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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包装行业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卷首语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创新是破解前进道路上难题的关键所在。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包装行业而言，没有创

新就无法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即

将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包装行业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

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

能观望、不能懈怠。

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包装行业门类全企业多，已具备了雄厚、稳固的发展基础，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同时

也要看到，包装行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低端化、同质化竞争激烈，技术

含量高、环保效果好的绿色包装亟待创新发展。包装行业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包装行业的“供给侧改革”，

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

实现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本。近年来，我国包装行业技术进步明显加快、水平大幅提升，

但创新基础不牢、原始创新不强，关键领域受制于国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

掌握发展和竞争的主动权。

实现创新驱动，践行工匠精神是关键。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导致的粗放型生产，使得技术

条件难以提高精度，损害了追求质量的态度，“供给侧改革”在当下被适时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

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匠精神”，

我们应积极践行。

古语云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 ；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面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规划，面对建设

两型社会的迫切要求，面对对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我们应加快包装行业研究的步伐，坚持解放思想，提高

自主创新意识，践行工匠精神，用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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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谈绿色包装

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今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布局之年，如何在“十三五”中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

成为了与会代表热议的话题。绿色包装产业是绿色

发展理念的体现之一，我们看看下面的代表们针对

绿色包装是如何说的。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泰集团董事长李建华 :

废纸减少森林消耗，再利用须政策扶持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华，一直对废纸情有独钟。

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告诉记者 ：“废纸资源

用好了，可以大大减少森林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

境。”

李建华是山东华泰集团董事长，从 1998 年至

今连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近年来，他奔走呼吁，

提出建议，希望解决造纸行业废纸增值税返还问题，

用政策推动废纸利用，以便更好地保护我们宝贵的

森林。

在李建华眼里，废纸利用绝不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他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说，目前我国废纸原料占

纸浆总消费量 65%, 废纸利用量占世界 1/3 以上。

本刊特讯

我国新闻纸、包装纸板等通过技改，已做到 100%

利用废纸制浆，而且制浆过程中的废物也可全部资

源化利用，实现了清洁绿色生产。可以说，废纸是

目前污染最低、最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造纸原料。

李建华等代表的呼吁，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

呼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2015 年，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再生资源增值税返还政策，把废

纸列入增值税返还目录，为造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循环经济开辟了新天地。

今年全国人代会，李建华又带来了关于废纸的

新的建议 ：提高国内废纸回收和分拣水平，扩大废

纸进口来源，保障资源供应质量。李建华说，近年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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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国内废纸回收率不断提高，目前基本做到了

应收尽收，回收量超过可回收量的 90%, 国内废纸

的利用量已大于进口废纸量。但是，由于我国废纸

回收分拣和储运贸易体系相对落后，废纸分类水平

有待提高，回收人员分散难以管理，不诚信问题难

以追溯，影响了我国废纸的回收质量，造成了部分

废纸降级使用，浪费了资源。

李建华建议，进一步完善废纸回收分类标准，

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废纸回收具有社会公益环保性

质，他希望我国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制定法律或

法规，明确废旧资源回收和分类是政府的公共职责

和任务，规定政府部门、回收企业、社会团体、居

民组织在回收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明确市场准入、

投资收益、税收融资、宣传引导、知识普及、公众

参与、运输存储等方面职责，促进废纸回收分类体

系的建设，推进国内废纸资源循环产业的发展。

围绕废纸利用，李建华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他

建议，进一步加大鼓励废纸进口，缓解我国造纸原

料短缺问题。

他还建议，有条件恢复废纸加工贸易政策，这

样，有望将 300 万吨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外市场，

实现出口额约 20 亿美元，将造纸行业产能利用率

提高 2.55%。他就此算了一笔帐，释放出来的产能

新增税收，将超过加工贸易出口减免的增值税，使

国家在减免税收的同时增加更多的税收。

另外，2015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把废纸

列入增值税返还目录的政策，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

得到落实，但也还有一些地方尚未落到实处。李建

华建议税务部门予以关注，对符合政策的行业企业

尽快把废纸的增值税返还落实到位，切实缓解企业

资金、税费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徐秋芳 ：

减少包装污染，尽快出台货物包装规范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快递产业绿色健

康发展。据了解，目前我国快递业日均产生的废弃

包装已达千万件，网购包装造成的浪费和污染令人

担忧。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

源学院教授徐秋芳建议，国家要尽快出台网购行业

本刊特讯

货物包装的技术规范，同时加快新型快递包装的设

计应用。

徐秋芳说，在她工作的校园里几乎每天中午和

傍晚，都能看到学校图书馆门口排着壮观的取快递

队伍。让她担忧的是，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过度包装

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每年大量的网购包装废弃物，

浪费高达 4000 亿元。“去年我国大概有 200 亿个快

递包裹，增长是 43.3%，不管是纸板也好，塑料也好，

可能大家觉得都是可以循环利用了，都用得心安理

得，后来我去调查，废纸再利用的过程当中，生产

一吨纸需要 1.2 吨的废纸，另外还要再消耗 10 到

30 吨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产生很多的浪费和

污染。”

徐秋芳说，快递公司为了将商品完好送到，避

免责任，对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装，无形中产生

了大量的包装垃圾，她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网购行业

货物包装的技术规范，同时加快对新型快递包裹的

研发设计 ：“快递包裹设计成可折叠，防震、还有

电子锁，放入芯片，通过信息化来管理和回收利用，

前期要有很大投入，我核算了一下，200 块钱一只，

可循环利用 200 次以上。”

徐秋芳坦言，目前的技术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

这种新型快递包裹的回收利用，但想让这种快递包

裹实现商业化生产，难度很大。她表示，如果她的

建议成为现实，确实能够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

方面起到显著作用，不过推动的过程将会相当复杂：

“要投入很多，企业家可能一下子没有看到回报，

是不愿意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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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

淘汰落后产能，绿色发展先行

在 2016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玖龙

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玖龙 5 年内有望实现工业 4.0，将对 15 台纸机进行

改造。经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企业是好企业。如果

真正把购买力留在国内，相信中国经济的潜力巨大。

“如果从前端提高了供给的质量，更好地满足 13 亿

人口的消费，真正把购买力留在国内，我相信中国

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谈起制造业，这位“造纸

大王”面带微笑，语气里透露着自信，“要实现‘优

质供给’，从制造业来讲方向就是全面实现信息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工业 4.0。”

面对外界对于东莞制造的诸多讨论，张茵呵呵

一笑 ：“东莞现在转型升级留下来的企业是有竞争

力的。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务实高效作风，

我们也非常认可，非常有信心在东莞继续发展。”　

张茵说，经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企业是好企业，而

且正走在坚持绿色发展的转型道路上。

张茵从四个方面畅谈制造业转型。

张茵 ：我很认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就

是说通过从供方的自我提升去引领需方的消费需

求。我经常讲，如果我们的制造业能提高质量，实

现“有效供给”，把全国 13 亿人规模的消费都留在

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日本过去十多年经济增速并不高，为什么还是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产业还是那么发达呢 ? 去日本

看看就知道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产品都是日本制

造，而且还有大量产品输出到全球。如果中国制造

能够把国内庞大的需求同样做到这一点，那将意味

着无限的发展机遇，在国家就能买到想要的东西，

不用专门到国外买，真正做到中国人用中国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让为数众多的供

方能够形成质量提升的共同价值观，质量提升和赶

超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保证企业的平

稳发展，如果众多企业没法形成共同的以质量提升

为目标的价值追求，而是继续以牺牲产品质量、牺

牲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代价来打价格战，那么供给侧

改革的成效将大打折扣。

发展模式的切换必然要经过阵痛期。目前，以

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主动淘汰了大量

落后产能，留下的企业是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玖

龙纸业，早在三年前我们就已经与德国方面的先进

技术进行对接，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学习借鉴德国的

先进技术，在五年内全面达到工业 4.0，这是我们

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工业 4.0 来提升企业的单位产值

和效率，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把

员工从繁重、重复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工作在

变得更加轻松、快乐的同时实现员工自我价值的增

值，这也符合清洁生产绿色发展的要求。

我们的员工也非常认同这一发展理念，也尝到

甜头。现在可以用大数据分析提高管理效率，科技

创新让员工可以实现一岗多能，在促进企业发展的

同时，员工本身的自我价值和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我们企业转型的决心坚定，但转型的付出和压

力也大。玖龙纸业东莞基地的年产能达到 530 多万

吨，占玖龙年总产能的一半，我们粗略算了一下，

五年规划中 15 台纸机改造就要花数亿元，相当于

牺牲了一台纸机的产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非

常值得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全国来看，目前广东不仅经济走在全国前列，

在绿色发展上也已经走在全国前面。我们看到，政

府推动绿色发展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大，而且措施也

越来越准，成效越来越明显。就拿东莞来看，过去

一年全市就大大小小引导关闭了 160 多家造纸厂，

减少了 560 多万吨的造纸产量，政府还拿出真金白

银引导奖励退出的落后产能，可见地方政府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的决心。就造纸行业来讲，通过大规模

淘汰落后产能，现在广东的造纸行业总体保持产销

平衡，并完成了阶段性结构调整，这些都说明广东

在绿色发展上已经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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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涉及
诸多绿色包装举措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促进绿

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促进绿色消费的目

标为 ：大力推动消费理念绿色化 ；规范消费行为，

引导消费者自觉践行绿色消费，打造绿色消费主体；

严格市场准入，增加生产和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

费产品 ；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

的长效机制，营造绿色消费环境。

文件中提出要重复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

一次性日用品 ；鼓励电子商务企业积极开展网购商

品包装物减量化和再利用 ；商场、超市、集贸市场

等商品零售场所要严格执行“限塑令”，减少包装

物的消耗，鼓励使用生物基材料的环保包装制品等

诸多推动绿色包装方面的举措。

此外，文件还专门提出，要大力开展反过度包

装行动。着力整治以奢华包装为代表的奢靡之风，

在端午、中秋、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以粽子、月饼、

红酒、茶叶、杂粮、化妆品等商品为重点，开展定

期专项检查，加大市场监管和打击力度，严厉整治

过度包装行为，坚决制止商家在销售奢华包装产品

中存在的价格欺诈、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加强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标准制修订工作，明确包装

空隙率、包装层数和包装成本等方面要求。

塑料回收企业行业新规出台

为规范我国废塑料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秩

经济要闻

序，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管理

水平，并贯彻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工信部制

订了《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废塑料综

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公告管理暂行办法》，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意见》明确，废塑料综合利用企业是指采用

物理机械法对热塑性废塑料进行再加工的企业，企

业类型主要包括 PET 再生瓶片类企业、废塑料破碎

清洗分选类企业以及塑料再生造粒类企业。所涉及

的热塑性废塑料原料，不包括受到危险化学品、农

药等污染的废弃碎料包装物、废弃一次性医疗用塑

料制品等塑料类危险废物，以及氟塑料等特种工程

塑料。

生产规模方面
PET 再生瓶片类企业 ：新建企业年废塑料处理

能力不低于 30000 吨 ；已建企业年废塑料处理能力

不低于 20000 吨。

废塑料破碎、清洗、分选类企业 ：新建企业年

废塑料处理能力不低于 30000 吨 ；已建企业年废塑

料处理能力不低于 20000 吨。

塑料再生造粒类企业 ：新建企业年废塑料处理

能力不低于 5000 吨 ；已建企业年废塑料处理能力

不低于 3000 吨。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厂区作业场地

面积。

资源综合利用及能耗方面
企业应对收集的废塑料进行充分利用，提高资

源回收利用效率，不得倾倒、焚烧与填埋、

塑料再生加工相关生产环节的综合电耗低于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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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千瓦时 / 吨废塑料。

PET 再生瓶类企业与废塑料破碎、清洗、分选

类企业的综合新水消耗低于 1.5 吨 / 吨废塑料。再

生塑料造粒类企业的综合新水消耗低于 0.2 吨 / 吨

废塑料。

其他生产单耗需满足国家相关标准。

工艺与装备方面
要求新建与改造、扩建废塑料综合利用企业应

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提高废塑料再生加工

过程的自动化水平。

鼓励 PET 再生瓶片类企业，废塑料破碎、清洗、

分选类企业，塑料再生造粒类企业研发和使用生产

效率高、工艺技术先进、能耗物耗低的加工生产系

统。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规范》宣贯会即将
召开

受商务部委托，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物流专业

委员会、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组织举承接的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规范》SB/T11132—2015 首次

宣贯培训会将于 4 月 6 日召开。

《 电 子 商 务 物 流 服 务 规 范 》（SB/T11132—

2015）是由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牵头 , 中国电子商

务协会、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组织承接，顺

丰速运集团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笔起草，在全国

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下，组织电子商

务物流行业的相关专家及企业家和消费者代表，以

及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企业联盟、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顺丰速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有限公

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资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乾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百利威仓

储物流有限公司、浙江网仓科技有限公司、商派软

件有限公司、圣特尔·E 店宝、锐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菱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制定。

该标准已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由商务部发布，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本标准以消费者为导向展开 , 以全面提升消费

者购物体验为指导思想。标准深入到电子商务物流

系统、仓储、运输、配送、退换货等各个环节，规

定了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服务能力、服务要求和作

业要求。主要适用于提供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组织

以及相关主体，提供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

组织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也可作为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或商户对第三方物流服务进行选择、规范和管理

的参考依据。但本标准不适用于跨境物流、冷链物

流和医药物流服务。

物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证 , 物流

企业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实现与电子商务的成功接轨

显得尤其重要，这就要求物流标准尽快统一起来。

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电子商务物流行业的健康

发展、规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树立电子商务物流

服务的正面形象，提升企业形象及行业竞争力 ；为

相关主管部门提供可靠的监管依据，有效解决现代

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顾客满意度

较差，给予电子商务物流企业明确的流程指导规范，

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2015 我国印刷规模总额数据收入
7191.7 亿元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 年度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统计数据。其中印刷与记录

媒介复制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191.7 亿元，同比增长 7% ；利润总额达 553.9 亿

元，同比增长 5.0%。造纸和纸制品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923.4 亿元，同比增

长 3.4% ；利润总额达 744.4 亿元，同比增长 6.2%。 

　重点企业中，劲嘉股份于 1 月 25 日晚间发布了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 27.38 亿元，同比增长 17.83% ；营业利润 8.72

亿元，同比增长 30.3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0 亿元，同比增长 24.46%。截至

2015 年年末，劲嘉股份总资产达到 54.10 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17 元。合兴包

装发布了 2015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5 年营业收

入约 28.5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金额约 1.36 亿元，

增长比例约 5.01%。报告显示，由于受市场竞争形

势和原材料等价格因素影响，2015 年度合兴包装

的赢利水平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

经济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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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精机将设智能装备研究院

金明精机发布公告称，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汕头

市金明智能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强化智能制造

能力，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

装备研究院的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经营

范围包括 ：智能装备的研发设计以及智能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质检技术服务；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装备、

智能自动化生产系统、物流仓储系统、生产辅助系

统、控制软件、智能化数控系统 ；数据处理服务及

技术推广等。

金明精机表示，将逐步开发工业制造智能技术、

云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公司围绕制造、智慧工厂、

智慧机器人、大数据等新思路进行产业运营，旨在

推进公司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加快

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

工业互联网等制造新基础，立足金明新模式、新业

态、新产品，有利于公司强化在智能制造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智能化水平。

金明精机称，该公司在智能装备行业起步比较

早、研发能力行业领先。目前拥有 11 项发明专利

143 项实用新型专利、9 项外观专利，拥有国家级

博士后工作站 ；获 10 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奖，32

项省市级科技奖、第十四届国家专利优秀奖，通过

多项国际认证等。

公司现拥有各种先进的高精密加工设备 100 多

台套，其中包括 DMG 超大型的四轴精密加工中心、

NILES 数控精密磨齿机、英国 CINCINNATI 四轴

产业动态

精密加工中心、美国 HASS 四轴精密加工中心、西

班牙 NCS.A. 超大型高精密度龙门加工中心等，组

成现代化的电脑控制精密加工设备群组，实现了塑

机生产的高度专业化。

自国家公布《中国制造 2025》强化高端制造

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以来，金明精机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不断探索金明产业创新发展道路。去年与清华

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智能机械、健康与康复器械

领域建立战略合作，联合成立“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与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康复机器

人联合研究中心”。据悉，目前康复机器人产品产

业化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黄山软包装新材料产业成为国家级
特色产业基地

近日，黄山软包装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被科技

部认定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这也是黄山市目

前唯一的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

近年来，黄山市通过龙头带动、创新驱动、政

策推动、服务主动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产业基地的

健康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黄山软包装

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8 家，

关联科技型中小企业 30 家，从业人员 4210 多人，

实现产值 38.5 亿元，总收入 37.4 亿元，出口创汇 0.6

亿美元，净利润 2.9 亿元，上缴税金 2.2 亿元。由此，

软包装新材料产业已成为黄山市四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基地之一。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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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兴纸业《环保型低定量高强白面牛卡
纸》项目列入 2015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近日，国家科技部下达了 2015 年度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的通知。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的《环保型低定量高强白面牛卡纸》项目正式列入

2015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国家火炬计划自 1998 年起开始实施，是由国

家科技部组织实施的一项旨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环境建设的指导性计划。其

目的在于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景兴纸业是一家专业以废纸为主要原料从事环

保再生纸生产的企业，为减少木浆消耗，提高资源

利用率，景兴纸业采用生物酶脱墨、热分散控制胶

粘物形态、FAS 漂白等技术处理混合办公废纸，将

浆料经分级后代替木浆用作产品的面浆，研发出一

种环保型低定量高强白面牛卡纸。产品达到了高效

利用再生纤维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此次景

兴纸业《环保型低定量高强白面牛卡纸》项目顺利

列入国家火炬计划，是国家科技部对公司创新成果

的充分肯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同时

为产品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奥瑞金收购中粮包装股权

1 月 28 日，奥瑞金发布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向

中粮（香港）受让中粮包装 27% 的已发行股份的

受让价，受让价款为 1,616,047,200 港元。同时，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份转让登

记手续。至此，奥瑞金成功上位中粮包装第二大股

东。

本次股份转让前，中粮（香港）持有上市公司

60.15% 股份，为中粮包装第一大股东。转让完成后，

中粮（香港）持股比例降至 33.15%, 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而奥瑞金受让中粮包装 27% 的已发行股份，

以仅 6% 的股份差紧随其后，成为中粮包装的第二

大股东。

资料显示，奥瑞金是国内金属包装行业的龙头

企业，拥有红牛、康之味、北京一轻、飞鹤乳业等

优质合作伙伴。自 2013 年起，奥瑞金开始传统制

造龙头企业逐步向综合包装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商业模式创新逐步落地，成效卓着，2015 年以来，

公司更积极推动“大包装”整合战略，目前已接连

稳坐永新股份、中粮包装的第二大股东之位，奥瑞

金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受让中粮包

装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表示“双方计

划在 4 个月内完成交割”, 然而，截止今日奥瑞金

仅 2 个月余便火速完成股权交割，其“大包装”战

略步伐明显呈加速之势。

奥瑞金表示，“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改善奥

瑞金对单一客户红牛过于依赖的问题，丰富、优化

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

股权交割的完成也意味着奥瑞金也具备了向中粮包

装董事会派驻代表董事的资格和权利，未来将很有

可能会参与到其实际经营活动中。对于交易另一方

的中粮集团来说，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完成了深化

改革推进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任。未来，中粮

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粮包装可发挥各方优势，实现

共赢发展，提高盈利能力。

长荣股份收购海德堡斯洛伐克公司

天津长荣股份有限公司 3 月 1 日与海德堡印刷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海德堡印后业务德国有限公司、

海德堡印后业务斯洛伐克有限公司签订《企业购买

协议》及相关附件，对海德堡股份目前控制的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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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斯洛伐克进行企业整体收购。

长荣股份拟在斯洛伐克共和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MASTERWORK CORP S. R. O。”，中文名称为

长荣斯洛伐克有限公司。

海德堡斯洛伐克公司主要致力于海德堡糊盒机

生产，并为海德堡股份印刷设备制造零配件。其生

产组装的 Diana 糊盒机技术水平国际领先，设备质

量、操作稳定性、智能化程度首屈一指，其零配件

制造加工经验丰富，已形成其特有的制造工艺技术。

海德堡斯洛伐克公司与德国海德堡、意大利赛鲁迪

等优秀国际企业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客

户提供性价比高、竞争力强的产品和服务。

海德堡股份是海德堡德国的唯一股东，海德堡

德国持有海德堡斯洛伐克的全部股份。长荣斯洛伐

克拟对海德堡斯洛伐克进行企业整体收购，包括有

形动产和不动产、应收款和应付款、雇佣关系等。

经各方协商同意，交易价格为 257.97 万欧元。

长荣股份表示，公司此次通过企业整体收购方

式获得海德堡位于斯洛伐克的生产资源，当地产业、

地域和声誉优势，将为公司在欧洲设立生产基地奠

定基础，为公司创造技术、服务、品牌等多重效应。

同时，此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优化现有产品，延伸

产品链，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对加快公司智能工

厂解决方案在社会包装的推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厦门合兴包装投资设立智能集成服务
公司

近日，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

于投资设立智能集成服务公司的公告。

公告称，根据合兴包装的战略发展规划，为更

好地拓展智能集成服务方面的业务，公司已设立全

资子公司厦门合兴智能集成服务有限公司。近日，

智能集成服务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智能包装集成服务是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

方向，本次智能集成服务公司的设立有助于在客户

中拓展智能包装集成服务。

合兴包装未来将重点打造两个平台，一是智能

包装集成服务平台，一是包装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在解决客户对包装智能化需求的同时，积极利用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分析出产业链

中各类供应商的优势与劣势，找到增量的价值创造

点，并建立起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聚拢行业内的

包装设计商、包材供应商、中小包装企业、仓储物

流企业、包装机械企业和各类包装客户等，形成合

兴的包装生态圈，最终推动包装产业的转型升级。

伊利实践三位一体绿色发展理念

伊利作为中国乳品行业的杰出代表，在多年的

发展中，伊利早就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早在很

久前，伊利牛奶包材的品质已经达到了环保级别，

不仅包装时尚绿色有颜值，更拥有“实力强悍”的

包材护航。

在业界，伊利率先使用国际包装巨头利乐、康

美推出的可降解环保包装，成为中国第一家采用

FSC 认证无菌纸盒包装的乳品企业。普通的塑料包

材降解期在 3-5 年以上，但伊利采用的可降解的包

材 3 个月就可以降解。就连外包装上的吸管也是用

淀粉制成的胶而粘连，家长再也不用担心小孩子会

出现误食吸管胶的情况了。

与此同时，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产品线最

全的乳制品企业，可降解包装材料的选择，只是企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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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保发展的其中之一。伊利还总结出了一套“绿

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

截至 2014 年底，集团自建污水处理厂（站）的日

污水处理能力达 12 万余吨，年降解 COD 约 3 万吨。

伊利所排污水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且实现处理后的

污水的部分回用，既减少了污水的排放量，也有效

的节约了水资源。

此外，2010 年，伊利与国际第三方碳审核机

构——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行

业内率先开展全面碳排查。伊利已经连续 6 年对全

国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自主开

展碳盘查，全面核算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并积极寻找碳减排机会，对集团旗下所有企业进行

了全面碳盘查，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金恒纸业变废为宝力争上游

在佳木斯金恒纸业有限公司巨大的仓库，一边

是堆积如山成捆的废纸，另一边是摆放整齐的箱板

纸，金恒纸业实现了变废为宝，通过先进的造纸生

产线，别人眼中的废品成为企业赚取利润的宝贝。

佳木斯金恒纸业有限公司由广东省东莞市嘉祥

纸业有限公司于 2013 年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2.1

亿元人民币，一期投资 1.8 亿元，2015 年 9 月一期

工程完工并正式投产，可实现年产 10 万吨高档箱

板纸和仿牛卡纸。据了解，目前黑龙江省箱板纸使

用主要由辽宁省的造纸企业供应，全省每年箱板纸

的使用量大约在 150 万吨至 200 万吨之间，市场潜

力巨大，亟需本地造纸企业抢占市场。金恒纸业利

用废纸壳进行无化学制浆后生产高档箱板纸，这个

企业的出现既可以填补黑龙江省包装市场的空白，

又为佳木斯市循环经济增添亮点。

在堆放废纸的仓库，细心的人可以发现部分废

纸上的文字是俄文，这些原材料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虽然废纸表面上看破破烂烂无甚区别，但据工作人

