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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技术指南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商品包装 

摘  要 

 

本指南适用于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商品包装的设计、生产、检验、贸

易和流通。出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包装可参考采用。本指南未涉及危险品包装。 

本指南分析研究了目标国关于包装的法律、限制性要求、典型的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制

度的技术内容及其关系和作用。预包装消费商品的包装和标签，分销包装的技术特点和关于

运输包装的设计、商业规程和试验方法是本指南的重点内容。共采纳日本包装法律和技术文

献20项、韩国6项、澳大利亚1项，新西兰2项，还有1项关于冷冻食品卫生操作规范的国际标

准。 

本指南对目标国关于包装的法律和技术标准进行了概括和归纳，给出了通用技术要求，

目的在于使企业清楚地了解和掌握进入目标国市场的商品包装应采取的技术对策，有效的规

避经营风险。针对我国出口目标国产品的现状和预期的潜在市场给出了按大类产品划分的技

术与方法。在章的附录中推荐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是有代表性的和适用的。 

考虑到我国目前出口目标国商品包装应注意的问题，本指南给出了三十余条对法律和技

术标准的解释和说明，三十余条措施、建议或解决方案。内容涉及水果蔬菜、机械设备、纺

织品、玩具、食品、塑料制品等6类商品可供参考的符合目标国包装要求的技术与方法。 

本指南参考的目标国包装法律文献和技术标准的颁布日期截止于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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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装市场及立法概况 

【内容介绍】 

本章介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包装的市场现状以及与包装相关的立法概况。 

导言 

本项目的目标国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下简称目标国）。其中日本、

韩国和澳大利亚是我国出口额按国家和地区排名的前十位。 

1.包装市场 

1.1 概况 

2008 年亚洲的包装市场估价为 1180 亿美元，约占世界包装市场的 20％。在包装材料中

塑料纸张的消费额为 1140 亿美元，其中塑料占 40%，纸张占 34%，金属占 14%，玻璃占 12%。 

而一直以来，日本包装业规模都非常可观，在全球名列前茅。1991 年，日本包装业产

值创下了 8 万亿日元的最高历史纪录，此后产值逐年下降，2003 年降为 5.97 万亿日元（为

近 20 年来的最低点），2003 年之后回升至 6 万亿日元以上，2008 年达到 6.73 万亿日元，2009

年和 2010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分别降为 6.19 万亿日元和 6.16 万亿日元。2011 年，日本包

装业产值继续降至 6.12 万亿日元，是近 20 年来的第 2 个产值最低年份（仅高于 2003 年）。 

包装行业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韩国的食品加工和包装技术吸引了世界市场注意力。

韩国工业包装技术研究所，2012 年对韩国包装工业技术的调查显示韩国包装市场持续增长。

2011 年韩国包装行业的销售估计为 334227 亿韩元。比 2010 年 312932 亿韩元增加了 6.8%。

到 2016 年，预期增长率为 3%。韩国包装行业产业稳步增长，需求稳定。韩国包装行业 2011

年出口占销售收入的 14.6%。主要出口贸易国分别为中国（32.9%），日本（27.8%），和美国

（26.9%）。 

澳大利亚包装市场在 2003 年被估算为 77.9 亿澳元，自 2002 年市场年均增长 4.8%。纸

和纸板包装市场是最大的部分，有 26.6 亿澳元，相当于销售总额的 35%，塑料包装部分占

了 32%。塑料弥补了近年来纸和纸板的空缺，硬塑料消费年均增长率超过 7%。 

新西兰包装市场在 2003 年估价为 13.2 亿新西兰元(7.64 亿美元)，在 2002 年水平上增加

2.4%，自 1999 年以来市场年平均增长率大约 4.2%。从市场价值上说，由于国家的红酒工业

需求的推动，玻璃包装成为包装市场最迅速发展的部分，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 14%，达到

2.42 亿新西兰元，但是纸和纸板包装以 3.9 亿新西兰元的销售额仍占包装市场最大的部分。 



 2 

1.1.1 日本 

日本包装业包括包装制品、包装及相关机械两大部分，其中，包装制品的产值规模占到

9 成以上。2011 年，日本包装制品产值为 5.69 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包装业产值的 93%；包

装及相关机械产值为 0.434 万亿日元，仅占 7%。 

日本是世界主要包装制品生产国家之一。1991 年，日本包装制品产值曾高达 7.5 万亿日

元，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自 1993 年起，日本包装制品产值降到 7 万亿日元以下，

2001～2005 年降到不足 6 万亿日元，2006 年至 2008 年回升到 6 万亿日元以上，2009 年受

金融危机影响，产值大幅下降为 5.78 万亿日元，2010 年减少为 5.74 万亿日元。2011 年，日

本包装制品产值继续减到 5.69 万亿日元，这是近 20 年来的第 3 个低值（仅稍高于 2002 年

和 2003 年的产值）。 

在日本各类包装制品中，纸包装产值一直占到 4 成多。2011 年，日本纸包装产值为 2.45

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包装制品产值的 43.1%；塑料包装产值为 1.66 万亿日元，约占 29.2%；

金属包装产值为 9580 亿日元，约占 16.8%；玻璃包装产值为 1291 亿日元，约占 2.3%；木

材包装产值为 1291 亿日元，约占 2.3%；其他包装产值为 3611 亿日元，约占 6.3%，如图 1

所示。 

 

从产量看，1990～2008 年日本各类包装制品（其他包装由于计量单位各不相同，故产

量未统计在内）产量均在 2000 万吨以上，2009 年以后降到 1800 多万吨，2010 年略升为 1890

万吨，2011 年为 1882 万吨。其中，纸包装产量为 1174 万吨，约占 62.4%；塑料包装产量为

353 万吨，约占 18.7%；金属包装产量为 163 万吨，约占 8.6%；玻璃包装产量为 134 万吨，

约占 7.1%；木材包装产量为 60 万吨，约占 3.2%，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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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1 年日本包装制品产值和产量见表 1。 

 

1.1.2 韩国 

2010 年，韩国的包装行业的总收入为 86 亿美元，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中高级包

装制品的人均消费使韩国已经跻身全球包装市场的前二十名。纸和纸板包装的市场价值为

36 亿美元，2010 年在全球纸和纸板包装市场排名第十三位。虽然在软塑料包装市场，仍然

是美国、中国、日本占全球市场的 31.6%，但韩国依旧在全球保持着 0.5%的份额。在 2010

年，韩国的硬塑料包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1.4%。韩国的金属包装在全球排名第十五位，而

韩国的玻璃包装远低于前二十名的全球玻璃包装市场。 

1.1.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生产的包装的价值约为 100 亿到 105 亿澳元。以国际的标准来说，澳大利亚的

市场是很小的。世界包装的总值约为 3000 亿美元。澳大利亚的工业产值略大于 GDP 的 1%。

在澳大利亚有大约 3 万人直接受雇于包装生产企业。澳大利亚的两个主要的包装制造商是由

当地人经营的，其他有大量的中小型企业。通常来说，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也是）的包装产

品是高容量低盈利的。 



 4 

澳大利亚主要包装材料是纸/纸板（箱纸板和瓦楞纸板），以及塑料（HDPE、PET、PVC、

聚丙烯和聚苯乙烯）、金属（铝及钢）、玻璃。纸和纸板总量占总包装材料的 36%。塑料占

30%。金属包装在食品包装应用中份额减少，占 20%，玻璃占 10%。饮料工业包装需求量从

过去的 453 克降为 150 克，减少 67%。 

 

2002 年澳大利亚纸和纸板用于印刷，用纸和包装 400 万吨，比 2001 年提高了 10.2%。

2003 年纸和纸板包装消费量共计 207 万吨，其中 153 万吨被回收和其他目的的重复利用。

塑料包装消费总量为 64 万吨，使用其他包装材料包装重量增加 400%，能源消耗加倍，包

装废弃物增加 150%。玻璃为 117 万吨，40%-80%玻璃包装使用循环再造后的碎玻璃。钢罐

为 21 万吨，铝罐为 4.6032 万吨。 

1.1.4 新西兰 

在 1999 年和 2003 年之间，新西兰的包装消费量增长大约 9%，2003 年从消费量上看达

到 61.5 万吨，比 2002 年提高 1.8%。 

新西兰的包装回收和重复利用相当先进，在 2003 年，大约全部包装的一半以上被回收

和重复利用。纸和纸板包装的回收水平在当年达到了 69%，铝回收达到 62%，玻璃 4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塑料包装回收总体水平少于 24，000 吨，相当于包装消费量的 19%。 

2004 年，由于受塑料包装、玻璃瓶及纸和纸板包装产品需求上升的驱动，包装的消费

量在新西兰增长了大约 4%。到 2009 年的期间内，预计市场以每年平均 2.5%增长达到 15.5

亿新西兰元。 

1.2 纸和纸板包装 

2003 年亚洲纸和纸板包装市场价值为 541 亿美元，表明在 2002 年的水平基础上增长了

将近 10%，自 1999 年以来纸和纸板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 3.3%。日本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纸和

纸板包装市场，销售额为 207 亿美元。 

2004 年，亚洲纸和纸板包装的消费量增长率为 9%，达到了 575 亿美元。2004 年到 2009

年期间，预测市场的增长率为 6%左右，到 2009 年末，消费量达到 760 亿美元。 

    2010 年日本纸与纸板材料和容器产值为 2.42 万亿日元，占日本包装制品总产值的

42.4%。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产量来看，纸、纸板、纸制品包装产品的产值和产量，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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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包装材料与容器中都是最大的，产值占日本包装总产值的比例，多年来都在 40%以上。 

从产量看，纸与纸板材料和容器在日本包装材料与容器中比例更大，达到五六成以上。2010

年日本纸与纸板材料和容器产量为 1164 万吨，占日本包装制品总产量的 61.7%。其他材质

包装中，以塑料包装居大，其产值 2010 年为 1.72 万亿日元，占总产值的 30.1%，产量为 364.5

万吨，占总产量的 19.3%。其次为金属包装、玻璃包装、木包装等。 

2008 年，日本瓦楞纸箱的产值为 13200 亿日元，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降为 12600 亿日

元和 12200 亿日元。2010 年，包装纸、纸袋和纸质容器的产值分别为 3447 亿日元、2063

亿日元和 5514 亿日元，分别占纸质包装制品总产值的 14.3%、8.5%和 22.8%。在日本，绝

大多数瓦楞纸箱都用于商品包装，包括外包装（运输包装）和内包装（单品包装）。瓦楞纸

箱的非包装应用比例很低，2008 年和 2009 年为 0.9%，2010 年提高到 1%，2011 年回落为

0.9%。在日本消费的瓦楞纸箱中，50%以上用于食品包装，2009 年为 58.3%，2010 年为 57.4%。 

2011 年，日本用于食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51.7 亿 m
2，占其总消费量的 57%，其中，用

于加工食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37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40.8%；用于水果、蔬菜包装的瓦楞

纸箱为 10.8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11.9%；用于其他食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3.9 亿 m

2、占总

消费量的 4.3%。用于灯具、电器和机械器具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7.5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8.3%；

用于陶瓷器、玻璃制品、杂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5.2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5.7%；用于药品、

洗涤用品、化妆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5.4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6%；用于邮购、搬家、宅配

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3.1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3.4%；用于纤维制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2.1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2.3%；用于其他商品包装的瓦楞纸箱为 14.8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16.4%；

包装应用之外的瓦楞纸箱仅为 0.8 亿 m
2、占总消费量的 0.9%。 

日本造纸联合会对 2013 年日本纸与纸板市场需求预测显示 2013 年日本国内纸与纸板

市场需求约 2735.8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41 万吨，减幅为 1.5%，连续三年为负增长。与过

去最高的 2000 年（3197 万吨）相比，约减少 461 万吨，减幅达 14.4%。包装纸 75.2 万吨，

同比减少 3%。纸板同比降幅有所收窄，所有品种连续两年减少。主要品种中，瓦楞纸板约

864.5 万吨，同比减少 0.5%。纸板总计 1131.2 万吨，同比减少 7 万吨，减幅为 0.6%。与历

史上最高的 1997 年的 1282 万吨相比约减少 151 万吨，减幅为 11.8%。 

韩国纸和纸板包装是市场上唯一最大部分，占销售的大约 46%为 31.1 亿圆。根据粮食

与农业组织的数据，韩国的纸和纸板包装产品从 1999 年的 439 万吨起，到 2002 年共计 484

万吨，瓦楞纸箱材料的产量占 310 万吨。 

韩国的纸和纸浆工业包括 120 家工厂。在 2002 年，产业记录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这是

由于经济的增长和世界杯期间的消费者消费的增长所推动。进入到 2003 年，大约 100，000

吨纸板箱的生产能力没有使用，由于对朝鲜原子能项目的担心，SARS 病毒和伊拉克战争而

导致的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在 2003 年，韩国 6 个纸板箱生产厂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量

的 45%。瓦楞纸板产量，在 2003 年共计大约 380 万吨。其中的企业包括 30 个纸板厂，140



 6 

个主流纸箱工厂和 600 个板材工厂。 

根据国际瓦楞纸箱协会(ICCA)提供的资料，在 2003 年亚洲瓦楞纸板产量增长率为

7.9%，达到了 445.1 亿平方米。1996-2003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6.2%。 

2011 年，澳大利亚纸包装行业产业集中度达到了 90%，纸和纸板包装市场在 2003 年被

估算为 26.6 亿澳元。根据国家包装盟约工业联合会提出的数据，在 2003 年纸和纸板的包装

消费量约为 210 万吨。产业高度集中在主要的包装部分。Amcor 公司、Visy 公司和 Carter Holt 

Harvey 公司占了澳大利亚瓦楞纸箱产量的 95%以上。在液体纸盒方面，Tetra Pak 和 VisyPak

两家公司占了国内产量的 100%。尽管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备有限的增长机会，高度的集

中也在帮助产业维持盈利水平，产业领头羊们在国际市场上都各自寻求自身的发展。 

新西兰纸和纸板包装的消费量，在 1999 年和 2003 年之间下降了 12%降至 28 万吨。 

1.3 塑料包装 

世界塑料原料（树脂）的产量多年来稳定增长。2000 年增至 1.78 亿吨，2004 年达 2 亿

吨，2005 年增至 2.3 亿吨。 

日本是世界塑料第 4 大生产国。日本塑料产量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日本塑料产

量再度下降至 1400 万吨以下，2004 年增到 1445 万吨，2005 年又略减为 1415 万吨，2006

年继续减为 1405 万吨。日本塑料产量现排在美国（4990 万吨）中国（2140 万吨）和德国（1800

万吨）之后，居世界第 4 位。 

2006 年日本生产的 1405 万吨塑料中，聚乙烯为 317 万吨（高密度聚乙烯 210 万吨，低

密度聚乙烯 107 万吨）、占 22.6％，聚丙烯为 305 万吨、占 21.7％，聚氯乙烯为 215 万吨、

占 15.3％，聚苯乙烯为 110 万吨、占 7.8％，PET 树脂为 69 万吨、占 4.9％，ABS 树脂为

52 万吨、占 3.7％。塑料已广泛应用于日本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各领域的塑料应用比例分

别为：包装 33％、建材 30％、电气电子 10％、汽车 7％、农业用 5％、玩具、运动用品 3％、

机械制品 2％、服装、鞋类 1％、其他 4％。与日本相似，包装业在全球同样是塑料的最大

应用领域，世界塑料协会的统计表明，包装材料与容器应用的塑料占世界塑料总消费量的

40％，居各行业的首位。其次分别是建筑材料占 22％、电气、电子占 8％、汽车占 8％、服

装、鞋类占 5％、玩具、运动用品占 4％、机械部件占 4％、农业用 3％、日用品占 2％、医

疗器具占 2％、其他占 2％。在日本各种包装制品中，塑料包装制品是重要的一个大类，而

且是增长速度最高的大类。塑料包装制品在产值和产量上，现仅少于纸包装制品，多于金属

包装制品、玻璃包装制品、木材包装制品和布帛制品等。日本塑料包装产值 2005 年增至超

过 1.6 万亿日元的 16570 亿日元，2006 年增达超过 1.7 万亿日元的 17740 亿日元，连创新高。

塑料包装产量多年来均在 300 万吨以上，2004 年增至超过 400 万吨的 400.4 万吨，2005 年

略减为 395 万吨，2006 年为 392 万吨。 

薄膜与板片是日本塑料包装制品中最大宗的产品，近些年来的产值多在 6000 亿日元以

上。2004 年为 6050 亿日元，2005 年增为 6339 亿日元，2006 年达 6857 亿日元，占塑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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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合计产值的 39.3%。从生产原料（树脂）种类看，PE 为 3327 亿日元，PP 为 1370 亿日元,PS

为 1032 亿日元，PET 为 820 亿日元。薄膜与板片的产量 2004 年达 192 万吨，2006 年减为

184 万吨，占合计产量的 47%，其中 PE 为 93 万吨、PP 为 36 万吨、PS 为 29 万吨、PET 为

21 万吨。 

中空成形容器的产值和产量也较大。2005 年产值为 3510 亿日元，2006 年略减为 3539

亿日元，占合计产值的 20.3%，其中 PET 为 2310 亿日元、PE 为 1105 亿日元、PP 为 124 亿

日元。中空成形容器的产量 2006 年为 78 万吨，其中 PEＴ为 58 万吨、PE 为 18 万吨、PP

为 9 万吨。注塑成形容器产值为 3385 亿日元，占 19.4％，其中 PP 为 2086 亿日元、PE 为

813 亿日元、PS 为 382 亿日元。注塑成形容器产量为 51 万吨，其中 PP 为 31 万吨、PE 为

13 万吨、PS 为 7 万吨。 

日本塑料包装制品的产量虽然相当可观，但有些品种仍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仍需大

量进口。如日本 PE 塑料袋的出货量每年都在 20 多万吨，2005 年和 2006 年分别为 22 万吨

和 21 万吨，而进口量已经大大超过国内出货量。日本进口的 PE 塑料袋以低价位的产品为

主，而且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产品。2004 年日本 PE 塑料袋的进口量超过 40 万

吨，2005 年和 2006 年的进口量分别为 44.3 万吨和 48 万吨。2006 年的进口量是 10 年前的

1996 年的 3 倍多。从中国进口的 PE 塑料袋数量连年猛增，2005 年和 2006 年增加到超过 20

万吨的 21.8 万吨和 25.4 万吨，从中国的进口量 2006 年已经超过日本 PE 塑料袋全部进口量

的 50%。1996 年至 2006 年的 10 年间，日本从中国的 PE 塑料袋进口量增长了 5.6 倍。日本

从泰国进口的 PE 塑料袋 2004 年后都在 7 万吨以上，2006 年为 7.4 万吨，占总量的 15%。

从印尼进口的 PE 塑料袋增长也很快，由 1996 年 2.1 万吨分别增到 2004 年的 4 万吨和 2004

年 7.1 万吨,但 2006 年减为 6.5 万吨。日本 2006 年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口的 PE 塑料袋分

别为 3.6 万吨和 1.8 万吨。 

澳大利亚的塑料包装工业，总的来说，虽然有一些制造 PET 瓶的厂商，但是规模都不

是很大。 

1.3.1 硬质塑料包装 

 2003 年亚洲硬质塑料包装市场估值为 167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11%，1999 年以来硬

质塑料包装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 8%。日本市场是国家市场中最大的，销售额 85.4 亿美元，

中国、印度、韩国紧随其后。 

亚太地区中国和其它快速发展国家的包装和其他应用对塑料需求的增长是导致最近油

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将来这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显著的因素。总之，从 2004 年到 2009

年期间预测硬质塑料包装产品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几乎达到 10% ，增长水平的范围从日本

的 6%到中国的 14%。 

1.3.2 软塑料包装 

2003 年亚洲软塑料包装的消费量估值为 71.2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6.8%。以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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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个市场在近些年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价格压力和日本市场的销售平淡。虽然如

此，日本依然是唯一最大的国家市场，销售额为 42.2 亿美元，下面排名依次是中国、印度、

韩国。 

到 2009 年期间，亚太地区的市场被预计将有一个强有力的增长，因为在这区域内包装

成为塑料的用途已经根深蒂固。中国软质塑料销售到 2009 年将超出 20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

率为 12%，而印度年平均增长率接近 20%，将成为最迅速发展的市场之一。 

日本 2003 年以 1.2%的速度增长到 0.99 万亿日元。日本市场在这个领域发展很快，虽

然改良的真空包装技术的普遍性相对于西方市场来说弱一些，但是在快餐、面包等易腐烂的

食品包装以及活性产品包装行业都有渗透。 

日本塑料制品的产量在 2004 年提升到 590 万吨左右。塑料制品的贸易金额和数量，也

和塑料制品生产相似，比 2003 年都有了明显增长，增幅在 10%上下。 

塑料薄膜产量在日本塑料制品中是最大的一种，2003 年为 202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

占塑料制品总产量的 1／3 以上(34.7%)。其中软质薄膜为 159 万吨，占总产量的 1／4 以上

(27.2%)。软质薄膜中包装用薄膜为 115 万吨，占总产量的近 1／5(19.6%)；塑料板材的产量

2003 年为 14.4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9%，占总产量的 2.5%。其中平板 11.2 万吨，瓦楞板

3.2 万吨；塑料机械器具部件产量 2003 年为 71.4 万吨，比上年略增 0.5%，占总产量的 12.2%。

其中运输机械部件 39.4 万吨，电气通信应用部件 21.6 万吨；塑料日用品产量为 26.9 万吨，

比上年减少 5.8%，占总产量的 4.6%；塑料容器类产量为 64.7 万吨，比上年增长 1.5%，占

总产量的 11.1%，其中中空成型容器 46 万吨；塑料泡沫制品产量为 35.14 万吨，比上年微减

0.7%，占总产量的 6.1%。其中成型品 7.4 万吨，板品 9.8 万吨；塑料建材产量为 29.1 万吨，

比上年增长 0.1%，占总产量的 5%；塑料管材和接头产量为 66 万吨，比上年减少 7.8%，占

总产量的 12.3%。其中管材 59.4 万吨，接头 6.5 万吨。 

塑料包装制品是日本包装材料与容器中重要的一个大类。日本塑料包装材料与容器产

量多年来都在 300 万吨，早在 1991 年就有 324 万吨，2000 年和 2001 年回升到 350 万吨和

365 万吨，2004 年继续增加为 394 万吨。塑料包装材料与容器产值 2000 年和 2001 年为 1.34

万亿日元和 1.4 万亿日元，2004 年增加为 1.5l 万亿日元。塑料包装制品在全部包装制品中的

比例也有所提升，塑料包装制品产值占总值的比例，1999 年为 21.6%，2000 年、2002 年和

2004 年分别提高为 22.1%、25.3%和 27.0%。塑料包装制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2000 年、

2002 年和 2004 年分别为 15.9%、17.9%和 18.9%。塑料包装制品产值中，薄膜·薄片类占 40%，

中空成型容器占 22%，注塑成型容器占 17%，泡沫制品占 11%，片制软包装产品占 11%。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 2011 年韩国包装业生产总值调查数据塑料包装行业销售额为 17.3 万

亿韩元。 

澳大利亚 2003 年澳大利亚硬塑料包装市场为 14.2 亿澳元，澳大利亚市场上约有 200 家

公司，所有公司里只有少数公司营业额少于 4000 万澳元。小规模的公司已经感到在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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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公司保持竞争的困难，在近期很可能有进一步联合的动态。澳大利亚塑料包装的整体

销售被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每年增长大约 3%，硬塑料销售的增长略微高于这个数字。软塑料

包装市场，在 2003 年价值被估算为 10.7 亿澳元左右，现在总体软包装市场是 15 亿澳元左

右的价值，年增长率在 3.5%。 

新西兰塑料包装的消费量增长 2.0%达到 4.1 万吨。 

1.4 金属包装 

2003 年亚洲金属包装的消费量估价为 164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5%，到 2009 年期间，

预测金属包装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 4%-5%，日本的销售趋于平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市场

例如印度，将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 

日本的金属包装市场销量在 2003 年市场销量为 1.05 万亿日元，比 2002 年下降了 5%。

与欧洲市场相比较，日本金属包装的市场份额很高，应用金属包装的产品范围很广。 

金属包装制品的产值连年下降，由 2000 年的 1.23 万亿日元分别减到 2002 年的 1.09 万

亿日元和 2004年的 1.08万亿日元，占总产值比例由 2000年的 20.3%下降到 2004年的 19.3%。

产量由 2000 年的 259 万吨分别减少到 2002 年的 216 万吨和 2004 年的 200 万吨，占总产量

的比例由 11.8%分别下降到 10.3%和 9.6%。金属包装制品产值中，食品饮料罐占 49%，铁皮

制品占 43%，铝箔占 7%。 

澳大利亚 2003 年金属包装市场价值为 15.3 亿澳元，自 1999 年以来以每年平均 5.5%的速度

增长。 

澳大利亚主要的金属包装产品是钢罐，有六家公司生产钢罐及其相关产品，分别是

Amcor 公司、Huhtamaki 公司、Irwin & Sheehan 公司、Morris McMahon 公司、National Can

公司以及 Visy 公司。 

新西兰金属包装的消费量增长 2.0%，达到 12.6 万吨，由于铝制包装花费高的原因而使

钢包装消费量上升。 

1.5 玻璃包装 

在 2003 年玻璃包装市场估价为 95.5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5.2%，以美元计算，自 1999

年以来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 2.6%。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市场，由于塑料可使用的局限，

推动了玻璃材料的使用，在 2003 年销售额达到了 60 亿美元，预测到 2009 年将达到 73 亿美

元。 

由于塑料包装的应用增加，日本的玻璃容器的销量呈平稳下降趋势。2003 年消耗量为

1.5 万亿日元，下降了 10%。玻璃制品的产量和产值减幅相当大。产值由 2000 年的 1818 亿

日元分别减到 2002 年的 1662 亿日元和 2004 年的 1507 亿日元，占总产值的比例由 3.0%下

降到 2.7%。产量 2000 年为 182 万吨、占总产量的 8.3%，2004 年减为 158 万吨、占 7.6%。

玻璃包装制品产值中，饮料瓶占 48%，食品调味品瓶占 24%，化妆品瓶占 8%，药瓶等占 20%。 

澳大利亚现有两大玻璃容器生产商，分别是 O‐I 公司和 Amcor 公司。在 2003 年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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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市场被估算在 8.18 亿澳元左右，自 2003 年以来以每年平均大约 2%的速度增长。 

新西兰市场发展最迅速的部分是玻璃包装，由于国内红酒产业对其需求的强烈拉动，自

1999 年-2003 年的五年期间消费量超过 16.8 万吨，上升 50%。 

1.6 包装机械 

日本除了是世界主要包装制品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包装及相关机械生产大国之一，

2002～2011 年日本包装及相关机械产值见表 2。 

 

日本包装机械（不含相关机械）分为两大类：一是小包装与内包装机械，二是外包装与

捆扎机械。近 20 年来，日本包装机械产值和产量的总趋势是在波动中持续下滑。日本包装

机械产值 1992 年曾达到 4665 亿日元，是迄今为止的最高产值。从 1993 年起，日本包装机

械产值不断下滑，2009 年降为 3742 亿日元，2010 年略有回升，为 3801 亿日元，增幅仅为

1.6%。2011 年，日本包装机械产值比上年增长 2.5%，为 3895 亿日元。日本包装机械产量

在 1995 年和 1996 年都超过了 66 万台，此后虽然产量不断下降，但直到 2001 年均保持在

60 万台以上，2002 年减到 55 万台，2006 年减到 49 万台，2008 年起降到 40 万台以下，2009

年为 36 万台，2010 年回升为 36.4 万台，2011 年继续回升为 38 万台。 

2011 年，日本小包装与内包装机械产值为 3143.4 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1.7%，占日本包

装机械产值的 80.7％；外包装与捆扎机械产值为 751.4 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5.9%，占日本

包装机械产值的 19.3％。从产量看，2011 年日本小包装与内包装机械产量为 28.6 万台，比

上年增长 4.3%，占日本包装机械产量的 75.3％；外包装与捆扎机械产量为 9.4 万台，比上

年增长 4.6%，占日本包装机械产量的 24.7％。2010 年和 2011 年日本各类包装机械产量及产

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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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装与内包装机械中，2011 年贴标机的产量最高，为 17.5 万台，其次是封合机 4.5

万台，排在第三位的是上包机 1.8 万台；从产值看，制袋充填机居首位，为 604.7 亿日元，

其次是装瓶机 508.4 亿日元，排在第三位的是充填机 376.5 亿日元，随后分别是包装用计量

机 179.4 亿日元、上包机 177.3 亿日元、封合机 168.8 亿日元、容器成型充填机 153.9 亿日元

和贴标机 120.2 亿日元。外包装与捆扎机械中，2011 年产量最高的是扎带机，为 6.7 万台；

产值最高的是装箱机，为 137.2 亿日元，其次是扎带机，为 105 亿日元。 

包装相关机械主要包括制袋机械和纸工机械两种，年产量有 1000 多台，产值多在 400

亿日元以上。2011 年，日本制袋机械产量和产值分别为 1154 台和 254 亿日元，纸工机械产

量和产值分别为 317 台和 192 亿日元。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自 2003 年以来，职工人数在 4 人以上的日本包装机械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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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本保持在 400 家以上，2010 年减为 399 家；职工人数基本保持在 1.2 万～1.3 万人；销

售额由 2003 年的 2962 亿日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3235 亿日元，详见表 4。 

 

日本包装机械企业多为小型企业，如职工人数在 4～19 人的小企业共有 271 家，占企业

总数的 68%，但其销售额只有 345 亿日元，仅占总销售额的 11%左右。此外，日本还有约

350 家小作坊（职工人数在 3 人以下）式的包装机械企业，共有职工 730 多人，合计销售额

只有区区 44 亿日元 

日本包装机械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在 2004 年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包装机械产值为 4645

亿日元，比 2003 年的 4264 亿日元增长 8.9%，产量为 57.5 万台，比 2003 年的 54.7 万台增

长 5%。出口额增加到近 300 亿日元，进口额增到 200 亿日元以上。近 10 年中，日本包装

机械产值以 2007 年为最高，达 4762 亿日元。2009 年仅为 3917 亿日元，比 2008 年大幅下

降 11.5%，2010 年的产值回升为 4249 亿日元，增长幅度虽然为 8.5%，但相对来说产值仍较

低，仅高于 2009 年。 

日本包装机械出口额于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出口额均减到 300 亿日元之下，

分别为 290 亿日元、260 亿日元和 283 亿日元，2004 年提升为 299.7 亿日元，比上年净增 16.8

亿日元，增长率为 8.9%。 

塑料加工机械，日本也是很发达的。近 10 多来，日本的塑料加工机械的年产值多在 2000

亿日元以上，2000 年产值为 2370 亿日元，2004 年增为 2490 亿日元，2005 年减为 2353 亿

日元，2006 年再度增加到 2526 亿日元。2006 年的产量为 19670 台，比上年增长 3.6。其中

注塑机产值为 2050 亿日元、增长 7.1％，产量为 17040 台、增长 6.1％。注塑成形机中合模

压力不到 100 吨的机种产值为 548 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8.1％，产量为 7400 台、增长 8.1％。

合模力 100 吨～200 吨的为 583 亿日元和 5740 台，200 吨～500 吨的为 490 亿日元和 2945

台，500 吨以上的为 425 亿日元和 950 台。挤压成形机产值为 340 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9％，

产量为 2120 台、减少 14％。吹塑成形机产值为 136 亿日元、增长 8％，产量为 513 台、增

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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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装立法 

2.1日本 

2.1.1概况 

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进入七十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日渐提升，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对资

源的无限利用及废物产生量的不断增加，环境受到极大污染与破坏，公害问题以及能源危机

问题日益显著。 

因此，日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了食品安全及环保方面的立法，其中在食品包装方面也

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第一个层次，日本建立了以《日本食品卫生法》、《环境基本法》（实施于1994年8月）

为主导的基本法律，对食品包装的安全及环保要求做出了基础性约束规定。《日本食品卫生

法》是一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总纲性法律。在该法的基础上，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某个

方面的特定法律。《日本环境基本法》规定了基本环境规划及基本环境计划；物质循环包括

自然循环和社会的物质循环概念；环保的基本概念等等的基本原则性东西。它是可持续发展

观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它是日本政府制定一整套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法规体系的基础。 

第二个层次是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衍生性法律法规。日本与食品包装相关的部门有经济

产业省、厚生省、农林水产省、日本海关等。日本在其《食品卫生法》的统辖下，关于食品

安全监管和环保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食品法规标签要求》、《日本包装及容器法规》、《日

本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日本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再生资源利

用促进法》、《日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日本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进口植物检

疫条例》、《植物防疫法》、《植物保护法》、《中小企业制品出口统一商标法》、《出口

商品设计法》等。 

第三个层次是日本的行业协会制定的若干行业标准。主要有日本贸易振兴会、日本规格

协会、日本农业协会、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JISC)等。如其制定的有：《日用品所含有害物

质控制的法律指南》、《日本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日本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计量法概述》、《日本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准》、《日

本食品、餐具、容器、玩具和清洁剂的规格标准和测试》和日本农业协会的《转基因食品标

签基准》等。 

对包装有影响的政府机构和部门有：经济产业省、厚生省、日本海关、日本贸易振兴会、

日本规格协会、农林水产省、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等。 

日本的包装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与法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与合格评定程序以

及绿色壁垒三个方面。 

1.日本对进口产品在有关健康、卫生、包装标签等方面施行严格的要求和审核程序。其中包

装标签方面的规定包括：日本法律对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规定的包装、标签要求，内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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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繁多。如果包装、标签中有任何一个缺失，产品仍不能进入日本国门。中国关注上述措

施给中日化妆品贸易带来的影响。 

2.进入日本市场的商品，其规格选择亦为严格，堪称抑制国外商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枷锁。强

制型规格：主要指商品在品质、包装形状、尺寸和检验方法上均须满足其特定的标准，否则

就不能在日本制造与销售；其中 JIS 规格(工业品)、JAC 规格(农产品)、G 标志、SG 标志和

ST 标志等均为日本消费者所熟知，是任意的，但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标准的要求，基本上不

可能进入日本市场。 

3.日本的绿色技术壁垒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日本科技水平较高，在环保名义下，通过立法

手段，制定严格的绿色技术标准。其次，利用环境标志对进口商品进行严格限制。环境标志

不仅要求产品质量达标，且产品生产、销售、运输、消费的全过程都要有利于环境，对人体

无害。在包装制度方面，要求产品包装必须利于回收处理且不能对环境产生污染。 

2.1.2包装制度 

2.1.2.1 食品包装 

《食品卫生法》是由日本政府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和卫生而制定的，该法是日本控制食

品质量安全与卫生的最重要法典。该法的目的是保护人们远离由于饮食导致的健康危险，并

帮助改善和促进公众的健康。因此，该法在适用国内产品的同时，同样也适用于进口产品等。

该法禁止出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它规定了食品、添加剂、食品加工设备、食物容器

及包装必须符合的标准。如果进口食品未达到这些标准，则不允许进入日本。要求氯乙烯树

脂容器和包装必须进行特定的实验过程。对于聚合氯化二酚、有机汞化物等要进行污染控制。 

《食品卫生法》要求氯乙烯树脂容器和包装必须进行特定的实验过程以测定镉和铅。对

于聚合氯化二酚、有机汞化物等要进行污染控制。包装物禁止使用干草和秸秆；药品、化妆

品有许可证和标签的规定。日本对很多商品的技术标准要求是强制性的，并且通常要求在合

同中体现，还要求附在信用证上，进口货物入境时要由日本官员检验是否符合各种技术性标

准。 

日本技术法规繁多，其中与包装相关的农产品食品工业方面的法规还有：《食品与日用

消费品管理法》、《包装与标签法》、《食品卫生法》。无论出自何地的产品，均要在满足一定

的品质和规格的要求后，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和使用。这些法规中包括对产品包装的种类、

形式、形状、尺寸、构造、性能、等级和包装方法等的要求。以及产品的计量标准和度量衡。 

日本食品包装不需要市场准入许可，标准属于自愿执行的范畴。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和

进口商必须得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同，食品卫生法授权厚生省制定某种材料的安全标准，如果

日本没有相应的标准，可参照美国 FDA。 

2.1.2.2 木质包装 

日本对其进口植物检疫法规进行修订，将于 2007 年 4 月 1 日生效。日本农林水产省在

对进境木质包装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基础上，采纳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的国际植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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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措施第 15 号标准（ISPM15）。2007 年 4 月 1 日法规实行后，当天及之后运抵日本的货物，

其木质包装应在入境前按 SPM15 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实施热处理或溴甲烷熏蒸处理，并在

木质包装上加施除害处理标识。 

符合 ISPM15 要求的木质包装，入境时日方不再实施检疫查验；而未加施处理标识或标

识不清晰、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无论是否随附木质包装植物检疫证书，均需在入境口岸按程

序接受日方检疫官的进境检疫查验。经查验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允许该木质包装入境;

若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则视收货人的要求，对木质包装实施除害、销毁或退回处理。日方

经风险分析列出的木质包装中的有害生物包括光肩星天牛、欧洲榆小蠹等昆虫，松材线虫等

线虫，榆树枯萎病等病害，总数达 600 多种。 

2.1.2.3 过度包装 

日本对包装空位的规定为防止欺骗性包装，日本制定了《包装新指引》，其规定有：尽

量缩小包装容器的体积，容器内的空位不应超过容器总体积的 20%；包装成本不应超过产品

售价的 15%；包装应正确显示产品的价值，以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为配合该指引的实施，

日本百货业协会还成立了专责委员会。另外，日本东京都规定的《商品礼盒包装适当化细要》

中也有规定：包装容器中的间隙原则上不可超过整个容器的 20%；商品与商品之间的间隙必

须在 1cm以下；商品与包装箱内壁之间间隙必须保持在 5mm以下；包装费用必须在整个产品

价格的 15%以下。 

2.1.3标签制度 

2.1.3.1 食品标签 

关于食品安全的合格评定程序，日本政府《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JAS)

修正案中规定，自 2001 年 4月 1 日起，对制造、加工、进口的加工食品都要执行新的商品

明确标记制度，其标记的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制作原材料、包装容量、流通期限、保存方法、

生产制造者名称(进口产品还要表明进口商的名称或个人姓名)以及详细地址。这项制度被简

称为“食品身份证制度”。 

食品企业出口食品到日本时在标签方面还应注意以下方面：要求 08 号字母标注；要求

标注原产国；矿泉水类、冷冻果汁饮料、肉食干制品、非加热肉食制品、特定加热肉食制品、

加热肉食制品、（鱼）肉食制品、经冻结的生产或加工食品、辐照食品、油炸方便面、填充

入包装容器经加压、加热杀菌处理的食品（除罐头外）、有机食品、有特殊标注内容；只允

许标注日文；有产品标准规定的专用名称应使用专用名称；添加剂不得使用代码；不允许营

养素功能（结构功能）声称；健康声称时，需按照特定保健用食品进行产品审批。 

2.1.3.2 有机食品的标志 

有机 JAS 标志是指经注册认证机构认证的企业根据有机 JAS 规格生产制造的有机食品上所

印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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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认证机构名称： 

 

 

 

 

 

 

 

 

 

 

 

 

 

 

 

 

 

 

 

2.1.3.3基因改良食品标识 

为保障消费者的安全，限制基因产品的进口，日本农林水产省去年修订的《农林物资规

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ＪＡＳ）要求加强对有机农产品和食品的认证、标识管理，规

定在日本市场上出售的有机农产品应带有认证标识，销售者（但餐饮业不受此限）对其出售

的食品的原产地、化冻（或是生鲜）和养殖地都要明确标示出来。 

同时要求，从 2001 年４月 1 日起，豆腐、毛豆、玉米淀粉等３０项基因改良食品必须

予以明确标示，制造、加工、进口的加工食品都要执行新的商品明确标记制度，其标记的内

容包括产品名称、制作原材料、包装内的容量、流通期限、保存方法、生产制造者名称（进

口产品还要标明进口商的名称或个人姓名）以及详细的地址。 

在此之前，日本实施的进口食品标记制度主要适用于干燥食品、火腿类熟食和调味佐料

等部分加工食品。 

2.1.3.4营养标签要求 

尽管日本的营养标签是自愿的，但是厚生劳动省要求食品制造商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营养

标签指南在标签上提供食物营养信息。营养标签必须用日语。营养标签包含以下信息：（1）

热量（卡路里）；（2）蛋白质（克）；（3）脂肪（克）；（4）糖或碳水化合物（克）；（5）钠（毫

克或克）；（6）其它。每种成分的含量在成分名称后用括号标明（例如：100g、100ml等）。  

有机农产品是指 

以维持促进农业的自然循环功能为目的，用以下方法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用堆肥等方式培育土壤，在播种或插秧前，至少两年以上不使用禁用

的农药和化肥 

○根据土壤性质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 

○尽量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危害 

○不使用基因重组技术 

有机畜禽产品是指 

以维持促进农业的自然循环功能为目的，用以下方法生产出

来的畜禽产品 

○使用的饲料应在尽量降低对环境产生危害的前提下生产出

来的 

○避免使用动物用药品 

○用配合动物生理学、行为学要求培育出的家畜、家禽进行

生产 
有机加工食品是指 

在制造和加工过程中，以保持原材料的有机特性为目的，

用以下方法生产出来的加工食品 

○使用利用物理性或生物性能的加工方法 

○避免使用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及药剂 

○除水和盐之外，原材料的 95%以上都要使用有机农产品、

有机畜禽产品、有机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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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厚生劳动省还对特定的与健康有关的成分进行了规定。例如：对于纤维、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如果用了“富含”或“包含”等词语，规定必须要符合厚生劳动省的最

小含量标准。对于热量、脂肪、饱和脂肪酸、糖、钠等成分，如果用了“低于”或“没有”

等词语，必须符合厚生劳动省的最大含量标准。为了特定健康用途（FOSHU）的食品是指那

些添加了某种具有特别功能的成分的食品。为了证明具有特别的健康效用（例如，降低胆固

醇），厚生劳动省必须进行审查和核实。国外产品若证明产品的特定健康用途，需向厚生劳

动省的食品安全部门咨询并递交申请。国内营养机构将对产品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通过，厚

生劳动省会通知申请者。 

2.1.3.5原产地标签 

自 2000年 12月起，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食品都必须标注原产地。关于食品原产地标签

要求，根据日本《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的规定： 

此次ＪＡＳ修改后，标记制度的内容更繁杂，实施的对象范围更广泛，尤其是从 2001

年４月１日起，该法规认证、标识管理要求适用于一切加工食品，日本产的要标明养殖区域

或水域名称，进口的要标明原产国名和生产区域名称。自 2002年 4 月 1日起，日本政府要

求在日本市场所有出售的农产品、水产品和畜产品都必须清楚地表明原产地。2004年 4月，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加工食品的质量标签标准做出修正；扩大须标明原产地的加工食品范围；

对无义务标明原产地的加工食品，规定须有防止对原产地产生误导性的标示。 

日本还经常对水产品品质和原产地标识进行检查，甚至对标识为“国产”的鳗鱼加工品

进行 DNA分析，并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检查结果。由于日本政府长期提倡食用国产食品，且日

本媒体经常渲染中国农产品药残超标，误导消费者产生食用中国农产品不安全的错误印象，

因而上述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造成极大障碍。我国应对此表示关注。 

2.1.3.6其它标签 

绿色产品标志，日本的《生态标志》（ECO MARK）： 

日本批使用生态标志的产品达 63类 2300多种。许多国家推行生态标志，生态标志已为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所了解。如日本的民意调查表明，53%的消费者知道生态标志； 

2.1.3.7质量标签 

日本修订并向 WTO 通报包括果蔬汁、胡萝卜汁、碳酸饮料三种饮料的质量标签标准，提

出新的标签标示要求。该标准要求生产商分别按三种饮料的质量标签标准进行标示，标示方

法包括对产品名称、配料、印刷瓶类容器的标示。 

2.1.3.8PSE标志——日本产品安全标志 

日本的 DENTORL法（电器装置和材料控制法）规定，498种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必须通过

