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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cissors motion law of the middle die platform of the traditional 
die cutting machine driven by the crankshaft, such as “ups and downs, swaying left and right” in the work 
engineering, a new type of cam mechanism driven by the cam mechanism can realize the motion law of 
the moving platform straight up and dow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whole motion of the die cutting machine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cam mechanism, the sel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contact stress between the cam roller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cam mechanism can 
meet the working needs of the die cutting machine and it also has a further optimization space.
Keywords: die cutting machine; cam mechanism; contact stress

鲁楠，韩雪，王佳琪，蔡吉飞，张阳

(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模切机传动系统凸轮的分析研究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Cam in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The Die Cutting Machine

LU Nan, HAN Xue, WANG Jia-qi, CAI Ji-fei, ZHANG Yang

摘要：针对曲轴驱动的传统模切机中动平台在工作工程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这一剪刀式运动规律存

在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凸轮机构驱动的新型模切机可以实现动平台直上直下的运动规律，而且可以提高

模切机整体运动的稳定性。本文通过对凸轮机构的结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凸轮滚子间接触应力的分析，

验证了该凸轮机构可以满足模切机的工作需要，而且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关键词：新型模切机；凸轮机构；接触应力

中图分类号：TB4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6-0049-04

DOI: 10.19362/j.cnki.cn10-1400/tb.2018.06.001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高速印刷机凸轮系统冲击问题建模及参数识别方法研究(K M201810015007);  北京市教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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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1 凸轮机构的结构设计

1.1 两种典型驱动方式

传统模切机中动平台的驱动方式 [1] 采用的是曲轴

机构驱动 [2]，其中还有两组肘杆辅助其完成模切机整

个动平台的上下运动，但是这种传动方式一直存在动

平台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这

一剪刀式的不稳定的工作情况。由于这一缺陷，使得

模切机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了更大的噪音和振动，也对

模切机其他构件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上平台，动

平台，操作面墙板，传动面墙板的强度和刚度，这也

就间接的增加了模切机的整体成本和机器的设计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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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凸轮机构驱动动平台

的传动方式，这种传动方式不仅可以使得动平台在运

动过程中实现直上直下的运动规律，而且还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简化模切机主机部分的结构。传统模切机和

新型模切机的驱动平台机构简图如下图 1 和图 2。

1.2 凸轮轮廓线的设计

对于凸轮设计的部分，最主要的就是对凸轮轮廓

线的设计，凸轮的轮廓线决定了凸轮机构的设计是否

合理。只有所设计的凸轮具有圆滑的轮廓线，由凸轮

机构驱动动平台的模切机才会有正常平稳工作的可能，

所以设计求解出最优的凸轮轮廓线对于凸轮机构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模切机是一种对瓦楞纸或硬纸板进行模切的

机器，故其对模切压力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当所要

模切的产品形状比较复杂时，凸轮滚子在模切过程中

所需要承受的力也就更大。根据这一特点需要对凸轮

轮廓线的推程以及回程的运动规律进行选择，运动规

律的选择原则见下图 3。

根据运动规律的选择原则以及查阅相关的机械设

计手册，最终确定推程采用正弦加速度的运动规律，

回程也选择正弦加速度的运动规律。

模切机动平台的行程确定为 50mm，上摆杆的

长度为 177mm，下摆杆的长度为 223mm，下轴座

中心连线距离为 560mm，上轴座中心连线距离为

520mm，最高位置时上轴座与下轴座中心连线的距离

图 1 曲轴驱动平台简图

图 4 凸轮机构结构简图

图 3 运动规律的选择原则

图 2 凸轮驱动平台简图

高速轻载 低速重载 中速重载 低速轻载 高速重载

am 应较小，改进梯
形规律

vm 不宜太大，改进等速
运动规律比较理想

改进正弦加速度或
3-4-5 次多项式规律

对于运动规
律要求不严

选择改进正弦加
速度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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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凸轮机构的接触应力分析

凸轮的轮廓线得出后，需要进一步对凸轮滚子在

一个工作周期内的运动情况进行研究，对凸轮机构驱

动动平台的新型模切机的运动特性进行运动分析。

模切机一般是要对瓦楞纸或白纸板进行模切，这

对上平台与动平台之间的模切压力 [3] 有一定的要求，

由于本文中动平台的驱动采用的是凸轮机构的传动方

式，凸轮和滚子成了整个驱动机构中的薄弱环节，也

是模切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故凸轮与滚子之间

的接触应力 [4] 的分析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在

理论数据上验证该凸轮机构是否可以保证模切机的正

常工作。

2.1 凸轮材料的选择

当凸轮的结构尺寸确定之后，凸轮材料的选择决

定了凸轮机构的使用寿命，也进而决定了模切机的使

用寿命。凸轮的材料要求外表面具有一定的硬度，芯

部具有一定的韧性，这不仅涉及到凸轮材料的选择，

也关乎对凸轮材料进行的热处理方式，不同的热处理

方式会得到不同的硬度水平。其中，凸轮材料的材料

选择原则 [5] 见下表 1 ：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表 1 凸轮材料的选择原则

为 400mm，根据已知数据可以绘制凸轮机构驱动动

平台的结构简图，见下图 4。

根据相关数据可以绘制凸轮机构关键位置的二维

机构简图，根据二维机构简图可以得知凸轮相应位置

的相关数据，并将所得位置的数据和相关参数导入到

Matlab 软件，进行凸轮轮廓线的编程和求解，得出凸

轮的理论廓线和实际廓线见下图 5。

图 5 凸轮理论廓线与实际廓线

工作条件
凸轮

材料 热处理、极限应力 σHO

低速轻载

40、45、50 调质 220~260HB，σHO=2HB+70

HT200、合金铸铁 退火 180~250HB，σHO=2HB

QT500-7 正火 200~300HB，σHO=2.4HB

中速中载

45 表面淬火 40~45HRC，σHO=17HRC+200

45、40Cr 高频淬火 52~58HRC，σHO=17HRC+200

15、20、20Cr
20CrMnTi

渗碳淬火，渗碳层深 0.8~1.5mm,56~60HRC，σHO=23HRC

高速重载

40Cr
高频淬火，表面 56~60HRC 心部 45~50HRC，

σHO=17HRC+200

38CrMoAl、
35CrAl

氮化、表面硬度 700~900HV（约 60~67HRC），
σHO=1050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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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切机的工作特点最重要的是要求实现重

载，模切机的速度特点属于中高速，故凸轮的材料确

定为 40Cr，对其进行的热处理方式为高温淬火，这样

的热处理方式可以使得凸轮表面可以达到模切压力所

需的硬度要求，但是凸轮芯部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

材料自身具有的韧性。

其中 ：

  