员介绍 ：相比于国内的草浆纸，俄罗斯进口的废纸

是木浆纸，纤维长度好，造出来的纸质量也更好一

些。据了解，去年哈洽会期间，这个企业主动出击，

与俄罗斯企业沟通洽谈，成功与俄企业对接，目前

企业 30% 原材料来自于俄罗斯，70% 来源于国内。

这样既可有效降低成本，又为佳木斯市废物回收再

利用做出贡献。企业在国内回收原材料时，更加倾

向于在本地回收，本地废纸价格每吨 900 元，外地

废纸由于加入运费，高达每吨 1100 元，。

在生产车间，每捆重约一吨的废纸排队进入巨

型碎浆机，这台碎浆机一次可以粉碎十多吨废纸，

由于技术先进，可以保持废纸纤维不断裂，从而提

高产品的质量。随后，碎纸浆进入制浆机、造纸机，

经过挂浆、挤压水分、烘干、质检等一系列“锤炼”,

宽度 4 米平整干净的箱板纸就新鲜出炉了。据了

解，为保证产品质量，企业采用先进的智能扫描仪，

对纸张水分定量通过网络进行精确检测，每分钟打

点 1000 多次，一旦发现水分定量与设定数值不符

即可自动调整造纸机阀门，较以往手动调节提高了

准确率，产品质量更加稳定。据了解，这条纸张生

产线总投入 3000 多万元，属国内先进造纸生产线，

企业拥有先进的废纸处理技术，生产的高档箱板纸

具有韧性好、耐折度强、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标准等

特点。

针对造纸产生的污水，企业也相应建立了污水

处理站，每天可处理污水 3000 立方米，污水处理

完后，企业仍旧把水回收再利用，有效节约了成本，

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

目前，这个企业生产已经步入正轨，每天有 15

台载重 30 吨的大挂车将产品运往全市及周边地区，

同时每年产量的 40% 又回销至俄罗斯，为企业赚

取外汇。

一期投产后，企业正在谋划二期纸机生产线的

建设，预计 2016 年 8 月正式投产，预计公司年销

售收入可达 3.4 亿元，税金 3500 万元。金恒纸业

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把更加长远的发展眼光瞄向

了俄罗斯市场，努力开辟更加广阔的俄罗斯市场。

力争在 2 至 3 年内，金恒纸业有限公司将发展成为

东三省最大的现代化造纸企业。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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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 1- 甲基环丙烯等九种物质的
残留限量标准

近 日， 欧 盟 发 布 委 员 会 实 施 条 例（EU）

2016/71，修改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条例（EC）

No396/2005，修订部分商品内部或表面的 1- 甲

基环丙烯（1-methylcyclopropene）、氟啶虫酰

胺（flonicamid）、粉唑醇（flutriafol）、吲哚乙酸

（indolylaceticacid）、吲哚丁酸（indolylbutyric 

acid）、 烯 草 胺（pethoxamid）、 抗 蚜 威

（pirimicarb）、丙硫菌唑（prothioconazole）、伏

虫隆（teflubenzuron）的最大残留限量。本法规

将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生效。

日拟修改食品包装容器要求

近 日，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听 取 药 事、 食 品 卫

生 审 议 会 意 见， 拟 制 定 聚 萘 二 甲 酸 乙 二 醇 酯

(Polyethylene naphthalate，PEN) 为主成分的合

成树脂器具、容器的个别规格基准。此次修订将最

终应用于《食品、添加剂等规格基准》( 日昭和 34

年厚生省告示第 370 号 )，并规定 PEN 为主成分的

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在溶出实验测试液中的锗含量

必须低于 0.1μg/ml，蒸发残留物实验中，其含量

应低于 30μg/ml。

据了解，PEN，是一种新型的 PET 同系聚酯，

相比 PET 在力学性能、耐热性能、阻隔性能等上具

有更优异的性能。作为新型材料，在要求日趋严苛

的食品接触材料中颇受欢迎。该材料主要以进口为

主，然而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往往与 PET 等其他材

国际资讯

料合金化使用，在加工过程中或导致残留物超标。

日本此次议案意见征询将于 2016 年 3 月 1 日

截止，预计新规将于 2016 年中公布，在 6 个月缓

冲期结束后，日本市场上流通的相关器具、容器包

装将严格按照新规执行，输日相关食品接触产品必

须依新规进行卫生检测的测试报告方可通关。因此，

相关企业在原材料加工过程中务必控制合成材料的

质量，保证生产环境，避免一味因降低成本而导致

合成品含量超标。最终产品加工企业在选用相关原

材料及部件时，应审核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并在采

购环节加强检测，避免因材料部件的不达标造成损

失。

德国汉堡全面禁止一次性包装

作为减少城市垃圾措施的一部分，德国的第二

大城市汉堡近日出台规定，禁止在公共建筑中使用

一次性的咖啡胶囊，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推出此

禁令的城市。

该城市公布了一份 150 页的“绿色采购指南”，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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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公共建筑中全面禁止一次性包装，其中包括瓶

装水、瓶装啤酒、塑料盘子、餐具、空气清新剂等

物品。

汉堡政府环境和能源部门的发言人 JanDube

表示，这些包装通常会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并且

会产生包装废物，甚至会导致铝等金属的污染。例

如，对于一次性的咖啡胶囊，其成分通常由塑料和

铝的混合物，不容易被回收。6 克的咖啡需要 3 克

的包装材料。汉堡政府认为应采取措施减少包装废

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华盛顿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包装

美国华盛顿特区将出台新规定，禁止餐厅和食

杂店使用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作的一次性饭盒和

饮料瓶子。禁止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包装盒的地方

还包括西雅图、旧金山，同时欧盟也在积极解决这

一问题。

华盛顿市长文森特·格雷推出了一揽子环境保

护政策并获得市议会的批准，而禁止使用一次性泡

沫塑料包装盒是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规定，

餐厅、咖啡厅、食杂店、流动餐车不得再使用一次

性泡沫塑料餐盒和饮料瓶。

聚苯乙烯泡沫几乎难以降解，因此其成为环境

保护主义分子抵制的目标之一。不过，政府出台的

这一禁令遭到了塑料行业的强烈反对。塑料公司称，

这将导致出售外卖食品的餐厅不得不增加运营成

本，而这些成本将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给企

业和个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不过，该政策的支持

者声称，这一禁令将有力减少阿纳卡斯蒂亚河里泛

滥成灾的塑料垃圾。阿纳卡斯蒂亚河贯穿首都华盛

顿市的心脏地带，是一条重要的河流。然而，随着

泡沫塑料包装盒使用量的增加，河岸和河水里满是

被丢弃的塑料垃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杜邦与陶氏公布重组后上市公司拆分细节

近日，两大化工巨头杜邦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

重组案有了新进展。 “陶氏杜邦公司”公布了意向

拆分为三家独立上市公司——农业公司、材料科学

公司和特种产品公司。

材料科学公司将是一家专注于材料的行业领导

者，包含了杜邦公司的高性能材料业务板块和陶氏

化学的功能塑料、功能材料和化学品业务、基础设

施建设解决方案及消费者和汽车解决方案（不包括

陶氏化学的电子材料业务）事业部。互为补充的本

次合并将成就一个低成本、创新驱动的行业领袖，

在包装、运输和基础设施建筑等高增长、高价值产

业板块中，为客户提供广泛而深入的、具有成本效

益的产品组合。该独立的材料科学公司的总部将位

于美国密歇根州米德兰市，以“陶氏”命名。而特

种产品公司则专注于创新科技能力能够造就明确竞

争优势的那些具有吸引力的、趋势性的成长市场。

该公司将包括四块强大的业务 ：杜邦的营养与健康、

工业生物科技、安全与防护事业部，以及由杜邦电

子与通讯与陶氏化学电子材料业务整合后的事业

部。该独立的特种产品公司的总部将设在美国特拉

华州威明顿市。

所计划的三家公司拆分工作完成前，陶氏杜邦

公司将在密歇根州米德兰市和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

设立双总部。双方继续以在 2016 年下半年完成交

易为目标而开展筹备工作。交易的完成有赖于满足

必要的成交条件，包括获得合并所需的监管机构的

批准。

2015 年 12 月，杜邦公司与陶氏化学宣布达成

平等合并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将被命名为陶氏杜邦

公司，成为全球最大化学公司，市值超过 1200 亿

美元。这是全球化工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并购

交易。

美国全生物基 PET 项目开始试生产

美国纽约州珍珠河的 Anellotech Inc. 公司开

始启动一个试工厂，有望带来完全生物基 PET 树脂。



20 GREEN PACKAGING

该公司开发生物学为基础的过程来生产对二甲

苯等产品，而衍生的对苯二甲酸是 PET 关键原料。

该公司和合作伙伴们在同一个反应器里用生物制造

了对二甲苯等芳烃产品，而不必采用传统的需要大

量氢气的成本高、多步骤的热解方法。

催化剂专家庄信万丰是其合作伙伴之一。另一

个合作伙伴是日本的跨国饮料生产商三得利集团。

三得利希望将其饮料包装做到 100% 生物基，目前

做到了 30% 植物基。

三得利表示，很高兴看到 Anellotech 的进展，

对他们开发和商业化可持续的和具有成本效益的生

物基芳烃制造方法有信心。Anellotech 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David Sudolsky 指出，其工艺还可能为尼

龙、聚碳酸酯等塑料材料的生产生物基原料。

美国推出针对儿童安全的电子烟油包装

近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电子烟油使用儿童安全

包装的法案，要求电子烟油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包装，

为儿童安全再“加锁”。我国作为电子烟出口大国，

其出口的电子烟油包装也必须要遵守国外儿童安全

包装的相关法律法规。

电子烟油的主要成分是食用级或者医药级别的

丙三醇、丙二醇和聚乙二醇，以及烟草专用香精。

某些电子烟油中也含有烟碱成分，主要是为了使其

口感更加接近香烟。电子烟油一旦被儿童误食，将

会对其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美国提出的“儿童安全包装”概念，主要针对

5 岁以下儿童，规定了具有儿童安全保护性能的包

装形式，其设计结构可以使儿童在一定时间内难以

开启包装或者难以取出一定数量的内置产品。5 岁

以下的儿童内心好奇而又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认

知能力较差，其行为以“抓、压、扭、捏、咬”等

单一性动作为主。普通的电子烟油包装采用滴定管

结构设计，色彩鲜艳，挥发的水果风味也很容易吸

引低龄儿童关注，导致儿童误食。

目前，我国尚无相关标准法规限制电子烟油的

包装。市场上现有的儿童安全包装主要是通过改变

单一开启方式，以多个动作组合操作完成，增加开

启难度来达到目的，比如压扭盖、掀开盖、迷宫式盖、

拉拔盖等。其中压扭盖方式使用较多，需要由同时

进行的按压和扭转两个动作来完成，增大了儿童开

启包装的难度。

美国国会通过电子烟油的儿童安全包装法案，

虽然会增加产品的包装成本，但是也让消费者更多

地关注到弱势儿童的安全成长问题，为我国电子烟

油包装市场提供了借鉴。

美国废纸消费量创 5 年来新高

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由于过去 3 年间多条纸板和纸巾等生产线投

入运行，2015 年美国的废纸消费量达到 3780 万吨，

同比增长 0.9%，创 2010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称，

OCC 纸消费量同比增长 3%，成为拉动废纸消费量

增长的主要因素。

2015 年，美国只生产了 100 万吨左右纸浆替

代品和 OCC 纸，废纸主要的 5 个品种同比都有所

增长。然而，废报纸同比则大幅减少 13.5%，高级

脱墨废纸同比减少 2.4%，其他废纸同比减少 0.5%。

2010 年以来，美国的废纸消费量中，OCC 纸的年

消费量同比增加了 200 万吨。

美国碧美斯公司荣获两项软包装成就奖

近日，2016 年美国软包装协会的软包装成就奖

（FPA Achievement Awards）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碧美斯公司因 Campbell 速成食品包装袋获得最高

成就奖，此外以 CurwoodFlow-Tite 收缩卷薄膜

获得技术创新银奖。

据该公司员工介绍，该速成食物包装袋是为追

求食品食用快捷、方便的消费者而设计的。消费者

可以直接在碗状包装袋里食用食物。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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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果糖基聚酯项目取得突破

杜邦公司的工业生物科学业务部和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ADM) 公司合作开发出一种

技术，有望带来一种崭新的可持续发展树脂，成为

PET 的替代材料。

合作双方表示，他们发展了一种突破性的工艺，

由此生产出的单体能取代对苯二甲酸，这是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的主要原料。该工艺以果

糖为起点，这是一种衍生自许多生物质来源的丰富

且低成本的糖类。其重点是呋喃二羧甲酯（FDME），

这种单体可像对苯二酸一样在热塑性聚酯生产中发

挥作用。

杜邦的生物材料全球生物业务总监 Simon 

Herriott 说，其突破性在于，可以在果糖转 FDME

工艺中得到高产量，相比其他的 FDME 生产路线

更具经济可行性。

Herriott 接受《塑料新闻》电话采访说：“通常，

技术创新

果糖制作 FDME 的工艺只能得到低产量。糖类化

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支撑 FDME 的低产

量路线限制了其效用和推广意义。”

杜邦和 ADM 公司目前正在美国伊利诺斯州新

建一座 60 吨年产能的设施，ADM 在这里建有一座

大型的加工厂。这座实验工厂有望在年底前投用。

双方合作已经为研究人员供应了一定数量的样板，

供其研究新的聚合物生产。

Herriott 说，合作双方不认为基于 FDME 的

聚合物在食品接触应用中会带来问题。事实上，根

据文献记载，FDME 的一种前体，一种有机酸，在

人体的常规代谢系统中有少量生成。基于 FDME

的聚酯将成为 PET 的替代品。

FDME 作为聚酯纤维生产的单体，可与丙二醇

发生反应。而新型聚合物，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即 PTF，在饮料瓶中可以比普通 PET 带来更好的

阻气性，而且可回收再生。杜邦公司已经生产了生

物基丙二醇，并注册了商标名 Bio-PDO，所以用

这些单体生产的 PTF 可以被视为 100% 可再生。

FDME 是被美国能源部列为有潜力生产高值生

物基材料的 12 种基础原料之一。迄今有关 FDME

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但生产成本一直是横在商用

瓶树脂生产面前的一道坎。

意大利西帕推出自动压缩 PET 水桶

在经过大量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后，意大利西帕

（Sipa）公司生产了一种 PET 饮水机水桶，在倒空

后会自动压缩，缩小了体积，更方便回收再生。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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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次性饮水机 PET 瓶呈现日益增加的

趋势，因为他们的重量仅为 330g，而一个可重复

用 PET 瓶的重量为 650g。这不仅节省了材料，还

降低了运输成本。

这家吹塑技术提供商与多家客户合作开发了一

次性饮水机瓶的设计方案，尽可能整齐地自行压缩，

这一挑战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

西帕公司说 ：“瓶子通常会以不规则的方式压

缩，即使里面的水完全倒空，在内部也会留有很多

空间。”

该公司对计算机仿真序列进行了有限元素法

(FEM) 分析，已找到最能满足客户要求的屈曲结构。

西帕公司的 Dino Zanette 说 ：“FEM 分析缩短了

研究时间，减少了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所需的试验

次数。此外还帮助决定了可让压缩机理仍能发挥作

用的最小重量。”

西帕公司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瓶子形状，包括方

形和圆形，并连同瓶肋和底座形状进行了分析。

该公司说 ：“体积 vs 压力图，底座中心位移 vs

压力，外加仿真图片，都帮助我公司的专家们更好

地了解压缩过程，以及如何修改瓶结构来得到最佳

性能。”

该公司还制作了原型件来检验设计方案。该公

司已通过试验证明了在开发阶段研究得到的压缩机

理是具备可复现性的。西帕公司说 ：“目前，无需

借助外部机械力来压缩空间的完全自动压缩容器已

经拖入了工业生产。无论是容器的回收再生，或者

哪怕只是将容器放入回收箱里，都将比以前方便得

多。

英国研发用于塑料包装标签的隐形发
光材料

近日，Innovate UK 公司和英国工程和物理科

学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研发一项标签用新型发光

材料的项目，这将有助于提高塑料再生中包装分拣

的效率。

这 一 项 目 的 全 称 为 Plastic Packaging 

Recycl ing using Intel l igent Separation 

technologies for Materials(Prism), 旨在将隐形发

光材料用于塑料包装标签上，这代表着“高速自动

化分拣塑料再分类领域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塑 料 再 生 咨 询 公 司、 也 是 项 目 牵 头 团 体 的

Nextek 公司的总经理 Edward Kosior 教授说，这

一开发成果可能等同于为塑料再生提供了无形的条

码。“它将促使那些希望回收自己的产品包装融入

循环经济的品牌商家发起新的倡议。当然，它也将

产生巨大推动力，吸引再生行业的新企业。”

同样是项目合作方再生团体 Wrap 与 Nextek

公司进行了一阶段合作，通过识别和分拣测试达到

了 98% 的产量和 95% 的纯度。二阶段目前在进行

中，且考虑进一步优化该系统，包括开发新型荧光

复合材料，了解其将在整个供应链中作何反应，以

及由此制成的标签在经过再处理后是否被完全销

毁。

项目团队表示，荧光标签分拣系统可以与目前

在材料回收设施中使用的近红外（NIR）分拣系统

集成在一起。“尽管近红外在识别不同的聚合物方

面仍具有重要作用，但该系统将由在可见光谱中检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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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塑料盒、塑料盖等包装，打造“超环保包装”，

并表示至 2020 年，新式塑料包装将替代 70% 现有

的石油制塑料包装。

据悉，这种特殊塑料将由一家名为 Newlight 

technologies 的科技公司帮助制造。该公司的技术

可以从温室气体中提取甲烷，并将其放入一个 50

英尺大小的培育箱中。在培育箱内有一种特殊的酶，

可以吸收甲烷中的氢气与氧气，并将其粒子重新排

列，从而使其变成固体的塑料。

Performance Packaging 推出软包装
产品灭菌解决方案

Performance Packaging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

的包装公司。该公司为软包装的内装产品引入了一

种新的消毒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仙尘” 剂——

利用液体变成气体过程的消毒方法。

该公司声称，“仙尘” 剂使用的原材料符合美国 

FDA 评价食品添加剂的 GRAS 安全性指标，且使

用成本低廉。该消毒方法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均可

进行，并且在室温下 48 小时内即可完成，消毒过

程中不产生异味。

在“仙尘”的测试过程中，在样品包装里加入

萎缩芽孢杆菌 ATCC 9372 的孢子（它对热和一些

化学物质具有高耐性），这些样品包装包括 4 升装

的热填充袋和 2.5 加仑聚烯烃奶袋。

然后将特定剂量的仙尘剂注射到包装上。大约

两天后，在样品中没有任何细胞生物存活。目前，“仙

尘”剂正在不断完善改进中，它将能预测消毒速度，

在灌装前进行在线灭菌。

测到的紫外线光源触发。这是许多现代化自动分拣

装置能力可及的。”该公司在声明中补充说 ：“紫外

光增加了额外的高值分拣层。Prism 技术可捕捉通

常标签上不可见的应用专用荧光复合材料建立的唯

一编码。”

科莱恩推出用于 PET 材料的新型液体
添加剂

近日，科莱恩推出了一种新型液体添加剂——

色母粒浓缩液，可以让回收 PCR 树脂制成的 PET

减少外观中的黄色和灰色，从而增加透明度。

科莱恩首席执行官 Peter Prusak 表示，包装商

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们都更

致力于用 PCR 来包装他们的产品，而回收利用主

义者倾向于减少 PET 的颜色或褪成无色使其变得透

明。

Prusak 表示，回收 PET 制成的瓶子外观呈现

黄色总是不太好的，该新的添加剂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在科莱恩工厂大规模生产的瓶用树脂中进行了测

试。

据了解，该新的产品是科莱恩 HiFromer 产品

线的一部分。可以应用于大多数塑料加工生产过程

中，并且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The Body Shop 推出新式环保化妆品
包装

著名连锁化妆品零售商 The Body Shop 于近

日宣布将利用温室气体为自己的化妆、护理用品制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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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Packaging 总裁罗布·詹姆士说：

“目前，我们正在寻求在医药、食品等行业的全球

合作伙伴来实施这一技术，这种技术可在多种平台

上实施，包括对设备进行消毒以及延长食品货架的

使用寿命。

Rieke 为电商设计出新款乳液喷头

新型 Rieke RSS35/40 喷头以独特的滑动密封

设计为特色，这种设计能够保证乳液在锁定状态和

解锁状态的密封性。这意味着薄壁瓶更易手持，即

使处于开启状态也不用担心液体被挤出。

此外，这款产品是专门为电商设计的，并被指

定为 Rieke 的专利锁定头设计。安装在颈部的两套

棘轮提供了一个安全且紧密的锁定状态，从而防止

了液体的意外泄漏。这也确保了喷头能够经受住在

包装、运输和派送过程中频繁搬运和移动的诸多挑

战。

RSS35/40 喷头有一个牢固的结构，其塑料接

触零件和密封的弹簧设计确保了使用剂量为 3.5 毫

升或 4 毫升乳液时的精准。保护装置防止了水流的

进入，从而使这款产品适用于盥洗用品。这款喷头

可以设计成不同的颜色，除了他的标准设计之外，

喷头和密封装置也可以进行定制，以满足特定客户

的需求。

DS Smith 设计新型网络零售包装

The Modern Man 是一家专注于提供男性护肤

品的网络销售公司。自 2009 年创立以来，该公司

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客户群。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取得了巨大的

发展。现在，为了支撑其持续成长的目标，The 

Modern Man 正在进行自我改进提升。该公司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在整个交付过程中品牌服务的最高水

准。也就是基于这一原因，他们请 DS Smith 设计

了一款新型网络零售包装，这款包装能保证产品的

安全性，同时维护品牌的品质。

The Modern Man 的所有者 Matt Crowson

说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找出一个包装解

决方案，以确保运输和产品的安全性，同时还能有

效体现品牌价值。”除此之外，我们的关键客户往

往是那些忙于工作的职业男性，这些人往往希望他

们货物的包装能够被快速打开，货物很容易拿出来。

DS Smith 的专业设计团队设计了一款网络零

售包装，这款包装能够自锁、易立且防窜货。为了

使开包更加便捷，这款包装增加了开包带，客户在

收到包裹时即能徒手开包。

Matt 先生补充说 ：“由于我们的产品只在网上

销售，所以我们的品牌价值和品牌精神在递送过程

中通过网络的传递非常重要。而包装在这一方面发

挥着巨大作用，因此 DS Smith 将我们的商标图案

印在包装盒内侧的做法非常棒。”

盒子的印刷内衬呈现出的效果非常好，The 

Modern Man 正是寻求这种客户打开包装时的额外

的惊喜和愉悦的感觉。

Alan Potts 是 DS Smit 的市场和产品开发总

监，他说 ：“随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国际化，

在包装安全性方面我们拥有 100% 的自信，以保证

能够经受住严格的供应链考验，这一点非常重要。”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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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了能够防窜货的复杂的包装，同时，

使用最新的印刷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打开包装时的品

牌体验。网购者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因此，当消费

者在他们的楼梯口收到货物时，我们能够持续提供

超级体验，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利乐致力于可再生包装

利乐宣布全球首款完全由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

生物质利乐皇包装，自 2015 年 1月上市以来，在

一年内取得了销售一亿包的佳绩。

生物质利乐皇包装——来自可持续管理森林的

纸板和由甘蔗提取物聚合而成的生物质塑料制成的

包装，已经在芬兰、瑞典、挪威、荷兰等国成功上

市并广受消费者欢迎。目前使用该包装的品牌包括

Valio、ArlaFoods、VermlandsMejeri、TINE 和

Vecozuviel 等众多欧洲厂商。

作 为 生 物 质 利 乐 皇 包 装 最 新 的 客 户， 挪 威

最大的乳品企业 TINE 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经理

BjornMalm 表示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环境

有益，也为我们提供了竞争力和产品差异化。在感

谢生物质利乐皇包装使我们离环境目标更进一步的

同时，我们也承诺从下月起将全面启用完全可再生

的牛奶纸盒。”

生 物 质 利 乐 皇 包 装 优 越 的 环 保 性 能 倍 受 认

可，在 2015 年揽获了包括“道德企业负责任商业

奖（Ethical Corporation Responsible Business 

Awards）”第一名在内的七项国际大奖。

德国推出酸奶包装新技术

德国 Klöckner Pentaplast 推出用于酸奶包装

的 PET 技术——clikPET，其能提供聚苯乙烯的所

有功能，并伴有良好的气体和水蒸气屏障功能，还

更具耐冲击性和弯曲的能力。

利用 clikPET 技术的酸奶包装

基于该材料特性，酸奶的保质期可以延长到 10

天，能使零售商和供应商更具灵活性，从而满足终

端客户对新鲜和天然的要求。因为该材料的优秀特

性，酸奶杯的破损率也会下降到最低水平。

集团董事 Rainer Schlicht 表示 ：“乳制品行业

的竞争非常剧烈，这也是顾客为导向的原因。关注

客户在乳制品上的需要和欲望将有助于我们开发和

创新。”

clikPET 可以在产线上进行加工，并且不需要

额外的成本。该新产品支持建立品牌价值，因为这

样做能够根据品牌的产品的优势，允许客户开发一

个有吸引力的包装设计。

富士通开发“几乎看不见”的 RFID
标签

富士通先端科技北美公司（Fujitsu Frontech 

North America）开发出一种低成本，超高频的无

线射频电子标签，该标签可缝在服装上。标签适合

永久固定于时尚服装、西装、正式服饰、牛仔裤、

鞋子，手提袋等物品上。

这款电子标签名为富士通 WT-A522L 标签，

约为典型衬衫领撑的大小，呈半透明状，加装在质

地透薄的衣服上几乎看不见。该标签可更精确追踪

租赁出去的服饰，而不必逐个读取条码。

富士通先端科技北美公司负责新产品开发的高

级主管 DanDalton 表示，WT-A522L 成衣标签是

在服饰追踪的一大突破。

时装租赁企业在运送衣物或客户送回时，将无

需逐个读取条码。电子标签追踪高级时尚服饰的功

能上包括可确认衣物的真实性，并有利于减少顾客

在办理退货时只要简单的将衣物的零售折扣价格标

签更换，而以原价要求退款，即所谓的价格套利的

事情发生。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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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我国重大民生问题之一。

尤其在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飞跃

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尤其是自 2011 年台

湾地区发生了令人举世瞩目的“增塑剂”事件、在

国内湖南省发生的酒鬼酒“增塑剂”（DBP 含量严

重超标多达 1.08mg/kg）事件，人们开始对邻苯二

甲酸酯类增塑剂问题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事件风波

也日益引发了政府和科技届人士的高度关注和深入

姜子波 4，崔立华 3，张显涛 2，黄秀玲 1,2

（1. 江苏省食品先进制造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江南大学，江苏 214122; 2. 上海大学，上海 200072 ；

3. 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大连），辽宁 116021 ；4. 大连市产品质量检测研究院，辽宁 116021）

纸质食品包装中增塑剂迁移研究现状

Research Status on the Migration of Plasticizer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摘要 ：目的 讨论纸质食品包装材料中相关增塑剂及其迁移研究现状，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有力参考。方法 

对国内外有关纸质食品包装材料，关于增塑剂迁移规律研究和检测方法的参考文献进行综述分类研究。结果 

纸质食品包装材料中的增塑剂大都来源于造纸过程、回收纸、胶粘剂、印刷油墨等，研究发现增塑剂向食品

及其食品模拟物的迁移现象确实存在，在纸塑复合包装材料中，增塑剂同样可渗透过塑料复合层迁移入食品

中。结论 纸质食品包装材料中增塑剂迁移问题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

关键词 ：纸质包装材料 ；迁移 ；增塑剂 ；食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 ：TB4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00 (2016) 02-0027-05

Abstract: To discuss the migration status of plasticizer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The references on plasticizer 

migration patterns research and detection method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were studied. Plasticizers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come from papermaking process, printing ink, recycling paper, adhesive, etc. The 

migration  phenomenon of plasticizers from packaging materials into food or food simulants is indeed happened. 

