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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most of the Die-cutting Machine us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stripping, and the working speed is low, it needs to be manually dismantl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issue of external disposal, improve the speed of waste disposal, and reduce labor cos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type of Die-cutting and stripping device, including the paper-receiving part and 
the waste-removal part, which can be used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waste disposal, and this Die-cutting 
Machine without waste disposal part. The device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ie-cutting machine, 
can also be used alon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ipping.
Keywords: die-cutting machine; waste-removal device; paper-receiving part; round group

韩雪，王佳琪，鲁楠

(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一种新型模切后置清废装置

A New Type of Post-Consumer Waste 
Removal Device of Die-Cutting Machine

HAN Xue, WANG Jia-qi, LU Nan

摘要：由于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采用的模切设备不带清废功能，工作速度低，需要人工清废。为了解决清废

外置的问题，提高清废速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模切清废装置，包括接纸部分和清

废部分，用于完成不带清废模切机的清废工作，该装置可以和模切机联线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达到清

废的目的。

关键词：模切机；清废装置；接纸机构；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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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包装行业的发展情况决定了模切设备的发展

方向。现如今的社会对包装产品的需求量每年都呈上

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电子商务的普及和推广，几乎

所有大小产品都需要通过包装来完成储存和运输，所

以对模切设备的需求也是呈上升趋势 [1]。随着劳动力

成本不断上升，全清废模切机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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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一些中小型企业用的模切设备不带清废部分，如

果直接更换为全清废模切机，对这些企业来说压力很

大，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全清废模切机的价格比较高。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为不带清废的模切机加上清废

装置，而不是换整台模切机。

1 模切机的国内外现状

我国的模切机制造技术是随着我国包装工业的

发展而发展提高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

印刷包装工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的模切机制

造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近几年各方面技术的发

展，国产模切机在许多技术参数上已经达到了较高水

平，有的甚至已接近国际水平，同时涌现出了一批知

名的厂商，如天津长荣、上海耀科、上海旭恒等。曾

有资料统计，国产模切机的价格相当于国际同类产品

的 1/4-1/3，由于国产机在价格方面的绝对优势，在

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 80% 以上。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清废部分近年来需求量

比较大，特别是近几年的设备都增加了清废功能 [2]。

国内的天津长荣、上海耀科、上海旭恒、河北诚远等

厂家生产的模切机都相继增加了清废结构，实现了模

切机的清废功能。这些厂家都是在原有模切机的模切

部分和收纸部分之间增加三框协调工作的清废机构实

现模切机的清废功能，减少了人们的劳动 ；但是国内

的一些小型公司大都使用的是不带清废的模切机，毕

竟全清废模切机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国际先进的自动平压模切机生产厂家有瑞士博斯

特、德国吾霸、西班牙伊波瑞克等，这些厂家生产的

模切机速度高，精度高，可靠性好，且几乎都具有清

废功能，甚至全清废，换版时间短，全清废的速度也

很高。目前，国内外的模切机正进一步向智能化、高

速化、高精度、多功能、大幅面、高稳定性及联机化

方向发展。

目前，国内的劲丰机械等厂家生产的线下清废机

多以手持式为主，还有一些清废机只能线下单独使用，

不能与现有的设备联线，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效

率低下，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2 后置清废装置的组成以及工作原理

设计该装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不带清废的模切机加

上清废机构，减少劳动力成本，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提高模切机的自动化程度。清废装置的作

用是将经过模切后的纸张的废边去除掉，由于模切后

的纸张已经脱离了叼纸牙排，所以首先要考虑在清废

部分纸张的输送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清废效果。经过

调研相关产品以及查阅相关文献，确定最终的纸张输

送方式采用上下轮组的形式，当纸张到达清废部时，

由若干组上下一一对应的轮组进行纸张的输送 , 并且

该轮组要能够调整位置，以适应不同大小的纸张，这

种传输方式可以减少模切后纸张的散版，提高传输效

率。

在该装置中，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怎样

将模切后的纸张由原来的模切机传送至现在的清废部

分。这一部分起到桥梁的作用，并且要求动作连续，

传递精度高，对纸张表面无损伤，最终采用凸轮连杆

机构驱动气嘴将纸张传送至清废部。该清废装置包括

接纸部分和清废部分，这两部分协调工作，以完成清废。 

该装置的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模切后的纸张由

叼纸牙排输送至收纸部，该清废装置与收纸部连接，

通过凸轮连杆机构驱动吸嘴的方式将牙排上纸张接过

来然后向前输送，通过点轮将纸张输送至清废部，然

图 1 后置清废装置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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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凸轮连杆机构驱动吸嘴方式进行纸张的输送和传递。

该接纸机构是连接在模切机的收纸部分，把模切

后纸张接过来，传送至清废部分，该机构实现的动作

是：先用吸嘴吸住叼纸牙排上的纸，然后叼纸牙排松开，

吸嘴吸着纸先向后移动，为了让纸张能够完全脱离叼

纸牙排，然后在向下移动，是为了避免和叼纸牙排干涉，

然后再向前移动将纸张送至清废部分，然后吸嘴再回

到初始位置，去完成下一个循环。其三维模型如图 2

所示。

3.2 清废部分的确定

清废部分的目的是清除没用的废边和孔。目前，

模切机上运用的清废方式包括上框、中框、下框三框，

并且在清废框上可以安装清废针或者阴阳模板，上框、

中框、下框可以在竖直方向往复运动，通过三框的协

调运动可以完成清废 [3]，清废过程中的输纸方式采用

叼纸牙排进行纸张的传输 [4]。而现在的后置清废装置

将清废模块放在模切机外面，虽然清废方式变化不大，

但是输纸方式改变。

该清废装置的清废方式采用阴阳模板清废，包括

上框和中框，在上框上安装相应的阳模板，中框上安

装阴模板，中框固定在墙板上静止不动，上框可以在

竖直方向上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完成清废。清废过程

中的输纸方式不能再采用牙排进行输纸，而是采用上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后清废部的轮组将纸张传送至清废工位，上框向下运

动，直至清废完成，然后上框向上运动，轮组将纸张

继续向前输送至收纸部，一个工作循环完成。

3 清废装置的分析与设计

在该装置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怎样实现高速清

废，并保证清废的精确性 ；还要考虑怎样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3.1 接纸方案的确定

目前，在印刷包装领域，纸张从一道工序传送至

另一道工序，主要采用下吸风的方式，此种方式只适

合瓦楞纸的输送，不适合薄板纸的输送，且该方式容

易在纸张表面产生划痕，影响了纸张表面质量。为了

避免这些不好的结果，本装置中的接纸结构主要通过

机械机构的配合完成接纸和传纸。由于凸轮机构能够

实现各种运动规律的变化，通过选择合适的运动规律

可以让凸轮机构的运动曲线平滑，且冲击力很小，能

够保证纸张的表面质量，且传递精度高，因此决定采

图 3 清废部分接纸三维模型图 2 接纸部分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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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一对应的轮组实现纸张的输送，下面的输纸轮是

主动轮，上面的轮为从动轮，由主动轮带动纸张向前

运动，从动轮起到压紧纸张的作用，避免速度过高，

纸张定位不准确。该装置由多组一一对应的轮组组成，

主动轮的排列方式为 m 行 *n 列（根据机型的大小，

数量不同），并且根据纸张的大小，还得要求各个轮组

可以进行前后左右调节，从动轮的排列方式和主动轮

的排列方式一样，根据需要，从动轮也可以进行前后

左右调节，同时，整个从动轮部分需要根据纸张的厚

度要在上下方向进行微调。其三维模型如图 3 所示。

4 结论

通过对现有模切机市场的分析和认知，本文提出

了一种新型的后置清废装置，可以与普通模切机联线

使用，也可以线下单独使用，完成清废工作，该装置

提高部分模切机的自动化程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提

高清废的工作效率，开拓了模切机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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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bility of the tension control system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 of the belt separator.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tape cutting machine, 
such as the unreal tape winding and the larger air bubble, the fuzzy PID control algorithm and the integral 
separation PID algorithm are used to control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the tension control system,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high tension control system is made, so that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gh tension control 
system is produced.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the adhesive tape is tight and the bubbles are obviously 
reduced.
Keywords: belt cutting machine; tension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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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分切机张力控制系统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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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力控制系统稳定性对胶带分切机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解决现有胶

带分切机设备在胶带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胶带缠绕不实，存在面积较大的气泡等问题，在控制上采用模糊

PID控制算法和积分分离PID算法，同时对张力控制系统机械结构进行优化，提高张力控制系统稳定性，使

生产的胶带成品达到缠绕紧实，气泡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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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五年来，我国包装行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快递

包装行业。据统计，2013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为 91.9

亿件，到 2017 年就到达了 349.6 亿件。随着印刷包装

市场需求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胶带质量和数量的需求

不断提高。目前市场上胶带大多数还存在形状不规则、

分切精度不高、缠绕不紧等质量问题，胶带分切机作

为胶带生产机械，其生产质量、工作效率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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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分切机是把涂胶后的宽幅半成品胶卷分切为