2.2 滚子的材料选择

合理选择滚子对于凸轮机构来说是很重要的，如

果滚子的选择不合适，可能会导致整个凸轮机构运动

的不平稳，这将直接影响模切机整机的工作效果。由

于凸轮与滚子材料的匹配关系，选取轴承作为从动件，

因为凸轮与滚子之间的接触属于点线接触，接触面积

比较有限，为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大凸轮滚子的接触

面积，最终确定的轴承为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作为从动

件，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和球轴承相比，双列圆柱滚子

轴承大大增加了轴承在自身工作过程中的接触面积。

而且如果滚子的部分在工作过程中出现损坏，由于轴

承属于标准件易购买，故对其进行更换也较为方便，

而且轴承的自身参数完全可以满足滚子所需工作条件

的要求。

其中 ：

2.3 赫兹接触理论的计算

凸轮与滚子之间的接触属于典型的线接触，由于

这两者的硬度远远可以满足工作情况的使用要求，故

凸轮滚子的失效形式主要是因为长时间工作产生的接

触疲劳失效，赫兹接触理论 [6] 用来计算接触疲劳为主

要失效形式的接触应力，赫兹公式如下 ：

将上述凸轮与滚子的相关参数值代入赫兹公式，

可以经公式计算得出凸轮与滚子之间的最大接触应力

值 。

由上述计算数据可以得知，凸轮与滚子在啮合接触的

工作过程中，接触应力的最大值是 ，凸轮选

择的材料的屈服强度值远远大于接触应力 [7] 的最大值，

故选用该材料的凸轮可以满足模切机的使用需求。

3 结论

通过对凸轮驱动动平台的模切机中凸轮的结构设

计、轮廓线的设计以及凸轮滚子间接触应力的分析，

本文所确定的凸轮可以满足新型模切机的使用需求。

由于实际工作中凸轮滚子间接触应力的最大值远小于

凸轮材料的许用应力值，故该凸轮机构还有进一步可

以优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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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s the hard princip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hard requirement.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that enterprises pursue should be the development of good ecology, 
good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 for enterprises to deal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the emission of pollutants such as waste gas and waste water. With the continuous tightening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olicy,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nvironmental prin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igarette label printing enterprises through clean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garette label printing enterprises.
Keywords: cleaner production; source prevention; process control; e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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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洁生产为载体 推进烟标印刷企业环境保护

Take Clean Production as The Carrier to Promot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igarette Label Printing Enterprises

YU Jun

摘要：企业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是硬要求。新时代，企业追求的发展，应当是生态良好、环境美好、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处理自身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方法之一，是保护环

境，控制废气、废水等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手段。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排污政策的持续收紧，对发展高质

量的环保印刷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坚持烟标印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清洁生产推进

烟标印刷企业环境保护。

关键词：清洁生产；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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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标印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为推动企业发展清洁生产，全国人大、

环境保护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

鼓励与支持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提

升环保意识和能力，大力发展环保型印刷，积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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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已成为印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作为印刷行业一员，烟标印刷企业在实际生产中

会产生一些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主要包括挥发性有机

物（VOC）大气污染、工业废水污染和危险废弃物污

染等。这些环境污染物，基本都是国家和地方环保监

督的重点对象和征收环境保护税的重点领域。因此，

烟标印刷企业顺应绿色环保技术发展的趋势，实施具

有环保特性的清洁生产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将有利于

企业核心技术的发展，促进包装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 [1]， 

同时也是当前环保政策下促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的必然举措。

2 烟标印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重点措施和主

要途径

清洁生产的目标是节省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烟标印刷企业实施清

洁生产可以通过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

用环保工艺技术与节能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

主要途径，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

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2]。

烟标印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一般可以通过源头

预防、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三个主要途径加以推进，

从而改变过去仅仅依靠排污口末端治理的状况，从根

本上将污染物减少乃至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做到产

品生命周期的环保全过程控制。

2.1 注重工艺改进和材料替代应用

在源头预防上，运用生命周期的观点，烟标印刷

企业可以重点从改进工艺设计、选择并使用环保型材

料的角度入手，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避免印刷污染物对

环境的影响。以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上海

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烟印）为例，

主要在凹印印刷油墨和胶印印刷材料上进行了改进和

替代。

2.1.1 推广使用水性凹印油墨替代溶剂型凹印油墨

上海烟印在使用传统溶剂型凹印油墨印刷时，各

个颜色的油墨均需要通过加入挥发性有机溶剂，调整

到规定粘度后才能使用。这些有机溶剂在印刷品表面

干燥后只留下极少量的残留，绝大部分都在印刷过程

中挥发到了大气中。而使用水性凹印油墨印刷后，各

个颜色的油墨可采用 40%-50% 水和 50%-60% 乙醇

混合稀释，极大地减少了有机溶剂的使用和挥发，并

减少了凹印油墨的使用量。据统计，采用水性凹印油

墨印刷的烟标（含 5 个颜色）每生产 1000 万对开万印，

基本可以减少向大气排放的有机溶剂约 1.4-1.6 吨。

2.1.2 在胶印工序中采用环保材料

上海烟印在胶印制版工序中采用无胶片 CTP 直

接制版，避免了传统胶片显影、冲洗过程产生的废水。

在胶印工序中使用特制环保混合物替代润版液中的酒

精，减少了有机溶剂挥发。在上光工序中广泛使用和

推广水性上光工艺，将无毒、无味、无污染的水作为

光油稀释剂，减少了对职工健康的危害和大气环境的

污染。

2.2 注重体系和制度建设

在过程管控上，烟标印刷企业可以将清洁生产纳

入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范畴，加强顶层设计、加

强制度建设、加强执行管理，确保这项工作能够在企

业内自主、长期、持续地推行下去。

2.2.1 加强政策法规学习

烟标印刷企业应当切实履行单位所在地块区域内

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把环保工作作为企业合法经营、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内容。因此，在实施清洁生

产过程中需要加强环保新法规、新政策的识别、学习

和转化，切实将各项环境保护要求履行到位。要注重

环保工作的研究，明确目标、任务和管理制度要求，

加强日常执行监督和检查，及时纠偏，提高自查自改

能力。

2.2.2 加强建章立制

烟标印刷企业可以将清洁生产作为改进环境管理

绩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围绕企业重要环境因素管控措

施建立相关制度标准、确保执行到位。通过明确推进

清洁生产工作的内部职责分工，突出环保管理部门的

牵头监督职责，强调相关业务部门的“一岗双责”，努

力做到领导重视、全员参与、齐抓共管。通过加强对

涉及重点污染物产生、分类、收集、处置或排放的岗

位人员的教育培训，明确操作要求和注意事项。通过

不断健全细化环保业绩的考核，建立清洁生产激励机

制，调动全体职工参与清洁生产的积极性。

2.3 注重环保硬件投入

在末端治理上，烟标印刷企业可以根据新标准、

新要求，加大财务费用投入，积极采用涵盖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的清洁生产中 / 高费方案，替代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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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绩效的无 / 低费方案，为开展正式审核打好基础。

3.3 审核

烟标印刷企业要准备审核重点资料，建立能耗、

水耗、物耗汇总，编制平衡图，分析污染物、高能耗

产生的原因，实施无 / 低费方案，并初步提出中 / 高

费方案，正式接受审核机构审核。

3.4 方案产生和筛选

烟标印刷企业汇总所有的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分

类并筛选方案。审核机构对筛选出来的方案进行技术、

环境、经济评估，推荐可实施中 / 高费方案，核定已

实施无 / 低费方案的效果。

3.5 方案实施

烟标印刷企业组织中 / 高费方案实施，审核机构

验证已实施中 / 高费方案成果，对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开展清洁生产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