安全认证。其中，165种 A类产品应取得 T-MARK认证，333种 B类产品应取得 S-MARK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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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1年 4月 1日起 “电气产品控制法(DENTORL)”正式更名为“电气产品安全法(DENAN)”

有别于以往的法规体系的协定性规定的控制，新的体系将由非官方的机构来保证产品的安全

性。原来的 T标志和其他标志也不再使用，而且还加强了对进口商的惩罚措施。 

2.1.4 包装回收制度 

日本是个资源节约型国家，在实施包装废弃物回收上更是不遗余力。1991 年，日本政

府就颁布了 4项回收商品目录法规，囊括 200多种商品，在产品包装方面要求更为严格，有

近千种商品的包装规定了回收要求，许多日本厂商已停止生产非环保产品。 

主要体现在日本对包装废弃物回收的法律调控：日本通商产业省公布了一套有关产品包

装的建议，内容涉及消费品包装废弃物的处理方法，减少废弃物数量及鼓励循环再造等。建

议提出如出售有污染环境的包装盛装商品时，应向顾客收押金，待顾客消费商品后把包装交

回商店再退押金。为了配合这套建议，日本百货业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节省能源

和资源的途径并与供应商和包装商紧密合作。该委员会还定出两套百货业商品包装标准，每

套标准的环保重点是：包装原料或容器必须不危害人体健康，应尽量少用废弃后难降解的包

装材料，尽量缩小包装的体积；容器内的空间不应超过产品体积的两成，委员会主张采用最

简单的包装方式，甚至要求零包装，尽量避免采用废弃后难以处理的包装材料。近几年来，

日本相继规定了《容器包装法》、《家用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 

2.1.5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 

从整体上看日本的法律，和循环经济相关的众多法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日本

从 1970年制定废弃物处理法，直至 2003年 3月制定了促进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先

后颁布和修订了 8部综合性法律和个别再生法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为

建设循环型社会提供了法律保障。 

日本促进循环型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 3个层次：l部基本法，即《循环型社会

形成推进基本法》；2 部综合性法律，分别是《废弃物管理与公共清洁法》和《资源有效利

用促进法》；6 部专门法，分别是《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

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 

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废物再生利用，1995 年颁布了《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

用法》。1997年 4月起施行，是最先实行的具体的资源循环法律。该法明确“容器包装生产

企业负有对用毕废物回收利用和处置的义务，费用加入售价”。该法的目的是要求建立容器

与包装回收体系，涉及到不同主体承担不同的责任：对玻璃瓶、PET瓶、纸制品、塑料包装

制品等回收制定了具体条款。 

1993 年，日本推出《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7 年又公布《包装容器回收法》，有关

行业也成立环保组织，制定了规章条例，例如 1993 年日本机电工业协会推出的包装容器回

收标识就很有意义，该标识象征了地球有如“掌上明珠”般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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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韩国 

2.2.1概况 

韩国颁布的与包装相关的重要法规包括：《食品卫生法》、《农产品原产地标明要领修订

案》、《资源保护和再生利用法》、《器具及容器包装标准规格》、《木质包装材料检疫要求》等。 

2.2.2包装制度 

2.2.2.1 食品包装 

韩国对食品医药品的检查，由保健福祉部的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地方食品医药品安全厅、

国立检疫所依据《食品卫生法》和《药事法》执行。食品的检查根据《食品卫生法》对容器

是否适当，性能说明是否夸张和虚假标志，是否有过分包装，韩文标示是否符合要求等实施

检查。 

韩国近期修订食品卫生执行法规：韩国卫生福利部发布了关于《食品卫生执行法规》的

修订草案。修订案覆盖的产品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容器等。 

韩国禁止使用含有乙基已基胺的食品包装用保鲜膜：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修订了《器

具及容器包装标准规格》，规定从 2005年 4月起全面禁止含有乙基己基胺（DEHA）保鲜膜的

使用。考虑到乙基已基胺(DEHA)可能损害人的内分泌系统，严禁使用含有乙基已基胺(DEHA)

的食品包装保鲜膜，目前，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已要求国内企业采用替代原材料生产食品

包装保鲜膜。同时，该规定也适用于进口商品。该标准一旦实施，将影响我国部分食品包装

膜对韩国的出口，我国企业宜及早应对，未雨绸缪。 

2.2.2.2 木质包装 

韩国《植物防疫法》中对木质包装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 9条规定：凡进入植物（含

容器及包装）及明令禁止的品种，必须及时向国立植物检疫机构申报并接受检查。该法第 6

条第 1款规定，进口的植物等必须附带有出口国政府机构发给的、标明经检查没有携带有关

病害虫的检查证明书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由签发机构或检察官直接署名、盖章），否

则不得进口。该法第 7 条规定下列植物禁止进口：经病害虫分析、判断，进入国内将对国内

植物造成危害的病害中分布地区出产的植物或经由该地区的植物；有害动物及有害植物；泥

土及附着泥土的植物；上述植物的容器及包装物。 

韩国公布了新的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条件。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于 2003年 7月 10

日发布木质包装材料检疫要求草案，要求进口来自所有国家的木质包装必须按照 ISPM15 或

韩国国家植物检疫局批准的方式进行处理及认证。从 2004年 6月 1日开始，韩国开始实施

新的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规定。对所有种类未加工木质包装，如木托盘、木板箱、垫木和

木质填塞块等，必须依照国际标准 ISPM No.15规定进行热处理或 MB熏蒸。并在每件木材包

装两面，添加消毒处理标识。并于 2005年 6月 1 日起完全实施。自该日期后将随机选择集

装箱查验木质包装是否符合 ISPM15，不符合 ISPM15的木包装将被直接进行检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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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对来自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葡萄牙的针叶木质包

装，只认可热处理方式（要求木材中心温度至少 56℃持续 30 分钟），否则作拒绝入境、退

运或销毁等处理。 

2.2.2.3 过度包装 

在韩国，过度包装属违法行为。为了落实药品包装比率和层数的限制，韩国政府有三大

措施用来规范厂商：一是检查包装；二是奖励标示；三是对违反包装标准的罚款处理，最高

会被罚款 300万韩元。过度包装的规定主要是对包装空间的比率、包装材质、包装层数等的

规定。 

2.2.3标签制度 

2.2.3.1 食品标签 

食品企业出口食品到韩国时在标签方面应注意以下方面： 

1、2013 年 10 月 9 日，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公布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提出对食品标签标准做出以下修订以放宽食品标签限制促进公众健

康： 

－要求食品接触器具和容器粘贴标签以便明显区分食品接触设备和非分食品接触设备； 

－修订现有术语“辐照食品”，声明为“使用特殊类型的辐射，处理方法及其用途”； 

－删除 2013年 6月 12日生效的作为促进环境友好型农业和渔业及管理和支持有机食品法规

的食品标签标准中的有机食品标签规定； 

－修订“易开盖食品罐”的消费者安全警告声明； 

－加大高咖啡因含量食品标签和警告标签最小字体（有效期和保持期）。 

2、《转基因食品标识基准》 

以转基因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食品,必须标明“基因重组食品”，即使只使用一种转基

因原料也必须标明；对使用转基因农产品为原料，在最终产品中含有基因重组的 DNA 或含

有外来蛋白质的食品，必须标明“基因重组食品”或“含有某种基因重组的 DNA 食品”。 

适用于韩国国内食品及进口食品；立即制作、加工并销售的食品可以豁免标注；对字体

字号、标注位置有严格规定；将内容物按所占比例由大到小标示明确；对有机食品的材料、

加工方式、管理有明确要求，如不能使用辐射原料等；进口食品必须附有韩文标签。 

3、要求标注原产国；茶、饮料、特殊营养食品、健康补充食品等应标注食品类型；以日消

耗 2000 大卡的膳食为基础制定的营养素日值；要求标注除添加的水分之外的五种以上成分

或配料的含量；对容器包装材料有标示要求；对辐照食品（使用特殊类型的辐射，处理方法

及其用途）、饮料酒、含苯丙氨酸的食品、易腐食品等应有警示性标注内容；使用的通用名

称需要向主管当局通报并通过；不允许加贴附签；要求注明《食品准则与标准》中规定的主

要成分，然后按质量降序列出其他四种或四种以上的成分；固液两相时要求标注净含量及沥

干物质量；要求标注制造商、进口商和经销商；要求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保质期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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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日期；易腐食品、需烹调或加热食用的产品以及冷冻食品需标注贮藏指南；冷冻食品需

标注食用方法；要求标注辐照食品，辐照源只能是钴；有机农产品经国家认证机构认证方可

标注，标注方式按有机农产品占有机食品的比例分为“100%有机食品”、“有机食品”、“近似

有机食品”、“部分有机食品”；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３%时要求标注“转基因产品”、“含有

转基因食品”、“可能含有转基因产品”；营养标签用于特殊营养作用和营养补充食品、宣称

有营养价值的食品、标明有营养物质的食品；要求标注以韩国（20-29 岁男子）为基础的推

荐营养素标准值（RDA）；标签上标注的数值有修订到某一接近值的规定；营养素检测方法

为韩国食品法规官方方法；营养素水平声称有以下五种“的来源”、“高”“低”、“无”、“富

含”；除健康补充食品和用于特殊营养用途的食品外，不得使用营养功能声称，不得进行健

康声称。 

2.2.3.2 原产地标签 

韩国农林部公开发表了《农产品原产地标明要领修订案》。根据该修订案，必须标明原

产地的农产品从 145种增至 160种，加工食品从 121种增加到 209种。新增的必须标明原产

地的农产品包括：白菜、萝卜、洋白菜、葱、甜瓜、西瓜、草莓、桃子、李子、柿饼、桑黄

蘑菇、姬松茸、冬虫夏草、樟脑、蜂胶等 15 种。其中，白菜、萝卜、洋白菜、葱 4个种类

只限于包装的产品，堆在折扣卖场或市场柜台上销售的白菜或萝卜可以不用标明原产地。此

前，这些农产品没有义务标明产地，只有部分销售者主动标明一些有特色的著名产品，如全

罗北道高敞郡西瓜、庆尚北道星州郡甜瓜等。 

按照上述《修订案》，加工食品中新增的原产地标明对象包括，面包、咖喱、橄榄油、

冷面、唐面、辣椒面、包装油炸食品、盒饭等。目前，面包中必须标明原产地的只有主食面

包。但是，考虑到加工食品重新包装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将原产地义务标明实行日期推迟 1

年。《修订案》同时还增加了相关措施，使加工食品中全部利用韩国产原料生产的产品和部

分利用韩国产原料生产的产品得以区分。例如，目前在韩国市场上销售的泡菜中，虽然使用

了中国产调料制作，但却只简单地标明“白菜（韩国产）”，按照新规则，如果制作泡菜使用

的所有原料都是韩国产产品，那么要标明“原料原产地：韩国产”。而像“白菜（韩国产）”

那样，只标明部分原料的原产地的泡菜很有可能使用了外国产原料。韩国政府还强制要求市

场上销售的甜瓜、西瓜、面包、咖喱以及包装好的萝卜和白菜等食品必须标明原产地。另外，

在加工食品中，全部利用韩国产原料生产的产品和部分利用韩国产原料生产的产品也必须标

明原产地，以便容易区分。如果没有标明必须义务标明的原产地，将被罚 1000 万韩元以下

的违约金。 

《修订案》还明确，从国外进口种子在韩国内栽培后得以改良的冬虫夏草和蘑菇可标为

韩国产，而进口中国产泡菜后进一步加些调料的泡菜的原产地则必须标明是中国产。 

2.2.4包装回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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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起，韩国将“废弃物预付金制度” 改为“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

排污改为废弃资源的再利用。韩国政府制定的“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规定，包括纸袋、塑

料包装材料、金属罐头盒、玻璃瓶在内的 18种废旧产品须由生产单位负责回收和循环利用。

2004年和 2005年，食品盒、方便面泡沫塑料碗、合成树脂、外包装材料等先后实施《废弃

物再利用责任制》。如果生产者回收和循环利用的废旧产品达不到一定比例，政府将对相关

企业处以罚款，罚款比例是回收处理费的 1.15倍至 1.3倍。例如，空瓶的回收比例必须达

到 80%以上。“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对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促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起到了

积极作用。 

2.3澳大利亚 

2.3.1概况 

澳大利亚与包装相关的法规体系很复杂。颁布的与包装相关的重要法规包括：《澳洲新西兰

食品包装法》《新南威尔士废弃物法规》等。 

2.3.2包装制度 

2.3.2.1 食品包装 

澳大利亚食品安全标准由“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管理局”负责制定，根据其食品

安全法规定，符合美国 21CFR Parts170—199和欧盟 EEC(主要是 89／109／EEC和 2002／72

／EEC)规定的材料即可在澳大利亚使用，如：澳大利亚食品安全法 1.4.3章节对 PVC中单体

的迁移量规定为不得超过 0.01mg／kg。 

2.3.2.2 水果包装 

重视水果包装：在澳大利亚，各种水果的包装，要依据不同水果果型、果皮的特点来设

计；另外，对于较名贵珍稀的水果须进行特殊包装。 

澳大利亚水果包装箱的尺寸，不但适合水果的盛装、适合托盘的排列，还利于集装箱的

运输。此外，还注意水果的采摘和根据水果生理的特性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水果受到不必

要的伤害。 

2.3.2.3 木质包装 

自 2004年 9月 1 日起，澳大利亚规定硬木包装进口除了要符合其它检疫标准外，还必

须满足裸皮上标有“进行溴甲烷熏蒸及热处理后使用”标记的要求。近年来类似这样苛刻的

包装要求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构成了阻碍。 

根据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指南（ISPM 15），澳大利亚在 2005 年已经接受了集

装箱货物的木质包装。澳大利亚已于 2005年扩大了 ISPM 15的批准范畴，包括用于空运及

散装货物，以包括向澳大利亚出口的所有木质包装材料及垫料。对于无法符合 ISPM15 要求

的国家，澳大利亚将只接受符合现行 AQIS 有关集装箱货物要求的包装。如木材不符合散装

及空运货物的木包装条件，则要被处理、销毁或再出口。此外，无论采用何种运输方式，对

任何进口木包装材料及/或垫料不再进行检验。除 ISPM15之外，澳大利亚仍保持以下现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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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去皮；每立方米用 48克溴甲烷熏蒸 24小时(非 16 小时)，熏蒸时木材最小刨面的直径

不超过 200 mm。澳大利亚将根据对 ISPM 15 标准中溴甲烷熏蒸处理的国际审核结果，重新

评估所要求的 24小时处理时间。该规定生效日期为 2006年 1月 6日。 

2.3.2.4 绿色包装 

由于过度包装和包装废弃物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

一股绿色包装的浪潮。绿色包装的概念也得到了澳大利亚纸箱生产和其他包装生产企业的广

泛认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因包装中的病虫、细菌、微生物等造成的危害，澳大利亚

对包装物做作出严格限定：禁止使用稻草捆扎商品或作为包装的填充材料。一般认为，绿色

包装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能循环复用和再生利用或降解腐化，可促进持续发展

的包装。绿色包装虽然是顺应人民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但绿色包装在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

市场自发实现；而且，绿色包装愈来愈成为绿色壁垒的重要方向，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愈来愈

重要的影响。 

2.3.3标签制度 

2.3.3.1 食品标签 

澳大利亚规定进口食品必须贴标签：澳大利亚所有食品都必须贴有英文标签。进口食品

的标签必须注明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以确保退货渠道通畅。政府须规定进口食品贴上标有

原产地或明确标明为进口食品的标签。每个州都有责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关于食品标准编码

的条例。其中对零售和餐饮用的食品标签都有专门的要求。 

食品企业出口食品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时在标签方面应注意以下方面： 

要求标注批次；为保护消费者健康、防止误导和欺诈进行的必要说明和警示，包括乳制

品必须以３mm的字体载主要展示面板上标注“不能完全替代婴幼儿食品”、可能的致敏成分、

“过量食用可能产生通便影响”等；规定了“含猪肉成分的食品需作特别说明”；食品名称

的命名应符合食品条例-1984 第 4 条和 13 条，还对名称的格式及标注位置有要求；复合配

料在成品中所占份额大于 25%时要标注复合配料成分表；复合配料表应以降序排列，加工用

水必须标出。内容物净值不得低于标签的标示值；要求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期；面

包类制品应标明“焙烤日期”。要求用“Best before…”“Use by…”；某些食品需要标注食

用方法；对运动食品、婴幼儿食品、膳食补充剂等有其他要求；辐照食品需经卫生大臣许可

并要求标注，非零售的辐照食品必须标明“辐照剂量”“辐照设施”“辐照日期”；营养标签

要求标注 RDI/NRV值；标注的数值不大于三位有效数字；对营养素含量的声称有“的来源”、

“高”、“低”、“无”四种表述方式；不允许营养素功能声称，不允许健康声称。 

目前，澳大利亚对中国食品发出裁决令的理由有：从中国进口食品的标签不符合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的规定，未标明食品中含有人造糖精添加物，或者黄曲霉素、农药、兽

药残余物超标等等。 

2.3.3.2 转基因食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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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委员会出台了新的食品进口管理规定公告，对转

基因食品要求加注标签说明并公布了过渡安排办法，对食物营养成分标识中碳水化合物的计

算方法也有一些小的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公告又规定，自 2001年 12月 7日起，所有包含转基因改造的食品必须在其外包装上标

明，对于无包装的散装食品，需在食品旁边进行标注。 

公告还要求，2002年 12月前，所有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明营养成分，如热量、蛋白质、

脂肪总量、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糖及盐等。 

澳大利亚对生物技术食品实施了苛刻的批准制度和标签制度。使用生物技术的进口食品

只有在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批准，并且明列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

中后方可销售。此外，澳大利亚联合食品规范体系已于 2001年 12月制定了对使用生物技术

生产的特定食品要求强制标签的规定。这些生物技术食品的标签规定对制造商、包装企业、

进口商和零售商，尤其是出口商带来了诸多的额外负担。 

2.3.3.3 食品营养标签 

为保证消费者有足够的食品信息来源，内容更全面的食品营养标签法规最近被编入了澳

大利亚食品标准法典。在新的法规中，食品标签的要求更高，涉及面更广。例如，对花粉和

某些药品有无过敏反应、规定的营养品以及成分的百分比，都要在标签上表现出来。消费者

对所吃食品的成分和营养价值这些重要信息都能够了解。 

根据新法规，在食品包装的标签上都要显示营养资料，列出能量、蛋白质、脂肪、饱和

脂肪、碳水化合物、糖、钠等。其标签版面信息还包括包装内食品的食用方法、每次使用的

食品平均数量和食品的单位数量。法规要求在标签上说明食品的营养价值，包括能量、碳水

化合物、淀粉、蛋白质、氨基酸、脂肪、胆固醇、脂肪酸、定量纤维、盐、维生素和矿物质

等方面的推断结果。 

对营养标签来说，生物上有活力的物质是指不同于传统认识上的营养品物质，它与健康

效果有关，例如植物固醇和抗氧化剂。这些物质的数量必须像规定营养品一样显示在标签信

息版面上。“加糖”、“不加糖”、“不甜”、“加盐”等词语也要写入营养标签。在新的标签规

定里，标签信息版面上的营养成分也要考虑到营养要求。 

2.3.3.4 原产地标签 

食品原产地。标签必须标明食品生产的国家。如果海外制造商的地址及国家名称已有，

就无须再标明原产地。 

2.3.3.5 包装回收制度 

澳大利亚 1991 年出版《国家包装指南》一书，该书由政府召集工业、消费和环保部门

代表联合编写。此外，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昆士兰州于 1994年的 5 月颁布了《废弃物管

理战略》(草案)，该草案对国家重要的政府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确立无论是企业还是

消费者，都该对废弃物的处理负责。草案重点强调了再生材料市场的发展，为配合行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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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一切阻碍回收材料再利用的障碍。该州有 60%的居民参与了废弃物的回收系统工程，从

而为 300多万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把这个州列为典范，用以推

动全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2.4新西兰 

2.4.1概况 

新西兰颁布的与包装相关的重要法规包括：《新西兰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新西兰

2004包装协议》等。 

2.4.2包装制度 

2.4.2.1 食品包装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在食品包装方面采用相同的法规，请参照澳大利亚食品包装制度。 

2.4.2.2 木质包装 

新西兰入境木质包装材料须进行检验。经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的标识应按照 ISPMl5 规

定加贴。新西兰进口木质包装材料的具体卫生要求是：无管制性有害生物、无外来物质(即

树叶、土壤)、去皮、按规定进行处理、按规定进行鉴定；官方联系点：新西兰农林部；木

质包装材料的具体进口要求： 1.具体要求：进口的木质包装材料必须是：无限定性有害生

物、无外来物质（即树叶、土壤）、去皮、按规定进行处理、按规定进行鉴定。2.处理要求。

木质包装必须依据 ISPM15设定的标准进行处理。3.证书要求。（1）依据 ISPM15 处理后的木

质包装必须按规定进行标识。（2）用其他方法处理的木质包装必须附有植物卫生证书，并注

明详细的处理细节或附有由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签注的处理证书；到达新西兰后的要求。依据

这一标准，进口商将支付生物安全法规 2003 指定的与检验、生物体鉴定、货物审查有关的

一切费用。如果需要实施其他任何处理，费用也要由进口商支付。 

在新西兰有关规定里下列包装材料严禁使用：泥土、泥炭、干草、秸秆、青草、谷壳、

稻壳、未加工的、青的或被污染的地衣、旧布袋或旧麻袋(包括黄麻)，(上述受污染后的包

装材料)、任何与动物和泥土接触过的材料或产出的农产废品。以前要求的包装声明，自 1982

年“海关发票”废除后，已不再需要。采用集装箱运输，里面货物的包装同样须注意上述规

定。此外集装箱本身也应遵守卫生规定。 

2.4.3标签制度 

2.4.3.1 食品标签 

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台食品进口管理新规定。新公告中规定，自 2001年 12月 7日起，

所有包含转基因改造的食品必须在其外包装上标明，对于无包装的散装食品，需在食品旁边

进行标注。对于那些在 2001年 12月 7日前已摆上货架的商品，不是禁止销售，而是给予最

长 12 个月的过渡期安排。公告还要求，2002 年 12 月前，所有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明营养成

分，如热量、蛋白质、脂肪总量、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糖及盐等。 

2.4.3.2 生物技术食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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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对生物技术食品实施了严格的批准制度和标签制度。在新西兰，使用生物技术的

进口食品必须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的代表机构，即新西兰食品安全局评估和批准

后方可销售。新西兰于 1999 年通过了使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强制性标准，它禁止销售使

用基因技术的食品，除非该食品得到了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评定，并且列明在食品标准法典中。

对使用基因技术生产的食品实行强制标签制度已于 2001年 12月生效。这些生物技术食品的

标签规定对制造商、包装企业、进口商和零售商、尤其是出口商，带来了很多的负担。新西

兰零售商也因为这样的规定，销售生物技术食品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从而对此类产品的进

口产生了消极影响。 

2.4.3.3 原产地标签 

商品生产国标记：没有任何标记或标签的商品，以及该标签或标记不会引起产地误解的

商品，不需注明原产地。但禁止进口该标记因没有同时注明原产地名称而可能引起产地误解

的外国制造商品。新西兰为马德里协定成员国。原则上反对可能在流通过程中引起产地误解

的商品说明。 

服装(包括袜子和手套)、鞋类、干电池等商品须始终标明原产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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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关于包装的法律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的有关包装和关联

包装的法规、法令。本章介绍的内容是目标国向国际社会（WTO 成员国）公开的包装（危

险品包装除外）和标签标记等以法律的形式提出的强制性要求和措施，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

说，是不可回避的市场准入的门槛。 

本章根据目标国对包装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出口商品包装的参考性的建议。附录给出了

七项日本和韩国包装和与包装相关联的法令、三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装法令。 

导言 

按 WTO 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协议，以法律的形式提出的强制性要求——基本要求，仅允

许规定产品涉及公共利益的要求，其中包括指定物种和人的生命、环境安全、消费者利益和

能源消耗。包装作为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消费者利益顺理成章的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 

TBT 的宗旨是为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以及

标签标志制度等技术要求方面开展国际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

垒。无论从 WTO 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论，还是就企业的自身利益而言，目标国的

相关法律，贸易惯例、商业规则和消费者的习惯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了解掌握，并以此作

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 

基于本指南的预期目标，本章给出了目标国的包装法律及其形式和涉及一般商品和大类

商品的包装和标签标记的法规法令。目标国法规法令有关基本要求的细则和数据详见本指南

第四章和第五章。 

1. 目标国的包装法律及其形式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针对包装和关联包装的法律分为国家法令（Act）和政

府法规（Regulation）。国家法令规定了包装和关联包装的法律框架、目标、定义、基本政策、

企业和消费者的责任、政府的职责、实施人、实施程序、免责、惩罚和量刑。如：日本食品

卫生法（Food Sanitation Law in Japan）设备和容器/包装（Apparatus and Containers/Packages）、

韩国《节约资源促进再利用法》、澳大利亚《国家包装公约》（National Packaging Covenant）、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Food Standards Code Australia/New Zealand）等。同时，

国家法令（Act）确立了法规（Regulation）应包含的技术内容。政府法规是依据国家法律和

为法律的实施而制订的强制性技术文件，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出详细的技术性条款。

如：日本《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韩国《关于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

疫》、新西兰《2004 包装协议》（NEW ZEALAND/PACKAGING ACCORD 2004）等。对于

我国的企业来说，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法规中的技术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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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和韩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有关包装技术法规的制定是相互协调进行

的，并在两国内统一颁布实施。 

本指南重点分析和研究上述四国的包装和标签法令或法规，同时还包括：食品、工业产

品、消费品、家庭用品、农产品、儿童玩具等商品的包装和标签的法律或法规，详细内容在

本指南的第三、四、五章的附录中给出说明。 

2. 日本关于包装的法律 

向日本出口商品的企业应特别关注《食品卫生法》第三章《器具和容器•包装》和《工

业产品进口货物规则》（Handbook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Import regulations）及《消费品进口

规则》（Handbook for Consumer Products Import Regulations）具体的出口还应符合日本食品

法规和日本食品及农产品的进口法规和标准。此外，日本官方正式公布的《植物保护法》、

《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指南、《纺织品、塑料制品、电器、杂项制品标签规定》同样应给

予重视，详见本章和第二章附录。 

2.1 日本《食品卫生法》设备和容器/包装 

（Apparatus and Containers/Packages） 

根据本法，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那些含有或附着在外皮上的有害有毒物质因此

有可能损害人体健康的工具、容器和包装物。 

日本食品卫生法对包装的规定主要阐述在第三章《设备和容器 /包装 Apparatus and 

Containers/Packages》。具体规定如下： 

（商用设备和容器/包装的处理原则） 

第 15 条 

商用设备和容器/包装均应清洁、卫生。 

（禁止有毒、有害设备和容器/包装的销售） 

第 16 条 

任何人不得销售、生产或以销售为目的进口、或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任何含有或带有有毒、

有害物质、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设备和容器/包装，或因接触它们而对食品或食品添加剂造

成有害影响、从而危害人类健康的设备和容器/包装。 

（禁止特定设备和容器/包装的销售、生产或进口等） 

第 17 条 

1. 如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或由特定人员生产的设备和容器/包装，按照第 26 条第 1 至 3

款或第 28 条第 1 款检验后，发现相当的部分属于下列设备和容器/包装，或如果特定的设备

和容器/包装从食品卫生的角度讲特别需要在产地进行控制，或遵守部颁法令规定的其他事

项，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在听取医药事务和食品卫生委员会的意见后可禁止销售、生产、

进口或以销售为目的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下述设备和容器/包装： 

(1)上一条规定的设备和容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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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符合下一条第 1 款中的规范的设备和容器/包装。 

2. 为实施上一款规定的禁止措施，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须提前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

主管进行协商。 

3. 第 8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规定适用于根据第 1 款实施禁止措施的情况。此类情况下，该

条第 3 款中使用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应解释为“设备和容器/包装”。 

（制定设备和容器/包装的规范和标准） 

第 18 条 

1. 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可从公共健康出发，根据医药事务和食品卫生委员会的意见，

为以销售为目的或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设备和容器/包装或其原材料制定规范，或根据医药

事务和食品卫生委员会的意见为设备和容器/包装的生产方法制定标准。 

2. 依据上一款规定制定规范或标准后，任何人不得销售、生产或以销售为目的进口或在商

业中使用任何不符合规范的设备和容器/包装；不得使用任何不符合规范的原材料；不得使

用不符合标准规定的方法生产任何设备和容器/包装。 

（制定标签标准） 

第 19 条 

1. 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可从公共卫生的观念出发，在听取医药事务和食品卫生委员会

的意见后，可以为用于销售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或已按上条第 1 款规定制定了规范或标准

的设备和容器/包装的标签事项制定必要的标准。 

2.任何人不得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展示、或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任何已根据上款规定制定了

标签规范和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设备、容器/包装，除非其使用的标签符合标准规定。 

参考文献：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第 21 条表 3 至表 9。 

（禁止虚假标签等） 

第 20 条 

任何人不得对食品、食品添加剂、设备、容器/包装以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卫生的方式进

行虚假或夸大的标示或广告宣传。 

 

2.2 日本《工业产品进口货物规则》 

（Handbook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Import regulations） 

日本工业产品进口货物规则主要依据《食品卫生法》、《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促进包

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的原则而制定和颁布的。工业产品进口货物规则对包装的

规定主要阐述在第二部分《II-1 塑料容器（食品用）Plastic Containers (for Food)》和第四部

分《IV-2 包装机械 Packaging Machine》。具体规定如下： 

II-1 塑料容器（食品用）Plastic Containers (fo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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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编号 产品名称 相关法规 

3919 食品包装材料 

《食品卫生法》 

《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 

3921 包装膜（食品用） 

《食品卫生法》 

《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 

3923 食品容器 

《食品卫生法》 

《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 

 

进口时的法规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of Import 

食品用塑料容器的进口由《食品卫生法》关于容器和包装物的规定进行规范。 

《食品卫生法》 

本法的宗旨是保护公众免受因消费食品和饮品引起的健康危害，从而有助于改善和提高

公众的健康。 

有意从事进口食品或其他产品的人，每一次进口时，都必须首先向厚生劳动大臣报告。

报告表提交给设在 31 个主要海港和机场的检疫局的食品进口检验办公室。检疫局仔细检疫，

必要时进行抽样检测，以确保食品卫生。 

此外，为了简化食品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程序，除下列主要系统外，通过引入“食品自动

进口报告和检验网络系统”（FAINS）简化并加快进口程序，借助此系统，进口报告可以通

过在线提交或通过进口商终端的塑料软盘提交（1986），简化进口程序的另一个办法是推进

与“日本自动货物结关系统”（NACCS）（1997）的连接。 

根据本法，严禁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那些因含有或附着在外皮上的有害有毒物质从

而有可能损害人体健康的工具、容器和包装物。此外，本法还详尽阐释了“工具、容器和包

装物的标准和规格”，这些标准和规格包括“原材料通用规格”、“按材料划分的原材料规格”、

“生产标准”和“用于牛奶和乳制品的容器和包装物规格”等。关于牛奶和奶制品，厚生劳动省

颁布的公告详尽阐释了“成分标准及生产、配制和储存方式标准”，以及“工具、容器、包装

物和原材料的规格和生产标准”。请注意，彩色食品容器标准被归入“原材料通用规格”中。 

当进口食品及类似产品时，要求进口商提交“食品进口报告”，该报告应提交给结关所在地的

检疫局主管食品的部门。此报告经过审查，而后如有必要对拟进口的产品进行检验，最终，

拟进口食品检验后如果符合《食品卫生法》项下的规定将被获准进口。 

如果进口商预先向检疫局提交一份报告，他们的食品由厚生劳动大臣指定的国内检验组

织或向该大臣注册的任何一家海外检验组织进行了检验，检疫局会将此检验报告与检验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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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检验报告同等看待。由于采用这样的预先检验，进口程序会因卫生检验通过而缩短。自

2004 年 2 月起，国内检验组织由厚生劳动大臣指定的一家公共服务公司改变为经过注册的

私营组织。下图为进口流程。 

 

图 2.1 《食品卫生法》项下的进口流程 

销售时的法规 

（1）《食品卫生法》 

根据本法，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那些含有或附着在外皮上的有害有毒物质因此有可

能损害人体健康的工具、容器和包装物。 

（2）《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本法的宗旨是通过对家庭用品的品质进行适当的标示，从而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目前，共有 90 款家庭用品被认定为需要进行品质标示。 

在本国销售食品容器时，要求经销商在使用任何两种以上原料制作的产品上对产品的品

质进行标示，例如“强化耐热玻璃”和“塑料”这些《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项下规定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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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标示的事项包括“原料种类”和“使用说明书”等；标示要求由“杂品和工业产品质量标签

标准”和“塑料制品质量标签标准”加以阐释。 

标示程序 

（1）法定标示 

A. 《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根据《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塑料制品必须标示的事项包括：塑料的品名、耐热温度、

耐冷温度、容量、使用说明、标示者的地址、电话等。 

B. 塑料容器和包装 

（不包括盛装饮品、酱油和酒的塑料容器和包装） 

 

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开始生效，塑料容器和包装（瓶子、盘

子、包袋等）被指定为必须特别标注、必须使用此标记标注的指定产品，表明该产品是被要

求分类丢弃和分类收集的产品。 

（2）根据法律规定自愿标示 Voluntary Labeling Based on Provisions of Law 

《工业标准化法》：JIS 标记 “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 Law”: JIS Mark 

（3）自愿行业标示规定 Voluntary Industry Labeling Requirements 

除本法规下的强制性标签外，家庭用品可携带特定行业规定的自动品质及安全标签。有

关自动标示事项，请向行业协会查阅核对。详情请咨询： 

日本塑料工业联合会 Japan Plastic Industry Federation 

网址：http://www.jpif.gr.jp/  

A. 优良设计标记（Good Design Mark） 

 

为了通过推出具有优良设计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行业的发展，

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此系统。 

B. JHP 标记（JHP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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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洁 PVC 协会” Japan Hygienic PVC Association (JHP) 主动制定了用于食品容器

和包装、用具及其他产品的聚氯乙稀的行业标准，并将此标记贴在那些达到标准的产品之上。 

C. 自愿标准认证标记 Voluntary Standard Certification Mark 

 

“日本清洁石蜡和苯乙烯塑料协会”Japan Hygienic Olefin and Styrene Plastics Association

制定了用于食品容器、包装和用具的塑料的自动标准，并将此标记贴在那些达到标准的产品

之上。 

D. 通过卫生检验标记 Sanitary Inspection Passed Mark 

 

“日本家用塑料器具生产商联合会”将此标记贴在那些符合（行业）自动卫生标准的家用

塑料制品和用具（餐饮用具、烹饪用具，但不包括漆器）之上。 

E. 通过微波炉容器检验标记 Microwave Oven Container Inspection Passed Mark 

 

“ 日本家用塑料器具生产商联合会 ”Japan Industry Union Plastic House Wares 

Manufactures 制定了用于微波炉的塑料制品的自动品质标准，并将“微波炉容器检验通过标

记”贴在那些符合标准、通过卫生检验的产品之上。此外，为避免错误使用，加强安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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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标示使用当中的缺陷。 

F. 生态标记 Ecology Mark 

 

可以将生态标记贴在那些因具有环保性质而有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之上。（制定）此标

记系统旨在鼓励消费者思考他们的生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帮助他们挑选产品。 

相关主管部门 Authorities Concerned（略） 

IV-2 包装机械 Packaging Machine 

HS 编号 产品名称 相关法规 

8422 内包装机械 

《电器和材料安全法》 

《食品卫生法》 

《工业安全与健康法》 

8422 
外部及 

贴标机 

《电器和材料安全法》 

《工业安全与健康法》 

 

进口时的法规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of Import 

进口包装机械时，《电器和材料安全法》的规定对包装机械来说是强制性规定；《食品卫

生法》中关于“设备”的规定对食品包装机械也具有强制性。 

（1）《电器和材料安全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 

本法的宗旨是，通过引入第三方认证体系确保安全的做法，来规范电器的制造和销售，

从而防止电器引发的危险和故障发生。 

自 1999 年 8 月《电器和材料控制法》更名为《电器和材料安全法》并于 2001 年 4 月开

始生效以来，法规内容作了重大修订，例如废除了“预先控制”内容、以及在认证标准方面引

入了由私营组织进行第三方认证等。 

有意制造或进口电器产品和材料的企业应有义务向经济产业大臣报告（第 3 条），电器

和材料应当按照技术标准制造或进口（第 8 条）。被认为有可能造成危险或引发故障的 112

款电器产品被定义为“特殊电器”（第 2 条，而 338 款其他电器产品被定义为“除特殊电器外

的电器”）。有意制造或进口上述电器和材料的企业，应由测试组织进行或由经济产业大臣批

准进行测试，获取合格证，并保存合格证（第 9 条）。此外，在新法中，所有企业都有义务

遵守技术标准（第 8 条），制作并保存测试记录（第 8 条）和标签（第 10 条）。 

详见附录四 Appendix-IV。 

（2）《食品卫生法》Food Sanit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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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的宗旨是保护公众免受由消费食品和饮品引起的健康危害，从而有助于改善和提高

公众的健康（水准）。 

有意进口食品或其他产品的人，每一次进口时，都必须首先向厚生劳动大臣报告。报告

表提交给设在 31 个主要海港和机场的检疫局的食品检验办公室。检疫局对进口物品进行仔

细检疫，必要时进行抽样检测，以确保食品卫生。 

此外，为了简化食品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程序，除下列主要制度外，通过引入“食品的自

动进口报告和检验网络系统”（FAINS）简化或者加快进口程序，借助此系统，进口报告可

以通过在线提交或通过进口商终端的塑料软盘提交（1986），简化进口程序的另一个办法是

推进与“日本自动货物结关系统”（NACCS）（1997）的连接。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或使用因含有或带有《食品卫生法》规定的有害或有毒物质而被

认定为对人体健康具有危害的设备和容器包装。此外，还制定了“设备和容器包装的规格和

标准”。该标准由若干个规格和标准组成，包括“普通原材料规格”、“按物质划分的原材料规

格”、“制造标准”和“牛奶和乳制品容器包装规格”。 

如果由厚生劳动大臣指定的国内检验代理机构或经过注册登记的外国代理机构进行预

先的自动检验，其结果可视同为检疫局的检验结果，进口程序将得以加快。 

销售时的法规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of Sale 

（1）《食品卫生法》Food Sanitation Law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或使用因含有或附有《食品卫生法》所列有害或有毒物质而被认

定为对人体健康具有危害的设备和容器包装。 

（2）《电器和材料安全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 

为销售除特殊电器设备外的“电器设备”，已登记的贸易商有必要履行其遵守技术标准的义务

和检验义务，并按《经济产业省公告》规定的方法将标签固定在电器设备上。 

（3）《工业安全与健康法》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Law 

本法的主旨是，通过推进综合的和系统的预防工业事故的对策，确实保障现场工作的工

人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建立舒适的工作环境，这些对策包括采取措施制定安全和健康标准、

划清责任和促进主动行为，以防止工业事故的发生。 

本法对那些制造、进口、安装和使用带有操作危险因素的机器的组织提出强制性义务，

其中包括申领生产许可、检验和遵守建筑法典，等。 

作为“防护措施”，对机械工具也有同样的限制，该措施是根据《工业安全与健康法》制

定的一般性机器安全标准。 

标示程序 Labeling Procedures 

（1）法定标示 Legally Required Labelling 

1）《电器和材料安全法》：PSE 标记 

由于 2001 年 4 月《电器和材料控制法》更名为《电器安全法》，随着由政府认证改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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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营部门第三方认证，原来的指定测试代理制度和种类授权已告废除。有意生产或进口电

器和材料的企业应有义务遵守标准和检验（规定），并将（标有 PSE 标记、生产商名称、确

定电压等事项的）标签展示在相应的电器上。 

请参考附录四 Appendix-IV. 