The plasticizers from paper-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can migrate into food through plastic layer. The migration of 

plasticizers in paper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is worth our further research and solution.

Keywords: paper packaging materials; migration; plasticizer; food safety

Jiang Zi-bo    Cui Li-hua    Zhang Xian-tao    Huang Xiu-ling

思考。因此，绿色食品包装己逐渐成为当前食品包

装行业发展的突破口，食品包装纸质材料作为一种

极其特殊的包装材料，因为具有性能优异、原材料

来源广泛、低碳绿色环保等诸多优良性能，在食品

包装材料中得到了应用广泛，我们通常可以将其当

作一级、二级食品包装材料应用。然而食品纸质包

装材料也存在着诸多弊端，造成食品污染的重要途

径之一 ：包装材料中有害化学物质的迁移。譬如在

加工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入多种造纸化学助剂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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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剂，消泡剂等等 )，这些造纸化学助剂会直接

或间接的接触到食品，进而严重的污染到食品，最

终对人体的自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1]。

1 纸质食品包装中增塑剂

1.1 增塑剂来源

增塑剂（Plasticizer）又称塑化剂，其可以明

显的增加纸质食品包装材料柔韧性的一种添加剂。

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品中增塑剂主要由食品

包装材料向食品中的迁移产生。纸质食品包装材料

中增塑剂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污染物，主要产生的根

源在于 ：一种是残留增塑剂 [2-3] ：即在造纸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使用增塑剂，部分可能会残留在纸张包

装材料中。另一方面我们使用二次纤维进行二次再

造纸或者回收再利用废纸时，部分残留油墨组分（含

有增塑剂）、胶粘剂、加工过程中的印刷油墨 [4-5] 等

也会产生部分增塑剂。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有害

残余物质（增塑剂）不可避免的会迁移到食品中，

从而污染食品，最终引发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食

品包装纸上的印刷油墨虽然印刷在纸张的外表面，

但也会因为叠放、接触诸多原因不可避免的发生转

移进而接触到食品另一侧，最终影响到食品安全 [6,7]。

总而言之，纸质包装材料增塑剂主要来自于造纸过

程中的纸浆、粘合剂、油墨等主要组分 [8-10]。

虽然目前纸质包装材料增塑剂品种繁多，常用

的增塑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邻苯二甲酸酯类、脂

肪酸酯类、柠檬酸酯类等。

1.2 增塑剂迁移机理

迁移主要是包装材料上的部分残留物或者为了

进一步改善提高包装材料的加工性能而使用的添加

剂，从包装材料内扩散至与之相接触的食品内表面，

进一步被溶解的过程。从理论角度讲，其主要指的

是包装材料中相对质量较低的化合物传质到接触食

品的一个扩散、再平衡的过程，迁移的成分会通过

包装材料的无定形区域或食品体系界面进行扩散，

直到两相化学位势达到平衡相等。

纸质中由油墨引发的增塑剂的迁移主要是指增

塑剂透过或穿过承印物到另一层承印物上或者进入

到该包装食品内部之中。对于纸张而言，它是一种

多相（液、气、固）结构的物质，主要主体就是纤维，

其是由添加物、纤维等复杂交错、填充、吸附而成，

油墨成分在纸张上的迁移主要以吸收、渗透为主 [11]。

2 纸质食品包装中增塑剂迁移行为研究

2.1 国外

相对于塑料包装材料而言，针对纸质包装材料

安全性的迁移研究比较少，但随着实验手段和检测

技术的日益提高，国际上各国开始逐渐关注纸质食

品包装材料迁移的安全性。尤其在 80 年代以后，

日本、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开始高度重视纸质食

品包装迁移性的问题，针对于纸质包装材料增塑剂

的研究也开始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Bradley 等 [12] 人 成 功 采 用 了 光 学 分 析 的 方

法预测了油墨在纸及其纸板背面蹭脏情况的可能

性，为食品包装纸质增塑剂的迁移研究提供了基

础。Page 和 Lacroix[13] 等人检测分析了铝箔复合

纸，结果发现了纸页层及黄油中增塑剂（如 ：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邻苯二甲酸丁基苯基酯

(BBP)) 含量严重超标，进而危害人体健康。最终结

果表明 ：纸、铝箔之间的胶粘剂是黄油中增塑剂的

主要来源。Aurela[14]、Summerfield[15] 等人进行

了纸质包装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向 Tenax（改性聚

苯醚）迁移实验，结果表明 ：Tenax 能很好地反映

干燥脂性食品的迁移状况。Choi[16] 等人研究了覆

有不同厚度 PE 膜的纸和纸板在不同温度条件之下

(10℃ /24℃ ) 下模拟污染物 (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类

增塑剂 ) 向水中迁移的情况，结果验证 ：PE 膜具有

一定的阻隔性。Castle[17] 等人研究了 PP 膜表印油

墨中增塑剂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邻苯二甲

酸二环己酯 (DCHP)、邻苯二甲酸 (ɑ- 乙基己基酯 )

(DEHP)) 的迁移情况，结果证明 ：此类物质完全可

能伴随着包装油墨向内装食品的迁移。Zülch[18]、

Triantafyllou[19] 等人研究了可利用回收纸在食品包

装下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迁移到食品当中的

迁移规律，结果表明 ：其迁移量的大小明显会受到

纸张特性、食品含脂量、迁移物的化学特性、温度

环境和迁移时间等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Nerin[20]

等人检测了采用 OPP 膜包装多种商场零售类食品

中几种常见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含量，这些物

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印刷油墨中的增塑剂向食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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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内部迁移引发。Richter 等 [21] 人深入研究了真实

的纸质包装食品 ( 巧克力、糖果、鲜肉 ) 胶印油墨

脂肪酸酯类增塑剂向食品内部的迁移规律，结果表

明 ：食品模拟物内的迁移量大约在 5-80mg/kg。

Sturaro[22] 等人深入分析研究了纸板、可回收纸等

食品包装材料中增塑剂向干性食品的迁移规律。

纵观近几十年，特别是欧洲、美国等西方大国

关于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以

下几个方面 ：

（1）定量、定性的分析纸质包装材料中的残留

污染物（如：增塑剂）及其建立相对应的分析方法；

（2）深入研究食品的性质，如何更好的选用食

品模拟物、食品迁移实验模拟物 ； 

（3）分析研究纸质包装材料、食品（食品模

拟物）、添加剂（迁移物）及其食品（食品模拟物）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 

（4）探讨研究纸质包装材料中增塑剂的主要迁

移方式及其迁移途径 ；

（5）建立合适的迁移实验方法。

2.2 国内

就国内而言，关于纸质增塑剂迁移的研究相对

较少。杨博锋 [23] 等人以乙酸、乙醇、蒸馏水等食

品模拟物，模拟了纸质食品接触材料中的多种邻苯

二甲酸酯增塑剂的迁移规律，重点检测了迁移后食

品模拟物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含量；高松 [24,25]

等人研究分析了食品包装纸质材料中油墨增塑剂向

食品模拟物 Tenax 及奶粉的迁移规律，结果表明 ：

纸质食品包装材料的扩散系数、包装材料、食品间

的分配系数、周边的温度环境、纸张的特性等等对

于迁移量均有其重要的影响。黄崇杏 [26,27] 等人深入

研究在不同温度下白卡纸中多种模拟物向奶粉的迁

移现象。吴建文 [28] 等人研究了微波纸中邻苯二甲

酸酯类增塑剂向食品模拟物的迁移状况。

3 纸质食品包装中增塑剂的检测方法 

分析食品包装纸中常见增塑剂的主要方法 ：气

相色谱法 (GC)、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气质联

用法（GC-MS）、液质联用法（LC-MS）。气质

联用法（GC-MS）因为有很高的精确性和灵敏度，

同时样品量采集比较少、相对简单的前处理，简单

易懂、操作容易，我们同时可以测定多种邻苯二甲

酸酯类增塑剂等优点，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目前

现阶段我国国内测定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国标

基本采用气质联用法。液相色谱法优点主要在于分

离性能高、良好快速的分析性能，但是缺点主要在

于其色谱条件难以确定，并且还需要大量的甲醇、

乙腈等有机溶剂 ；气相色谱法具有操作性简单、灵

敏度高等优点，已初步研究将其应用于食品或者包

装材料中多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测定 ；气质

联用法综合了色谱分离能力和质谱定性能力，因此

分析测定效能高效。当前我们在不断更新完善邻苯

二甲酸酯的检测方法，同时也逐步展开对食品纸质

包装材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向食品迁移进行

研究。例如：王成云 [29] 等人通过气质联用法（GC-

MS）的方法建立了一种可以同时快速测定涂布纸中

多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Monica 等 [30] 人采

用固相微萃取 / 气相 / 质谱等方法测定用于包装快

餐匹萨包装纸中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L-Espinosa[31] 等人通过建立生物分析的方法和化

学分析的方法（HPLC 和 GC-MS 检测法）来研究

食品包装纸和纸板容器中化学残留油墨增塑剂 D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和 DEHP（邻苯二甲酸盐）。

4 结语

目前就纸质食品包装材料中增塑剂迁移研究而

言，我们仍旧面临着诸多问题。譬如 ：迁移物在食

品模拟物中的稳定性研究相对比较缺乏，有待我们

继续深入研究。因为稳定性是迁移试验结果准确性

的一大前提 ；迁移预测模型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指导迁移实验做充分准备 ；同时食品模拟物的适

用性、稳定性及新食品迁移模拟物仍需要进一步研

究，便于更好的解决食品包装材料的检测分析、政

策法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为了减少食品包装纸质增塑剂的迁移量，进而

更好的提高食品安全质量，可以研发新生物技术并

将其作为食品包装的新型材料 ；可以采取可食用和

可生物降解纳米复合薄膜，充分利用新时代纳米技

术，明显提高材料机械性能、阻隔性能和氧化稳定

性能，更好满足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进一步运用

新科技，采取智能化包装技术，为食品安全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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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护航。最终也要严把包装材料生产质量关，出台

更加严格的安全质量标准，加强质量监督，源头上

杜绝增塑剂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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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装材料的大量使用，一些废弃薄膜的处

理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填埋、焚烧和回收再利

用等三种方法是目前废弃包装材料处理的主要方

法。无容置疑，其中回收再利用是最可靠、有效、

可持续的方法。但是我们复合薄膜行业面对的是大

量无法回收再利用的复合薄膜，即使回收，实际应

用困难，而填埋法不但对土地造成污染，还浪费了

大量的土地 ；焚烧法释放大量有毒气体，对大气造

成污染。因此，我们认为开发合适的可降解包装材

料对废弃包装材料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1 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技术现状

1.1 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定义

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又称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按 ASTM 定义 ：生物降解高分子是指通过自然界

微生物 ( 细菌、真菌等 ) 作用而发生降解的高分子。[1]

根据国际表征降解塑料定义的三个方面的要

求 ：分子方面，塑料废弃物在较短时间内化学结构

高学文

（江苏彩华包装集团公司，苏州 2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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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egradable Packaging Materials

摘要 ：本文针对包装材料使用后回收处理的难题，提出了发展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解决措施，并论述了生物

降解包装材料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了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相关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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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显著变化或分子量显著下降，最终完全降解成

二氧化碳和水 ；材料性能方面，塑料废弃物在较短

时间内力学性能下降，其原有应用功能基本丧失或

完全丧失 ；形态方面，塑料废弃物在较短时间内破

裂、崩碎、粉化，成为对环境无害或易被环境消纳

的物质。

生物降解主要过程 ：首先高分子材料的表面被

微生物粘附，微生物粘附的方式受高分子材料表面

张力、表面结构、多孔性、环境的搅动程度以及可

侵占的表面影响 ；其次微生物在高分子材料表面分

泌酶，酶再作用于高分子，通过水解和氧化等反应

将高分子断裂成低分子量的碎片 ；然后微生物吸收

或消耗低分子量的碎片 ( 分子量小于 500)，最终形

成 CO2、H2O 及生物量。降解过程除了以上生物化

学作用外，还有生物物理作用，即微生物侵蚀聚合

物后，由于细胞的增大，致使高分子材料发生机械

性破坏。

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降解性与其结构有很大关

系，一般情况下只有极性高分子材料才能与酶相粘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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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并很好地亲和，因此高分子材料具有极性是生物

降解的必要条件高分子的形态、形状、分子量、氢键、

取代基、分子链刚性、对称性等均会影响其生物降

解性。此外，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降解与生物环境有关。

1.2 生物降解的分类

生物降解根据其机理和破坏形式，分为完全生

物降解和生物破坏性降解两类。

1.2.1 完全生物降解

完全生物降解是指其分子结构可以被微生物或

酶完全分解成简单化合物的塑料材料。这类材料目

前主要有天然高分子型、人工合成型、微生物合成

型和植物转基因型材料。

1.2.2 生物破坏性降解

生物破坏性降解包装材料主要是天然高分子与

合成高分子复合而成的降解包装材料。目前，有望

在包装领域中得到应用的复合方法仍以共混为主，

其首选基材也是淀粉和纤维素等。

1.3 生物降解机理

1.3.1 完全生物降解机理

完全生物降解其机理是生物降解材料在自然界

微生物，如细菌、霉菌和藻类的作用下，可完全分

解为 CO2、H2O 或氨等低分子化合物。其降解过程

大致有 ：生物的物理作用（由于生物细胞的增长而

使物质发生机械性破坏）；生物的化学作用（微生

物对聚合物的作用而产生新的物质）；酶的直接作

用（微生物侵蚀导致部分材料分裂或氧化裂解）三

种作用方式。

1.3.2 生物破坏性降解机理

利用天然聚合物 ( 淀粉、纤维素等 ) 的微生物

可降解性，采用合成塑料改性 ( 共聚 )，得到的可生

物降解的塑料。

2 可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应具备的特性及存在的

问题

2.1 可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应具备的特性

维持原有的机械性能、功能以及相似的货架期；

维持原有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可在保留终端产

品其他所需性能的同时赋予其生物降解性能 ；

维持原有材料的可回收性 ；

堆填区或污水处理中 , 拥有生物可降解特性。

可以被地球上几乎无所不在的微生物群代谢成惰性

生物体，生物降解过程可在有氧和无氧，有光照及

无光照的条件下进行 ；

符合食物安全标准 ；

经认证安全无毒。在水中或泥土中不会产生任

何对生物有害的有毒物质。其衍生物是有用的，包

括腐殖质（可以令土壤更肥沃）和甲烷（可用来做

原料）。

2.2 可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存在的问题

2.2.1 从国内外降解塑料的发展水平看，完全生

物降解塑料虽可无害化降解，但降解过程受地域、

环境、气候影响太大，尚不能准确控制降解时间 ；

2.2.2 包装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评价问题。普通塑

料添加降解助剂的情况，还无法准确控制降解时间，

并且对于已经降解的大分子链断裂为中等长度分子

链或短分子链后能否进一步降解、降解速度如何、

进一步降解过程中降解产物对环境的毒副作用等问

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

2.2.3 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价格高，要高于通用

塑料 5~l0 倍，不易推广应用 ；

2.2.4 降解影响了原有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性 ；

2.2.5 对使用废弃后的生物降解包装材料需要建

立处理的基础设施，如堆肥等。

3 软包装薄膜的发展及其环保的可持续

使用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是减少高分子材料污

染的有效途径之一，世界各国正在竭力开展研究和

开发工作，并推广其应用，前景是广阔的。生物降

解高分子材料通过堆肥可把有机物回归大自然，以

达到和保持生态平衡。就目前的生物降解技术的研

究在应用上还仅仅局限于单一材料组成的塑料制

品，对于多层功能性软包装复合薄膜而言，由于各

层材料的不同，各层材料的降解机理、降解速度的

控制都还是技术难题。

软包装薄膜的环保性应该满足易回收、易处置、

易消纳三个特点。而可降解塑料只符合了“易消纳”

这一个特点，在回收处理方面甚至还不及普通塑料。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包装薄膜结构的特点“因

塑利塑，因废利废”，科学、务实、理性对待可降

解塑料才是我们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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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充分发挥软包装薄膜的功能优势，坚持“五化”

发展原则

质量轻、结实耐用、不易分解是塑料薄膜的优

点而不是缺点，功能全面、可量化更是复合软包装

薄膜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塑料

包装薄膜的优势，扬长避短，对塑料进行合理有效

使用。不仅要了解可生物降解塑料的优势，也要了

解和不断解决它的潜在缺陷。根据复合软包装薄膜

行业的产品特点，大力提倡对包装薄膜从设计、生

产、消费到废弃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低碳化以及安全化”的五化发展要求是我们这个行

业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3.1.1 减量化

对包装物实行“减量化”，提倡企业及消费者“不

用、少用、重复使用以及回收利用”塑料包装薄膜。

减少塑料制品消耗量是解决我国包装物废弃后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浪费的首要问题。

以 2008 年开始实施的限制超薄塑料袋政策

为例，超市用量减少了 7 成以上，重复使用各种

购物包装的现象取得明显成效。另外，国家标准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09）也于 2010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

标准对食品与化妆品的包装设计、层数及空隙率都

做了明确规定。该标准的实施有望减少我国塑料包

装制品的消耗量。

3.1.2 资源化

塑料本身就是石油资源，废弃后首先应该分类

回收、尽量合理利用。我们采用可降解塑料生产的

产品，是针对那些功能性多层薄膜废弃后无法分类

回收和有效利用的场合，是因为这种薄膜几乎没有

回收利用的价值。其目的就是要求薄膜在废弃后可

以在较短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化学结构变化而引起某

些性质的损失，即降解。

因此如果一味的追求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塑

料，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会浪

费宝贵的粮食及石油资源，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

与环境污染。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也明确指出 ：国家鼓励和

支持开展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从政策角度上鼓励和提倡的是废弃物的“资源化”。

重点是要采取措施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废物的产生

量和排放量、提高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水平。

在面临资源与环境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欧

盟等国对塑料制品使用后的回收再利用更加重视。

根据欧盟委员会修订过的指导性法律，欧盟成员

国应在 2008-2015 年间对本国包装垃圾的再利用

率提高到 55% 以 55% 以上，其中玻璃包装再利

用率达到 60%、金属包装达到 50%、塑料包装达

到 22.5%、木制包装达到 15%。欧盟委员会指出，

2001 年仅包装垃圾再利用一项就使欧盟二氧化碳

气体排放减少了 0.6%，这表明提高包装垃圾再利用

率不但可以减少包装材料对能源的消耗、节约建设

焚烧处理场的费用，而且可以减少包装材料生产过

程对环境的污染、减少碳排放，是一个非常切实有

效的保护环境措施，因此必须加强传统塑料强制回

收工作。

3.1.3 无害化

塑料薄膜在废弃后不应对环境造成危害，我们

都知道回收利用是塑料实现无害化的最佳途径。虽

然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对于可降解塑料降解产物安

全性检测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降解产物对土壤肥力

和土壤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均无不良影响，但这

些结果还只是初步结论，有待今后进一步的鉴定以

表征降解产物的毒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确认

其是否对环境没有危害。

3.1.4 低碳化

2009 年 12 月 7 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哥本哈

根气候大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中国承诺 2020

年前单位 GDP 碳强度降低 40~45%，这不仅标志

着中国节能减排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

进展，也标志着中国的低碳经济正式与国际接轨。

因此，塑料薄膜的碳排放量将成为今后衡量塑料薄

膜产品是否环保的一个重要标志。制造企业将不得

不考虑企业的能耗问题，在产品上标注其碳消耗和

碳排放将成为新的产品标识，也将成为绿色产品的

新坐标。而减少制造塑料所用石油资源的开采就是

在推动中国政府向低碳化目标迈进。

3.1.5 安全化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及食品包装的安全

性，食品用塑料包装的“安全化”问题也凸显出来。

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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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食品安全法》对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等

产品的安全性做出了明确规定。由于可降解塑料的

化学结构要求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因此，

如果将可降解塑料用于食品包装，其安全性将成为

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3.2 软包装生物降解材料的研发趋势

生物降解软包装材料的研发工作将会集中在以

下几方面 ：

3.2.1 用新的方法合成新颖结构的降解高分子 ；

3.2.2 加快搞清降解机理和降解速度可控性的

研究 ；

3.2.3 对现有的降解高分子进行改性如通过共聚

和共混的方法，获取性能更好的高分子材料 ；

3.2.4 提高材料生物降解性和降低材料的成本，

并拓宽应用 ；

3.2.5 建立降解高分子材料的统一的评价方法。

4 可生物降解塑料的评价方法

对可降解塑料的评价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

塑料的基本性能评价，另一方面是塑料的降解性评

价。一种好的降解材料应该同时具备耐用性和可降

解性。

4.1 塑料力学性能评价

塑料的基本性能评价包括 ：力学性能、抗吸湿

性、抗酸碱腐蚀性、抗溶解性、抗氧化性、物理外

观（透光性、表面光滑程度）等，均有相应的国家

标准 [79]。材料性能的评价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

法是塑料的力学性能检测，这类方法可判断材料的

强度及耐用性，均适用于可降解材料的力学性能表

征，可以为材料的实用性提供参考。同时，也可通

过测定材料降解前后的力学性能来判断材料的降解

程度。

国家已经规范的常用塑料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见

表 1 所示。

4.2 塑料生物降解性能评价和标准

4.2.1 国外生物降解性能标准及评价

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形成完整的可降解塑料的

标准测试方法体系。美国材料试验学会 (ASTM) 于

1989 年 3 月在 ASTM D20 塑料委员会内设立一个

专门从事制定可降解塑料标准的分委员会 ASTM 

D20.96，并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对全世界可降解

塑料的研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有关微生

物降解试验方法包括“受控堆肥化条件下需要氧

降解的试验 (ASTM D5338-92)”、“城市污水淤泥

中生物降解，测定可降解塑料厌氧生物降解性的标

准试验方法 (ASTM D5210-91)”、“城市污水淤泥

中，测定可降解塑料需氧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

法 (ASTM D5209-91)”和“采用特定微生物测定

塑料降解性能的试验 (ASTM D5204-92)”[2]。前 3

种试验分别模拟塑料在土壤环境和水环境中的降解

过程，对塑料的降解性能进行评价。其基本原理是

将自然界中存在的混合菌种与塑料样品均匀混掺，

在通气的条件下测定微生物的二氧化碳产生率，进

而得出塑料分解为二氧化碳的比率。由于这些试验

更接近实际环境，因而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情况。

国外测试技术和标准总的趋势就是用加速降解试验

在短时间内来评价降解塑料的可降解性能。

美国从事生物降解材料标准、推广和技术发

展工作的机构是生物降解制品研究所（缩写 BPI），

通 过 对 树 脂 生 产 者、 最 终 使 用 用 户、 堆 肥 所 及

学院的研究，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堆肥过程中材料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GB/T 1039—1992 塑料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GB/T 1040—1992 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0654—200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的测定