3.6 持续清洁生产

烟标印刷企业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形成清洁生

产长效机制，根据审核报告，建立持续清洁生产方案。

4 结束语

清洁生产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

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

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烟标印刷企业推进清

洁生产，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减排方案，可以实现降

低排污成本和减少环境污染的双赢目标。与此同时，

将清洁生产方法导入环境管理工作，可以进一步促进

烟标印刷企业规范和优化各项生产作业活动，提升企

业环境管理水平，持续改善环境行为与绩效，减少资

源浪费及污染物排放，从而真正形成一套完善的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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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传统落后工艺和装备。加强日常环保设备设施的

维护保养，确保维保资金使用到位。做好新、改、扩

建项目的环保“三同时”工作，严格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使用，及时做好变更管理和资料归档，按

时办理相关环保排放证照。以上海烟印为例，在减少

挥发性有机溶剂大气排放方面，积极开展了末端治理。

2.3.1 提高挥发性有机溶剂捕集率

上海烟印加强生产过程中挥发性有机溶剂的集中

收集，减少和避免无组织排放。通过技术改造，做好

各种密闭措施，改善排风设施，不断提高挥发性有机

溶剂的有效捕集率，为后续的集中净化处理创造条件。

2.3.2 提高末端处理装置的去除率

上海烟印在挥发性有机溶剂集中排放口设置了末

端净化处理设备。对浓度较低的废气选用“沸石转轮

吸附 + 燃烧”的处理工艺，处理效率达到 93%-94%。

对浓度较高的废气选用 RTO 处理工艺，在高温下将

可燃废气氧化成对应的氧化物和水，从而净化废气，

并回收废气分解时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处理效率达到

96%-97%。经过末端净化处理后的废气排放完全能够

达到《印刷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DB31/872-2015)

的规定。同时，末端高去除率也缓解了征收挥发性有

机物排污费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

3 烟标印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主要步骤

目前，实施清洁生产不仅是企业改进环保绩效的

自愿行为，通过外部清洁生产审核也是地方政府评价、

监督重点环保企业推进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有效落实的

重要依据，在一些地方更是决定企业能否获得环保财

政补贴的必要一环。依据《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烟标

印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实际过程一般需要按六

个步骤进行 ：

3.1 审核准备

烟标印刷企业首先要建立推进工作小组，制定审

核工作计划 ；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清洁生产培训，广泛

动员和宣传清洁生产思想，确保企业广大职工对清洁

生产知晓到位，认识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清

洁生产目标和企业、员工密切相关。

3.2 预审核

烟标印刷企业要评价自身产污排污情况，摸清家

底，明确清洁生产目标，配合审核机构开展生产状况

和环保现状的调查，确定审核重点，初步提出改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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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viscous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the tape will produce a great noise exceeding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during the expansion. In this paper,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noise reduction scheme 
is proposed for the main noise source of the tape cutting machine by referring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of noise reduction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noise reduction; belt cutt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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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分切机降噪技术研究

Research on Noise Reduction Technology of 
Belt Cutting Machine

CHEN Yuan-ai, WANG Yan, ZHANG Yang

摘要：由于涂胶部分的粘滞阻力，胶带在展开过程中会产生超过工业标准的巨大噪声。本文通过查阅国内

外有关降噪技术研究的文献，对胶带分切机主要噪声源——放卷部分提出合理可行的降噪方案。

关键词：降噪技术；胶带分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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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噪音也是声音的一种，通常使人感觉狂躁，容易

产生身体不适。噪音会使人产生烦躁的心情，太过强

烈的噪声，甚至伤害人体的健康。各种研究表明噪声

污染会严重损害人类的身心健康，并对其工作与生活

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第一，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干扰，

具体表现在睡眠质量以及身心健康方面。研究发现，

在噪声音量超过既定的范围时，人的听力会受到损害，

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对心脏和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还会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造成休息不到位，

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耳鸣、听觉受损等现象，更会诱

发高血压、心肌梗塞等疾病。

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的高新技术呈现出快速发

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需求，

而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好的追求。而其中，对噪声的

治理则是人们尤为重视的。世界各国对这一领域极为

关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求有效地实现

噪声控制。

1 胶带分切机工作原理

胶带分切机就是通过对原材料的切割，将半成品

宽幅胶带分切为所需规格的窄幅胶带。宽幅薄膜经过



57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牵引辊的牵引和导向辊的引导，经过分切刀的分切，

变成窄幅薄膜，经过导向辊的引导最终缠绕在复卷轴

上，胶带分切机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流程如图 1、图 2

所示，主要部分构成如图 3 所示。

6，在走膜的过程中经过分切刀 5 的分切，在牵引辊 6

结束后薄膜分为上下两组，上面的一组薄膜经过导向

辊 7 后缠绕在上复卷轴 8 上 ；下面另外一组薄膜经过

引导后缠绕在复卷轴 9 上，在收卷工作快结束的时候

贴标机构 4 进行贴标，然后裁切刀 10、11 切断薄膜，

完成分切收卷工作。

2 国外消声降噪技术发展研究现状

2.1 无源噪声控制技术

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侧重于通过何种方式从根

本上杜绝噪声的出现，举例说明 ：对设备设施的加工

精度进行调整，降低噪声的生成机率 ；第二，在设备

的生产制造中引入高新技术，努力创造出无源噪声控

制设备，包括阻尼材料、吸音材料、隔音材料等。现

阶段，在全球各国中，英国、美国取得了最为显著的

成就。英国侧重于声学材料的研发，创造出了新型的

泡沫塑料、玻璃纤维，很好地应用在了噪声控制领域，

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可 ；美国重点进行了发动机

的噪声衰减与消声器设施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引领了全球噪声控制领域的发展。

2.2 有源噪声控制技术

较之国外而言，就有源噪声控制，中国的研究要

落后的多。以美国为例，其研发的声波衰减设备已获

得专利认证。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也

纷纷在此行业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英国的谢菲尔德大

学与 AE 公司进行了强强结合，对原有的降噪设施进

行了优化改善，使其降噪极限低至 50dB。

3 国内消声降噪技术发展研究现状

3.1 无源噪声控制技术

从本质上看，无源噪声控制技术属于既有技术的

一类，其突出特征是无需产生别的声源，即可实现噪

声的控制，当前，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为隔振技术、

隔声技术、消声技术、吸声技术等。

3.1.1 消声技术

消声技术强调的是通过引入专用的消声设施从而

达到降低噪声的效果。通常情况下，消声设施的主要

1. 半成品胶卷 2. 牵引辊 3. 导向辊 4. 贴标机构 5. 切刀

6. 牵引辊 7. 导向辊 8. 上收卷 9. 下收卷 10、11. 裁切刀

图 1 分切机的工作原理

图 2 全自动胶带分切机工作流程图

图 3 胶带分切机主要部分构成示意图

胶带分切机一般由放卷部分、牵引辊 ( 电机带动 )、

导向辊、分切刀、复卷轴等构成。胶带分切机的工作

原理是在牵引辊 2 的牵引下，放卷轴 1 开始放卷，经

过导向辊 3 的引导，薄膜按照一定的路线穿过牵引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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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基于气流通过的方式促使噪声衰减。就各类噪