规定的不同规格的、不同需求的成品胶带，是胶带生

产不可缺少的工艺流程。目前高端的胶带分切机设备

主要来自国外进口，国内许多厂家也设计生产胶带分

切机，但是整体上自动化水平不高，生产出的胶带产

品质量处于中低端水平，设备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少

数几个公司掌握。

张力控制系统是胶带分切机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其在工作过程中放卷张力控制和收卷张力控制的稳定

性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胶带分切机放卷过程中要保

持张力恒定，而在收卷过程随着收卷半径逐渐增大，

张力则需要稳定改变，此时需要张力锥度控制。张力

锥度控制是按锥度自动调节张力大小，为了防止胶卷

在收卷过程中内应力不断增大，挤压轴芯薄膜使其产

生变形而造成废品的产生甚至薄膜断裂以及相邻薄膜

边缘出现毛刺，进而发生交迭而无法分盘。

目前市场上中低端胶带价格较低，质量较差，出

现气泡，切边不整齐等问题胶带概率较大。高端胶带

生产对胶带分切机设备精度要求较高，尤其是胶带生

产过程中张力控制精度以及稳定性。

因此胶带分切机张力控制系统稳定性研究，既是

市场对高质量胶带的需要，也是降低胶带成本，提高

自动化的需要，还有利于加快行业发展，提升国产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促进我国包装快递行业

的良好发展。

1 国内研究现状

胶带分切机设备国外起步较早，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的杜森百瑞（DUSENBERY）制造出第一台薄膜

分切机。经过 50 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努力，分切技术和

分切设备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动化程度高，分切

速度快，德国康普 (KAMPE)、格贝尔 (GOEBEL) 生

产的幅宽为 10 米的分切机最高速度已经能达到 1200

米 / 分，远超当前国产的分切机，同时也是市场上销

售量最高的分切机品牌。

国内胶带分切机由于起步晚，缺乏对分切材料特

性了解，未能将机械结构与控制系统有效结合，导致

胶带分切机设备自动化程度低，分切机结构基本相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兴起，全国的生产制造水

平都有显著的提升。分切机械在南方江浙一带，北方

的北京、陕西、河北等地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许多胶

带分切设备生产企业脱颖而出，占领了国内一部分市

场。具有代表性的厂家有南京安顺、苏州天钻、杭州

大华、陕西北人、河北格润思等。南京安顺率先实现

了自动接膜，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安顺公司自主研

发和制造了 2.5 米，3.4 米，4.2 米宽幅系列分切机，

填补了国内宽幅分切机的空白，在宽幅分切领域不再

表 1 控制方式对比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控制方式 控制原理 控制特点 适用范围

手动控制
操作者在胶带卷径缩小到某一设定值
时，手动调节制动器来调整胶卷张力

自动化程度低，需要人为干预进
行胶卷张力调整，生产效率低

用于低速、张力
控制要求低的分
条机、印刷机

开环、半
自动闭环

控制

通过对卷轴转速进行检测，累积计算卷
径与材料厚度差，根据厚度信号控制卷

径上的转矩调整张力

与外界刺激无关，张力控制稳定，
但受到机械损耗，转矩变化等影

响，从而降低绝对控制精度

用于中低档分条
机、印刷机

闭环、全
自动闭环

控制

通过张力检测器实时检测胶卷张力，直
接反馈张力信号，不断缩小期望张力值

与实时张力值的差距直至偏差为零

适应外界刺激的变化，控制精度
高

用于系统要求较
高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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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放卷模糊自整定 PID 控制

胶带分切机放卷过程采用模糊自整定 PID 控制算

法，算法控制流程如图 2 所示 ：

图 1 张力控制原理图

图 2 模糊 PID 算法流程图

图 3 自整定 PID 算法控制图

依赖于进口。

国内对分切机的张力控制系统结合国外的控制技

术做出了很大改进。目前分切机张力控制主要包括三

方面 ：各自控制方式的原理、特点以及适用范围如表

1 所示。

控制算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在 PID 控制算法的基

础上，结合使用条件又研究出了一些新的控制算法。

比较主流的控制算法有 ：

（1）PID 鲁棒自适应控制。由于 PID 控制具有原

理简单，参数易调整，适用性强，抗干扰性强，良好

的鲁棒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控制中。其确定是

收卷过程中卷径不断加大，胶卷张力波动较大，普通

的控制方法难以满足控制精度和生产需求。

（2）分离式 PID 控制。传统的 PID 控制器在收卷

张力控制过程中会产生积分积累，影响控制精度。分

离的 PID 控制算法的精度更高，降低了超调量，效果

更好。

（3）模糊自适应 PID 控制。模糊控制具有自我学

习的功能，可以学习人的经验，根据人的控制经验自

行修改控制规则。他们将模糊控制与常规 PID 控制相

结合起来 , 利用模糊逻辑推理对 PID 控制器参数进行

调整。模糊自适应 PID 控制方法在张力控制中具有更

好的控制特性。

2 张力控制系统

胶带分切机张力控制系统是一个非线性、强耦合

且随时间变化的综合性系统，仅仅建立数学模型进行

求解难以达到理想的分切精度，所以针对放卷过程，

采用模糊自整定 PID 控制算法来应对系统张力变化，

实时做出调整，对于收卷过程，采用积分分离控制算

法实时调整数学模型中积分、微分参数，实现张力控

制系统的稳定性，保持胶卷张力恒定。放卷执行机构

选择磁粉制动器，其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无

污染、无噪音、无冲击振动、节约能源等优点。胶带

分切机控制系统主要分为放卷张力控制和收卷张力控

制两部分，二者共同配合完成分切任务。收卷执行机

构选择张力锥度装置，保证放卷张力恒定。其张力控

制原理如图 1 所示 ：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模糊自整定 PID 控制指在控制过程中对 PID 算法

中的比例、积分、微分参数进行自动调整和适应，从

而模糊控制器的输出为 PID 控制器的输入，模糊控制

器的输入为系统的偏差以及偏差的变化量，胶带分切

机放卷张力控制模糊自整定 PID 控制结构如图 3 所示：

即先将偏差及偏差变化率模糊化，再使用模糊推

理规则进行计算，最后再解模糊变成定量的数学值叠

加后输入后续的 PID 控制器中，因此 PID 的输入参数

为 ：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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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式中 ：

kp、ki、kd 即为 PID 算法的输入，kp0、ki0、kd0 为

模糊控制算法的初始参数，Δkp、Δki、Δkd 为 PID 系

统的修正参数。各参数的论域如表 2 所示 ：

引入量化因子 kE、kEC 使得连续域变为有限整数离

散域。本文所述误差的范围，则 ：

 （2-4）

本算法采用加权平均数法实现解模糊得到量化结

果，然后与比例因子 kui、kup、kud 运算得到 PID 控制

器的量化输入，三个比例因子可根据放卷胶带半径的

变化在具体的仿真过程中加以调整。各参数论域如表

2 所示 ：

时，取较大的微分因子可使系统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当偏差变化率较大时，取较小的微分因子可以避免系

统出现振荡。

将模糊后的量化因子输入到 PID 控制器中，使用

simulink 工具对 PID 仿真模型进行仿真，PID 控制器

的仿真结果如图 4 示 ：

表 2 各参数论域表

参数 论域

Δkp {-0.3,+0.3}

Δki {-0.06,+0.06}

Δkd {-3,+3}

kE,kEC {-3,+3}

控制系统的三大基本要求 : 快速性、准确性、稳

定性。根据控制系统三大基本要求以及考虑 kp、ki 、

kd 对 PID 控制算法的影响，制定出这三个参数的调整

原则 ：

(1) 当放卷系统偏差较大时，需将较大比例因子放

大偏差来获得较快的系统响应速度。但为了防止因过

于放大偏差而引起的积分饱和，需令积分因子取较小

值或关闭积分环节 ；

(2) 当放卷系统偏差和偏差变化率中等时，在减小

系统超调量的同时，保证较快的响应速度，则应使比

例因子和微分因子尽可能小，积分因子则根据适当调

节即可 ;

(3) 当放卷系统偏差较小时，应将比例因子和积分

因子放大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如果偏差变化率较小

图 4 自整定 PID 仿真图

图 5 单元电机锥度张力控制模型

由图可得，虽然两条曲线的系统稳定时间一致，

但相较仅仅依靠数学模型建立仿真的 PID 控制算法曲

线的较大幅度波动超调现象而言，模糊自整定 PID 控

制曲线上升平稳。可得出在快速性一致的情况下，模

糊自整定 PID 张力控制系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2.2 卷积分分离 PID 算法

收卷装置张力控制主要是通过 PLC 控制电机来调

节收卷驱动辊和牵引辊的角速度差来实现两辊间张力

值调节，并快速达到一个稳定值，则系统控制模型如

图 5 所示 ：

积分分离算法数学模型如下 ：

（2-5）

式中 ：

u(k)——k 时刻张力值 ；

kp——比例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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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k 时刻输入与输出之差 ；

γ——积分项开环系数 ；

ki——积分系数 ；

T1——采样周期 ；

kd——微分系数。

收卷系统张力控制采用串行控制系统，包含内环

速度常规 PID 控制以及外环位置积分分离 PID 控制。

根据外环张力变化调节内环电机转速来实现张力控制，

具体系统控制传递函数如图 6 ：

可以得出，采用模糊自整定 PID 算法和积分分离 PID

算法后，随着胶带卷径的变化，放卷和收卷过程中张

力变化平稳并快速达到某一定值且保持恒定，使张力

控制系统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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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收卷张力系统控制结构图