PSE 标记 

 

* 强制规定粘贴在除特殊电器外的电器上的标记 

* 已注册的实体的名称 

* 等级，等（技术标准规定） 

（2）根据法律规定自动标示 Voluntary Labeling Based on Provisions of Law 

《工业标准化法》：JIS 标记 “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 Law”: JIS Mark 

（3）自愿行业标签要求 Voluntary Industry Labeling Requirements 

A.通过标记 Pass Mark 

日本包装机械制造协会“安全促进委员会”制定了劳动安全和卫生标准，以确保包装机器

的安全，检查包装机器是否达到了此标准规定的水平。检查主要包括：1）新的检查、2）更

新检查、3）校正检查和 4）格式证书。检查证书发放给通过了检查的机器，机器上可以展

示一个检查认可印记（“通过标记”PASS 标记）。由于 JIS 标准的改变，安全和卫生标准将于

2004 年 4 月修订。 

B. 安全认证标记 Safety Certification Mark（S Mark） 

自 1999 年 8 月《电器和材料控制法》更名为《电器和材料安全法》并于 2001 年 4 月开

始实施以来，法规内容作了重大修订，例如废除了“预先控制”内容、以及在认证标准方面引

入了由私营组织进行第三方认证等。 

12 个经过注册的认证组织（包括外国组织），例如日本电气安全和环境技术试验室（JET）

和日本质量保证协会（JQA），将对安全测试以及每款产品的品质控制体系的改进予以确认。

印有安全认证标记（S 标记）的标签可以授予经这些组织确认为安全的商品。 

 

S 标记的标签由两个部分组成，上方是日本电气和电子用品及配件安全认证防护委员会

的标记；下方是各个检查组织的标记。 

3. 韩国关于包装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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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韩国出口商品的企业应特别关注韩国《食品卫生法》修订草案《食品接触材料标准和

规范》、韩国《关于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The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on Wood 

Packaging Materials (WPM) of Imported Consignments）和韩国《节约资源促进再利用法》。具

体的出口还应符合韩国食品法规和日本食品及农产品的进口法规和标准。此外，韩国官方正

式公布的食品卫生法《器具及容器·包装的标准及规格》、《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修订案》（见

本章附录），同样应给予重视。 

3.1 韩国食品卫生法（修订草案）《食品接触材料标准和规范》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及容器，根据类别可以大致分为纸类、合成树脂（塑料）类、金属

类（铁、铝）、玻璃类、陶瓷类、木材类、纤维类等。纸类虽然本身没有毒性，但也有可能

被制造过程中的污染物质及保管或流通过程中的微生物影响，发生有害物质。 

所以国内相关法律对纸或纸制品做出了对砒霜、重金属、荧光增白剂、甲醛、焦油色素

及蒸发残留物等的规定。将废纸用于食品包装材料时，作为润滑剂、涂装剂、墨水原料的多

氯联苯(PCBs)有可能转移到体内当中，具有很强的毒性，所以在今年修订的食品标准的包装

材料测试中，做出了限制使用规定。 

氯苯甲醚、甲苯、苯、二恶英、盐酸系列的漂白剂等也被报告为也可以从纸质材料中转

移到体内。 

合成树脂类不仅是用于食品包装比率最高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成分，而且与食品接触直

接接触的比率在所有包装材料及容器成分中最高。所以，所有的国家对合成树脂类卫生法规

都是最为广泛而详细的。合成树脂类本身是高分子物质，没有毒性，但是偶尔会因中和及聚

合过程中的未反应物质，及制造过程中添加的物质，而引发了有害性的讨论。各国都对被认

定为有害的物质，从制度层面上设定和限制了残留许可值，并对被证明安全的物质进行使用

许可。 

合成树脂中最能引起安全性关注的物质是单体、可塑剂、稳定剂和抗氧化剂。根据最近

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从脂肪性食品或高温加热食品包装材料中偶尔

发现许可值以上的有害物质。 

金属类的包装容器中，存在转移问题的是与包装食品产生反应的铅、锡、铁等金属成分

用于包装材料里侧涂料的树脂添加物。 

玻璃类材料中，如果是人造水晶类的产品倍受关注的是铅的析出问题，如果是陶瓷类材

料，那么釉所含有的铅、镉、钡等金属类成份成为了问题。 

3.2 韩国食品卫生法《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及规格》 

（Korea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Utensil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for Food 

Products） 

本法规是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食品添加剂标准处于 2011 年 10 月更新版本，以下是参

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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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食品器具、容器、包装标准与规范 

一、器具、容器、包装通用标准 

1. 器具、容器、包装的结构不得使其内容物易于受到物理污染或化学污染。 

2. 不挥发残留物标准不可适用于食品接触面由食品级物质（例如淀粉、甘油、蜡）组成的

容器或包装。 

3. 器具、容器、包装的食品接触面所用镀层的含铅量不得超过 0.1%。 

4. 制造或维修器具、容器、包装的食品接触面所用金属的含铅量不得超过 0.1%，含锑量不

得超过 5%。 

5. 制造或维修器具、容器、包装所用焊锡的含铅量不得超过 0.1%。 

6. 向食品直接通电流的器具电极不得由铁、铝、铂、钛、不锈钢以外的金属制成。 

7. 制造器具、容器、包装的过程中不得在食品接触面印刷。非食品接触面所用印刷墨必须

充分干燥，而且作为墨水化合物的苯甲酮的迁移不得超过 0.6 毫克/千克。如果是软包装，对

于具有非食品接触面的合成聚合物包装，其作为墨水化合物的甲苯残留不得超过 2 毫克/平

方米。 

8. 合成聚合物器具、容器、包装的铅、钙、汞和六价络（总）含量不得超过 100 毫克/千克。 

二、器具、容器、包装的通用制造标准 

1. 由铜或铜合金制成的器具、容器、包装，其食品接触面必须用锡涂层、银涂层或其他方

式正确处理，以此保证卫生安全。但本身表面光泽或镀层在高温下可去除的材料例外。 

2. 制造器具、容器、包装所用着色剂不得使用许可添加剂以外的物质，着色剂为熔釉、玻

璃、搪瓷的情况例外，另外着色剂不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情况例外。 

3. 制造器具、容器、包装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EHP），除非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不

可能迁移到食品中。 

三、接触食品的器具、容器、包装的使用规范 

1. 制造保鲜膜不得使用己二酸二异辛酯（DEHA），除非己二酸二异辛酯不可能迁移到食品

中。 

2. 制造奶瓶（包括奶嘴）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双酚 A（BPA）。 

3. 奶瓶（玻璃瓶除外）上容量标记间隔应为 10 毫升，除非刻度最低标记难以实现。奶瓶刻

度最高标记及其容差如下表所示（如果刻度最高标记未在下表中显示，则应使用表中指定的

最近值和中间的较大值）。 

【表】奶瓶最高标记和容差（单位：毫升） 

 

 

刻度最大标记 50 100 120 150 200 24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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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差 
玻璃 ±4 ±6.5 ±7 ±8 ±9 ±10 ±10 ±12 

合成聚合物 ±3 ±4 ±4 ±4 ±4 ±5 ±5 ±6 

4. 加热烹调玻璃器皿的使用和抗热震强度（能承受的温差）取决于韩国工业标准（韩国技

术与标准局通知）KS L 2424 的实验，具体如下表。 

【表】烹饪玻璃器皿的使用和抗热震强度（能承受的温差） 

使用 抗热震强度（能承受的温差） 

直接加热 
直接暴露于火苗加热烹调，能承受突然加热和烹调 400°C 或更高 

直接暴露于火苗加热烹调 150°C 或更高 

烤炉加热 不直接暴露于火苗加热烹调 120°C 或更高 

微波炉加热 用微波炉加热烹调 120°C 或更高 

沸水加热 
用于上述目的以外的烹调，能充分承受沸水引起的加

热程度 
120°C 或更高 

四、各材料规范 

1. 合成聚合物 

1-1 聚氯乙烯（PVC） 

A. 定义 

聚氯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有含有超过 50%的氯乙烯。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氯乙烯：不超过 1.0 毫克/千克 

（2）二丁基锡化合物：不超过 50 毫克/千克（以二月桂酸二丁基锡的形式）（as dibutyltin 

dichloride） 

（3）磷酸甲酚酯类：不超过 1,000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则不超过 150） 

（4）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不超过 0.3 毫克/升 

（5）苄基正丁基邻苯二甲酸酯：不超过 30 毫克/升 

（6）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不超过 1.5 毫克/升 

（7）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不超过 5 毫克/升 

（8）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不超过 9 毫克/升 

（9）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不超过 9 毫克/升 

（10）己二酸二（2-乙基己）酯：不超过 18 毫克/升 

1-2 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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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义 

聚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乙烯。聚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丙烯。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而且使用温度不超

过 100℃，则不超过 150） 

（4）1-己烯：不超过 3 毫克/升（仅适用于聚乙烯） 

（5）1-辛烯：不超过 15 毫克/升（仅适用于聚丙烯） 

1-3 聚苯乙烯（PS） 

A. 定义 

聚苯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苯乙烯或 α-甲基苯乙烯，而且包括泡沫聚苯乙烯。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正丙苯的总和）：不超过 5,000 毫克

/千克（但对于泡沫聚苯乙烯用于沸水的情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量不得超过 2,000 毫克

/千克，而且全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中的苯乙烯和乙苯分别不得超过 1,000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则不超过 240 毫克/

升） 

1-4 聚偏二氯乙烯（PVDC） 

A. 定义 

聚偏二氯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偏二氯乙烯。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偏二氯乙烯：不超过 6.0 毫克/千克 

（2）钡：不超过 100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5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 

A. 定义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对苯二酸或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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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锑：不超过 0.04 毫克/升 

（5）锗：不超过 0.1 毫克/升 

（6）对苯二甲酸：不超过 7.5 毫克/升 

（7）间苯二甲酸：不超过 5.0 毫克/升 

1-6 酚醛树脂（PF） 

A. 定义 

酚醛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苯酚和甲醛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3）苯酚：不超过 5 毫克/升 

（4）甲醛：不超过 4.0 毫克/升 

1-7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MF） 

A. 定义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三聚氰胺和甲醛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3）苯酚：不超过 5 毫克/升 

（4）甲醛：不超过 4.0 毫克/升 

（5）三聚氰胺：不超过 30 毫克/升 

1-8 脲醛树脂（UF） 

A. 定义 

脲醛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尿素和甲醛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3）苯酚：不超过 5 毫克/升 

（4）甲醛：不超过 4.0 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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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聚缩醛 

A. 定义 

聚缩醛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甲醛和三聚甲醛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甲醛：不超过 4.0 毫克/升 

1-10 丙烯酸树脂 

A. 定义 

丙烯酸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丙烯酸、甲基丙烯酸或甲基丙烯酸甲酯等。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异丁烯酸甲酯：不超过 6 毫克/升（仅针对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异丁烯酸甲酯

的合成聚合物） 

1-11 聚酰胺（PA） 

A. 定义 

聚酰胺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内酰胺、氨基羧酸酯（amino carboxylate）或与二

（元）胺发生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己内酰胺：不超过 15 毫克/升 

（5）4,4'-二氨基二苯甲烷：不超过 0.01 毫克/升 

（6）乙（撑）二胺：不超过 12 毫克/升 

（7）己二胺：不超过 2.4 毫克/升 

（8）十二内酰胺：不超过 5 毫克/升 

1-12 聚甲基戊烯（PMP） 

A. 定义 

聚甲基戊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甲基戊烯。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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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则不超过 120） 

（4）4-甲基-1-戊烯：不超过 0.05 毫克/升 

1-13 聚硫酸酯（PC） 

A. 定义 

聚硫酸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双酚 A 与碳酸二苯酯或碳酰氯反应生成的聚合

物。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胺（三乙胺和三丁胺的总和）：不超过 1.0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双酚 A（苯酚、双酚 A 和对叔丁基酚的总和）：不超过 2.5 毫克/升（但双酚 A 的迁移

规范不超过 0.6） 

（5）碳酸二苯酯：不超过 0.05 毫克/升 

1-14 聚乙烯醇（PVA） 

A. 定义 

聚乙烯醇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乙烯醇。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乙酸乙烯酯：不超过 12 毫克/升 

1-15 聚亚胺酯（PU） 

A. 定义 

聚亚胺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异氰酸酯和多元醇。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异氰酸酯：不超过 0.1 毫克/升 

（5）4,4'-二氨基二苯甲烷：不少于 0.01 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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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聚 1-丁烯（PB-1） 

A. 定义 

聚 1-丁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包含超过 50%的 1-丁烯。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而且使用温度低于

100℃，则不超过 15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而且使用温度高于 100℃，则

不超过 120 毫克/升） 

1-17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ABS）和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S） 

A. 定义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在原料聚合物中包含超过 60%的由苯乙烯（包括 α-甲

基苯乙烯）和丙烯腈组成的共聚物以及聚丁橡胶。 

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在原料聚合物中包含超过 50%的苯乙烯（包括 α-甲基苯乙烯）加上丙

烯腈共聚物。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正丙苯的总和）：不超过 5,000 毫

克/千克 

（2）1-3-丁二烯：不超过 1 毫克/千克（仅针对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则不超过 240） 

（4）丙烯腈：不超过 0.02 毫克/升 

1-18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MS） 

A. 定义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在原料聚合物中分别含有超过 20%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苯乙烯

（包括 α-甲基苯乙烯），而且其中两种化学物的总和超过 60%。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正丙苯的总和）：不超过 5,000 毫

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45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如果正庚烷用作食品模拟物，则不超过 240） 

（4）甲基丙烯酸甲酯：不超过 6 毫克/升 

1-19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 

A. 定义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对苯二酸或对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与丁二醇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对苯二甲酸：不超过 7.5 毫克/升 

（5）间苯二甲酸：不超过 5.0 毫克/升 

（6）1,4-丁二醇：不超过 5.0 毫克/升 

1-20 聚芳砜（PASF） 

A. 定义 

聚芳砜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 4,4'-二氯二苯砜和双酚 A 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双酚 A（苯酚、双酚 A 和对叔丁基酚的总和）：不超过 2.5 毫克/升（但双酚 A 的迁移

规范不超过 0.6 

（5）4,4'-二氯二苯砜：不超过 0.05 毫克/升 

1-21 聚芳酯（PAR） 

A. 定义 

聚芳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对苯二酸或异钛酸与双酚 A 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对苯二甲酸：不超过 7.5 毫克/升 

（5）间苯二甲酸：不超过 5.0 毫克/升 

（6）双酚 A（苯酚、双酚 A 和对叔丁基酚的总和）：不超过 2.5 毫克/升（但双酚 A 的迁移

规范不超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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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端羟基超支化聚酯（HBP） 

A. 定义 

端羟基超支化聚酯（Hydroxybutyl polyester）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羟基甲苯酸、

芳香族碳酸氢酯（aromatic dicarbonate）和芳香族二醇组成的共聚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23 聚丙烯腈（PAN） 

A. 定义 

聚丙烯腈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丙烯腈。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丙烯腈：不超过 0.02 毫克/升 

1-24 碳氟树脂（FR） 

A. 定义 

碳氟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含氟单体。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25 聚苯醚（PPE） 

A. 定义 

聚苯醚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60%的 2,6-二甲基苯酚和苯乙烯。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正丙苯的总和）：不超过 5,000 毫

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26 离聚物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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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义 

离聚物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的共聚物，其中锌、钠、钾、钙、铝等与羧基交联。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27 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 

A. 定义 

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是由乙烯和醋酸乙烯组成的共聚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醋酸乙烯酯：不超过 12 毫克/升 

1-28 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MABS） 

A. 定义 

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在原料聚合物中包含超过 60%的由甲基丙烯

酸甲酯、丙烯酸、丁二烯和苯乙烯（包括 α-甲基苯乙烯）组成的共聚物。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正丙苯的总和）：不超过 5,000 毫

克/千克 

（2）1,3-丁二烯：不超过 1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甲基丙烯酸甲酯：不超过 6 毫克/升 

（5）丙烯腈：不超过 0.02 毫克/升 

1-29 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PEN） 

A. 定义 

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 2,6-萘二甲酸二甲酯和乙二醇组成

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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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30 环氧树脂 

A. 定义 

环氧树脂是一种主要由双酚 A 和表氯醇组成的聚合物。 

B. 残留物规范（毫克/千克） 

（1）胺（三乙胺和三丁胺的总和）：不超过 1.0 毫克/千克 

C.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双酚 A（苯酚、双酚 A 和对叔丁基酚的总和）：不超过 2.5 毫克/升（但双酚 A 的迁移

规范不超过 0.6） 

（5）双酚 A 二缩水甘油醚（包括二氯双酚 A 二缩水甘油醚（bisphenol A diglycidyl ether 

dichloride）和二羟基双酚 A 缩水甘油醚（bisphenol A diglycidyl ether dihydrate））：不超过 1.0

毫克/升 

（6）双酚 F 二缩水甘油醚（包括包括二氯双酚 F 二缩水甘油醚（bisphenol F diglycidyl ether 

dichloride）和二羟基双酚 F 缩水甘油醚（bisphenol F diglycidyl ether dihydrate））：不超过 1.0

毫克/升 

（7）环氧氯丙烷：不超过 0.5 毫克/升 

（8）4,4'-亚甲基双苯胺：不超过 0.01 毫克/升 

1-31 聚苯硫醚（PPS） 

A. 定义 

聚苯硫醚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 1,4-二氯苯和硫化钠组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1,4-二氯苯：不超过 12 毫克/升 

1-32 聚醚砜（PES） 

A. 定义 

聚醚砜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 4,4'-二羟基二苯砜或 4,4'-二羟基联苯与 4,4'-二氯

二苯砜反应生成的聚合物，而且不使用双酚 A。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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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4,4'-二氯二苯砜：不超过 0.05 毫克/升 

（5）4,4'-二羟基二苯砜：不超过 0.05 毫克/升 

1-33 聚对苯二甲酸-1,4-环己烷二甲酯（PCT） 

A. 定义 

聚对苯二甲-1,4-环己烷二甲酯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对苯二酸或对苯二甲酸二

甲酯与 1,4-环己烷二甲醇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锑：不超过 0.04 毫克/升 

（5）对苯二甲酸：不超过 7.5 毫克/升 

（6）间苯二甲酸：不超过 5.0 毫克/升 

1-34 聚酰亚胺（PI） 

A. 定义 

聚酰亚胺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芳香族二酐（或脂族二酐）与芳香族二胺（或脂

肪二胺）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1-35 聚醚醚酮（PEEK） 

A. 定义 

聚醚醚酮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 4,4'-二卤代二苯基酮（4,4'-dihalogenated 

diphenylketone）与对苯二酚反应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对苯二酚：不超过 0.6 毫克/升 

1-36 聚乳酸（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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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义 

聚乳酸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乳酸。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样品不含淀粉的情况 

a. 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b. 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c. 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2）样品含淀粉的情况 

同“8.淀粉制品”中的“C.迁移规范”（根据“8.淀粉制品”中的试验方法进行） 

1-37 丁二酸丁二醇酯-己二酸共聚物（PBSA） 

A. 定义 

丁二酸丁二醇酯-己二酸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60%的由丁二酸、己二酸、1,4-丁二醇组成

的共聚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样品不含淀粉的情况： 

a. 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b. 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c. 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d. 1,4-丁二醇：不超过 5 毫克/升 

（2）样品含淀粉的情况： 

同“8.淀粉制品”中的“C.迁移规范”和“1）样品中不含淀粉的情况”中的1,4-丁二醇迁移规范（根

据“8.淀粉制品”中的试验方法进行）。 

1-38 交联聚酯树脂 

A. 定义 

交联聚酯树脂在原料聚合物中含有超过 50%的由多元醇或环氧化合物与不饱和二元酸反应

生成的聚合物。 

B. 迁移规范（毫克/升） 

（1）铅：不超过 1.0 毫克/升 

（2）高锰酸钾消耗量：不超过 10 毫克/升 

（3）不挥发残留物：不超过 30 毫克/升 

（4）对苯二甲酸：不超过 7.5 毫克/升 

（5）间苯二甲酸：不超过 5.0 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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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韩国《关于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 

（The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on Wood Packaging Materials (WPM) of Imported 

Consignments） 

1、实施木质包装检疫背景 

进口货物使用的木质包装材料大多使用原木，导致外来病虫害的侵入及扩散，为保护我

国自然环境，决定实施进口货物木质包装的检疫。 

※相关规定：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要领(国立植物园检疫所告示第 20005-3 号) 

2、检疫实施日 

2005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装船日为标准) 

3、什么是木质包装材质 

木质包装材质是指木质托盘、木箱、垫木、木框等用于支撑、保护或运输货物时使用的

木材或木质产品(纸制产品除外)。 

4、木质包装消毒对象 

针叶树及阔叶树木材包装材质 

<不包括产品> 

·合板、薄板即类似的覆膜板系列、刨花板、定向拼花板和方薄片型粒片板、纤维板、高密

度板、集成材 

·木浆、凝集软木、木毛、木粉、软木粉 

5、消毒方法 (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进行消毒) 

<热处理：Heat Treatment> 

- 木材中心部温度要求在 56 度以上情况下处理 30 分钟以上。 

<溴甲烷熏蒸：Methyl Bromide, MB> 

- 从分布松材线虫的国家进口的松树、落叶松、香柏等树体的木材包装材质、24 小时熏蒸。 

·日本、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葡萄牙、越南(松树体) 

温度 使用剂量率 

最低浓度（g/㎥) 

24 小时 

21℃以上 48 24 

16℃以上 56 28 

11℃以上 64 32 

- 其它的木质包装材料：16 小时熏蒸 

温度 使用剂量率 

最低浓度（g/㎥) 

0.5 小时 2 小时 4 小时 1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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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以上 48 36 24 17 14 

16℃以上 56 42 28 20 17 

11℃以上 64 48 32 22 19 

6、消毒处理标签 

 
①：IPPC 记号②：国家 ISO 两位数编号 

③：消毒处理公司固定编号④：消毒处理方法 

※以上是国际标准 ISPM No.15 的消毒处理标签，每个国家的式样都有些不同，但必须包括

①~④项标志。 

7、对不符合要求的木质包装材质的处理 

<消毒> 

- 虽然有消毒处理标签，但除禁止病害虫以外，发现了限制病害虫、潜在限制病虫害。 

<废弃或遣返> 

- 没有消毒处理标签。 

- 虽收到消毒命令，但是不可能消毒或货主要求废弃、遣返。 

- 发现禁止病害虫。 

※如果货物和包装可以拆开，就只处理木质包装。 

8、木质包装进境检疫过程图 

 

热处理或 MB 熏蒸消毒    废弃或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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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消毒处理标签 

                  ·发现禁止病害虫或潜在性的  ·发现禁止病害虫 

限制病害虫     ·收到消毒命令，但不可能消毒 

或货主要求 

4．澳大利亚新西兰关于包装的法律 

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商品的企业应特别关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颁布和执行的

《国家包装公约》（THE NATIONAL PACKAGING COVENANT）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食

品标准法规》的法律条款。具体的出口还应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装标准法规。此外，新

西兰官方正式公布的《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ackaging of consumer 

goods a self-regulatory code of practice》（见本章附录），同样应给予重视。 

4.1 国家包装公约 THE NATIONAL PACKAGING COVENANT 

该《公约》是为控制澳大利亚销售包装对环境的影响而订立的共同受约协议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澳大利亚管理包装废弃物的主要手段。共同受约的基础是《关于旧包装材料的国家

环境保护措施》，专门为“自由人”和非签字方设计。这样就可以确保《公约》签字方不会遭

受来自包装链上《公约》非签字方的不公平竞争。相反，“自由人”还会受制于由国家实施的

环境保护管理措施。《公约》于 1999 年 7 月生效。 

该《公约》最初有一个 5 年的时间期限。《公约》不是规定性的，并非规定公司应该如

何制做包装或使用何种包装；也不贯彻法规，要求企业收回路边再循环系统计划回收的材料。

要加入该《公约》，需成为《公约》签署者，制定《行动计划》，并在适当时，为基金计划

提供捐助。 

在新南威尔士，根据《国家包装公约》创立了新南威尔士辖区再循环小组（JRG），旨

在开发和提供项目以提高路边再循环的效率。该小组的成员来自州政府、工业部门及地方政

府的观察员。 

项目资金由新南威尔士政府和包装业共同提供。辖区再循环小组已经开发和实施了 14

个计划，包括：建立路边再循环良好行动和业绩措施；路边再循环系统工作业绩对比分析；

专注于玻璃粉末的培训和市场开发项目；有关处理污染和利用回收的再循环材料的教育计

划。该组织还开发了一个关于包装材料的使用、可再循环性、市场和特点的综合数据库；一

个运输物流模式，以帮助地区委员会发展最理想的集成运输和干燥的可再循环物系统；以及

对消费者行为和其对包装态度的社会研究。 

《公约》到 2004 年年中期满，由于 2004 年对该《公约》的评审持续了一年时间，故《公

约》的有效期将延续到 2005 年 7 月 14 日。对《公约》进行的 3 个主要评审，在下文中加以

概述。 

对《国家包装公约》的评审The Review of the National Packaging Cov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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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anITU的评审 

NolanITU 的报告对《公约》的三个目标进行了评审，根据这些目标对《公约》进行评估即： 

目标 1：在责任共担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框架，对包装物和纸制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包

括它们的回收和再利用阶段，实施管理。 

目标 2：建立协作方法以确保对包装物和纸制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并保证收集制度的推

行——包括路边再循环方案——以成本效率方式创造真实的可持续发展的效益。 

目标 3：创建一个论坛，定期磋商和讨论影响旧包装物和纸张的回收、利用和处理问题，包

括成本问题。 

NolanITU提到与目标有关的内容： 

目标1 

 就销售包装的环保表现而言，目前处于“闭环”里的公司和政府的数量是空前的。在该

《公约》出台前，只有几十个公司积极参与产品管理工作的对话和活动。除此以外，

从一个辖区到另一个辖区，计划安排上存在着大量矛盾的地方（以及来自行业的顾

虑）。 

目标2 

 协作方法已经取得一些进步。就包装物环保表现而言，工业与州/联邦政府的积极对话

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协作仍然有限，相当数量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参与进来。 

 在《公约》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代表性被认为较差。只有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具有充

分的地方政府代表性。塔斯马尼亚州南部包括大霍巴特是由南部废弃物策略管理机构代

表的。澳大利亚西部仅由三个乡村级的委员会来代表，澳大利亚南部仅由一个城市废弃

物管理机构和一个其他的城市委员会来代表。新南威尔士地方政府没有派人签约。 

 无论从已经改进的公司实践，还是从管理后消费包装物的主要方法（如可持续的路边再

循环）来看，只有有限的证据能够证明该《公约》计划实现的“真实的和可持续的环境

效益”。 

目标3 

 公约委员会和相关机构（如辖区再循环小组）已为商讨后消费包装物问题提供了多利益

相关方论坛。在全国，这些论坛在《公约》进程中日益发挥作用。 

但是，NolanITU报告又提出一些不太肯定的意见： 

 “过程”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如建立框架、论坛和协作方法）。但是，就这些“过程”拟实

现的“效果”而言，（如包装物生命周期管理、真实的和可持续的环境效益、以及后消费

包装废弃物问题的解决）成绩不太明显； 

 从更加深入的角度看问题（如观察《公约》所取得的成绩），结论就不那么肯定了。就

包装供应链各方不断提高的产品管理而言，从业绩最好的个例到毫无业绩的个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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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考虑背景，就已有的证据而言，《公约》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一方面，该《公约》部分

实现了其提出的目标，尤其是包装供应链上的各方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环境事务当中。另

一方面，只有有限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实现了加强产品管理和改进路边再循环系统的间接

目标。 

 该《公约》制度上的和运行上的安排不足以确保按照原计划的积极方式使其广泛应用。

《公约》内部一些签约方的业绩不尽如人意，而外部的非签约方（数量较少）则没有业

绩。 

 行动计划和年度报告的重点充满变数。总的说，只有极少数公司确定了可量化（数字）

目标，提供可信的系统来搜集相关数据，并识别必要的资源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产品管理

工作的承诺。 

NolanITU报告确认和评估了四种包装物政策选项，即： 

1、维持现状——对现行规章制度不作改动； 

2、不断改进——对现行规章制度的操作部分作某些改进； 

3、实质性改进——对现行规章制度的操作部分作大幅度修改，包括引进“关键业绩指

标”，或； 

4、选择性指导方法——发展和实施规章制度，更加强调立法和/或法规。 

报告得出结论，应该选择实质性改进选项——报告称之为“《公约》更进一步”——该选

项应成为追求的目标。 

地方政府评审《国家包装公约》 

1999年，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联盟拒绝签署《国家包装公约》，原因如下： 

 《公约》定义的产品管理基于“责任共担”原则，此原则与地方政府观点不一致，地方政

府认为包装业应该承担其生产的废弃物的责任； 

 《公约》没有要求工业部门为再循环物品支付合理价格（如至少有成本回收价），而仅

仅要求其支付市场价；和 

 《公约》完全依赖路边收集作为再循环的手段，没有探索其他已被证实了的动议，如工

业部门经营的收集/丢弃废弃物系统和容器押金法规。 

2004年，《国家包装公约》委员会从地方政府角度考虑资助了一项对该《公约》的独立

评审。这样做被认为尤为恰当，因为大多数州的地方政府和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联盟都没有签

署该《公约》，只有两个州联盟（昆士兰州地方政府联盟和维多利亚地方自治联盟）事实上

签署了该《公约》。Meinhardt最终报告得出结论： 

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在他们对后《公约》动议表示支持之前，有必要对目前的《公约》

框架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后《公约》动议应该以生产者延伸责任为基

础。地方政府认为后《公约》框架应该比目前的协议更加充分地引入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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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希望看到，依靠适当的法规和执行方案，工业部门能对旧包装材料在生命周期的管

理问题作出更强有力的承诺。 

下述措施获得很大支持： 

 用“以材料为本”的方法对待旧包装材料，为所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循环设定最低指

标，同时，为每一种包装材料的回收和再循环设定指标； 

 为工业部门的签约方设定环境标准，以提升他们公司及产品的地位（如‘NPC’通过的包

装）； 

 要求工业部门的《行动计划》概述具体的可量化目标，对未达到目标者给予合理处罚； 

 工业部门承担更多义务，包括提供符合地方政府要求的数据报告； 

 详尽说明工业部门如何稳定可再循环物的商品价格。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联盟主席保罗·贝尔（Paul Bell）议员发表评论道，在第二个《公约》

能够赢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前需要做更多工作，他说：“无论第一个《公约》取得了什么样

的成绩，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废弃物继续流向填埋场被填埋，工业部门仍然大量使用着非必

须的和不可再循环的包装材料，而且委员会和地方纳税人继续承受着国家再循环工作的成本

负担。” 

 

新南威尔士自然保护委员会的评审NSW Nature Conservation Council Review 

在新南威尔士环境保护部的资助下，自然保护委员会委托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院评审

《国家包装公约》。该研究院提出了10项业绩标准，并就这些标准对《公约》作出如下评估： 

1． 减少包装废弃物产出 Reduction in generation of packaging waste. 

 该《公约》和行动计划的要求不明晰、不具体，这就意味着很难单独从这些数据源判断

该《公约》是否达到整体减少包装废弃物的目标； 

 《公约》体系强调路边收集意味着没有适当的机制或策略来加强家庭外废弃物的回收； 

2．遵守 Compliance 

 该《公约》体系依靠“国家环境包装措施”来确保《公约》被遵守，这种做法很成功； 

 除了签署《公约》和制定行动计划，如果没有业绩指标则很难让签约方证明其对《公约》

的遵守——就减少包装废弃物而言，签约和制定行动计划本身并不具有意义； 

3．可测量性 Measurability 

 缺少基线数据的采集、数据组的协调以及标准数据采集要求； 

 对包装废弃物生产、处理和再循环缺乏一致、独立、核实的数据组，是对废弃物管理并

使其最少化的最大阻碍； 

4．透明性 Transparency 

 尽管《公约》体系要求签约方公开制定可行的行动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缺乏具体性，而

且在有关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的共同目标的进展方面，也没有要求提供透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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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确的目标 Clear Objectives 

 《公约》的目标没有用实用的术语来解释，即提出应达到的结果的方式，或适合于进行

业绩监督的方式； 

6．责任共担 Shared Responsibility 

 该《公约》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主管的对可再循环物的路边收集工作。真正的责任共担

没有实现，地方政府和地方税纳税人仍要承担路边再循环很大一部分财政开支； 

 品牌所有人通过该《公约》所做的财政捐款微不足道，不到路边再循环财政开支的 2％； 

 用于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开展路边再循环的地方税纳税人的捐款约为每年 1 亿 5 千 8

百万澳元。通过工业部门转移支付的对路边再循环的捐款约为每年 3 百万澳元。 

7．成本效率 Cost Effectiveness 

 目前还没有与减少包装废弃物整体战略相关的成本效率分析。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忽略了

对家庭外废弃物的收集——这部分废弃物约占饮料包装等主要种类的包装废弃物的一

半。危险的是这些研究试图优化一个子系统（即路边再循环系统），而导致一个不太理

想的整体包装废弃物回收系统。 

8．磋商与参与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没有人人能够参与的决策程序，能让普通市民也可以参加到《公约》系统的发展中来； 

 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高端环境组织或消费者组织）没有加入到磋商该《公约》的过程中，

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在包装链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他们也没有加入磋商。 

9．教育和交流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该《公约》系统没有提供与包装废弃物有关的教育和交流的国家方案或战略； 

10．简化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Simplicity 

 该《公约》的行政管理重点在提高签约方的数量和所覆盖的部门，起草和评审行动计划，

为经协商统一的目的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任务的管理成本不高； 

 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公约》的管理，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发挥协调作用； 

一个更为简化、集中、协调的行政管理结构可能会平稳而有效地实现传递废弃物政策目标。

可持续的未来研究院的评审认为，该《公约》的履行情况尚不能令人满意，还需要以下方面： 

 一个运用“国家环境包装措施”，有效保证《公约》得以遵守的框架； 

 按照工业部门或废弃物种类划分的、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方面明确并可量化的目标（例

如旧饮料容器的回收目标为 85%）； 

 战略开发中用于公众磋商和利益相关方磋商的程序； 

 一个比照所设目标，对进展情况进行监测、数据采集和报告的程序； 

 一个针对社区、工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全国性教育和交流战略。 

4.2 加强的《国家包装公约》－2005 年 4 月/6 月 The Strengthened National Packaging Covenant  

2004 年 12 月 3 日，环境保护和遗产委员会在会议上研究了一个加强的《公约》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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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们列出一系列建议，希望将这些建议加入到加强的《公约》提案之中，包括一系列减少

包装废弃物的目标： 

 减少包装废弃物被填埋处理的数量； 

 增加包装废弃物再循环的数量； 

 增加再循环包装物在新产品中的使用； 

 减少使用不可再循环的包装物； 

 对照基线数据，提高公司业绩。 

全面负责《公约》执行与管理的《国家包装公约》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新的《公约》提案

草案。《公约》委员会的任务是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测算目前基线数据，以制定目标。

这项任务并不轻松。新南威尔士Boomerang同盟承诺向“零废弃物”方向努力，支持更强有力

的生产者延伸责任计划，例如容器押金法规。同样受瞩目的是包装业高端组织。例如，澳大

利亚包装协会委托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对新《公约》草案规章影响报告的评审意见，以及对

Boomerang同盟各份报告的回应。 

2005年4月13日，新南威尔士州环境部长Hon Bob Debus议员与维多利亚州环境部长共同

号召参与《公约》磋商的各方为实现到2010年总的再循环率从目前的48％提高到65％而努力

工作。他还号召为纸/硬纸板、玻璃、铝、塑料和钢铁分别制定目标。Debus部长说： 

某些类型的包装材料，如纸和硬纸板，比其他类型如塑料的再循环业绩好。为不同材料

类型分别设定目标可以确保在同一个目标下业绩逊色的材料不会隐藏在业绩好的材料之后

而不被发现。 

我们还迫切需要解决越来越突出的“家庭外”包装废弃物问题。这是减少废弃物的一个需

要优先考虑的领域，目标有写字楼和工厂、生产和经营食品场所、购物中心、体育和娱乐场

所。包装废弃物——如食品和饮料包装物、纸箱和塑料包装物——是主要的垃圾源，新南威

尔士因此每年产生大约100万吨垃圾。如果工业部门不遵守《公约》，那么根据州和联邦环

境法他们将面临法规和强制性方案的处罚。 

2005 年 4 月 14 日，在环境保护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上，与会部长们批准颁布新的加强

的《国家包装公约》草案（有时称为《国家包装公约 MKII》）。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是 2005

年 5 月 19 日，部长们一致同意将现行的《公约》延期至 2005 年 7 月 14 日。1随后，环境保

护和遗产委员会于 2005 年 7 月 1 日召开会议，并批准了新的加强的《公约》，该《公约》的

有效期从 2005 年 7 月 15 日直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 

扩展后的《公约》包括： 

 一项与《〈公约〉签约方行动计划》中关键业绩指标有关的具体行动和量化指标要求； 

 将回收系统和消费包装物及纸张的再利用扩展到家庭外和工作地点产生的废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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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业、工业、政府部门的——以及家庭内的废弃物； 

 有关信息和教育的规定越来越成为重点，旨在： 

改进包装系统在环保方面的作为； 

帮助包装供应链和消费者在对包装物和产品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帮助包装供应链和使用者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包括设计、购买、再循环、再利用和处理。 

 提高回收和废弃物管理的效率。 

《公约》的目标是减少由于处理废旧消费包装物而引起的环境恶化及保护资源，手段如

下： 

 改善产品设计； 

 提高旧包装材料的减量、再利用和再循环； 

 减少使用非再循环材料； 

 降低旧包装材料的填埋数量； 

 减少乱扔包装物现象发生。 

参考以下四个具体的工作业绩目标，对《公约》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它们是： 

1．优化的包装物应当考虑到资源效率、最大限度地对资源进行再利用、产品保护、安

全及卫生等问题。 

2．针对包装废弃物和纸张的有效的资源回收系统。 

3．消费者能够对产品包装的消费、使用和处理有足够的了解并作出正确决定。 

4．供应链上成员和其他签约方能够证明他们的行动如何促进以上(1)－(3)目标的实现。 

《公约》草案和有关的报告考虑了一系列回收目标。假定两个可能的基线再循环率为

40％和50％，回收率的增长模拟如下： 

 到 2008 年为止，分别达到 55％，65％和 75％； 

 到 2010 年为止，分别达到 60％，70％和 80％。 

环境保护和遗产委员会最终议定，到 2010 年再循环目标为 65％。此目标及其他两个目

标的详细情况简述如下。 

目标 1：提高后消费包装物的再循环 

签约方将共同努力提高后消费包装物的再循环量，从目前的 48％（2003 年基线数据）提高

到 2010 年的 65％。使用特殊材料制做的包装物将对指标作出的贡献如下： 

 纸和硬纸板——70－80％（目前 64％）； 

 玻璃——50－60％（目前 35％）； 

 钢铁——60－65％（目前 44％）； 

 铝——70－75％（目前 64％）； 

 塑料——30－35％（目前 20％）。 

目标 2：不可再循环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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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签约方将努力提高某些特殊材料的再循环，这些材料或由于设计原因、或由于缺少

收集/加工的基础设施、或由于缺少市场，目前没有被再循环利用或再循环率很低。这些材

料是编码4－7的塑料、非再循环纸张和硬纸板包装物。 

对使用这些材料生产的包装物的再循环率，将从目前的10％（2003年基线数据）增长到

2010年的25％。复合包装物是另外一种再循环率很低的包装物种类。目前没有复合包装材料

可用的基线数据，对2006年末基线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将考虑25％的目标对这些材料是否适

用。 

目标 3：包装物填埋 

大家公认，随着消费和人口的不断增长，需要填埋处理的包装废弃物数量可能仍会大量

增加。为应对这一点，已经确立了一个不再增加新的填埋废弃物的目标（对比2003年基线数

据）。这就意味着任何增加的包装物都要被回收循环再利用，而不能进行填埋处理。 

为实现以上目标，澳大利亚包装委员会指出，从工业部门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要求如下

所述： 

 增加收集、分类和再加工基础设施； 

 实质性扩展家庭外废弃物再循环； 

 继续采用最切实可行的路边系统； 

 采取措施阻止材料（指已有适当再循环系统处理的材料）被填埋处理； 

 所有辖区立即实施经过修订的和加强的《国家环境保护措施》（NEPM）； 

 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全面可信的和即将用来进行测量的关键目标的数据； 

 政府提供废弃物和再循环方面的服务，并根据经济、社会和环境标准对服务进行评估； 

 政府对与再循环有关的现行“标签法”的有效性进行评审； 

 各方支持公共教育计划，以便鼓励和扩大再循环服务。 

《公约》还设定了一系列“关键业绩指标”。此外，《公约》委员会还将开发全国统一的

数据采集方法和关键指标，以对照“关键业绩指标”和“《公约》目标”对业绩进行测量。 

《行动计划》再次成为新《公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行动计划》阐明《公约》签约

方应如何计划实施和测量其行动和承诺。每个《行动计划》必须包括： 

 签约方信息，包括描述其在包装物供给链上所处的位置、其拥有的品牌名称、其规模概

况（以营业额或市场份额衡量）、工作场所、以及指定的《公约》办事员的详细联系方

式； 

 旨在改善包装材料在生产、使用、销售和/或再加工及回收的环保方面以及废弃物最小

化方面将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有助于实现环境目标和《公约》目标的具体行动； 

 确定具体的“关键业绩指标”和适当的基线数据与目标，随后的年度报告中将包括并报告

这些指标和目标； 

 有关数据采集和报告职责的程序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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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适当写入承诺、资源和工作安排，以表达所有与签约方有关的《公约》的工作任务。 

该《公约》指出，包装业将力求今后5年每年最低筹款3百万澳元，与政府部门的拨款相

当。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推进《公约》目标的项目，以及支付管理《公约》有关事务的费用。 

Boomerang同盟就新《公约》赞扬环境保护和遗产委员会。同盟的发言人Jeff Angel说：

澳大利亚在如何处理日益严重的垃圾灾难问题上，各位部长经历并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性

转变。65％的明确目标表明部长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反对工业部门通过使这些目标仅仅成为

一种“强烈的愿望”从而削弱该协议的企图。部长们深谋远虑，建立了一个程序，以便调查一

系列用以提高包装再循环率的经济手段，调查结果将在2008年的《公约》中期评审中予以报

告。 

作为对签署《公约》的回应，澳大利亚包装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如下声明,作为对其

成员的通知： 

《公约》——环境保护和遗产委员会今天的会议批准了载有 65％再循环率目标的新的

《国家包装公约》。这就意味着将对不能履行其义务的公司采取强硬的行动。小型企业免除

责任的依据仍需要确定。某些州和环境组织关于立即开始审查“容器押金法规”（CDL）的迫

切要求受到部长们的反对。假如中期评审显示《公约》不成功，他们将转而同意对其他“经

济手段”进行审查。这样的“不成功”将导致不可避免地选择其他的政策途径——对工业部门

不太有利的政策途径。保证《公约》得以实施关系到所有公司的实际利益。不久之后将要求

签约方签署新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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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A 

 

日本《工业标准化法》JIS 标记 

“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 Law”: JIS Mark 

 

本法的宗旨是：帮助改进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使生产过程合理化，扩大单纯而公

平的贸易，以及使采矿品和制造产品的使用和消费合理化，与此同时通过为这些产品制定和

推行适当、合理的工业标准，促进公众的福利事业。 

有关《工业标准化法》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附录一 Appendix-1。 

现在 JIS 标志贴在各种工业或矿物产品上。粘贴 JIS 标志的产品符合日本工业标准的规定，

并在私人公司，政府采购或者消费者选择产品之际被作为优良品质的标志。 

根据原法，凡属 JIS 标示体系范围内的商品或物品，均应由政府（主管大臣）认定。现在根

据新法，经营单位可在 JIS 认证产品中自愿选择任何产品或物品进行 JIS 标记的标示工作。

截至 2005 年 11 月 17 日，新的 JIS 标示体系范围内的标准已达 1673 项。 

* 关于 JIS 标签体系范围内的各项标准，请参阅“经认定的 JIS 产品标签目录”，该目录

载于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网站的主页上（www.jisc.go.jp/）。 

* 至于不属于 JIS 标签体系内的标准，私营部门的工业团体及有关方面可自愿起草一份

工业标准草案（JIS 草案），提交主管大臣。如需了解更多细节，请访问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

网站主页。 

* 根据原《工业标准化法》，JIS 标记的认证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批准的）认证机构进

行，而新法已规定，此认证工作由政府根据国际标准（ISO/IEC《指南 65》等同于《JIS Q 0065》）

指定的私营部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 

那些经由授权认证机构（认证个人或认证团体）认证的生产商或其他组织可在他们的产

品或其他产品上展示一个新的 JIS 标记。 

* 授权认证机构名单：http://www.jisc.go.jp/acc/jismrk-jasc.html 

* 原 JIS 标记 

采矿品及制造产品加工产品特殊种类 

 

从 10 月 12 日开始新 JIS 标志认证计划。2008 年 9 月 30 日前，作为临时措施，旧的 JIS

标志计划认证工厂能够继续贴上旧 JIS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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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各种场合解释过的旧 JIS 标志认证计划已于 2008 年 9 月 30 日届满。没有获得新

JIS 标志认证的企业实体其产品在 10 月 1 日以后不允许贴上新的 JIS 标志。 

然而，“工业标准化法”并不禁止航运的业务实体仍继续持有该认证到 2008 年 9 月 30

日。即使 10 月 1 日之后，他们制造的产品若留下作为存货依然符合 JIS 认证。 

在 2008 年 9 月 30 日前粘贴旧的 JIS 标志认证的产品在 10 月 1 日之后仍可能被运输和

销售。因此，贴有新旧 JIS 标志的产品同时在市场销售。“工业标准化法”在 2008 年 9 月 30

日前不规范使用贴有一个旧的 JIS 标志认证的产品。因此，购买和使用这类产品都没有被禁

止。 

 

日本《工业标准化法》JIS 标记关于旧 JIS 标志认证计划的重要通知请见以下网址： 

http://www.jisc.go.jp/eng/jis-mark/newjis-eng.html#pag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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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B 

 

日本《消费品进口规则》 

Handbook for Consumer Products Import Regulations 

 

日本贸易振兴会 

2010 

JETRO 

 

1. 包 Bags 

1.1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Act 

使用牛皮、马皮、猪皮、绵羊皮，或山羊皮的皮包，需要根据《其他制成品质量标签规

定》在标签上注明其皮革种类、保养及储藏方法，以及标签责任团体的姓名、地址或电话号

码。 

1.2 反不合理溢价及误导性说明条例 Act against Unjustifiable Premiums an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禁止在进口或销售产品时使用欺骗性或误导性的原产地标签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如在高

尔夫球包上，“体育用品公平竞争标签”就是行业依据本条例自发使用的。 

    2. 家用产品 Interior and Household Goods 

2.1 地毯 Carpets 

2.1.1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Act  

家用的地板覆盖物（限于有绒毛的）需要根据《纺织产品质量标签规定》在标签上注明

纤维构成，标签责任团体的姓名、地址或电话号码。 

2.1.2 家用产品内含有害物质控制法 Act on Control of Household Products Containing 

Harmful Substances 

2.1.3 消防法 Fire Service Act 

用于剧场、酒店等设施的地板覆盖物必须根据阻燃标准具备相应的阻燃性。遵守此标准

的产品必须使用阻燃标签；而没有阻燃标签的产品则禁止作为阻燃产品进行销售。 

2.2 餐具 Tableware 

2.2.1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Act 

塑料餐具需根据《塑料制品质量标签条例》获得“餐具及厨房用具”资质，并要求在标

签上注明塑料原料、耐热温度及其他要素。同理，玻璃制品（钢化玻璃、硼硅玻璃，或微晶

玻璃）及涂有漆器漆或树脂涂层的餐具同样需要遵守《其他制成品质量标签规定》。（注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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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面涂层种类、基材处理措施，等） 