GB/T 13022—1991 塑料薄膜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6421—1996 塑料拉伸性能小试样试验方法

表 1 力学性能试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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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解能力上。自 1989 年以来，美国材料协会

（ASTM）先后共发布了 20 多项 ASTM 标准。其

中 ASTM D6002—96 和 ASTM6400-99 是 主 要

的标准。ASTM D6002—96 是评价环境降解塑料

堆肥能力的导则。ASTM 6400—99 是堆肥化塑料

的规范，结论包括可矿化、崩解和安全性。这个

标准与欧洲及日本是一样的。可矿化试验方法按照

ASTM D5338,60% 的聚合物在 180 天内需转化为

CO2 ；崩解试验后的尺寸在 2mm 以上的样品应少

于 10% ；安全性试验按照 OECD 导则 208 应对植

物无害。ISO 14855、ASTM 5338、ASTM 6400

与 DIN54900 主要是测定受控堆肥化条件下可堆肥

化塑料的最终需氧堆肥能力 , 而 ISO 14851、ISO 

14852、JISK6590 主要是测定水体系中需氧条件下

塑料材料生物降解的能力。

ASTM 相关的标准列于下表 2。

4.2.2 国内相关标准

我国已制定的与生物降解材料相关的标准如表

标准　号 标准名称

QB / T 2461 —1999 包装用降解聚乙烯薄膜

GB / T 18006. 1 —1999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 T 18006. 2 —1999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降解性能实验方法

HJBZ 012 —2000 可降解塑料包装制品的技术要求

HBC 01 —2001 一次性餐饮具的技术要求

表 3 国内有关生物降解材料标准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ASTM G22—87 测试合成高分子材料抵抗细菌的标准操作法

ASTM G21—90 测试合成高分子材料抵抗真菌的标准方法

ASTM D3826—91 采用拉伸试验测定可降解聚乙烯及聚丙烯降解终点的标准规则

ASTM D5071—91 可光降解塑料曝晒用水氙灯弧型曝晒仪标准操作规则

ASTM D5152—91 降解塑料残余固体物水萃出物的毒性试验标准

ASTM D5208—91 可光降解塑料曝晒用 ( 荧光 ) 紫外线及冷凝仪标准操作规则

ASTM D5209—91 城市污水淤泥中 , 测定可降解塑料需氧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5210—91 城市污水淤泥中生物降解 , 测定可降解塑料厌氧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5247—92 采用特定微生物测定可降解塑料需氧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5272—92 光降解塑料户外曝露试验标准规则

ASTM D5338—92 受控堆肥化条件下测定可降解塑料需氧生物降解的试验方法

ASTM D5437—93 塑料在海洋漂浮曝露状态下耐候试验标准规则

ASTM D5509—96 塑料曝露于模拟堆肥环境中的标准规则

ASTM D5511—02 高固体含量厌氧消化条件下厌氧生物降解塑料材料的标准测试方法

ASTM D5512—96 塑料曝露于采用外加热器的模拟堆肥环境中的标准规则

ASTM D5951—96 固体废弃物中的塑料可生物降解性试验方法

ASTM D6002—96 环境降解塑料堆肥性评价的标准准则

ASTM D6003—96
固体废弃物中的塑料经可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进行毒性和堆肥质量试验后配制的剩余固体物的标准规则

ASTM D6340—98 在水介质中或堆肥环境中测定需氧生物降解或自由标签的塑料材料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6400—99 可堆肥塑料的标准规范

表 2 ASTM 有关生物降解标准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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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其中 QB/T2461—1999 中的堆肥试验方

法和霉菌侵蚀试验方法分别非等效采用了 ASTM 

D5338—92 受控堆肥化条件下测定可生物降解塑

料需氧生物降解的实验方法和 ISO 846—1997 塑

料——真菌和细菌作用下行为的测定——直观检验

法用于测定其降解性能。GB/T18006.2—1999 中的

堆肥试验方法和霉菌侵蚀试验方法也采用了 ASTM 

D5338 和 ISO846—1997 方法，并用霉菌繁殖级数

和堆肥条件下的生物降解度来评价其降解性能。

ISO 有关生物降解标准是在与 ASTM、CEN、

JIS、DIN 等相关标准协调后 , 并在它们的基础上

制定的标准。国际标准组织于 1999 年在日本工业

方法标准 JIS K 6590 的基础上制定了 ISO-14851。

国际标准组织在 DIN V 54900、ASTM D 5338 基

础上制定了 ISO 14855《可控堆肥条件下塑料最终

需氧生物降解能力和崩裂的测定——分析释放的

CO2 的方法》。已发布和已纳入工作计划的国际标

准（见表 4）。

标准序号 标准名称

ISO / TR 15462  水质量—用于生物降解能力的试验选择

ISO 14593   
水质量—水体系培养液中有机组分最终需氧生物降解能力的评价

—通过分析密封容器中无机碳的方法 (CO2 顶部试验 )

ISO 14851    
水系培养液中需氧条件下塑料材料生物降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测定密封容器中氧气消耗量的方法

ISO 14852  
水系培养液中需氧条件下塑料材料生物降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分析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ISO 14855  
可控堆肥条件下塑料最终需氧生物降解能力和崩裂的测定

—分析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ISO FDIS 14853 水系培养液中厌氧条件下生物降解率试验方法

ISO FDIS 15985
在高固态厌氧消化条件下最终厌氧生物降解和崩裂的测定

—分析释放生物气体的方法

ISO FDIS 16929  在实验室规模内定义的堆肥条件下塑料材料崩裂的测定

ISO CD 17088   堆肥能力评价—最终验收的试验计划和规范

ISO DIS 17556 —2
通过测量密闭容器里氧气消耗或释放的二氧化碳量来测定

土壤里最终需氧生物降解能力

WD 20201 (SC5N928)
在惰性、无碳固定床下模拟堆肥条件下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物降解能力的测定

—通过分析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CD 20200 (SC5N928) 在实验室里在定义的堆肥条件下塑料材料崩裂的测定

WD 20219 (SC5N930) 在固体矿系下塑料材料需氧生物降解能力的测定

项目 ISO 14851 ISO 14852 ISO 14855

接种物 活性污泥土壤和 / 或堆肥悬浮液 城市垃圾堆肥 ( 堆肥应先陈化 2 至 4 个月

被测物 O2 CO2  CO2

周期 最长 6 个月 ( 到达稳定期 ) 45 天

温度 20 ～ 25 ±1 ℃ 58 ±2 ℃

试验样品 粉料、膜、片或其他形状制品 膜、各种形状制品如狗骨、颗粒或粉末

参照物 苯胺公认的全生物降解聚合物 ( 如微晶纤维素等 ) 色谱级纤维素 ( 颗粒直径小于 20μm)

有效性判定 试验结束时 , 参照物至少大于 60 % 在 45 天后 , 参照物大于 70%

表 4 已发布和已纳入工作计划的生物降解国际标准

表 5 ISO 标准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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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列出了表 2 中 ISO 有关塑料生物降解能力

评价的标准（ISO14851、ISO14852 和 ISO14855）

之间的主要区别。

ISO 14851、ISO 14852、ISO 14855 可以用

来测定材料的生物降解程度，但由于使用的实验方

法、实验介质、实验介质浓度、培养液、培养液浓度、

实验温度、生物降解度表示方法不同，生物降解度

数值将不同，它们之间没有换算关系。因此，企业

应针对自己产品选择合适的依据标准。

ISO 14851 和 ISO 14852 都是在水体系下需

氧试验方法，是测定在水体系下塑料材料被需氧微

生物生物降解能力的方法标准。ISO 14851 和 ISO 

14852 分别是用通过分析密闭呼吸器中的需氧量和

分析放出的 CO2 量来测定含水介质中塑料的最大有

氧生物降解性的检测方法，适用于天然的或合成的

聚合物、共聚物或混合物 / 含有增塑剂、颜料或其

他化合物的塑料 / 水溶性聚合物。

ISO 14851 及 ISO 14852 都是利用含水体系中

的好氧微生物来测定塑料的生物降解性的。实验用

混合物包含无机介质、有机实验材料 ( 碳和能量的

唯一来源 ) 作为培养液的活性污水或活性土壤悬浮

液或堆肥。如果使用未经处理的活性污水作为培养

液，则实验模拟的是发生在自然含水环境中的生物

降解过程。如果使用混合的或预先暴置过的培养液，

则可用来测定实验材料的潜在生物降解性。

ISO 14851、ISO 14852 使用的无机盐等实验

介质、实验温度（20~25℃，±1℃）、参比材料、

培养液相同，所不同的是 ISO 14851 是通过比较

BOD（耗氧量）和 ThOD（理论耗氧量）来测定生

物降解度，而 ISO 14852 是通过测定放出的 CO2

量与 CO2 理论释放量（ThCO2）的百分数来表示生

物降解度，因而所用的实验装置及分析仪器也就有

所不同。ISO 14852 标准中 CO2 释放量及理论 CO2

释放量的测定方法与 ASTM D5338 相同，但使用

的是含水介质而非堆肥介质，这样实验介质与实验

样品能够充分接触，不会像堆肥化容器一样需要搅

拌，停止搅拌就会形成沟流，因而此方法简便易行、

便于掌握，更利于推广。而 ISO 14851 标准中就需

要使用密闭压差呼吸器，该密闭呼吸器装置稍复杂，

目前在我国使用的比较少，与 ISO 14852 相比，我

们认为 ISO 14852 更便于推广。

ISO 14855 是在 ASTM D5338 方法的基础上

制定，阐述了一种通过测定实验结束时的 CO2 放出

量来评价受控堆肥条件下塑料的最大有氧生物降解

性和分解性的方法。此方法模拟的是城市固体垃圾

混合物中有机组分的典型的有氧堆肥条件。实验材

料暴置在来源于堆肥的接种物中。生物降解率由实

验材料所产生的 CO2 量与其 CO2 的最大理论放出

量的比值来表示，不包括转化成新的细胞生物量的

碳量。在实验结束时，还可以通过测量实验材料的

质量损失以测定实验材料的分解程度。

ISO 14855 标准中 CO2 放出量及理论 CO2 的

放出量的测定方法与 ISO 14852 相同，所不同的是

使用的实验介质及反应温度不同。ISO 14852 是无

机盐等的水溶液，而 ISO 14855 是有氧堆肥处理场

中通风良好的堆肥作为接种物 ；ISO 14852 反应温

度为 20~25℃，ISO 14855 是 58±2℃。

4.2.3 国内生物降解性能评价

目前国内尚没有完善的评价降解塑料材料的测

试技术和标准体系，微生物的降解试验方法标准包

括微生物行为评定法、堆肥法等均没有专门的试验

方法标准。《可降解塑料包装制品环境标志产品技

术要求》(HJBZ 012-96) 中采用的测试方法为 ISO 

846-1996 标准方法。产品标准中规定的一些试验

方法与国外先进标准有一定的区别，导致国内标准

的试验方法与国外先进标准有一定的差距。[3]

另外，这一测定方法是采用特定的微生物纯菌

种 ( 通常是森林废弃物或堆肥场中分离出来的木质

素分解微生物 )，在特定培养基中与塑料样品混合，

在好氧条件下进行培养，以测定塑料的重量损失。

这种方法具有简便、直观的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较

大的局限性。因为聚合物的降解是在不同微生物的

协同作用下，分不同阶段进行的 ；而在这一试验所

用的培养基中不具备这些微生物，因而也无法模仿

不同微生物的协同作用。单一菌种的试验很难对不

同性质塑料的降解作出合理的评价。

国家标准的制定中应进行大量的验证试验 , 对

不同样品、不同接种物、不同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

然后确定各种样品的试验方法、周期、接种物以及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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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传统的包装对早期的商品物流系统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

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商品生产、加工、物流运营商、

零售商和消费者）都需要具有创新性的包装 , 来保

证商品的安全、质量和可追溯性，这需要可以集成

在包装的技术。为了包装创新商业的可行性和成功

廖雨瑶，陈丹青，李伟，杨文妮，蔡素平，詹沾，李慧杰，刘兴海

(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武汉，430079)

智能包装研究及应用进展

Intelligent Packag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摘要 ：包装的创新旨在提高、结合或者是扩展传统包装的四大基本功能。智能包装就是包装创新的体现，它

是指对环境因素具备“识别”和“判断”，并对感知信息作出响应的功能型包装。本文阐明了智能包装的定

义与分类，详细分析了智能包装在国内外的发展、应用现状及市场前景，并提出了智能包装在各个领域的发

展趋势，如时间 - 温度指示剂（TTI）、气体指示剂（GI）、射频识别技术（RFID）等领域。本文不仅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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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目标群体所接受 , 他们必须符合日益严厉的监

管要求，最低限度地添加防腐剂，最后获得比使用

新技术的花费还要有益的结果。此外，包装的创新

也应该旨在减少环境压力，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防

止浪费、有效地利用资源、流程优化、回收和再利

用）。

如图 1，传统意义上包装的功能有四个，分别

是保护、流通、便捷和储存。这几个功能并不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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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排斥的，例如，食品包装通过信息流通功能可以

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使用方法，也可以为生产者提

供物流信息以实施监管。活性包装的出现突破了传

统包装难以保存新鲜食物的缺陷。但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智能包装将在活性包装的基础上结合物理、

化学、计算机等科技使得包装“智能化”，智能包

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工，做出有效的沟通和

合理决策，并且第一时间能够获取、存储、处理和

分享信息。

智能包装和聪明包装往往在各种会议和研讨会

上交替使用 , 但这些术语也被几个期刊和杂志的作

者赋予不同的含义。Brody 等人 [1] 定义的智能包装

为一个可以感觉和沟通的包装系统 , 而聪明包装是

一个同时拥有活性包装和智能包装的功能的术语。

Clarke[2] 定义的智能包装是一个包含逻辑能力的术

语，聪明包装是一个具有沟通功能的术语。Rijk[3]

定义的智能包装 , 通过监控包装中食品的条件来传

达关于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食物质量的信息。这些

定义的一个主要弱点是他们自由地组合智能包装

（聪明包装）的特性，却没有认真判断其意义和目的。

模棱两可 , 含糊不清的定义也大大限制了智能包装

的效用。

1 智能包装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智能”这个词的定义

是“智慧和能力”，可以自我发现故障，自我修复，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优化反应，发挥控制功能的

能力。

如图 2，智能包装是指对环境因素具有“控

制”、“识别”和“判断”功能的包装，它可以识别

和显示包装空间的温度、湿度、压力以及密封的程

度、时间和包装内容物的泄露物质等重要参数。因

此，智能包装可应用于数据记录媒介，如 ：二维码

和 RFID ；或者是应用于包装指示剂，如 ：气体指

示剂、生物传感器和时间—温度指示剂（TTI）。智

能包装是一个作为能使用智能功能 ( 如检测、传感、

记录、跟踪、沟通，并应用科学逻辑 ) 以促进决策

的制定，从而实现延长货架寿命、提高安全、提高

质量、提供信息、警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功能的包

装系统。我们认为智能包装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沟通

能力 ：因为包装与商品在供应链过程中经常一起移

动，包装是商品最好的搭档，包装也处于传达商品

即时状态最好的位置。

我们相信智能包装的出现表示包装的概念有了

另一范式的提升——包装从一个平庸的执行者到一

个聪明的沟通者的改变。正如前面提到的，规范智

能包装定义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以创新和有效的方式

提升包装的交流功能。

2 智能包装的分类

智能包装是一个多元学科的交叉应用领域，支

撑智能包装的学科主要有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现

代控制理论、微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等。智能包

装分为三类，分别是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功能结

构型智能包装及信息型智能包装，如表 1。

2.1 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  

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是为了实现改善和增加包

装的功能，而应用新型智能包装材料，以达到和完

图 1 智能包装的定义与功能区分

图 2 智能包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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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特定包装的目的。目前研制的功能材料型智能包

装通常是采用湿敏、光电、温敏、气敏等功能材

料，并且对环境因素具有“识别”和”判断”功能。

复合制成的包装材料可以识别和显示包装内部的温

度、湿度、压力以及密封的程度、时间等一些重要

参数。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对于需长期储存的包装

商品很有发展前景。

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一般具有时间 - 温度记录

标志、氧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指示标志、光致变色

标志、物理冲击记录标志、微生物污染标志等功能。

这些功能材料与包装材料复合使包装变得更加“智

能”[4]。

时间 - 温度记录标志（图 3）是指通过机械、

化学和酶的作用机理，提供产品的储存条件信息，

比如瑞士 Ciba 公司的 QnVn 标签 [5] ；氧气和二氧

化碳等气体指示标志即通过氧化还原染色剂来监测

包装是否泄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现场判断依据，

从而确定包装食品的食用安全性，为消费者的身心

健康起到保护作用，如，气调包装破损后，外界氧

气进入包装内，通过智能包装体系的应用，可以将

与氧气反应变色的油墨印刷在包装内，随着氧气浓

度的增大，油墨的颜色变化较明显，从而确定包装

的完好程度，如图 4 ；光致变色标志，如美国国际

造纸公司将以色列能量纸公司（Power Paper）开

发出来的一种超薄柔软电池用于包装，即将新型电

池像油墨一样“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使包装具

有声音、灯光，以及其他特殊效果，因而制造商更

有效地通过产品包装来吸引消费者 ；物理冲击记录

标志，如光学涂料试验中心和 PA 技术公司研制出

的一种在外力作用下会变色的塑料薄膜，膜上涂有

不同波长的反向干涉涂层，在正常情况下涂层呈明

亮色彩，一旦被动用，涂层便开始产生变化，比如

剥落、变成灰色、剥落部分产生花纹等，均为消费

者提供了此包装曾启封过的警示信号 [5] ；微生物污

染标志，通过 pH 染色剂或与某些代谢物反应的染

色剂来监测食品包装中的微生物。

2.2 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

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为了使包装具有某些特殊

功能和智能型特点，而增加或改进部分包装结构。

功能结构的增加或改进一般侧重包装的安全性、可

靠性和部分自动功能，从而使包装的商品使用更加

安全和便捷。

这种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表现有自动加热、自

动冷却、自动报警等。这三种包装都是增加了包装

图 3 时间 - 温度记录标志 图 4 指示薄膜包装肉制品贮存于 4° C 后氧指示剂的指示效果示意图

表 1 智能包装的分类

分类 内涵 例子

功能材料型
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是为了实现改善和增加包装的功能，
而应用新型智能包装材料，以达到和完成特定包装的目的

防泄漏气体指示包装
时间—温度指示剂

功能结构型
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为了使包装具有某些特殊功能和

智能型特点，而增加或改进部分包装结构
自动加热食品包装

自动冷却罐

功能信息型
信息型智能包装主要是指能反映包装内容物及其

内在品质和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信息的新型包装
牛奶可溯源 RFID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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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结构，而使包装具有部分自动功能。

自动加热型包装是一种多层、无缝的容器，以

注塑成型方法制成，容器内层分成多个间隔，产品

可自我加热，如图 5。其加热原理是 ：当使用者拿

下容器上的箔，并按压容器底部时，容器内的水及

石灰石便会产生化学反应，释放热能，进而令产品

加热 [5]。比如日本自加热清酒罐和雀巢公司推出的

330 mL 自动加热牛奶咖啡罐。

自动冷却型包装内置一个冷凝器、一个蒸发格

及一包以盐做成的干燥剂，在包装的底部储藏冷却

时由催化作用所产生的蒸气及液体，它能在几分钟

内将容器内物品的温度降低至 17℃。比如 Crown 

Cork & Seal 公司和 Tempra 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

自动冷却罐结构。

自动报警型包装即将一个封闭的报警系统内嵌

在包装袋底部，靠压力作用实现报警。当包装袋内

食品胀袋产生的压力大于设计的标准压力时，报警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 来提醒商家和消费者食品质量

已不适宜食用 [6]。

2.3 信息型智能包装

信息型智能包装主要是指能反映包装内容物及

其内在品质和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信息的新型包

装。这种智能包装应具有记录商品在仓储、运输、

销售期间，周围环境对其内在品质影响的信息及商

品生产信息、销售分布信息的功能。记录和反映这

些信息的技术涉及微生物、化学、动力学和电子技

术 [7]。信息型智能包装具有极好的发展活力和前景。

RFID 技术即为信息型智能包装的应用典范，

如图 6。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

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

获取相关数据，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并且识别

工作无须人工干预。此技术不仅优化整个包装供应

链（产品从生产、物流到消费），而且使物流管理、

反馈控制、信息识别的效率和准确度得到提高，更

为重要的是可凭借其辨识读取的不可被复制性和加

密设置，对基于传统材料和设计的包装防伪给予强

有力的补充 [8]。它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

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应用在包装最重要的

两大领域——物流和防伪。

3 智能包装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3.1 智能包装的国内应用现状及发展

中国包装行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是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贡献者，发展趋势见图表 1。

2014 年全国包装工业总产值完成 14800 亿元，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包装大国。为迈向包装强

国，重点抓包装制造业、现代包装服务业和绿色资

源再生业。包装行业的高新技术开发资金由当初的

年 3000 万元，逐步增长到现今的年 1.2 亿元，带

动企业科技创新，获得百个专利。2015 年，中国

包装工业总产值已接近突破 1.5 万亿。

我国对功能材料型智能包装、功能结构型智能

包装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尤其是气调包装。我国

气调保鲜技术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 [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食品气调贮藏的

图 5 自动加热蛋的包装

图 6 RFID 标签

绿色包装研究·材料



43GREEN PACKAGING

认识逐步提高，我国的食品气调贮藏已经占果实贮

藏总量的百分之十几。但气调包装的普及与推广应

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我国在智能包装的技术研

发水平和应用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我国科

技力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许多

令人可喜的成绩。

智能包装技术方面，中国农业大学已成功开发

用于新鲜猪肉的 TTI 标签，但还没有得到大量的应

用 ；其他智能包装体系如鲜度指示、病源微生物指

示等也在进行研究，上海海洋大学新开发的快速检

测食品新鲜度的“电子鼻”和检测致病菌的“生态

芯片”技术 ；无线射频识别电子标签（RFID）虽然

在 2007 年开始用于月饼产品，但还未普及到其他

食品 ；全球首条集装箱电子标签国际航线诞生于上

海，对整个航运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第一张

“RFID 手机地铁票”在广州正式试用 ；国家数字图

书馆、武汉图书馆 RFID 项目成功启动 ；芬欧蓝泰

投资 1 亿元在广州兴建了其世界最大的电子标签生

产基地来强化与中国电子标签使用者、系统集成商

的联系 [10]，将有助于我国智能包装技术发展。

3.2 智能包装技术的国外应用及发展

在 1970 年代，因为无处不在的杂货店为了

促进库存商品的重新排序和更加方便有序的结帐，

UPC 条形码（通用产品代码）诞生了 [11]。UPC 条

形码是一种线状的符号组成的棒状和空间来代表 12

位数的数据。其微薄的存储容量只允许储存非常有

限的信息，如厂家编号和项目编号，对额外信息的

图 7  2010-2014 年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

编码不留余地。

随着扫描仪变得越来越强大和价格越来越低

廉，二维条形码也越来越受欢迎 [12]。它允许附加的

信息繁多，如营养信息，烹饪指令，食品生产商的

网站地址，甚至是图形、音频和视频。便携式数据

的优点是，它们立即可用，无需访问外部数据库。

条形码和 RFID 标签可以使电子记录信息共享，

尤其是使外部仪器能够快速测量界面的质量属性和

监控食品安全。例如，pH 值、微生物快速检测设备 [13]

或无损质量测量仪器 [14]。然而，随着广度和深度的

增加，可追溯系统本身并不足以改善食品安全 ；科

学相关的食品模型和用户友好的软件也需要充分利

用可用的额外食物相关的数据。

为预防因错误造成的诉讼并且提高患者保健质

量，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公司做出了贡献

25 亿枚用于耳咽管病症麻醉剂的 RFID 标签已经完

全解决了过去使用麻醉剂发生的剂量错误。医院采

血错误和输血错误在一些地方不断增加，因此 2006

年，标本和血袋的 RFID 标签在美国、法国英国和

德国很快被采纳。

最近，一些研究小组在食品包装上结合 RFID

标签和传感器。通过结合射频识别系统与食品反应

分泌的聚合物，如生物胺，可以获得基于射频识别

系统的探测信号的电子势的变化 [15]。另一种传感器

是使用 RFID 标签去检测水蒸气、乙醇、氨、甲苯

等物质 [16]。

通过一些先进的集成技术和通信解决方案，如

RFID、GPS、有线和无线传感器、增强的通信协议等。

预计我们将很快能够监视、管理和控制 ( 实时或远

程 ) 智能包装的许多方面，如交通、供应链、物流、

个性化广告、环境、病人健康，跟踪和追踪的对象等。

2013 年，Thin Film Electronics ASA 宣布它

已经成功演示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完全由电池供

电的印刷电子温度跟踪传感器系统，它是为监测易

腐货物而设计的。公司预计，它将在包装上商业化

其新的“智能传感器标签”[17]。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的问题得到重视，新鲜

度指示标签与包装结合的智能包装提供直接的造成

食品中的微生物生长或化学变化的产品质量信息，

这可以直接通过肉眼来观察。新鲜度指标也可以用

来预估一个易腐产品的剩余保质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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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prob 公司研发的食物 freshTM 指示器，