图 7 收卷张力控制仿真结果图

用 simulink 工具进行仿真，得到的仿真结果如

图 7 示 ：

从图中可以得出，胶卷张力很快趋于稳定并达到

设定值，即使有系统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电机也能及

时得到调整，转速使张力快速趋于稳定并保持恒定值。

3 结论

本文提出运用模糊自整定 PID 算法和积分分离

PID 算法分别对放卷和收卷过程进行张力控制，并使

用 simulink 工具对其进行了仿真。根据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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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test of 20 BOPP peal films, analyzed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n found out an empirical formula. It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e technical index of WVT in 
BOPP peal films, and made mass customization production, and save cost.
Keywords: biaxial orientation polypropylene peal films, thickness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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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对 20份样品的透湿量试验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科学的经验公式，有助于企业制定BOPP

珠光膜的透湿量技术指标及定制生产，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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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 珠光膜（BOPP pearl films）是双向拉伸

多层共挤复合膜，多为 3 层共挤拉伸膜，中间层为添

加珠光母料（无机填料，如超细 CaCO3）的均聚聚丙

烯 [1]，经拉伸，珠光母料颗料间的距离拉大，形成无

数均匀的空穴，折射光线形成珠光效果 [2]。正是采用

机械发泡法，珠光膜的比重仅为 0.7 左右，普通 PP 膜

的比重是 0.9 左右，密度小，使用更经济 [3]。珠光膜

具有良好的阻隔性能、热封性能、抗冻性能、耐油脂

性、印刷适性，其套印精度高、装饰性强，且价格低

廉，成为软包装行业的新宠 [4]，主要应用于冷饮、糖果、

巧克力、饼干、风味小吃等食品包装，还用于热封标

签的打印、高级化妆品和奢侈品的包装，甚至用于汽

车车身改色贴膜等。

BOPP 珠光膜因其经济性、美观性，应用如此广泛，

却甚少对其厚度及透湿量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透湿

量是阻隔性能的体现，对于食品包装而言，透湿量关

乎到内包装物的质量稳定、货架期、保质期、贮存条

件等，是评价包装材料性能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本

文基于 20 份样品的透湿量及其厚度试验数据基础，运

用数理统计和软件分析工具，不断深入探研样品厚度

与透湿量的潜在关系，为制定透湿量技术指标提供可

量化的代入公式，使其技术指标更科学、更可靠、更

符合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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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蒸气渗透原理

1.1 原理

高分子材料薄膜，具有一定的微小孔隙，水蒸气

可透过微小孔隙在薄膜包装两侧游走。由于水蒸气属

于可凝聚气体，其渗透薄膜，有两个递进层次，水蒸

气首先吸附、凝聚及溶解于薄膜的表面，形成一定的

气体浓度，然后在一定的浓度差之下，水蒸气从浓度

高的薄膜侧向浓度低的薄膜侧进行扩散 [5]。

1.2 方程

假设水蒸气在 BOPP 珠光膜中的浓度与距离的关

系是线性，假设水蒸气扩散是在稳态下进行且只在一

个方向进行，没有横向或交叉的扩散 [6]。在上述假设

前提下，由菲克第一扩散定律和亨利溶解定律得知，

BOPP 珠光膜水蒸气稳态扩散速率，单位时间、单位

面积的透湿量与两侧水蒸气压差成正比，与厚度成反

比，即 Q=Pv• △ P/d（式 1），其中 Q 为透湿量，g/

m2•24h ；Pv 为水蒸气透过系数，g•cm/cm2•s•Pa ；

△ P 为试样两侧的水蒸气压差，Pa ；d 为试样厚度，

cm。综上，透湿量与厚度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对于特

殊处理过的 BOPP 珠光薄膜，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进

一步深入探讨。

2 试验方法及仪器设备

2.1 试验方法

BB/T 0002-2008《双向拉伸聚丙烯珠光薄膜》

中 5.13 条款。

2.2 试验条件

温度 (38±0.6)℃，相对湿度 (90±2）%

2.3 试验设备

Labthink TSY-T3 透湿性测试仪（济南兰光机

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基于杯式法测试原理 ；DM-

THICKGA 型薄膜测厚仪（德国 ZWICK 生产），精度

0.2μm。

2.4 试验样品

BOPP 珠光膜，来源于近一年客户送检样品，共

20 份。

2.5 试验原理

一定量的蒸馏水加入透湿杯中，放置被测样品

与透湿杯上，密封，将透湿杯放入已调好温湿度的恒

温恒湿环境中，使得样品一侧保持恒定的饱和蒸气

压，另一侧保持干燥。饱和水蒸气会透过样品进入干

燥侧 [7]，通过测量透湿杯中蒸馏水蒸发量计算出透湿

量（WVT），具体为一定的水蒸气压差和一定厚度条

件下，1m2 的试样在 24h 内透过的水蒸气量，单位为

g/m2•24h。每份样品做 3 个平行试验，结果取平均

值，且每份样品的每一个测试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不超

过 10%，否则重测。

3 试验结果及数据分析

3.1 试验结果

试验样品厚度覆盖（22 ～ 40）μm，重点在于

常 用 的 25μm、30μm， 透 湿 量 在（2.5 ～ 7.0）g/

m2•24h 之间，详见表 1。水蒸气是极性分子，根据相

似相溶的原理 [6]，水蒸气在极性分子塑料中的融入和

扩散速度均大于非极性塑料分子，其透湿系数值也较

大。BOPP 珠光膜属于非极性高分子聚合物，相比其

它极性树脂，如 PET、PA，其透湿量非常低，具有较

表 1 不同厚度 BOPP 珠光膜的透湿量试验结果

厚度 mm 透湿量 g/m2·24h 厚度 mm 透湿量 g/m2·24h

0.022 5.3 5.8 5.9 6.9 7.0 0.033 3.1

0.025 3.9 4.3 5.4 5.4 5.7 5.9 6.1 0.035 3.0 3.2

0.030 4.4 5.3 5.4 0.040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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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防潮性和保湿性。

3.2 数据分析

首先对采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通过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表 2），取显著性水平 a=0.01，得

出检验统计量 F 远大于 Fcrit 0.01 临界值，样本符合

F 分布，且样本组间的显著性为 3.8E-18，远远＜ 0.01，

可判断 F 值在 a=0.01 水平上极为显著，即厚度与透

湿量两组样本数据在 a=0.01 的水平上有着极为显著的

差异，数据样本有效。

经过软件的回归统计分析（表 3），得出透湿量与

厚度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86，拟合优度 R2 为 0.75，

校正测定系数为 0.73，说明透湿量大小与样品厚度有

很强相关关系，而且是呈负相关。

0.8，可靠性高，说明透湿量与厚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

的线性关系，也不是式 1 所表述的简单反比关系，而

是呈指数关系，具体公式为 y=17.673e-47.86x（式 2），

其中 y 为透湿量，g/m2•24h ；x 为厚度，mm。从式

2 看出 ：当厚度确定时，可以得出温度 (38±0.6)℃，

相对湿度 (90±2）% 条件下的透湿量。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图 1 BOPP 珠光膜的透湿量与厚度关系的散点图、趋势分析图

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表 3 回归统计分析结果

组 观测数 求和 平均 方差

厚度 20 0.56 0.03 3.50421E-05

透湿量 20 97.20 4.86 1.91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组间 233.49 1 233.49 244.50 3.84888E-18 7.35

组内 36.29 38 0.95

总计 269.78 39

Multiple R -0.86

R Square 0.75

Adjusted R Square 0.73

标准误差 0.72

观测值 20

3.3 分析结果

通过软件的数据分析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散点图

绘制及数据拟合、趋势预测，对透湿量与厚度进行了

指数、线性、对数、多项式、乘幂 5 种趋势预测分析，

对比拟合程度 R2，指数趋势线的拟合程度最高，约

4 结论

根据试验数据分析，得出在一定温度、一定相

对湿度条件下，BOPP 珠光膜透湿量与厚度较为科学

准确的经验公式。通过经验公式，在制定相应产品

标准的透湿量技术指标时，可先代入企业产品的厚

度范围，得出计算值。比如，一家企业生产厚度为

25μm ～ 40μm 的 BOPP 珠光膜，经经验公式计算，

透湿量标准要求可定为≤ 5.5g/m2•24h 或 (2.5 ～ 5.5)

g/m2•24h，也有助于企业掌握自身产品的透湿量指标

范围 ；同时，企业也可通过客户对 BOPP 珠光膜的用

途进行分析，确定客户所确切需要的透湿量，根据经

验公式，对样品厚度进行调整，既节约探索成本、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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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成本、质量成本等生产成本，又可定制生产，完美