3. 化妆品 Cosmetics 

3.1 Standards for Cosmetics and labeling requirements 化妆品标准及标签规定 

产品的进口及销售要求与化妆品标准一致，该标准注明了禁止或受限的材料（禁用名单）

及特别批准使用的材料（许可名单）。根据相关法规，必须在容器或包装上直接注明制造商、

销售商姓名、品名、批号或编号，此外，原则上必须注明所有材料。其他规定包括欺骗性或

误导性标签的禁止条例。 

4．婴儿床 Cribs  

4.1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Act 

根据《纺织产品质量标签规定》，标签必须注明纤维构成、保养及洗护方法等，以及标

签责任团体的姓名、联系地址及其他信息。使用天然或人造革的纺织产品同样需要遵守《其

他制成品质量标签规定》标明材料种类。 

4.2 进口产品的标签要求 Labeling requirements for imported products 

对于制定的容器、包装材料、组成成分和商标，进口商及销售商必须使用与日本国内产

品相同的材料标签。换句话说，当从国外制造商进口或销售成品产品（不在国内进一步加工）

时，负责进口的贸易公司无需在产品标签上注明与日本本国产品及其容器和包装上的标签信

息无关的材料标签。 

 

JETRO 2010《消费品进口规则》全文网址：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regulations/pdf/cons2010ep.pdf 

内容包括： 

时尚用品 

家庭用品 

运输工具 

医药用品 

娱乐用品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regulations/pdf/cons2010e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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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C 

 

日本《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 

Law for Promotion of Sorted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of Containers and 

Packing 

 

此项立法的宗旨是通过适当处理废弃物和有效利用资源，从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

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可以采取措施，推进分类收集废弃容器和包装物以及循环利用这

些收集来的符合分类标准的物品，最终实现减少一般废弃物的数量并充分利用再循环资源的

目的。 

关于食品容器，要求经营实体（包括进口商）履行其“再循环”义务，遵照《促进包装容

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的规定，对此类包装废弃物进行商业再利用。详情请咨询经济

产业省。 

关于《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容器和包装”的含义是：“容器”为容

纳产品的容器（箱、盆、罐、桶等）；“包装”为包裹产品的物品。同样，根据本法，“容器和

包装”的定义是：那些“当内容物被消费或被移出后便不再必要之物品。”（请见本法第 2 段

第 2 条）“容器和包装”可划分为以下两个种类： 

    * 指定容器指在各种容器和包装中，《省颁公告》指定的用于包装产品的容器。 

    * 指定包装指在各种容器和包装中，除指定的容器之外的包装。 

在容器和包装符合《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项下规定的“容器和包装”

的情况下，这些废弃物将基本上由消费者按照分类指导原则来丢弃、市政部门按照这些指导

原则来收集、经营实体来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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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使用过程中关于标识的实施细则如下： 

显示“识别标志” 

识别标记的目的是为了在垃圾丢弃时便于消费者对丢弃物品进行分类和促使市政当局

进行选择性回收。基于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官方名称：关于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规），在

该法修订之前，已经有义务在钢或铝罐上显示识别标记表明用于酒精或非酒精饮品，还有用

于含酒精、非酒精以及酱油的PET瓶，但从2001年4月起，这项义务已经延伸到塑料、纸包

装容器和包装材料。 

 

商业实体遵守法律，和特定的容器和包装材料 

商业实体在使用容器或包装材料时，商业实体在制造容器或包装材料时和商业实体进口和销

售容器或包装材料时要承担识别标志的责任。 

注意即使是小型商业实体，不同于在回收义务的情况下，不能免除识别标志的义务。 

回收义务和识别标志义务，作为一般规则，不适用于以经营活动为目的商品消费容器和包装

材料。 

关于咨询识别标志 

 电话 传真 主页 

经济部，贸易和工业： 

工业科学技术政策和环境

局，回收推广部 

03- 3501 - 4978  http://www.meti.go.jp/ 

指定组织 电话 传真 主页 

日本容器与包装材料回收

协会：研究计划部 

03- 5532- 8591 / 

8558 

03- 5532 - 9698 http://www.jcpra.or.jp/ 

打印图案 电话 传真 主页 

塑料容器和包装回收利用

促进委员会 

03- 3501 - 5893 03- 5521 - 9018 http://www.pprc.gr.jp/ 

纸容器包装回收促进委员

会 

03 - 3501 - 6191 03- 3501 - 0203 http://www.kami-suisin

kyo.org/ 

塑料包装的塑料材料指示 电话 传真 主页 

日本塑料工业联合会 03 - 3586 - 9761 03 - 3586 - 9760 http://www.jpif.gr.jp/ 

自愿标记 电话 传真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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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饮料包装委员会 03- 3264 - 3903 03- 3261 - 9176  

瓦楞纸板回收协会 03- 3248 - 4851 03- 5550 - 2101  

钢或铝罐和PET瓶的标记 电话 传真 主页 

钢可回收协会 03- 5550 - 9431 03- 5550 - 9435 http://www.rits.or.jp/ste

elcan 

铝罐回收协会 03- 3582 - 9755 03- 3505 - 1750 http://www.alumi-can.o

r.jp/ 

PET瓶回收促进委员会 03- 3662 - 7591 03- 5623 - 2885 http://www.petbottle-re

c.gr.jp/ 

识别标记方法（塑料标记和纸质标记） 

① 标记规则 Marking Rules 

设计 Design 

识别标记的设计应该基本按此中的每个标记来显示，只要标记保持容易辨认和显而易

见，小的修改和装饰在指定的设计里是可以被允许的。 

大小 Size 

识别标记的垂直长度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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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复合包装 Composite Packaging 

如果将塑料喷在日本清酒的纸质包装上（其中也含铝）并且将纸质标签贴在塑料瓶上不和玻

璃瓶相分离，或是由塑料和铝制成的薄膜，这个不可分割的个体被看作是一个容器或是包装

材料。该识别标记被放置于这样一个个体由这个个体最重的材料决定。 

例如，塑料、铝和纸制成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如果塑料占大部分重量，他们被认为主要

是塑料包装，将会显示塑料标记。 

然而，围绕PET瓶的塑料收缩标签用于饮品或酱油，其中许多是穿孔便于去除它们，可看作

在多元包装里的一个可分离组件，如②中所讨论过的。 

 

③ 那些不能在其上面制成标记的普通容器和包装材料Plain Containers and Wrapping and 

Those on which Markings Cannot be Made 

条目在标签上已经粘合的或由制模程序完成是可以实现印刻标记而不像普通的那样受限制。 

对于那些标记不能完全在上面显示普通容器和包装材料，那些附带其它可移除结构部件的容

器和包装材料是个例外（②中的“整体容器和包装材料”）包含一个或多个标记识别义务（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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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铝饮料罐；饮料或酱油PET瓶；塑料或纸质容器和包装材料：在规则与条例中称为“相关

容器和包装材料”），识别标记根据角色名字将显示在“整体容器和包装材料”其中之一。

既然这样，如果这里有一个“整体容器和包装材料”将会跟普通容器和包装材料或是那些标

记不能完全实现的一样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丢弃，那么标记将会显示在上面。 

如果没有“相关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在其他结构部分，或者如果有，但他们都是平纹的或者

不能够在上面标记的，这里没有识别标记义务。 

 

④ 包装纸 Wrapping Paper 

如果包装纸的大小是1300平方厘米或者更小，那么用于零售商店的这些包装纸（纸或塑料制

成的）可以免除标记要求。然而，当纸已经被预定其剪裁形状是已知的，即使是些尺寸很小

的纸也最好具有识别标记。 

当包装纸的生产是为了一个指定的商品，无论其大小都是不受豁免权的。

 

⑤ 进口货物 Imported Goods 

进口商在下列情况下承担识别标记义务： 

他们提供有关材料规格或容器和包装材料结构及他们的商标使用规范的方向。 

日本语言是通过印刷、压花或标签的方式用于容器和包装材料。 

处罚Penalties 

任何被指定为“识别标示实体”或有义务做标记识别的单位，没有给出必要的标示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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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遵循特定的要求，将会依照过程指导公告和根据有效资源利用促进法规定的禁令受到政府

的“处罚”。 

如果他们的票据符合政府指定的要求，那些在小型中型公司基本法中被规定的小型公司

或是被政府法令指定的小型公司将不会成为这一指导方向的目标。 

⑥ 材料指示Material Indication 

关于塑料容器和包装，没有法律义务来表示使用的塑料或其它材料的类型，但它仍然是需要

这样做。 

即使显示他们是自愿的，关于材料符号，必须遵循JIS K 6899-1200 指南(ISO1043-1 1997)。 

对于复合材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材料要说明，和最普遍的材料要有下划线。 

一个组合指示将有一个冒号把角色名字从材料标志钟相分离，如下面的例子： 

 

单一材质示例复合材质示例对角色名称、材质符号组合指示的例子 

 

⑦ 标记指南Marking Guidelines 

为了促进识别标记的实施，预计工业组织会为各个行业和成员公司按这些制定指南。 

⑧ 自愿标记Voluntary Marking 

这里没有为纸质包装（不使用铝）和瓦楞纸版包装识别标记的法律义务，但是相关行业组织

自愿采取标记并显示在上面。 

纸质包装瓦楞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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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D 

 

日本《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Law 

1962 年 5 月 4 日法字第 104 号。最新修订：1996 年 5 月 22 日 

 

一则《内阁法令》（Cabinet Order）指定“家庭用品”是由国家确定标签标准（标签及说

明书上标注的详尽事项，包括产品的成分、性能、用途、适当的储存方法及其他品质事项）

的产品。要求生产商和经销商等提供适当的、符合这些标准的标签。被认定的家庭用品包括

35 款纺织品、8 款塑料制品、17 款电器和 30 款杂项制品，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总计 90

款。 

（目的） 

第 1 条、本法的目的是使与家庭用品品质有关的标示正确、适当，以保护普通消费者的

利益。 

（定义） 

第 2 条 

1、本法中，“家庭用品”指以下产品： 

（1）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隶属于纺织品类、塑料制品类、电器类和杂项制品类、

在购买时其品质可能很难为消费者所了解和识别、而让消费者了解和识别其品质被认为是特

别必要的、应由《内阁法令》认定的产品；及 

（2）用作上款所述《内阁法令》认定的纺织品的原料、在购买时其品质可能很难为消

费者所了解和识别、而又特别有必要让消费者了解和识别其品质、从而使纺织品品质的标示

正确而且适当的纺织产品。 

2、本法中，“生产商”指从事制造或加工家庭用品业务的人，“经销商”指从事分销或销

售家庭用品业务的人，“标签代理机构”指接受生产商或经销商的委托，按照下条第（1）款

提出并按该条款规定公诸于众的事项对家庭用品进行标示的人。 

（标示标准） 

第 3 条、为使有关家庭用品品质的标示正确、适当，国际贸易和产业部（the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应为每一款家庭用品提供详细具体的项目，即在就下述事项

进行标注时必须作为标准的项目，并公诸于众。 

（1）成分、性能、用途、储存方式、及标签上应当标明的其他品质方面的事项；和 

（2）标示方法及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应当遵守的、与标示上款所述事项有

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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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书、等） 

第 4 条、 

1、如果发现某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未按上条第（1）款所列、并根据该条规

定公诸于众的事项（以下简称“标注详项”）进行标示，或者未遵守上条第（2）款所列、并

根据该条公诸于众的事项（以下称“遵守事项”），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向这些生产商、经

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发出指导书，指导其在标签上标注应当标注的详细项目，或指导其遵守

其应当遵守的事项。 

2、如果发现某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未执行根据上段规定发出的指导书，国

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就此起草一份相关的正式通告。 

（标签命令） 

第 5 条、如果发现特别有必要命令某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遵守有关家庭用品

按照“标注详项”进行标示方面的“遵守事项”，以使有关家庭用品品质的标示正确、适当，国

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以根据《内阁法令》确定的《国际贸易和产业省命令》，就此向相关的

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发布命令。 

第 6 条、 

1、如果发现家庭用品上没有附带符合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家庭用品及相关原材料的“标注

详项”的标签就被广泛销售，且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判定，如果放任这样的家庭用品在市场

上流通将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该大臣可以根据《内阁法令》确定的《国际贸易和产业省

命令》，命令该生产商或经销商停止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展出这样的家庭用品。 

2、当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发布上段规定的命令时，该大臣还应发出一份符合上条规定

的有关“标注详项”的命令，除非符合该条规定的命令已经发出。 

第 7 条、在上条第（1）段情况下，如果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发现某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

代理机构显然难以按照“标注详项”对家庭用品正确、适当地进行标示，该大臣可以根据《内

阁法令》确定的《国际贸易和产业省命令》，命令该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停止销

售或以销售为目的展出该家庭用品，除非该家庭用品已由该大臣按照“标注详项”进行了标

示。 

第 8 条、 

1、为实施上条之规定，经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授权的人按照“标注详项”为每一款家庭

用品所进行的标示，均应被认为是该大臣根据该条规定进行的标示。 

    2、如果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认为，申请获得上段所述授权的人有能力了解和识别申请

书范围内家庭用品的品质，并能正确地实施同一段落所述的标示工作，该大臣应授权该人士，

有以下情形的人除外： 

（1）因违反本法而受到罚款判决、且自判决执行期满之日起不满两年或免于执行判决之日

起不满两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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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下段规定被撤销了授权、且自撤销授权之日起不满两年的人； 

（3）从事其业务经营的董事中有人具有以上两款情形中的任何一款的法人。 

    3、如果发现某个已获得第 1 段所述授权的人违反了本法的规定，或者某人士通过不正

当途径获得了该段所述授权，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以撤销这样的授权。 

    4、已获得第 1 段所述授权的人应当按照《国际贸易和产业省命令》规定的方法，了解

和识别授权范围内的家庭用品的品质。 

    5、已获得第 1 段所述授权的人应当遵守“遵守事项”，按照“标注详项”为授权范围内的

家庭用品进行标示。 

（命令的修改或撤销） 

第 9 条、如果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发现导致其根据第 5 条至第 7 条规定发出命令的事实基础

已经改变，或发出的命令已经期满，应当修改或者撤销该命令。 

（向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提出建议和请求） 

第 10 条、 

1、任何人如果发现由于对家庭用品品质的不适当标示而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均可以就此情况向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提出建议，并请求在此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 

    2、如果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认为根据上段报送的案件是合法的主张，应在必要时对案

件进行调查，并应采取第 3 条至第 7 条规定的措施或其他适当措施。 

（咨询“消费者事务委员会”） 

第 11 条、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应向消费者事务委员会进行咨询，制定对订立符合第 3 条规

定的标示标准、或发布符合第 5 条至第 8 条规定的命令十分必要的具体项目。 

第 12 条至第 17 条（删除） 

（费用） 

第 18 条、有意按照第 7 条规定请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为家庭用品进行标示、或申请符合第

8 条第 1 段的授权，应支付费用，费用金额应根据《内阁法令》、视实际开支而定。 

（报告和检查） 

第 19 条、 

1、由于实施本法需要，并按照《内阁法令》规定，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以采集生产

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的报告，或派出工作人员进入其工厂、经营场所、商店、营业处

所、办公室或仓库对家庭用品、书籍、文件、及其他物品进行检查。 

    2、按照上段规定进行现场检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携带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明文件，并向

相关人员出示。 

    3、第 1 段所述有关进行“现场检查”的授权不应被当作调查犯罪的授权。 

（授权） 

第 20 条、按照《内阁法令》的规定，国际贸易和产业大臣可以要求任何国际贸易和产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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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或任何相关的县级主管去做该大臣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处罚规定） 

第 21 条、任何违反根据第 5 条至第 7 条或第 8 条第 5 段规定所发布命令的人，都将被处以

最高限额为 200,000 日元的罚金。 

第 22 条、任何犯有以下三款中任何一款行为的人，都将被处以最高限额为 50,000 日元的罚

金： 

（1） 违反了第 8 条第 4 段规定的人； 

（2） 未按第 19 条第 1 段规定提交报告或提交虚假报告的人；或 

（3） 拒绝、阻碍或逃避第 19 条第 1 段规定的检查的人。 

（双重处罚规定） 

第 23 条、如果一个企业的代表、或代理人、雇员、或者企业或自然人的任何一名工人在处

理该企业或自然人的业务方面违反了以上两条的规定，不仅当事人、而且该企业或自然人都

将被处以每一相关条款规定的罚金。 

 

日本消费者厅新增的《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使用手册见：

http://www.caa.go.jp/hinpyo/pdf_data/handbook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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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E 

 

日本《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 

Food Sanitation Law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第一章 食品、食品添加剂、容器、设备和包装 

［不危害人类健康的情况］ 

第 1 条按照食品卫生法（1947 年第 233 号法令，以下简称“本法”）第 6 条第（2）项附加条

款规定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况如下： 

（1）从其毒性或危害性的程度或其处理方法判断，尽管有毒或有害，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中

含有或带有的物质是通常会产生的且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2）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过程中不可能避免混合或添加有毒或有害物质且其成品不会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申请取消禁止销售的项目］ 

第 2 条要申请取消本法第 7 条第 4 款规定的项目，应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申请表，

就下述各项给予说明，并附上书面文件证明从食品卫生角度不再有爆发危害健康事件的危

险。 

（1）申请人的地址和姓名（如为公司，则为公司名称、主要办公地址及其代表人的姓名）。 

（2）申请取消的食品或物质的范围。 

（3）不再可能爆发与所禁止项目或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批准的其它必要项目有关的食

品或食品添加剂导致的危害健康事件的理由。 

［确定食品等违反本法时应考虑的条件］ 

第 3 条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依据本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确定的条件如下： 

（1）如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收购、生产、加工、准备、或储存，或由特定人员收购、生产、

加工或储存的特定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以下简称“特定食品等”）依据本法第 26 条第 1 至 3

款或第 28 条第 1 款进行检验，或由符合内阁政令依据健康中心法（1947 年第 101 号法令）

规定的国家、县或市（以下简称“市级健康中心”）或特别行政区颁布的行政指导原则（即行

政程序法（1993 年第 88 号法令）第 2 条第（6）项规定的行政指导原则，同第 17 条第 1 款

第（1）项）规定的商业人员进行检验，第 8 条第 1 款各项规定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的数量

比例通常不得少于所检验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总数的百分之五。 

（2）收购、生产、加工、准备、或储存特定食品等的国家或地区关于特定食品等的与食品

卫生相关的规定和措施的主要内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检验体系或其它食品卫生控制体系；

相关国家或地区或当地组织对特定食品的检验结果的实际条件，及相关国家或地区对特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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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的食品卫生控制的其它条件。 

（3）就特定食品等而言，因该特定食品引起或怀疑是因该特定食品引起的食物中毒而导致

爆发危害人类健康事件。 

（4）就特定食品等而言，爆发危险情况对该特定食品造成污染或可能造成污染。 

2．上一款的规定应依据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第 8 条第 1 款指定的卫生、劳动及福利

部法令规定的项目进行解释。此时，上一条第 1 款中规定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应理解为“玩

具”，该项及第（2）、（4）项中的“特定食品”应理解为“特定玩具”，该款中“就特定食品等而

言”应理解为“就特定玩具等而言”，“因该特定食品引起或怀疑是因该特定食品引起的食物中

毒”应理解为“该特定玩具引起或怀疑是因该特定玩具引起的”。 

［确定特别需要禁止特定食品等时应考虑的条件］ 

第 4 条依据本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的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的项目如下： 

(1) 特定食品等对人类健康危害的危险程度 

(2) 上一条第 1 款规定的各项目 

(3) 在本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范围的特定食品等被持续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收购、生产、进

口、加工、使用或准备的可能性。 

(4) 为防止爆发特定食品等引起的食品卫生危险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依据第 8 条第 1 款规定

的禁止措施的效果。 

2．上一款的规定应在依据法令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制定的法令第

8 条第 1 款指定的项目进行解释。此时，上一款第（1）、（3）、（4）项中的“特定食品等”应

理解为“特定玩具”，上一款第（3）项中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应理解为“玩具”。 

［取消禁止项目时应考虑的条件］ 

第 5 条要取消依据第 8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特定食品等实施的禁止，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

根据与禁止有关的人或有需要的人的申请，为从食品卫生出发确认不再有爆发危害的危险，

应考虑上一条第 1 款各项中与取消禁止有关的对特定食品等的规定。 

2．在取消依据上一条第 1 款的规定实施的禁止，上一条的规定应依据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

解释的第 8 条第 3 款进行解释。此时，上一项中的“特定食品等”应理解为“特定玩具”。 

［取消禁止申请中应说明的项目］ 

第 6 条要申请取消本法第 8 条第 3 款规定的项目，应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申请表，

就下述各项给予说明，并附上书面文件证明从食品卫生角度不再有与申请取消禁止的食品或

食品添加剂有关的爆发危害的危险。 

（1）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如为公司，则为公司名称、主要办公地址及其代表人的姓名）。 

（2）申请取消禁止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的范围。 

（3）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批准的其它必要项目。 

2．申请取消禁止时，上一条的规定应依据由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第 8 条第 3 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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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此时，上一款中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应理解为“特定玩具”。 

［生病牲畜的肉类等］ 

第 7 条依据本法第 9 条第 1 款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的牲畜为水牛。 

2．依据本法第 9 条第 1 款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如下情况： 

（1）已对任何患有屠宰法实施细则（1953 年卫生、劳动及福利部第 44 号法令）表 5 左侧

列中的一种或多种疾病的动物，或任何被认为有某些同一列中所列异常特征的动物采取必要

处理措施，如销毁或其它措施以防止用于人类消费。 

（2）依据本法第 33 条第 1 款第（3）项关于家禽业及家禽检验实施细则的法令（1990 年卫

生、劳动及福利部第 40 号法令）去掉内脏检验后，已根据表 10 左侧所列情况对右侧列中的

部分采取了销毁或其它措施。 

3．依据本法第 9 条第 1 款附加条款的规定，如健康的牲畜因不可预料的事故偶然死亡，则

由相关工作人员确定产品对人类健康没有危害且适合人类消费。 

［牲畜的肉类等制成的产品］ 

第 8 条依据本法第 9 条第 2 款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规定的产品为肉类产品。 

［应在证书中说明的项目］ 

第 9 条依据本法第 9 条第 2 款中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规定的项目如下： 

（1）对于任何牲畜或家禽的肉类或内脏，应说明牲畜或家禽的种类；对上一条中规定的任

何产品，应说明产品的名称或用作其配料的肉类或内脏的种类。 

（2）数量和重量。 

（3）发货人的姓名和地址（如为公司，则应说明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4）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如为公司，则应说明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5）对于任何牲畜或家禽的肉类或内脏（不包括已分离、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应说

明有关实施检验的实验室名称等下列项目： 

a.对于任何牲畜，实施此种肉类检验（下文中，“肉类检验”指屠宰前检验、屠宰后开膛前检

验及屠宰后开膛后检验）的实验室名称或实施此种肉类检验人员的职务和姓名。 

b.对于任何家禽，实施此种家禽检验（下文中，“家禽检验”指屠宰前检验、去毛后检验及取

出内脏后的检验）的实验室名称或实施检验人员的职务和姓名。 

（6）应说明进行任何下列屠宰活动的设施的名称和地址： 

a.对于牲畜的肉类或内脏（不包括已分离成块、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进行屠宰或开

膛的屠宰场。 

b.对于家禽的肉类或内脏（不包括已分离成块、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进行屠宰、去

毛及取出内脏的家禽加工厂。 

c.对于已分离、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牲畜或家禽的肉类或内脏，进行此种加工活动的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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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于上一条中规定的产品，产品的生产厂。 

（7）已依据出口国法律规定的卫生方式进行加工，包括上面第（6）款中‘a’至 ‘d’项规定的

屠宰、开膛、去毛、取出内脏、分离、切割，或生产的声明。 

（8）进行下列屠宰或其它活动的日期： 

a.对于任何牲畜的肉类或内脏（不包括已分离、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进行屠宰及肉

类检验的日期。 

b.对于任何家禽的肉类或内脏（不包括已分离、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进行屠宰及家

禽检验的日期。 

c.对于任何分离、切割或以其它方式加工的牲畜或家禽的肉类或内脏，进行此种加工活动的

日期。 

d.对于上一条规定的产品，生产日期。 

［证书附件］ 

第 10 条如任何牲畜的肉类或内脏在非产品出口国的另一个国家进行的肉类检验，或任何家

禽的肉类或内脏在非产品出口国的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家禽检验，则本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的

证书应附加一份由实施此种肉类或家禽检验的国家的政府机构出具的证书对上一条中的各

项进行说明。 

［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的国家］ 

第 11 条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第 9 条第 2 款附加条款指定的国家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不危害人类健康的食品添加剂］ 

第 12 条依据本法第 10 条规定被认为不危害人类健康的食品添加剂为表 1 所列项目。 

［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标准］ 

第 13 条依据本法第 13 条第 2 款（包括本法同一条第 4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中适用第 13 条第

2 款的情况）在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中规定的标准如下。 

（1）应准备有关产品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的下列文件： 

a.产品说明书，说明产品的名称、种类、原材料及其它必要项目。 

b.有关产品生产或加工过程的文件，说明生产或加工使用的机械或设备的性能及其它必要项

目。 

c.生产设施图纸，说明生产设施或设备的结构、产品生产流程（从原材料进货到产品出运等

的整个过程）及其它必要项目。 

（2）应准备有关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的文件，说明下列项目中规定的内容。 

a.对于产品可能发生的所有食品卫生危险，应针对导致此种危险的每种物质或此种危险可能

发生的每道工序规定预防措施。如果规定预防措施的物质中未包含对表 2 左侧所列食品造成

危害的右侧列中的一种或多种物质，应说明未包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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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a”项规定的措施中，应规定需要持续或经常确认其执行状态以防止发生与该产品有关

的食品卫生危险的措施。 

c. 应规定“b”项中确认的方法。 

（3）应准备有关文件，说明如 “b”项中的确认发现该项所规定的措施没有得到适当的实施

时应采取的纠正措施。 

（4）应准备有关文件，说明依据产品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所采取的卫生控制方法，包括

设施及设备的卫生控制、员工的卫生培训及其它必要项目。 

（5）应准备有关文件，说明已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食品卫生危险的验证方法，如涉及产品生

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的产品检测方法。 

（6）应准备有关文件，说明对下列各项的记录方法，及保存记录的方法和期间。 

a．第（2）‘b’项规定的有关确认措施。 

b．第（3）项规定的有关纠正措施。 

c．第（4）项规定的有关卫生控制方法。 

d．有关上一项规定的验证。 

（7）应就产品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指定一个人负责下列工作。这个人应亲自或指定已按

工作内容接受任命的其他人进行部分或全部工作（下一项中规定的工作除外）。 

a.检查是否充分采取了第（2）“b”项规定的措施，是否充分采取了同一款规定的确认措施，

并保存进行此类检查的记录。 

b.维护用于进行第（2）“b”项规定的用于确认的机械及设备（包括量器的校准），并保存进

行此类维护的记录。 

c.其它必要工作。  

（8）应就第（5）项规定的验证指定一个人负责下列工作。这个人应亲自或指定已按工作内

容接受任命的其他人进行部分或全部工作。 

a.进行产品检测。 

b.维护用于进行“a”项检测的机械及设备（包括量器的校准），并保存有关类维护的记录。 

c.其它必要工作。 

［申请批准］ 

第 14 条依据本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应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申请说明下列项目，

请求批准。 

（1）申请人的地址、姓名及出生日期（如为公司，则应注明公司名称、主要办公地址及其

代表人的姓名）。 

（2）产品种类。 

（3）生产或加工厂的名称和地址。 

（4）产品生产过程全面卫生控制措施概要。 



 84 

2．上一款规定的申请应附带下列材料。 

（1）上一条第（1）至（6）项规定的文件。 

（2）有关依据上一条第（2）‘b’项采取措施的材料。 

（3）有关根据上一条第（6）项所列文件说明第（2）项所列项目及保存记录的材料。 

3．应在第 1 款规定的申请上贴等额的印花税票。 

［申请对更改的批准］ 

第 15 条依据本法第 13 条第 4 款规定，应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更改申请，说明下

列项目，请求批准。 

（1）上一条第（1）至（4）项规定的文件。 

（2）已获得批准的编号和日期。 

2．上一款规定的申请应附带下列材料。 

（1）拟更改项目的材料，出自上一条第 2 款第（1）项所列文件的说明及同一款第（2）项

所列材料（对于该款第（1）项所列文件，应提供新旧说明的对比清单）。 

（2）上一条第 2 款第 3 项所列材料。 

3．应在第 1 款规定的申请上贴等额的印花税票。 

［申请对展期的批准］ 

第 16 条依据本法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应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展期申请，说明上

一条第 1 款各项内容，请求批准。 

2．上一款规定的申请应附带下列材料。 

（1）第 13 条第（1）项及第（4）至（6）项规定的文件（无更改的文件不必附上，应提供

有关项目新旧说明的对比清单）。 

（2）第 13 条第（2）、（3）项规定的文件。 

（3）依据该项规定的文件说明第 13 条第（6）‘a’、‘b’及‘d’项所列各项及保存记录的材料。 

3．应在第 1 款规定的申请上贴等额的印花税票。 

［确定设备等是否违反本法时应考虑的条件］ 

第 17 条依据本法第 17 条第 1 款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的条件如下： 

（1）如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生产，或由特定人员生产的特定设备容器或包装（以下简称“特

定设备等”）依据本法第 26 条第 1 至 3 款或第 28 条第 1 款进行检验，或由国家、县或市健

康中心或特别行政区颁布的行政指导原则规定的商业人员进行检验，本法第 17 条第 1 款规

定的设备容器或包装的数量比例通常不得少于所有设备容器或包装总数的百分之五。 

（2）生产特定设备等的国家或地区对特定设备等的食品卫生法规及规定的内容； 

（3）就特定设备等而言，因该特定设备等引起或怀疑是该特定设备等引起的爆发危害人类

事件。 

（4）就特定设备等而言，爆发危险情况对该特定设备造成污染或可能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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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一款的规定应按照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解释的第 17 条第 1 款指定的卫生、劳动及福利

部法令中规定的项目解释。 

［确定特别需要禁止特定设备等时应考虑的项目］ 

第 18 条依据本法第 17 条第 1 款制定的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指定的项目如下： 

(1) 特定设备等危害健康的危险程度 

(2) 上一条第 1 款规定的各项 

(3) 本法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定设备等被持续销售、生产、进口、或在商业中使用的可

能性。 

(4) 为防止特定设备等造成的食品卫生危险的爆发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依据法令第17条第1

款规定的禁止措施的效果。 

2．上一款的规定应在依据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由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第 17 条

第 1 款中各项中进行解释。 

［取消禁止项目时应考虑的条件］ 

第 19 条要取消依据本法第 17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特定设备等实施的禁止，卫生、劳动及福利

部部长根据与禁止有关的人的申请，依据第 17 条第 3 款对第 8 条第 3 款的解释，为确认不

再有爆发危害的危险，应考虑上一条第 1 款中与取消禁止有关的对特定设备等的各项规定。 

2．在依据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第 17 条第 1 款的规定实施禁止时，上一条的规定应

在本法第 17 条第 3 款中进行解释后，依据由法令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第 8 条第 3 款进行

解释。 

［取消禁止申请中应说明的项目］ 

第 20 条要申请取消法令第 8 条第 3 款规定的项目，在法令第 17 条第 3 款中解释后，应向卫

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提交申请表，就下述各项给予说明，并附上书面文件证明从食品卫生

角度不再有与申请取消的设备、容器或包装有关的爆发危害事件的危险。 

（1）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如为公司，则应注明公司名称、主要办公地址及其代表人的姓

名）。 

（2）申请取消禁止的设备、容器或包装的范围。 

（3）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批准的其它必要项目。 

2．上一条的规定应在申请第 8 条第 3 款规定的禁止时，依据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所解释的第

17 条第 1 款进行解释。 

 

第二章 标签 

［标签标准］ 

第 1 条表 3 中所列用于销售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识标准如下： 

（1）下列项目应在容器或包装（或当产品是为零售而包装时，本条的本项、第 5 至 8 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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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至 19 款所列项目的包装）的显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或包装即可轻易识别的方式加以

说明。 

a.名称［对表 1 所列的食品添加剂（不包括表 4 所列食品添加剂），只能使用表 1 中规定的

名称］ 

b.对于在规定条件下储存会很快变质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应标明以特定字样“使用日期至”

（这里“使用日期至”指表明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确定不会因在规定条件下储存而变质，包括腐

烂，而危害健康的期限结束的日期）开始的日期（包括年份）。对于非上述食品或食品添加

剂，应标明由特定字样“此日期前最佳”（这里“此日期前最佳”指表明在规定条件下储存能够

完全保持产品预期品质的期限结束的日期）开始的日期（包括年份）。 

c.如有可能，应标明生产厂或加工厂的地址（或对于进口产品，在下文中指进口商的办公地

址）及生产商或加工者的姓名（或对于进口产品，在下文中指进口商的姓名）（如为公司，

则指公司名称）。 

d.对于食品添加剂配方，应标明每种配料（不包括用于调味的配料）的名称和重量比例（如

配料为维生素 A 衍生物，则应标明维生素 A 的重量比例）。 

e.对于含有用于表 5 中间所列的一种或多种用途的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不包括用于加强营养

的物质，加工助剂（在 e 项下文中，“加工助剂”指在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物质，包括：

①食品制作完成前即从食品中取出的物质，②从食品的原材料衍生转化为食品的一种成份但

不会大量增加该成份数量的物质，或③少量存在于食品成品中，但这些成份对食品没有任何

技术或功能上影响的物质）及运载过继（“运载过继”指在生产或加工食品的原材料时使用，

但在生产或加工食品时没有使用的物质，在食品成品中存在的数量少于通常能够对食品产生

任何技术或功能上影响的程度）］，应标明此类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以及该表右侧所列项目中适

合的一项。对于含有非上述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应标明食品添加剂的名称。 

f.对于以表 6 所列食品（不包括牛奶）为原材料加工的食品，不包括无抗原属性的食品及表

3 第 2）项所列的食品，应声明产品按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的指定含有牛奶。 

g.对于含有从表 6 所列食品衍生的食品添加剂（不包括无抗原属性及调味成份的；在“j”项中

相同）（以下简称“特定原材料”）的食品，应声明食品含有该食品添加剂且食品中所含该食

品添加剂是由特定原材料衍生的。 

h.应标明储存方法（对于依据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已经制定储存方法标准的食品或食品

添加剂，应标明符合标准的储存方法），对于依据同一款规定已经制定使用方法标准的食品

或食品添加剂，应标明符合标准的使用方法。 

i.对于食品添加剂（不包括“j”项所列的食品添加剂），应用日文标明“食品添加物”字样。 

j.对于由特定原材料衍生的食品添加剂，应用日文标明“食品添加物”字样，且标明该食品添

加剂是由特定原材料衍生的。 

k.对于焦油色配方，应标明在食品中实际产生颜色的名称，前面加日文 “制剂”字样。 



 87 

l.对于依据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制定的规范规定需提供成份声明的食品添加剂，应标明重量比

例。 

m.对于以维生素 A 衍生物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应标明维生素 A 的重量比例。 

n.对于阿斯巴甜或含有阿斯巴甜的配方或食品，应声明产品为 L-苯丙氨酸复合物或产品含有

L-苯丙氨酸。 

o.对于矿物质水及其它同类产品（“矿物质水及同类产品”指所有仅含水的非酒精饮料），若

其容器或包装中二氧化碳压力在 20℃时低于 98kPa且没有经过巴氏灭菌或采取灭菌处理（下

文中“灭菌处理”指通过过滤或其它方式消灭来自于水源，可能在此类食品中产生或生长的细

菌），应声明此水没有经过巴氏灭菌或采取灭菌处理。 

p.对于冷冻果实饮料（“冷冻果实饮料”通过对压榨果实饮料或浓缩果实饮料进行冷冻而获得

的产品，不包括用作配料的果实饮料），应用日文标明“果实饮料”字样。 

q.对于罐头食品，应标明主要配料。 

r.对于肉类，应标明牲畜或家禽的品种。 

s.对于肉类，如采取了用利器切割腱肉和纤维保持其原有形状，用调味料浸泡，与其它部分

连接的处理方法和/或任何其它处理方法，可能使致病细菌污染内部，应声明进行了此类处

理，且用于人类食用时有必要对整块肉进行充分加热。 

t.对于表 3 第 4 项所列食品，应标明用作配料的肉类名称（应依据第（1）‘o’项规定按配料

重量比例降序排列；如配料为鱼肉，该食品应用日文标识为“鱼肉”字样）。 

u.对于干肉类产品（下文中“干肉类产品”指通过对肉类进行烘干，作为干肉类产品进行销

售），应声明产品为干肉类产品。 

v．对于未加热的肉类产品（下文中“未加热的肉类产品”指除干肉类产品外，通过腌制、熏

制或风干，没有通过加热使其中心部位持续 30 分钟保持在 63℃或采取其它类似或更好的方

法进行灭菌处理获得的产品，作为未加热的肉类产品进行销售），应声明产品为未加热的肉

类产品，并标明其 pH 值及水活性值。 

w.对于专门加热的肉类产品（下文中称为“专门加热的肉类产品”）指除干肉类产品及未加热

的肉类产品外，采用除通过加热使其中心部位持续 30 分钟保持在 63℃或其它类似或更好的

方法之外的方法进行灭菌处理获得的产品，应声明产品为专门加热的肉类产品，并标明其水

活性值。 

x.对于经过加热的肉类产品（下文中“加热的肉类产品”指除干肉类产品、未加热的肉类产品、

专门加热的肉类产品以外的肉类产品），应声明产品为经过加热的肉类产品，并标明产品是

在包装后或包装前进行的灭菌处理。 

y.对于肉类产品、鲸肉产品、鱼肉肠、鱼肉火腿、或特别包装的鱼饼，采用密封的容器或包

装，通过加热使其中心部位持续 4 分钟保持 120℃或采取任何其它类似或更好的方法进行灭

菌处理（不包括罐头或瓶装产品），应标明灭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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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于 pH 值不大于 4.6 或水活性值不大于 0.94 的鱼肉肠、鱼肉火腿、或特别包装的鱼饼（不

包括罐头或瓶装产品），应标明其 pH 值或水活性值。 

aa.对于通过对生产或加工的食品进行冷冻获得的产品，（在本条的下文中不包括非酒精饮

料、肉类产品、鲸肉产品、鱼糕产品、煮制章鱼或煮制螃蟹），应声明产品在消费前是否需

要加热。 

bb.对于消费前需要加热的冷冻食品（下文中“消费前需要加热的冷冻食品”指通过对生产或

加工的食品进行冷冻获得，在消费前需要加热的产品），应声明产品在冷冻前是否加热。 

cc.对于生牡蛎、用鲜鱼切片冷冻的产品或去壳的贝类（不包括生牡蛎），应声明产品是否用

于生食。 

dd.对于用于生食的切片鲜鱼或去壳的鲜贝类（不包括生牡蛎）（不包括冷冻产品），应声明

产品用于生食。 

ee.对于表 3 第 8 项所列的任何食品,应声明该食品经过游离辐射处理。 

ff.对于表 3 第 9 项所列食品（不包括罐头或瓶装食品），应声明该食品包装于密封容器或包

装中，密封严密，压力灭菌。 

gg.对于带壳的家禽蛋（仅用于生食），应声明产品用于生食，储存温度最好不高于 10℃，且

当产品超过“此日期前最佳”所示日期用于人类消费时应加热灭菌。 

hh.对于带壳的家禽蛋（不包括用于生食的），应声明产品是用于加热及生产，且用于人类消

费时应加热灭菌。 

ii.对于液态家禽蛋［去壳的家禽蛋，（本条下文同）］，如果产品是灭菌的，应标明灭菌条件。 

jj.对于没有灭菌的液态家禽蛋,应标明产品未灭菌，且应加热灭菌后再用于人类消费。 

kk.对于生牡蛎（仅用于生食的），应标明打捞的海、湖或湿地的名称。 

ll.对于煮制的螃蟹，应标明用于人类消费时是否需加热灭菌。 

mm.对于用脂肪或油处理过的方便面产品，应声明产品用脂肪或油处理过。 

nn.对于表 3 第 12 项所列食品或加工食品，应根据下列分类 i)到 iii)标明下列 i)到 iii)项。 

i)对于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食品（指在表 7 左侧列出的应用 DNA 重组技术［指利用

霉等进行切割和重新连接形成重组 DNA 分子，导入生物细胞进行繁殖，下同］）,对其生产

和分销与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指在表 7 左侧列出的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

产品，下同）进行区别管理（指使生产、分销和加工的各个阶段都处于良好的控制程序以区

分产品并以证书予以证实的管理措施），或对于用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作为原材料

加工的食品（包括以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应根据下列第（i）或（ii）分类，标明下列

第（i）或（ii）项。 

（i）农产品食品：应说明此农产品食品是应用 DNA 重组技术获得的。 

（ii）加工食品：应标明表 7 左侧所列的农产品原材料的名称，并说明有关农产品是应

用 DNA 重组技术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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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对于食品，如对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与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的生产、

分销或加工未进行区别，或对于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生产的加工食品，对作为原材

料（包括以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在（ii）中同）的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与未应

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未进行区别，应根据下列第（i）或（ii）分类，标明下列第（i）

或（ii）项。 

（i）农产品食品：应说明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与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

品未进行区别。 

（ii）加工食品：应标明表 7 左侧所列的农产品原材料的名称，并说明应用 DNA 重组

技术的农产品与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未进行区别。 

iii）对于含有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的加工食品，确定对其生产和分销进行了区别

管理（包括以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应标明表 7 左侧所列的作为有关加工食品原材料的

农产品名称。 

oo.对于具有特定健康用途的食品［下文中有特定健康用途的食品指在食物有效期内摄取该

食品用于维持和改善健康的特定需求的人维持和改善其健康状况；依据健康促进法（2002

年第 103 号法令）第 26 条第 1 款允许的或依据本法第 29 条第 1 款批准的（在‘oo’项下文中

简称为“允许或批准”），应声明此类食品具有特定健康用途［对于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或批准

其宣称能够维持和改善摄取该食品的人的健康的食品（下文中简称为“特定条件下具有特定

健康用途的食品”），应声明此类食品用于特定条件下特定健康用途］，并标明营养成份的数

量、能量、原材料名称、净重、标准日摄取量、摄取方法、摄取注意事项、及旨在启发与推

广均衡饮食习惯的声明。 

pp.对于具有营养功能的食品［依据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指定的标准标明食品中所含特

定营养成份对于希望增强特定营养成份的人具有特定功能（不包括健康促进法第 26 条第 5

款规定的具有特定饮食用途的食品及除家禽蛋外的鲜活食品）；下同］，应声明此类食品具有

营养功能，标明符合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制定的标准的营养成份的名称和功能、营养物

质的数量、能量、适当的日摄取量、摄取方法、摄取注意事项、及旨在启发与推广均衡饮食

习惯的声明，并声明该食品未向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申请单独检查。 

qq.对于已规定利于健康的营养成份限量的具有特定健康用途的食品，或对于已规定标明的

功能成份推荐日食用量的具有营养功能的食品，应标明适当的日摄取量中所含营养成份与推

荐日食用量的比例。 

rr.对于具有特定健康用途的食品或具有营养功能的食品，有必要特别注意其配制和保存方法

的，应标明有关注意事项。 

（2）上一项所列项目应以日文准确说明，使购买或使用这些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的一般大众

容易识别和理解。 

（3）对于具有营养功能的食品，禁止标识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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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识非养成份的功能，而不是依据第（1）项第‘pp’项标明符合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所

制定标准的营养成份的功能。 

b.标识该食品预期能够改善和维持摄取该食品用于特定健康需求的人的健康状况。 

（4）对于不是用于特定健康需求及具有营养功能的食品（以下简称具有特定饮食用途的食

品），应禁止使用误导食品饮食用途的名称、营养成份的功能及能够预期特定健康用途的标

识；对具有不属于特定健康用途的营养功能的食品，应禁止使用能够预期特定健康用途的标

识。 

（5）对于一种食品，如果不是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并确定对其生产和分销进

行了区别，或不是含有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加工食品（包括以加工

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并确定对其生产和分销进行了区别，禁止声明有关农产品食品是未应