这是一种计时器，可以设置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消

耗，从几天到几周或数月的时间。他们对于解决开

启后食物的存储问题，是一个节约成本的解决方案。

食物新鲜的指示器可以应用于如罐、真空包装或纸

箱等包装中，该种标签是由 PET 塑料制成，并且厚

度小于 50 微米。

法国的 Monoprix“不二价”超市连锁店正在

许多新鲜食品上使用一种被称为“时间 - 温度指示”

的包装技术，简称 TTI。这种标签像射击用的靶子，

有许多圈套圈的透明圆环，中心的环含有一种化学

物质。由于食品上的细菌随温度和时间的增加而增

加，因此化学物质变黑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当内

圈变黑时，就意味着食品不再新鲜。消费者可以根

据这种标签颜色的变化判断食品保鲜程度来选购食

品，还可以作为因食品变质而要求退货的凭证。

Envision America 的可发声标签系统经过在

美国芝加哥地区的多年试验后，早在 2006 年已向

全美国推广。通过 Envision America 系统，一个

记录患者信息的普通 RFID 标签可以复制这些信息

的副本。附近的设备可读出这些信息用以帮助盲人、

视力不佳者、文盲、诵读困难者、因病痛而颤抖的人，

以及在黑暗的地方需要阅读说明书的人。

4 智能包装的发展前景

4.1 智能包装在食品安全中的前景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

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以及对减少易腐烂食品和药

品损失的强烈需求将刺激市场对智能包装的需求。

据报道，包装的外观对于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

随着工业 4.0 概念的到来，食品包装也逐渐走向高

端化，智能包装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中，要说智能

包装智能在哪，最关乎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智能

包装能检测食品的质量，或者是鉴别真伪，在最大

程度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实现产品可追溯功能。

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在最开始都是不成熟的，会面临

一些障碍 [19]。

消费者在超市购买商品时，会遇到一些食品包

装，外观看似完好，也在保质期内，但是，因为微

生物和霉菌的滋生往往是肉眼无法看到的。我们无

法判断食品能否食用，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问题在国内、外都备受关

注。而智能包装技术可以方便消费者选择安全放心

的食品，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有利于食品的保

存和运输，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特别是在市场监

管机制还不健全、假冒伪劣产品还很猖獗的情况下，

消费者更加需要智能包装技术的帮助。研究人员预

测，在不久的将来，用智能包装技术生产的包装袋

的数量，将占食品包装袋总量的 20%~40%。

4.2 智能包装在药品包装中的前景

近年来，材料科学、现代控制技术、计算机技

术与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进步，带动了智能包装

的飞速的发展。美国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Freedonia 

曾发表一篇名为《活性及智能化包装》的研究报告

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包装市

场智能化的趋势正在日益扩大。据预计，2017 年美

国智能化包装市值将达 35 亿美元。未来 3 年，其

复合年增长率为 8%。生产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

可靠性好、灵活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包装设备是目

前行业内一直追求的。打造出新型包装机械，引领

包装机械向集成化、高效化、智能化是未来发展的

大方向。

报告指出，2012 年食品和饮料领域是智能化

包装行业的两大终端市场。Freedonia 表示，为迎

合老年人对产品包装的特殊需求，一些新型智能包

装产品正在不断涌向市场。“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

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产品包装走上了商业化道路。未

来几年，智能化包装市场前景将十分可期，其应用

领域也将会不断扩大和深化。”Freedonia 市场分析

师 Esther Palevsky 说道。据预测，随着美国老龄

化问题的日益突出，药品包装有望成为该国未来几

年该国智能化包装增长最快的应用市场。

4.3 智能包装在信息技术中的前景

RFID 技术即为信息型智能包装的应用典范。

有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每个独立包装的产品上

都会贴上智能标签，2015 年，RFID 标签的年需求

量将达到 10000 亿枚，其中大多数将被用在智能包

装上。仅仅从 RFID 的需求就可以看到智能包装的

巨大的市场及其潜在的机遇。

我国的 RFID 技术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发展前景

较好。安全防护领域，包括身份识别与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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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防盗、电子物品监视系统等 ；商品生产销售领

域，包括生产线产品加工过程自动控制、仓储管理、

产品防伪、RFID 卡收费等 ；管理与数据统计领域，

包括动物跟踪和管理、运动计时、文档追踪与图书

馆管理等 ；交通运输领域，包括高速公路自动收费

及智能交通管理、火车和货运集装箱的识别、供应

链与物流管理、货物的跟踪、管理及监控等 [20]。

5 结语

智能包装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以使用天然

材料的活性包装与食品直接接触，因为天热包装材

料不会有有害物质转移到食品中 ；可以研制活性包

装和智能标签相结合的活性智能包装系统 ；随着互

联网、云端大数据平台和智能家居的逐渐普及，智

能标签应被赋予信息交互功能，因此还可以将信息

通过云端的接受和存储装置，智能发送到消费者的

手机等智能终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21]。

目前，智能包装技术在世界各国的应用还刚刚

开始，有些技术还处于实验和研究阶段。我们应该

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我国的包装事业，提升我

国包装行业的技术含量，以适应新形式下国际经济

发展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商品种类更加繁多

复杂，包装所肩负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22]。高新技术

的浪潮将包装推向了发展的高地，智能化包装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

为了更好地开发、推广及应用智能包装技术，

重点要做好加快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育出

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 ；加强交叉

学科建设和科研平台建设，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

与合作，提高我国在智能包装方面的技术水平 ；加

快行业标准的制定，减少资源浪费 ；利用媒体等宣

传手段，提高人们对智能包装的认识，扩大市场需

求，促进智能包装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我国商品

包装与物流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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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我国的可降解塑料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在技

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3 年 6 月，中国塑料

工程学会成立了“降解塑料研究会”，标志着我国

可降解塑料的研究开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生物降解塑料作为一种新型塑料，无论从环境

保护、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还是合成特殊性能的

高分子材料出发，均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其研究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为了解决塑料废

弃物污染环境的问题 , 生产可被环境降解消纳的塑

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为了解决塑料废弃物污染环境的问题 , 开发快

速评价降解性能的实验室方法势在必行。测试技术

和标准总的趋势就是用加速降解试验在短时间内来

评价降解塑料的可降解性能。

加快搞清降解机理、降解速度的控制研究，用

新的方法合成新颖结构的降解高分子，实现理想的

降解模式——塑料包装废弃物在短时间降解至原有

形态消失，之后继续进行无害化降解，在较短时间

内降解至最终产物二氧化碳和水。研究和建立复合

包装材料的生物降解机理、降解速度、降解的控制、

降解的完全性、降解产物的环境安全性及降解材料

的评价方法，使软包装复合薄膜在包装领域的应用

具有更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满足环保易回收、易处置、易消纳三个特点。

加强和鼓励单层或单一材料组成的塑料包装废弃薄

膜的回收利用、树立“生产—消费—再循环、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的新理念并付诸行动。对于不同

材料组成的复合薄膜采取以回收利用为主要手段、

降解替代为补充措施的综合治理方法。积极从简单

的产品替代转变为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替代，科

学、务实、理性对待可降解塑料在我们行业的应用

和发展是我们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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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包装材料对常温下金针菇的保鲜效果

Fresh-keeping of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on Normal 

Temperature of Golden Mushroom

摘要 ：研究了 PE、PP 改性材料与日本产 PP 菌菇保鲜膜，共五种包装薄膜用于生鲜金针菇的保鲜试验对比。

五种包装薄膜分别为 NSPE 海纳、NSPE 兰天、日本产菌菇保鲜膜、CP45Y 和 CP45F ，保鲜试验中研究测

试了金针菇贮藏期的色泽、失重率、相对电导率、可溶性固形物、菌落总数、维生素 C 含量的变化。结果

表明，五种包装薄膜保鲜效果从好到差依次为 ： NSPE 海纳、NSPE 兰天、日本产菌菇保鲜膜、CP45Y 和

CP45F。

关键词 ：改性 PE 薄膜 ；改性 PP 薄膜 ; 金针菇 ；保鲜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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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 PP modified materials and Japanese production PP for mushroom fresh-keeping film is studied. There 

are five kinds of packaging film for fresh mushroom fresh-keeping experiments. They are NSPE Heiner, NSPE-

LanTian, Fresh-keeping film of Japan , CP45Y and CP45F, and then testing the impact of color, weight loss rate, 

relative conductivity, soluble solids, total bacteria and VC in golden mushroo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NSPE 

Heiner is the best effect for golden mushroom in all packaging materials, NSPE-LanTian is slightly worse compared 

with NSPE Heiner, and fresh-keeping film of Japan is more obvious than CP45Yand CP45F in the effect of 

preservation, but the effect of fresh-keeping Can't compare with NSPE-Lan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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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针菇为菌藻地衣类伞菌目白蘑科针金菇属腐

生真菌。它与别的菌菇相比，富含多种氨基酸，其

中包括人类机体活动所必需的 8 种氨基酸。但是，

被采收后的金针菇，如果不及时加工处理或者销售，

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失水萎缩、产生异味、自溶、褐

变等肉眼直接可见的现象，使金针菇的商品品质严

重受损。

金针菇的储藏保鲜最核心的要求是抑制金针菇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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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吸作用，减缓失水萎缩的速度，保持其商品品

质。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明，简易包装、低温冷藏、

气调贮藏、微波辐射保鲜贮藏等物理方法和喷洒化

学药品的化学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金针菇

的后期衰老。

被采收后的金针菇，其呼吸性能增强，而酶和

糖含量的变化，造成金针菇化学组成的改变，使用

塑料薄膜制成包装袋用于包装金针菇，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金针菇采收后的呼吸作用。相关研究表

明，不同材料的塑料薄膜对金针菇的保鲜效果不尽

相同 [1]。

本文研究了 PE、PP 改性材料与日本产 PP 菌

菇保鲜膜，即 NSPE 海纳、NSPE 兰天、日本产菌

菇保鲜膜、CP45Y 以及 CP45F，共五种包装薄膜

对生鲜金针菇的保鲜效果，以金针菇失重率和相关

理化指标以及感官评定来研究贮藏期间金针菇新鲜

度的变化，探索金针菇保鲜包装新材料，为金针菇

采收后的运输和销售等实践中提供理论依据 [2]。

1 实验

1.1 原料与仪器

1）原料

NSPE 海纳、NSPE 兰天、光明方信菌菇保鲜

膜、CP45-1111-1-1Y-35 以 及 CP45-1111-1-

1F-35，均为自制薄膜；金针菇，均为新鲜的白色品

系金针菇（当天采摘），市售。

2）仪器

电脑测控抗张试验机，川制 15010103 型，协

强仪器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

透光率 / 雾度测定仪，WGT-S 型，上海精科

有限公司 ；

电动厚度测定仪，J-HDY04B(B) 型，四川长

江造纸仪器有限公司 ；

塑料薄膜封口机，FR-300A 型，上海翔一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 ；

手持式折光仪，WZS 10 型，上海精科有限公司；

分析天平，BT224S 型，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 ；

电导仪，BT224S 型，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

电热恒温水浴锅，HWS24 型，上海一恒仪器

有限公司 ；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035A 型，上海

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

分光光度计，711 型，杭州汇尔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金针菇包装袋的制备

选用五组不同的薄膜进行包装食品，分别用 A

表示 CP45F 保鲜袋 ；B 表示 CP45Y 保鲜袋 ；C 表

示 NSPE 海纳保鲜袋 ；D 表示 NSPE 兰天保鲜袋 ；

E 表示日本产菌菇保鲜包装袋。

五种包装薄膜的基本信息如表 1 ：

标号 改性保鲜膜 基材

A CP45F PP

B CP45Y

C NSPE 海纳 PE

D NSPE 兰天

E 日本产菌菇保鲜袋 PP

表 1 五种包装薄膜基本信息

薄膜制袋的具体过程，取 A 袋为例，取出整片

A 材料薄膜，裁下长和宽分别为 30cm*10cm 的薄

膜 1 片，裁剪好共 5 片待用。将长 30cm 的那一面

对折后薄膜变成 15cm*10cm 的双层膜，用塑料薄

膜封口机式进行两面面封口，重复以上步骤，得到

A 膜做成保鲜包装袋。

B、C、D、E 膜制袋过程与 A 相同 ：重复 A

膜所有步骤，得到由 5 种不同薄膜制成的各 5 个包

装袋，共计 25 个。留着一边未封口，待金针菇分

装放入包装袋后，进行封口，确认保证气密性完好后。

1.2.2 金针菇包装方法

将当天采收的金针菇在常温下进行分装。分装

时，将金针菇装入准备好的 5 种保鲜包装袋中，每

袋 1 簇，约 2.45g，每一种包装袋装 5 份，总计 25 份。

装袋后置于室内阴凉避光处。

1.2.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薄膜包装材料相关性能指标测试

包装材料的相关性能对金针菇的保鲜效果有影

响，故对包装材料进行以下参数的测试 [3]，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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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官评定

由 5 名经过培训的评价测试人员对不同阶段的

金针菇进行感官评定，从金针菇的形态、气味、色泽、

自溶和硬度进行评定，得出感官评价结果。

3） 失重率测定

失重率代表金针菇损失的重量占初始重量的比

例，失重率越大表示金针菇损失的水分越多，对应

的包装袋保湿水平就越差。[4] 每 3d 利用电子天平

对各组规定的金针菇进行测量，记录它们质量的变

化 [5]。失重率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 ：M 表示金针菇质量损失程度 ；m0 表示

金针菇的初始质量；mt 表示第 t 天时金针菇的质量。

4）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测定

可溶性固形物 (SSC) 是食品中能溶于水的物质，

以百分率表示，是食品内部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按照 NY/T 2637-2014《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的测定——折射仪法》的测量方法，采用

WYT 型手持式折光仪测定。测量时，将金针菇碾

碎后，在烧杯中加入适量的水混合均匀，收集过滤

后的滤液待用。用脱脂棉蘸乙醇擦净折光仪的两面

棱镜，用玻璃棒蘸取样品 2~3 滴，滴于折光计棱镜

面中央，迅速闭合棱镜，静置，使样品均匀无气泡，

对准光源后，读出分界线代表的数据，并记录 [6]。

5）相对电导率测定

相对电导率是以数字表示的溶液传导电流的能

力。将金针菇分成以 1cm 为单位的小段，用天平称

取 2.00 g 于烧杯内，加入 15 ml 蒸馏水，用力振荡

后立刻以 DDS-11 型电导仪测定电导值 P0，完全

静置 60min 后，测定电导值 P1 ；用 HWS24 型电

热恒温水浴锅加热，煮沸后加热 15min，静置待冷

却后测定电导值 P2。计算公式如下 ：

6）菌落总数测定

菌落总数可以反映金针菇被微生物污染的程

度。

在金针菇需氧的情况下，在 37℃的环境中培养

48h，在普通营养琼脂平板上生长的细菌菌落总数。

单位为 CFU，表示形成在培养皿中金针菇的菌落个

数，不代表细菌个数。采用平板计数法，计算每毫

升有多少个菌落。

7）VC 含量测定

对维生素 C 量的测定，是金针菇新鲜程度和金

针菇质量的一种生理指标。

维生素 C，又名抗坏血酸，即对金针菇中抗坏

血酸含量的测定。实验方法参考阎树刚 [7] 中 2,4-

二硝基苯肼法来测定。二硝基苯肼法的标准曲线为：

y=0.2321x-0.0012，对照标准曲线计算金针菇中抗

坏血酸含量，即 VC 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感官品质的变化（表 3）

注 ：形 态 +++— 发 黄、 质 地 松 软、 发 黏，

++—发黏、质地松软，+—质地松软 ；气味 +++—

异味严重，有腐臭，++—异味一般，+—异味较轻；

色泽 +++—黄褐色严重，++—黄褐色一般，+—黄

褐色较轻 ；自溶程度 +++—严重，++—一般，+—

序号 名称 标示 厚度 /mm 透光率 /% 雾度 /% 抗拉强度 /Kn·m-2 伸长率 /%

1 CP45F A 0.1 88.60 84.19 0.653 78

2 CP45Y B 0.25 95.82 85.7 0.672 24

3 NSPE 海纳保鲜膜 C 0.4 81.70 14.80 0.866 78.53

4 NSPE 兰天保鲜膜 D 0.25 89.33 4.40 1.217 70.10

5 日本产菌菇保鲜膜 E 0.15 88.40 85.63 0.241 1.2

表 2 包装材料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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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 ；硬度 +++—发黏、很松软，++—松软，+—

有一定硬度。

经过 15 天的时间，C 保鲜袋里的金针菇外观

保鲜效果最好，未发生明显褐变现象，相比 15 天前，

色泽整体略微发黄，轻微异味。D 保鲜袋里的金针

菇有一些褐变现象，但相比 C 的色泽，偏白，有异

味。总体感官评定下来，可以给 5 保鲜袋按照分数

进行排序 ：结果大致为 ：C ＞ D>E ＞ B ＞ A。所

以 C 保鲜袋的保鲜效果最佳，D 与 E 的保鲜效果差

异不明显，但相比较于 C 的效果要差，A 保鲜袋的

保鲜效果最差。

2.2 失重率 

金针菇的含水量很高，大约为自重的 90% 左

右，由于金针菇无表皮组织，所以采收后的金针菇 

呼吸作用相对较强，这也是导致金针菇包装失重的

原因 [8]。图 1 是不同包装材料对金针菇失重率的情

况。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总体失重率在 13% 左右。

在实验的前 6 天，5 组包装袋的金针菇都失水很快。

在第 6 天至第 15 天，整体失重率比较平缓。在 5

组包装中，C 和 E 的对包装内 的水蒸气阻隔性较好，

为 12% 和 9%，均低于平均水平。A 和 B 的阻隔性

较差，贮藏 15 天以后，失重率达到了 15%，说明 A、

B 包装材料的气体阻隔性较差，则由于金针菇呼吸

作用而 产生的水蒸气散发出去， 指出失重率较高。  

2.3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用手持试折光测定仪可以测定金针菇的可溶性

固形物的含量（Total Soluble Solids），而可溶性 

固形物的含量基本可以代表金针菇的含糖量 [9]。由

图 2 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5 种保鲜袋中金针菇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都表现下降的趋势，特别在前

6 天，A、C、D、E 的下降趋势较快，而 B 下降相

对比较慢 ；保鲜 6 天后， B、C、D、E 的下降趋势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材料 形态 气味 色泽 自溶 硬度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E ++ ++ ++ + +

表 3 感官评定结果

图 1 五种保鲜袋中金针菇失重率变化

图 3 五种保鲜袋中金针菇相对电导率变化

图 2 五种保鲜袋中金针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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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平缓，A 下降较快。由此可以看出，C、D 保

鲜袋中金针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控制的更好，流失

较慢。A、E 保鲜袋内金针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相

对较低，而 B 保鲜袋中金针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流

失较快。 

2.4 相对电导率

金针菇在采收后，放入包装袋中慢慢进入衰老

的过程。随着衰老特性的增强，导致金针 菇细胞

内的电解质向外渗漏，这就是金针菇的相对电导率

增加的原因。如图 3 所示，随着保鲜时间的推移， 

五种保鲜袋内的金针菇相对电导率都呈缓慢上升趋

势。其中 C 保鲜袋内金针菇相对电导率保持在较低

水平的上升趋势，而 B 保鲜袋内金针菇相对电导率

相对较高。A、D、E 介于 B、C 之间。

2.5 菌落总数

从图 4 数据分析来看，5 种保鲜袋中金针菇菌

落总数均呈平缓上升趋势。第 3 天时，菌落总数相

差不多 ；第 9 天时，5 种包装材料开始产生差距，

其中 C、D 两种包装表现更佳。到第 9 天，5 种包

装的菌落总数又达到相似水平，相比前几天也有一

定增加。第 15 天时，5 种保鲜袋内的金针菇均达到

一定水平，效果最佳的是 C 保鲜袋，其次是 D 保鲜

袋，被细菌污染最多是 B 保鲜袋。由此可知，在 5

种包装材料中，被细菌污染最少的金针菇为 C 保鲜

袋，抗菌能力较强，被污染最多的为 B 保鲜袋。

2.6 维生素 C 含量测定

对维生素 C 量的测定，也是金针菇新鲜与否和

金针菇质量的一种生理指标 [10]。由图 5 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5 种保鲜袋中金针菇维生素含量

都呈现下降趋势，A、B 两种保鲜袋中金针菇维生

素 C 流失的速度较其他保鲜袋更快，C 保鲜袋中的

金针菇维生素 C 始终在较低水平缓慢下降，而且维

生素 C 损失最多是 A 保鲜袋中的金针菇，C 保鲜

袋相对所有的保鲜袋效果最好。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五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保鲜包装袋对

常温下金针菇保鲜效果的影响，采用 NSPE 海纳、

NSPE 兰天、日本产菌菇保鲜膜、CP45Y 和 CP45F

五种材料制作的保鲜包装袋包装金针菇，测试不同

包装袋对金针菇贮藏期色泽、失重率、相对电导率、

可溶性固形物、菌落总数、维生素 C 含量的变化。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测定和分析，以及对实验的观察，

可得出如下结论 ：

1）对比五种保鲜包装袋对金针菇的保鲜效果，

五种材料制作的保鲜袋对金针菇均有一定的保鲜作

用。

2）由于薄膜材料性能的不同，由 NSPE 海纳

材料制作的保鲜袋对金针菇的保鲜效果最好。

3）NSPE 海纳薄膜厚度较大，透光率、雾度较

低，对金针菇的避光保存有一定优势，能更好的贮

藏金针菇，保证金针菇的水分和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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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是当前快速发展的重要行业，是全球

公认的最有前途的的高科术产业之一，和人民的生

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 [1]。据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发布

的 2012 年我国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指

出，我国药品流通行业市场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全年销售总额达 11174 亿元，初次突破万亿元，且

药品流通行业销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4%，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 1.39

万家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2607 个，下辖门店 14.67

万个 ；零售单体药店 27.71 万个 ；零售药店门店总

数达 42.38 万个。截至 2012 年底，全国拥有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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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药品保温包装及储存中的问题研究

The Problem of Cold Medicine Insulated Package and Storage

摘要 ：目前我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保温包装和储藏中存在的问题。方法文章以疫苗为例，主要从整体包装、

冷藏设备、冷藏专业人才、冷藏温度过高和过低以及冷藏先进技术这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详细指出了目前我

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保温包装和储藏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我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保温包装和储藏中存在着较

多的问题，需要国家和企业公司做出努力进行改善，尽快追上欧美发达国家的脚步。结论针对保温包装和储

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语提出了提高中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的对策，以加速我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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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ssues of the insulation packaging and storage in cold chain in China.Methods 

Based on the vaccine,this paper tells the issues of the insulation packaging in cold chain in China from six aspects like 

the whole packing, refrigeration equipment, refrigeration professional talents, cold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detail.Results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in the insulation packaging and 

storage of refrigerated drugs cold chain logistics,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it and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s soon as possible.Conclus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sulation packaging 

and storage,the conclusion puts forwards how to improve clod chain logics.It provides the reference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refrigerated drugs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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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的企业有 117 家。生物医药产

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冷藏药品行业的不断前进 [2]。

2012 年美国 BioPlan Associates 公司对全球生物

制药业的考察显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的销售额年

均增长率约为 14%，全球生物医药市场每年正以

15%~18% 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远高于全球经济

和传统药品市场的增速，且有望在未来几年继续保

持。当前，全世界销售的生物药品超过 430 种，市

场销售额约为 1400 亿美元 [3]，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

将成为药品冷链物流扩大规模的强大动力，而生物制

药技术生产的大部分药品都需要低温冷藏储存。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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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执行的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药品说

明书要求低温、冷藏储存的药品，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理当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低温、冷藏设施设备

运输和贮存 [4]。然而，在实际冷藏药品流通过程中，

经常因为包装的问题导致药品质量下降。

1 冷藏药品保温包装概述

1.1 冷藏药品含义

冷藏药品是低温、冷藏储存药品的简称，这类

药品在流通的过程中对储运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

根据我国药典中药品标准“贮藏”项下的规定，通

常指需要在冷处（指温度符 2℃ ~10℃）贮藏保管

与运输的药品，以疫苗为例，例如破伤风、白喉、

乙型肝炎、百日咳、和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等。以

胃肠道用药为例，例如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

等。其中药品又分为对冷敏感和对热敏感两种，分

别例如乙型肝炎疫苗、活菌片和麻疹疫苗。

1.2 保温包装

保温包装是指能够确保温度敏感性产品在贮

藏、运输、销售等直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

于合理的温度范围内，保护产品免受外界的热破坏，

保障产品品质的一种特殊包装形式 [5]。温度敏感性

是指自身的物理或者化学特性特别容易随外界环境

温度变化发生变化。

2 冷藏药品保温包装及储存中的问题

2.1 整体包装问题

我国医药行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了迅

速发展，医药包装在医药行业的发展上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药品的包装对药品质量、用药安全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 [6]。药品作为一类特殊商品，其包装

