言较为不足，未来需要从多

个角度对纤维进行增强，并对淀粉和 PVA 的粘弹性

的影响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及优化 [4]。此外，在制作淀

粉秸秆包装材料的过程中，需要对材料的制备温度、

塑化剂的添加量进行严格把控，以避免该环节错漏而

导致的复合材料无法成型等问题 [12]。另外，农作物秸

秆与淀粉共混制备包装材料，普遍存在制作过程繁琐、

使用性能较传统材料较差等问题。

2.3 农作物秸秆纤维制备环保缓冲包装材料

目前，已有研究者利用农作物秸秆纤维作为缓冲

包装材料的原材料。该类缓冲包装材料需要经过粉碎、

泡沫分离、泡沫体改性、合模压成型、干燥等步骤制备，

可用于填充包装容器的内部空隙，从而起到限位隔离

和缓冲的作用。张秀梅等人 [14] 通过对以小麦秸秆作为

主要材料开发的缓冲包装材料进行了静态压缩，通过

蠕变松弛等力学实验后发现，小麦秸秆缓冲包装材料

的应变曲线与泡沫塑料较接近，且动态缓冲曲线与其

他缓冲材料曲线形状类似。郁青等人 [9] 采用稻草秸秆

与淀粉配比后发现，此类缓冲材料的制备可增强材料

的抗压性，可用于代替泡沫填充物的缓冲包装材料的

开发。黄力等人 [15] 采用玉米秸秆作为主要原材料，添

加可食用淀粉、发泡剂、聚乙烯醇等，经过氢氧化钠

预处理等工序后，制备了可部分代替泡沫填充物的缓

冲包装材料。由现有研究分析可知，农作物秸秆缓冲

包装材料的开发，可以部分取代此前用于填充的泡沫

塑料等白色污染物，减少缓冲包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

的危害。此外，农作物秸秆缓冲包装材料可以循环使用，

可部分取代不可回收的非纸质包装。然而现有的力学

测试结果表明，秸秆缓冲材料的缓冲性能较泡沫塑料

而言仍有差距，这一差距需在后续不断进行优化和 

改进。

杨金玲等人 [8] 通过对制浆法进行分析后发现，秸秆制

纸浆的得率普遍较高，使用爆破制浆法的稻草秸秆制

浆得率在 65% 左右，棉花秸秆皮在碱性过氧化氢双螺

旋挤压法下制浆，可得到得率为 80% 的本色浆。农作

物秸秆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可以用作纸张生产的原

材料。纤维素是造纸的原料之一，有良好的柔韧性、

分散性和化学稳定性，能够增加包装材料的抗裂性 [9]。

在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包装纸板对纸张的强度要求较高，

有研究者称 [5]，木质素含量高有利于增强包装材料的

物理强度。在农作物秸秆的利用领域，许多其他的处

理利用方式，例如沼气发酵、能源开发等，都需要去

除秸秆纤维的木质素。在将农作物秸秆作为生态型纸

质包装材料开发的过程中，可以不改变秸秆纤维本身

的化学结构，减少分离农作物秸秆中木质素、纤维素

及半纤维素的处理工序。

2.2 农作物秸秆与淀粉结合生产包装材料

农作物秸秆与淀粉结合生产包装材料也是当今包

装新材料开发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郁青等人 [9] 采用

稻草、玉米秸秆及马铃薯淀粉作为主要材料，使用一

次模压成型法制成淀粉 - 秸秆缓冲包装材料。该结果

称，新型材料在使用后可以采用土埋方式自行降解，

可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养分。刘军军等人 [4] 对不同

秸秆与淀粉的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分析比

较不同尺寸的秸秆纤维、不同的淀粉类型对复合材料

的内结合强度、弯曲强度等力学性能的影响。该研究

发现，淀粉基复合材料具备一定的弯曲强度和拉伸强

度。时君友等人 [10] 采用玉米淀粉作为胶黏剂并压制

水稻秸秆，制造了人造板材料。该研究发现，玉米淀

粉胶黏剂使得板坯的预压性和施胶均匀性得到很大改

善。候人鸾等人 [11] 将预处理后的水稻秸秆与改性淀粉

混合，并在最佳成型工艺条件下模压制得水稻秸秆 -

玉米淀粉胶复合材料。该研究称，糊化后的淀粉颗粒

可嵌于秸秆的大分子骨架中，并与秸秆纤维紧密结合，

从而提高材料的机械强度。吕铁庚 [12] 采用水稻秸秆与

玉米、木薯、豌豆三种淀粉进行配比，通过搅拌、模

压成型等工艺制成了新型的包装材料，该研究对新材

料的耐水性及导热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适宜的

条件下，淀粉混合秸秆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良。高

飞等人 [13] 以玉米交联淀粉和稻草秸秆纤维作为主料，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64