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食品或表 7 左侧所列的加工食品的原材料是未应用 DNA 重组技

术的农产品。 

2．尽管上一款第（1）项有规定，表 3 第 10 项规定的带皮的家禽蛋、表 3 第 11-c 项中规定

的食品、及该表第 12 项规定的农产品食品，在农产品食品附近的位置已说明注意事项，或

已在显著位置标明名称，则不必标识名称。 

3．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如果从产品生产或加工日期到最佳日期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以特定字样“此日期前最佳”开始的日期（包括年份）可由以特定字样“此日期前最佳”开始的

年份和月份标识代替。 

4．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表 3 第 2 项所列的任何食品，玻璃瓶装（不包括带纸盖的

瓶子）或不属于该表第 3 项所列的聚乙烯容器或包装的食品，该表第 11-b 项所列任何食品

（不包括罐头食品、瓶装食品、桶装食品或罐装食品），第 11-c 项所列任何食品，该表第 12

项所列农产品食品，及该表第 14 项所列食品添加剂可免除以特定字样“使用日期至”或 “此

日期前最佳”（以下简称“特定日期”）开始的使用日期或最佳日期及储存方法的声明（任何

依据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已经制定储存方法标准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均可免除关于标识

特定日期的要求）。 

5. 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表 3 第 6 项所列的任何食品, 应在容器/包装或包装的显

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或包装即可轻易识别的方式，以特定字样“进口日期”开始标明进口日

期，而不是特定日期及储存方法。 

6．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表 3 第 8 项所列的任何食品, 应在容器/包装或包装的

显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或包装即可轻易识别的方式，以特定字样“辐射日期”开始，声明辐

射日期，而不是特定日期及储存方法（对任何依据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已经制定储存方

法标准的食品，仅为特定日期）。 

7. 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表 3 第 10 项所列的带壳家禽蛋（不包括用于生食的）,

限期或储存方法的标识可在容器/包装或包装的显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包装或包装即可



 91 

轻易识别的方式，以由特定字样开始的家禽蛋生产日期（包括年份）、收购日期、按重量或

品质分捡日期、或包装日期代替。 

8．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表 3 第 10 项所列的带壳家禽蛋，生产或加工地址或

生产者或加工者姓名可在容器/包装或包装的显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包装或包装即可轻

易识别的方式，用家禽蛋收购地址、按重量或品质分捡的地址、及包装地址（如果为进口产

品，则为进口商的地址），以及家禽蛋收购人的姓名或按重量或品质对带壳蛋进行分捡和包

装的人的姓名（如为进口产品，则为进口商的姓名）代替。 

9. 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产品可在室温储存的声明标识可免除。 

10．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不属于该表第 11-c 项所列的任何食品或食品添加剂、

该表第 12 项所列农产品食品，生产工厂的地址及生产者的姓名可由生产者的姓名（在本款

下文中，如果生产者是公司，则为公司名称）及已由生产者提交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的

生产工厂的特定编码（本条下文中，用于编码的字符应限定为阿拉伯数字，罗马字母、日本

平假名，片假名或其组合）或连同以“卖方”字样开始的卖方姓名和地址，以及已由卖方和生

产者共同提交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的生产工厂的特定编码代替。同时，表 3 第 11-c 项

所列的任何食品可免除关于标识生产或加工工厂地址及生产者或加工者姓名的要求。 

11．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含有用于表 8 左侧所列目的的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所含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可由公众通用的名称或连同表 8 右侧所列的适当术语代替。表 3 第

11-c 所列的任何食品（应确认这些食品所含任何食品添加剂不用于表 5 第 8 项中间一列所列

的用途）及该表第 12 项所列农产品食品可免除标识所含食品添加剂的名称。 

12．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 

（1）如果食品所含的食品添加剂标识中表明了一种颜色字样，食品色素可免除声明为“着色

料”，合成食品色素可免除声明为“合成着色料”。 

（2）如果食品所含的食品添加剂已标识“增粘”字样，食品增粘剂可免除声明为“增粘剂”，

食品增稠剂可免除声明为“糊料”。 

（3）如果食品所含的食品添加剂不是用于表 5 第 8 项中间所列的用途，对于表 3 第 11-c 项

所列的任何食品可免除按表 5 右侧所列的适当项目标识。 

13．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以含有特定原材料的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时，如果能够

从其名称轻易识别其所含的作为原材料的特定原材料（下文简称“特定加工食品”）无需标识

为以特定原材料作为原材料；对于使用特定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加工食品（不包括使用牛

奶（指关于牛奶的牛奶制品的成份标准等的卫生、劳动及福利部法令第 2 条第 1 款规定的牛

奶［卫生、劳动及福利部 1951 年第 52 号法令］下同）作为原材料），含有特定原材料的标

识可由加工食品含有以特定加工食品作为原材料的声明代替；对于含有从特定原材料衍生的

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如果已声明其含有特定原材料或以特定原材料制成的特定加工食品，且

能够从其名称轻易识别其含有特定原材料，则无需标识为食品中含的食品添加剂来源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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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原材料；对于来源于特定原材料的食品添加剂，如能够从其名称轻易识别其不源于特定

原材料，则无需标识为食品添加剂来源于有关特定原材料。 

14．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对于下列各项食品，无需声明有关第 1 款第（1）项从‘nn’

（1）到（3）项的内容。 

（1）不含表 7 左侧所列农产品的加工食品或不含以那些农产品为主要材料（原材料质量列

在第三名以下，同时质量比例低于百分之五）的加工食品。 

（2）表 7 右侧所列的加工食品，加工后没有留存应用 DNA 重组技术或通过重组形成的蛋

白质。 

（3）表 3 第 12 项所列的农产品中，在有关农产品食品附近的位置已说明有关第 1 款第（1）

项从‘nn’（1）到（3）所列的注意事项。 

（4）表 3 第 12 项所列的加工食品中，属于第 1 款第 1 项‘nn’(3),仅使用表 7 左侧所列的一

种农产品作为原材料的食品。 

（5）不以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为目的的食品。 

15．尽管采取了区别生产和区别管理的措施，如果有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或未应用

DNA 重组技术的农产品在一定范围内非故意的转移，如确定根据第 1 款第（1）项从‘nn’（1）

到（3）所列的确认项目已实施，则认为已确认进行了区别生产和区别管理，应适用第 1 款

第（1）项的规定。 

16．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如果卫生、劳动及福利部部长决定食品的容器或包装太

小，不足以按第 1 款规定进行清晰标识，表 3 第 11-c 项所列的食品及第 12 项所列的加工食

品可免除相应项目的标识。 

17．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如果表 9 左侧所列的任何食品满足该表右侧所列的条件，

容器或包装上的标识可由说明该项规定的发票代替（不包括该项‘a’和‘c’规定的项目）。这种

情况下，可在容器/包装或包装的显著位置以无需打开容器/包装或包装即可轻易识别的方式

用可识别产品的编码进行声明。应在发票中声明该项中的‘a’和‘c’规定的项目、该编码、买

方的姓名和地址（如果为公司，则应说明公司的名称及其主要办公地址）。 

18.如果第 1 款第（1）项中的项目已根据上一款的规定在发票上声明，则适用第 3 款及第 9

到 12 款的规定。 

19．尽管第 1 款第（1）项有规定，关于具有特定健康用途的食品能够预期有利于维持和改

善健康的声明及营养成份功能的标识可不在容器或包装上，而在一份附加文件上声明。 

 

2013 年 10 月 22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食安发 1022 第 2 号公告，修订部分食品卫生

法实施细则（2013 年厚生劳动省令第 121 号）及食品、添加剂等规格（2013 年厚生劳动省

公告第 337 号）。 

日本《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原文见：http://www.cas.go.jp/jp/seisaku/hourei/data/oefs.pdf 

http://www.cas.go.jp/jp/seisaku/hourei/data/oef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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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F 

 

韩国《农作物原产地标示》 

 

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 

第 1 条（目的）： 

本告示根据农作物质量管理法实施令（以下简称实施令）第 23 条第 25 条，实施令的实

施规则（以下简称实施规则）第 23 条第 24 条及对外贸易法的规定，规定关于农作物（包括

畜牧业产品，除第五条，全部相同）及其加工产品原产地标示的实施细则为目的。 

第 2 条（原产地标示对象产品） 

根据实施令第 23 条的规定农作物及其加工品的原产地标示对象产品如附件一。 

第 2-1 条（原产地判定标准） 

实施令第 25 条第 2 项所规定的进口农作物的原产地判定标准以附件二为准。 

第 3 条（农作物的原产地标示方法等）①根据实施规则第 23 条第 3 项的规定，国产农作物

的原产地标示位置、字体的大小、颜色如下。 

1、包装销售： 

a)位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标示。 

b)字体的大小 

（1）包装表面积为 3000 ㎝ 2 以上：20pt 以上，统一要求的标示例外。 

（2）包装表面积为 50 ㎝ 2 以上：12pt 以上。 

（3）包装表面积为 50 ㎝ 2 以下：8pt 以上，但是不能标示 8pt 以上的时候，要求使用与

其它标示事项相同大小的字体标示。 

c)颜色：与包装材料颜色不同的单一颜色。 

d)其它： 

（1）以直接印刷在包装材料上为原则，也可以用贴示纸、电子秤的标签标示。 

（2）用网状材料包装的时候，可以用尾标、内部标卡标示。 

2、活物交易和已经包装好的农作物中不能根据第一号的规定表明的时候，可以在贴示纸、

容器表面、标码、指示牌上标示。 

a)贴示纸(现品)横 3 ㎝×竖 2 ㎝以上或者直径 2.5 ㎝以上 

b)容器标示：横 10 ㎝×竖 5 ㎝以上 

c)标码标示：横 10 ㎝×竖 5 ㎝×高 5 ㎝以上 

d)指示标示牌： 

（1）陈列台：横 7 ㎝×竖 5 ㎝以上 

（2）销售地点：横 15 ㎝×竖 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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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对外贸易法实施令第 53 条的规定，进口农作物（包括进口加工的产品,以下相同）

通关后，再次包装后交易或者活物交易等问题需要重新标示的时候根据第 1 项的规定标示原

产地。 

第 4 条（加工产品标示原产地的方法） 

①根据实施规则第 24 条第 6 项的规定，加工品的原产地标示的位置、字体的大小、颜色如

下。 

1、包装好的加工品 

a)位置：根据食品卫生法及畜产品加工处理法的标示标准，在“成分（原材料）及含量”

一栏里增加标示。 

b)字体的大小 

（1）包装表面积为 3000 ㎝ 2 以上：20pt 以上。 

（2）包装表面积为 50 ㎝ 2 以上：12pt(18 级)以上。 

（3）包装表面积为 50 ㎝ 2 以下：8pt（12 级）以上，但是不能标示 8 个 pt（12 级）以上

的时候，要求与其它标示事项相同大小的字体标示。 

c)颜色：与包装材料颜色不同的单一颜色。 

d)其它： 

（1）以直接印刷在包装材料上为原则，也可以用贴示纸、电子秤的标签标示。 

（2）用网状材料包装的时候，可以用尾标、内部标卡标示。 

2、没有包装的加工品和已经包装好的农作物中不能根据第一号的规定标示的时候，根据

第 3 条第 1 项第 2 号的规定标示。 

②加工品的原料为复合原材料，原产地标示的方法以附件 3 为准。但是，使用进口加工

品的原料无法确认原料农作物的原产地的时候，标示其加工品的原产地。 

③根据实施规则第 24 条第 3 项第 3 号的规定，从三个以上的不同国家生产的原料混合使

用的时候，两个国家的原产地及混合比率根据以下方法标示。 

1、没有国产原料的时候，标示混合比率最高的原料生产国家名称、混合比率和第二高的

原料生产国家名称以及剩下的混合比率。 

2、有国产原料的时候，标示国产混合比率和进口原料中混合比率最高的原料生产国家名

称和剩下的混合比率。 

④根据实施规则第 24 条第 5 项的规定，特定原料的原产地每个国家混合比率在最近 1 年

至 3 年内变更年平均 3 次以上或者标示混合比率预计更改包装材料在年 3 次以上的时候，当

年原料原产地标示省略原产地每个国家的混合比率标示，只标示混合比率最高的 2 个以上的

原产地国家的名称。 

⑤根据实施规则第 24 条第 5 项的规定，适合下列 1 号当年原料的原产地标示为“进口产

品” 



 95 

1、使用进口原料最近 1 年至 3 年内年平均变更 3 个国家以上或者从生产之日起一年内之

内预计会出现变更原产地年平均 3 个国家以上的新产品，这里的《原产地变更》是指变更特

定原料的原产地国家或者原产地国家中某一国家的变更幅度最大超过 15%以上的情况。 

2、政府使用进口大米作为加工品的原料 

⑥根据实施规则第 24 条第 5 项的规定，作为加工品的原料全部使用国产，原料农作物的

原产地一律标示“国产”。 

第 5 条（饲料鉴定机关） 

①根据实施令第 25 条第 3 项的规定，饲料鉴定机关如下。国立农作物质量管理员除了农作

物以外的其他必要的项目也可以进行鉴定。 

1、 农作物：国立农作物质量管理员 

2、 畜产品：农村振兴厅畜产技术研究所 

3、 林产品：森林厅林业研究院国立树木院 

4、 加工品：韩国食品开发研究院 

②鉴定机关的长官对负责调查原产地标示的机关委托的饲料进行鉴定。 

③鉴定机关接到饲料鉴定委托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应在接受之日起 10 日内通报饲料鉴定

结果。 

附则 

①（实施日期）此要领自告示之日起实施。 

②（废除告示等事项）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农林部告示第 2000-74 号，200.11.20）自此

要领实施之日起废除。 

③根据此要领的内容被追加为原产地标示对象的项目，2007.3.31 前设定为过渡期。 

④在此要领实施之前按照农林部告示第 2000-74 号制作的包装材料 2007.3.31 前可以使用。 

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的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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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G 

 

韩国《节约资源促进再利用法》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saving and recycline of resources 

部分修订 2006.09.27 .法律第 8012 号实施日 2007.03.28 

         

第一章总则 

第 1 条(目的) ：此法律以促进资源再利用，合理处理废弃物，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

健康发展国民经济为目的。 

第 2 条(定义) : 此法律中使用的用语解释如下<修订 2005.12.29 > 

 1、“可再利用资源” ：使用过或未使用就丢弃的回收物品和副产物中可再利用于原材料

(包括可回收的能量及废热能，放射性物质及其污染的物品除外)。 

 2、“改善材质、结构的产品”：使用过或未使用的物品被扔弃后，回收并再利用其全部

或部分就可以更加有效利用其资源，修改结构、材质使其便于再利用的产品。总统令指定的

产品。 

 3、“副产物”：在制造、加工、修理、销售产品、能量供给或者在土木建筑工程中产生

的副产品。 

 4、“指定副产物”：副产品中再利用全部或部分产品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必要的

产品。总统令指定的副产品。 

 5、“再利用产品”：利用可再利用资源制造的产品，环境部令指定的产品。 

 6、“再利用设施”：制作、加工、组装、维修、收集、运输、保管可再利用资源或再利

用产品中使用的设施、工具、设备等，环境部令指定的产品。 

 7、“再利用产业”：制造、加工、组装、维修、收集、运输、保管可再利用资源或再利

用产品或者研究、开发再利用技术的产业。总统令指定的行业。 

 8、“废弃物”：<废弃物管理法>第二条第一号规定的废弃物。  

 8-2、“大型废弃物”：家庭或工厂废弃的家具、家电产品等可以进行部分改造和识别产

品名称的物品，总统令指定的废弃物。 

 9、“包装材料”：输送、保管、处理、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为了保护产品的价值、状态

或保障质量所使用的材料、容器等。 

 10、“一次性用品”：不考虑再次用在同一用途上，只可以使用一次的产品，总统令指定

的产品。  

第 3 条(与其它法律之间的关系)此法中没有规定的，有关节约资源、抑制产生废弃物及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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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简称资源再利用)的事项，适用<废弃物管理法>。<修订 2005.12.29> 

第 4条(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的责任)①国家准备促进资源再利用的策略②地方自治团体有责

任考虑管辖地区的特性并按照国家规定促进资源再利用。 

第 5 条(生产者的责任)①生产者努力促进资源再利用的同时，应全力协助国家或地方自治团

体为达到此法律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措施。②执行建筑建设的生产者应做到节约资源，尽量

多使用再利用产品，努力做到再利用建筑工地产生的副产品。 

第 6 条(国民的责任)国民为了促进再利用应做到分离丢弃可再利用资源，优先购买再利用产

品，尽量抑制使用一次性产品，协助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及生产者为达到此法的目所采取的

行动措施。 

第 7 条（制定资源再利用基本计划<修订 2003.12.30>）①环境部长官应与中央行政机关有关

长官及特别市市长、直辖市市长各道分社(以下称"市，道分社")协商后，每五年制定资源再

利用基本计划(以下称基本计划)。 

②第一项的基本计划内包括以下内容。 

1. 有关产生和处理废弃物及再利用产业现况等资源再利用条件的事项。 

2. 有关设定资源再利用目标的事项。 

3. 达到资源再利用目的所需的资源调配及投资计划。 

4. 为促进资源再利用总统令制定的事项。 

③中央行政机关有关长官及市、道分社制定基本计划的年实行计划(以下称实行计划)，通知

环境部长官后执行。此时实行计划中包括投资计划。 

④市长、郡首、区长(自治区区长，以下同样)应制定考虑到管辖地区的特点的资源再利用计

划，提交给市、道分社后实行计划<修订 2003.12.30>。 

⑤依照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四项的规定制定基本计划、实施计划及资源再利用计划的有关事

项，由总统令制定。<修订 2003.12.30> 

 

第二章节约资源和抑制废弃物产生 

第 8 条(节约资源)①政府劝告和指导生产者或消费者节约资源、抑制废弃物产生。②主务部

长官为扩大节约资源及抑制产生废弃物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可以向行政机关长官申请协助。 

第 9 条(抑制产生包装废弃物)①生产、进口、销售总统令指定产品的制造商(以下称制造商

等)，为抑制产生包装废弃物，促进再利用，一定要遵守下列几项的内容。 

1、有关包装材料、包装方法的标准(指包装空间比率及包装次数)。 

2、①有关缩短用合成树脂材料作包装材料的年差标准。 

②第一项规定中的包装材料、包装方法标准和缩短使用合成树脂包装材料的年差目标等具体

事项，由环境部长官和主务部长官协商后定为环境部令。 

③市长、郡首或区长根据环境部长官告示中的简易测量方法测定，对被测定违反第一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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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造商根据环境部令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内由环境部令指定的专职机关检查执行产品的

包装方法及包装材料的材质(修订 2005.3.31)。 

④环境部长官劝告制造者商根据环境部令的规定把包装方法及包装材料的材质标示在包装

表面。 

第 10 条(抑制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修订 2006.9.27>)①经营总统令规定的饭店、澡堂、百货商

店以外行业的经营者，根据总统令规定的内容抑制一次性用品使用，不能免费提供。②删除

<2006.9.27> 

第 11 条(推荐设置壁柜)市长、郡首或区长为了抑制发生废家具类，根据<建筑法>第二条第

二项第二号的规定，向承包公共建筑的承包商推荐设置壁柜等存放空间。<修订 2005.3.31，

2005.12.29> 

第 12 条(废弃物支付金)①环境部长官为了抑制产生废弃物和阻止资源浪费，含有<大气环境

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特定大气有害物质；<水质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特定水质有害物

质；<有害化学物质管理法>第二条规定的有毒物或者不能回收再利用，废弃物管理上可能

有问题产品、材料、容器(第 16 条规定的产品包装材料除外)中，向生产或者进口总统令指

定的产品、材料、容器的个人及单位，每年附加并征收处理此废弃物所需费用。<修订

2005.12.29> 

②根据第一项的规定，制造商或进口商应交付的费用(以下称废弃物支付金)计算标准、交付

时间、交付程序及其它必要事项，由总统令规定。 

③环境部长官对没有在限期内交付的，应给予 30 日以上的期限进行督促。并加收 5%的滞

纳金。 

④根据第三项规定，收到督促函后仍未支付废弃物支付金或滞纳金的，根据国税滞纳金处罚

条例征收。 

⑤废弃物支付金及根据第三项规定的滞纳金根据<环境改善特别会计法>计入环境改善特别

会计的税收。<修订 2005.12.29> 

⑥第 38 条第 2 项规定，环境部长官根据<韩国环境资源工程法>委托韩国环境资源工程（以

下称工程）等相关专业机关征收废弃物支付金或滞纳金的时候，可以将征收的废弃物支付金

或滞纳金中的一部分按照总统令的内容交付征收费用。<新设 2005.12.29> 

 

第三章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 

第 13 条(分类回收可再利用资源)①环境部长官为了更加有效地运用再利用资源，考虑废弃

物的产生量及能否再利用后可以制定保管、回收可再利用资源的方针。 

②市、道分社要支援管辖地方自治团体更加有效的执行分类回收，并根据环境部长官制定的

方针，每年调查可再利用资源产生量和分类回收等内容并公布于众。 

③市长、郡首、区长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内容设置可再利用资源保管设施或容器，根据地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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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采取分类回收的措施。 

第 13 条-2(设置经营回收中心)①市长、郡首、区长为了促进二手物品的交换及可再使用的大

型废弃物的再利用，设置并经营必要的设施(以下称回收中心)。 

②市长、郡首、区长在市、郡、区（称自治区，以下相同）各设一个以上的回收中心。但超

过 20 万人口的区域要多设一个回收中心。 

③市长、郡首、区长回收、挑选、处理大型废弃物时，首先利用回收中心。 

④市长、郡首、区长以外的人设置并管理回收中心时，要通知当年执政的市长、郡首、区长。 

⑤环境部长官根据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从财政、技术上支援设置管理者。 

⑥此外有关回收中心的设置及设施标准所需的事项由总统令制定。 

<本条新设 2005.12.29> 

第 14 条(分类处理标示)为了促进废弃物的回收，需要制定分类回收标示用的产品、包装材

料，生产总统令指定的产品和包装材料的，根据环境部长官制定的告示在产品包装材料上做

分类处理标示。 

第 15 条(丢弃废弃物者履行再利用)①扔弃废弃物的土地、建筑所有人、占有人或管理者中

总统令指定的人(以下称扔弃废弃物者)根据环境部令规定的标准，再利用从土地或建筑扔弃

的废弃物中再利用的废弃物或者按种类、性能分类保管使其再利用。②市长、郡首、区长根

据第一项的规定，可以处罚没有遵守规定的扔弃废弃物者并按照环境部令的规定采取必要的

措施。 

第 16 条(制造者等人的再利用义务)①在生产、流通阶段通过改善材质、结构或回收体系促

进回收、再利用；使用后产生大量废弃物的产品及包装材料中，生产、进口总统令指定的产

品、包装材料的人(包装材料：包括销售包装材料产品的商家，是总统令指定的行业并经营

一定规模的单位，以下称再利用义务生产者)，再利用(包括第 21 条第 27 项规定的委托再利

用单位进行再利用)回收产品、包装材料的废弃物或根据第 27 条的规定向再利用事业共济组

合缴纳分担金。<修订 2005.12.29> 

②再利用义务生产者或者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根据第一项规定委托其他单位进行再利用时，

根据[关于促进大、中小企业上相生协助法律]第 30 条的规定，不侵害被保护中小企业的事

业领域并依照总统令与受委托再利用的单位签订合约，使其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签约者必

须诚实履行合约。<修订 2005.12.39， 2006.3.3> 

③根据第一项规定，再利用义务生产者及接受再利用委托者，必须按照环境部令规定的产品、

包装材料再利用的方法和标准进行再利用。 

第 17 条(回收义务率<修订 2005.12.29>)①环境部长官应考虑再利用义务生产者的产品、包

装材料的出库量、可再利用资源的分类回收量(包括第 13 条第 2 项规定中市、道分社公布的

可再利用资源的分类回收量)、再利用业绩及可否再利用等问题，并根据第 16 条的规定将产

品、各类包装材料的年出库量中再利用的量比率(以下称"回收义务率")与主务部长官协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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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修订 2005.12.29> 

②再利用义务生产者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再利用义务率计算再利用的量（以下简称再利用义务

量）的标准是考虑出库量、产品及各类包装的再利用义务率等问题并定为总统令。 

第 18 条(提出再利用义务计划书)①再利用义务生产者根据总统令的内容向环境部长官提交

再利用义务履行计划书并受到认可。但根据第 27 条规定向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缴付分担金

者不用提交。 

②根据第一项规定，再利用义务履行计划书得到认可的，根据总统令将包括可以证明再利用

业绩资料的再利用义务履行结果报告书提交给环境部长官。 

第 19 条(征收再利用罚金等)①环境部长官对没有按照第 16 条的规定履行义务者或者根据第

27 条的规定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没有代理组合人员的再利用义务的的时候，向再利用义务

生产者或者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征收再利用义务量中没有再利用的废弃物的再利用所需费

用再附上其费用的 30%以下的费用（以下简称“再利用罚金”）。<修订 2005.12.29> 

②成为再利用罚金计算标准的废弃物再利用所需的费用和其缴付时间、程序及其它有关必要

的事项在总统令制定。 

③第一项规定环境部长官对在期限内没有缴纳再利用罚金的单位给于 30 天以上的期限并进

行督促。对未缴纳的再利用罚金加收 5%的滞纳金。 

④第三项规定，被督促人没有在期限内缴付罚金或者滞纳金，根据国税滞纳处分条例对此单

位进行处罚。 

⑤再利用罚金及根据第三项规定的滞纳金，根据<改善环境特别会计法>计入改善环境特别

会计的税收。 

⑥第 38 条第 2 项规定，环境部长官委托工程等相关专业机关征收再利用罚金或滞纳金时，

将征收的再利用罚金或滞纳金中的部分按照总统令交付征收费用。<新设 2005.12.29> 

第 20 条(废弃物支付金及再利用罚金的用途) 废弃物支付金及再利用罚金按下列用途使用。

<修订 2005.12.29> 

1、支援废弃物再利用事业及设置废弃物处理设施。 

2、有效再利用废弃物及减少废弃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 

3、支援地方团体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及处理。 

4、购买及储备可再利用资源。 

5、支援为促进资源再利用的事业。 

6、缴付废弃物支付金(包括滞纳金)或再利用罚金的征收费用。 

第 21 条(再利用义务对象及产品销售者的回收义务)①根据第 16 条规定购买者向销售再利用

义务对象中总统令指定产品的单位要求回收购买新产品时产生的同类产品或者新产品(包括

其他制造者，进口者的产品)的包装材料时，销售商应该无偿回收。 

②销售商将回收的废弃物运输到再利用义务生产商或者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按照第 27 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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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按地方设置的回收所；自己再使用；委托再利用单位(指<废弃物管理法>第 44 条第 2

项规定的废弃物再利用举报者或被认为能够有效地履行再利用事业的单位，由总统令指定的

单位。以下如同)进行再利用。<新设 2005.12.29> 

③按照第 2 项规定，销售商将回收的废弃物自行使用或委托再利用公司进行再利用的时候，

根据环境部令将本年废弃物的种类、量、受委托的再利用公司等内容，通报给再利用义务生

产商或第 27 项规定的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新设 2005.12.29> 

④再利用义务生产商或第 27 项规定的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应该按照第 2 项的规定将指定的

回收所通知给销售公司。 

第 22 条(空容器保证金及手续费<修订 2005.12.29>)①为促进使用过的容器回收和再使用，

允许总统令指定的制造商或进口商除了出库价或进口价以外另加金额(以下称"空容器保证

金")。 

②第 1 项规定，制造包括空容器保证金的商户应将保证金退还给返还空容器的人。 

③第 1 项规定，制造或者进口包括空容器保证金的产品的商户按照环境部令将空容器的保管

费及运输费(以下称"手续费")支付给批发商及零售商(根据韩国标准产业分类，经营综合零

售、饮食及烟零售商)。<新设 2005.12.29> 

④为了顺利退还不同规格的空容器保证金、支付手续费、回收、再利用空容器，制造商应该

遵守的事项由环境部令规定。 

第 22 条-2(空容器保证金余额的用途)①第 22 条第 2 项规定，退还空容器保证金后剩余的金

额(以下称"未退还保证金")，应使用在下列任何适当的用途中。 

1、宣传提高空容器回收率。 

2、设置、支援空容器保管及回收所。 

3、研究、开发空容器的有效回收及再利用方案。 

4、补充前年度的空容器保证金透支。 

5、保护环境的活动经费。 

②第 1 项规定，退还保证金的计算、使用计划及结果报告等具体事项由环境部令制定。<本

条新设 2005.12.29> 

实施日期：2007.1.1 (第 22 条-2） 

第 23 条(再利用指定生产商的遵守事项)①从事总统令指定行业的商户(以下称再利用指定商

户)作为经营有效利用可再利用资源所需要的行业，要遵守由环境部长和主务部长官结合总

统令基本方针和程序告示的方针。  

②第 1 项方针包括以下事项。  

1、有关促进再利用产品不同类型的可再利用资源（副产品除外，以下相同）的利用目标

及再利用的事项。  

2、有关拟定可再利用资源的利用计划及再利用方案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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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记录管理可再利用资源的利用的事项。  

4、有关能量回收及促进利用废热的事项。  

第 24 条(改善材质、结构商户的遵守事项)①从事制造、进口、加工、维修、销售改善材质

结构产品的商户(以下称改善材质.结构商户)，要遵守由环境部长和主务部长官结合总统令基

本方针和程序告示的方针。  

②第 1 项规定包括以下各项。  

1、有关简便再利用的材质、结构的事项。  

2、有关提供促进再利用的情报及提高技术的事项。  

3、有关设计产品时减少分类回收和废弃物问题的事项。  

第 25 条(处理副产物指定商户的遵守事项)①处理指定副产品的商户(以下称处理副产物指定

商户) 要遵守由环境部长和主务部长官结合总统令基本方针和程序告示的方针。 

②第 1 项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1、有关指定副产物不同用途的再利用方法的事项。 

2、有关拟定促进利用指定副产物的计划及实施的事项。 

3、有关指定副产物分类、粉碎等事项。 

第 25 条-2(再利用产品的使用设施及遵守事项)①使用再利用产品中以废弃物做成的固形燃

料的商户可以在环境部令指定的设施内使用。 

②第 1 项规定，生产、使用固形燃料产品的商户应遵守环境部令规定的质量标准及规格认证。 

[本条新设 2005.12.29] 

第 26 条(资源再利用的劝告及命令措施)①再利用指定商户、改善材质结构对象、处理废弃

物指定商户不遵守第 23 条至第 25 条的规定，主务部长官或环境部长官应该劝告商户遵守方

针。<修订 200.12.29> 

②第 1 项规定，收到劝告的商户没有正当的理由不遵守劝告时，主务部长官或者环境部长官

可以公布名单和违反内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环境部长官在公布名单和违反内容之前应该与

主务部长官协商。<修订 2005.12.29> 

③删除<2005.12.29> 

 

第四章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 

第 27 条(设立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①再利用义务生产商为了履行第 16 条规定的义务，按不

同产品、包装材料设立再利用事业共济组合(以下称"组合")。 

②组合为法人制。 

③组合在办公室办公地址申请登记后方可成立。 

④民法第 32 条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再利用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代理再利用义务生产商的义

务将第 28 条第 1 项第 1 号至第 5 号的资料提交给环境部长官并得到认可的时候，才能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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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合。<修订 2005.12.29> 

第 28 条(设立组合的认可程序等)①申请成立组合的单位将包括下列事项的成立认可申请书

提交给环境部长官并得到认可。 

1、目的、经营范围、组合成员及分担金及包括其它有关经营管理事项的法人章程。 

2、加入组合的再利用义务生产商的参与约定书。 

3、不同组合成员的再利用义务量。 

4、再利用设施的自身内容(自身具有再利用设施的组合) 

5、代理再利用义务的事业计划书。 

②环境部长官根据第 1 项或第 27 条第 4 项的规定认可组合时要公告于众。 

第 29 条(分担金等)①第 16 项规定，分担金的计算标准、缴付程序及其它的必要事项，遵照

组合的章程。 

③组合代理再利用义务的时候，适用第 16 条第 3 项及第 18 项。 

第 30 条(适用「民法」<修订 2005.12.29>)有关组合除了本法律规定的内容以外，适用「民

法」中有关社团法人的规定。 

   

第五章再利用产业的成长 

第 31 条(支援资金等)①国家或地方团体为了再利用产业的成长，对经营以下各项内容的商

户(以下称再利用商户)提供再利用所需的资金补助或者融资，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贷款。<

修订 2005.12.29> 

1、设置再利用设施的事业 

2、再利用指定商户、改善材质结构商户、扔弃废弃物指定商户的资源再利用事业。 

3、第 34 条规定的组成再利用专用区事业。 

4、废弃物管理法第 44 条第 2 规定，废弃物中间处理业或得到废弃物综合处理业许可商户、

第 44 条第 2 规定的废弃物再利用检举者的再利用事业。 

5、研究资源再利用和技术开发事业。 

6、除 1 项至 5 项以外，对再利用产业成长有必要的，由总统令指定的事业。 

②政府从下列资金或者基金中可以优先支援对再利用商户需要的设备资金、研究、技术开发

资金。 

1、按照「产业发展法」规定，用在产业基础技术开发事业的资金。 

2、按照[有关振兴中小企业及促进产品采购法]的规定，用在振兴中小企业及产业基础的

基金。 

③环境部长官要求管理第 2 项资金或基金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协助再利用商户提供必要

资源。 

第 32 条删除<20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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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条(再利用产品的规格及质量标准)产业资源部长官与环境部长官协商后，制定再利用

产品的不同品种的规格和质量标准。 

第 34 条(再利用小区的组建等)①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者总统令指定的商户，为了提高再

利用产业的成长和竞争力，可以组建再利用小区。<修订 2005.12.29> 

②第 1 项规定，再利用小区的组建按照[关于产业立地及开发法律]的国家产业小区或者地方

产业小区的指定和开发程序。 

③有关再利用小区的组建、管理及经营事项，由总统令制定。 

④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应该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让再利用商户优先入住国家或地方自治团

体提供的工厂用地。 

⑤删除<2005.12.29> 

⑥删除<2005.12.29> 

第 34 条-2(支援再利用小区的组建)第 34 条第 1 项规定，地方自治团体或者总统令指定的商

户组建再利用小区，国家向商户支援设置再利用设施必要的费用。 

<本条新设 2005.12.29> 

第 34 条-3(国、共有资产的贷付及使用等)①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觉得有必要扩充再利用设

施、组建、运营再利用小区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国有财产法]或[共有财产及物品管理法]的

规定，以临时契约的方式将国有资产或共有资产让其贷付、使用、收益或者出售。 

②第 1 项规定，关于国、共有资产的贷付，使用，收益，出售等内容和条件，依照[国有资

产法]或[共有资产及物质管理法]的内容。 

<本条新设 2005.12.29> 

第 34 条-4(设置公共再利用基础设施)①市长、郡首、区长要设置收集、保管、挑选、处理大

型废弃物和总统令指定的可再利用资源的设施。 

②市、道支社可以向按照第 1 项规定设置设施的市长、郡首、区长提供财政，技术上的支援，

并且可以提出有效设置、经营设施的必要方案。 

③市、道支社或市长、郡首、区长规定从 2 个以上的市、郡、区产生的大型废弃物和可再利

用资源，必须要区域性地收集、保管、挑选、处理，可以共同设置、经营第 1 项规定的设施。 

[本条新设 2005.12.29] 

 

第六章附则 

第 35 条(资源再利用协会)①再利用义务（国家指定的）生产商、（产品）组合、再利用产品

（由自己申请生产产品，并被批准）的生产商，可再利用资源收集商等总统令指定的商户，

按照总统令规定经环境部长官许可，可以设立促进再利用协会(以下称资源再利用协会)。<

修订 2005.12.29> 

②环境部长官在预算范围内支援资源再利用协会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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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条(报告及检查等)①环境部长官、主务部长官、市长、郡首、区厅长，按照环境部令

的规定让符合以下 1 项的商户提供相关报告、资料或者指示公务员去其设施、办公室或工厂

检查相关资料、设施、装备等。 

1、第 9 条第 1 项规定的生产商 

2、第 10 条规定的商户。 

3、负担废弃物支付金的制造商或进口商。 

4、扔弃废弃物商。 

5、再利用义务生产商。 

6、第 16 条第 1 项规定受再利用义务生产商的委托处理产品、包装材料再利用的商户。 

7、产品价格中包含空容器保证金的生产商。 

8、再利用指定商户。 

9、改善材质、结构的商户。 

10、扔弃废弃物制定商户。 

11、产品组合 

②第 1 项规定，进行出口、检查的公务员应该向有关部门出示工作证。 

③符合第 1 项第 3 号、第 5 号至第 11 号的商户按照环境部令开设帐本并对其进行记录、保

存。 

第 37 条(相关机关的协助)环境部长官为达到此法律的目的，必要时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长

邀请以下事项。相关行政机关长在没有特殊理由时响应他们的邀请。 

1、提出树立资源再利用政策的必要资料 

2、树立基本计划必要事项的协助。 

3、此外总统令制定的事项。 

第 38 条(权利委任、委托)①环境部长官或主务部长官按照总统令的规定，可以将其中一部

分权限委任给市、道支社或地方环境官署长。 

②环境部长官或主务部长官按照总统令的规定，将部分业务委托给工程等相关专业机关。 

 

第七章处罚条例 

第 39 条(处罚条例)没有提交第 36 条第 1 项规定的报告或资料的商户，或者提交假报告或假

资料的商户，拒绝、妨碍、躲避出口检查的商户，处于一年以下徒刑或者 5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 40 条(双罚规定)法人代表或者法人、个人的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从业人员违反了第 39

条规定，除了处罚违反者以外对法人或个人也同样进行处罚。 

第 41 条(滞纳金)①对符合下列 1 项的商户处于 300 万元的罚款。 

1、没有遵守第 9 条第 1 项规定的产品包装、包装方法及缩短合成树脂材质包装材料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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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准则的商户。 

2、没有履行第 9 条第 3 项规定中的检查命令的商户。 

3、违反第 10 条规定，使用或无偿提供一次性产品或者没有设置、经营再利用产品的交换、

销售场所的商户。 

4、违反第 14 条规定，没有做分类扔弃标示或做了假标示的商户。 

5、没有按照第 21 条规定履行回收义务的商户。 

6、违反第 22 条第 2 项规定，没有退还空容器保证金的商户。 

7、没有按照第 26 条第 2 项规定履行采取措施命令的商户。 

②符合以下 1 项的商户处于 100 万元的罚款。 

1、没有按照第 15 条第 2 项规定履行采取措施命令的商户。 

2、没有按照第 18 条规定(包括第 29 条第 2 项规定)提供再利用义务履行计划书或再利用

义务履行结果报告书的商户。 

3、没有按照第 36 条第 3 项规定记录、保存帐本或者做假账的商户。 

第 41 条(罚金)①符合下列任何一项的商户处于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修订 2005.12.29，

2006.9.27> 

1、没有按照第 9 条第 1 项的规定遵守产品包装、包装方法及缩短合成树脂材质包装材料

年份目标的商户。 

2、没有按照第 9 条第 3 项规定履行检查命令的商户。 

3、违反第 10 条规定，使用或者无偿提供一次性产品的商户。 

4、违反第 14 条规定，没有做分类扔弃标示或者做假标示的商户。 

5、违反第 21 条规定，没有履行回收义务的商户。 

6、违反第 22 条第 2 项规定，没有退还空容器保证金的商户。 

6-2、违反第 22 条第 3 项规定，没有支付手续费的商户。 

6-3、违反第 22 条-2 第 1 项规定，使用了未退还保证金的商户。 

6-4、违反第 25 条-2 的第 1 项或第 2 项规定，使用再利用产品或者没有遵守相关事项的商

户。 

7、没有按照第 26 条第 2 项规定履行采取措施命令的商户。 

②符合下列任何一项的商户，处于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修订 2005.12.29>. 