设计应有特殊的要求。它的特殊性是每个包装设计

者都必须认真对待和正视的，否则，失去药品属性

的医药包装设计将是不伦不类、含糊不清的设计 [7]。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药品包装必须适

合药品质量的要求，方便储存、运输和医疗使用。”

我国药品包装总体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包括

包装材料的质量、包装的水平以及药品包装特殊性

的设计等。我国医药包装“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行业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开发新材料、新工艺、

包装新形式，逐步提高产品档次，紧密配合医药

行业的发展，保证药品质量和用药安全 [8]。目前我

国少许药品生产企业成产的冷藏药品内外包装不到

位，没有做好保温包装，运输方运输时也没有考虑

冷藏药品的特殊性，将冷藏药品同等视为普通药品，

运输环境也和普通药品没有区别，这是导致冷藏药

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药品变质的主要原因。在

实际冷藏药品流通过程中，药品经营企业或运输方

会对冷藏药品进行再包装，这就致使了药品总成本

的增加，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的用于药品保温再包

装的保温材料质量令人担忧，收货方收到药品之后

经常发现包装破损导致药品被二次污染的情况 [9]。

2.2 冷藏问题

我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的硬件设备与国际相比

差距很大，在制冷装备方面，我国的保温车辆约有

3 万辆，而美国拥有 20 多万辆。公路冷藏保温汽车

仅占货运汽车的 0.3%，铁路冷藏车占 2% 左右，并

且大多是老式机械式速冻车皮，缺少规范的现代先

进保温冷藏车。在冷库容量方面，我国的冷库总容

量为 900 万吨，而美国现有 2200 万吨的冷库，近

33 亿立方英尺，国内现有的医药类专用冷库严重不

足 [10]，而且国内冷库库龄大都在 30 年以上，冷藏

设备比较陈旧，制冷技术相比国外也有很大的差距，

损耗严重，无法为冷藏药品提供低温保障。我国的

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之多，中国未来的冷库和冷藏车

的需求仍旧很大。

然而冷藏药品等属于多批次少批量的发货产

品，每次发货重量不定，或多或少，轻至几克，多

时也很难超过一吨，而且每批次疫苗的目的地又不

相同，因此传统的冷藏车不再适应这种灵活的交付

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例如 : 冷藏车的配置装

载率不高，这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较高的物流

企业成本 ；冷藏车运输途中车载发动机需要不断供

给电力保证低温，消耗着大量的能源 ；多次开车门

会影响车厢内温，造成药效的损失 [11]。

2.3 物流专业人才不足问题

从冷链物流企业的持续发展、市场的需求导向

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专业的第三方冷链物流

企业是未来介入冷链物流市场竞争的主体。医药冷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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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的价值高、配送时效性强、产品性能容易发生

改变，对物流配送的要求较高，对单个企业来说要

达成多方位、门到门的配送服务是不实际也是不经

济的，同时企业的产品要想辐射到全国各地，就必

须依赖于第三方物流的完整服务 [11]。但是当前我国

在物流研究和教学培养方面还很是落后，从事物流

研究的高校和专业机构很少，教育的滞后严重影响

了物流人才的培育和物流产业的发展。由于医药冷

链物流管理特殊的性能和运行要求，以及到目前为

止国内各大高校仍然还没有针对医药冷链物流专门

人才培养的专业，招聘时很难找到同时懂得医药和

物流的专业人才，物流运输专业人员严重匮乏 [12]。

2.4 运输和储存中温度过高问题

目前国内第三方物流发展不完善，非药品物流

企业对对药品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储存和运输上有特

殊要求的药品了解甚少，这导致非药品物流企业作

为物流第三方时不能拥有足够的药品安全意识，为

尽量节省成本，对所需要的设备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的投入，同时又因为运输管理机制缺失没有严格有

效的监管，因此药品冷藏车在运输时一般都做不到

全程冷链，运输方往往在出发和快到目的地时开启

冷藏装置，而接收方在接收药物后，很难确定药品

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因温度过高失效。有一些虽然使

用了带空调的冷藏车运输过程中也一直在制冷，但

因为无法达到 2-8 度的温度要求，导致无法保证运

输途中冷藏药品的质量，这也是目前医药冷链运输

的一大难题。

执法人员在日常的监督检查中发现，大公司、

大医院和大药店能够按照要求存储药品，但是一些

小诊所和小药店却仍存在不符合要求的种种怪相 [13]：

①从业人员不知道药品需要冷藏，将药品置于常温

货架之上 ；②店面规模较小，为节省开支没有配备

冷藏设备 ；③用于冷藏药品的冰箱只是一个摆设，

根本就没有开启电源，原因只是因为费电，药品放

置在没有开启电源的冰箱中不仅没有冷藏反而如同

放在一个保温箱中 ；④虽然有冷藏设备但是并不是

在持续的使用，总是开一段时间关一段时间。

2.5 运输和储存中温度过低问题即疫苗过冷冻结问题

冷藏车不能适应灵活的发货形式，蓄冷箱作为

一种便捷的发货包装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受欢迎。蓄

冷箱是采用绝热或者导热系数较低的材料做箱体，

里面放冰袋或冰盒来保持箱内的温度，不需要提前

制冷就能实现长时间保冷，便捷的完成药品的冷链

配送。冰袋和冰盒采用不同的外包装，内装高效蓄

冷剂，可以反复多次使用。然而在实际运输中，装

货人员对加入多少蓄冷剂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在这方面也没有科学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因此往

往导致药品在运输时会接触一个低于零度的较冷的

温度甚至发生冻结现象。有国外专家研究发现，极

端的寒冷对疫苗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相比寒

冷，当疫苗热暴露于相对短暂和不是非常高的温度

时，疫苗并不太可能发生恶化，泰国教授 Sirirat 

Techathawat[14] 用麻疹疫苗进行测试证明了这点。

Sirirat Techathawat[14] 同时发现乙型肝炎疫苗在

运输时接触 -0.5℃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温度会把

乙肝疫苗冻结并造成损坏，检查疫苗是否冻结的实

验是“震动实验”，而运用震动实验对乙肝疫苗进

行测试时，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发现损坏，所以目

前检测疫苗是否冻结的震动实验缺乏科学评估的

精度，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疫苗的情况。Dipika M. 

Matthiasp[15] 等教授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疫苗接触冻结温度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疫

苗冷冻是一个真正的全球问题，不管这个国家是否

资源有限亦或是富余。温度过低对其他冷藏药品也

有很大的影响，胃肠道类用药基本成分是一些活性

菌，活性菌在温度太低的情况下会失去很大的活性，

造成药效的损失，而在蓄冷箱运输时不可能每个箱

体内部都放置电子温度记录仪来记录温度，所以这

就要求药品在冷链运输时包装不要太接近冰袋，要

做好足够的绝缘，同时也应该控制冰袋的数量，不

能因为追求低温而一味简单的增加蓄冷剂的数量。

在日常储存中，冷藏设备因为没有做好调试就

直接将药品放入导致药品表面结霜的现象也是存在

的，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熟悉冷藏设备的原理，做

到物尽其用。

2.6 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国冷藏药品冷链物流相比发达国家在技术方

面同样欠缺。作为通过交换记录数据以达到识别

目标的一项先进技术，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在发达国家的

发展非常迅速，在物流管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样先进的技术还有 GPS 技术、无线通讯技术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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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传感技术的结合等，都可以很有效的应用在监控

药品冷链物流中，敏感准确的记录物流环境，提供

用以管理冷链物流的科学数据，而由于这些先进技

术在我国起步较晚，应用的领域还不广泛，发展相

对比较滞后，但是具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值得推

广使用 [16]。

3 相应的发展对策

药品生产与包装生产分散开来，针对冷藏内外

包装制定一系列详细的生产规范与要求，政府监管

企业严格执行，保证药品内外包装的合格性。整合

现有的冷链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积极发展

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制定冷链物流规范，降低药

品冷链行业的物流成本，提高规模收益，提升物流

服务水平，确保冷藏药品的品质。培养专业的医药

物流人才，在传授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熟悉企业

的工作环境和行业发展动态同时要规范目前从事药

品冷链物流工作人员的操作，提升其业务技能，对

于关键岗位人员定期考核，增强人员的责任心。适

度引进和开发先进的冷链物流设备和技术，加快推

进信息化建设，提升行业整体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同时注意设备的利用率，避免造成浪费。

4 结语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7 年公布的《药

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看出，国家将重点规范

整治药品的储存、运输环节。第三方医药冷链物流

行业将会得到大力的支持与发展，同时行业应结合

自身特点制定相关的管理标准，并学习国外的先进

物流技术采用先进的物流设备，教育培养专业的药

品冷链物流人才，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实现中国

冷藏药品甚至整个医药冷链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全球医药流通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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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运输是物流行业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冷链物流不同于普通物流，

投资通常较大，而冷链无源保温箱的应用大大缩小

了冷链运输资金的使用。冷链无源保温箱的验证是

保证其在运输过程当中有效发挥冷藏保温及保护产

品安全的基础。而我国冷链物流存在基础设施薄弱、

标准缺失、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 [2]。

1 国内外对冷链无源保温箱验证规范及标准的

介绍

国内卫生部令第 90 号《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简称药品 GSP）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对药品经营企业 ：药品生产企业、涉及储存与运输

药品的企业的管理规定了相应的指导原则 [3]。同年

11 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由全国物

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药品冷链保温

陈志强 1，王久龙 2，赵新伟 1

（1. 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天津 300457 ；2.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222）

冷链无源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方法概述

Cold Chain Passive Insulation Packaging Insulation 

Performance Test Method Overview

摘要 ：本文对国内外冷链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标准进行了介绍，对比分析了标准间的不同之处，提出了国外

冷链保温箱验证值得借鉴之处，为我国冷链标准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建议完善国内冷链无源保温箱保温性能

试验标准，达到促进冷链物流的发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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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ld chain at home and abroad incubator insulation performance testing standard are 

introduce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tandard room, puts forward the cold-chain abroad incubator 

validation, is worth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d chain standards provide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Suggest perfecting domestic cold chain passive incubator insulation performance testing standard,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Key words: standard; specification; cold chain incubator; heat preservation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Chen Zhi-qiang    Wang Jiu-long    Zhao Xin-wei

箱通用规范》国家标准，经起草单位调研、起草、

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已正式在网站上征求意见。

国 外 标 准 ASTM D3103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Thermal Insulation Performance 

of Distribution Packages[4]。ISTA 7E Testing 

Standard for Thermal Transport Packaging 

Used in Parcel Delivery System Shipment[5]

及 ISTA 7D Temperature Test for Transport 

Packaging[6] 分别不同侧重的对保温箱的验证做了

相关规定，为冷链保温箱的验证提供了参考依据。

目前，我国针对冷链保温箱验证具体的实施手

段缺少统一标准性的规定，大多的企事业单位都是

反复的试验摸索，再通过实际流通验证，确定保温

箱的结构、大小、蓄冷剂的数量和位置及预处理温

度时间等条件，整个试验的周期过长，让企业走了

很多弯路，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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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试验并读取数据。同时要

求有温度记录仪记录测试环境的实时温度。

试验所用的温度记录设备要求进行温度偏差验

证，其最大允许误差如表 1。验证用的传感器也要

经过校准和检定，其最大允许误差值如表 2。在药

品冷链保温箱的使用过程中，温度监测设备应至少

每间隔 1 分钟更新一次测点温度数据，至少每间隔

5 分钟进行一次温度记录。如果监测温度超出了其

规定范围，系统要每间隔 1 分钟记录一次实时数据。

报警功能是整个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规范中规定当监测温度数据达到或者超出规

定范围时，温度监测设备应至少通知三个人员。

保温箱保温性能受外部的试验环境影响很大，

在规范中对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的环境进行了规

定，如表 3，表中列举了在不同保温时限与环境温

度条件的组合情况，然而在保温箱的实际运输过程

2《药品冷链保温箱通用规范》保温性能试验

方法的介绍

冷链保温箱在实际使用中其保温性能需要进行

抽检，本规范中提出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两种检

验规则，其中型式检验主要是在新设计的冷链保温

箱或冷链保温箱转厂生产时、药品冷链保温箱正式

生产后，箱体结构、材料、工艺、要求任一项有变更，

可能影响药品冷链保温箱性能时、药品冷链保温箱

停产一年后再恢复生产时、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抽查等情况下进行。出厂检验主要使用于成品出厂

时的抽查检验。

试验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取样要随机抽查。在

药品冷链保温箱通用规范中对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

方法作了相应的规定，其试验的基本步骤如图 1 所

示。

规范中要求实验前对冷藏的药品或模拟物和测

试对象的温度处理至要求的存储温度，并在要求温

度条件下将已经处理好的药品或模拟物置入保温箱

中，然后将温度传感器分别安装在保温箱的中心、

上下两侧及相邻的侧面位置。冷冻好的蓄冷剂要放

置在箱内产品的四周及顶部、底部位置，需要注意

的是蓄冷剂要与药品或模拟物及温度记录仪用隔板

隔开。最后封箱，将保温箱置于相应的测试环境空

图 1 《药品冷链保温箱通用规范》保温性能试验步骤

测量范围 0℃～ 40℃ － 25℃～ 0℃

最大允许误差 ±0.5℃ ±1.0℃

测量范围 0℃～ 40℃ － 25℃～ 0℃

最大允许误差 ±0.1℃ ±0.5℃

保温区间
保温时限

环境温度
12 小时 24 小时 48 小时 72 小时 72 小时以上

2~8℃

□ □ □ □ □ 35℃（偏差 ±2℃）

□ □ □ □ □
前半时间 ：-10℃ ；

后半时间 ：20℃（偏差 ±2℃）

□ □ □ □ □
前半时间 ：20℃ ；

后半时间 ：-10℃（偏差 ±2℃）

□ □ □ □ □ -20℃（偏差 ±2℃）

-20℃以下 □ □ □ □ □ 35℃（偏差 ±2℃）

表 3 保温性能试验中保温时限和环境温度要求组合

表 1 温度记录设备的精度要求 表 2 验证用传感器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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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s, or Packaging Components for 

Testing 对所有的包装材料、制冷剂及产品进行温

度预处理，预处理的时间应至少为 24h 或按特定要

求，不同的部件需要进行不同条件的预处理，同事

要保证预处理条件与各测试要求相对应。温度预处

理的目的是采用最少量的蓄冷剂，保证在实际运输

过程中的相应时间段内，保温箱内的温度达到规定

要求，既不能低于要求温度也不能高于要求温度。

预处理前，如果可行，需要包探针直接贴附在

主包装的内壁上和包装内的产品上。在安装探针时，

要保证探针的精度及读取温度的能力不被影响。探

针的数量一般根据有效载荷下主包装的尺寸和数量

确定，要求首次评价保温包装时，至少需要 5-10

个探针检测有效载荷下最多容纳 25 个主包装系统，

如图 3，保温包装验证系统传感器及蓄冷剂的示意。

试验中尽量将装有传感器的导线热传递的可能性降

到最低。 

3.4 试验要求

将保温箱密封后，置于性的环境内进行试验。

试验时保温箱的方式方向应与实际运输方向保持一

致，包装不能与测试间的墙壁和地面接触，各测试

包装件之间的间隔不少于 6in（150mm）。试验中

对包装内各点的温度进行持续采集，直到包装箱年

内部温度超过或低于要求温度或达到规定时间结束

试验。

试验过程中，保温箱外部的温度 - 时间曲线

条件一般有实际采集的外部温度、法规要求条件、

合同要求条件及恒定温度。标准中规定实际采集

中，其外部环境的温度随季节、地域条件的不同而

变化，同时温度变化也有渐变和交变的情况，所以

环境温度的曲线还需要各行业、各公司的大量实践

积累。

3 ASTM D3103 试验方法的介绍

该测试方法阐明的是被暴露到各种外界环境条

件下产品包装的热阻隔质量及其内装物的热稳定

性，适用于含有各种内装能量源的包装。试验的基

本流程如图 2。

3.1 传感器的校准

在 ASTM D3103 中，试验的数据采集单元是

单频道或多频道记录仪以及配套的软件、硬件系统，

利用热电偶和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研究的热电阻

温度传感器采集随着时间、温度变化的数据。装置

的分辨精度不小于 0.1℃，测试温度的误差范围在

±0.5℃。

3.2 取样及样品要求

试验用样品包括待考察性能的保温箱，实际冷

链运输时保温箱中的内装物及使用的蓄冷剂等，试

验中应尽量保证样品与实际情况相同，如实际样品

无法获取则采用替代物，替代物的质量、规格、性

质及结构等应尽量保证与实际样品接近。

应至少采用三个样品进行试验，以保证试验的

可复现性。在每个样品的验证试验中，其包装系统

及其组件、质量单元、位置应该有相同的装配方式，

蓄冷剂或相变物质能力源的总质量、布局和表面积

必须保持恒定，同时保温箱内的有效载荷内装物应

分布在箱内的各个温度区域。

3.3 环境处理及传感器的安装

在包装测试前，要求根据 ASTM D4332[7] ：

Standard Practice for Conditioning Containers, 

图 2 ASTM D3103 保温性能试验基本流程

图 3 保温包装系统传感器和蓄冷剂的布置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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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方法可参照 Ista5B: Focused Simulation 

Guide for Thermal Performance Testing of 

Temperature Controlled Transport Packaging [8]

中也提供的测试方案。

试验后要求在报告中记录包装的尺寸、结构特

征、材料、封闭方法等基本信息记、包装内供能物

质分布的图、保温包装的产品以及热偶计或其他传

感器分布的图、制冷剂以及包装内部装置的类型和

数量、使用的温度数据采集单元系统、测试前产品

装载和处理包装材料的方法、测试环境的温度和相

对湿度、数据采集的总时间、冷冻剂所剩的数量、

温度和状态以及实验结束时内装物的物理状态。

4 环境温度条件的对比介绍

目前，冷链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过程中的温度

环境曲线存在多种条件，在《药品冷链保温箱通用

规范》中提供了参考的保温时限和环境温度组合，

而 ASTM D3103 更侧重的提出了方法，然而在在

ista7D 中提出了不同运输情况下的外部温度曲线，

这更能指导保温箱的生产商及使用者进行保温箱保

温性能的试验。如表 4 ISTA 7D 对 72 小时国际快

递空运环境交变试验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其曲线

走势如图 4。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企业内部存在许

多环境的标准，如图 5 某企业的冷链保温箱保温性

能试验环境的经验曲线，由图可以看出，我国国内

企业的测试温度条件相比 ISTA 7D 中的规定还要

严苛，其最高温度达 42℃，最低温度至 -20℃。同时，

以春、夏、秋、冬季节和陆、海、空运输方式为基

础确定温度 - 时间曲线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手段。目

前，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已经研发了物流监控仪，

可以实时监控运输环境的温度、湿度、振动及冲击

冬季分布 夏季分布

低温运输过程和低温目的地 高温运输过程和低温目的地

温度 /℃ 循环周期 /h 累计时间 /h 温度 /℃ 循环周期 /h 累计时间 /h

18 4 4 22℃ 4 4

-10 6 10 35 6 10

10 56 66 30 56 66

-10 6 72 35 6 72

图 4 ISTA 7D 环境交变试验条件 -72 小时国际快递空运

表 4 ISTA 7D 72h 国际快递空运

绿色包装研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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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为冷链物流环境温度的收集和不同运输方

式特点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

5 结语

传感器的校准项目也正是药品 GSP 附录五《验

证管理》中对监测系统验证的要求方向，在 ASTM 

D3103 标准对验证的方法进行了细化，这正是国内

保温箱验证相关标准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传感器的

安装及蓄冷剂的放置方面，ASTM D3103 相比更

细致、更全面一些，其要求的放置方法更能准确的

判断保温箱的保温性能情况。在我国的药品 GSP 中

对冷链保温箱的发展要求有了明确的规定，但国内

缺少准确有效的保温箱保温性能试验的方法，通过

大量试验发现蓄冷剂的数量、位置、质量、体积对

保温箱内部的温度影响很大，温度监测系统的精度

及探头的位置也是保证试验准确的先决条件。

冷链保温箱在食品、药品行业的应用已经普遍

存在 [9]，由于保温箱性能达不到规定要求而导致断

链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10]，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冷链保

温箱保温性能的验证标准，根据药品 GSP 的指导方

向提出一套具体有效的验证方法，为冷链保温箱的

设计提供有效指导，降低冷链运输成本，推进我国

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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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观念与现代包装设计

1.1 生态观念

“生态”一词，原本是生物学领域中的一个词汇，

最早源于古希腊文，意指栖息地，后被指一切生物

的生存状态，包括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状态、生物与

环境之间的状态等。简言之，所谓生态，就是指生

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态的概念被越来

越多的引用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的观念也

作为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

念成为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生态观念出发，自然、社会和人等诸多要素

何忠，陈红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北京 100124）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

Effect of Ecological Concepts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摘要 ：随着人类以商品消费为表征的现代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包装作为商品消费的特殊组成部分，已经越

来越多的成为了当今世界探讨人与环境问题的热点话题。在现代包装设计领域，生态观念的介入对其产生了

深远影响。本文紧紧围绕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问题展开讨论，拟从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的理

念、材料、造型与结构、视觉传达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以期引发对在生态观念影响下的未来包装设计

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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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uman consumption goods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od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as a special part of the goods, has been more and more become the hot topic of people and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the world. In the field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intervention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it. In this paper, centeri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issues to discuss, from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ideas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aterial, shape and structure, 

illustrates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aspects respectively, so as to lead to in the future packaging desig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problem.