声控制手段而言，消声技术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并

且具有极佳的效果。通过实地调查可知，现阶段中国

可以独立进行 8 类、100 多种消音器的生产。1975 年，

学者马大酞提出了微孔板吸声结构观点，目前已得到

了很好的推广使用 ；2014 年，国内进行了核电机组消

声器设施的独立研发，其总产值超过了百万。不仅如

此，小孔喷注消声理论近年来也在国内实现了重大突

破，成功地研制出了小孔喷注消声器，能够很好地满

足高温、高速等恶劣环境中的噪音消除需求，获得了

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

在恶劣条件下消声技术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取得的研

究成果较为匮乏，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应当以此

为重点。

3.1.2 吸声技术

就各类降噪措施而言，吸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被很好地适用于各工程领域中。在吸声技术领域

中，吸声材料的核心作用是降低反射生成的混响声。

通过实践可知，若能够科学、合理地进行材料的运用，

最高能够实现混响声级 5-10 dB（A）的降低。近期，

国内先后成功研发出多种不同的吸声材料，包括吸声

陶瓷、颗粒吸声砖等。目前，由国内独立研发的岩棉、

玻璃棉等建筑材料获得了国内外市场的普遍认可。通

过比对可知，当前国内在吸声技术领域的研究水平并

不低于外国，并且以超微孔板吸声材料的研发为核心。

例如，南车集团研发出的贴附多孔皮革的玻璃纤维棉

板材吸声材料已经成功远销海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我国吸声材料的综合性能一般，亟需进行有效提升。

3.1.3 隔声技术

所谓隔声技术，即在进行噪声传播期间，以厚重

密实的材质进行阻隔，以此达到降噪的目的。数据显示，

利用 24cm 厚的砖墙可以在中频范围中减少 50dB 的

噪声。而在厂房外设置声屏障降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应用。当前，在这一领域中，国内外的研究水平相当，

不足之处在于装配水平欠佳、接缝位置的密封性不好。

3.1.4 隔振、减振技术

研究发现，振动是与噪声息息相关的。在引入先

进的减振、隔振手段后能够显著地降低噪声。上世纪

60 年代起，减振、隔振技术就在国内呈现出快速发展

的态势，现阶段，国内最为主流的隔振元件主要有管

道柔性接口、隔振器、隔振垫等。从材质上看，以阻

尼材料为主。较之国外而言，中国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3.1.5 个体防护技术

在上述手段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就需要依赖个体

防护技术了。当前，国内主流的个体防护技术为防噪

声耳塞以及耳罩的使用。其中，二者的隔声值分别为

15-30dB、20-40dB。我国能够独立进行个体防护设

备研发的企业很少，因此更多地依赖进口，这一点与

国外存在巨大差距。举例说明，国内更多地集中在噪

声防护耳罩、泡棉耳塞的基础生产上。而国外则能够

针对恶劣环境下的个体提供能够把噪声转变成音乐的

噪声发电耳罩、防护耳罩。

3.1.6 综合消声技术

从本质上看，此技术实现了跨学科，融合了很多

不同的技术，其降噪效果更为显著。数据显示，采用

综合降噪技术后，降噪效率的提升比例不低于 60%。

当前，国内极为重视综合消声技术的发展，投入了大

量资源，积极地进行多功能消声设施的研发。

3.2 有源噪声控制技术

研究发现，有源噪声控制技术起步较早，目前已

在局部空间有源消声、有源消声耳机等方面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国内的研究

人员在此领域进行了专利申请，然而受限于成本问题，

很多产品仅仅开展了相关实验，并未进行批量生产以

及大规模推广。从根本上看，有源噪声控制强调的是，

基于噪声的反声信号实现与既有噪声的干涉叠加，以

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噪声。

4 综合消声技术实例分析

4.1 噪声源的位置

如下图 4 所示，由于涂胶部分产生的粘滞力，半

成品胶带在展开的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远远超过工业的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图 4 胶带分切机噪声源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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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介质抽走（如 a 图所示）或向噪音产生区吹风（如

b 图所示），从而理论上构成噪音传播途径上的阻隔，

达到降噪目的。

4.5 降噪方案设想 4——将放卷部分置于相对密闭

空间里

如下图 7 所示，通过红框密闭空间，并在密闭空

间里安装隔音（吸声）材料（如玻璃棉等）或者将噪

音引导到其他对人耳不构成影响的区域，理论上可以

达到降噪目的。构成密闭空间的材料在需要观察机器

内部的部分可采用真空双层玻璃。通过合理布置可移

动且方便拆卸的隔声屏将声源处的声音与接收者隔断，

也能起到吸声降噪的目的。

图 5 降噪方案设想 1

图 8 有源消声技术原理

图 7 降噪方案设想 4

图 6 降噪方案设想 3

噪声标准，相比于其他位置（如电机、机械传动部分、

气缸等），胶带分切机的放卷部分是主要的噪声源。

4.2 降噪方案设想 1——安装骑辊

如下图 5 所示，安装于收卷部分的骑辊亦可用于

放卷部分，骑辊表面不限于光滑圆柱面，可以做成凹

凸不平的表面，而骑辊的位置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

况灵活调整。理论上通过骑辊可以有效控制由于胶带

振动产生的噪声。

4.3 降噪方案设想 2——改变涂层温度

由于半成品胶带涂层的正常粘性对应于一定范围

的温度，范围之外的温度粘性均会降低，故可以在半

成品胶带展开之前或展开过程中调整胶带温度，有望

降低涂层黏滞力导致的噪声。

4.4 降噪方案设想 3——用风机实现噪声传播途径

的阻隔

如下图 6 所示，通过风机将噪音主要产生区的空

同时，亦可基于噪声的反声信号实现与既有噪声

的干涉叠加，以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噪声，

具体参见图 8（凯迪拉克汽车与降噪耳机均采用这种

有源降噪技术）。

通过合理地同时应用以上几种设想的降噪方案，

理论上能达到综合降噪的目的，最终的降噪效果有待

于后期的试验。



60

5 市场现有的胶带分切机降噪方案

由下图 9 所示，一些厂家的降噪方案是将胶带分

切机放卷部分置于密闭空间里面，无论是出于成本、

美观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噪声标准和客户满意度的

追求，无不证明将放卷部分置于密闭空间是一种可行

的降噪方案。相信在未来胶带分切机的市场中关于降

噪技术方面的竞争也会同分切速度、幅面等指标同样

成为不可忽视的新亮点。

的降噪方案逐渐成为胶带分切机市场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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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部分厂家降噪方案