3 农作物秸秆用于包装材料开发的优势及不足

分析

农作物秸秆产量大且目前尚无良好的消耗利用处

理方式，将农作物秸秆应用于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

具有显著的优势，不仅能充分利用秸秆资源，也能符

合我国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利用农作物秸

秆中的天然植物纤维材料生产制造的包装材料具备良

好生物降解性和环境友好性。在此类包装材料的开发

过程中，添加粘合剂、淀粉 [10] 等物质可对材料进行改

性和复配，可在实验室层面制备具备良好使用性能的

环保新材料。从这一点来看，农作物秸秆具备作为新

型包装材料的潜质，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 [5]。

然而，农作物秸秆的开发也存在收集耗费资源较

多的问题，目前的农作物秸秆制备处理流程较为复杂，

农作物秸秆中无法被利用的成分尚无良好的分离和处

理方式等问题仍然亟待解决。此外，现有的农作物秸

秆包装材料在性能上仍无法与传统的 EPS 泡沫塑料等

材料相抗衡。未来，以农作物秸秆作为包装材料进行

开发，仍需要不断调增配比，调整粘合剂、复配剂等

的比例，从而筛选和制作具备较强实际使用性能和生

态环保性能的新型包装材料。

4 前景分析

目前，我国对于农作物秸秆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

在设备制造、工业原料开发、包装容器制造、发泡缓

冲材料制造、人造板材制造等方面。如今，已出现较

多利用农作物秸秆开展生态型包装材料开发的研究，

增强农作物秸秆包装材料的强度及抗性已成为重要的

研究方向。农作物秸秆中有效成分分离技术的开发，

不同种类材料与农作物秸秆的融合复合也是未来的重

要发展方向。利用农作物秸秆开发生态型包装材料，

具有广泛的研究前景，也能为包装材料向生态型方向

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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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cting the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to test the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of oral liquid bottles, through analysis the test results, determine the optimal choice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reach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est time,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of oral liquid bottles.
Keywords: oral liquid bottle;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WVT); drug quali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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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of Oral Liquid Bot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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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不同温度、相对湿度来测试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的水蒸气透过量，通过试验结果数据分析，确

定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最优选择，达到降低试验时间的目的，为优化口服液体瓶水蒸气透过量实验条件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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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包装材料（简称药包材）伴随着药品生产、

流通及使用的全过程，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着药品的

质量。口服固体液体瓶常用的容器有玻璃瓶（包括钠

钙玻璃瓶、低硼硅玻璃瓶、硼硅玻璃瓶）、塑料瓶（包

括聚丙烯瓶、高密度聚乙烯瓶、聚酯瓶），其质量好坏

直接影响药品的质量，为避免引湿性较强的药物在有

效期内因水分超标而引发药品质量问题，故水蒸气透

过量成为重要的检测指标。

钠钙玻璃瓶、低硼硅玻璃瓶、硼硅玻璃瓶、聚

丙烯瓶、高密度聚乙烯瓶、聚酯瓶对应的执行标准

为 ：YBB 00032004-2015《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

瓶》，YBB00282002-2015《低硼硅玻璃管制口服液

体瓶》，YBB00022004-2015《硼硅玻璃管制口服液

体瓶》，YBB00082002-2015《口服液体药用聚丙烯

瓶》，YBB00092002-2015《口服液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YBB00102002-2015《口服液体药用聚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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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除了玻璃瓶对水蒸气透过量不作要求外，其他三