Key words: ecological ideas; green packaging; moderate packaging;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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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看作是一个复合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观

念主张对人的价值判断要放在完整的系统中才能进

行评价。生态观念打破了传统局部研究的界限，将

单个自然现象或单个社会现象的研究放在彼此关联

的前提之下进行阐释，生态观念主张人对自然的改

造限制必须控制在地球生态条件所容许的限度内，

反对人高于自然的论调，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

成部分，反对毫无节制的掠夺自然资源。

1.2 现代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伴随着人类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

至今已经经历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

进入到了信息经济时代。包装设计本身也从传统包

装时代走向了现代包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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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设计作为现代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现代设计的主

潮。生态观念的介入，为现代包装设计注入了新的

灵魂，使得现代包装设计从理念、材料到视觉传达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现代包装设计一改原来的

一味追求高档奢华的过度包装的面貌，走上了更加

人性化更加环保的发展道路。

2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

2.1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理念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商品消费

已经越来越多的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问

题，比如资源浪费问题，生态失衡问题，环境污染

问题等。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发达的西方国家，

他们预见到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

应，于是便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的构想，生态问题从此进入了人类面向未来时无法

回避的问题，生态的观念也由此深入到了关乎人类

自身健康发展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

与人类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包装设计领域，便首当

其冲的引入了“生态”的观念。

生态观念的引入，对包装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表现在减少包装使用量理念的出现并很快成为

了国内外公认的首要包装原则。所谓包装的减量化

（Reduce）原则，即包装在满足其保护、储运、销

售等功能的条件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多余包装物

的产生 ；其次是“绿色包装”的理念的提出。“绿

色包装”理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包装设计在理念

上开始被提升到了关乎人类未来健康生存发展的高

度。

“绿色包装”理念秉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提倡“耐用”与“简

朴”，另一方面，提倡“低耗”与“节能”，第三个

方面，将“环保意识”纳入其中，使其成为“绿色

包装”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中材料选择方面的影响

在生态观念催生下的“绿色包装”设计，对材

料的选择有着非常明确的原则 ：

一曰包装材料的重复利用（Reuse）原则，即

包装在达到使用功能后，经过某种加工或处理，能

够再次重复使用 ；; 二曰包装材料的可回收再生

（Recycle）原则，即当包装物完成包装功能消费后，

可进行回收处理，以便达到循环或再生利用的目的；

三曰包装材料的可降解（Degradable）原则，即降

解后不形成永久垃圾，并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四

曰包装材料的无毒害原则，即不含对人体和生物有

害物质，或含量符合标准以下的有毒性的元素、病

菌、重金属等。

在“绿色包装”材料原则的制约下，现代包装

设计在材料选择上开始凸显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

首先，表现为减量化特征，即尽可能少的使用材料，

避免多余包装的生产，提倡简朴包装，以节省资源。

其次，表现为环保化特征，比如使用绿色包装材料，

并尽可能的增长其使用寿命，以便减少包装废弃物

对环境的影响 ；尽量采用单一化材料，尽量不混入

其它材料，以便于回收利用 ；禁止使用或减少使用

某此含有有害成份的包装材料，并规定重金属允许

含量 ；通过包装的多功能化设计，使得废弃的包装

可做他用，从而减少包装废弃物。

2.3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中造型及结构设计方

面的影响

首先，在减量包装原则的影响下，要求现代包

装设计的造型和结构也要减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和能耗。

在满足了包装的保护、运输、储藏和销售功能

的同时，要把包装的能耗减到最低。这对于包装设

计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满足包装功能的

前提下把包装的造型和结构最优化，是基于生态观

念影响下的现代包装设计师的新的挑战。

其次，在生态观念的影响下，“适度包装”的

概念被提了出来。适度包装是针对在商品激烈竞争

中出现的“过度包装”而言的一种理性的生态消费

观念制约下的新概念。众所周知，在产品转化为商

品的过程中，包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增

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而且还起到了识别和促销的作

用，于是在持续的竞争中，商家把增加产品竞争力

的砝码投注在了产品的包装中。在愈演愈烈的包装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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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中，不顾消费者利益的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过度包装产生了。过度包装完全不符合生态观念

下的绿色消费观，“适度包装”概念的提出，实现

了包装设计的适度化，在满足对商品有效保护功能

的前提下，从造型到结构的设计都以刚刚好为原则，

以保证包装回归其本来的角色。

在适度包装的造型及结构设计中往往遵循以下

两方面原则，首先在单一材料的包装结构中，尽量

采用可复原的结构形式，以便于回收和重复使用。

而对于复合型材料的包装设计，尽量采用可分体式

的结构，使其容易拆卸、转换，这样既可以提高包

装本身的生命周期，便于回收利用，也可以最终实

现包装中的的某些部件转换为其他用途，从而减少

废弃物。

2.4 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中视觉传达设计方面

的影响

提起生态观念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人们的

关注的重点往往停留在物质层面，例如包装材料的

无污染使用、包装结构的最小化、包装容器的再利

用等等。而对于在包装设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视觉

设计方面的关注，往往被忽视。

现代包装的视觉传达设计是指对包装物的外表

装饰和视觉信息的设计，以使商品在销售过程中有

效的起到促销宣传和传达商品信息的作用。现代包

装的视觉传达设计通常包括文字设计、图形设计、

色彩设计和版面编排设计等几个方面。在包装设计

中，视觉传达设计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

担着传达商品信息的功能，更承担着传达商品精神

属性的功能。

在生态观念引入之前，商家为了吸引受众的眼

球，不遗余力的在视觉传达方面追求视觉冲击力，

只要能标新立异，不论给受众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后

果都在所不惜。其实，这种无度的视觉追求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造成了视觉污染。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受

众的注意甚至一度作为包装设计的促销原则成为评

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时间出现了很多在视觉传

达方面极为粗糙的、浅薄的包装作品，这些包装毫

无精神追求而言，哗众取宠，满目追求视觉刺激。

而随着生态观念的介入，尤其是适度包装概念的提

出，使得包装设计的视觉传达设计出现了新的面貌，

简约之风开始盛行，设计师们开始用生态的观念寻

求视觉诸多元素之间的合理秩序，以维护包装与消

费者之间最本真的信息授受关系。防止视觉污染，

反对哗众取宠，用最和谐的视觉元素在保证直接明

确地传达出产品的功能与用途的同时，用符合人的

正常心理需求的舒适、健康、和谐视觉形象满足消

费者更高的精神诉求，成为了生态观念影响下的现

代包装设计的视觉传达设计的最明显的变化。

3 结语

随着生态观念的影响，现代包装设计发生了很

大变化。首先从设计理念上看，在“生态观念”的

影响下，“绿色包装”的概念被提了出来。“绿色包

装”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包装设计在理念上开

始被提升到了关乎人类未来健康生存发展的高度。

第二，从材料的选择方面看，可持续发展成为了现

代包装设计材料选择的核心原则。第三，从造型与

结构方面看，由“生态观念”引出“绿色包装”的

概念，又由“绿色包装”的概念引出了“适度包装”

的概念，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概念比一个概念更务

实。减量与便于回收成为了适度包装造型与结构的

设计原则。最后，从视觉传达方面看，同样秉承适

度包装的刚刚好原则，防止视觉污染。

综上所述，随着生态观念的更进一步深入人心，

未来的现代包装设计也必将更加符合人类未来发展

的需求，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

[1]（澳）丹尼森（Denison,B.），（澳）广裕仁著，

冀晓红译，《绿色包装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2] 陈磊，《包装设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3] 刘立伟，《从生态角度看包装设计》，《装饰》

2006 年第 12 期

[4] 何忠，《基于生态观念主导下的绿色包装设计》，

《包装与设计》，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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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艺璇

指导老师 ：孙茜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设计阐述 ：

此款作品分别是丝巾、丝绸折扇以及丝绸邮集

的系列包装。该包装通过描绘海浪、海岛、船只、

云彩这一系列元素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部分场

景。其中也运用到了传统的水纹、祥云等的纹样，

表达了一帆风顺的吉祥寓意和美好愿望，同时也体

现了中国悠久的航海历史以及世界闻名的丝绸文

化。

教师评价 ：

该系列包装的色彩明亮清新，保留传统韵味的

同时又不失现代感。在包装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展

示效果，同时盒型设计一纸成型，不需要胶水粘合，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2015 年“世界学生之星”WorldStar Student

包装设计奖获奖作品赏析

“入围证书”奖：“海上丝绸之路”丝绸系列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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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璐璐、叶海涛

指导教师 ：过山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设计阐述 ：

“会山”—“人寿年丰”滋补养生品系列化包装

设计 , 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包装材质，纸质、

玻璃、金属等材质的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在工艺

制作中更多地运用不寻常的材料，特殊的装饰突出

包装形象。第二是包装的外观、造型设计表现，“会

山”—“人寿年丰”滋补养生品系列化包装设计，

应从商标，图案，色彩，造型，材料等构成要素手，

在考虑产品特性的基础上，遵循品牌设计的一些基

本原则，如保护商品，美化商品，方便使用等。首

先，要形式和内容要表里如一，具体鲜明，一看包

装即可知档次和性质。其次要体现出会山滋补养生

品形象特色。

指导教师点评 ：

本次设计以品牌“人寿年丰”为中心，体现了

朴实、健康、复古的风格。图案花型用手绘插画的

形势来表达。在颜色方面，主要以五种颜色来体现

包装复古的特点；在材料方面，主要运用纸质包装，

也运用了木盒、玻璃罐等材料进行搭配，让包装整

体统一又不失个性。

“入围证书”奖：“会山”—“人寿年丰”滋补养生品系列化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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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琳艳、叶海涛

指导教师 ：林成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设计阐述 ：

冈果咖啡生活馆是一家热带雨林风格的主题咖

啡生活馆，以热带动、植物为主要设计元素。标志

的设计选用了热带植物“龟背竹”为主体形象，并

融入了动物。为了体现主题，绘制了热带雨林插画，

制作了立体插画，使整体更加生动丰富，打造一个

身临其境的热带氛围。视觉设计部分主要以菜单、

名片、咖啡粉及咖啡豆包装等设计。整体运用热带

雨林的整体插画来体现，将咖啡元素与热带雨林风

格相结合，使消费者能够品味咖啡时，呼吸自然。

指导教师点评 ：

冈果咖啡生活馆品牌形象设计整体超越了普通

咖啡馆形象的一般特征，以热带雨林为要素，识别

性非常强。从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进行整体设计，

不仅有利于大众对冈果咖啡的识别与认同，同时也

提高了冈果咖啡在市场中的形象力与竞争力。

“入围证书”奖：冈果咖啡生活馆品牌形象设计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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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家顺   

指导教师 ：孙茜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设计阐述 ：

虽然鼠标在我们日常的操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生产商和用

户却常常会忽略这个小玩意的设计，而鼠标的包装设计是一款鼠标

能不能在商场中让消费者一眼就关注到的关键。本方案是围绕猛兽

为主题，适合于 18 到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以色彩对比鲜明的设

计风格为主调，给人一种猛兽争霸的感觉，真如游戏中鼠标的作用

一样，而每个游戏鼠标都有成为猛兽的梦想，坚硬感情的犀牛（V20

红），团队协作的北极狼（V20 白），迅猛强壮的亚洲虎（V20 黄），

智慧稳重的金刚猩猩（V20 黑），这就是一个游戏鼠标的自我修养。

指导教师点评 ：

该学生采用简洁实用的悬挂式包装设计，插画与产品紧密结合，

彰显年轻特有的个性。

“入围证书”奖：
雷柏 -“猛兽制造家”V20 游戏鼠标系列化包装设计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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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显璋、叶海涛  

指导教师 ：过山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设计阐述 ：

在设计中，我比较注重的是颜色的选择，食补

产品追求的是健康、朴素的设计风格，设计后的成

品要给人一种身心舒适的感觉。所以颜色是给人第

一感的最好表现方式，为此也查找了很多资料，也

找到了我希望的色调，我认为米色和酒红色的搭配

就会显得朴素、简单又不会很复古。在材料方面也

做了很多功课，对于纸质包装，它的纸的性质直接

决定包装设计的好坏。所以我在决定包装的主要色

调以后，决定用一些颜色相近的特种纸来表现我的

包装。既要追求纸张肌理感与产品相符，又要尽可

能的运用纸张原有的颜色来表现包装的最终效果。

指导教师点评 ：

该同学的设计作品各方面比较成熟完整，有系

统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在“会山”-“吉祥如

意”食补系列产品包装中，不仅考虑产品的保护功

能性，而且追求产品的“外貌”，包装材料上做到

创新、简约、朴素。色彩简约时尚醒目，选用纸盒

包装，体现绿色环保 ; 结构新颖多样，便于陈列展

示，使各层设计元素不仅有直观感并能产生纵深效

应，从而形成该产品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入围证书”奖：“会山”-“吉祥如意”食补系列产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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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京声   

指导老师 ：朱和平

学校 ：湖南工业大学

设计阐述 ：

作品创作的灵感源于沙漏的计时场

景，针对婴幼儿哺乳和营养汲取中存在

的问题而进行的设计，兼具概念性和现

实性。通过对沙漏计时原理和过程的观

察，作者体悟到时间的流逝不仅延绵不

断，而且把握时间如同流沙一样，可以

点滴把握，每一个人应该珍惜人生有限

的时光。

在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

该设计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都市

妈妈们工作与哺养宝宝的矛盾问题，而

且还能唤醒消费者的时间意识，具有传

播文化与正能量的作用。

指导教师评语 ：

“奶宝宝”定时计量包装设计充分

体现了作者关注现实生活的态度，将沙

漏计时这种原生态性的计时理念和方法

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结合，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设计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适用性。

作品的设计思路和步骤清晰，创意

与表达统一，功能与形式兼具，反映出

作者思维活跃，想象力强，简洁、优美

的造型表明其具有较高的运用艺术语言

的能力。

“入围证书”奖：
“奶宝宝”定时计量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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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斌   

指导老师 ：扬帆

学校 ：湖南工业大学

设计阐述 ：

设计理念源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哲

学思想，强调包装的用户体验，将运输、销售、便携的功

能性有机结合，将产品的空间利用与中国哲学思想结合。

包装结构上强调以缓冲运输功能为主，在运输、使用

和销售展示上形成统一的协调性。运用各种材料，采用多

种包装造型，如瓦楞纸板、布袋、玻璃容器等。重点研究

包装的开启方式，改变以往的天地盖形式，采用左右开启

结构 ；整体结构一纸成型、不粘胶、方便使用、展示性好 ；

每一个独立包装可组合成一个运输整体，既节约了运输的

空间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

指导教师评语 ：

王斌同学的包装设计整体风格统

一，重点针对包装功能的改进与安全、

包装设计的新颖、包装结构的可持续

应用等方面设计。设计构思巧妙，考

虑使用的便利设计了手提结构、可展

示结构，不仅一纸成型、无胶粘连，

且能反复利用，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又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入围证书”奖：
“半山香”辣椒产品系列化包装设计（互联网环境下的运输及体验式包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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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鑫  

指导老师 ：杨艳平

学校 ：湖南工业大学

设计阐述 ：

骨瓷餐具包装设计突破常规，追崇低

碳环保，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包装设计新

形势，采用具有传承文化性。包袱皮材料

在结构、用途及使用方面都具有很好保护

性。通过对其折叠、系扎等技法对现代骨

瓷餐具进行包裹设计，创造出既具有商业

价值更兼有现代骨瓷餐具艺术价值的包装

设计，既时尚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提升商品整体品味。它包裹着设计者和送

礼者的用心，使消费者感受到不是在购买

一件平凡的商品，而是收到一件赋有时尚

感的礼物。

指导教师评语 ：

此套骨瓷包装设计的色调清淡素雅，

包裹产品的方式巧妙，材料上运用不同材

质结合方式，使单调的瓦楞纸包装增添一

丝古风禅韵。包装不仅可以引领消费者感

受中国传统瓷器文化，还能满足消费者对

包装物质层面的追求。作品的另一个亮点

是从低碳环保的角度考虑了包装的重复使

用性，包装使用后不仅可以充当桌面软布、

野餐垫、还可以变换成垮包、手提包等。

作者对包装再利用的思考是值得鼓励的。

绿色包装研究·设计

“入围证书”奖：
“榕雅”现代骨瓷餐具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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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嘉智  

指导老师 ：张红颖

学校 ：湖南工业大学

设计阐述 ：

随着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有了更高的需求。本人是一个

篆刻爱好者，试图以一个匠人的心态去构思与呈现

商品的文化特性，让更多的人了解篆刻这种传统的

艺术形式。

《“国字刻坊”篆刻与印石文化系列包装设计》

结合篆刻与印石文化的特点进行设计，在包装上展

示出年轻的活力。该系列包装在结构上体现了良好

的保护功能与视觉传达设计，运用明快舒适的色调

及木、棉麻等天然材料，增强其自然与人文气息，

也更符合消费者的审美要求。本人在设计与制作的

过程中运用了丝网印刷、木工工艺、石膏塑型、纸

盒切割、雕刻石章的等技能，对本人而言这更是一

种文化的体验与学习的过程，让自己了解到一种文

化继承与发扬是需要付出艰辛与汗水的。

指导教师评语 ：

《“国字刻坊”篆刻与印石文化系列包装设计》

着眼于对传统艺术的弘扬 , 突显篆刻与印石文化的

特点，在包装设计上运用“中国红”结合原木、棉

麻布、再生纸等天然材料，给人以自然的人文气息。

设计者在设计与制作的过程中结合了丝网印刷、木

工工艺、雕刻石等技能，使其包装展现出良好的保

护功能及视觉传达设计。

“入围证书”奖：“国字刻坊”篆刻与印石文化系列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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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世界包装组织（WPO）
包装技术全球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包装从业人员走出国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正日益增加。为了

加强包装行业多方位互联互通，推动我国包装企业国际交流，使我国包装从业人员掌握国际包装新技术、新

材料、新产品研发等知识，由世界包装组织（WPO）牵头组织的包装技术全球培训项目亚太地区包装教育

培训即将在中国开展。

世界包装组织为旨在发展世界各国包装事业的国际组织。目前，世界包装组织拥有 70 多个成员国（地区），

亚洲包装联合会、欧洲包装联合会、非洲包装组织和拉美包装联合会同属世界包装组织成员。我国于 1978

年加入世界包装组织，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任理事。世界包装组织设有包装设计和教育委员会等工作

组，世界包装组织每年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评选“世界之星”WorldStar 包装奖的评选，为国际包装设计界的

知名奖项。此外，世界包装组织在世界各主要包装大国举办专业研讨会，为成员国提供包装专业人员培训。

包装技术全球培训即为世界包装组织的重点工作项目之一，由世界包装组织主办，联合澳大利亚包装协

会（AIP）、包装专业技术协会（IoPP）、英国材料学会（IOM3）共同发起。该培训项目邀请国际知名专家，

旨在推广国际先进包装前沿技术及包装可持续发展理念，培训合格通过后，将获得由世界包装组织 / 澳大利

亚包装协会颁发的证书。该项目已在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成功举办，获得当地包装行

业人士的好评。

此次举办的亚太地区包装教育培训项目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WPO 中国理事成员），联合北京

印刷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培训目的

通过举办此次国际性培训，推动我国包装企业国际交流，使包装从业人员及时了解先进国家包装领域新

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现状，掌握包装领域发展前沿及包装国际标准推进动态，增强我国包装企业的

创新能力。

二、培训对象

包装及相关行业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及从事质量控制、营销管理、采购等方面的管理人员 ；包装相关专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员。

三、培训内容

（一）包装产品评价

（二）包装商务与包装经济学

（三）包装国际发展前沿

1. 包装机械 ；2. 纸包装 ；3. 塑料包装 ；4. 包装印刷 ；5. 金属、玻璃包装 ；6. 活性包装与智能包装 ；7. 包

装与产品供应链 ；8. 医药包装 ；9. 防伪包装 ；10. 包装设计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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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课方式

培训将采用集中授课、问题答疑、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工厂参观等方式进行。由世界包装组织（WPO）

副主席、教育委员会负责人、澳大利亚包装协会（AIP）教育部主任 Pierre Pienaar 先生及国内相关院校或

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主讲。

Pierre Pienaar 先生为世界包装组织（WPO）副主席，主要负责世界包装组织教育培训项目，同时兼

任澳大利亚包装协会（AIP）国家教育部主任。他曾任南非包装研究协会主席、南非洲包装委员会主任、澳

大利亚包装协会主席以及世界包装组织理事会理事。Pierre Pienaar 先生在医药和食品包装行业有着丰富的

经验，他还是澳大利亚食品、工业和科学技术协会专业委员，他还拥有一家从事包装咨询业务的公司。

五、培训时间与地点

培训时间 ：2016 年 4 月 18 日～ 21 日

培训地点 ：北京·北京印刷学院西校区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市大兴区兴盛街 206 号）

六、培训费用

本期培训费用 1600 元，食宿费、往返交通费自理。

七、评定及培训证书

参加培训的人员需准备一份 300 字左右的主题报告（英文），以我国包装行业现状、发展趋势 ；企业发

展前景 ；工作实践为主题。此外，在培训过程中，培训人员将针对包装产业发展趋势为主题展开分组讨论。

培训人员需按照澳大利亚包装协会（AIP）的指导完成以上要求，并进行总结汇报。

培训人员修完规定课程，并经考核通过后，由世界包装组织（WPO）/ 澳大利亚包装协会（AIP）向合

格人员颁发证书。

八、报名工作

请各单位相关人员报名，并于 3 月 28 日前将报名表以邮件或传真形式回传至以下联系人。

联系人 ：赵媛（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电话 ：010-84241236 手机 ：15210632188 

邮箱 ：sabrina689@163.com 传真 ：010-84241824

联系人 ：李玲（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电话 ：010-84241821 手机 ：18500032485 

邮箱 ：packstar@cepi-china.com 传真 ：010-84241824

联系人 ：佟诚南（北京印刷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电话 ：010-60261547 手机 ：13661318614 邮箱 ：bytchn@bigc.edu.cn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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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7，星期日

一、报到注册

9:00-20:00 北京印刷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家公寓一层（北京市大兴区兴盛街 206 号）

2016-4-18，星期一

二、开班仪式（领导致辞）

9:00-9:15 承办方领导致词

9:15-9:30 承办方领导致辞

9:30-9:40 介绍第一天课程安排

三、专题培训

9:45-11:30 （一）包装规划（二）包装商务

11:45-12:30 （三）包装与环境（四）医药包装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五）包装实务（六）包装规格

15:45-16:45 （七）软包装材料（八）金属包装

16:45-17:00 当日小结，结束当日课程，通知工厂参观时间，公布晚餐计划

18:00-20:00 晚餐

2016-4-19，星期二

8:30-9:00 公布工厂参观任务

10:00-16:00 工厂参观（实践讨论及应用）

16:30-17:00 当天小结，公布星期三课程

18:00-20:00 晚餐

2016-4-20，星期三

8:30-8:45 回顾工厂之旅，并进行课堂讨论

8:45-10:20 （一）塑料包装（二）软管（三）产品处理与包装

10:35-12:00 （四）玻璃包装（五）瓶塞（六）密封方法 

12:00-13:10 午餐

13:10-14:10 （七）包装机械

14:30-15:50 （八）稳定性试验（九）新产品评估

16:15-16:40 （十）包装技术风险评估

16:45-17:00 当日小结

18:00-20:00 晚餐

2016-4-21，星期四

8:30-8:45 回顾星期三课程，介绍当日课程

08:45-10:15 （一）纸板包装（二）纸和纸板（三）多层复合纸包装

10:30-12:30 （四）瓦楞纸板（五）防伪包装（六）活性包装和智能包装（七）粘合剂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八）标签与贴标（九）包装印刷

14:45-15:30 （十）显窃启包装（十一）包装未来趋势

15:30-16:00 课堂讨论

16:00-17:00 闭幕式

18:00-20:00 欢送晚餐 / 培训结束

2016-4-22，星期五

培训结束，学员退房离酒店

培训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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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食品包装的认知会促进还是阻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Packaging Technology & Science，2016 年 1 期，第 29 卷，3 页—23 页

作者 ：Helena Lindh，Annika Olsson and Helen Williams

【摘要】

货物在经过供应链到终端消费者的过程中，包装有着确保状态良好的货物安全交货的基础作用。包装在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上有着巨大的潜能。本文根据在瑞典开展的一个消费者调查提出了一项研究，探讨并提供

了关于瑞典消费者在食品包装环保方面的认知和知识的见解，并详尽阐述了这些认识将会如何促进或阻碍环

境可持续的发展。回顾最近的包装研究，强调包装的保护功能是其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消费者

一提到对于包装对环境影响的看法时，他们几乎只考虑包装的材料属性。接受调查的消费者非常理解纸质包

装在环境友好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塑料及金属材料他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这项研究进一步指出大多数接受

调查的瑞典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在判断食品包装对环境影响的问题上存在误区，并指出应给予消费者类似“包

装环保评价标签”的包装指南 ；另外，这项研究还指出消费者的选择可能会在非故意的情况下对包装达到环

境可持续的意图产生阻碍。

国际前沿

认为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的材料 认为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大的材料

纸质

玻璃

塑料

金属

其它

2%3%

7%

9%

79%

塑料

金属

组合物

玻璃

3%5%

3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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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食品供应链中可持续包装的发展

Packaging Technology & Science，2016 年 1 期，第 29 卷，25 页—43 页

作者 ：Helena Lindh1，Annika Olsson1 and Helen Williams

【摘要】

生鲜食品行业对于发展能保证食品质量和运输效率的高效、创新解决方案越来越感兴趣 ；包装就是影响

这些重要方面的一个主要因素。本文目的在于对两个现有的包装解决方案进行分析——从经济效益和环境保

护两个方面对瓦楞纸箱和可重复使用塑料容器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两种包装容器的缺点，然后提出了两个替

代的解决方案。这个分析突出了不同环境和经济影响下的评估模型，并考虑到包装解决方案的特点主要是包

含两种供应链类型在内的 ：传统的食品供应链和短距离食品供应链（即 short food supply chain ：商贩和

农民直接对接消费者，不经过分销中心）。应用经济和环境模型便于我们理解现有的包装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从而开发两个替代的解决方案并最终从经济和环境两个角度对所有生鲜食品包装进行整体分析，为每个所提

出的供应链情景得出最适合的容器形式。本研究的创新方面在于对经济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同时评估以及引入

了两个新包装解决方案，从而使得研究人员与生鲜食品行业的专业人士同时获益。

从供应链角度谈绿色包装发展 ：理论与实践

Packaging Technology & Science，2016 年 1 期，第 29 卷，45 页—63 页

作者 ：Katrin Molina-Besch，and Henrik Pålsson

【摘要】

本文结合企业在包装使用过程中如何减少供应链各环节中的负面环境影响的举措，对于他们的实践方法

与文献中给出的理论概念进行比较并提出见解。

本文针对 9 例从包装经理、物流经理以及环境经理的管理角度收集数据的瑞典的食品和制造企业进行探

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常会着重运用那些有明显经济效益的绿色包装方法。此外，企业似乎在权衡和处理

由于内、外部因素的阻碍导致无法充分利用绿色包装理论从而改善环境效益这一方面缺乏指导。本文提出了

关于绿色包装概念在实践中具体应用的一些论点。为了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企业应该研发有助于在

消费阶段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包装解决方案（例如通过优化分配、提高用户友好性以及增加包装信息性等方式）；

使用适合当地的包装来解决由于包装与产品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的运输问题以及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问

题 ；使用设计优化、高性能材料以及精美的印刷来实现使用者对产品品牌的认知，而不是使用大尺寸和特殊

性状的包装。结果证实，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协同对绿色包装成功应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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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评论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

计试点企业（第二批）及实施方案摘要。其中有多

家包装、印刷、再生企业入选。

生态（绿色）设计是工业设计的重要内容，是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

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

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

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

不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

和排放，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创建生态（绿

色）设计示范企业是落实《中国制造 2025》，推动

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有利于企业提升创

新开发能力、管理水平、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实现绿色制造，引导绿色消费。

芜湖红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芜湖红方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研发和生产

一体化的创新型包装企业，2013 年被工业和信息

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试点企业

实施方案选登

化部授予国家级“机电产品包装节材代木”示范企

业称号。2015 年 9 月，经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批准成立全国首个“包装产品绿色设计服务中