6 结论

综上所述，较之国外而言，当前国内的消声降噪

技术发展迟缓，研究领域不够全面，很少涉及到多功

能降噪设施设备和有源消声技术，因此在未来的发展

中，我国要充分重视噪声的利用，以实现全方位、科

学系统的防控。研究发现，综合消声降噪技术的优势

体现在成本投入少、降噪效率突出等方面，因此集成

降噪、阻燃、装饰等一体的多功能降噪设备必将实现

很好的发展。此外，就噪声利用而言，当前世界各国

都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利用不多，这也正是未来发

展的重点。

噪声控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研

究和实验积累数据经验，在控制过程中，更需要企业

做出必要的投入，依靠先进的专业辅助技术及软硬件

取得应有的成果，打造出让客户满意的胶带分切机。

由于市面上的噪声消音器成本普遍高昂，而不同

企业开发的非标准的胶带分切机通常不能直接与其匹

配，需要定制化生产，而研发胶带分切机的企业只想

让整个机器达到噪音标准，相比于分切速度、幅面等

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指标，多数投资者不愿在降噪

方面给予过高资金支持，故寻求成本合理、外形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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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huge amount of packaging waste and the shortage of 
paper raw materia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 which was 
recognized as the hot spot in this field currently.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plant fiber, starch 
and chitin for producing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s were summarized.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eco-friendly packag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status, prospe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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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随着物流业的逐步发展，大量包装废弃

物随之产生。包装废弃物污染已成为仅次于水质污染、

海洋湖泊污染和空气污染外的第四大污染源 [1]。21 世

纪以来，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视程度逐步加

大，对该领域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提升。常用的包装材

料包括塑料制品、纸制品、金属制品等。以聚乙烯、

聚丙烯等为代表的塑料制品因其成本较低而被广泛使

用。然而，塑料包装材料的自然降解耗费时间长，有

研究表明，该类材料的降解需耗费超过 200 年时间 [1]。

在传统包装材料的处理利用方式中，填埋、焚烧等处

理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纸塑制品因其

材料的复杂性，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也需耗费 80 年左右

才能降解 [1]。此外，纸质包装材料在制造过程中需消

耗大量木材并产生环境污染。在我国“天保”工程实

施后，我国天然林全面禁伐，因此出现了纸质原材料

供应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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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包装强调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可降

解腐化及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2]。在包装废弃物大量

产生、废弃物回收利用困难、纸质包装原材料匮乏等

问题日益显著的今天，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虑，

开发具备污染小、易分解、可循环等特点的生态型包

装材料已成为包装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许

多研究者相继开发并研究降解塑料、生物质材料等，

试图推动包装材料行业向生态、环保方向发展。本文

针对生态型包装材料领域的热点研究进行了分析，对

以植物纤维、淀粉、壳聚糖和甲壳素等为原材料的生

态型包装的研究进展及局限分析，对未来生态型包装

材料的开发进行了展望。

2 生态型包装开发现状分析

2.1 植物纤维原料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

在天然林禁伐、纸质材料原材料匮乏的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转向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生态

型材料的开发。我国农作物秸秆产量大，每年可产生

各类农作物秸秆如玉米秸秆、小麦秸秆、水稻秸秆等

7 亿多吨，其总量占世界秸秆总产量的 20%-30%[3]。

我国每年废弃的农作物废弃物数量巨大。王立元 [4] 等

人称，我国每年废弃的稻谷壳超过 5 亿吨。随着农业

生产而产生的大量农作物植物纤维被认为是符合可持

续发展要求的可再生资源。植物纤维具有较强的机械

强度和化学稳定性，在包装材料中可起到骨架作用，

经过改性及与其他材质结合后，可作为具备良好前景

的包装材料。有研究者 [4] 利用秸秆粉和轻质碳酸钙作

为主体，加入 PVA 和淀粉等胶黏剂后，制备了可降

解模塑粉体系。在压缩模塑工艺下，利用该模塑粉制

成了可生物降解的餐饮具、禽蛋包装托盘等。该研究

称，此类塑模材料不仅可以填补木质纤维的不足，利

用农作物秸秆的单位价格远低于传统塑料，而且可以

显著提高包装材料的拉伸强度。在以植物纤维为主要

原料的包装材料开发过程中，各种辅助原料的配比非

常关键。淀粉可帮助增强材料的胶结性能，植物纤维

的配比也会决定材料的抗冲击性及成塑性。现有报道

表明 [4]，秸秆纤维用量过多，易造成纤维间相互缠结，

从而使得混合及塑炼困难。而秸秆纤维用量过少，则

不易成型，材料的抗冲击强度不易提升。有研究 [4] 称，

采用马来酸酐作为极性与非极性材料的相容剂，将纤

维采用马来酸酐、钛酸酯偶联剂处理后与淀粉 PS 树

脂混合后，可显著提高材料的相容性，提升混合物强度。

此外，植物纤维的粒度和添加量也会影响材料的发泡

质量和制品的物理机械性能。已有研究称 [4]，为了使

挤出发泡能形成均匀细密的泡孔、发泡过程连续稳定，

提升制品的机械性能，必须使纤维原材料细化至 100

目以上。目前，已出现采用小麦秸秆纤维和小麦淀粉

制备为快餐包装盒的研究。以此类生态型材料制备的

该包装材料具备价格便宜、可生物降解、对环境无污

染等特点。（表 1）

由上表可知，各类天然农作物纤维的强度不同，

但以玉米秸秆、小麦秸秆为代表的秸秆纤维均呈现出

了良好的耐折性能。此外，聂艳丽 [14] 等人经过调研

称，目前利用甘蔗渣作为木材替代原料生产纸杯、原纸、

全降解纸、农用地膜、纸质餐饮用具等已有成熟的技

术，甘蔗渣的化学成分与木材相似，是很好的制板原料。

王高升 [15] 等人称，葵花秸秆外表皮比较薄弱，不容易

胶合。高粱秸秆表面致密，但存在部分块状物，不适

用于包装材料。玉米秸秆表面平滑且质量轻，强度高。

在现有的秸秆纤维研究中，玉米秸秆的研究数量最多。

2.2 淀粉原料的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

淀粉是一种天然高分子物质，因其来源丰富、价

格便宜、在微生物作用下可完全降解而被广泛认为是

一种具备生态环保性能的可再生资源 [1]。将淀粉应用

于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也成为目前包装材料领域

的研究热点。许多研究者试图将淀粉与其他天然高分

子物质如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甲壳质、

蛋白质等进行复合，制造出可完全生物降解的材料 [4]。

此类材料原材料便宜，具备一定的热塑性，可采用不

同方法成型、可降解等特点，采用不同配比制成的膜材、

片材等可作为各类包装材料。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 [4]

采用小麦、玉米及马铃薯淀粉并掺入大麻纤维后，制

作了包装涂层、食物储藏箱、垃圾箱衬里、购物袋以

及农用薄膜等。该研究结果称，新生成的材料能完全

溶于水，完全降解后可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具备良

好的环保性能。已有研究称 [4]，将植物纤维混入 PS 淀

粉树脂中后，淀粉可促使多组分交联，使分子链由线

形或轻度支链形转化为三维网状结构，形成纤维增强

淀粉塑料泡沫，从而有效提高快餐具制品的降解性能、

力学性能、加工性能等，并能降低成本。高伟岩 [16] 等

人以废旧瓦楞纸板和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选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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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通过挤出工艺，制备了一种新型环保生物质包