种塑料瓶都对水蒸气透过量有要求 ：照水蒸气透过量

测定法（YBB00092003-2015）第三法（1）在温度 

20℃ ±2℃，相对湿度 65%±5% 的条件下，放置 14 天，

重量损失不得过 0.2%。

方法标准规定实验时间 14 天，时间久影响了实

验进度，并且耗电量大不利于环保节能，本文旨在通

过选择不同的温度、相对湿度来测试口服液体药用聚

酯瓶的水蒸气透过量，通过试验结果数据分析，确定

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最优选择，达到降低试验时间的目

的，为优化口服液体瓶水蒸气透过量实验条件提供 

依据。

1 测量方法介绍

1.1 定义

水蒸气透过量系指在规定的温度、相对湿度，一

定的水蒸气压差下，试样在一定时间内透过水蒸气的

量。

液体瓶水蒸汽透过量系指在规定的温度、相对湿

度环境中，一定时间内瓶中水分损失的百分比。单位

为 ：%。

1.2 测量方法

水蒸气透过量测定法（YBB00092003-2015）第

三法（1）：除另有规定外，取试验瓶适量，在瓶中加

入纯水至标示容量，旋紧瓶盖，精密称定。然后将试

瓶置于恒温恒湿箱中，放置 14 天，取出后，室温放置

45 分钟后，精密称定。按下式计算水分损失的百分比。

水分损失百分率 = W1-W2
×100％

W1-W0

式中 ：W1 为实验前液体瓶及水溶液的重量，g ；

W0 为空液体瓶重量，g ；

W2 为实验后液体瓶及水溶液的重量，g。

实验条件 ：A. 温度 40℃ ±2℃，相对湿度 25% 

±5%；B. 温度 25℃ ±2℃，相对湿度 40%±5%；C. 温

度 30℃ ±2℃，相对湿度 35%±5%。

本论文取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5 个进行实验，为

了缩短实验时间，所有实验时间改为放置 7 天。

2 试验设备与样瓶

（1）恒温恒湿箱（德国赛多利斯生产）；

（2）分析天平（广州市庆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

（3）壁厚测厚仪（德国 EPK-ElektroPhysik 公

司生产）；

（4）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

公司高明分公司生产 135 ml 棕色瓶）。

3 试验数据及结果

3.1 试验数据

试验数据见表 1。

3.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如下 ：

温度 20℃，相对湿度 65%，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091% ；

温度 23℃，相对湿度 50%，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215% ；

温度 30℃，相对湿度 35%，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660% ；

温度 30℃，相对湿度 50%，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555% ；

温度 30℃，相对湿度 65%，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191% ；

温度 25℃，相对湿度 40%，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788% ；

温度 40℃，相对湿度 25%，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912% ；

温度 25℃，相对湿度 95%，水分损失百分率 ：-

0.0109%。

4 结论

当温度一定时，相对湿度越大口服液体瓶水蒸

气透过量（水分损失百分率）越小，本论文中当相对

湿度 95% 时口服液体瓶水分反而增加了 ；当相对湿

度一定（本论文不超过 65%）时，温度越高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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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温度、相对湿度及其水蒸气透过量

温度 20℃，相对湿度 65% 温度 23℃，相对湿度 50%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24.3246 158.7157 158.7045 0.0083 24.2694 158.4564 158.4272 0.0218

24.2008 158.4945 158.4822 0.0092 24.3576 159.2084 159.1745 0.0251

24.3407 159.3357 159.3246 0.0082 24.3737 159.9441 159.9185 0.0189

24.6922 159.2029 159.1880 0.0111 24.3322 158.4274 158.4008 0.0198

24.3118 158.8264 158.8146 0.0088 24.3121 159.8489 159.8193 0.0218

平均值 0.0091 平均值 0.0215

温度 30℃，相对湿度 35% 温度 30℃，相对湿度 50%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24.3246 158.7045 158.6202 0.0627 24.3246 158.5724 158.4992 0.0545

24.2008 158.4822 158.3932 0.0663 24.2008 158.3493 158.2753 0.0552

24.3407 159.3246 159.2358 0.0658 24.3407 159.1933 159.1191 0.0550

24.6922 159.1880 159.0957 0.0686 24.6922 159.0498 158.9726 0.0575

24.3118 158.8146 158.7249 0.0667 24.3118 158.6816 158.6075 0.0551

平均值 0.0660 平均值 0.0555

温度 30℃，相对湿度 65% 温度 25℃，相对湿度 40%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24.3246 158.4863 158.4606 0.0192 24.3246 158.4617 158.3564 0.0785

24.2008 158.2612 158.2376 0.0176 24.2008 158.2381 158.1330 0.0784

24.3407 159.1054 159.0809 0.0182 24.3407 159.0819 158.9766 0.0782

24.6922 158.9584 158.9305 0.0208 24.6922 158.9322 158.8243 0.0804

24.3118 158.5941 158.5675 0.0198 24.3118 158.5691 158.4636 0.0786

平均值 0.0191 平均值 0.0788

温度 40℃，相对湿度 25% 温度 25℃，相对湿度 95%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W0/g W1/g W2/g
水分损失
百分率 /%

24.3246 159.3356 159.2149 0.0894 24.3246 158.4568 158.4714 -0.0109

24.2008 159.2218 159.0956 0.0935 24.2008 158.2336 158.2482 -0.0109

24.3407 159.3531 159.2311 0.0904 24.3407 159.0777 159.0917 -0.0104

24.6922 159.7047 159.5784 0.0935 24.6922 158.9274 158.9422 -0.0110

24.3118 159.3226 159.2022 0.0892 24.3118 158.5645 158.5794 -0.0111

平均值 0.0912 平均值 -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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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瓶水蒸气透过量（水分损失百分率）越大 ；本论文