匹配客户需求。

鉴于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透湿量与厚度关系还

只是限定于特定温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由于温度、

相对湿度差的条件对透湿量大小影响极大，以后还将

继续推导出适应性更强的公式，比如 ：在相对湿度

90% 条件下，随着温度变化，透湿度与厚度的关系 ；

或者将温度和相对湿度都纳入变量范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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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method is a method for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teaching. The “Package Design” course introduces participatory pedag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e learning, self-construction, and team learn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demonstrates active 
participation, equal classroom, mult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and open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eaching links can allow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course through teamwork, 
situational experience, problem exploration, work display, etc.so as to facilitate the mobilization of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of design 
students.
Keywords: participatory theory; packaging design; classroom teaching;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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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与式教学方法是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教学的方法。《包装设计》课程中引入参与式教学法，

使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建构、团队参与，其课堂教学展现出平等课堂、主动参与、多向互动、开放发展的形态；

通过团队协作、情境体验、问题探究、作品展示等教学环节设计，可以让学生积极主动的介入到包装设计

课程之中，便于合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设计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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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式教学概述

参与式理论是社会学领域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后来被学者引入到教育教学领域，逐渐形成了具有完

整体系的参与式教学理论。参与式教学强调学生的主

体地位，在明确课程目标的前提下，让学生积极主动

的介入到课堂教学之中，便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1]

参与式教学具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 ：一是学生

主动学习，自主建构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承担着指

绿色包装研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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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组织者、协助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利用情景教学、

互动教学、演说教学等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倡导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参与，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积极性和创新能力，重视学习质量与效果，使学生根

据自己的思维与逻辑建构所学的知识。二是学生分工

互助，团队合作 ；在教学过程中，不同小组与团队拥

有共同的学习任务，每个团队成员责任到人，通过明

确的分工合作开展互助性学习 ；团队协作实施的过程

中，每个团队成员需相互支持和配合，并积极的开展

讨论与交流 ；团队成员需有较强的自律性与责任心，

能积极承担团队分工中的个人任务 ；团队成员之间互

相信任，能有效解决交流、讨论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

团队成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对分工任务进行统一

加工，并对任务成效进行有效评估，已达到预定的学

习效果。这些依据可以概括为 ：积极依赖、个人责任、

社交技能、混合编组和小组自评。[1]

参与式教学法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积极性与互动性，也可以通过团队互动、师生互

动，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趣味性。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能最大限度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为学生自主构建

新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础，赋予课程教学新的实用价

值与文化内涵。

2 《包装设计》课程参与式教学的特点

《包装设计》课程作为包装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

它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两方面的特点。就教学目标来

看，《包装设计》课程在于使学生了解包装设计的目的、

功能和使命，通过学习包装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

题设计训练，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包装设计方法和表现

形式，掌握商品标签的创意设计与表现，掌握容器造

型设计的基本设计方法和表现形式。使学生能够明白

系列化产品对商品推销和企业品牌推广的意义和作用，

能掌握系列化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和基本方法，并能

以系列化包装形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同一品牌下的

产品多样化需求，使包装更好地为产品开发、市场营

销以及品牌推广服务。该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能

力，使学生树立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设计观，并具备

从包装整体造型、结构、视觉传达设计三者有机结合

的系统设计表现能力。在《包装设计》课程中运用参

与式教学方法，其目的是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乐于探究、

勤于动手。在课程教学中，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和主动

学习，使学生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进而提升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包装设计》课程

参与式教学方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形态特点。

2.1 主动的参与形态

“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主要区别在于，一

个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一个是带着学生走向知识。[2]

在《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参与式教学改变了课程

教学的单向传播模式，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

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与交流。教师从“布道者”转变

为学习的参与者，学生从“受道者”转变为教学的参

与者。教师不再通过鞭策与限定促使学生学习，而是

融入到学生的课题研究之中，帮助学生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不再将学习任务与课程作业当作一种压力与负担，

而是与教师形成团队，平等的参与教学评价与教学考

核，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参与式教学方法把学

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教师与学生成为团队队

友，互相讨论、共同成长，学生在课堂上拥有更多的

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真正实现教学相长与师生共学。

2.2 平等的课堂形态

在《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主要有专题调研、

团队合作、课堂讨论、作品展示等教学环节，参与式

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参与到不同的教学环节之中，建

构出个性化的设计方案与成果。学生通过主动探索，

在具体情境中加强设计实践与头脑思考的联结，恢复

泛化的知识与个性化的情感之间的联系。[3]《包装设计》

的不同环节可以赋予学生不同的学习体验，开展包装

专题调研，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探索发现的乐趣 ；进行

团队分工合作，可以让学生体验到小组讨论与交流的

差异性 ；通过情景模拟，可以让学生体会到设计创新

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在调研、交流、合作与展示的过

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性，不对学生的想法与思

维进行批评，鼓励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合理

探究，允许有奇思妙想，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之间实现平等对话。每个教学环节，课堂均采用圆桌

会议的形式，使教师平等的了解不同学生的成果与差

异，平等的参与专题讨论与交流，营造出民主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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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氛围。

2.3 多向的互动形态

《包装设计》课程的参与式教学体现在团队小组的

互动协作上，这种团队协作包括师生的互动协作与学

生自己的互动协作，协作模式是多向互动的。多向互

动的内容主要有设计调研、小组讨论、思维导图、头

脑风暴以及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多向互动的成员有

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以及团队与团队之间的互动。从

社会网络理论来看，这种互动在课堂中呈现出网状的

形态，每个团队成员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

播者，在教学环节的互动过程中，每个个体均对信息

进行重组、传递与创新。不论学生的成绩是否优秀，

都能在多向互动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自信。

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起着组织与引导的作用，在包

装设计调研的过程中，老师确定调研的范围，在学生

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或者提出问题，并在团队之中

开展初步讨论 ；在设计构思的过程中，教师参与其中，

围绕问题开展头脑风暴，促进不同学生所调研信息之

间的连贯与互动 ；在设计方案讨论的过程中，老师主

要对学生的方案提出质疑，搅动学生的思维定式，拆

解相对熟悉的设计方式，设置凸显学生智力的优秀情

境，让不同学生的优势得到发挥，使其在讨论中乐于

发言、敢于展示，形成点、面结合的网状互动机制。

2.4 开放的发展形态

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以及教学方法均处于开放

的互动系统之中，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正如

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所说 ：如果学生

发现所学的东西都是完美无缺，符合逻辑的，他们就

会对这些研究失去兴趣 ；反之，如果学生发现提供给

他们的学习材料是片面的、零碎的、残缺的，他们就

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征服它们。[3] 在开放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分析、交流后，发现新的

问题与新的知识。教学目标在开放式的参与式教学中

起着统领课程方向的作用 ；教学内容包括统一的教材，

教师多年的教学心得，以及学生在探索过程中的新发

现 ；教学资源根据包装专题设计的需要进行设定，包

括预设的教学资源与生成的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是一

种多向互动、多维参与的形式，根据学生的能力、需求、

喜好等进行变化，从而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与

热情。

3 《包装设计》课程参与式教学设计

《包装设计》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其基本教学

内容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 ：包装设计的基本概念，

包装材料与造型结构设计，包装设计创意与表现，包

装设计的一般性过程，包装标签设计以及系列化包装

设计等。该课程总共有 48 学时，3 个学分，周学时为

8 学时，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主要设置以下教学策

略以确保课程的教学质量。

3.1 团队协作的教学设计

《包装设计》课程教学的第一周，根据教学需要

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由 4 人组成。小组

合作之前，每个团队成员需对课程内容有基本的准备

与了解，确保团队协作能达到预期效果。团队合作所

要开展的教学环节有设计调研、问题讨论、头脑风暴、

思维导图、方案构思以及方案展示等。开展小组合作时，

团队成员需要自己的思维与见解，不能脱离主题或文

本进行主观臆断，也不能人云亦云，确保每个学生有

问题意识与主题意识。教师要把握好团队协作的效率

与方向，每个学生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及时参与到团

队讨论活动之中，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给予鼓励

与帮助。团队成员开展设计任务分工时，需要明确各

自的责任与内容，确保每个同学都有平等机会参与讨

论与交流。团队协作的教学设计可以在课程中实现小

组与小组、成员与小组、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让学生沉浸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之中。

3.2 情境体验的教学设计

情境体验的教学设计主要用于包装设计的概念设

计阶段，帮助学生通过描述人、物、环境、市场等各

种情境问题与情境要素，从中提取设计需求，进而指

导设计定位与形成设计概念。情境教学可以使学生身

临其境的感受到设计思考的过程，使课程教学更加形

象生动，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情境体验的教学设计环节主要有情境调查、情境观察、

情境访谈、情境重现、情境体验、情境互动等，其基

本原理是利用人们的发散思考、市场调研、情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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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定情境环境，将设计师、开发人员引入到情境使

用环境中，让设计师了解未来产品使用情景中相关知

识，从而设计出识别性与操作性都很高的概念设计。[4]

情境体验的教学设计可以激励学生探索研究的动力，

学生在情景模拟的过程中能发现相应的设计问题，通

过师生互动、团队互动，能激起认知冲突，让学生的

思维更加活跃，从而获得更多的设计灵感与设计解决

方案。

3.3 问题探究的教学设计

问题探究的教学环节贯穿到包装设计的整个过程

当中，设计调研阶段，让学生带着问题开展调研 ；设

计分析阶段，让学生思考如何整理设计思路，解决调

研中发现的问题 ；设计构思阶段，围绕包装设计的问

题开展概念构思 ；设计方案评价阶段，围绕问题对设

计方案进行评价。包装设计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学生通过调研、观察、访谈、分析、讨论、交流、听