装材料。张哲源 [17] 等人以废弃瓦楞纸板和小麦秸秆为

主要原料，添加大豆蛋白胶粘剂，制备一种可用于热

压成型的轻质代木包装材料。

在以上研究中，有大量研究证实，在以淀粉为主

要原料的新材料配比过程中，淀粉的用量对材料的工

艺性能影响较大，淀粉与 PVA 的联合使用，对极性

材料体系有协同作用。而淀粉自身的糊化也对常与淀

粉联合使用的植物纤维有一定的胶结作用。有研究称 [4]

适当提高淀粉的含量可以提升材料的加工性能及抗冲

击强度，对加工设备的粘附力和塑炼、模压操作等均

会产生影响。随着淀粉含量的提升，材料的降解性能

则随之提升。但是，当淀粉添加量达到四分之一以上时，

材料的物理性能则可能明显下降，其强度、刚性、表

面质量和使用性能与 PS 泡沫塑料餐具相比，仍存在

明显的差距，可引发熔体强度降低、泡孔壁强度下降

易碎等问题。淀粉材料可经过与含有胺基、亚胺基、铵、

硫等基团的物质进行反应改性后，混合植物纤维、轻

质碳酸钙及聚乙烯醇等制备塑料片材。大量研究表明，

改性后的淀粉可增强基团之间离子键的相互作用，并

增强材料粘性。改性后的淀粉可与纤维素和碳酸钙等

填料紧紧结合，增强材料的强度 [4]。目前，已有越来

越多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淀粉与植物纤维为原料，使

用干法纸浆模铸法（DMPM）制备包装材料，生产垫板、

一次性快餐、水果包装盒等。大量研究表明，开发淀

粉塑料可能是解决现行塑料使用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纵观目前以淀粉及纤维为主要材料的生态型包

装材料研究报道可以发现，目前尚未出现能完全降解

的填充型淀粉塑料。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对新型材料

的失重、碎裂、力学性能降低等性能进行了分析。然

而复合材料制造中使用的 PE、PVC 等仍然难以降解，

降解性较差材料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此外，现

有的生态型包装材料在综合性能和成本方面尚无优势。

例如，淀粉的降解塑料相对于现行的塑料而言，耐水

性较差。我国在铁路上推广的降解聚丙烯快餐盒比原

用的聚苯乙烯泡沫快餐盒成本高 50%-80%。此外，

有研究称，以淀粉为主要原料制备的薄膜因淀粉分子

粒径较大，而使得制成的薄膜厚度较厚，材料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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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秸秆纤维用于纸质材料开发的性能分析 [5-13]

组分
名称

 类别

打浆
度

(SR)

抗张
指数
(N·m/

g)

耐破
指数
(KPa
·m2/g)

撕裂
指数
(Mn

·m2/g)

厚度
(μm)

紧度
(g/

cm3)

裂断
长度
(m)

耐折
度

( 次 )

拉伸
强度

(MPa)

断裂
伸长

率 (%)

弯曲
强度

(MPa)

玉米
秸秆

41.0 19.4
1.3
—
5.1

4.7
—
8.5

0.63
1990

—
2380

7
—
25

4.4

芦苇
秸秆

3.7 6.56 2680 10

小麦
秸秆

43.0 48.9
2.1
—

2.96

6.9
—
9.6

113.0 2150 5
9.7
—

13.1
5.5 39.6

稻草
秸秆

40.0 250.0 19 24.0 17.0

麻
纤维

19.2 14.5 23.41

蒲葵
茎杆

20.5 2.7 9.01

麦草
纤维

24.4 1.82 4.86 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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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因而成本更高 [16]。

2.3 甲壳质原料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发

除了淀粉和纤维为材料的生态型包装材料外，如

今也出现了以甲壳质为原材料的生态型包装材料的开

发研究。甲壳质纤维大量存在于低等动物特别是节肢

动物的甲壳中，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阳离子纤维。全

球每年生物合成的甲壳素高达数百亿吨 [1,18]，其产量

仅次于天然纤维素。由于甲壳素中含有多种官能团，

因此具有很强的反应活性，可以发生脱乙酰基、水解、

交联、接枝、酰化、醚化、羧甲基化、氧化还原及络

合等反应。甲壳质原料无毒、无味、耐热，有良好的

吸湿性、纺丝性和成膜性等特点，因而用甲壳素加工

制备的包装材料具备良好的透气性能和吸水保湿性能。

已有研究称，将壳聚糖溶于弱的有机酸之后，可形成

具有一定黏度的透明溶液 [18]。已有研究者采用甲壳质

作为复配材料，应用于食品保鲜包装的研究。已有研

究表明 [18]，现有的以壳聚糖为原料的生态型包装材料

研究表明，对果蔬进行涂膜壳聚糖材料保鲜后，可对

食品的失水率、维生素 C 含量、总糖度、总酸度等参

数的维持具有良好的效果，能有效延长非跃变型果蔬

的贮藏时间和货架寿命期。

3 展望

在包装废弃物大量产生的今天，随着人们环保意

识的增强及各国环保法规的逐步完善，寻求解决包装

废弃问题生态型包装的开发已成为领域内重要的研究

方向。研究包装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减量化、回收再

利用、提高产品能效、可拆卸、可回收性设计，杜绝

过分包装等节约能源资源消耗的方式，对实现包装的

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2]。以淀粉和植物纤维为代

表的天然材料存在巨大的研究潜力，尤其是在一次性

包装制品研究方面。通过对纤维及淀粉进行合理改性

并完善工艺条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

目前生态型包装材料在使用性能、降解性能、成本等

方面，仍无法与传统使用的塑料制品相抗衡。因此，

未来仍需要在提升生态型包装的可降解性，调整复合

材料的配比，增强材料的使用性能，降低成本等方面

继续开展研究，为这一领域新材料的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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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 has been interpreting the wisdom and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since ancient time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the material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forms have his 
own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For example, the bronze war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Wadang period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grottoes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lotus patter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l displayed their shapes, colors, and artistic 
forms in cultural values. The ancient artistic charm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modern pattern design 
ha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meaning; In modern design, patterns are widely used, such as logo design,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clothing and clothing, interior decoration, porcelain patterns and other field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decorative patterns to conduct research.
Keywords: creative material; thinking mode; conceived; inspiration; basic form; form of expression; point 
line surface; creative view

王两雄

(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广东佛山 528216)

浅谈图案设计的创意过程

The Creativity Context of Logo Design
WANG Liang-xiong

摘要：中国传统图案自古至今演绎着人类自身的智慧和结晶，在每个历史时期中素材及艺术表现形式都有

着他本身的象征意义及审美情趣。在传统图案中，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秦汉时期的瓦当，六朝时