用的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标示容量 135ml，测得

壁厚 0.61mm ～ 0.73mm）选用水蒸气透过量测定法

（YBB00092003-2015）第三法（1）中实验条件 A、

B 或 C 时实验间缩短至 7 天是合理可行的，可达到环

保节能的目的，并且实验条件 A（温度 40℃ ±2℃，

相对湿度 25%±5%）得出的口服液体瓶水蒸气透过

量（水分损失百分率）最大。

5 结果分析

本人在《绿色包装》2018 年第 2 期发表的《QB/

T 1871-1993 标准中水蒸气透过量与其厚度的关系

研究》有着以下分析 ：在物理学中有一条很著名的定

律——欧姆定律 ：在同一电路中，通过某段导体的电

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这段导体的电阻

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 ：I=U/R，式中 I 为电流，U

为电压，R 为电阻。本论文模拟出水蒸气透过量 y 与

其厚度 x 之间的关系 ：y = 0.2342x-1.0866，也可以

用这公式解释 ：水蒸气透过量就像电流，复合膜两侧

的水蒸气压差就像电压（本论文所有实验中复合膜两

侧的水蒸气压差是相同的，可以看成一个常数），阻隔

性能（复合膜）就像电阻，厚度越大，阻隔性能也越大，

但不是简单的厚度叠加。

口服液体瓶水蒸气透过量也可以这样解释，口服

液体瓶水蒸气透过量就像电流，口服液体瓶水蒸气透

过量（水分损失百分率）受温度和相对湿度双重因素

的影响，相对湿度（口服液体瓶内外两侧的水蒸气压差）

就像电压，决定了水蒸气的流向（水蒸气从水蒸气压

高的一侧流向水蒸气压低的一侧）及流速（两侧的水

蒸气压相差越大流速越大），温度是加（减）速度，可

加快（减慢）水蒸气的流速，口服液体瓶的阻隔性能

就像电阻，与其材质密切相关，并且厚度越大，阻隔

性能也越大，但不是简单的厚度叠加。若为了缩短实

验时间，就要在相同的时间内增大水蒸气透过量，可

增大口服液体瓶内外两侧的水蒸气压差（降低实验相

对湿度），或提高实验温度，或两种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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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vinyl alcohol modified water soluble membrane has been in the Chinese market for nearly 
20 years, because various restrict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On the 
contrary, som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taken compulsory promotion in some applic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laundry bag and Brazil pesticide internal packaging.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PVA modified water soluble membrane technology are discussed, hop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ckaging materials. 
Keywords: water soluble film, PVA polyvinyl alcohol membrane, water soluble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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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乙烯醇改性薄膜
近 20 年来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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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聚乙烯醇改性水溶膜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近 20年历史，由于各种限制在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推广使

用，相反国外一些国家已经在某些应用上采取强制推广，如美国洗衣袋、巴西农药内包装。本文介绍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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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聚乙烯醇改性薄膜简称水溶膜、PVA 膜，根据使

用性能、生产工艺的难易、造价、技术等因素细分低

端产品 ：绣花水溶膜、洁厕块包装膜、洗衣袋、宠物

粪便袋、医院感染隔离袋等 ；细分中端产品有 : 农药

内包装袋、油剂包装袋、服装外包装袋，各种硅胶定

型膜等 ；高端产品有 ：曲面水转印薄膜等。聚乙烯醇

改性水溶膜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近 20 年历史，由于各

种限制在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推广使用，相反国外一

些国家已经在某些应用上采取强制推广，如美国洗衣

袋、巴西农药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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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目前水溶膜生产工艺