心”。

公司以加快绿色发展、做优做强为核心目标，

以食品行业的绿色包装产品的生态设计需求为切入

口，建立与食品加工企业长期合作共赢关系，深化

产学研合作，遵循产品生态设计理论和原则，设计

生产可满足食品企业需求的绿色包装产品。经 3 年

系统化的推进，依托“安徽省包装产品绿色设计服

务中心”，强化与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合作，建立国家级绿色包装产品工业设计中心，

带动其他包装产品加快向绿色转化，同步提高企业

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力争在绿色发

展意识、包装产品绿色设计开发能力、绿色品牌和

市场影响力等方面成为行业领军型企业。

公司长远目标是生产绿色包装产品，并可提供

包装产品生态设计的市场化服务，增强安徽“红方”

品牌的绿色影响力，成为国家级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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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纸包装

印刷龙头企业，主要产品是高附加值产品包装、高

端知名消费品牌的包装和全息包装材料。公司建有

国家认可的 CNAS 实验室，参与起草国家、行业标

准制定 28 项，拥有授权专利 93 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 25 件。

公司将落实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把生态设计

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提升全

员绿色发展意识，提高生态设计能力，建立生态设

计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提供高附加值产品，优化

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为其他企业提供包装产品的

绿色设计服务。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绿色发展

合作，自觉延伸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我国包装行业

绿色转型。

未来 3 年，预计投入 14.6 亿元，推进试点方

案落实。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意识提升计划，完成

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产品生态设计中

心，打造绿色产业链，提升产品绿色生态品质。加

强清洁生产，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每年绿色

设计新产品 15 款，绿色印刷技术研发 4 项。工业

固废 100% 回收处理，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80%。创建国家级包装工业产品绿色设计中心，打

造中国纸包装工业产品创新示范基地，成为行业绿

色发展领军企业。

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公司（中国胜达包装集团公司）的主体企业，是中

国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瓦楞纸箱为全国唯

一出口免验产品，是国内最大的纸包装研发、设计、

生产于一体的企业。公司具有较好的生态设计基础，

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

级企业研究院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未来 3 年，公司将投入 3000 万元资金，推进

试点方案落实。建立生态设计推进组织机构，依托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围绕纸包装优势产品，构建整

体理念下的源头绿色原材料设计、模块化设计、循

环再生化设计、减量化设计、结构组合和可拆卸化

设计、绿色制造工艺等生态设计技术体系。构建基

于“互联网 +”的包装设计平台，提供定制化的设

计服务，依托 ERP 平台构建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

实现异地协同设计。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构建

支撑企业生态设计的评价体系，开发 3-6 款符合生

态设计要求的纸包装产品。通过推行生态设计，预

计到 2018 年可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30000 万，推进

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8%。大

幅提升“胜达”的品牌影响力，引领纸包装行业绿

色转型升级方向。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油墨行业的引领

者，拥有行业内首家印刷技术研究室，并建成行业

最顶尖的检测实验室（正在申报国家 CNAS 认证），

共承担 / 参与油墨产品国家 / 行业标准 30 项，拥

有发明专利 7 项。公司获得省级技术中心和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

公司将通过标准化管理，从产品、工艺、员工

意识到终端物资的回收利用、无害化处理，处处体

现生态（绿色）的要求，力求形成一整套可复制的

标准化操作规范。

未来 2-3 年，公司将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用

于推进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方案落实，

具体包括 ：开展绿色生态型胶印油墨产品和 LED-

UV 油墨产品的开发设计，实现产品升级 ；以互联

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和各部

门进行跨界融合，全面提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企业管理和销售服务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对生

产生活污水进行深度处理并综合利用，力争实现污

水零排放 ；通过节能减排的再设计和废弃物减量控

制和综合利用，提高绿色产能 ；对油墨包装进行生

态再设计，大幅减少包装废物的产生，实现印刷品

绿色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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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以秸秆清洁制浆

循环经济为核心产业的大型集团化企业。公司利用

农作物秸秆生产本色纸浆、本色文化用纸、本色生

活用纸、环保纸塑产品、有机肥料，并开展秸秆综

合利用装备的生产和销售，自备热电工程建设等。

公司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家第一批循环

经济试点单位、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循

环经济先进单位。

公司研发的高效秸秆清洁制浆及废液资源化综

合利用新技术，形成泉林独特的循环经济模式。目

前，已获得授权专利 178 项。企业自主研发的秸秆

清洁制浆新技术、环保型秸秆本色浆制品技术研究、

秸秆制浆废液生产木素有机肥技术和本色麦草浆清

洁制浆技术四大技术，已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

技术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2 年公司“秸

秆清洁制浆及其废液肥料资源化利用新技术”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未来 2-3 年，将依托泉林自有的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大力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开发生态绿色产品，构建绿色生态产业链条，形成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实现污染负效

益向资源正效益的转化，节能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制浆造纸行业绿色发展领军

企业。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到 2018 年，建立完善的生态 ( 绿色 ) 设计组织

机构和运行机制，打造“绿色获取、绿色供应、绿

色加工、绿色回归”为主线的绿色供应链，包装材

料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达标率不低于 98%，酒

瓶、纸箱、手提袋等使用易于再利用或可降解材料，

辅料无公害采购率达到 100%，

福建省百川资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福建省百川资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

从事绿色生态环保纺织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公司

致力于废旧聚酯瓶片纺丝，各种废旧聚酯瓶再生产

品的开发及综合利用。通过不断改善管理和推进技

术创新，开发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技术，将环保战

略持续地应用于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回收再

利用全过程，产品全面符合欧盟 ROHS、EN71、

REACH 等标准。

公司将全面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工业产品生态设计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要求。按照试点相关工作部署，落实生

命周期理念，提升全员绿色发展意识。围绕“低碳、

可再生、节能”的设计原则，培育和建设生态设计

能力。建立并实施生态（绿色）设计的管理制度、

考评体系。打造绿色高端的产品和品牌，提高产品

附加值，开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再生 PET 产品。

到 2017 年，全面完成生态设计管理体系和工

业设计中心的建设，对废旧聚酯瓶的利用量每年可

达 45000 吨，新产品设计充分考虑全生命周期的环

境影响，使废弃产品重复回收再利用率达 90% 以上。

通过开发高品质的废旧聚酯瓶再生产品，取得消费

者信任，让更多人接受废旧聚酯瓶再生品，引导国

人绿色消费观念。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资源循环

利用为主营业务、节能环保低碳型的化纤纺织企业，

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拥有从聚酯瓶片 - 纺丝 - 纺织

品完整生产链的企业。公司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院士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等五大研发平台，已拥

有专利 31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公司将围绕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任务，落实

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建立生态设计中心，降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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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影响 ；提升产品生态设计能

力，优化产品结构和生态品质，打造再生纺行业绿

色转型典范，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

展。

未来 2 年，公司计划投入 2000 万元，完成生

态设计机构、管理制度建设，年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10%，原材料减量减少成本 8%。建立中水回收系统，

废水排放减少 40%，开展设计研发工作，开发新产

品 6-9 项。年综合利用废旧聚酯瓶 10 万吨，节约

石油 30 万吨，折合标准煤 42 万吨，年解决 300 人

就业，引领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按照清洁生产要

求，推行 7S 管理模式，提升绿色制造观念。完成

生态设计试点任务，引领行业绿色发展方向。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生态（绿色）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实施方案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是我国轻工机械行业绿

色复合技术的龙头企业，是国内绿色软包装无溶剂

复合材料智能生产设备和工艺服务的最大系统供应

商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将秉承绿色设计导则，坚持创新驱动，不

断提高绿色软包装无溶剂复合材料生产设备质量和

工业服务水平，为我国软包装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先

进可靠的装备支撑，为食品、药品、妇幼用品的包

装安全提供保障，用高质量绿色设备和工业服务不

断提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已累计投入 4500 万元

开展绿色产品设计研制工作。未来 3 年公司将继续

加大投入，并进一步提高绿色发展认识水平、构建

绿色产品体系、开发应用生态设计工具、打造绿色

供应链、加强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设计、提升清洁

生产水平、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设计机构建设、提

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完成“国家级绿色软包装复合

材料生产设备设计中心”和生产基地的建设，形成

系列化、智能化无溶剂复合材料成套生产设备和工

业服务体系。在未来 3 年中，公司预计将实现绿色

设计营业收入 1.3 亿元，为用户行业提供清洁和节

能技术，为人民日常用品的包装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大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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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是 VOCs 治理重点行业，我国对这一

行业已开始征收 VOCs（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

包装印刷企业数量大，体量各不相同，整个行业排

放的 VOCs 总量大，单个企业排放量小。中小型包

装印刷企业进行 VOCs 治理存在技术和资金问题。

以此有专家建议，探索由专业的治理公司统一回收、

集中提纯的治理模式，以解决技术、资金难题。河

北省雄县拥有近千家企业的包装印刷产业集群，且

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如何解决这些企业的 VOCs 排

放问题，成为雄县政府工作的重点。

雄县政府引入专业治理企业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治理企业在雄县建设溶剂（挥发的

溶解油墨的溶剂）提纯中心，对包装印刷企业有机

废气排放采用“逐一收集治理，统一提纯分离，回

购循环利用”的第三方治理模式，帮助解决区域包

装印刷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首先选择河北领成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和河北志腾彩印有限公司作为试点，建设废气净

化监测、治理设施，优化技术工艺，降低装置建设

成本、运行成本，收集排放相关参数，为区域包装

印刷企业 VOCs 第三方综合治理积累经验。”河北

先河正源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合作方企业已

开展多项试点工作，公司总经理刘春田告诉记者，

领成公司的治理设施已经运行一个多月，志腾公司

的治理设施已经安装完毕，即将开始运行。

“我们将依据试点经验，借助记录的数据，并

综合包装印刷企业的意见，以及政府对包装印刷企

业 VOCs 排放综合整治规划，下一步将建设提纯中

心一期工程。”刘春田表示。

领成公司属于中小型企业，有两条印刷生产线

和两条干式复合（将两种以上塑料材料黏合在一起）

生产线，先河公司在领成公司建设了两套吸附冷凝

回收设备。

河北雄县探索包装印刷 VOCs 排放解决措施

“在试点单位安装的 VOCs 工艺设施设计上尽

量体现人性化、方便操作。”刘春田介绍，当一台

吸附器的活性炭吸附溶剂达到饱和时，设备会自动

切换到另外一台吸附器开始吸附。饱和的活性炭自

动进行脱附、再生。

“目前在领成公司安装的 VOCs 监测、治理设

施包括 ：引风机、集风箱、过滤器、冷凝装置、吸

附装置、在线监测装置和烟囱等。”刘春田介绍说。

据介绍，VOCs 治理设施建设安装期间，包装

印刷企业不用停产，可以正常生产，设备安装建设

完毕只需对接排风管道，治理设施即可运行，开始

吸附回收挥发的溶剂。

据了解，在试点单位项目中，活性炭脱附再生

时，将热氮气作为载体，代替传统的以水蒸气为载

体的做法，提纯的溶剂纯度高，含水量低，不变色，

不易产生二次污染。

志腾公司目前有 5 条印刷生产线和两条干式复

合生产线，治理公司在志腾公司安装了 7 套冷凝吸

附回收设备。另外，还较领成公司多安装了精馏提

纯设备，对干式复合生产线回收的挥发溶剂精馏提

纯后，可直接回用于干式复合生产线。

综合比较两个试点公司安装 VOCs 冷凝吸附回

收设备数量，刘春田分析说，志腾公司比领成公司

规模大，生产线数量较多，安装的 VOCs 吸附冷凝

回收设备也多。关于 VOCs 治理设备的规模数量，

将根据排污企业的规模大小以及挥发性废气排放量

来决定，力争实现同类企业通用化、标准化。

“领成公司的 VOCs 治理设备运行一个多月来，

工作车间挥发性有机废气的气味明显降低，设备运

行稳定。同时，对脱附回收的废有机溶剂进行了实

验室精馏实验，为回用奠定基础。”刘春田说，治

理装置可以达到国家要求的回收挥发有机废气 90%

和处理 90% 的要求。各项试点指标均达到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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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领成公司董事长任敬虎

认为，已经安装的 VOCs 治理工艺设备还需要进一

步改进，尽可能减少收集废气管道的弯道数量，越

少越好。“因为弯道少，管道内的废气流动更顺畅、

阻力更小，更容易收集废气，可以节约电能，降低

运行费用。设备要保证质量，耗材使用耐磨、不易

损坏、寿命长的材料。设备运行尽量降低噪声。”

志腾公司董事长吴志深介绍，治理公司提供的

活性炭吸附 + 精馏提纯技术，VOCs 处理效果比较

理想，既能确保排放达标，也能实现 VOCs 资源化

利用。他表示，志腾公司可以为第三方治理公司提

供场地、水、燃气等条件，并承担运行费用。但还

希望治理公司能够继续降低设备投资建设成本，切

实帮助企业减轻投资负担。

“通过安装运行试点设备，我们找到了继续降

低成本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通过对印刷机进行‘减

风增浓’改造，降低排放风量、增加排放浓度，从

而可以降低 1/4~1/3 建设费用 ；通过标准化、批量

化吸附设备、活性炭选择，以及优化管路设计，降

低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刘春田把总结的经

验告诉记者。

任敬虎表示，由专业的第三方 VOCs 治理公司

进行治理，可同时解决技术和资金难题。他还建议

政府给予包装印刷企业一定补贴，用以支持 VOCs

治理投资。

“政府将运用经济杠杆，促使包装印刷企业积

极进行 VOCs 减排。比如将出台补贴政策，支持减

排企业。” 雄县环保局局长李艳军表示，治理公司也

应加大科研力度，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治理费用。

另外，应在当地建设环保设备生产制造基地，以缩

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

针对降低 VOCs 监测、治理成本，河北省雄县

塑纸包装印刷协会会长郭振兴建议，可将一套吸附

设备对应多条生产线，以降低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

“只有成本降下来了，排污企业能够接受，才会主

动选择这种服务，这种治理模式才能尽快推广。”

他说。

刘春田告诉记者，等到志腾公司的 VOCs 治

理设施运行后，要详细综合核算 VOCs 治理费用，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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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清楚治理单位挥发性有机废气所需要的设备投资

成本和运行费用，以便核算不同规模排污企业的

VOCs 治理成本。

治理成本核算清楚后，公司根据县政府综合整

治规划，计划今年将开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在排

污企业建设吸附冷凝回收装置的同时，在当地建设

统一的提纯中心。根据建设规划，预计 2016 年底

前提纯中心一期建设完工、投产。

据刘春田透露，目前已经初步选定提纯中心厂

址，委托环评公司正在做环境影响评价。李艳军则

表示，政府相关部门会综合考虑园区规划、方便企

业提供服务等因素，尽快帮助选定提纯中心地址。

李艳军同时建议，通过试点探索，能够建设行

业 VOCs 治理数据库，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为以

后治理方案的优化和升级提供支撑。

根据框架协议，治理公司还将与包装印刷企业

签订具体的 VOCs 收集、处理合作协议。对于具体

协议的内容以及合作模式，李艳军表示，应该邀请

排污企业代表、相关专家参加讨论，必要时可以考

虑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使合作公平、合理，

具有可操作性。

大部分包装印刷企业负责人表示，治理公司的

VOCs 处理技术一定要过硬。“因为包装印刷企业

挥发的有机溶剂绝大部分是复合型溶剂，单一溶剂

较少，吸附比较容易，分离提纯比较难，并且还需

要达到一定的纯度才能够循环利用，这就需要一定

的技术水平。”

项目的推进，离不开政府支持。刘春田建议，

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推动包装印刷企业主动

治理 VOCs 污染。他还建议排污企业不要隐瞒排污

实情，要如实告知挥发的溶剂量，便于治理公司准

确确定提纯中心建设规模。

“雄县环保局下一步将加大执法力度，落实

VOCs 监管政策。”李艳军举例说，河北省保定市

2015 年 12 月曾实施《空气质量保障超常冲刺实施

方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气污染强化治理。雄

县响应号召，许多印刷企业由于 VOCs 排放不达标

被停产，而领成公司的 VOCs 治理设施已经运行，

能够达标排放，获准在此期间继续生产。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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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作为食品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食品安

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食品包装不单要保证食品不

受外界污染，而且还要符合食品保质期和保持食品

质量等多重要求。

面对包装行业日新月异的市场与需求，采用哪

些材料和生产工艺，能够让包装更为符合安全的需

要？哪些技术或设备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能

耗？什么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包装多样化多功能化的

需求？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携全球新鲜热辣的塑

料包装解决方案，聚焦行业安全、环保、高效、轻

量化、多功能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助推包装企

业持续创新发展。

CHINAPLAS 展出创新科技
推动包装行业全速迈向绿色功能化智能化

CHINAPLAS 演绎绿色风，生物降解塑料发

展势头强劲

工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

活水平，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于包

装产品而言，加快开发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和材料势

在必行。作为环保性塑料制品的生物降解塑料，正

成为全球瞩目的研发热点，亦蕴藏着巨大商机。

ecovio® 是巴斯夫推出的一种用途广泛的优质

生物塑料，其主要应用领域为塑料薄膜，如有机餐

厨垃圾袋、两用袋（先用于购物，后用于收集有机

餐厨垃圾）或农用薄膜。此外，ecovio® 也可用于

其它可堆肥包装解决方案，如收缩膜、泡沫包装及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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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成型产品等。

NATUREWORKS, LLC. 将展出 Ingeo（TM）

生物聚合物及其终端产品。国内品牌对像 Ingeo 这

种创新和具功能性的材料非常感兴趣，Ingeo 应用

于包括一次性食品餐具、塑料袋、纤维纺织等。

宏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展示“GRABIO 

100% 生物可分解 / 可堆肥淀粉塑胶”。此产品不

同于传统塑胶需数百至上千年才可分解，它可于

数个月时间里经由微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

GRABIO 采用可再生资源如玉米淀粉为原料，减少

石油及树木资源消耗。它燃烧时不产生毒气，释放

热量与二氧化碳量远低于传统塑胶，有效减缓温室

效应。

高效节能新技术层出不穷，加速包装自动化进程

中国现在劳动力结构短缺，制造成本急剧上

升。与自动化密不可分的高效节能、智能化技术在

CHINAPLAS 2016 橡塑展上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

雅琪塑胶机器制造厂有限公司新推 AE-900-

TS 全电动长行程吹瓶机，全程动作由西门子伺服

马达和 Lim-Tec 平移发生器驱动，带来了最大限

度的高速重复运行，低噪音、减能耗，解决成品受

漏油污染问题。AE-900-TS 为全自动机型，可直

接连线进行测漏、灌装、贴标和打包等，实现整线

高速自动化生产。

自强机械新推 ZQ-B2500-2 全自动把手瓶吹

瓶机，该机器在导入瓶坯，并通过高精度把手取放

装置，可伺服定位、快速精确的将把手置于模具内，

再进行吹瓶，使瓶身和把手充分结合，实现手把瓶

全自动生产。

江 阴 米 拉 克 龙 塑 料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推 出 的

ELEKTRON 全电机系列，与液压机相比节约百分

之六十的电和百分之九十的水，多种动作同步实现

最短生产周期，0.01 毫米行程准确度保证制品质量

提供良好的模具保护，不合格率低，重复性高且无

需使用液压油。

综述评论



87GREEN PACKAGING

模内标签技术方兴未艾

模内贴标技术可进一步优化产品包装的外观设

计及防伪功能，自动化程度更高，亦成为品牌商和

包装企业关注的热点技术。上海珂明注塑系统科技

有限公司将在展会上介绍其 1 出 8 模内贴标，全程

自动化，生产、包装、打包一体化全程无人工操作。

保证产品的质量，无菌，无尘。同时节约大量的时间，

人力资源，能耗资源成本。

阿博格在 CHINAPLAS 2016 上，将特别针对

包装工业中的薄壁应用，展示带有包装结构的混合

动力的 Allrounder。Hidrive 系列高性能注塑机不

仅节能，同时还具备高生产率。2+2 腔的迭层式模

具将应用到 IML 应用中。同常规的 4 腔模具相比，

利用迭层技术，2+2 腔迭层式模具可以应用在较小

尺寸的机器上。锁模力为 1.800 kN 的混合动力 570 

H 每生产四个 200-ml 的黄油容器，所用循环时间

为 3.2 秒。

顺应塑料包装多功能化需求

近年来，塑料包装领域越来越青睐轻量化材料，

对于塑料包装企业而言，既要减轻包装材料的重量

和厚度，又要保持原先包装的性能和功能，这是一

项不小的挑战。CHINAPLAS 展商新乐华宝塑料机

械有限公司将推出挤出流延薄膜机械，采用 7 层共

挤技术，通过每层使用不同性能的原料，从而实现

在薄膜减重的同时，获得更加优异的抗穿刺性、更

高的拉伸强度及耐冲击性，尤其适用流水线作业的

高速缠绕机，实验证明本机组制造的机用缠绕膜，

较普通机用缠绕膜，在性能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减重

20%。

EVOH 作为一种高阻隔性能材料，其阻气性、

透明性、光泽性、机械强度、伸缩性、耐磨性、耐

寒性和表面强度都非常优异。在食品包装方面，

EVOH 的塑料容器可以替代玻璃和金属容器。可乐

丽国际贸易将带来 EVOH 高阻隔性树脂，提供极

佳的气体阻隔性能、耐化学品性能，可用于多层结

构中。卡士登塑料香港有限公司带来的 HIPS 原色

及白色破碎及卷筒，带 EVOH 復膜，原色及白色

分開包裝，EVOH 比重约占 15%。

更多热点新技术，包括软包装用的聚乙烯 PE

薄膜和双向拉伸聚丙烯 PP 薄膜材料，以及高速、

计算机控制全自动制袋机，用于高循环薄件的食品

包装器材的射出成型机、12 米宽分切机、注塑、贴标、

取出、打包一次成型系统等，都将于 CHINAPLAS 

2016 亮相。

综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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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16 年度中包科技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中包科技奖”）是经国家科技部核准登记（国科奖社证字第

0105 号），由中国包装总公司负责组织评选的全国包装行业综合性科技奖项。中包科技奖每两年评审、奖励

一次，按规定，获奖项目均可择优推荐为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

为坚持“绿色节能、创新驱动、突破重点、着眼未来”的包装科技发展理念，推进包装企事业单位开展

科技创新和新品研发，发挥广大包装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彰在包装行业科技创新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即日起将组织 2016 年度中包科技奖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申报条件

凡是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的，符合《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中规定的奖励范围和

要求的项目，均可申报。

二、申报材料

《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奖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是中包科技奖评选的主要依据，各申报单

位须严格按照申报书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如实填写，并一次性报齐全部材料。对于形式审

查不合格的申报材料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齐，逾期不再受理补充材料。

《申报书》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形式。

电子版申报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一部分）和附件（第十二部分 )。主件正文文字使用宋体，小四号，

行距不小于 18 磅，标题和图表文字格式自行设置（建议以黑体、仿宋、楷体为主）。

纸质版申报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一部分）和附件（第十二部分 )。内容应与电子版申报书内容完全一致。

申报书主件和附件装订成册 ( 单双面不限 )，用 A4 纸打印，竖向左侧装订，不要另加封面。

如对申报项目的评审专家有回避要求的，需填写《回避专家申请表》（附件 4），每个项目回避专家不超

过 3 人。

三、申报方式和时间

各有关单位请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将《申报书》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报送至中包科技奖奖励办公室，

逾期不予受理。

申报渠道 ：中国绿色包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 http://www.greenpackaging.org.cn/index.aspx

四、报送地点

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奖奖励办公室

联系人 ：杜晓芸 010-84516145 15911181252，刘亚云 022-60858059 15822346671

邮 箱 ：greenpackaging2013@163.com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6 号院 7 号楼一层 邮 编 ：100028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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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包装》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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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行业内首本推动绿色包装领域学术交流的国家级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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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升级。

现向各界人士征集包装、印刷、物流等相关学科领域学术论文稿件。

来稿要求 ：

1、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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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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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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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未被其他公开出版物刊载过。

2、文章标题

标题简明醒目。各类文稿应附英文题名，中英文标题应一致。

3、作者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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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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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电子邮箱和详细通讯地址与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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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采用缩写字母在后。

4、摘要和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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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有主要数据。

关键词 ：在中英文摘要下面标引 3~8 个关键词，用“ ；”分隔。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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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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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文为基金资助课题，请在首页下角中英文对照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7、表和图

按表和图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号。

表格要求写明中英文表题，尽量采用“三线表”，应正确、易懂、符合统计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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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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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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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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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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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括号注明。

9、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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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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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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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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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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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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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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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40.5±0.6)%。分数则横写，如 5/6。

11、统计学符号 

统计学符号均用斜体，如 P（概率）、r（相关系数）、ν（自由度）等。

12、投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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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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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传播权自动转移给本刊。

13、稿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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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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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另投他刊。

14、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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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75986。请投稿后随时关注稿件处理邮件。

注 ：论文提交时，凡内容涉及有关涉密信息的，请务必一并提交本单位保密主管部门出具的论文不涉及

国家秘密的证明。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

《绿色包装》编辑部

201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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