讲等途径，去主动的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并掌握认

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问题探究的教学设计要

求老师具备全局掌握能力，通过合理的引导，让学生

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探索包装设计的原理与方法，从

而有效增强参与式教学的内生动力。

3.4 作品展示的教学设计

作品展示在参与式教学中是比较重要的实施策

略，包装设计课程的最终成果是学生设计完成的包装

设计作品，通过设计成果的交流展示，可以使学生在

展示过程中发现自身问题，不同团队之间互相取长补

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提升学生探索问题、思考

问题的能力。包装设计课程的展示成果主要有二维的

设计效果图、包装设计作品展板、包装设计实物模型

以及包装设计说明书等。每组学生将自身成果完整的

展示出来，老师引导学生如何完整、全面的展示出作

品的相关信息，并能合理的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说。

成果展示交流是学生对设计作品进行总结的过程，蕴

含着学生小组合作的智慧，是学生消化学习成果、重

构知识体系、不断反省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的过程。

4 结语

“参与式教学”方法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参与到课

堂教学活动当中，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以

达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小组

团队之间的积极互动，实现课堂教学活动中师生、学

生之间的互动学习和共生发展的教学活动。[5] 包装设

计课程中开展参与式教学方法，能有效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和实际需要，突出学生实际学习的过程与互动

关系，注重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教学相长，从

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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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xpress buffer packaging design, 
tak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aircraft logistics as a guide,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ractical cases and theoretical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courier buffer packaging design suitable 
for future drone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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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线上消费促使快递

业迅速发展并逐渐进入智能物流时代，如智能分拣货

物，无人后道包装以及新型的无人机物流配送。与此

同时，快递包装需求的增多也带来材料浪费及环境污

染等相关问题，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相关资料

显示，2015 年内部缓冲物消耗 29.77 亿个。①根据国

家邮政局的预测，到 2018 年快递包裹将达到 500 亿个，

未来包装物的消耗量还将进一步扩大。②面对消费者

对内装物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线上卖家在产品内

外包装和快递缓冲包装等方面全副武装甚至过度包装，

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降低因物流运输中的冲击造成内

装物的破损。这种循环的消费需求和应对方式，不仅

增加了快递包装的经济成本，而且使得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因此，本文针对快递包装中起防损作用的缓冲包

装进行探索性地研究，试图对适用于无人机物流的缓

冲包装设计进行改进。

1 缓冲包装设计

从古至今包装的发展离不开由生产者到消费者之

间的流通过程，产品经过包装形成包装件，包装件通

常由内装物、缓冲衬垫（缓冲包装）和外包装三部分

组成。[1] 整个流通过程包括包装件的装卸、运输及储

存三大方面。其中，在运输过程中符合可持续发展计

划的缓冲包装设计是本文的研究核心。缓冲包装设计

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 ：为避免内装物在流通过程中

收到外力和自身作用力等方面的冲击而导致内装物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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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包装件内的装置或结构设计。另外，缓冲包装设

计作为包装件中的辅助部分，要以经济为前提。

据了解国内外相关平台和快递公司对包装件在运

输过程中的防损十分关注，这不仅关系着卖家的经济

利益，也关系着买家的用户体验。因此，笔者对国内

外相关的缓冲包装设计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结合设

计案例和理论文献，总结出常用的缓冲材料和缓冲包

装设计形式。

1.1 缓冲包装材料

据相关资料总结，所有的运输包装件的缓冲材料

基本分为泡沫塑料类、纸浆类、橡胶类、充气类、碎

屑及纤维状材料。[2] 这些缓冲材料有的适用于质量较

轻的产品、有的适用于玻璃制品或易碎产品、有的适

用于质量大且重的大型产品等。总之，根据不同质量

的产品，所选缓冲材料也不尽相同。据笔者对不同的

快递公司和相关平台的了解与咨询，总结出现阶段常

用缓冲材料 ：珍珠棉、气泡膜（枕）、泡沫边角料、瓦

楞纸板、纸浆模塑垫、碎屑及纤维状材料。

1.2 缓冲包装设计形式

针对不同质量的内装物选择的缓冲材料，也要根

据内装物的外形或是摆放方式设计不同的缓冲包装结

构，以便更高效地利用包装内部空间达到内装物盛放

最大化，提高运输效率的同时节省经济成本。笔者根

据调研和资料搜集总结出以下几种缓冲包装设计形式：

1.2.1 双箱组合式

顺丰官网包装指南中对超大尺寸包装在国际运输

中的要求是将产品放在内箱中，然后再放到外箱中。

内外箱都设有缓冲包装材料，以防止摇晃。

1.2.2 材料填充式

此方式针对大多数的产品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也是当下最常用的缓冲包装方式。各种淘宝卖家、

亚马逊、顺丰等快递公司，在后道包装过程中通常采

用散装泡沫、纸类或碎屑和纤维状材料进行缓冲安置。

1.2.3 模具镶嵌式

外形突出，质量较轻且易碎品适用于此类型的缓

冲包装方式，如电子设备、家电、玻璃器皿、水果鸡

蛋等。此类缓冲包装常以结构设计为主，如顺丰针对

水果类包装申请的可拉伸式珍珠棉缓冲包装设计 ；针

对电子类产品和鸡蛋等易碎品设计的纸浆模具和塑料

模具 ；针对玻璃器皿设计的瓦楞纸折叠结构等。

1.2.4 收缩膜式

亚马逊目前针对很多产品都采用收缩膜的包装方

式起缓冲作用，此类型也是缓冲包装设计的新方向。

如针对保温杯、器皿等空心且质量轻的产品，将内装

物依附在与包装箱底大小相仿的瓦楞纸上，用收缩膜

对两者一起进行裹包。

1.2.5 混合式

在大多数购物情况下，消费者会一起购买多种不

同种类和数量的商品，卖家为了让材料使用最大化和

节约成本会将商品进行不同形式的缓冲包装。如将每

个内装物进行气泡膜的裹包，或将所有内装物放在一

起进行碎屑或纸类装塞填满空隙，若包装件运输道路

遥远，为保安全会进行双箱式缓冲包装等。

经以上的分析总结，缓冲包装设计不管是材料还

是包装结构设计方面都处在一个探索和不断前进的阶

段，但仍存在包装材料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何

使缓冲包装设计适应智能物流时代的未来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的绿色环保，这也给相关工作人员和设计师们

提出新的挑战和方向。

2 无人机物流

智能物流时代是物流行业的下一个阶段，除了智

能人工分拣货物和无人后道包装，无人机物流已慢慢

崛起。国内国外纷纷对无人机运输货物进行研究和实

验，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经笔者对相关无

人机物流的调研总结得出两种无人机基本物流形式 ：

第一种，货物经无人机配送到用户附近的无人机货物

接收站，再有快递人员进行送货上门。这种适合较远

的城镇运输关系，并能节省物流成本，缓解配送压力；

第二种，无人机直接配送上门服务。如经营在美国的 7- 

11 连锁超市根据订单配送相应产品到用户手中。此类

物流方式适合人口密度疏，且配送距离较近的区域。

那么无人机未来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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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构及未使用状态 图 2 六角柱

具体结构

根据目前无人机实验服务的用户和领域，笔者发

现无人机还未涉足人口密集的城市。经访谈和资料搜

集，笔者总结无人机物流未涉足此领域的原因有三点：

技术难题、法律限制、未找到适合城市的无人机物流

模式。据了解，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都是朝九

晚五的工作时间，对于快递的接取更希望是不受时间

限制且无人出面领取直接送到家的用户体验。目前也

有丰巢等快递寄存箱来解决此类需求，但是快递包装

大多都是瓦楞纸箱包装且基本没有回收或再利用的可

能性。如何提升快递包装和缓冲包装的回收率和解决

相关的环保问题？笔者根据无人机经济便捷的特点提

出“无人机回收”的物流模式，具体如下。

2.1 设置无人机投送箱

用于包装件投送和快递包装回收。根据不同居民

类型设置的投送箱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对于高层或

楼间距较大的新居民楼可采用每户在屋外设置投送箱，

如阳台或窗户外，以便用户开窗直接取件和放置需回

收的快递包装等。第二类，针对楼间距较小的老居民

区可设置类似于目前出现在“丰巢”等快递寄存装置，

但此装置仅适用于无人机投送方式。

2.2 无人机投送方式

根据相关资料得知，目前大部分无人机物流是以

垂直降落投送为主。笔者在此基础上探索性提出不落

地的伸缩式投送方式，既避免因停机区域不足而造成

无法准确投递的问题，又为居住密度密集区域使用无

人机配送提供了可能性。

2.3 用户取件方式

针对以上两类投送箱，用户都可根据线上验证码

等方式自取包装件，因外包装和内部缓冲包装都是可

回收或循环利用的，所以建议用户仅取走内装物。

2.4 无人机回收方式

无人机在投送新包装件时，可取回此用户或此投

送区域使用完的快递包装。③

3 设计优化探索

根据无人机物流未来发展方向和笔者探索性提出

的“无人机回收”物流模式，结合可持续发展倡导的

资源再利用和环保优先，针对包装件中的缓冲包装设

计笔者提出两种优化方案。

3.1 缓冲包装优化设计

3.1.1 结构

笔者根据英国 3D 针雕的启发，优化设计放置在

包装箱内起防护作用的缓冲包装。此缓冲包装设计的

结构由覆盖承载底盘数量的可伸缩蜂窝状六角柱（每

根六角柱直径 5 毫米）和带有卡扣的承载底盘组成。（如

图 1）蜂窝结构是人类依照蜜蜂筑造的六角形蜂巢的

原理制成。经实践理论都证明，蜜蜂能用最少的蜂蜡

构建出空间和面积最大的蜂巢，还能使蜂巢结构得到

最佳稳定性。[3]