在中国一些研究所和大学早在 2000 年前就已有

研究，如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苑会林干

法造粒吹塑，湖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郝喜海湿法

流延工艺，上述两位都成功由理论技术到企业后续投

入研发成功至量产化，四川川维干法造粒以母粒销售

还在研究中。另外，也有个人投资研究，虽然已经注

册专利，但可能由于各种技术问题，还未能产生效益。

1.1 湿法流延

湿法流延是国内采用比较多生产水溶膜的方式，

其原理就是先通过水来溶化聚乙烯醇，然后加入各种

助剂，去气泡，保温沉淀，通过刮刀式调整薄膜厚度，

涂层在钢带、钢轮上烘干剥离、收卷薄膜而成。此法

优点在于所生产薄膜溶化速度快，用途广 ；缺点是生

产成膜速度慢、成本高、薄膜厚薄难以控制，在烘干

过程中会产生气泡。其主要成品用途有 ：绣花水溶膜、

洁厕块包装膜、粉颗粒剂内包装袋、油剂包装袋、各

种硅胶定型膜、曲面水转印薄膜洗衣凝珠膜等。

1.2 干法造粒吹膜工艺

干法造粒吹膜是采用了高速搅拌机将各种辅料同

聚乙烯醇一起搅拌到一定的温度，通过低速搅拌晾干，

用双螺杆造粒机造粒，再用吹膜机成膜。此法优点是

成膜产量高，成本低于湿法流延 ；缺点在于由于造粒

改性后，二次熔融以后水溶速度溶化变慢，限制了用

途，目前仅在洗衣袋、宠物粪便袋、医院隔离袋上应用。

干法造粒成膜工艺一旦突破上述难题，其应用范围将

远远大于流延工艺。

1.3 干法流延工艺

干法流延工艺比干法造粒工艺更为直接省事、节

约各种物质、人力，但是由于设备要求生产工艺偏高

以及国内设备的限制，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条完整的

设备线投入生产。总体设备要求大概如下 ：高低速混

料机、双螺杆造粒机、熔体泵、平行流延摸头、红紫

外线自动调节、自动收卷、湿度调节等全套工艺。笔

者在 2018 年上海橡塑展了解到，国内设备全套约

240-280 万元，进口约 800-900 万元。

2 各种水溶膜产品应用（进入中国市场时间 

排序）

2.1 水转印

早在 1999 年，水溶膜就用于汽车内饰面板曲面

转印技术而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印刷方式是先把油墨

印刷在水溶膜上面，再把印刷好的成品薄膜放入水中，

喷入各种助剂，使油墨二次软化、拉伸到一定程度，

薄膜在相应时间溶化后，油墨却在水的表面漂浮，通

过水的压力将油墨转载到曲面承载物体上，简称“水

转印”。

在当时有不少台资企业如 ：承锋智慧、元亨泰，

内地企业如 ：厦门正清，都是采用从日本进口空白水

溶膜，在国内根据客户需求开印刷版。目前国内能够

生产水转印空白膜达到印刷 5 色以上在水中拉伸不变

形的厂家少，主要原因是原材料、生产工艺、机器设

备的精密度达不到要求。水转膜通常 1000-2000m

的长度为一卷，国内设备如通常出现 3-5um 的厚度

偏差为正常现象。收件 500m 或没有什么问题，当到

700m 以后，成卷膜出现各种高低不平收卷问题。原

材料问题通常是成膜印刷在水中转印时，花膜四边拉

伸出现不一致，转印后成品出现龟裂痕，报废率偏高。

此类产品目前国内主要进口日本可乐丽、合成等。

2.2 绣花水溶膜、洁厕块包装膜

绣花水溶膜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国内最早生产

是肇庆方兴，该企业当时做水转印开发失败，改做绣

花膜得到发展，主要用于高端服装绣花作为底衬纸，

绣花完毕后直接水洗掉，使绣花部位柔软、好定型为

主，要求水溶膜干、脆、回潮慢、机器绣花不断线为

准。洁厕块包装膜用于厕所马桶内洁厕块去污、味道，

主要作用掩盖厕所味道，洁厕块用水溶膜包装主要避

免人在使用时洁厕块脱色污染手及包装物上，可以根

据客户要求做成蓝、绿等颜色。此类产品目前国内生

产完全自主，且成饱和状态，还大量出口到印度等地，

国外产品已经退出中国市场。

2.3 粉颗粒剂内包装袋

粉颗粒剂内包装袋最早是日本用于农药高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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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灭多威包装内袋，起到避免对外包装的二次

污染、客户在使用时避免粉尘飞扬、吸入中毒。国内

最早使用山东华阳，也是用来包装灭多威，完全进口

日本产品。深圳安合盛最早采用购买日本薄膜，国内

做袋方式到采购聚乙烯醇原料做成膜、成袋，并可以

根据客户环境需求，调整水溶速度、柔软度，主要用

于农药的粉剂、颗粒剂、颜料、染料等高毒性、对环

境高污染的产品。国内使用企业也由最开始的半自动

灌装（灌装机灌装，手工封口）到自动化灌装（水溶

膜单独包装机器自动灌装，手工分装到外袋）向全自

动化灌装发展（自动灌装物品，自动分装到外袋），由

于国内政策并未对化工企业成品要求强制使用此类产

品，大部分包装后成品以出口为主。

2.4 洗衣袋、医院感染隔离袋

洗衣袋、医院感染隔离袋最早采用湿法流延生产，

但是由于生产成本高，被干法吹塑取代。国内最早由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江门保德利采用

技术转让，其产品工艺主要应用于国外医院、实验室、

大型污染行业的洗衣处理。国内目前政策已经推出相

关标准，要求二甲医院推广使用洗衣袋、医院感染隔

离袋，但是由于该工艺产品用途限制，已经趋向饱和，

目前国内主要生产厂家 ：深圳安合盛、江门保德利、

江门易可达、常州绿之源等企业。

2.5 油剂包装膜

油剂包装膜最早是美国宝洁公司用于高浓缩洗衣

液体包装，其要求包装含水量低于千分之五液体后，

封线、薄膜表面无渗漏。国内最早用于其他油剂是合

肥星宇包装稻田除草剂，但是由于包装工艺、薄膜生

产工艺问题，成品出现渗漏多，国内包装洗衣凝珠企

业多采用日本、进口薄膜。

2.6 服装外包装袋、各种硅胶定型膜

这两类产品目前需求偏少，采用聚乙烯醇 1799

以上原料流延、干法均可以生产，两者相比较来说流

延不如干法产品透明、气泡少，拉伸强。服装外包装

袋主要出口到日本，客户有此类需求 ；硅胶定型膜主

要用于硅胶管异性定位，对薄膜拉伸、气泡、耐高温

烘烤有特别要求。

3 国内目前水溶膜产量

聚乙烯醇改性水溶膜的生产量同 PE、PP 相比可

谓少的可怜，国内生产绣花膜、洁厕块包装、钓鱼袋

约 30 条生产线，5000-6000 吨，粉颗粒剂内包装约

600-700 吨，洗衣袋、医院感染隔离袋约 1000 吨，

油剂包装、水转印进口日本，或许海关数据比较准确，

油剂包装、水转印国内生产不超过 300 吨，服装外包

装袋、各种硅胶定型膜更少，不超过 100 吨。

如果把水溶膜定义为环保材料，年产量不足万吨；

如果出现万吨的数字，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水分。国内

全部企业产值不足 4 亿元，相对于其他塑料包装偏少，

根本原因在于使用性能、政策的限制、销售价格等因

素影响，高端薄膜生产从原料、机器精密度、企业的

投入均有待改进。

4 聚乙烯醇改性薄膜市场前景

随着各国环保意识加强，限制 PE、PP 等包装薄

膜的使用，降解薄膜、注塑降解配件已经是大趋势。

在国内、国外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的情况已经

很多，我国相关规定已经要求从 2018 年 9 月开始，

快递包装外袋采用高分子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如果

将聚乙烯醇加入其它助剂或材料改性后达到在自然环

境下 1-2 年能自然分解的效果，成品价格控制在目前

价格的 1.5-1.8 倍左右，使用量将从目前状态发展到

几何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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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Abstract: Objective It researches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innovation trend. Method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from traditional design by similar product, product target consumer etc. 
Conclusion In the big data era, the design thinking of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has changed, not only 
relying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designers, but also focusing on the real-time collection, sorting,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Big date analysis can help designer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psychology, design packaging products that are more satisfied to consumers' needs. This design trend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ig date; packaging; desig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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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迅猛的发展，大量的网络交易平台和手