1、没有按照第 15 条第 2 项规定履行采取措施命令的商户。 

2、没有按照第 18 条规定(包括第 29 条第 2 项规定)提供再利用义务履行计划书或再利用

义务履行结果报告书的商户。 

2-2、违反第 21 条第 3 项规定，没有通报废弃物的种类、量、受委托的再利用商户等内容

的商户。 

2-3、违反第 21 条第 4 项规定，没有指定收集所或没有通知销售商的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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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按照第 36 条第 3 项规定记录、保存帐本或做假账的商户。 

[实施日期:2007.1.1] 第 41 条第 1 项第 6 号-3 

第 42 条(追加、征收滞纳金)①第 41 条规定的滞纳金由环境部长官、主务部长官或市长、郡

首、区长(以下称追加权者)按照总统令追加、征收。 

②对第 1 项规定的滞纳金处罚不服的商户，可在收到处分单之日起 30 日之内向追加权者提

出异议。 

③收到第 1 项规定滞纳金处罚的商户，按照第 2 项规定提出异议时，追加权者应及时向管辖

法院通知事实。受到此通知的管辖法院应按[非讼事件程序法]进行滞纳金的裁判。<修订

2005.12.29> 

④不仅没有在第 2 项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也没有缴付滞纳金的商户，按照国税或者地税

滞纳处理条例征收。 

 

附则<第 6653 号，2002.2.4> 

第 1 条(实施日)①此法律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但是第 32 条的修订事项自公布之日起

实施。  ②此前的第 30 条规定，自此法律公布之日起失效。 

第 2 条(准备行为)在实施此法律之前，为了实施第 16 条修订的规定，环境部长官可以将第

17 条第 1 项规定的再利用产品、不同包装材料的义务总量与主务部长官协商后进行通告。 

第 3 条(有关预备金的经过措施)实施此法律之前，按照原 18 条规定征税的或者对该征的预

置金的征税、征收及实施此法律前有关回收、处理的产品、容器预置金退还的问题，仍按照

原来的规定处理。 

第 4条(有关处罚的处理措施)对此法律实施之前的行为进行处罚及适用滞纳金的问题按照原

来的规定处理。 

第 5 条(其它法律的修正)环境改善特别会计法修正如下。   

第 3 条第 13 号修正如下： 

13.关于节约资源、促进再利用的法律第 12 条规定，废弃物支付金、滞纳金及同法律第 19

条规定的再利用征税金、追加金；第 4 条第 1 项以外的部分条件中的预置金和负担金修改为

废弃物分担金和再利用征税金。 

第 6条(与其它法律的关系)此法律实施的同时在其它法令中引用了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再利

用的规定条款并且此法律中有相应的规定时，认为此法律中相应的条款代替了原有的法律条

款。 

附则<第 7012 号，2003.12.30> 

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 

 

附则(韩国环境资源工程法)<第 7023 号，200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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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实施日)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 

第 2 条及第 3 条省略 

第 4 条(修订其它法律)①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再利用法律修订如下。 

第 38 条第 2 项中"韩国资源再生公社"更改为"韩国环境资源公社" 

②及③省略 

第 5 条省略 

 

附则(关于促进采购接近环境产品的法律)<第 7296 号，2004.12.31> 

第 1 条(实施日)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   

第 2 条(修订其它法律)①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再利用法律修改如下。   

删除第 32 条 

②省略 

 

附则<第 7464 号，2005.3.31> 

①(实施日)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 

②(有关产品的包装方法及检查包装材质的措施)此法律实施时按照原第 9 条第 3 项规定实施

的命令，认为按照第 9 条第 3 项修改的规定由市长、郡首、区长执行的命令。 

 

附则<第 7778 号，2005.12.29> 

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但第 22 条-2 及第 41 条第 1 项第 6 号-3 的修改

规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则(关于促进大、中小企业相互合作的法律)<第 7864，2006.3.3> 

第 1 条(实施日)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后，正式实施。 

第 2 条至第 10 条省略 

第 11 条(修改其它法律)①省略 

②关于节约资源及促进再利用的法律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第 16 条第 2 项中将"[关于保护中小企业事业领域及增进企业间的合作的法律]第 4 条及

第 12 条"修改为"[关于促进中小企业相互合作的法律]第 30 条" 

③至⑥省略 

 

附则<第 8012 号，2006.9.27> 

此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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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H 

 

日本《植物保护法》 

 

第一章 总则 

(法律目的) 

第 1 条制定本法的目的在于对进出口植物及国内植物进行检查，对有害动植物进行控制和防

止疫病在国内暴发和传播，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定义)  

第 2 条 “植物”在本法中是指除下款所列的有害植物以外的属于显花植物、羊齿类植物或苔

藓类植物的任何植物(包括植物任何部分、种子、果实和经加工后的产品，例如稻草垫、稻

草包或其他类似的产品。 

    2. “有害植物”在本法中是指对经济植物产生直接或间接伤害的真菌、粘菌、细菌、寄生

植物或病毒。 

    3.“有害动物”在本法中是指已证明对经济植物有害的昆虫、螨和其他节肢动物、线虫、

和其他的无脊椎动物和某些脊椎动物。 

    4.“预测预报”在本法中是指对有害动物和植物的繁殖、气候、农作物的生长等条件进行

研究，而预先估计出有害动物和植物的爆发对农作物产生的危害。然后将由此获得的信息提

供给有关的部门，以便保证及时的对有害动物和植物进行经济防治。 

    5.“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在本法中是指植物保护站使用联网的电子计算机(包括输入和输

出装置，下文相同)，通过电子传输线路，与打算要第 8 条第 1 款规定报告的人联网。 

 

(植物检疫官员和检查员) 

第 3 条植物检疫官由农林渔业部指定，负责实施检疫或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管理。 

    2. 临时植物检疫检查员由农林渔业部指定，在植物检疫官的管理下，协助实施检疫控

制业务。 

    3. 临时植物检疫检查员应当是部分时间的雇员。 

 

(植物检疫官的职责) 

第 4 条如果认为浸染了有害动植物的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进入国土、经营场所、酒店、

仓库、商店、轮船、火车或飞机，植物检疫官可以对有关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进行检查，

或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或在有关植物、及其包装材料、容器等中采集必须最少数量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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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用于检查，并且不需要赔偿。 

2. 按照前款的规定，植物检疫官检查结果认为存在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浸染，在这种情

况下，植物检疫官有必要进行与前款相同的管理或为阻止进一步传播，对货主采取命令，监

管有关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相关地带、酒店、仓库、商店、轮船、火车或飞机，

并对其做消毒处理。 

3. 当发生上述条款的情况时，第 20 条，第 1 款(损失的赔偿)的有关规定，在作必要修

改后，将被适用。 

4. 检查的职责中，进入相关地带，询问和依据第 1 款的规定进行采样，将作为对犯罪

的调查而不受干涉。 

(佩带身份卡和着装) 

第 5 条植物检疫官和植物检疫检查员应佩带个人身份卡，以便显示出依据法律履行职责的官

方地位。根据前 1 条第 1 款的规定在行使职责时，或有关人员提出要求时，植物检疫官和检

查员应向有关人员出示身份卡。 

2. 植物检疫官的制服由农林渔业部制定。 

 

第二章国外的植物检疫 

(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 5-2 条 “检疫性有害生物”在这章中是指部令公布的有害动物和植物，其导致的病很容易

传播，对经济植物产生危害，并符合下面任一条件。 

    (1) 有害动物和植物证实在日本并不存在。 

    (2) 有害动物和植物已经在日本部分地区发生，政府已经采取了预警或其他必要的管理

措施。 

    2. 农林渔业部拥有根据前面条款规定发布部令的的职责，预先召开公众听证会，听取

有知识和经验的感兴趣的人和有关团体的意见。 

(进口限制) 

第 6 条植物(不包括非种植用植物和部令公布的不容易携带有害生物的植物。下文和后下面

条款中相同)和包装材料或容器不允许进口，除非其拥有植物检疫证书或有输出国政府有关

部门提供的检疫证书复印件，证明已经经过检查和确认，或被认为没有携带有害动物和植物。

然而，列于下面条件中的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将不适用。 

    (1) 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的输出国无官方植物检疫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本章

的规定对其进行特殊的仔细的检查。 

    (2) 从国外运抵的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是部令中所公布的，这种情况在其检查证书

或输出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检疫证书复印件应予以记录，并通过电子传输线路，利用计算

机提交的第 2 条(定义)第 5 款，并记录成文件在计算机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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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部令公布区域运抵的植物，以及部令要求按照第 8 条第 1 款实施产地检查的植物

不许进口，除非增加条件，服从上面条款的规定，附有检疫证书或复印件，出口国政府有关

部门的产地检查结果没有或认为没有部令中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前面的

条款(第 1 条除外)进行必要的修改，作为附加条件而适用。 

    3. 下列条款第 1 段中详细列出的植物或禁止进境物不允许从部令公布的海港或场以外

的任意地点进口，以邮寄形式的情况下除外。 

    4. 下条第 1 款中详细列出的植物或禁止进境物，不允许邮寄进口，小包裹或邮局包除

外。 

    5. 任何人收到下列条款第 1 段中详细列出的植物或禁止进境物，以邮寄的形式，小包

裹或邮局包裹除外，应和相关货物一同立即向农林渔业部的植物保护站申报。 

    6.当第 1 款在部令正文中详细列明或第 2 款中内容以法律形式颁布时，前条第 2 款的规

定在做必要修改而适用。 

(禁止进口) 

第 7 条任何人不允许进口下面任一项所详细列出的物品(下文提到的“禁止进境物”)。用于实

验和研究目的及部令中规定的其他特殊目的，将可获得农林渔业部的批准。 

    (1) 部令公布的植物，从部令公布的地区起运或途径； 

    (2) 检疫性有害生物； 

    (3) 土壤或带有土壤的植物； 

    (4) 以上任 1 项中详细列出物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2. 当在前款附加条件规定下，获得许可时，将有正式的文件允许其进口，证明其在前

款附加条件规定下获得了许可。 

    3. 在前 1 款的规定下获得的许可，要附有必要的条件，如进口方式和进口后管理措施。 

    4. 当确定是部令详细列明的第 1 款第(1)项的情况时，第 5-2 条第 2 款的附加规定在作

必要修改下而适用。 

(进口植物的检查，及其他) 

第 8 条任何人进口植物或禁止进境物应不延误时间，如实地向农林渔业部的植物保护站申

报，并在原状态下由植物检疫官进行检查。对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进行检查而确定是

否遵守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是否申报的禁止进境物或感染了检疫性有害生物(农

林渔业部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除外。下文和后下面条款中相同)；若是禁止进境物，将不

适用第 3 款规定的植物检疫官进行检查和通过邮寄进口。 

2. 前款提到的检查应在港口和机场内的由植物检疫官指定的地点，按照第 6 条(进口限

制)第 3 款实施。 

3. 植物检疫官在认为有必要情况下，可以在货物进口前登轮和登机，对植物，及其包

装材料或容器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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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邮局有协助海关的职责，在收到小包裹或自制的邮局包裹或怀疑含有植物或禁止进

境物时，应不延误时间如实地向农林渔业部的植物保护站申报。 

5. 植物检疫官有职责在得到前款所指的申报时，根据前款的规定对小包裹或邮局包裹

进行检查。如果有必要，在邮局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有关邮件进行开包检查。 

6. 任何人受到的小包裹或自制邮局包裹中的植物未经过前款规定的检查，应与有关的

邮件一起，不延误时间，如实地向农林渔业部的植物保护站申报，接受植物检疫官的检查。 

7. 至于农林渔业部公布的繁殖用植物，植物检疫官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按照第 1 款、

第 3 款、第 5 款或前款的规定进行检查，以便更准确的确定是否侵染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命

令有关植物的货主进行隔离种植和实行产地检查或依据部令的规定实行隔离种植。 

(消毒和销毁的规定，及其他) 

第 9 条植物检疫官按照前条的规定进行检查，若发现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中感染有检疫性

有害生物，植物检疫官有职责对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实施消毒或销毁处理或在到场的情

况下，命令货主或货物代理实施消毒或销毁处理。 

  2. 植物检疫官可以销毁，违反第 6 条(进口限制)第 1 款到第 5 款或第 8 条(进口植物检

查，及其他)第 1 款或第 6 款的规定的进口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或在到场的情况下，

命令货主销毁。此规定适用于违反第 8 条，第 7 款规定的有关植物隔离种植的命令。 

  3. 植物检疫官有职责销毁违反第 7 条(禁止进口)规定的进口禁止进境物。 

4. 植物检疫官根据职责，按照前条规定对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进行检查，认为符合

第 6 条(进口限制)，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不属于禁止进境物，并没有感染检疫性有害生

物应签发证书，通过检查。 

(通知或通知单，及其他，利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 

第 9-2 条至于第 8 条，第 1 款中详细说明的通知，由农林渔业部植物保护站主管根据部令，

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制作。 

    2. 货主可以通过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根据前款的规定得到通知并接受对植物或禁

止进境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的相关检查，植物检疫官可以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根据部

令的规定，发给通知单告之按照前条第 1 款的详细规定，进行消毒或销毁和发给通知单告之

按照前条第 4 款的详细规定，结果通过了检查。 

3. 前两款详细列明的通知、通知单或通知证书由植物保护站负责解释或由植物检疫官

负责颁发，并同时以文档的形式记录在第 2 条，第 5 款的电子计算机上。通知单或通知证书

是对有关易受影响的评估，在记录成文档后一定时间内发出。 

4. 农林渔业部的职责是使用第 2 条第 5 款的电子计算机接收植物保护站的公告通知。 

(出口植物的检查) 

第 10 条任何人向任何要求有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出口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都要求进行检

查，证实出口的植物、包装材料或容器符合有关进口国的要求，除非通过检查，否则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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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2. 前款提到的检查由农林渔业部的植物保护站来实施；规定，如有必要，植物检疫官

可以在有关条款规定的起点实施检查。 

3. 进口国要求在产地进行检查的植物，或部令指定要求在产地进行检查的其他植物，

除非通过检查，否则按照第 1 款的规定不允许出口。 

4. 为遵守进口国的要求植物检疫官认为如有必要，可以对已通过按照第 1 款规定进行

检查的植物和其他材料从新检查。 

(职责授权) 

第 11 条不同于本章规定的检查结果，检查的程序和方法及行动标准，应由农林渔业部负责

确定和制定。 

2.在前款的情况下，第 5-2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作必要修改下而适用。 

 

第三章国内的植物检疫 

(国内的植物检疫) 

第 12 条为了防止新传入的并已经在日本部分地区发生的有害动物或植物的传播，根据本章

法律的规定，农林渔业部有权建立检疫机构。 

(特指植物的检查) 

第 13 条任何人生产的由农林渔业部公布的动植物名录中包括的植物(与下文中各处提到的

“植物种植者”和“特指植物”相同)，每年都应在生长季节由植物检疫官在种植地对这些特指

植物实施检查。 

    2. 植物检疫官如果认为，根据前款只进行种植地检查，不能达到控制或阻止有害动物

或植物传播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种植前或收获后增加检查。 

    3. 如果植物检疫官认为，按照第 1 款或前款的规定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为特指植物不

带有农林渔业部公布的有害动物或植物，在这种情况下，植物检疫官有权向有关植物种植者

签发检查证书。 

    4. 特指植物不允许被移动，托运或从一个县的种植地调离到另一个县的种植地，除非

附有前款所指的检查证书或证书的有效复印件或由植物检疫官签发的检查证书标识。 

5. 植物检疫官认为，按照第 1 款或第 2 款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为特指植物中侵染有第 3

款中特殊规定的有害动物或植物，在这种情况下，植物检疫官有权延缓检查并以口头或书面

形式，命令有关植物种植者对有关的有害动物或植物进行控制，或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有害

动物或植物的传播。 

6. 植物种植者接到前款的命令，遵照有关命令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进行处理

后，植物检疫官应按照第 1 款或第 2 款的规定继续检查。 

7. 在出现第 1 款指出的情况时，第 5(2)条，第 2 款(公正听取意见)的规定作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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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适用。 

(销毁处理的规定) 

第 14 条当特指植物违反前条第 4 款的规定被移动，托运或从某县内调离，植物检疫官有权

命令货主销毁这些植物或植物检疫官亲自销毁这些植物。 

(收费及其规定) 

第 15 条农林渔业部可以向得到按照第 3 条(特指植物的检查)第 1 款规定进行检查的人收取

费用，部令规定费用不可超过实际检查所需成本。 

2. 第 11 条(职责授权)的规定作适当的修改而适用于根据第 13 条，第 1 款或第 2 款实施

的检查。 

(非适用规定) 

第 16 条前四条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生长的特指植物： 

(1) 在农林渔业部公布的区域内； 

    (2) 在县级区域内并在那里经过了检查； 

(3) 植物种植者在相同的区域内种植。 

(植物的移动限制等) 

第 16-2 条防止有害动物或植物的传播，在部令公布的特定区域内的植物及其包装材料或容

器，有必要做出限制其移动到其他区域的规定，但被部令免除的除外；除非植物检疫官根据

部令对其进行检查，确定不携带有害动物或植物或贴有其已经过消毒的标识，消毒是按照部

令详细列明的要求执行的，否则不允许移动到其他区域。 

2. 前款中提到的部令确定的内容，第 5.2 条(检疫性有害生物)，第 2 款的规定作必要的

修改后适用。 

(植物移动的禁令等) 

第 16-3 条在部令公布的特定区域内的植物、有害动物、有害植物或土壤，有必要作出禁止

其移动到其他区域的规定，以防止有害动物或植物的传播，包括其包装材料或容器，不允许

移动到其他区域；然而，此规定不适用于已经获得农林渔业部的许可，用于实验和研究目的

用的物品。 

2. 前款中提到的部令确定的内容，第 5-2 条(检疫性有害生物)，第 2 款的规定适用。前

款中提到的附加内容，第 7 条(禁止进口)，第 2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适用。适用时分别加以必

要修改。 

(船，飞机等装卸禁令) 

第 16-4 款植物检疫官认为，为防止植物，违反了第 16-2 条(植物等的移动限制)第 1 款或前

条第 1 款的规定，有害动物，有害植物，土壤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的移动，可以命令提到的

有关物品的货主或代理人禁止装载或装载到船，车或飞机上，或卸下。 

(销毁处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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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5 条当违反第 16-2 条(植物等的移动限制)，第 1 款或第 16-3 条(植物等移动的禁令)，

第 1 款的规定，移动植物，有害动物或植物，土壤及其包装材料或容器，植物检疫官可以命

令货主销毁有关的物品或植物检疫官亲自销毁这些物品。 

 

第四章紧急控制 

(控制) 

第 17 条当新传入或在本土部分地区存在的有害动物或植物的传播，会导致对经济植物造成

严重损失的危险，或有害动物或植物对经济植物的出口产生危害，和有必要消除有害动物或

植物或阻止其传播时，农林渔业部有权依据本章规定实行控制。然而，此紧急控制不适用于

林业上有害昆虫和病害等的防治计划，这种紧急控制由其他法律另行规定。 

    2. 根据前款规定，农林渔业部可以强制实施控制，并以部通知的形式在至少三天之前

签发，包括如下： 

    (1) 有关控制的区域和时间； 

    (2) 有害动物或植物的种类； 

    (3) 控制的计划和程序； 

(4) 其他必要内容。 

(控制措施) 

第 18 条农林渔业部可以依据前条第 1 款的规定，在必要的限制下实行控制，所签发命令内

容每一项列举如下： 

    (1) 限制或禁止植物种植者种植，感染了或可能感染了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植物； 

    (2) 限制或禁止移动或调运，可能感染了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植物或其包装材料或容器： 

    (3) 命令货主或代理对感染了或可能感染了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植物或其包装材料或容

器进行消毒，销毁或退回； 

    (4) 命令货主或代理对感染了或可能感染了有害动物或植物的农用机械和工具，运输工

具或储藏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消毒等。 

2. 当前条第 1 款和紧急控制时间的需要，而执行前条第 2 款的规定时，农林渔业部可

以在必要的限制和没有签发部通知的情况下，依据前条第(3)项发出命令或要求植物检疫官

对大量滋生或可能大量滋生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植物或其包装材料或容器实施消毒，退回或销

毁处理。 

(合作命令) 

第 19 条根据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必须被迫实施紧急控制时，农林渔业部可以要求当地的民

间团体，农民协会或私营企业在实行控制中予以合作。 

    2. 如出现前款的情况，应以书面的形式发出协助要求。 

    3. 依据第 1 款规定进行协助，如发生费用，应由政府负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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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补偿) 

第 20 条由于第 18 条(控制措施)的行动，而导致个人损失，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方式予以补偿。 

    2. 根据前款规定想要获得补偿的人，应向农林渔业部提交申请，并对补偿的总量进行

评估。 

    3. 收到前款详细说明的申请后，农林渔业部有权毫不延误作出决定，对所谓申请者进

行损失总量补偿并通报。 

    4. 如根据前款进行损失总量补偿，农林渔业部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个委员

组成，至少有一个委员是当地的农民，并听取他的意见。 

    5. 应依据第 1 段规定进行补偿，但需补偿的总量不应超过议会批准的补偿拨款。 

    6. 在收到通报后三个月内，依据第 3 款规定得到补偿的人对决定认为不满意，可提出

一套方案要求增加。 

    7. 在前款提到的诉讼时，政府应做出解释。 

(相关职责) 

第 21 条当新传入或在本土部分地区存在的有害动物或植物被认为，会对经济植物造成严重

危害时，县政府有职责如实向农林渔业部报告。 

 

第五章有害动物或植物的控制 

(特定的有害动物或植物) 

第 22 条 “特定的有害动物或植物”在本章和下章是指农林渔业部公布的有害动物或植物，由

于其在国内的广泛存在和急性流行导致了农作物产生巨大的危害，从而需要采取特殊的控制

措施。 

(国家预测预报计划) 

第 23 条农林渔业部有职责对特定的有害动物或植物采取预测预报计划。 

2. 当地政府有义务协助进行前款提到的预测预报计划，有关官员应服从有农林渔业部

制定的计划。 

(控制计划) 

第 24 条农林渔业部根据前条提及的预测预报计划获得的资料或考虑到其他因素，有权制定

控制计划的基本方针作为控制公布的有害动物或植物的基础(下文提到的“控制计划”相同)，

并要求当地的公共团体，农民，农民协会执行，和向县政府通报。 

    2. 收到前款提到的指令，县政府当局应根据前款提到的方针，立即制定有关区域的控

制计划。 

    3. 前款提到的控制计划应详细列明控制的区域和时间，有害动物或植物的种类，控制

措施和其他必要问题。 

    4. 县级主管制定和修改第 2 段提到的控制计划，有职责立即向农林渔业部报告，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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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批准。但由于紧急事件要求实施控制计划，报告可以单独进行。 

5. 报告根据前款获得了批准或依据前款规定进行了报告，县政府应立即向公众发出符

合已批准报告内容控制计划的通知。 

(控制所需农药和器械的补贴) 

第 25 条公共团体，农民或其他组织为了实施前条第 5 款总通知提到的有关防治计划，政府

补贴费用的一半要限定购买防治所需的农药(包括可以当作农药使用的原材料，下文相同)和

防治所需的喷雾器、防尘罩、喷雾机和其他机械(下文提到的“控制机械”相同)。 

    2. 任何想获得前款政府补贴的人，应向农林渔业部提出申请，并附有部长法令特指的

文件。 

    3. 农林渔业部应研究前款提到的申请，并在认为合理情况下，对补贴的补偿作出决定。 

第 26 条为了达到前条规定的补贴政策的目的，农林渔业部可以有附加条件，进行补贴时，

对有关的控制机械作出管理和处理，或对得到补贴的人进行必要的调查，或要求他们做出报

告。 

    2. 如得到补贴的人违反下列任何一条规定，农林渔业部可以命令其退还全部或部分补

贴： 

    (1) 前条第 2 款的申请中内容有明显的错误； 

    (2) 未能符合前款规定的附加条件； 

    (3) 拒绝，阻碍或逃避前款规定的特殊调查； 

    (4) 未能根据前款的规定报告或提交错误的报告。 

3. 退还的补贴，由公众团体退还的除外，可以收集起来用于偿还所欠税款。但关于优

惠政策的规定要符合国家和当地税务优惠政策的规定。 

(农药的调运和控制器械的免费贷款) 

第 27 条如为控制公布的有害动物或植物的特殊需要，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的控制所需的农药，

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调运这些化学药品，或为当地的公共团体，农民或农民协会免费提供

贷款，以便其实施第 25 条(控制程序)，第 5 款通知中的有关控制计划。 

    2. 前款规定中提到的调运或贷款所需的有关问题，由农林渔业部决定。 

    3. 前款事宜农林渔业部应与财政部协商。 

4. 农林渔业部有责任在任何时间，努力准备和维持所需农药和控制器械，以便满足第 1

款规定中提到的调运或贷款的需要。 

(谣传的禁令) 

第 28 条任何人不许传播有害动物或植物在农作物上传播造成大范围的爆发的谣言，并从中

为自己或他人获得利益。 

 

第六章县级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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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检疫) 

第 29 条如担心有害动物或植物的传播对经济植物造成严重的危害并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控

制或阻止其传播，县政府可以强制实施植物检疫或采取有关必要措施控制有害动物或植物。 

2.如出现前款情况，应进行监控，防止植物流动而对其他县的繁殖用植物及其他商品的

生产造成危害。 

(推荐控制) 

第 30 条当某县内未对有害动物或植物采取控制(下文提到的“控制”相同)措施或控制的方法

不当，及担心造成某县范围内的传播，农林渔业部可以建议有关县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相关

的控制。 

(县级预测预报) 

第 31 条对有害动物或植物及特定的危险性动物和植物进行预测预报是县的职责。 

    2. 县政府应及时地向农林渔业部报告前款提出的预测预报的内容和结果。 

    3. 未保证县级预测预报计划的调查，农林渔业部可以向县政府签发必要的指令。 

    4. 如有必要，农林渔业部可以雇佣人员，协助进行县级预测预报。 

(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 

第 32 条当地可以建立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以便对本县内实施植物检疫和防治。 

    2. 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的场所，名称和职权范围应由县级法令决定。 

    3. 如地方建立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应预先向农林渔业部通报部令中详细列明的内容。 

    4. 为完成第 1 款提出的目的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负责以下业务： 

    (1) 植物检疫； 

    (2) 防治计划； 

    (3) 指导和协助管理地方团体，农民或农民协会的工作； 

    (4) 预测预报； 

    (5) 对农药和机械必要的管理，和防治机械的维修； 

    (6) 与防治有关其他必要事项。 

    5. 必须在前款的规定下进行业务操作的，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应遵循部令规定的标准。 

    6. 农林渔业部认为有进行防治的必要，可以命令县政府强制执行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

的相关业务或要求提供必要的报告。 

    7. 任何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建立与法律不适应，不可使用“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的名

称或其他类似名称。 

(有害生物控制代理) 

第 33 条如认为有控制必要的话，各县应在本县地方法令的规定下，成立兼职的有害生物控

制代理，从事与防治有关的预测预报和其他业务。 

2. 如出现前款情况，前条第 3 段的规定作必要的修改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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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第34条 如认为控制有必要，农林渔业部可以命令县政府，强制执行前条第 2 段提到的有害

生物控制代理的相关业务，或要求提供必要的报告。 

 

第七章综合规定 

(补贴) 

第 35 条政府有责任向各县提供补贴作为资金来源用于以下开支： 

    (1) 用于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第 33 条(有害生物控制代理)第 1 款员工费用，或其他从

事县级预测预报员工的费用； 

    (2) 除用于前项详细列明的费用外，根据第 23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协助预测预报

的费用，和有害生物防治办公室运转费用。 

2. 以农业家庭数量、农田数量、和县政府机构数量并考虑实施紧急植物检疫和预测预

报的必要性，农林渔业部部长根据内阁决议的意见，决定各县补贴的数量。 

(申诉) 

第 36 条以行政诉讼调查法为基础的根据第 9 条(消毒和销毁的规定)第 1 款或第 2 款，或第

14 条(销毁处理的规定)或第 16-4 条(船，飞机等装卸禁令)或第 16-5 条(销毁处理)的规定，不

允许提出控诉。 

    2. 任何人如果对根据第 10 条(出口植物检查)，第 1 款或第 4 款或第 13 条(特指植物的

检查)第 2 款实施检查的结果不满意，可以在接受检查第 2 天起 60 日内要求植物检疫官重新

检查，对重新检查结果不满意而提出的诉讼是无效的。 

3. 根据前款提出的任何对检查结果不满意的人，可用前款的规定阻止其争辩。 

(报告的收集) 

第 37 条除在本法中规定以外的其他情况，如防治有特殊的必要性，农林渔业部可以要求当

地的公共团体、农民或农民协会做出必要的报告。 

(职责授权) 

第 38 条职责下发的文件应符合第 25 条和第 26 条(控制用农药和机械的补贴)(包括部分在第

36 条中规定的与第 26 条有关的)和前条规定内阁可以向地方政府委派。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 39 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处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以 1000000 日圆以下罚款： 

    (1) 违反第 6 条(进口限制)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3 款，第 7 条(禁止进口)第 1 款，或第

13 条(特指植物的检查)第 4 款、第 16-2 条(植物等的移动限制)第 1 款或第 16-3 条(植物等移

动的禁令)第 1 款的规定； 

    (2) 违反第 7 条，第 3 款(包括第 16-3 条，第 2 款的情况作必要的修改而适用)的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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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条件； 

    (3) 未接受第 8 条(进口植物检查)第 1 款规定的检查或接受检查时已经违法的人； 

    (4) 违反第 18 条(控制措施)第 1 款的规定。 

 

第 40 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处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以 500000 日圆以下罚款： 

    (1) 未接受第 8 条(进口植物检查)第 6 款规定的检查或接受检查时已经违法的人； 

    (2) 不按照第 8 条第 7 款或第 6-4 条(船，飞机等装卸禁令)规定的要求执行的人； 

(3) 违反第 9 条(消毒和销毁的规定)第 1 款或第 2 款的规定要求或拒绝，阻碍或逃避，

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3 款规定进行内容的人； 

    (4) 违反第 10条(出口植物检查)第 6款规定或在按照同款规定接受检查时已经有违法行

为的人； 

    (5) 未按照第 16-5 条(销毁处理的规定)的规定要求或拒绝、阻碍或逃避按照第 16-5 条规

定要求的内容执行的人； 

    (6) 不按照第 18 条(控制措施)第 2 款的规定要求或拒绝、阻碍或逃避按照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要求的内容执行的人； 

    (7) 违反第 28 条的规定的人。 

 

第 41 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处以 300000 日圆以下罚款： 

    (1) 拒绝、阻碍或逃避按照第 4 条(植物检疫官的职责)第 1 款规定的检查或采样或不进

行解释或根据第 4 条第 1 款规定回答问题时提供错误信息的人； 

    (2) 未按照第 4 条第 2 款的规定要求的人： 

    (3) 违反第 6 条(进口限制)第 5 款规定的人； 

    (4) 拒绝、阻碍或逃避按照第 10 条(出口植物的检查)第 4 款规定的重新检查的人； 

    (5) 不按照第 14 条(销毁处理的规定)的规定要求或拒绝，阻碍或逃避按照第 14 条规定

要求的内容执行的人。 

 

(加倍处罚规定) 

第 42 条法人代表或法人及自然人的代理，雇工或其他工人，为了商业目的，违反了前 3 条

的规定，不仅要以犯罪加以惩罚，而且要对有关的法人或自然人处以每条规定数额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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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I 

 

新西兰《2004 包装协议》 

New Zealand packaging accord 2004 

目标 

通过实现下述目标，提高新西兰境内包装物的可持续利用： 

· 较好的合作关系、政策和程序 

· 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在包装物生命周期中担负产品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 

· 在包装材料的生产、使用和回收过程中更有效地利用材料和能源。 

· 鼓励供应链主动行动，培育可持续利用的包装物市场，包括更多地使用回收的包装材料。 

协议的基础 

包装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1. 包装产品对新西兰经济贡献相当大。同时，包装物因可以延缓易腐品变质损坏以及展示

品牌和促进销售，而在确保产品的质量、卫生和安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包装物在废弃物流中十分显见，尽管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公众仍强烈支持减少对

包装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包装品行业应对包装物的再利用和再循环负起更多责任，以使消费

者能在此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设计不当的包装物对资源的使用往往是低效率的，并因本来不必要发生的处理费用而增

加消费者及当地政府的负担。因此在考虑包装物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对包装物

的品牌、销售及成本加以考虑。 

4. 新西兰人均消费包装物的数量正在增长。原因包括设计和市场，安全/食品标准，人口和

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开发有效的方法来减缓这种趋势，结束浪费包装材料的循环圈。《协议》

各签约方认为，《协议》执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需要告知于社会。 

向着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目标努力 Towards a sustainable economy  

5. 实现可持续性的动议与环境部门、社会/文化部门以及经济部门均有牵连。 

6. 工业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消费者以及社会组织共同承担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责任。 

生产者延伸责任 

7. 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选择产品的设计；他们和其他人在这些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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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材料的选择、生产、到产品的回收和处理，共同对产品负责。 

8. 包装品行业负责产品及制作方法的设计，力求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最小化。 

政策法规 

9. 中央和地方政府负责制定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其框架必须与现行的政策接轨，

如《新西兰废弃物战略》（2002），《国家能源效率和保护战略》（2001），《增长和创新战略》

（2002），《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2003），以及《新西兰气候变化纲要》。 

10.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能将资源使用及处理方面真实的财政

成本、社会成本及环境成本转移到生产者、消费者和废弃物系统使用者的身上。中央和地方

政府可以利用制定政策法规的机会促进市场发出能更准确反映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信号。 

11.《关于包装废弃物最少化战略的协议》（1996－2001）为测定被消费掉的和随后被收回进

行再循环的包装材料的数量创建了基础。该《协议》还为包装物的设计创立了一项自愿的“操

作规范”。由于顾及到了有效地减少废弃物，品牌所有者、进口商/零售商及资源回收部门更

多地参与进来，并通过逐步向“产品管理”的方向迈进，2004《协议》巩固了该基础。 

12.如果自愿的方法不能为减少新西兰人均包装废弃物和鼓励“产品管理”带来足够的改进，

政府将准备通过法规来达到目的。 

协调、合作、创新 

13.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PAC.NZ）同意对《协议》中适合其成员的有关内容的实施进行协

调，并负责联系工作，和向其他签约方提供报告。新西兰包装理事会将就品牌所有者、零售

商及包装生产部门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向《协议》的所有签约方提供年度报告。 

14. 签约方将共同努力以便： 

——在可持续包装采购和包装设计方面开发更好的行业培训和实践 

——开发有效的和高效率的收集和回收方案，以扩大包装废弃物的二次利用 

——支持（比照指标进行）测量，以利于实现《新西兰废弃物战略》和《国家能源效率和保

护战略》订立的指标 

——提高消费者的教育水平和公众的业绩意识。 

15. 在制作和进口包装物及已包装好的产品之前，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应当执行包装设计

“操作规则”并与资源回收业和包装生产商合作，以便选出最可持续利用的包装材料。 

16. 各签约方将每年向其他部门报告本部门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 

17. 各方同意定期会晤。将按主题建立工作站，以利于本《协议》的生效。 

18. 各方之间的争议应首先在定期会议上解决。如果各方不能达成一致，将安排正式的争议

解决程序。 

部门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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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协议》将通过所列各部门的行动计划加以实施。每年的部门行动计划报告，将包括

比照特定指标对进展情况进行评估、一般性措施和承诺。 

进展的测定 

20.“总体平衡数据” ——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将代表品牌所有者、零售商和包装制造集团按年

度报告总数。消费的和再循环的包装材料的重量数据将被采集，并以自1994年起开始使用的

格式予以展示，从而可以进行逐年的比较。报告方式将加以改进，数据的评审将独立进行。 

21. 人均包装废弃物填埋处理（或其他处理方法）的年度估算 

– 按材料（纸类、塑料、玻璃、钢铁、铝、复合材料）评估，及按总重量评估。这些比率最

终得以降低，将是《协议》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22. 包装设计和包装采购 ——部门行动计划年度报告将以文件资料的形式说明： 

包装设计——包装设计方面的可持续性动议，实现的手段包括开创并参与更好的行业培训方

案，比照“操作规范”对新的和现有的包装物进行评审，在包装设计中与资源回收部门合作，

以及解决不符合《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操作规范》的问题。 

包装采购——遵守有关可持续包装物采购方面的“操作规范”，并通过供应链的主动行动，改

进政策与惯例。 

23. 为可再利用和再循环包装材料开发可持续市场——通过为再利用和再循环包装材料开

发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结束浪费(包装材料)的循环圈。部门行动计划年度报告将以文

件资料说明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投资情况，识别阻碍新西兰可持续资源有效利用行业发展的

障碍，及帮助该行业发展的框架，识别联合动议的成果。 

24. 实现国家级目标的方案——以下是关于包装材料回收的“2008国家级再循环目标”（按重

量计算的消费百分比）： 

铝 – 65%       玻璃 – 55%       纸 – 70%      钢铁– 43%       塑料 – 23% 

所有部门都要在签署《协议》后两年之内对这些目标和材料进行评审。塑料购物袋的减

少目标（按数量）将在《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行动计划》中加以确定。 

25. 消费者的信息和参与——必须开发渠道使消费者了解有关可持续包装设计和包装资源

回收方案方面的信息，并参与其中。必须使消费者更多地了解包装事务，并使他们能够按照

他们自己做出的有关购买、回收和处理包装物的决定行事。 

26. 《协议》的宣传——确保指标所涉及的部门及消费者了解《协议》，了解《协议》所述

的问题与他们有关，还要确保他们理解部门行动计划所包含的承诺。宣传并认可环保型包装

的优点也十分重要。 

27. 室内废弃物的减少和资源回收——促使室内废弃物的减少和跨部门的资源回收，并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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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行动做出年度报告。 

《协议》时限 

28.本《协议》将持续5年有效，如果各方一致同意并对公开的年度评审中报道的年度进展表

示满意，可以选择延长《协议》的有效期。 

《协议》的作用 

29.本《协议》建立了一种签约方共同工作实现《协议》目标的方式。《协议》的目的并非在

各方之间建立起法律的或约束性的关系，或成为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文件。《协议》不会

限制任何法令规定的权力或决断力。 

30.本《协议》不适用于包装物内的货物。 

根据《新西兰 2004 包装协议》制定的部门行动计划 

1. 铝业部门行动计划 ALUMINIUM SECTOR ACTION PLAN 

2. 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行动计划 BRAND OWNERS AND RETAILERS SECTOR ACTION 

PLAN 

3. 中央政府部门行动计划 CENTRAL GOVERNMENT SECTOR ACTION PLAN 

4. 玻璃部门行动计划GLASS SECTOR ACTION PLAN 

5.  新西兰地方政府行动计划 LOCAL GOVERNMENT NEW ZEALAND SECTOR ACTION 

PLAN 

6. 纸业部门行动计划 PAPER SECTOR ACTION PLAN 

7. 塑料部门行动计划 PLASTICS SECTOR ACTION PLAN 

8. 新西兰再循环运营商组织行动计划 RECYCLING OPERATORS OF NEW ZEALAND 

SECTOR ACTION PLAN 

9. 钢铁部门行动计划 STEEL SECTOR ACTION PLAN 

 

术语 

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 Brand owners and retailers 

包括生产商、品牌所有者和杂货及一般商品零售商和批发商、以及进口商及其分销中心。 

结束（浪费包装材料的）循环圈 Closing the loop  

旨在再利用或者回收所有的包装材料，不再认可浪费包装材料是业务经营中的一个正常

组成部分。 

操作规范Codes of practice 

例如：新西兰包装理事会《2002销售包装操作规范》；澳大利亚再循环从业者委员会《2001

饮料和食品生产商PET容器销售的再循环指南》。 

生产者延伸责任/产品管理者/生产者责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product stewardship/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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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原则。根据这项原则，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人，即生产商，应对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的影响负责，即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供应链负责，特别是对产生包装物被当作废弃物的消

费环节负责。这项原则是既定的“污染者埋单”政策原则的延伸，“污染者埋单”经常被用于法

定措施之中并与自愿性的工业部门的主动行为有关。 

供应链的主动行动 Supply chain initiatives 

通过行使有选择的采购权，努力减少商业及政府活动所用商品及服务对环境和社会造成

的影响，方法包括在招标文件中规定详细的规格，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审核，以及主动采购生

态效率高的产品。 

可持续的/可持续地/可持续性 Sustainable/sustainably/sustainability  

    “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要满足他们自己需求的能力”（Brundtland，1986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新西兰内阁2000年5月认可） 

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环境部：www.mfe.govt.nz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www.packaging.org.nz 

新西兰地方政府：www.lgnz.co.nz 

新西兰再循环运营商：www.ronz.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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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J 

 

新西兰《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ackaging of consumer goods a self-regulatory 

code of practice 

 

此《实用规范》第二版确认“新西兰废弃物战略”的影响以及1996年以来包装业的发展；

并进一步确认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承担的义务。 

管理者概述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是一家由行业资助的独立咨询机构，它的代表来自原材料供应商、包

装生产商、包装使用者、批发商、零售商及服务企业。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的设立是为行业、政府和公众之间就消费品包装所涉及的环境问题提

供协调，贯彻执行题为《包装废弃物最少化战略协定》之议定书。 

该《协定》是对新西兰境内包装物的作用进行透彻研究的结果，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行

业和政府之间对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包装物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进行协商的结果。 

该《协定》提供了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自动途径，在其他一些国家，这些问题已成为立

法的题目。 

与“新西兰废弃物战略”精神一致的《协定》随着“新西兰废弃物战略”的实施，其地位也

得到了提升。这使得《协定》的贯彻被纳入到整个“战略”的实现进程之中。 

根据该《协定》，包装物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诺积极贯彻各项方案，例如减重、环境（保

护）程序的设计、以及生产者对减少包装废弃物和按年度监控进展所负的责任，尽管Mass 

Balance图表业已建立，图表确认： 

包装生产、包装消费、 

包装回收和包装填埋 

该《协定》还推动本《实用规范》的贯彻实行，使《规范》被用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而

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文件。 

这项自我约束性《规范》适用于新西兰所有的消费品包装，无论这些消费品包装是在本

国生产还是从境外进口。目前，本国使用的一半以上的包装物来自进口。因此，重要的是要

明白：在采用本《规范》制定的环境设计原则方面，带有包装的货物的进口商与本地生产的

包装物的生产者/使用者的职责同等重要。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设立的投诉委员会将听取所有投诉，并将适当解决这些投诉。如果事

情不能在生产者/分销商与投诉者之间加以解决的话，投诉委员会的设立开辟了一个更加正

规的渠道。假如投诉委员会也不能解决该事项，该委员会将会提交“独立包装审查小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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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仲裁。 

导言 

本《实用规范》意在按照两条基本的、且同等重要的原则所阐释的，促进包装最优化。

包装物在充分保护所包装产品的完整性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必须将对环境的净影响减

少到最低限度。将本《规范》应用到新西兰境内所有产品的包装，无论其是在本国生产的还

是进口来的，这一点十分重要。 

本《实用规范》是一整套指导方针，意在帮助企业评估包装材料和包装产品对环境的影

响。《规范》列明了实现最佳包装设计的一般性要求，并详细阐述了环境设计要求。可以设

想，企业将以协调的方式通过它们的行业协会制定行业专用的《实用规范》。这些行业专用

规范将会体现本文件内在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并对适合其特定行业的关键问题予以识别。 

《规范》确认包装物在其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创建或审查包装规格时期所作

的决策。《规范》还确认设计者/购买者在确定能够使包装物再使用、再循环、或在环境许

可时处理包装物的要求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为此目的，附录提供了一份检查表的样表，连同

一份对废弃物管理设施的总评价，帮助企业评估他们的包装设计决策对环境的影响。 

新西兰的《实用规范》是在海外诸多《实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包装物的整个生命

周期都必须加以考虑，以确保新西兰的包装材料从生产、使用、处理到再循环所有的活动都

能以一种在环境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方面的最佳方式进行。废弃物管理的选择方案应遵循以

下顺序： 

减少 

再利用、再循环、回收 

处理 

以上管理选项并非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即使达到了“包装物减少”的目标，对包装物再

利用、再循环和回收的调查研究仍然应当进行，并在适当情况下引入采用。 

《规范》重申了《资源管理法》 [1991]关于促进新西兰自然物质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目

标，更明确地说：新西兰废弃物战略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物质资源）未来生长的

需要必须加以保护，而任何潜在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必须避免、减少或加以补救。特别是，

维持生活质量的空气、水、土壤及生态系统必须加以保护。 

本《规范》应被视为根据现实的理解不断发展的一份活的文件。计划中《规范》的使用

者应是那些对选择和设计包装解决方案负有责任的人。随着技术变化及改进型研究数据的出

现，《规范》还将进一步发展。 

目标 

《实用规范》的目标是确保包装物的设计能够有效地保护和运送货物，并将对环境的影

响降到最低。 

1、确保新的包装材料或新型包装物在引进之前即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如果可能，应加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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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以确保新的包装材料或新型包装物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2、允许企业对现有包装物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如果必要，应改变包装物以更加适应环境要

求。 

3、体现以下废弃物管理选择选择方案 

－减少 

－再利用、再循环、回收 

－处理 

单独的行业部门或企业将需要判断：在新西兰特定的资源和经济条件下，根据对环境产

生的净影响，哪一种废弃物管理选择方案更为优越。 

鼓励采取可靠的、（保护）环境的实际行动，体现新西兰的废弃物战略目标。 

如何使用《规范》 

必须强调的是，本《规范》的设计目的并非替代现有的、行业可能已经编就的标准，而

是要与现有标准联系起来，或鼓励为那些尚无（相关）指导方针的行业开展讨论。 

1、《规范》已经进一步发展，以帮助本地生产包装物的生产者和装填者（使用者）以及进

口包装 

物的分销商和使用者提出有关包装决策方面的环境考虑。 

2、《规范》还提出了包装物的法律、卫生与安全、以及消费者等方面的要求。 

3、《规范》包括一个投诉程序，以增强生产商/分销商与投诉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为未

决事项创建一个更为正规的渠道。 

4、鼓励自主评估，本《规范》的结尾附有一份内部检查表的样表，以帮助企业在包装物设

计期间思考环境影响问题。 

5、在对新包装进行评估期间，应对净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如果出现不利的净环境影响结果

最佳的解决方案或许是进行重审，和在适当时使用不同结构或备选材料重新进行包装设计。 

术语 

因本《规范》起见，适用以下定义： 

购买者BUYER  

在制定包装规格时与包装物的生产者（生产商）或分销商进行联系的人。 

设计者DESIGNER  

受雇于生产商（生产者）的设计包装的人，包装设计被当作销售给分销商或最终使用者的（产

品的）一般组成部分。 

处理DISPOSE 

一旦（包装物的）功能完成便作为废弃物丢弃。最终的处理可能是经过批准、有所控制地加

以填埋，或者是对可回收材料进行收集。 

材料回收设备（MRF）MATERIAL RECOVERY  FACILITY [M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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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固体废弃物设备，该设备可以对材料进行分类或分离以便再循环（根据下文，MRF或MRF’s

指拥有材料回收设备的部门，故下文中MRF或MRF’s译为“材料回收部门”——译者注）。 

包装件PACKAGING 

为容纳、保护、处理、交运或展示货物而生产的产品，涵盖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等的各项产品。 