期的石窟壁画，宋元时期的莲花纹，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其造型、色彩和艺术形式在文化价值上都彰显着

中华民族古老的艺术魅力，在现代图案设计中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设计中图案的应用非常广泛，

如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服装与服饰、室内装饰、瓷器图案等各个领域；因此，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

本文主要立足于装饰图案创意观进行研究。

关键词：创意素材；思维模式；构思；灵感；基本形态；表现形式；点线面；创意观

中图分类号：TB4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400 (2018) 06-0065-03

DOI: 10.19362/j.cnki.cn10-1400/tb.2018.06.005

作者简介：王两雄（1979—），男，广东澄海人，艺术设计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平面设计，现在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任教，E-mail：

820932856@qq.com。

1 装饰图案的创意元素及思维模式

1.1 元素的积累和提炼

素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是艺术创造的灵感和源

泉 ；素材分为直接素材和间接素材，形态上又分为具

象形态和抽象形态 ；生活中包括人物、动物、花鸟、

植物、风景、几何形等形态。素材来源于设计师对生

活的积累和敏锐的感知，在元素的积累中，往往通过

写生或临摹或摄影等手段进行素材积累，如古代中青

铜器、瓦当、石窟壁画、莲花纹、青花瓷等传统素材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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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鸟——从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演绎变化

图 2 花——从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演绎变化

在现代图案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每个历

史时期中的素材及艺术表现形式，都有着它本身的象

征意义及审美情趣。

“临摹——写生——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

习过程，通过不断的临摹和写生相结合的练习，在优

秀作品中吸取精华，并且培养设计师对生活的敏感观

察及客观感受，是创作过渡的重要积累阶段，为后期

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任何素材都有自身的形态特

点，在创作时必须紧扣主题，并选择相应或相近的素

材，通过主观的想象或夸张，从整体出发抓住对象的

本质特征，大胆的取舍，抽出其共同美的元素进行重

新组合等，使新的图案更加符合设计的目标。（如图

1“鸟——从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演绎变化”[1]，图

2“花——从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演绎变化”）

1.2 创意构思及思维模式

创意是图形设计的灵魂。创意是以逻辑性思维和

创造性思维为核心通过主题寻求联系，对元素的提炼、

组合、共生等手法生动有力的构造新的创意图案。构

思是设计师个人素养和专业修养的综合体现，它决定

着整个设计的方向，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

设计师是“感性的跳跃思维”、“理性的逻辑思维”及

“完美表达”三者的总和 [2]。构思的前提必须围绕着设

计的主题进行相关的联想和思维发散，通过多个角度

的创意活动进行构思，同时做相应的草图分析、记录。

任何构思都有着本身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特殊状

态。灵感是设计的初步构思，元素的确立是创意的起点，

构思首先必须紧扣主题，其次根据多种构思方法及多

种角度进行相关联想。而设计灵感的题材一般包括以

品牌名称为设计题材、以品牌历史典故与相关典故具

有装饰风格图案或卡通形式为题材、以品牌的内在关

联性传递某种意义的创作灵感为题材等等，同时通过

元素或题材激发设计师的进一步创作联想 [2]。当在构

思找到 idea，同时通过具象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

发散思维、逆向思维、联想思维、移植思维等等思维

模式进一步演绎推理，使图案在创意上更形象、更生

动 [3] ；这是设计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并传递某种寓意

的信息功能。

2 图案的表现形式

2.1 装饰图案的基本形态

装饰图案的组织形态包括单独纹样、角隅纹样和

连续纹样。

单独纹样是图案组织的基本形态，并通过基本形

态延伸为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 ；单独纹样

的特点是独立不受限制的单元，结构形式包括对称、

均衡 ；适合纹样的特点是先通过外形去确定内容的骨

式，外形与内行的共生造型须保持一致性，构成骨式

包括直立形、放射形、求心形、旋转形 ；角隅纹样的

特定是在形体边角进行修饰的装饰纹样，也称角花，

有自由和对称两种表现形式 [4]。

连续纹样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二方连续的

特点是单独纹样按一定的规律向左右或上下连续重复

排列的节奏进行构成，具有一定条带状的方向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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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连续的特点是单独纹样按一定的规律向四周连续重

复排列或延伸扩展的节奏进行构成，其构成形态包括

散点式、连缀式、重迭式等 [4]。

2.2 图案的创意表现

2.2.1 基本要素

“点、线、面、体”是任何图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

在画面中通过各元素的重新组织和布局，使设计师充

分利用这些重要元素，按照形式美法则和创意进行重

新组合，构成新的创意图形。“点—线—面”的概念在

画面上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简单的一个点或一条线，

是在整体中无形中相互对比、相互衬托的过程，使图

形在整体中更生动。“点—线—面”元素在图形中的

位置、组织和分割布局关系到画面的整体效果。骨格

包括 S 形、米字形、向心形、离心形等组织形态，是

任何图案变化的开始，它决定任何图案的基本走向和

定位，是内部形态和空间分割以及图案繁简的重要依 

据 [5]。

画面的组织要素包括 ：构图、造型、黑白灰、主

次、表现组织、表现手法。①构图，在设计中构图是

非常重要的元素，应注意重心均衡、疏密、主次突出、

合理的布局、视觉中心是否突出。②造型，在造型形

式上应考虑协调、流畅、生动，富有韵律。③黑白灰，

黑白灰在画面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设计中的黑白灰

与绘画的黑白灰有所区别，不能等同，不能简单的理

解为五大调或三大面 ；设计中的黑白灰既包含绘画艺

术中的黑白灰关系，也包括设计点线面的组织规律 ；

随着图形基本要素的整体变化而变化。④任何图形都

离不开表现手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并

非所有的表现手法都适合任何 idea，好的 idea 需要

寻求吻合的表现手法 ；因此，在表现上应考虑内容与

形式的协调统一 ；主题突出，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和

整体感，如图 3 [5]。

2.2.2 创意表现手法

在现代设计中图案的应用非常广泛，如标志设计、

产品包装设计、服装与服饰、室内装饰、瓷器图案等

各个领域 ；因此，在创作中要懂得区分每个设计门科

存在的共性和特性问题，否则容易混淆概念。构成观

是图形创意设计中至关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常用的

构成法则一般包括组合构成、重复构成、特异构成、

渐变构成、发射构成、空间构成、对比构成、肌理构

成等表现形式，并通过点线面的有序组织进行新的 

创造。

形式美法则是一切造型艺术表现的普遍原则，是

设计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艺术家或设计师综合素养

的重要体现。正负形、五构、元素代替、共生图形、

矛盾空间、影子创意、文字图形、比拟手法也是创意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是创意中比较常用也比较重要的

知识点，通过本身的特殊寓意或特点进行创意延伸、

巧妙的运用让人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创意效果。设计

者必须紧紧围绕着主题进行创作，通过图形独特元素

的整合，突出寓意，简洁、有力地传递着产品本身的

功能价值 [6]，同时也应考虑图形的整体性、完整性及

表现手法 ；因此，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传达图形

的信息功能，创意是设计的先驱，是设计的灵魂，离

开创意一切将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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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作品选登