借鉴蜂巢结构不仅可以节省资源，还能够增加缓

冲包装设计的防损稳定性。其中每根六角形柱条是收

缩的结构（如图 2），基本每根分为三段，其中每段大

概 2 厘米左右。未使用状态时，三段嵌套在一起总高

度大概 2 厘米，放上内容物后柱条三段依次在前一段

的基础上升起，总高度约 5 到 6 厘米，其中六角柱高

度根据内装物的厚（高）度而设计制作，而且六角柱

升起（伸展）情况也是根据内装物的重量和面积大小

决定的。

③ 快递包装在本文中指外包装、内部缓冲包装和包装附件等，不含内装物。

3.1.2 材料

缓冲包装设计装置上的每根六角柱都起到防护内

装物的作用，所有要求材料具有抗撞击、有硬度且有

些许回弹性等特点。如具有一定硬度的橡胶类、有良

好回弹性的塑料类等。又因为缓冲包装设计是快递包

装设计中的附属部分，在选择材料方面也应本着经济

环保的核心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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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使用方式

首先将内装物放置在缓冲包装设计的承载底盘

上，承载底盘大小与其所放置的包装箱底部面积等同。

其次从左向右移动底盘中的卡扣使六角柱升起（伸缩），

与此同时内装物覆盖区域的六角柱因受压力阻碍不作

升起状态，此时整个包装设计呈“凹”的状态（如图 3）。

然后卡扣移动至最右边进入内部卡槽，卡住所有六角

柱使之保持现有状态。最后将此缓冲包装设计放置在

顶盖有缓冲海绵的包装箱内，以减少在无人机飞行时

上下颠簸所造成的破损。众多六角柱包围的内装物在

运输过程中避免了受挤压而产生的活动和撞击，因为

六角柱均匀的分布在承载底盘上且彼此之间缝隙较小，

这样有利于内装物在运输和搬运中的稳定性，减少作

用范围且避免产生破损。

用户没有回收意识依然像处理其他缓冲包装一样弃之

等等。但是应用在“无人机回收”物流模式就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因为无人机会定期

自动取走需要回收的快递包装，且根据每户无人机投

送箱和居民区的无人机投送区域采用不同的回收模式，

既避免了用户处理快递包装的过程，又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回收体系。

4 结语

以智能物流时代的无人机物流作为研究背景，结

合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适用于无人机物流的快递

缓冲包装设计的探索过程仍在继续，整个探索过程既

要体现缓冲包装设计的功能性，又要考虑作为快递包

装组成部分的经济成本，最重要的是要紧跟无人机物

流未来发展方向和资源再利用的可持续环保理念。文

章关于快递缓冲包装的优化设计和改进方案是利用特

性良好的适用材料，基于智能物流未来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的两个方向并结合回收体系，提出的“无人机回收”

物流模式下的缓冲包装设计优化。总之，以智能物流

发展为方向，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快递缓冲包装

设计是未来快递包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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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缓冲包装设计使用状态

应用此缓冲包装设计的包装件，要求外包装是可

回收的塑料包装盒，如共享快递盒等。这样既可适用

于无人机物流即时便利的运输方式，又可完善和促进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回收系统。

3.2 聚氨酯材料在缓冲包装设计中的优化利用

缓冲包装设计虽然在包装设计领域中受关注程度

并没有其他包装设计方向高，但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

推动着物流包装设计领域的进步与完善。比如，瀚寅

科技所研究的聚氨酯现场发泡包装应用于产品内包装

的缓冲保护，能克服搬运及运输过程中对产品产生的

破损。此材料采用全水发泡绿色环保，也可回收再生

使用。④这种材料应用在现在的物流模式和回收体系

中，总不能发挥最大作用，如快递员赶送单忘了回收；

④ “专题 _ 快递领域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物流技术与应用》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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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作品选登

老街坊有机杂粮系列包装

O l d N e i g h b o r h o o d 

Organic Food Series 

Packaging

“老街坊”有机杂粮系列产

品包装，品牌名称亲和力强，

品牌定位于健康、营养和自然

的主题。系列包装采用环保性

材料，以传统纹样作为主要素

材进行图案表现，彰显产品本

身的定位，这不失为一款绿色

包装，有利于提高其品牌价值，

市场推广。

沙湾古镇系列包装

Sha Wan Town Series Packaging

此系列包装以插画为设计风格，以八个最具有沙湾特色建筑为主

要表现图形 ；盒型结构设计方便易开启 ；包装色彩丰富，轻快，整个

版面统一和谐。包装材料选择环保性纸张，注重材料与造型结构的合

理性与可行性，以及材质肌理的对比，增强视觉感染力。

作者简介：肖婕(1985- )，女(汉族)，大学本科，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师，已发表《热收缩塑料薄膜的包装加工适性研究》等多篇包装

技术和包装设计相关论文，研究方向包装技术与包装材料，邮箱：3720023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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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姻缘系列包装

Red Line Marriage Series Packaging

浣熊宝贝品牌设计

Raccoon Baby Brand Design

作者简介：玄颖双(1982- )，女，硕士，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中级职称，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邮箱：76349400@qq.com。

“红线姻缘”婚庆用品包装设计说明 ：本方案在色彩方面，主

要以霓虹粉和浅灰色为主，摆脱传统大红大紫的颜色，平衡婚礼

会场设计的主色调。图案方面主要设计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花图形，

花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祝福，代表着独特的意义。

浣熊宝贝品牌设计说明 ：本方案以浣熊形象为中

心展开六个不同的活泼画面 ；色彩以淡淡的橘、黄、

粉、蓝色作为主色调，给消费者一种安全无害的感觉；

设计风格较为活泼，注重材料与造型结构的合理性

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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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包装设计这么玩！

可口可乐

作为世界杯的指定赞助商，可口可乐每一届的世界杯

包装都不能错过。

今年，可口可乐联合鹿晗推出了世界杯手环瓶，带上

时尚酷炫的各国手环瓶，为自己喜爱的球队打 call。

包装共 31 款，在瓶身上设计不同足球队的腰封，撕

下来后当手环使用，为你支持的国家队加油打 call。

瓶身上还有二维码，拿手机扫码后，即刻进入酷炫的

AR 足球场，高扬 # 一起出手有你才队 # 的旗帜。

除了手环瓶，最近可口可乐还推出了数字瓶，一边看

球，一边猜比分！

百事可乐

可能不是赞助商的原因，

百事可乐今年没有推出特定的

世界杯限量款，而是推出了与

足球主题有关的球员限量款。

世界杯不仅仅是 32 支球队的战场，也是各大品牌营销的战场，今天跟大家聊聊各大品牌的世界杯包装。

20 周年纪念版

百威

作为 2018 世界杯官方唯一指

定啤酒，百威首次推出限量版铝

瓶包装。

包装共分为九款，除了主题瓶

外，其他八款以八个不同国家的

配色、标志为设计元素，很活力

很带感。

除了瓶装系列，还有相应的铝

罐系列。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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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巧克力

为了德国市场而推出的，

德国配色专享包装。

还有空心巧克力人物棒，

好玩又好吃。

麦当劳

麦当劳今年没有推出限量包装，但 2014 年那一届的

薯条包装很燃。

vivo手机

首次成为世界杯赞助商，vivo 推出了世界杯限量款手

机来助势，不仅有特定的包装礼盒，还有特定的手机后

壳图案及 UI 界面，很是绚丽。

蒙牛

蒙牛旗下的特仑苏也披上了相应的世界杯战袍，怎么

跟百事很像？

小胖蛋瓜子

包装只有四款 ：德国、法国、阿根廷、巴西，文案非

常简单——德国是冠军、法国是冠军……

Green Packaging Research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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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生物质泡沫包装材料现状

作者 ：杨健根，单志华，陈慧，蒋岚，邵双喜

来源 ：皮革科学与工程，2018 (6)

摘要 ：包装材料不仅涉及到安全与环境保护问题，也涉及原料的资源化开发利用问题。因此，环境友好生物

质包装是现代包装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新的生物质包装材料与产品品种成果不断地被报道，新的功能不断出现。

本文对近年来淀粉、木质素、纤维素、蛋白质等生物质基的复合发泡材料在包装领域的开发与应用进行总结评估。

可持续性产品设计的创新方法与案例解析

作者 ：余森林，喻娇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6)