初级包装PRIMARY PACKAGING 

容纳制成品的包装物。 

二级包装SECONDARY  PACKAGING 

初级包装的附加包装物，用于展示目的或用以将一个单独的物品分为一组销售包装或多件包

装。 

三级包装TERTIART  PACKAGING 

用于运输和分销货物的包装。 

生产过程废弃物PROCESS  WASTE 

生产加工中产生的作为天然副产品的废弃物。 

后消费废弃物POST  CONSUMER  WASTE 

曾为设计目的服务，并已被消费者丢弃的废弃产品。 

回收RECOVERY 

回收产品并利用回收产品作原材料提取能源。 

再循环RECYCLINE 

固体废弃物被收集、分离、或被加工、再利用或以原材料或产品的形式返回使用的过程。 

减少REDUCTION 

在向消费者交运产品时，控制使用或控制过量使用不发挥作用的（包装）材料。 

再利用RE-USE 

将包装物用于与原用途相同或类似的用途，而不需经过生产加工改变包装物的物理外观。 

使用者USER 

因分销和零售产品而使用包装物的组织。 

废弃物 WASTE 

按计划处理的材料以及计划要处理的材料。 

 

《规范》的实施 

尽管《规范》主要关注包装物和包装材料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评估，强调减少废弃物的

影响，但《规范》也包含了最佳包装设计准则方面的内容。由于《规范》适用于在新西兰消

费和使用的所有消费品，因此也必须涵盖进口产品。最终进口商/分销商（使用者）有责任

保证包装物符合《规范》的要求。 

包装物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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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规格”的产生，无论由包装设计者还是由购买者（分销商）来完成，都是决定整

个包装系统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要点。 

包装物规格确立了需要达到的包装功能的属性（例如：适合加工、分销、展示、保存期

限等）。 

这些属性将决定包装物的材料、重量和容积等、从而决定全面的环境影响，即： 

生产：能源使用、传播、废弃物、等 

分销：能源使用、传播、等 

最终处理：再利用、再循环、处理、沥出物、等 

正是在（确定）规格阶段，设计者/购买者就需要了解环境设计的要求、可利用的设施、

以及从事包装物的再利用、再循环或最终处理所需的具体要求。 

如果产品出口，设计者/购买者将需要了解产品目的国对产品包装的特殊规定（例如英

国的包装物就必须符合1988年《包装[基本要求]规则》）。 

 

《规范》 

1．包装物总要求 

人们广泛认可包装物在现代社会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确保对产品的保护和保存、最大

限度地减少废弃物、以及对质量、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保障。 

尽管这一部分不专门阐述包装物对环境的影响，但仍介绍了包装方面总的概况。 

1.1 法律要求 

包装物必须符合所有普遍实施的政府法令或法规（见附录D）。 

1.2 功能 

包装物必须履行其主要职能：在产品被分销、储存、零售和被消费者使用的正常情况下，

保护、保存和容纳产品。 

1.3 卫生、安全及消费者保护 

包装物不得给消费者或给处于供应链上的人们在搬运、开启、使用、处理（包装物）时

带来任何形式的可以预见的危害。 

1.4 环境设计要求（见第2部分） 

为将包装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包装物应按以下要求进行设计： 

· 在维护所包装产品必要的安全与卫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包装物的体积（容积）和

重量。 

· 包装物应能再利用或回收，同时将回收或处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化。 

· 在处理（包装物）时，排放物、灰烬或沥出物所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和材料最少化。 

1.5 诚实推介 

设计消费包装时，不得给消费者留下产品性质、数量或质量方面的虚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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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方便使用 

包装物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设备工具，以方便使用。 

1.7 说明指导 

应当提供所有必要的说明指导，如指导如何开启和关闭包装物，提请注意产品在使用中

潜在的有害物质，说明如何使用和储存产品。 

 

《规范》 

2．环境设计要求 

2.1 总原则 

设计包装物及所用材料应当充分认识（包装物生命周期）全过程所产生的残余产品，将

包装物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1、废弃物管理选择方案应按此顺序考虑，将“减少”作为最主要的考虑： 

减少 

再利用－再循环－回收 

处理 

重要的是铭记：以上管理选项并非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即使达到了“包装物减少”

的目标，对包装物再利用和再循环的调查研究仍然应当进行，并在适当情况下引入采

用。 

2、可以再度利用的包装物是有使用寿命的，使用寿命终结时包装物可能可以、也可能不可

以进行再循环。当地收集制度的无效率和缺少再循环设备将导致大量的可再循环使用的

包装物被填埋处理。因此，对于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包装物，都必须考虑到填埋处理对环

境的影响。 

3、整个包装体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即：初级包装、展示和分组包装、以及分销包装）都

应当加以考虑，实施以上废弃物管理选择方案，以减少所有包装物对环境的整体影响。 

4、有关包装物如何分销、分销是否需要诸如冷却等特定条件的考虑事项应当加以确定。所

提议的分销体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体制使用能源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5、如果产品出口，设计者/购买者需要了解产品目的国对产品包装的特殊规定，而这些规定

是必须遵守的。 

2.2 减少 

包装材料的用量适当控制在与包装物功能相适合的最少程度。 

1、对产品的分销、零售、储存、使用或安全并非必需的包装物应避免使用。为确保（包装

物的）净减少，重要的是确保减少或去除一个包装组件并不需要使用额外的不同类型的

材料，额外的不同类型的材料可能不像原有材料那样容易再循环。 

2、应对容器的几何形状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能够实现较小的实际表面积与容积的比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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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应当考虑用一个大包装物代替两个以上小包装物的可能性，只要不增加其他

方面的废弃物量 

（例如：增加腐败而被丢弃的食品）。 

3、还应当考虑使用其他可供选择的材料、容器形状或其他可供选择的包装技术，作为减少

包装物数量的途径。 

4、应当评估重新设计产品从而使用较少包装物的可行性（即：浓缩物、增加产品强度、改

变外形），只要改进后的包装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而且功效不减。 

5、应评估用一次性轻型填充材料填充多功能消费容器来补足现存可填充容器产品/系列行为

的可行性，以便推算出是否会有包装废弃物的净减少。 

6、应当评估其他可供选择的分销体制以及该体制在减少包装物方面的潜力。 

2.3 再利用 

在那些具备支持收集和再利用的必要基础设施、符合卫生和安全相关规定的地方，和那

些已证明环境影响是正当的地方，包装物应设计为再利用包装物。 

1、首选的再利用方案是用于最初设计目的的再利用。如果这个方案在实际中不可行，应当

探讨潜在可行的方法：由生产者或消费者对包装物进行再利用或再次充填产品。 

2、应当考虑包装部件（例如碰撞保护包装）的再利用。 

3、尽管包装物可以再利用，但一般来讲它的寿命是有限的，因此应当考虑包装物的最终处

理方法（再循环、填埋、能源回收）。 

4、任何适用于某包装物并进行相应设计的再利用选择方案都应作为生产商/分销商的承诺在

包装物上进行宣传。 

2.4 再循环 

所有包装物都应在最切实可行的限度内加以再循环（参见《附录 A 关于新西兰包装物

再循环》）。 

1、在设计/制定规格阶段，应对初级、二级和三级包装组件的可循环性加以考虑。 

·  挑选出来的材料是否适合使用现有的收集及再循环设备进行再循环。 

·  添加剂、涂层或油墨可能对再循环过程产生的影响。 

·  盖子、标签、套筒、提柄等部件可能对再循环过程产生的影响。 

此事项可能需要咨询当地的材料回收部门或当地的机构（见《附录 A》）。 

2、包装物的设计应支持再循环。在配有再循环设备的地方，包装物应当带有再循环标识，

以鼓励消费者对包装物进行再循环。 

3、如果材料识别系统表明是支持再循环的，识别材料种类的信息就应当包含在内，例如：

塑料包装物应通过“树脂识别代码”清楚地加以识别。 

4、如果认为有必要，包装物应当包含给消费者提出的建议，告之对拟进行再循环的包装物

如何做好收集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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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有意对包装物进行再循环，应适当地将包装物设计为很容易把体积压缩到最小。 

6、只要有可能，包装物的制造或包装材料的生产应当最大限度地使用再循环材料。 

7、只要可行，包装物应由单一材料组成，或由易于分开、分类做再循环处理的多种材料组

成。 

2.5 能源回收 

1、如果包装物不能再利用或者再循环，应当确定能否在遵守相应环境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焚

化回收包装物的能源成分（参见《附录 A》）。 

2、如果包装物的能源成分不能回收，还应当调查研究将包装物转化为其他副产品的方案。 

2.6 生物/光降解 

在已批准的（包装物）处理体系中，降解对环境的益处是有限的。因此在对可降解产品

或在包装物中使用可降解添加物进行评估时，应对以下因素给予考虑： 

1、在考虑将降解体系作为选择方案之前，必须知道该体系对环境的影响。适当的暴露条件、

所需时限、以及分解程度将要加以考虑，以保证该方案是适宜的。 

2、可生物降解或可光降解产品的生产者应当与主要的拥有固体回收设备的部门核对，以确

保收集和分类作业中出现的可降解产品不会对这些产品的再循环作业产生危害，特别是

当可降解包装物与正在再循环的包装物在外观上十分相似的时候。 

2.7 处理 

这是排在最末的环境设计选择方案。然而，由于再利用和再循环系统内在的局限性，必

须考虑将此选项作为所有包装物最终的、可行的处理办法。 

1、包装物的设计应有助于安全；如果可能，在包装物生命周期（包括多次再利用和再循环）

终结的时候，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对其进行处理。此选项依包装物的种类而定。 

2、在对包装物及其组件（如油墨、染料、颜料、稳定剂、焊剂和粘合剂）进行设计时，应

使处理时排放物、灰烬或沥出物中产生的危险物质最小化。 

3、如果可能，应将包装物设计为在处理之前即能方便地压缩成适宜填埋的最小体积。 

4、用于盛装危险物质的容器必须粘贴适当的说明书，告之去除污染及处理的方法。目前处

理盛装危险物质的容器的最佳方法是对容器进行三次漂洗，然后将其戳破。 

 

《规范》 

3．投诉处理程序 

3.1  投诉应当首先在购买者和包装物上印有地址的生产者或供应者之间加以处理。 

3.2   被投诉违反了《规范》的公司应于收到书面投诉之日起 30 天内向投诉者作出正式答

复。在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或供应者不明的情况下，投诉者可以联系新西兰包装理事会

（PAC.NZ）. 

3.3  在此种情况下，投诉者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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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理事会秘书处写书面材料 

· 提供拟调查包装物的细节，包括商标名称、产品描述、单件尺寸及购买地点。 

· 说明投诉理由。 

· 详细描述向生产者或供应者提出投诉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消费者为何依然认为该

案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 如果可行，提供一份样品。 

3.4 理事会办事处将代表投诉委员会接受投诉，告之收到，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14 天内通知

相关生产者有关收到投诉事宜。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PAC NZ）的作用 

3.5 秘书处将告之接受投诉，如果可能，将进行初步评定。 

3.6 如果经过判断该投诉涉及法律范畴的事务，新西兰包装理事会将会通知相关的主管部

门，并通告相关的详细内容。 

3.7 如果经过判断该投诉不涉及法律范畴的事务，新西兰包装理事会将会考虑该投诉，并视

必要征询外部专家的意见。 

3.8 《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将被用作评定的基础。 

3.9 如果投诉委员会认为该事项需要某公司改变它的包装，该公司则需要在 14 天之内回复

投诉委员会，向委员会报告其意向。 

3.10 结论和所采取的行动将通告投诉者。 

3.11 如果当事的公司或投诉者不接受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投诉委员会的意见，那么该事项将

提交给“独立包装审查小组”（IPRG），该小组将会召集一次专门会议，以图在会

上解决问题。 

3.12 “独立包装审查小组”将在“包装环境咨询小组”相同的基础上组建，由下列部门代

表组成： 

－环境部 

－商业部 

－外交和外贸部 

－地区政府 

－当地主管部门 

－环境组织 

－消费者学会 

－行业[2] 

3.13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每 6 个月将向行业、独立包装审查小组和环境部报告一次其接收投

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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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独立包装审查小组的所有询问和调查结果都将向有关部门报告，每个年度所有的投诉

都将在新西兰包装理事会的定期报告上予以公布，该定期报告将为媒体、包装物的制造商、

供应商和使用者、消费者组织和政府（部门）传播。该报告还可以应要求向公众公开，只要

略去事先一致同意的具有竞争性或商业敏感性的信息。 

 

新西兰后消费废弃物管理 

再循环 

一些后消费包装废弃物的再循环是通过填埋场所的再循环工作站或由地方政府举办的

路边再循环组织完成的。作为新西兰废弃物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路边再循环已在主要都市

中心地区稳固形成。还为那些尚无路边收集服务地区的居民提供了分类丢弃废弃物的设备。 

路边收集通常由废弃物管理承包商进行。所收集的材料经过分类、分离后出售给从事再

循环的机构。根据不同种类，收集的材料可在新西兰进行再加工，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进行

再循环，还可以出售给海外从事再循环的机构。 

路边收集或分类丢弃机构处理包装材料的范围，取决于收集、分类、运输和回收这些拟

提供国内再循环设备使用、或作为商品供应国际市场的原材料的商业前景。 

玻璃、钢铁和纸板包装物在当地进行再循环，回收的材料用于新产品的制造。 

铝罐收集后出口到澳大利亚、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冶炼。 

塑料包装物的再循环较为复杂，原因是材料的种类繁多，或为达到包装物要求的功能而

使用复合材料。从包装物中分离出并回收单种材料的能力，连同可以维持商业再循环作业的

材料的数量，是决定塑料包装物可否再循环的关键元素。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路边再循环机

构收集以下种类的塑料材料： 

PET, HDPE, LDPE 和 PP 

如需了解有关材料回收机构的更多信息以及有关特殊类型包装物再循环方面的特殊要

求，请联系以下机构：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PAC.NZ) 

电话：(09) 271 4044 

或 

新西兰再循环工作站(RONZ) 

电话：(09) 488 944 

处理 

填埋 

填埋处理由私人运作抑或由区属理事会运作。在这两种情况下，填埋的运作均要视地方

理事会掌管的资源许可情况而定。根据最近启动的新西兰废弃物战略，对于填埋的管理将要

引入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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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回收 

目前，新西兰尚无全国性的收集和焚化后消费包装物的设施（由于潜在的有毒污染物质，

塑料包装物的低温焚化不在选择方案之列）。 

如需了解有关包装废弃物处理方面更多的信息，请联系当地主管部门。 

 

环境设计检查表 

此检查表是为企业在考虑新包装或审查现有包装时内部使用的。其功能是提供一套思考

包装物对环境潜在影响的思考程序。其意图是帮助生产者/购买者检查它们的包装物是否符

合《实用规范》（的规定）。 

作为制定一个新的包装物的规格或审查一个现有包装物的规格的先决条件，需要确定以

下两条信息： 

a)  包装物的功能要求（例如：容积、阻隔性能、可加工性、封闭系统、图形等） 

b)  包装物的环境设计要求，即能使包装物再利用或再循环，以及使包装物最终处理时对环

境的影响最小化。 

这两方面的要求综合在一起应对设计产生影响，以便（使包装物的设计）在满足生产者、

包装物使用者和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将包装物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减量化 

初级包装物 

初级包装的所有组件是否可以减少或者去除。 

容器的容积与内装物所需要的体积之间的关系是否已经优化，使包装

物的用料最少化。 

容器的几何形状是否已经优化，使包装物的用料最少化（参考附录 C）。 

容器的外壁厚度是否已经在满足包装物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

降低。 

通过二级包装或三级包装的重新设计，是否有可能对初级包装的减少

产生影响，实现包装物的整体净减少。 

能否通过重新设计产品（如：液体浓缩物、提高产品坚固度），对包装

物进行重新设计，以便使用较少的材料而又不危及产品的安全。 

能否使用单独的、效率更高的大规格包装物（如家用规格或散装容器

而非独立的小包装）来替代数量较多的小包装物，又不增加其他方面

的废弃物（如损坏的食品）。 

二级/三级包装物 是否有可能减少或去除二级或三级包装物和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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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三级包装的内装物之间的间隙是否做到了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二级/三级包装的数量。 

是否有可能消除三级包装，代之以大体积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输包装系

统。 

 

再利用 

初级包装 

如果包装物设计为可收集、可修理、可再次用于相同或不同目的，那

么是否有适当的再利用体系存在。 

如果主要的再利用不可行，包装物或包装物的一些组件能否设计为：

消费者可以安全地将包装物用于原始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 

如果不对包装物进行修理，这样的再利用会否违反卫生方面的规定。 

二级/三级包装 

三级（分销）包装能否设计为可以反复使用 

与消费者合作，收集并再利用分销包装物的体制是否已经建立起来。 

 

再循环 

初级包装 

选作初级包装的材料是否正在进行再循环（即：对所选材料进行收集、

分类和再循环的体系是否适当）。 

公众认可的材料回收部门是否已确认：包装物的组件或其用料（例如

标签、收缩套标等）不会妨碍再循环的进行。 

是否已得到确认：包装材料或包装物涂层上的添加剂（如：重金属等）

不会妨碍再循环的进行。 

是否有可能在不妨碍初级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所有的包装物组件

（即：容器、盖子、标签等）使用单一种类的材料（制作）。 

 

 

 

能否对包装物重新进行设计，使之更易于再循环（如：去除不必要的

涂层或多层结构）。 

如果是塑料包装物，它是否编入了易于识别材料种类的树脂识别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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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是否在不危及其安全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再循环材料（再循环材

料或来自内部加工的废弃物，或来自再循环的后消费废弃物）。 

二级/三级包装 

是否已经材料回收部门确认：收集、分类和再循环设备可用于经挑选

的分销包装物。 

是否已经材料回收部门确认：分销包装物的所有组件都不会妨碍再循

环的进行。 

 

降解 

初级、二级和 

三级包装 

如果包装物设计为生物/光降解，是否已经材料回收部门和/或当地主

管部门确认：计划的处理系统（即：填埋、排污）将为降解提供必要

的条件。 

是否已经材料回收部门和/或当地主管部门确认：降解过程中的任何副

产品都不会对计划的处理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初级包装物与一个目前正在进行再循环（在一个已经建成的收集、

分类和分离系统中进行再循环）的容器在外观上很相似，是否已经采

取了措施区分此包装物，以确保其不致对目前的再循环过程造成污染。 

 

处理 

填埋 

包装物是否已设计为能在处理之前方便地压缩（体积），以便将填埋对

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包装材料或包装组件中存在的添加剂（如重金属）填埋时可能会释放

出危险沥出物，这些添加剂是否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者去除。 

如果初级包装物含有有毒物质，包装物是否附有关于包装物适当处理

方法的说明书。 

焚化 
包装物中任何材料或添加剂（如重金属）的存在是否已减到最少，以

确保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排放物或灰烬最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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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容器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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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与消费品包装有关的现行法规 

涉及领域 法规 

危险货物 

危险物质(包装)规定 2001 

危险物质(识别)规定 2001 

危险物质(处理)规定 2001 

货物分销 

货物运输法 1979 

民用航空法 1990 

海洋运输法 1994 

误导性标签

与包装 

公平贸易法 1986 

食品法 1981 

标签要求 
药品法 1981 

化学肥料法 1960 

一般销售与

营销 

货物销售法 1908 

消费者保护法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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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目前，新西兰尚无（包装物处理方面的）法规 

限制包装物或包装组件中的重金属浓缩物 

运往欧盟诸国（包括英国）的包装物应服从 1998 年的《包装物（基本

要求）规定》中有关限制重金属的规定，即： 

—2001 年 6 月 30 日之后，包装物或包装组件中含有铅、镉、汞和六价

铬浓缩物的总量不应超过 100ppm。 

建议将上述重金属浓缩物规定用作新的包装物（无论在本国生产还是

进口）引入新西兰的指导标准。 

 

附录 E 

标准、实用规范和指导方针 

标准 引文 

环境标示与声明（采用 ISO14021：1999） AS/NZS 14021 

直接接触食品的塑料材料 AS 2070 

打开后能重新盖紧的包装物：避免儿童接触的包装物 NZS 5825 

危险物质的陆上运输 NZS 5433 

危险物质的运输容器：小包装 NZS 5418.2 

储存与处理：带包装的产品、农用化学制剂 AS 2508.10.001 

废弃物管理、保健 AS/NZS 3816 

  

实用规范和指导方针 引文 

气溶胶的制造 OSH 

空运危险货物；技术指导 ICAO 

危险货物规范（IMDG），1  含 26-91 IMO 

第 33 号危险货物规定，1992 IATA 

标示：警示与急救标示 MoH 

危险材料标示 NZ CIC 

材料安全数据表、填写指南 MoH 

堆垛与仓储指南 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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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实用规范和指导方针”不具有法律强制性，而是指导行业最佳作为的建议。使用者

需要遵守附录 D 概述的相关法规。 

略语表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MoH 新西兰卫生部 

NZ CIC 新西兰化学工业理事会 

OSH 新西兰职业卫生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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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装技术标准与市场准入制度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和分析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装技术标准，包括在国际贸易中

有影响的日本军用包装标准（NDS），附录中采纳的六项标准是向目标国出口商品必然涉及

的。 

导言 

本指南将目标国法律法规中提出的包装要求视为法律依据上的强制性要求和市场准入

条件，也体现目标国在包装基本要求上的“技术差异”。而为达到这些要求而采用的包装技术

或方法，则通过包装标准来加以实施和构成市场准入制度。因此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目标国的

技术标准，特别是目标国法律法规中引用或指定采用的技术标准，是我国出口商品包装必须

要达到的技术条件。 

技术标准是 TBT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标准，使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具有公共性。

各国包装技术标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差异”（例如，接口标准），为此，不断提高包装

技术标准，是各国实施或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形式的重要构成。 

我国出口商品包装在首先要符合目标国包装法律法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必须要注重目

标国的技术标准，以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而采用等同的或无差距的技术标准，则根据目标

国贸易合同来确定。出口企业应尽可能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标准，力求缩小技术差距。 

日本和韩国包装技术标准相互没有关联性，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行标准的统一和认证

的相互认可，产品只要符合一个国家的标准要求和取得认证后就可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市

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共同致力于联合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两国制

定的标准中约 40％是澳／新联合标准。 

本指南主要分析和研究日本、韩国和澳新技术标准。日本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国，其

包装标准（JIS、NSA）是较为完善和先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协议国家，澳／新联合

标准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指南的任何陈述提及到“标准”均采纳包括日本和澳新在内的国际公

认的定义。 

1. 目标国的包装标准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制定有标准化发展战略，包装标准是其中的重要构

成部分。技术标准是指经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

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有关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也是标准的组成部分。目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了较完善的包装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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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瓦楞纸箱测试标准》等。

同时也十分重视采用国际包装标准，这些标准对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产生着重大

影响。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颁布和实施的许多强制性包装标准是技术法规的组成部

分。包装技术法规一般涉及公共安全、卫生与人身健康、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等方面。也

有一些是审查程序上的要求。如：日本食品卫生法《设备和容器/包装》、韩国《节约资源促

进再利用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澳大利亚《国家包装公约》等。 

1.1 目标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成员。日本是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的理事国之一，现担任 ISO /TC122 包装技术委员会秘书国。ISO /TC122 包

装技术委员会于 1966 年成立，现在共有 28 个 P 成员国（正式成员国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和 42 个 O 成员国（观察员国 Observer countries）。ISO /TC 122 包装技术委员会下设有包装

尺寸、包装袋、包装件试验方法、包装术语等多个分技术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活动范围

涉及包装领域中关于包装尺寸,包装性能要求和包装测试、术语和定义的标准化，不包括属

于特殊委员会 (例如：ISO /TC 6，ISO /TC 52 和 ISO /TC 104) 范围的标准化活动，但相互

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涉及 ISO /TC 122 直接负责的已公布的 ISO 标准数为 26 个。 

ISO /TC122 的分技术委员会(SC)和工作组(WG)：TC 122/WG 4 封装条形码标号的工作

领域/TC 122/WG 5 术语和词汇/TC 122/WG 6 钢制容器- 特性和尺寸/TC 122/WG 7 产品包

装中的箱子代码和二维标志/TC 122/WG 8 塑料容器/TC 122/SC 3 包装性能要求和测试, 包

装件和单元货物(根据 ISO/ TC122 要求)。与 TC122 相关的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会包括 ISO 的 TC 6, TC 51, TC 52, TC 63, TC 104, TC 110, TC 

198 和 ISO/IEC 的 JTC 1/SC 31。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以国家标准化机构（协会、委员会）代表本国参加

ISO 的工作。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 ISO 133 个技术委员会(TC)

的积极(P)成员、37 个 TC 的观察(O)成员，是 384 个分技术委员会(sc)的 P 成员、50 个 sc 的

O 成员；承担 ISO 9 个 TC、24 个 sc 及 106 个工作组秘书处的工作。1953 年参加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是 IEC 86 个 TC 的 P 成员、84 个 SC 的 P 成员；承担 IEC 11 个 TC 及 SC 秘

书处的工作。在 ISO／IEC 联合技术委员会(JTCl)中，是 1 个 TC 的 P 成员、14 个 sc 的 P 成

员；承担 JTCl 3 个 TC 及 Sc 秘书处的工作。 

韩国技术标准局(KATS)于 1963 年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两个组

织的正式成员，并于 1994 年参加亚洲地区标准大会(PASC)。KATS 曾多次在韩国主办国际

标准化会议，以向人们展示韩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积极态度。KATS 承担 ISO 1 个技术

委员会、4 个分技术委员会及 2 个工作组秘书处的工作，承担 IEC 1 个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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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SAI）和新西兰标准化协会（NZS）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参加 ISO 和 IEC 的活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会议，并广泛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SAI 是 380 个 ISO 和 IEC 技术委员会的积极(1)成员，并承担了 ISO 3 个技术委员会、12 个

分技术委员会及 47 个工作组会秘书处的工作。承担了 IEC 3 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

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 SAI 与新西兰标准学会（NZS）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依据双方

签署的协议，共同致力于联合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国际贸易中对（ISO）国际标准广泛采用。我国出口

企业首先要了解和掌握（ISO）关联包装的国际标准，同时，对于出口到目标国的最终产品

的技术性指标还应依据目标国的标准来加以考虑。出口商品包装在在采用国际标准和目标国

的标准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辨别和分析技术的差异性和差距性。 

1.2 目标国产品包装的市场准入制度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过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制度对进出口产品实施市场

准入制度。产品包装不需要市场准入许可，标准属于自愿执行的范畴。但对于涉及食品安全

和资源环境的包装材料及食品标签等均有法律约束要求。食品包装市场准入制度详见本指南

第五章的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包装和标签的技术要求。 

进入目标国的木质包装容器均受有关法规的限制，并执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布的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15号出版物）《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企业通过所

在地检验检疫部门办理必要的出境手续。产品标识和标签的安全性评价本身不属于强制性合

格评定，但对于某些产品的警告标识和强制性认证标志或属于投保的产品是必须的，参见本

章的附录中的日本《包装产品处理警示标记》和第二章附录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

法规》对食品或含有某些物质的食品包装标签必须具有强制建议性说明和声明的规定。 

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于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有关要求的程序为合格评定程序。特

别包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合。食

品包装安全认证为强制认证。日本安全体系由强制性 T 标志和推荐性 S 标志组成。日本的

JIS 认证涉及机械、电器、汽车、化工、纺织、医疗器械、包装等几十个行业。对产品包装

实行合格尤其是质量进行认证，这种认证是自愿基础上的。目前世界上有 25 个成员国的认

可机构加入了国际认可论坛（IAF）质量体系认证国际多边互认协议。在 IAF 中，包括日本

合格评定认可协会（JAB）、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认可制度（JAS－ANZ）等世界著名的认

可机构。只要是 CNACR 认可的认证机构颁发的 ISO9000 认证证书，既能在日本、澳新互

认国中获得相互认可。实验室认是产品质量认证的基础。我国与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APLAC）达成互认协议。APLAC 现有 19 个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凡是通

过 CNACL 认可的实验室所出示的检测报告、校准证书，在 APLAC 成员中都能得到承认。 

包装合格评定所采用的运输包装件的试验方法主要有 ISO 和 JIS 标准，运输包装容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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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主要有 JIS《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标准和澳新 AS／NZS 瓦楞纸箱测试

标准。检测机构通常根据卖方提出的要求，协助编制试验大纲，提供相关的专业咨询，确定

试验项目、强度、采用标准和判定准则，但最终由买方对可接受的成本和预期承担的风险进

行评估，在合同书中规定。参见本章附录 3A：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和附录 3C：日本贸易振兴会《食品、餐具、容器、玩具和清洁剂的规格标准和测试》。 

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食品包装不需要市场准入许可，标准属于自愿执行的范畴。在日本，包装生

产商和销售商及进口商必须得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同，食品卫生法授权厚生省会制定某种材料

的安全标准，如果日本没有相应的标准，可参照美国 FDA 标准执行。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合格评定分会负责审议认证认可制度、JIS 标志制度、

实验室认可制度等合格评定制度以及国际互认的运作情况。JIS 标志制度和国内体系的建立

工作由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日本的 JIS 认证涉及土木建筑、机械、电器、

汽车、铁道、船舶、钢铁、化工、纺织、包装、矿山、医疗器械等几十个行业。还有对产品

实行合格尤其是质量进行认证，这种认证是自愿基础上的。 

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公布了十二种食品包装用原料的法规，包括 PVC；颁布了 27 种容

器的法规。日本食品卫生法(Food Sanitation Law)食品添加剂一节中对食品包装用 PVC 有规

定，主要检测是是水、乙酸、乙醇、正庚烷的浸出物(25℃，1 小时，不得过 150ppm)，氯乙

烯单体（不得超过 1ppm），稀、甲醛磷酸酯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新两国政府对木质包装和食品的市场准入采取了法规性管理制度。澳新食品安全标准

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管理局负责制定。在澳新条约框架下建立了澳新食品条规部长

级委员会，为澳新食品标准协会制定食品标准提供政策指南。食品及包装标准具有法规性质，

只涉及食品安全，是澳新食品市场准入的“门槛”符合标准要求，是食品投放市场的先决条

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灵活运用 SPS 协议、充分利用标准和高新技术手段实现限制其他国

家产品进入澳新市场。澳新对涉及健康和安全的产品（如食品、电器等）实行法规性管理和

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及政府多部门配合、从生产原料基地到进入家庭的全过程实施监管。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相互协调两国之间的食物标准双边协议，此协议用于降低食品工业成本，

削减规章制度对食品贸易形成的障碍。该协议不包括最大残留限制、食品卫生和包装标准以

及涉及第三国贸易的出口要求。食品及包装标准涉及以下内容： 

----对食品生产单位、食品标签包括食品进口标签等的法律约束要求； 

----政府许可的食品添加剂和催化剂一览表； 

----新特食物、转基因食品和放射性食品一览表； 

----食品中化学最大残留限制一览表； 

----食品的安全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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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初级生产（如生产基地）要求等。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标准与合格评定委员会”组织的

成员。出口企业在了解目标国产品包装的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应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标

准与合格评定委员会”的合格评定制度进行研究和掌握。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标准与合格评定委员会（Asia‘Pacific Economy Co/Sub-Committee 0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APEC／SCSC)属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与投资委员会(crI'I)的

分委员会之一。在与国际标准协调方面，SCSC 已确定：将电工和电子产品、食品、塑料制

品和橡胶制品，作为优先协调的领域，并将玩具、建筑与建筑材料、危险环境中的设备等，

列入新的优先协调的领域。除标准外，SCSC 亦密切关注着各经济体的有关技术法规的制定

和实施情况，并通过制定《法规领域标准与合格评定的良好行为规范》，用以引导各经济体

的有关活动。SCSC 作为 APEC 负责标准与合格评定活动的委员会，十分注重与其他国际或

区域的有关组织发展合作关系，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SO

合格评定委员会(CASCO)、欧共体(EC)等。 

1.3 目标国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是自愿采用的，但如果被国家政府或州（省）

法律采用，则成为强制性标准。澳大利亚目前已有约 2400 个标准被法律采用。例如：澳大

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共同制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规则》规定了本地生产食品和

进口食品包装标签的要求，进口食品若不遵守《规则》的规定，有可能导致退货和销毁。因

此我国相关食品生产出口企业要全面了解澳大利亚对进口食品包装标签的规定，按照规定要

求标注食品标签，避免外贸风险。 

如果标准在引用文件的条款列出某项法规，涵义在于，该标准依从了该法规的旨意与其

目标协调一致，而且标准的使用者应首先依照该法规的适用条款。如果标准在条款的陈述中

引用了法规的条款，则表明，该法规的条款是该标准的强制性条款。 

1.4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的包装技术及其标准化策略 

日本的包装技术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与包装相关的技术标准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标

准。特别是运输包装技术与方法标准和包装容器技术标准配套性好、标准化程度高、应用性

强。日本工业标准(JIS)是日本国家级标准中是最权威的，在世界上也有其重要的影响。日本

始终将研究制定包装的技术和标准化发展战略作为重要工作目标。 

韩国的包装技术与标准化发展较快，在大力开发、改进和宣传工业发展最急需的包装技

术和制定相应包装技术标准方面，始终采取着积极的态度。并对所获得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技

术法规和标准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向中小企业通报研究结果，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技术

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包装技术与标准化与国际上是接轨的。其瓦楞纸箱包装技术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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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澳新两国追求的是满足国家对先进的与国际上保持一致的包装技

术标准的需求，以提高国家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目前约 33％的

SA 标准完全或部分采用了国际标准)，如果没有适宜的国际标准，则所提出的新 SA 标准不

能成为贸易、竞争、创新和发展的壁垒。 

随着现代化物流水平的提高，出口商品托盘包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托盘运输与集装箱

运输一样，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主要联运方式之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均

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应用。 

托盘应用水平是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托盘的拥有总量和利用

率是衡量这个国家物流现代化运作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日本的托盘拥有总量现已接近 10

亿，人均占有 4-5个。日本 2000年的托盘化货物运输的比率已达 77%，其中 T11 标准托盘

的货运比率约为 40%，预计 2005年整体比率可以达到 90%。韩国国内托盘的应用状况与邻国

日本相似，拥有总量也非常大，人均占有 1.1个。为提高托盘的利用率，韩国政府采取对使

用者给予补偿的办法，大力提倡使用不易损坏、原料可以再生的塑料托盘。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国家的托盘化运输应用也非常广泛。目前标准规格托盘使用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澳大利

亚，标准托盘占托盘总量的 95%；其次是欧洲和美国，分别占 70%和 55%；亚洲国家中日本

最高，占 35%，其次是韩国，占 26.7%。 

目前，托盘国际标准共有六种：1200×1000mm；1200×800mm；1140×1140mm；1100×

1100；1067×1067mm；1219×1016mm。其中，1100 mm×1100 mm托盘是日韩托盘标准化组

织长期努力争取的结果。在六种国际标准规格中有一种正方形托盘，即澳洲通用的 1067mm

×1067mm（42in×42in）型，这一规格，在澳洲的应用非常广泛，代表了澳洲的托盘标准化

发展水平。六种托盘的规格并列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标准。 

我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托盘应用市场潜力很

大。特别是在日、韩以及东南亚地区重点使用一、两种规格托盘（如：1100 mm×1100 mm

托盘），建立托盘循环利用体系，对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托盘包装应用的现代化水平，降低

出口物流总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前景。 

1.5 本指南涉及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标准化组织 

1.5.1 日本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apan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是日本全国性标准化

主管机构。总部设在东京。主要任务是组织制定和审议日本工业标准(JIS)；调查和审议 JIS

标志指定产品和技术项目。它是经济产业省及各主管省大臣在工业标准化方面的咨询机构，

就促进工业标准化问题答复有关大臣的询问和提出的建议，经调查会审议的 JIS 标准和 JIS

标志，由主管大臣代表国家批准公布。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标准分会根据公共标准(JIS、国际标准等)和事实标准(论坛标准、

合作体标准)的发展动向，制定日本工业标准化以及参与 ISO、IEC 等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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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针和发展计划。下设纸与纸浆技术、物流技术等 26 个技术委员会；另外还设有 3 个专

门委员会：ISO 专门委员会、IEC 专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循环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

在密切关注国内外标准化发展动向的基础上，负责审议 JIS 草案，研究制定本领域的技术和

标准化发展战略。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合格评定分会由正式委员和临时委员组成，负责审议认证认可制

度、JIS 标志制度、实验室认可制度等合格评定制度以及国际互认的运作情况。下设 2 个专

门委员会：JIS 标志制度专门委员会、国内体系专门委员会。 

根据日本工业标准化法的规定，JIS 标准对象除药品、食品和包装以及其他农林产品外，

另制定有专门的标准或技术规格外，涉及到各个工业领域。其内容包括：产品标准(产品形

状、尺寸、质量、性能等)、方法标准(试验、分析、检验与测量方法和操作标准等)、基础标

准(术语、符号、单位、优先数等)。专业包括：建筑、机械、电气、冶金、运输、包装、化

工、采矿、纺织、造纸、医疗设备、陶瓷及日用品、信息技术等。 

日本工业标准(JIS)的制修订程序包括：1、由与主题关系最密切的学协会组织有关各方，

(生产方、消费方)组成技术委员会起草，或由政府委托某些单位起草；2、草案完成后送主

管大臣；3、主管大臣送 JISC，请 JISC 提出意见；4、JISC 对 JIS 草案进行修改(如有必要)；

5、JISC 将审阅过的标准稿退回主管大臣审批；6、主管大臣认为标准稿反映了有利益的各

方的意见，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则决定作为 JIS 标准公布，在公布前，要将意向通知 WTO；

7、在政府公报上公告并将草案送日本规格协会(JSA)出版；8、标准发行。发给有关学协会

和有关当局等。标准制修订都采取同样的程序。周期平均为一年。目前，JIS 标准约有 8700

多个。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 ISO 133 个技术委

员会(TC)的积极(P)成员、37 个 TC 的观察(O)成员，是 384 个分技术委员会(SC)的 P 成员、

50 个 SC 的 O 成员；承担 ISO 9 个 TC、24 个 SC 及 106 个工作组秘书处的工作。1953 年参

加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 IEC 86 个 TC 的 P 成员、84 个 SC 的 P 成员；承担 IEC 11 个

TC 及 SC 秘书处的工作。在 ISO／IEC 联合技术委员会(JTCl)中，是 1 个 TC 的 P 成员、14

个 SC 的 P 成员；承担 JTCl 3 个 TC 及 SC 秘书处的工作。 

1.5.2 韩国 

韩国技术标准局（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是发展工业技术和提高工

业品质量的政府机构。总部设在汉城。主要任务是：开发、改进和宣传工业发展最急需的技

术；制定技术标准；为中小型企业开发技术提供技术支持；代表韩国参加 ISO、IEC 等国际

组织和区域组织；开展认证及合格评定活动。 

韩国技术标准局(KATS)共有 37 个分委员会。KATS 还设有一个研究委员会，专门从事

对化学、生物技术、环境、机械、电工和电子的研究，对 KS 标准、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及

其他标准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复审、撤销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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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S 负责在与韩国工业标准理事会(KISC)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韩国工业标准(KS)。

KS 标准每 5 年复审一次，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确认、修订或撤销标准。如果 KATS 认为，

有必要采用国际标准，则可在 5 年之内对 KS 标准采取适当的措施。目前韩国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环境、废弃物材料循环等新兴领域。目前，韩国共有 Ks 标准

1 万余件。 

KATS 于 1963 年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两个组织的正式成

员，并于 1994 年参加亚洲地区标准大会(PASC)。KATS 曾多次在韩国主办国际标准化会议，

以向人们展示韩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积极态度。KATS 承担 ISO 1 个技术委员会、4 个

分技术委员会及 2 个工作组秘书处的工作，承担 IEC 1 个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 

KATS 内设有代表韩国的 WTO／TBT 官方咨询点，负责向 WTO 成员发布涉及工业品

的标准和技术法规草案，并回答来自各成员国的咨询。 

1.5.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Standard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Limited)是独立的非政府组

织，联邦政府通过与其签署备忘录认定 SAI 是澳大利亚最高的标准化机构，成立于 1922 年，

前身为澳大利亚联邦工程标准协会(Australian Commonwealth Engineering Standards 

Association)．1929 年更名为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tandards Association 0f Australia)，1988 年又

改名为澳大利亚标准学会(standards Australia 缩写 SA)，现为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

总部设在悉尼。 

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SAI)代表澳大利亚参加 ISO 和 IEC 活动，并通过公开的、

协商一致的过程与各行业的相关团体制定标准。SAI 还负责开展产品和体系认证、教育和培

训、专业咨询服务、注册管理服务及研究和信息服务以及负责制定澳大利亚设计奖计划等。 

澳大利亚标准制定委员会(standards Development Board)负责为标准制定活动(包括国际

事物)提供政策和行动指南。负责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保证澳大利亚商业充分

采用标准。负责向国内出口商提供出口国实施标准的咨询服务。 

澳大利亚标准(SA)按照 WTO／TBT 的规定作为标准制定原则，为此，各技术委员会在

得到社会、工业或政府部门的正式要求下，制定新的 SA 标准。在该项目得到批准前，还必

须对其在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和保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进行研究，如果结果是肯定的，

则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和标准行业委员会可批准此项标准。 

目前，SAI 已组织制定了 6 000 多项标准，约有 9 000 多位专家在约 1 700 个技术委员

会中从事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澳大利亚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成员，SAI 代表澳大利亚参

加 ISO 和 IEC 的活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会议，并广泛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SAI

是 380 个 ISO 和 IEC 技术委员会的积极(1)成员，并承担了 ISO 3 个技术委员会、12 个分技

术委员会及 47 个工作组会秘书处的工作。承担了 IEC 3 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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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平洋地区标准会议(PASC)的创始成员，并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建立了密切的关

系。 

SAI 与新西兰标准学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共同致力于联合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SAI 新制定的标准中约 40％是澳／新联合标准，50％的技术委员会是

联合的。 

1.6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员会（APEC／CTI／

SCS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性组织之一，APEC 秘书处设在新

加坡。现有亚太地区的 21 个成员参加。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员会(SCSC)是 APEC／CTI 下

的分委员会之一。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员会(SCSC)是 CTI 下的分委员会之一，在与国际标准协调方面，

SCSC 已确定：将电工和电子产品、食品、塑料制品和橡胶制品，作为优先协调的领域，并

将玩具、建筑与建筑材料、危险环境中的设备等，列入新的优先协调的领域。除标准外，

SCSC 亦密切关注着各经济体的有关技术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并通过制定《法规领域标

准与合格评定的良好行为规范》，用以引导各经济体的有关活动。 

SCSC 作为 APEC 负责标准与合格评定活动的委员会，十分注重与其他国际或区域的有

关组织发展合作关系，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SO 合格评定

委员会(CASCO)、欧共体(EC)等。 

1.7 本指南采用的技术标准 

鉴于出口商品一般都要涉及到销售包装、运输包装、包装件安全交货相关的商业规则，

以及产品标识和标签的安全问题，本章给出了可参考的五项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技术标

准，旨在引起企业的关注，在首先执行我国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可将其作为参考的标准使用。

本章推荐和介绍了一项日本《国际贸易中木制捆包材料的规格指导方针》，三项包装储运标

志标准、两项包装试验方法标准。JIS Z 0200 是目标国具有代表性的运输包装件性能测试的

方法标准。 

本指南采用的其它标准在第五章附录中，对比较典型的或重要的标准在以下的内容中给

出介绍和分析。本指南还将根据企业的需要陆续采用适用的技术标准。 

1.8 标准的采用和实施 

出口企业应根据目标国法律法规要求，在采用和执行我国国家标准和目标国有关标准

时，均要识别和掌握其技术标准对于出口包装的的适用性。同时，对目标国的技术标准或其

中的条款进行筛选。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目标国中水平高或要求严的标准。例如，JIS Z 0200

《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JIS Z 1403《框架箱》、JIS Z 1506《瓦楞纸板箱》以及

AS／NZS 2002《瓦楞纸板平压强度测试》和 AS／NZS 1301.43《瓦楞芯纸的抗压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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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当确认某项技术标准或其中的条款为目标国特有的，属于“技术差异”，则应采用目标