机 APP 不断涌现，网上销售与网上购物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的重要一部分。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6 中国

电商报告数据，2016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近 5 亿，

较 2015 年增长 23.9%，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

超 14%。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行为不断的产生并记录了

数据，这些数据随着网购的发展呈爆炸式增长态势 [1]。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中国，生产企业要想搭上数字经

济的发展快车，就必须将互联网、大数据与产品生产

设计进行深度融合。包装作为产品的“脸面”，企业通

过大数据分析对产品包装设计进行优化，其意义不言

而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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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分析

如今，大部分的电子商务公司（如：京东、淘宝等）

都在实时采集数据，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以此驱动

具有盈利能力和更智能的商业决策制定 [3]。产品制造

企业可以通过与电子商务公司合作，从多个数据源中

搜集、整理和分析数据，从而对产品的包装进行设计、

修改和完善，从而提高产品的销量。

1.1 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一般学者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有限时间内用传

统 IT 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

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 [4]。大数据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数据规模大（Volume）、数据种类多（Variety）、数

据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价值密度低（Value）[5]。

1.2 大数据分析与产品包装设计

产品制造企业可以对电商企业提供的大数据进行

整理分析，改进产品的包装设计，从而加强企业的业

绩（如图 1 所示）。制造商可根据诸如其他竞争性产

品包装成本等变量，通过使用统计分析和分布式处理，

运用运筹学算法和实时功能，能够有效的制定基于大

数据的产品包装成本价格 [6]。另外，可以通过追踪用

户的行为轨迹，发现用户的消费习惯与偏好，从而设

计出适合特定用户需求的产品包装。

2 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包装设计分析

近年来，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与不断提升的用户要

求以及越来越多复杂技术的综合因素下，企业开始专

注于提升整体的用户体验以消除客户痛点，建立客户

信任和形成非理性的客户忠诚度来获得可持续的商业

竞争优势 [7]。制造商为了提升客户消费体验，通过与

网络消费平台合作，收集整理并分析数据，关注顾客

消费需求和期望，实施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来优化

顾客体验 [8]。包装作为产品的“脸面”，不仅可以提升

品牌形象、吸引消费者眼球，还可以提高产品使用便

利性。因此，通过改进产品包装设计来优化客户体验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9]。

传统的包装产品设计是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根据

设计师和其团队的经验进行设计，而基于大数据分析

的产品包装设计是在设计的整个过程中不断的收集、

整理并分析数据，数据及时更新、实时反馈，通过分

析大数据来指导设计师们进行更加科学化、精准化的

产品包装设计 [10]。

以某公司需设计矿泉水瓶包装为例，基于大数据

分析的产品包装设计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

2.1 同类产品对比分析

通过收集京东、天猫等网购平台的在售矿泉水

（Top8）的数据资料，对其品牌、规格、价格等属性

进行分析，可得表 1 ：

通过在售的销量较好的矿泉水进行对比分析，可

知对矿泉水销量和售价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品牌影

响力和产品包装形式，而产品包装形式主要涉及产品

包装规格、产品包装材料等。依云牌矿泉水塑料瓶装

（330ml）和玻璃瓶装（330ml）价格相差 3.2 元，玻

璃瓶装矿泉水价格是塑料瓶装的 150%。除了依云、

Perrier 两个品牌的进口矿泉水采用了玻璃材质的包装

图 1 大数据分析与产品包装设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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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所有国产矿泉水均采用的是塑料包装。因此，

只有高认可度的知名产品才会采用成本较高的包装形

式。同时，通过提高产品包装质量，也可有效提升产

品价值。矿泉水规格主要集中在 330ml、500ml、1L

以上三种规格，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个人、

家庭）的需求。

2.2 产品客户群体分析

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包装设计，需要明确潜在消费

者的主要类型和需求特点。因此，产品客户群体分析

主要包含了产品目标客户确定，产品客户需求挖掘和

客户行为路径这三个内容要素。

2.2.1 产品目标客户确定

本研究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查阅相关文

献（包括学者 Moez Limayem 网络消费体验的相关

文章），总结出消费者的年龄、性别、购买力（侧面反

应收入情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属性会影响其消费行为。

通过收集电商平台一段时间内矿泉水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数据，整理分析后可得消费者年龄与其购买矿泉水

价格的关系如表 2 所示 ：

对表 2 进行分析，可发现 ：高中低端矿泉水购买

群体跟年龄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高中低端的主要购买

对象年龄对应分布在：31-45 岁、18-30 岁、18-30 岁；

矿泉水的主要购买客户集中在 18-45 岁。

消费者性别与其购买矿泉水价格关系如表 3 所示：

对表 3 进行分析，可发现 ：低端矿泉水的购买客

户主要是男性消费者，女性消费者购买中端矿泉水比男

性消费者要多，高端矿泉水的购买行为受性别影响不大。

2.2.2 产品客户需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商进行商品包装设计的时

候，不再局限于满足消费者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转向

消费者的心理需要和个性化需要。以市面上在售的农

夫山泉矿泉水为例，图 2 是农夫山泉矿泉水四种不同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表 1 电商销售 Top8 矿泉水属性对比