摘要 ：目的 拓展可持续性产品设计的思路，解析不同类别的可持续性产品设计案例，探讨可持续性产品设

计的创新方法及其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方法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从“末端治理”来分析废弃物再利用的设计，

从“源头干预”来分析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从“共享服务”来分析产品与服务系统设计，从“消费公平”来分

析弱势群体的社会和谐设计，从而归纳可持续性产品设计的创新方法。结论 可持续性产品设计创新方法必须将关

注重点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从实体产品扩展到产品服务系统，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展到精神文化领域。可

持续性产品设计的内容，应该同时关注产品的“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将产品与服务系统有机融合，提升

产品的使用效率与生态品质，促进全社会的消费公平，体现设计的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贡献设计的力量。

学 术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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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装回收机制探讨

作者 ：岑余平，徐喆，赵凡凡，沈卓

来源 ：现代营销 ( 下旬刊 )，2018 (6)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校园快递包装盒垃圾的产生与日俱增，校园快递包装物的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快递包裹的回收与再利用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展

了对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的研究。本论文主要是通过对快递包装物回收与再利用现状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从而

可以提高快递包装物的再利用，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资源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Academic Frontier

二元乙丙橡胶可溶性包装膜的油溶性能研究

作者 ：崔华，邵彦萍，刘乐然，孙聚华，孙文秀，祖国臣，李金鹰，郭杨，刘振国

来源 ：弹性体，2018 (6)

摘要：针对自制的可溶性 L 型包装薄膜 ( 以下简称 L 膜 ) 与在用的 J-0010 可溶性包装薄膜 ( 以下简称 J-0010

膜 ) 进行了一系列油溶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用量的 L 膜的溶油时间与 J-0010 膜相当 ；膜用量较高时，在

实验温度 (-20~20℃ ) 下，J-0010 膜的析出现象较严重 ；当膜的质量分数为 0.25%~1.0% 时，L 膜溶液的浊度

均小于 J-0010 膜，L 膜溶液的黏度均高于 J-0010 膜 ；基础油中加入不同用量的 J-0010 膜及 L 膜时，倾点均

明显降低；作为黏度指数改进剂时，L 膜的稠化能力高于 J-0010 膜，剪切安定性 (SSI) 值也明显高于 J-0010 膜。

肉类制品安全和质量监测的智能包装技术概述

作者 ：Ishfaq Ahmed，Hong LinLong，ZouZhenxing Li，Aaron L. Brody，Ihsan Mabood Qazi，

Liangtao Lv，Tushar Ramesh Pavase，Mati Ullah Khan，Sohaib Khan，Lirui Sun

来源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2018 (6)

摘要 ：食品包装行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包装行业的创新使得智能包装 (SP)

系统的发展，在竞争激烈的食品行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SP 系统除了它们的基本作用——保护产品不受有害的

生物、化学和物理损害，并保持其清洁之外，在提高食品保质期和安全性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指标和传感器，

SP 组件被用于实时监控肉类质量，和随后告知零售商和消费者产品的新鲜度、微生物、温度和保质期状况。在

肉类包装中使用条码和无线电频率识别标签，以实时了解产品在供应链中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近年来，SP 技

术的创新使得肉和肉制品的新鲜度、微生物和保质期能够得到快速、灵敏和有效的检测、传感和保存记录。SP

系统显示了对肉类行业广泛应用的承诺，以满足消费者对安全、优质肉制品以及减少浪费的观念需求。本文给出

了更新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概述，和最近的技术进步，发展智能的观点提供肉类包装系统能够监测的物理、微

生物、化学变化的包装内容从生产商到销售点甚至更多，并修正这些潜在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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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 魔芋葡甘聚糖水溶性包装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作者 ：赵佳佳

来源 ：浙江理工大学，2018

摘要 ：水溶性包装薄膜是一种新型功能化的包装材料，具有在水中可以溶解，安全方便，环保等特点，近

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传统的水溶性薄膜以聚乙烯醇为主，但是聚乙烯醇原料主要来自石油，存在可持续性发

展的问题。扩展水溶性原料范围、探索力学性能较好的薄膜，是水溶性包装薄膜研究的重要方向。魔芋葡甘聚糖

(KGM) 提取自天然植物，水溶性和成膜性较好，且与其它多糖类材料共混相容性较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HPMC)

是天然纤维素通过醚化改性得到的，具有水溶性和成膜性，可再生、性能稳定。本文以魔芋葡甘聚糖为基体，加

入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进行溶液共混，采用流延法制备一种水溶性包装薄膜。讨论了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质量分

数和成膜液浓度对的力学性能，水溶性，光学性能的影响。选出力学性能较好的，添加纤维素纳米晶进行增强改

性，测试了其水溶性，力学性能和光学性能的变化。选取力学性能较好的薄膜进行表面改性，以达到调控薄膜水

溶性范围的目的，使薄膜的水溶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包装需求变化。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 在成膜液浓度 1% 时，

随着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质量分数增加，薄膜的拉伸强度和薄膜的断裂伸长率都会出现一个峰值，当 HPMC 质量

分数为 20% 时，由于两者都含有大量羟基，出现的峰值点可能与氢键的饱和度有关。(2) 在 HPMC 质量分数为

20% 时，随着成膜液浓度的增加，薄膜的拉伸强度先增大后减小。在成膜液浓度 1% 时，薄膜的力学强度较高，

可达到 113Mpa 左右，断裂伸长率在 20% 左右，水溶性，光学性能等综合性能较好。(3) 添加纤维素纳米晶增强

HPMC/KGM 水溶性包装薄膜，随着纤维素纳米晶含量的增加，该薄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明显提高，在纤

维素纳米晶含量 0.15% 时，薄膜的拉伸强度可达到 132Mpa 左右，断裂伸长率 68% 左右。水溶性有所降低，但

是比相同条件下制备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薄膜的水溶性高，随着纤维素纳米晶的加入，透光度逐渐降低，雾度逐

渐升高。(4) 采用十七氟癸基三甲氧基硅烷 (AS-FAS) 对薄膜进行表面疏水改性，随着 AS-FAS 溶液浓度的增加，

表面改性后的薄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透光度和雾度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改性后薄膜的内部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改性只发生在薄膜的表面。但是改性后薄膜表面的接触角先增大后保持不变，说明薄膜表面的亲

水性减小疏水性增加。表面改性后的薄膜 10min 在水中的溶解度也逐渐减小，这说明水溶性薄膜的水溶性在一

定范围内是可以调控的，来满足不同包装的要求。

基于智能快递箱的城市快递配送系统优化研究

作者 ：贾旭光

来源 ：江苏商论，2018 (6)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兴旺发展及各种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城市快递配送系统要逐步实现信息化与智能化。

本文研究城市快递系统的现状，总结目前城市快递系统存在的问题，探索在城市中启用智能快递箱，构建基于智

能快递箱的城市快递配送系统，解决目前城市快递配送系统中时效性差、机械化程度低、包装受环境影响大、包

装浪费及信息化程度低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学 术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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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薄膜表面绿色环保型阻氧涂层的构建与性能研究

作者 ：俞秋燕

来源 ：浙江理工大学，2018

摘要 ：聚乳酸 (PLA) 采用富含淀粉的天然植物为原料，经过现代生物技术发酵聚合而成。PLA 制品在使用

后可降解为 H2O 和 CO2, 对环境没有危害，克服了传统塑料难降解的弊病。但是，PLA 薄膜在阻氧性能方面存

在明显不足。本论文选用绿色环保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HPMC)、聚乙烯醇 (PVA)、单宁酸 (TA) 以构建涂层的

形式，解决 PLA 的阻氧问题。首先以 HPMC 与 TA 为原料，采用层层组装法 (LBL) 构建 HPMC/TA 涂层。随

后以 PVA 与 TA 为原料，采用 LBL 法构建 PVA/TA 涂层。最后以 PVA 与 TA 为原料，采用共沉淀法构建

PVA/TA 复合物涂层。通过对表面化学结构和形貌等表征，研究涂层在 PLA 表面生长的规律。研究三种不同涂

层对 PLA 阻氧性能、透光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以及机理。主要研究结果如下：随着 HPMC/TA 层数的增加，

涂层在 PLA 薄膜表面的厚度变化规律呈现指数式增长。当 HPMC/TA 涂层组装达到 20 个双层时，涂层平均厚

度约为 1.95±0.11μm，氧气透过率为 551.24 cc/m2·day，相比原膜降低了约 38.13%，有效提高了 PLA 薄膜

阻氧性能。同时，涂层还赋予了 PLA 薄膜良好的紫外吸收能力，在 281nm 处，20 层的涂层紫外透过率仅为 6.04%；

薄膜其他性能如透光率、力学性能略有下降。在 PLA 薄膜表面 PVA/TA 涂层的厚度变化规律随其层数增加也呈

现出指数式增长。当PVA/TA涂层组装达到20个双层时，涂层平均厚度约为8.91±0.57μm，氧气透过率为1.43cc/

m2·day，相比原膜降低了约 99.84%，明显提高了 PLA 薄膜阻氧性能。同 HPMC/TA 涂层，PVA/TA 涂层还

赋予了 PLA 薄膜良好的紫外吸收能力，在 281 nm 处，20 层的涂层紫外透过率为 0.8% ；薄膜的透光率、拉伸强

度略有下降，但断裂伸长率有所改善。随着 PVA 和 TA 的混合比例的变化，涂层在 PLA 薄膜表面的厚度和形貌

随之发生变化。当 PVA:TA 为 1:0.05 时，薄膜的阻氧性能最好，涂层厚度为 0.68μm，氧气透过率为 2.43 cc/

m2·day，相比原膜降低了约 99.73%，显著提高了 PLA 薄膜阻氧性能。同 HPMC/TA 涂层、PVA/TA 涂层相比，

该涂层的紫外吸收能力较低，在 281 nm 处，PVA:TA 为 1:0.05 的涂层紫外紫外透过率为 66.80% ；薄膜的透光

率、力学性能略有下降。相比 LBL 法组装涂层，该涂层的阻氧性能高于 HPMC/TA 涂层，略低于 PVA/TA 涂层，

但制备过程耗费时间短，操作更加简便。

减量化包装的设计理念研究

作者 ：任依晴，乔洁

来源 ：包装工程，2018 (6)