SWEET MILK ORINK
牛奶包装设计

SWEET MILK ORINK

此款牛奶包装设计，风格

简约，简洁大方不失时尚

感，采用剪影式的图案方

法，生动的体现奶牛食草

的状态，更能体现牛奶的

新鲜、生态与健康。

花生包装设计

此 款 花 生 包 装 设 计，

利用中国古建筑为题材，

同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

风格进行设计。整体简洁

明了，色彩鲜活，建筑房

屋 高 低 有 致， 特 色 突 出，

体现中国花生食品的特色

和美味。

作者简介：胡晓霞(1980—)，女（汉族），大学本科，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讲师，已发表《包装设计与制作课程

中创新理念的应用分析》等多篇论文，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邮箱：773944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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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Lighting，照亮影之美
——深圳市中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形象包装设计

作者简介：刘晓瑜(1987—)，女，广东人，大学本科，广州工商学院讲师，已发表《浅谈视觉传达设计风格趋势之扁平化设计技巧》等视觉设

计方向多篇论文，研究方向品牌视觉形象设计，邮箱：61364206@qq.com。

UL标志设计

此标志以品牌名称的英文简称

UL 为图形基础，使用正负形构成

方法，将方块切割成实形 L 与虚形

U 的结合。体现出品牌产品照亮之

处既有物体的空间质量之实，背光

之处又有影子的通透灵动之虚。此

标志块面感强，可作多种灵活变化。

UL包装设计

此款包装设计在色彩上使用了

品牌标志的鲜绿色和白色搭配，符

合产品的节能环保特点。装饰图案

上使用了品牌标志作为基础形构成

二方连续装饰图案，正面展示面为

产品造型增加渐变光影，在扁平设

计中形成层次对比。包装整体视觉

感受上简洁鲜明，形象特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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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包装物回收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者 ：丁玉珍，朱婷，宁鹏飞

来源 ：现代商贸工业，2018 (5)

摘要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物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物流包装物在我们生活中也越来

越常见，快递越多包装物也就越多。包装物我们总是选择丢弃，然而丢弃的包装物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言就是

一种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这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循环利用的、对于生态环境无污染

的物流包装物。包装物的回收利用将会成为一种趋势。

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和主成分分析鉴别原装和回收聚苯乙烯容器

作者 ：Xue‐Chao Song，Qin‐Bao Lin，Chao‐Fang Chen，Jing‐Hong Chen，Chang‐Ying Hu

来源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8(5)

摘要 ：在首次衍生品预处理后，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结合主成分分析 (PCA) 对原生的和再生聚苯乙烯

(EPS) 食品容器进行了鉴别。在循环过程中发生的降解将导致羰基区（1780 ～ 1620 cm ～ 1）的吸光度增加，这

可以作为建立 PCA 模型的变量。

循环经济视角下高校快递包装物回收模式优化研究

作者 ：邹筱，付亚洲，李玉琴

来源 ：包装学报，2018 (5)

摘要 ：为了优化现有回收模式，提出高校后勤部门与校园快递代理点协同回收快递包装物模式，运用

Stackelberg 博弈构建模型，求出最优快递包装物价格和回收率的关系式，并分析两者的主要影响因素。高校可

以通过改变奖惩力度，来控制快递代理点及后勤部门对快递包装物的回收率 ；采用教育和奖惩相结合的方式提高

学生回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保障高校环境清洁，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学 术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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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 / 纳米纤维素可降解食品包装薄膜的研究及其在西兰花保鲜中的
应用

作者 ：何依谣

来源 ：浙江大学 硕士论文，2018

摘要 ：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食品包装逐渐朝着节能环保方向转型。聚乳酸（PLA）因原料

可再生且降解性能优异而成为绿色食品包装材料的主力军，用同样具有生物降解性的高强度填充粒子纳米纤维素

（NCC）改性聚乳酸，不仅能获得一种高性能复合包装材料，而且还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本文以聚乳酸

为基材、纳米纤维素为改性剂、聚乙二醇（PEG）为界面相容剂，制备得到一系列可降解食品包装薄膜。研究了

纳米纤维素含量对复合薄膜表面形貌、热性能、力学性能、渗透性能以及透光性能的影响，考察了不同薄膜包装

对西兰花常温贮藏的保鲜效果，并探索了聚乙二醇和纳米纤维素对聚乳酸复合材料降解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

1. 采用溶液浇铸法制备一系列不同纳米纤维素含量的聚乳酸 / 纳米纤维素复合薄膜。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FE-SEM）观察薄膜的表面形貌，发现当纳米纤维素添加量小于 4wt% 时可被聚乙二醇完全包裹并在聚

乳酸中均匀分散……

2. 分别用纯聚乳酸薄膜、PLA/N0/P10 复合薄膜以及 PLA/N2/P10 复合薄膜包装西兰花…….

3. 将纳米纤维素和聚乙二醇以不同比例与聚乳酸熔融共混制备聚乳酸 / 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随后进行为期

60 天的模拟体液降解实验……

Academic Frontier

AIT 生物包装调控蓝莓货架品质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作者 ：吴韬，袁旭，王庆慧，李明元，吴胜勇

来源 ：西华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2018 (5)

摘要 ：探讨以聚乳酸 / 甜菜皮 (PLA/TSBP) 为基材的生物包装经异硫氰酸烯丙酯 (AIT) 精油抗菌涂层处理

后对蓝莓果实货架品质和抗氧化活性的影响。以蓝莓为试材，考察 AIT 生物包装、AIT 精油和对照 3 种处理方

法的保鲜效果。结果表明 ：AIT 生物膜可有效抑制蓝莓青霉菌和灰霉菌孢子生长，孢子发芽率分别为 15% 和

26%( 对照均 >90%) ；芽管长度分别为 35 和 65μm( 对照 >90μm)，腐烂率降低 60% ；4℃贮藏 15d，生物包装

处理果实硬度为对照的 1.5 倍，蔗糖、果糖分别为对照 2 倍和 1.7 倍。AIT/ 壳聚糖生物包装有效维持蓝莓果实总

黄酮、多酚水平。研究结果可为生鲜蓝莓低温贮运提供参考。

生物质纤维基包装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

作者 ：徐铭梓，黄丽婕，张晓晓，黄崇杏，柴坤刚，梁东武，宗梦婷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5)

摘要 ：目的综述纤维基复合材料在包装中的应用和研究现状。方法介绍国内外生物质纤维基复合材料在发泡

型材料、薄膜、板材等不同种类包装材料中的应用现状，分别总结各类包装材料使用的基材及制备工艺，比较不

同纤维基复合材料的性能差异，指出复合材料在制备工艺及性能上的不足，并展望纤维基包装复合材料的发展前

景。结果纤维素具有天然的化学结构，使纤维基材料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阻隔性、可降解性，较好地应用在不

同包装材料中。结论纤维基复合材料具有性能优良、可生物降解、经济环保等特点，在包装领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在原料的选择、制备工艺绿色化及性能的可控性等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