表 2 消费者年龄与其购买矿泉水价格关系图

表 3 消费者性别与其购买矿泉水价格关系图

品牌 规格（体积） 价格 包装材料 产地

百岁山 348ml/570ml 1.7 元 /2.2 元 塑料 / 塑料 国内

依云 330ml/500ml/330ml 6.2 元 /7.8 元 /9.4 元 塑料 / 塑料 / 玻璃 法国

恒大 500ml/4000ml 1.67 元 /10 元 塑料 / 塑料 国内

昆仑山 510ml/1230ml 4.1 元 /8.25 元 塑料 / 塑料 国内

Perrier 330ml/750ml 4.1 元 /11.55 元 玻璃 / 玻璃 法国

雀巢 5000ml 8.5 元 塑料 国内

统一 570ml 2.67 元 塑料 国内

5100 西藏冰川 1500ml 15 元 塑料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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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图 2 农夫山泉矿泉水包装瓶

规格和风格的矿泉水包装，分别满足了客户的不同需

求 ：图 2a 矿泉水包装带吸嘴结构，可以单手喝水，易

于使用，可较好满足运动爱好者和驾驶员的使用需求；

图 2b 矿泉水瓶设计成自带提手结构，方便消费者携带，

同时大容量瓶装水可以满足家庭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

图 2c 矿泉水包装具有独特的色彩、设计和风格等，能

够较好的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图 2d 矿泉水瓶采

用玻璃作为包装材料，配有精美的雕花图案，可以满

足高端人士追求品质的心理需求。

2.2.3 客户行为路径分析

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企业需要收集以客户为

中心的行为路径数据来客观有效的了解客户的购买动

机。通过对行为路径数据进行分析，企业和设计师们

可了解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以实现数据驱动

下的产品改进。

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买商品，在发生购买行动前

一般会浏览多个同类型的商品，消费者浏览的同类产

品之间的关联性、差异性因素都可以通过网购平台进

行数据收集，最后，消费者做出购买某款产品的决定，

其行为决定的影响因素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

3 产品包装设计及优化

包装设计前，通过电商平台对同类型产品和产品

客户等要素进行大数据分析。基于分析结果进行产品

包装设计和优化，以某矿泉水包装瓶为例，其设计和

优化过程如下 ：

3.1 产品包装设计

首先，产品包装设计需对产品进行定位，根据前

期客户群体分析，确定主要客户目标，并对产品和包

装成本进行精准定位 ；然后，选择包装材料，矿泉水

的包装材料主要有塑料、玻璃和铝罐三种，根据前期

确定的客户目标和包装成本，选择适合本产品的包装

材料 ；包装材料选择好后，进行包装规格和包装结构

的设计，矿泉水瓶的规格根据产品面向客户对象（个人、

家庭、性别等）来确定，矿泉水的结构设计需要考虑

客户的需求进行设计，如 ：设计带有吸嘴结构的矿泉

水瓶，方便单手操作；最后，对矿泉水瓶进行装潢设计，

装潢设计应结合客户的特点和客户的需求综合考虑。

3.2 产品包装优化

首先，产品包装设计需对产品进行定位，根据前

期客户群体分析，确定主要客户目标。在产品大数据

时代，包装设计师可以根据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对

包装进行持续改进设计。通过收集京东平台客户评价

数据，发现该平台某品牌矿泉水评价 8.1 万多条，其

中中评和差评合计 700 多条，对中评和差评进行分类

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

表 4 矿泉水中差评原因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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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泉水被给出中差评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其

中高达 16% 的客户是因为对矿泉水的包装不满意。针

对客户提出的问题，对包装的材料、结构进行持续改进，

消除包装设计中的缺陷。

4 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数

据不仅给互联网行业带来了巨大机遇，对产品设计与

制造行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传统的设计与制造

行业遭遇到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时代，设计必然会发生

巨大改变。大数据时代的产品包装设计不再局限于传

统包装设计中的依靠经验来分析，而更注重大数据的

分析和应用 ；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包装设计将是广大的

设计公司和制造企业包装产品设计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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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

“工业 4.0”视阈下智能包装装备发展趋势

作者 ：李光，韩芮

来源 ：包装学报，2018 (4)

摘要 ：在我国由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 包装装备成为制约包装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两化融

合向纵深推进、“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成为制造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 , 包装装备智能化和包装生产过

程智能化成为包装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分析了国内外智能包装装备的发展现状 , 结合“工业 4.0”和“中国制

造 2025”的理念 , 从智能工厂、智能生产、云工厂、智能服务 4 个方面阐述了智能包装装备的发展趋势。

基于“互联网 +”背景的充气循环物流包装箱设计研究

作者 ：赵银银，滕水生，程雨琦

来源 ：设计，2018 (4)

摘要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技术的迅速发展 , 传统快递制造行业正在不断地改型与升级 , 这标志着快递物流

行业已经迈入了“互联网 +”这一理念为主导的新时代。物流包装是物流链条里面的关键点 , 现代化的物流包装

理论和技术研究能给各行各业带来多种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物流包装现状与需求 , 提出结合“互联网 +”和共享