摘要 ：目的 对可持续包装中的减量化设计理念进行定量分析。方法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

消费观念亟待调整，本着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5 大发展理念，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部门制定的

可循环措施，比较多个实际产品案例及材料特性，分析减量化这一核心理念，从设计理念、材料、结构、生产、

视觉设计表现等几方面进行纵向剖析，深入探索减量化设计理念在包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结论 通过减量化设计

加快包装设计的绿色可持续进程。减量化包装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减量化包装的

普及和推广可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使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发展更加完善，且加快从粗放式发展向可持续发展

迈进的步伐。基于减量化这一核心理念，设计师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从材料、结构、视觉等多方面进

行可持续设计。

Academic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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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物降解包装考虑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

作者 ：Leela S.Dilkes-Hoffman，Joe L.Lane，Tim Grant，Steven Pratt，Paul A.Lant，Bronwyn 

Laycock 

来源 ：清洁生产（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 (6)

摘要 ：从废物管理的角度来看，高阻隔、多层、可生物降解的食品包装可以替代目前的不可回收、不可降解

的多层包装。尽管还需要进行技术研究，但可以设想生物降解热塑性淀粉 (TPS) 和聚羟基烷酸盐 (PHA) 层状材料

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目标。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讨论在评估可生物降解食品包装材料时考虑食品浪费的影响。

它还考虑了垃圾填埋场甲烷捕捉效率，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生物降解包装在垃圾处理时可能会释放甲烷，而

非生物降解包装是惰性的。然而，一个关键的结果是，当食物垃圾被包含在系统边界中的时候，它将贡献与系统

相关的超过 50% 的温室气体排放，无论包装是否可生物降解。这表明，即使是生物降解包装，减少食品垃圾也

是设计考虑的关键。事实上，在垃圾填埋场处理含低气体捕获率的 PHA-TPS 包装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实际上

可以被抵消，如果包装将食物浪费 ( 牛肉 ) 减少了大约 6%。最终的结果是，如果 PHA-TPS 食品包装能够减少

食物浪费或增加生物食品废料处理的可行性，那么它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基于 PVA 薄膜的覆膜与胶带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作者 ：王鑫婷

来源 ：北京印刷学院，2018

摘要 ：本文针对覆膜产品和胶带产品使用后无法循环利用，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提出用水溶

性优良的 PVA 薄膜替代现有覆膜和胶带基材（如 BOPP 薄膜等），用水溶性胶黏剂替代现有的水基覆膜胶黏剂

（如丙烯酸类和聚酯类等），制备环保（水溶性）的覆膜产品 ；提出用水溶性的背层处理剂作为以 PVA 薄膜为基

材的胶带的离型剂，用水溶性压敏胶替代现有的无水溶性的压敏胶（如丙烯酸类等），制备环保（水溶性）压敏

胶带，彻底解决覆膜产品和胶带产品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本文检测了 PVA 薄膜作为覆膜和胶带

基材必备的性能，针对覆膜产品研制了桃胶胶黏剂和 PVP 胶黏剂，并对其性能进行了检测 ；制备了 PVA 与桃

胶、PVA 与 PVP 两种覆膜产品，并对其覆膜性能及产品的水溶性进行了检测。针对胶带产品研制了背层处理

剂，并对其性能进行了检测 ；筛选了水溶性压敏胶，以水溶性背层处理剂作为离型剂，制备了胶带产品，并对其

胶带性能及产品的水溶性进行了检测。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1. PVA 薄膜的拉伸强度是 65.3 MPa，拉伸杨氏模量

是 1430 MPa，断裂伸长率是 169% ；2. 桃胶浓度为 30%，交联剂（六偏磷酸钠）的浓度为 0.3%，增粘剂（羧甲

基纤维素）的浓度为 0.5%，水解时间为 180 min，桃胶胶黏剂的固含量为 43.8%，粘度超过 12 s，纸塑粘结牢

固，覆膜产品表面平整，符合质量要求 ；3. PVP 的浓度为 15%，增粘剂 (C18H35KO2) 的浓度为 1%，甘油的浓度

为 10%，PVP 胶黏剂的固含量超过 30%，覆膜产品的附着力超过 3 N/15 mm，纸塑黏结牢固，覆膜产品表面平

整，符合质量要求 ；4. Span80 的浓度为 2%，Tween60 的浓度为 2% 复配溶液作为 PVA 胶带的背层处理剂时，

达因笔测试的 PVA 薄膜的达因值由 56-60 mN/m 降低到 32-34mN/m，PVA 胶带胶面与非胶面不粘连 ；5. 水

溶压敏胶带的拉伸强度为 58.62 MPa，断裂伸长率为 251.6%，180°剥离强度为 1.51 N/cm ；6. 覆膜和胶带产品

在 80℃水中，经过 5 min 的充分搅拌，PVA 薄膜、胶黏剂、背层处理剂完全溶解，形成废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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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和长期抗菌活性迷迭香酸明胶生物降解膜的研制

作者 ：Liming Ge，Mingjin Zhu，Xinying Li，Yongbin Xu，Xiaonan Ma，Rong Shi，Defu Li，

Changdao Mu

来源 ：Elsevierjournal  Food Hydrocolloids 食品水解胶体 / 食品凝胶，2018(4)

摘要 ：开发新的方法将天然活性物质加入到凝胶基的食用薄膜中，以获得有效的抗氧化和长期的抗菌活性，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天然活性化合物迷迭香酸（RosA）首先通过 EDC/NHS 化学结合在明胶骨架上。然

后用甘油偶联物进行塑化，并与二醛黄原胶交联，制备活性 RosA- 明胶食用薄膜。结果表明，该食品膜具有良

好的耐水性能、较强的力学性能和较好的紫外光阻隔性能。RosA 的共轭使以明胶为基础的可食用薄膜具有预期

的有效抗氧化和抗菌活性。有趣的是，经过 3 个月的贮藏后，RosA- 明胶食用膜仍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显示

出较长期的抗菌活性。总之，所制备的 RosA- 明胶食用薄膜在食品和医药包装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生物可降解聚 ( 丁烯二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 与聚 ( 羟基氨基醚 ) 在包装
上的应用

作者 ：Ainara Sangroniz，Leire Sangroniz，Nora Aranburu，Mercedes Fernández，Antxon 

Santamaria

来源 ：Elsevierjournal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欧洲聚合物杂志，2018 (6)

摘要 ：研究了通过添加聚（氢化氨基醚）(PHAE) 来提高可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PBAT) 的性能。

通过 DSC、DMTA、FTIR 和 TEM 分析表明，共混物具有部分混溶性，具有细小分散的液滴 / 基体形态。除了

形貌、氢氧基和叔胺之间的氢键外，还可以用纯聚 ( 氢氧基醚 ) 和共聚物中的羰基 ( 丁烯己二烯 - 对苯二甲酸酯 )

得到线性粘弹性性质和时间弛豫谱。富含聚（氢化氨基醚）的共混物具有最高的弛豫时间和随之的应变硬化行为，

这有助于包装薄膜的细化。通过加入聚（氢化氨基醚）来测量对水蒸气、柠檬烯和二氧化碳的渗透率，从而大大

降低 PBAT 的渗透率，特别是对二氧化碳的渗透率。共混物的力学性能与形成基体的聚合物相似。总的来说，这

项工作旨在阐明第二种成分对可生物降解聚合物性能的影响，以便为包装应用设计合适的材料。

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闭环物流系统的包装计分卡

作者 ：François Fulconis，Bernd Philipp

来源 ：Elsevierjournal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8 (3)

摘要 ：包装在现代生产、销售和消费体系中无处不在。它有多种功能。他们指的是产品的质量，通过其市场

营销方面的广告 / 促销，以及通过它的处理 / 存储 / 运输活动来实现的物流。作为不同供应链参与者（供应商、

制造商、物流服务供应商、承运人、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包装计分卡是自新世纪以

来发展的核心。然而，面对范式的变化预示着向循环经济的过渡即将来临，那么这些包装记分卡与线性供应链概

念的相关性又如何呢？本文研究了包装、物流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直接关系，对现存的主要包装记分卡的相关性提

出了质疑，并为以循环经济原则为导向的新型包装记分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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