经济等新模式作用下的物流包装新思路。

Academic Frontier

智能包装技术及应用

作者 ：王志伟

来源 ：包装学报，2018 (4)

摘要 ：智能包装技术引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普遍关注。对智能包装技术与应用进行了综述 , 重点讨论智能

包装与智能包装系统 , 分析实现智能包装的传感器技术、指示剂和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 简要介绍智能化包装工业

和智能包装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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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设计理念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

作者 ：杨林林

来源 ：福建茶叶，2018 (3)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 环保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随之绿色包装理念逐步被群众所熟知。

我国物产资源丰富 , 茶叶是我国主要农产品之一。将绿色包装设计理念合理应用到茶叶包装中 , 使茶产业在市场

中取得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 , 且为其在国际市场中增添优势。笔者就茶叶的主要特征以及绿色包装设计理念进行

简要概述 , 同时研究了绿色包装设计理念在茶叶实际包装中的具体运用 , 并指出所存在的问题。绿色包装设计理

念终将普及于各大小行业的产品包装中 , 以此促进产业与包装设计行业的共同发展。

学 术 前 沿

社区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模式评价体系及方法选择研究

作者 ：田昀翊，葛巍，冯径平

来源 ：中国商论，2018 (4)

摘要 ：快递包装物对运输物品起着支撑、保护等作用 , 是物流行业正常运行所需的重要消耗品和必需品 , 然

而如何实现快递包装物的高效回收利用却是现代物流行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从快递包装物的生产、传递、

回收、利用等环节出发 , 构建了社区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模式指标体系 , 并且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 , 定

量分析后指出影响社区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的决定性因素 , 为评价社区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模式提供一种可靠的

方法。

绿色环保概念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作者 ：王莉娟

来源 ：大众文艺，2018 (2)

摘要 ：近年来 ,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 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 , 环境保护和绿色环保已经

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 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环保意识的培养和环保工作的推进 , 逐渐从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入手开展工作。包装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 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 同时包装也是造成环境污染

的重要源头之一 , 因此不断优化包装设计 , 将绿色环保的概念应用其中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 , 研究具体

的应用策略对社会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环保包装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作者 ：刘亦晴

来源 ：生态经济，2018 (3)

摘要 ：绿色消费浪潮在全球兴起 , 绿色产品包装已提升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 研究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

品的影响因素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文章从绿色环保包装入手 , 分析绿色环保外观包装、绿色环保包装标识、

绿色环保包装材质因素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行为产生的影响。提出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设 , 并发放问卷 , 利

用 SPSS 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研究显示 , 消费者对绿色环保包装标识、绿色环保包装材质、对环境保护的

一般态度均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的行为有正面影响。文章最后从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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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Frontier

绿色包装材料研究与应用现状

作者 ：周寒松

来源 ：信息记录材料，2018 (3)

摘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和环

保理念、坚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 , 使用绿色包装材料、发展绿色包装业成为必然趋势。绿色包装材料不仅对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具有保护环境的作用，同时能够被回收重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本文详细介绍了绿

色包装材料的种类，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绿色包装材料的发展现状探究各类材料的适用范围。最后，举例说明了

各类绿色包装材料的具体应用现状。

绿色包装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作者 ：刘娜

来源 ：福建茶叶，2018 (3)

摘要 ：茶叶不仅只是一种饮品更是承载了我国传统的茶文化 , 其价值在于可以实现人际交流与文化交流的融

合。但是 , 目前的茶包装设计中存在许多漏洞与问题 , 存在对环境的威胁 , 甚至存在对消费者权益损害的问题。

为了改善这种问题 , 从绿色包装出发 , 进行绿色环保的茶包装设计 , 减少原有茶包装中浪费资源、影响环境的问

题 , 使用新型经济环保绿色包装材料 , 通过包装设计 , 作为茶文化与人文文化、自然环境之间的良好媒介。

“零包装”: 包装设计存在之思与发展之途

作者 ：张明

来源 ：装饰，2018 (2)

摘要 ：包装的历史悠久 , 却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营销的手段之一而被滥用。在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推

动下 , 与环境的友好关系成为包装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贯彻在包装设计的材料、工艺、结构全过程中的减量化、

再利用、可回收原则 , 意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减少消耗、减少污染。要达到这一目的 , 重新审视包装存在的意义 :

盛放、运送、保存物品 , 思考如何通过设计达成使命 , 也许能够实现包装不断减少 , 直至“消失”的未来。

绿色物流发展途径创新——以绿色包装的实现为例

作者 ：白璐璐，孔雨亭

来源 ：商场现代化，2018 (3)

摘要 ：在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 , 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低碳环保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

在物流运输行业中 , 包装技术的改进与革新促进了物流行业迈向绿色化。包装是人们在进行物流活动时 , 为方便

流通所进行的一种必要的操作活动。随着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 , 人们对包装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其能提供简单的

加固保护作用 , 而是探索如何实现绿色包装和集中包装 , 实现包装的绿色化、合理化 , 从而进一步促进绿色物流

的发展。现代物流中 , 包装的标准化、科学化、循环化等问题都是物流企业需要不断研究的课题。包装绿色化已

经成为发展绿色物流的必由之路 , 越来越受到各界的欢迎与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