国的技术标准或其中的条款。当我国有相对应的技术标准并且存在的技术差异不大时，则可

借鉴本指南给出的 JIS Z 0150《包装－包装货物操作的指示标志》、JIS Z 0301《防潮包装》、

JIS Z 0303《防锈包装通则》、JIS Z 0302《防水包装》使用的方法，将诸目标国与本国的“技

术差异”列出比较表。 

2. 推荐日本《国际贸易中木制捆包材料的规格指导方针》 

植物检疫措施中的相关国际标准（ISPM No.15 国际植物检疫）是联合国粮食组织（FAO）

的植物检疫政策以及技术援助中的全球化程序的一部分，它是由国际植物防疫条约事务局

（IPPC）编制的。旨在促进贸易发展，防范贸易过程中的不正当操作，达到植物检疫的国

际调解任务，向 FAO 的加盟国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传达本措施的基准以及方针。 

植物检疫的相关国际基准（ISPM）是通过植物检疫措施暂定委员会制定，被国际植物

防疫条约缔约国以及非缔约的 FAO 加盟国广泛采用的标准。植物检疫措施的国际标准是

WTO 加盟国通过 SPS 协定制定的基准。即使是国际植物防疫条约的非缔约国，也希望尊重

该标准。 

标准是伴随国际贸易中的针叶树以及非针叶树（包括垫板）包装材料实施的，本植物检

疫规格旨在降低病虫害入境以及蔓延风险。 

规定的要求事项： 

木制材料包装必须完全除去病虫害，杜绝病虫害入境的道路。木制捆包材料往往被重复

利用，回收，再次制箱，从而很难确定木材的真实身份（比如，进口货物的包装材料往往被

二次用于出口货物的包装）测试就算是检疫部门往往也无能为力。所以本基准在消灭病虫害

危险的同时，也起到了降低捆包材料的病虫害风险，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适用的方法，已经

在全球广为接受。 

各国的进口用植物包装采用本规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技术上的正当性。即使在采用较

本规定更严格的措施方法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该方法的自身正当性。 

本指导方针中主要指的是：有容易患病的针叶树以及非针叶树所制成的捆包材料。检查

的时候并不是以植物为对象，而是以木箱，木框，托盘，桶，垫子等木制材料为重点。但是

整体包装材料是使用黏合剂，使用加热加压的方法制成的情况下可以排出病虫害的因素。 

各国出口包装的规定有各自的差异，具体详细信息可以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获

得最新的信息。 

日本认可的一些包装措施： 

热处理（HT：Heat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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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捆包材料升高到较高温度，保持一段时间。木材的中心温度最低应该达到 56℃以上，

时间最少控制在 30 分钟以上。热处理用 HT 标志表示。 

溴甲烷（MB:Mehtyl bromide） 熏蒸 

对捆包材料进行溴甲烷熏蒸。处理标志为 MB。 

认可的措施表示（以下标志证明该木制包装材料进行了该项处理处理）： 

（1）热处理的情况； 

（2）溴甲烷熏蒸处理的情况。 

注意 1：以上表示方法记载了下列事项。 

（1）处理确认标志； 

（2）国名； 

（3）注册捆包材料的生产者编号； 

（4）具体处理名称（热处理 HT，溴甲烷熏蒸 MB）。 

3. 推荐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标准规定了适用范围：在货品的流通过程中会因为振动撞击等外界条件损坏到内装货

品，所以为了评价此时所用包装的好坏，就可以采用该标准对包装加以考核。但是如果包装

适用于消防法或者其他的相关法律，则该标准的规定就不再适用。 

标准对流通条件进行了划分。按照运输、保管以及装卸的具体情况，具体分为以下四种: 

Ⅰ：运输存储的交替次数比较多，货品容易遭受到巨大外力冲击。（船运出口） 

Ⅱ：运输存储的交替次数比较多，货品容易遭受到较大外力冲击。（LCL 的情况） 

Ⅳ：运输存储的交替次数比较少，货品也不容易遭受到较大外力冲击。（FCL 的情况） 

标准规定了试验的顺序。对同一个送检样品必须依此做振动试验，跌落试验。压缩试验

另取该型号样品进行试验。但是经过同当事人的协商，振动试验，跌落试验也可以分别采用

同型号的不同货品。（落下试验的方法按照：总质量小于 50kg 的货品采用自由落体，总质量

大于 100kg 的货品采用单面支撑落下法。总质量大于 50kg 小于 100kg 的货品，我们可以假

想实际装卸过程中将会遇到的跌落情况，选择性地采取自由落体或单面支撑下落法） 

鉴于运输包装的重要性，建议企业采用该标准，设计、检测和评估出口目标国的运输包

装。 

标准全文详见第三章的附录3A。 

4. 推荐 JIS Z 0150《包装－包装货物操作的指示标志》 

本规格用于规范物流过程中被包装货品的惯用标志（以下简称标志），且适用于各式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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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是不能作为危险品的特殊警示标志。 

本规格中所使用到的专业用语大都是来自 JIS Z 0111（物流专用语）。 

指示标志的种类如表所示有 19 种。名称后面的括号所对应的是其英文名称。标记指示

标志的时候所使用的样式按照 JIS Z 8250（图形记号通则）的规定执行。（请参照下图）标

志的尺寸根据包装的实际大小可以适当扩大或缩小标志的尺寸。指示标志的颜色原则上采用

黑色，也可以采用红色或黄色。只要该颜色在包装底色的衬托下能够醒目识别就可以了。指

示标志可以采用刷图、盖章、普通印刷、手书、标签等形式表示。应当保证在流通过程中不

会发生明显的串色、磨损、偏移、退色、剥落等情况。 

指示标志通常标示在包装货物的表面显眼位置。 

标准全文详见第四章附录4H。 

5. 推荐 JIS Z 0152《包装产品处理警示标记》 

标准明确了在包装（３）上标记警示，并规定了通常消费者在处理包装货物时的安全方

法。 

警示标记：标识用于向携带包装货物的人表明潜在危险，以引起其注意。表达警示程度

的术语：表示对人体损害程度和对所要进行操作的非包装货物财物的造成损害程度术语。警

示文字：该文字用于防止危险，并指示确保安全的方法。图形符号：图表资料通过使用通俗

易懂的视觉图案而不是字母和/或文字来传达物体本身所造成的伤害状态，物体的正确处理

或物体不正确处理。 

表示操作警示标记的方法应在标记在包装上的显著位置，附表一有其中一种分布法，用

不可涂抹掉的方式，如印刷、贴标签等。警示标记，表示注重程度术语，指示文字和图形符

号可用单一颜色表现。 

标准全文在第四章附录4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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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Ａ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200《包装货物——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Packaging -- complete, filled transport packages -- general rule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performance 

 

序文 

本标准是以2009年发行的第1版ISO4180为基础，同时为了反映我国现状，并在技术性

内容方面做了部分变更，由此编制而成的日本工业标准。 

另外，在本标准中，画有侧线的地方表示与其对应国际标准的变更事项。在变更一览表

中附有说明，见附录JB。而附录A和附录B所记录的则仅是对相应的国际标准进行了翻译，

而未变更其技术性内容事项。 

1.适用范围 

包装货物在流通过程中会受到振动、冲击及挤压，所以必须通过试验来对外包装的性能

进行评估，本标准正是针对这一测试方法进行了规定。此外，在已知流通过程并可利用其数

据的情况下，参照附录A的实例。但是，适用于消防法及其他相关法令的包装货物除外。 

注释表示本标准对应的国际标准及其对应程度的符号，如下所示。 

ISO 4180:2009，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性能试验计划编制的一般规则（MOD） 

此外，相应的程度符号表示有“MOD”时，表示其正以ISO/IEC指南21-1为基础，处于“修

改中”。 

2.引用标准 

本标准中所引用的其他标准的内容如下所示。这些引用标准适用于最新版（包括补充）。 

JIS Z 0108 包装-术语汇编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1067:2007，包装-词汇表（MOD） 

JIS Z 0170 组合装载-安定性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10531:1992，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IDT） 

JIS Z 0201 试验容器符号表示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206:1987，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试验时包装件要素的标识

（MOD） 

JIS Z 0202 包装货物-跌落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248:1985，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坠落垂直冲击试验（MOD） 

JIS Z 0203 包装货物-试验的前期处理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233:1994，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试验条件（MOD） 

JIS Z 0205 包装货物-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244:1985，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水平冲击试验（水平或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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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吊摆试验）（MOD） 

JIS Z 0212 包装货物和集装箱-压缩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12048:1994，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利用压缩试验机的压缩试

验和堆码试验（MOD） 

JIS Z 0216 包装货物和集装箱-喷水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2875:2000，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喷水试验（MOD） 

JIS Z 0232 包装货物-振动试验方法 

注释对应国际标准：ISO 8318:2000，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采用可变频的正

弦振动试验以及ISO 13355:2001，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整

体评价：MOD） 

ISO 2234，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静载荷法堆码试验 

ISO 2873，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低压试验 

ISO 4178，满装的运输包装-分类检验-记录的信息 

ISO 8768，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倒塌试验 

ISO 14149，包装-满装的运输包装和单元货物-旋转下落的冲击试验 

3.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中所用的主要术语及其定义，除根据JIS Z0108之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3.1性能试验方法 

为了确认试验物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性能而进行的单独室内试验及其一系列相关试验。 

3.2危险 

流通过程中导致包装货物损坏或使其价值降低的主要风险因素。 

3.3流通过程 

该过程发生于货物包装完成之后，并且包括相关生产、运输、保存及货品交付全过程的

所有操作体系。 

3.4加速度功率谱密度 

在通过某中心频率的窄带滤波器时，加速度功率谱密度通常用加速度信号的平方平均值

来表示，当带宽趋近于0，且平均化时间趋近无限大时，出现极限值。简称PSD。 

4.试验方法的种类 

试验方法的种类见表1的分类。 

此外，试验方法的种类可由使用者根据目的、用途自行选择。试验方法通过以下内容进

行选择。 

商品的流通过程没有特别规定，或者无法掌握流通过程中的危险信息时，采用JIS法或

ISO法（附录A）的实例2。 

商品的流通过程已知，并且其信息可加以利用的情况下采用ISO法（附录A）的实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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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方法的种类 

种类 概要 

JIS法 适用于第5条至第10条 

ISO法 适用于附录A。 

 

5.流通过程 

流通过程是非常复杂多样的，无论多么复杂，它也是由多个简单要素组合而成的。这些

简单要素如下所示。 

无论哪种运输方法，都是从某一地点向另外一地点进行包装货物运送。其中包括了货物

的堆码和装卸。 

另外，当包装货物的流通过程不明确、危险未知的情况下要制定试验计划时，其方法及

实例如附录JA所示。 

6.危险 

在流通过程中，包装货物会被置于许多可导致其损坏的危险情境之中，这些危险是由很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如下所示。 

流通过程的特性，即搬运设备、运输方式及地理性区域条件。 

包装容器的设计，即容器的尺寸、质量、形状，以及包装材料的机械性特性。 

7.试验计划的制定 

很多包装生产厂家其实并没有掌握与流通过程相关的明确知识，在不清楚试验计划制定

方法的情况下，参考附录JA即可。 

8.试验方法 

8.1 试验的顺序 

试验一般遵从用同一试验品进行振动试验和冲击试验，而换另一试验品进行压缩试验的

原则，但根据与委托人的协定，振动试验和冲击试验也可分别用不同的试验品进行。 

8.2 试验品 

试验品一般可采用实际装箱的货物，或者采用与实际装箱货物类似的货品进行试验。试

验品的包装全部与实际发货时一样，采用相同的密封、封口、捆扎等包装方式。 

试验品的个数：最好是针对振动试验、冲击试验和压缩试验各准备3个以上的试验品。 

试验品的符号表示：试验品的符号表示符合JIS Z0201规定。 

此外，长方体和圆柱体以外的容器也以此为标准选择合适的表示方法。 

试验品的前期处理：振动试验和冲击试验的试验品按照流通的环境条件，依据JIS Z 0203

规定的某种温湿度条件进行前期处理。至于选择哪种级别的温度以及湿度条件，需要依实验

目的而定。 

另外，在进行压缩试验时，为了根据货物重量调整流通环境的温湿度，JIS Z 0203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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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处理的温湿度条件）应选择G（+23℃，湿度50%RH）。 

8.3 试验分类的选择 

振动试验、冲击试验和压缩试验中所适用的试验强度，应根据各自的流通过程来选择相

应试验类别（等级）。 

8.4 振动试验 

8.4.1 装置及其试验方法 

装置及试验方法根据JIS Z 0232选择。 

8.4.2 振动试验的分类 

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可以按表2分为3类。 

另外，空运和船运不考虑运输距离。 

表2 振动试验的分类 

分类 分类标准 

等级1 预计运输距离超长（2500km以上），或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 

等级2 
在长距离的国内输送或国际运输中，如果该运输过程地处温带气

候，应实施相应的运输对策的情况下。 

等级3 短距离的国内输送（200km以下），无特定危险的情况下。 

 

8.4.3 运输振动试验（普通试验） 

运输振动试验按以下所述进行。 

模拟实际运输中的捆绑方法和装载方法，在此状态中将试验品装上振动台。 

随机振动试验的试验条件如表3所示。 

不能利用随机振动试验装置的情况下，也可用正弦对数扫描振动试验。正弦对数扫描振

动试验的试验条件如表4所示。 

无法预测运送中货物的堆放方向的情况下，分别用普通运输状态、竖置状态、横置状态

三种方式进行测试。试验时间如表5所示。 

振动试验一般为垂直方向试验，如委托人认为有必要，也可进行水平方向试验。 

 

表3 随机振动试验的条件 

试验时间 

等级 1 2 3 

时间min 180 90 15 

加速度功率谱密度 

频率 等级 

Hz (m/s²)²/Hz （g²/H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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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8 （0.0005） 

61.15 （0.012） 

181.15 （0.012） 

400.096 （0.001） 

2000.048 （0.0005） 

注释加速度实效值： 5.8 m/s²  [0.59ga)] 

注a) g=9.806 658 m/s² 

 

表4 正弦波对数扫描振动试验的条件 

分类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试验时间 min 180 90 15 

加速度 m/s²  7  

频率范围 Hz  3~100  

扫描速度倍频程/min  1/2  

 

表5 运输中的堆码方向（试验品的方向）无法预测情况下的试验时间 

单位 min 

试验品的方向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普通运输状态 60 30 5 

竖置状态 60 30 5 

横置状态 60 30 5 

合计 180 90 15 

 

8.4.4 往复振动试验（反复冲击试验） 

往复振动试验按如下所述进行。 

一般来说包装货物的运输都是在将其固定在运输车辆上再进行运输的，但也存在一部分

未被固定的可能，仅在这种情况下，在做完运输振动试验之后需要再追加进行往复振动试验。 

不将试验品固定在振动台上。 

随机振动试验的试验条件如表6所示。 

无法利用随机振动试验装置的情况下，进行正弦波对数扫描振动试验亦可。正弦波对数

扫描振动试验的条件如表7所示。 

在无法预测运输中货物堆码方向的情况下，分别用普通运输状态、竖置状态、横置状态

三种方式进行测试。试验时间如表8所示。 

振动方向为垂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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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往复振动试验的条件（随机振动试验） 

试验时间 

等级 1 2 3 

时间min 30 20 10 

加速度功率谱密度按表3所示。 

 

表7 往复运动振动试验的条件（正弦波对数扫描振动试验） 

分类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试验时间 min 30 20 10 

加速度 m/s²  7  

频率范围 Hz  3~100  

扫描速度倍频程/min  1/2  

 

表8 无法预测运输中货物堆放方向（试验品方向）情况下的试验时间 

单位min                

试验品方向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普通运输状态 10 7 5 

竖置状态 10 7 5 

横置状态 10 7 5 

合计30 30 21 15 

 

 

JIS Z 0200:1999《包装货物——评价试验方法通则》已经更新为 JIS Z 0200:2013《包装货

物——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标准全文详见网址：http://www.kikakurui.com/z0/Z0200-2013-01.html 

 

http://www.kikakurui.com/z0/Z0200-201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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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B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201《试验容器的标记表示方法》 

Methods of designating on component parts and points of containers when 

testing 

 

1.适用范围 

本规格是用于规定试验用包装货物以及容器记号的表示方法。 

2.标记表示方法 

2.1 长方体容器 

长方体容器通常是放在底板上。但是在不了解实际运输状态的情况下，若容器有接合部，

那么接合部一律向右直立放置。试验的实施人，在容器的端面按照下列方法做出标记。（参

照图 3.2） 

（1）面数字表示分别为顶部为 1，右侧面为 2，底面为 3，左侧面为 4，前端面为 5，后

面为 6。 

此外，如果容器或内装货品有前后之分的话，此时前面标记为 5，后面标记为 6。 

备注：如果接合部有两处以上的情况时，可以将任意端面作为 5。 

（2）棱用作棱成型的两面必须标记数字，从较小的开始标记。 

例如：2－3 棱 

（3）角用于角成型的三面必须标记数字，此时的表示顺序从较小的面开始标记 

例如：2－3－5 角 

 

图 3.2 立方容器的符号表示 

 

2.2 圆筒形容器 

圆筒形容器按照下列方法标记（参照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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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两条垂直相交直线将上表面 4 等分，分别标记 1、3、5、7，然后在对应的底面位

置标记 2、4、6、8。此时容器体接合部标记诸如 5－6 形式的标记。 

备注：当容器有两处以上接合处的时，可以在任意一处接合处标记 5－6。 

（2）容器体壁侧线平行于圆筒轴线的分别有 1－2、3－4、5－6、7－8 四条体壁侧线，此

时在体壁接合部标记 5－6。 

 

 

图 3.3 圆筒型容器的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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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C 

日本《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Specifications,Standards and Testing Methods for Foodstuffs,Implement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Toys,Detergents 

 

2009 年 1 月 

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 

 

 

本指南在《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中节选的

内容在新版本中未作更改。具体内容如下： 

 

日本《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Specifications,Standards and Testing Methods for Foodstuffs,Implement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Toys,Detergents 

（厚生省 No.370 公告 1959 年 12 月 28 日；最终版本厚生省 No.499 公告，

2005 年 11 月 29 日），遵照第 7 条第 1 款和食品卫生法(Law No.233,1947)第 10

条的规定。 

II. 器具、容器和包装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A. 一般器具、容器、包装和合成材料的规格标准 

1. 器具中的铜、铅及其合金应当不能被刮掉。 

2. 与食物接触的任何镀锡的铅含量不超过 0.1％。 

3. 生产或修理器具、容器和包装所使用的金属材料中不得含有超过 0.1%的铅或 5%的锑。 

4. 生产或修理器具、容器和包装的焊接材料不得超过 0.2%的铅。 

5. 器具、容器和包装不得含有《食品卫生法实施条例》表 1 所列之外的任何合成着色剂。（然

而，本条“限制”不适用于以下情况：所提到的产品在加工时可以排除着色剂溶解或溶化后与

食物接触。） 

6. 直接使食物感应电流的设备的电极只能采用铁、铝、铂或者钛制成。如果食物中的电流

较小时，可以使用不锈钢制成的电极。 

7. 接触油类或脂肪类食物的器皿、容器和包装不得使用主要成分为邻苯二甲酸双酯制成的

聚氯乙烯类合成树脂。（然而，本条“限制”不适用于以下情况：所提到的产品在加工时可以

排除邻苯二甲酸双酯溶解或溶化后与食物接触。） 

B. 一般器具、容器、包装的测试方法 



 166 

除以下特殊规定外，应按照第 II 部分：添加剂 B 部分：一般测试方法所规定的方法进

行测试。如要替代规定的方法，可以使用备选方法，条件是备选方法能够提供与规定的方法

相同或者更精确的结果。然而，如果测试结果尚有疑问，应当按照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最终

判定。 

1.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试方法 

测试高锰酸钾消耗量的目的是按照规定的方法，在将样品溶于水中后，确定被高锰酸钾

氧化的某种材料的量。 

测试步骤 

往三角瓶中加入 100 ml 水、5 ml 硫酸(1→3)以及 5 ml 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

煮沸 5 分钟后倒掉溶液，用清水洗瓶。然后向这个三角瓶中加入 100 ml 的样品溶液、5 ml

硫酸(1→3)以及 10 ml 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煮沸 5 分钟。停止加热后立即加入 10 

ml 浓度为 0.005 mol/l 的草酸钠使溶液脱色，采用滴定法加入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

直到溶液呈浅红而不再退色。 

单独进行空白测试，并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高锰酸钙的消耗量。 

高锰酸钙消耗量(μg/ml) = [(a － b) × 0.316 × f × 1,000]/100 

式中 

a = 实际测试中滴入的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量(ml)  

b = 空白测试中滴入的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量(ml) 

f = 浓度为 0.002 mol/l 的高锰酸钾的系数 

2. 强度及其他测试 

持续压力测试 

在容器中加入稀硫酸（持续压力测试专用）至容器的 95％，1 然后每 100 ml 稀硫酸（持

续压力测试专用）加入 1.5g 碳酸氢钠，小心不要接触溶液。将容器密封，使碳酸氢钠溶解。

将容器放入水中加热至 45±2℃。放置 2 小时后检测是否有气体泄漏。 

持续减压测试 

在容器中注入水，加热到与产品放入容器时相同温度后立即密封。将容器放在亚甲基蓝

溶液（针孔测试用）中加热到 25±5℃，放置 2 小时后，倒空容器并用水清洗。用吸液管将

容器中 25ml 的水转移到 50ml 的奈斯勒比色管中。用白色背景垫衬，从上部和各个侧面观

察奈斯勒比色管，检查亚甲基蓝的颜色。 

压力测试 

在密闭的容器上凿一个直径为 5 到 10mm 的孔，安装气嘴并避免漏气。气嘴上直接连

接一个压力表和空压机。打开空压机，设置气压为 294kPa 并检查气密性。 

压力测试 

按照图 3.4 所示放置一个充满内装物或水的密封容器。对于表 3.9 第一栏中列出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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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量级别的容器，分别在容器上施加第二栏中所列出的相对应的负荷，持续 1 分钟，然后

检查容器中所充内装物或水的泄漏情况。盒状容器应按照图 3.5 所示放置。 

 

图 3.4 

 

图 3.5 

表 3.9 

第一栏 第二栏 

﹤100g 20kg 

 100g、﹤400g 40kg 

  400g、﹤2000g 60kg 

  2000g 80kg 

减压测试 

将一个真空计针插入一个密封的容器或包裹，防止空气泄漏，和气针联接一个真空泵。

打开真空泵，减压到 26.7kPa，检查是否有空气泄漏发生。 

抗穿刺性测试 

将测试样品放好，用一个直径为 1.0mm、尖端半径为 0.5mm 的半球状针，以每分钟

50±5mm 的速率刺透样品的表面，确定针刺穿样品表面的最大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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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封测试 

如图 3.6 所示，将密封的容器或包裹热封的部分割破，以每分钟 300±20mm 的速率向两

边拉，来确定将热封部分拉开的最大负荷。 

 

图 3.6 

抗爆性测试 

将测试样品如图 3.7 所示放好，将甘油以每分钟 95±10 ml 的速率压入压力舱产生压力，

确定测试样品爆炸的最大压力。 

 

图 3.7 

针孔测试 

在容器或包裹中装满亚甲基蓝溶液（针孔测试专用），放置 30 分钟后检查针孔。 

密封性测试 

在密封的容器或包裹的侧面或底部的中央钻一个直径为 5 到 10mm 的孔，插入气嘴并

不让空气泄漏。在气嘴上直接连接一个压力表和空压机。打开空压机，设定气压为 13.3kPa，

持续 10 秒钟后检查空气泄漏情况。 

坠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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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容器或包装中充满内装物或水并密封。对于第一栏中列出的不同重量的容器或包装，

分别从第二栏中列出的相对应的高度落到混凝土表面上两次，让容器或包装的底部或另一个

扁平面着陆。检查容器或包装中的内装物或水的泄漏情况。 

表 3.10 

第一栏 第二栏 

﹤100g 80cm 

  100g、﹤400g 50cm 

  400g、﹤2000g 30cm 

  2000g 25cm 

泄漏测试 

将密封的容器或包装充满内装物后放到温度为 45±2℃的恒温槽中，24 小时后检查内装

物的泄漏情况。 

3. 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 

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是一项技术，即利用光穿过原子的水蒸气层时，基态原子会吸收特

定波长的现象，用来测定样品溶液中特定成分的浓度。 

设备 

通常情况下，一套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包括光源、样品雾化器、分光计、光度计、及显

示和记录装置。使用空心阴极灯作为光源。框架型（比如直接注射型）雾化器包括一个燃烧

炉和一个气流调节器；电热型雾化器包括一个电热装置和一个电源。分光计可以使用衍射光

栅或者滤光片。光度计包括一个探测器和一个信号处理器。典型的显示和记录装置包括一个

显示器和一个记录装置。 

标准溶液 

使用适合特定成分的标准溶液，并遵从其他相关的适用规定。 

程序 

从下列程序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进行操作，并遵从其他相关的适用规定。 

（1）框架型（比如直接注射型）雾化器。打开电源（使用适合特定成分的空心阴极管），

并将分光计调节到适合特定成分的波长。将装置设定在合适的电流和缝隙宽度，然后点燃气

体（实用乙炔或者氢气）。调节气流和压缩空气，然后将溶液气雾喷到框架中并校准。将样

品溶液和特定成分的标准溶液喷雾到框架中，测量光谱的吸收率。 

（2）电热型雾化器。打开电源（使用适合特定成分的空心阴极管），并将分光计调节到

适合特定成分的波长。将装置设定在合适的电流和缝隙宽度，然后将指定量的样品溶液或特

定成分的标准溶液放入电热器中。释放适合的气流量，在合适的温度中，按照合适的加热模

式烘干并灰化至合适的时间，雾化灰烬并测量光谱的吸收率。 

在测量光谱吸收率时，使用下面的波长：锌 213.9nm，锑 217.6nm，镉 228.8nm，锗

265.2nm，铅 283.3nm 和钡 553.6nm。 



 170 

当用样品溶液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时，样品溶液的光谱吸收率不得超过特定成分的样品

溶液的光谱吸收率。 

4. 重金属测试 

重金属测试是一项技术，用来确定样品中释放的重金属是否超过最大允许量。本测试中

“重金属”指的是，当放置在酸性的硫酸钠试剂中呈现暗色的金属物质。这里的量指的是铅的

含量(Pb)。 

程序 

在奈斯勒比色管中放 20ml 的样品溶液，然后加水使溶液总量达到 50ml。另取一个奈斯

勒比色管，放入 2ml 铅标准溶液（重金属测试专用）和 20ml 的滤液，再加水使溶液总量达

到 50ml；将此溶液作为控制溶液。在样品溶液和控制溶液中各加入两滴硫化钠试剂，放置

5 分钟，然后用白色背景做垫衬从上部和各个侧面观察奈斯勒比色管。样品溶液看起来不应

当比控制溶液颜色深。如果滤液使用的是水，在样品溶液和铅标准溶液中加入5ml浓度为 4％

的醋酸，然后加水使溶液总量达到 50ml。 

5. 蒸发残渣测试 

蒸发残渣测试用来确定从样品溶液中转移到滤液中的物质的量。 

程序 

除了遵守其他适用规定外，测试下表中第一栏中列出的直接接触食物的器具、容器或包

装。使用第二栏中列出的作为滤液的溶剂配制样品溶液。 

表 3.11 

第一栏 第二栏 

油类或脂类食物 庚烷 

酒精饮料 浓度为 20%的酒精 

非油类或脂类食物 

亦非酒精饮料 

pH 值大于 5 的食物 水 

pH 值小于或等于 5 的食物 浓度为 4%的醋酸 

取 200-300ml 的样品溶液（如果使用庚烷作为滤液，将 200-300ml 的样品溶液转移到椭

圆形烧瓶中，真空浓缩到几毫升，然后用大约 5ml 的庚烷冲洗浓缩液和烧瓶两次，用冲洗

的液体作为样品溶液），放到一个重量已知并已预热到 105℃的、干燥的铂、石英或耐热玻

璃的蒸发皿中，然后用水浴加热直到溶液蒸发，残渣凝固变硬。 

在 105℃的温度下干燥 2 小时后，在一个干燥器中冷却。冷却之后给蒸发皿称重，确定

蒸发前和蒸发后的重量差（mg），然后使用下列公式计算蒸发残渣的量。 

蒸发残渣 (μg/ml) = [(a－b) × 1,000] / 使用的样品溶液量 (ml)  

式中 

b = 以同等量的滤液作为样品溶液获得的空白测试值 (mg)  

6. 添加剂测试 

胺（仅限三乙胺和三丁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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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绘制解析曲线 

精确测量 10mg 三乙胺和 10mg 三丁胺，放到 100ml 的量瓶中，然后加入二氯乙烷使总

容量达到 100ml。接着，取 4ml 该溶液到另一个 100ml 的量瓶中，加入二氯乙烷使总容量达

到 100ml。另取 20ml 量瓶数个，分别量取 1ml、2ml、3ml、4ml 和 5ml 的该溶液，均加入

二氯乙烷使总容量都达到 20ml。这些即为标准溶液(0.2μg/ml, 0.4μg/ml, 0.6μg/ml, 0.8μg/ml, 

和 1.0μg/ml)。每一种标准溶液取 1μl，根据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根据

气相色谱分析的结果计算三乙胺和三丁胺高峰值和面积，然后分别绘制解析曲线。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长 30m、内径为 0.32mm 的硅酸盐玻璃柱圆柱，外面涂有 5μm

厚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外衣。 

圆柱温度 将圆柱在 150℃的温度加热 5 分钟，然后每分钟提高 20℃直到 250℃，

然后维持 250℃的温度，持续 5 分钟。 

样品溶液倒入温度    200℃ 

检测器 使用碱性火焰热离子检测器或者高敏度的氮磷检测器。在 250℃或接

近 25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气流和氢气使检测器的灵敏性达到最

高。 

插入方法   喷洒(15:1) 

载气气体   使用氦气。调节气流速率，让三乙胺在 3－4 分钟内完全放出。 

（2）测试 

使用 1 μl 的样品溶液，按照上面（1）所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根据气

相色谱分析的结果计算峰值和每个高峰面积。然后，根据各自的解析曲线确定样品溶液中三

乙胺和三丁胺的浓度，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材料中三乙胺和三丁胺的含量。 

材料中的含量 (μg/g) = 样品溶液浓度 (μg/ml) × 2 (ml) / 样品重量 (g) 

磷酸三邻甲苯酯 

（1）质量测试 

分别取 20μl 的样品溶液和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溶液，根据下面列出的程序和条件进行

液相色谱分析，然后将样品溶液的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溶液的

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进行比较。 

程序和条件 

圆柱充气   使用苯基硅胶 

圆柱    使用 250 mm 长的不锈钢管，内径为 4.6 mm 

圆柱温度   50℃ 

检测器    使用紫外线分光光度检测器。将波长定为 264 nm。 

流动相    使用 2:1 的氰化甲烷和水。调节流量使磷酸三邻甲苯酯在大约 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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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

溶液的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当，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中同样程序和条件下取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磷酸

三邻甲苯酯的峰面积。 

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二丁基锡复合物 

（1）质量测试 

分别量取 2 ml 的样品溶液和二丁基锡标准溶液，加入 5 ml 醋酸钠缓冲溶液和 1 ml 四乙

基硼酸钠试剂，然后立即密封并用力摇晃 20 分钟。在室温下静置混合液大约 1 小时，然后

除去己烷层。各取 1μl，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和质谱分析，然后比

较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探测时间和二丁基锡标准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探测时间。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30 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25 mm，外面涂有 0.25 um

厚、浓度为 5%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圆柱温度 将圆柱在 45℃下加热 4 分钟，然后每分钟将温度提高 15℃，直到温

度达到 300℃，然后保持 300℃持续加热 10 分钟。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50℃ 

检测器 使用质量分光装置，原子质量号码定为 263。 

载气气体 使用氦气。调节气流使二丁基锡溶液在大约 13 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二丁基锡标准溶液的

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匹配，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二丁基

锡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二丁基锡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7. 砷测试 

砷测试是用来检测样品中砷的含量是否超过最大允许量。这里的“量”指的是三氧化二砷

的含量。 

设备   下面是所用设备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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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A：反应瓶（容量：大约 70 ml） 

B：排气管 

C：玻璃管（内径：5.6 mm；插入吸收管的部位的尖端的内径：1 mm） 

D：吸收管（内径：10 mm） 

E：孔 

F：玻璃纤维（大约 0.2 g） 

G：5 ml 刻度线 

H 和 J：橡皮塞 

L：40 ml 的刻度线 

将玻璃纤维（F）塞到排气管（B）中，高度大约为 30mm。用等份的乙酸铅和水的混合

液统一浸湿后，从底部使用较弱的抽气机排出多余的液体。从橡皮塞（H）的中央将排气管

(B)竖直插入到反应瓶（A）中，使小孔（E）刚好在橡皮塞底部的下面。在排气管（B）的

上方固定一个橡皮塞（J），竖直插入一个玻璃管（C）。玻璃管（C）在排气管一侧的底部要

和橡皮塞（J）的底部连接。 

程序 

将样品溶液倒入反应瓶(A)中，加入一滴溴酚蓝，然后使用氨水或者氨的试剂中和。如

果滤液使用的是水，中和的步骤可以省略。在溶液中加入 5 ml 的盐酸（1→2）和 5 ml 的碘

化钾。过 2－3 分钟后加入 5 ml 的氯化锡（II），在室温下放置 10 分钟。接着，加入水使总

容量达到 40ml，加入 2g 锌（砷测试专用），立即固定连接排气管（B）和玻璃管（C）的橡

皮塞（H）。在吸收管（D）中放入 5 ml 的砷化(三)氢吸收溶液，将玻璃管（C）的尖端插入

到吸收管(D)的底部。 

接着，将反应瓶在 25℃的水中放置 1 小时，水应到反应瓶的颈部。除去吸收管，如果

必要，加入足量的嘧啶使总容量达到 5ml。吸收溶液不应当比下面描述的标准溶液的颜色看

起来深。执行与样品溶液相同的操作程序，确定标准溶液的颜色。取样品溶液等量的滤液，

在反应瓶中加入 2.0ml 砷标准溶液。执行（和样品溶液）相同的操作程序后，吸收液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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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色即为标准颜色。 

8. 单体测试 

表氯醇 

（1）质量测试 

各取 5μl 样品溶液和表氯醇标准溶液，按照下面所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

析，然后比较样品溶液的液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溶液的液相色谱的

峰值检波时间。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30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53mm，外面涂有 1μm 厚

的聚乙烯。 

圆柱温度 将圆柱在 50℃的温度中加热 5 分钟，然后每过一分钟提高 10℃，直

到温度达到 100℃。 

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20℃。 

检测器 使用氢气电离检测器，在 220℃或者接近 22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

气流使氢气流具有最大的检测敏感性。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解气流使表氯醇在大约 7 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表氯醇标准溶液的气

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匹配，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表氯醇

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表氯醇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偏二氯乙烯 

（1）质量测试 

取 50μl 偏二氯乙烯标准溶液，倒入一个装有 2.5ml N,N-二甲基乙酰胺的、带隔膜的玻

璃瓶中，并立即密封。然后，加热装有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的密封玻璃瓶。加热 1 小时后，

维持 90℃的温度，偶尔摇晃一下。接着，各使用 0.5ml 的水蒸气，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

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比较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偏二氯乙烯标准溶液的

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25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25mm，外面涂有 3μm 厚

多孔的苯乙基二乙烯基苯树脂。 

圆柱温度 将圆柱在 80℃的温度中加热 1 分钟，然后每过一分钟提高 10℃，直

到温度达到 250℃，然后保持 250℃10 分钟。 

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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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 使用氢气电离检测器，在 250℃或者接近 25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

气流使氢气流具有最大的检测敏感性。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解气流率使偏二氯乙烯在大约 9 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中偏二氯乙烯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偏二氯

乙烯标准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匹配，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偏二氯

乙烯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聚（偏二氯乙烯）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氯乙烯 

（1）质量测试 

将 50μl 氯乙烯标准溶液倒入一个装有 2.5ml N,N-二甲基乙酰胺的、带隔膜的玻璃瓶中，

并立即密封。然后，加热装有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的密封玻璃瓶。加热 1 小时后，维持 90℃

的温度，偶尔摇晃一下。接着，各使用 0.5ml 的水蒸气，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

相色谱分析，比较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氯乙烯标准溶液中氯乙烯的气相色

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在金属罐测试中，取 10 ml 样品溶液放入一个带隔膜的玻璃瓶中，立即

密封。取 50 μl 氯乙烯的标准溶液放到一个装有 10ml 乙醇、带隔膜的玻璃瓶中，立即密封。

将这两个装有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的密封玻璃瓶子在 50℃的温度中加热 30 分钟，偶尔摇晃

一下，然后用这种溶液执行同样的程序。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25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25mm，外面涂有 3μm 厚

的多孔苯乙基二乙烯基苯树脂。 

圆柱温度 将圆柱在 80℃的温度中加热 1 分钟，然后每分钟提高 10℃，直到温

度达到 250℃，然后保持 250℃10 分钟。 

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00℃。 

检测器 使用氢气电离检测器，在 250℃或者接近 25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

空气和氢气流至最高检测敏感度。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解气流率使氯乙烯在大约 5 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氯乙烯标准溶液的气

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当，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氯乙烯

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氯乙烯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己内酰胺 

（1）质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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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 1μl 样品溶液和己内酰胺标准溶液，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

析，比较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己内酰胺标准溶液中己内酰胺的气相色谱的

峰值检波时间。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30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32mm，外面涂有 5μm 厚

的二甲基聚硅氧烷。 

圆柱温度 240℃。 

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40℃。 

检测器 使用氢气电离检测器，在 240℃或者接近 24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

空气和氢气流至最高检测敏感度。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解气流率使己内酰胺在大约 5 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己内酰胺标准溶液中

己内酰胺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匹配，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己内酰

胺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己内酰胺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挥发物 

（1）绘制解析曲线 

取 90ml 四氢呋喃放在 100ml 的量瓶中。加入精确测量的 50mg 苯乙烯、50mg 甲苯、50mg

乙苯、50mg 异丙基苯和 50mg 丙苯，然后加入足够的四氢呋喃，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另

取 20ml 的量瓶数个，分别放入 1ml、2ml、3ml、4ml 和 5ml 的上述溶液，加入 1ml 的二乙

苯样品溶液，然后加入足够的四氢呋喃，使总容量都达到 20ml。这些即为标准溶液。分别

取 1μl 各种标准溶液，按照下面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根据气相色谱分析的

结果，分别计算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基苯、丙苯的峰面积和二乙苯峰面积的比率，然

后分别绘制解析曲线。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30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25mm，外面涂有 0.5μm 厚

的聚乙二醇。 

圆柱温度 从 60℃开始每过一分钟提高 4℃，直到温度达到 100℃，然后每分钟

提高 10℃，直到温度达到 150℃。 

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20℃。 

检测器 使用氢气电离检测器，在 220℃或者接近 220℃的温度中操作。调整

空气和氢气流至最的高检测敏感度。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解气流率使二乙苯在大约 11 分钟内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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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 

取 1μl 样品溶液，根据（1）绘制解析曲线中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根

据气象色谱分析的结果计算每个二乙苯峰面积的比率。然后，用各自的解析曲线来确定苯乙

烯、甲苯、乙苯、异丙基苯和丙苯的集中度，再用下面的公式确定各自的含量。 

含量 (μg/g) = 样品溶液浓度 (μg/ml) × 20 (ml) / 样品重量 (g) 

碳酸二苯酯 

（1）绘制解析曲线 

精确测量 10mg 碳酸二苯酯并放到一个 100ml 的量瓶中，然后加入足够多的甲醇使总容

量达到 100ml。另取数个 20ml 的量瓶，分别取 1ml、2ml、3ml、4ml 和 5ml 的上述溶液，

然后加入足够的水，使每个量瓶的总容量都达到 20ml。这些即为标准溶液（5μg/ml, 10μg/ml, 

15μg/ml, 20μg/ml, 25μg/ml）。分别取 20μl 的这些溶液，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液相

色谱分析。根据液相色谱分析结果计算碳酸二苯酯的峰点和峰面积，然后绘制解析曲线。 

程序和条件 

圆柱填料 使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填料 

圆柱 使用 250mm 长的不锈钢圆柱，内径为 4.6mm 

圆柱温度 40℃ 

检测器 使用紫外线分光光度检测器。操作波长为 217nm。 

流动相 A =氰化甲烷；B =水。 

浓度梯度 执行从 A:B (3:7)到(100:0)的线性浓度梯度，时间为 35 分钟，然后让

氰化甲烷流动 10 分钟。 

（2）测试 

取 20μl 样品溶液，按照（1）中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液相色谱分析并绘制解析曲线。

根据液相色谱结果计算峰点和峰面积。然后，根据解析曲线确定样品溶液中碳酸二苯酯的浓

度，再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原料的含量。 

含量 (μg/g) = 样品溶液浓度 (μg/ml) × 20 (ml) / 样品重量 (g) 

双酚 A （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 

（1）绘制解析曲线 

精确测量 10mg 双酚 A、10mg 苯酚和 10mg 对叔丁基苯酚，放到一个 100ml 的量瓶中，

然后加入足够的甲醇，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另取数个 20ml 的量杯，分别取 1ml、2ml、3ml、

4ml 和 5ml 的该溶液，然后加入足够的水，使总容量都达到 20ml。这些即为标准溶液(5μg/ml、

10μg/ml、15μg/ml、20μg/ml、和 25μg/ml)。分别取 20μl 的各溶液，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

条件进行液相色谱分析。根据液相色谱分析的结果，分别计算双酚 A、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

的峰点和峰面积，并绘制各自的解析曲线。 

绘制解析曲线，进行溶出测试，用数个 20ml 的量杯分别取 2ml 上述的标准溶液，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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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足够的水，使总容量都达到 20ml。取 100μl 上述各溶液(0.5μg/ml, 1.0μg/ml, 1.5μg/ml, 

2.0μg/ml, 和 2.5μg/ml)，根据同样的程序和条件绘制解析曲线。 

程序和条件 

执行和碳酸二苯酯相同的程序和条件。 

（2）测试 

取 20μl 样品溶液，按照（1）中描述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液相色谱分析，并绘制解析曲线。

根据液相色谱分析的结果计算各自的峰点和峰面积。然后，根据解析曲线确定双酚 A、苯酚

和对叔丁基苯酚在样品溶液中的浓度，再使用下面的公式确定原料中各自的含量。 

含量 (μg/g) = 样品溶液浓度 (μg/ml) × 20 (ml) / 样品重量 (g)  

进行溶出测试，取 100μl 样品溶液，按照同样的程序和条件绘制溶出测试解析曲线，以

确定双酚 A 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在样品溶液中的浓度。 

苯酚 

在 20ml 样品溶液中加入 3ml 硼酸溶液，混合均匀，然后加入 5ml 的 4-氨基安替比林和

2.5ml六氰铁(Ш)酸钾，再加入足够的水使总量达到 100ml。混合均匀后，在室温静置 10 分

钟。另外，按照同样的程序配制 20ml 苯酚标准溶液。当波长为 510nm 时，样品溶液的光谱

吸收率不应当大于苯酚标准溶液。 

甲醛 

在 10ml 样品溶液中加入 1ml 浓度为 20%的磷酸；然后在一个 200ml 的圆柱形量杯中放

5-10ml 水，使用浸没在水中的冷却装置进行蒸汽蒸馏。当蒸馏溶液接近 190ml 时，停止蒸

馏，并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200ml。取 5ml 该溶液，放到一个内径为 15mm 的试管中，加入

5ml 乙酰丙酮试剂。混合均匀后，在沸水浴中加热 10 分钟。 

另取一个内径为 15mm 的试管，装入 5ml 水和 5ml 乙酰丙酮试剂。混合均匀后，在沸

水浴中加热 10 分钟，作为对照溶液。用白色背景垫衬从侧面观察时，样品溶液不应当比对

照溶液的颜色深。 

甲基丙烯酸甲酯 

（1）质量测试 

各取 1μl 样品溶液和甲基丙烯酸甲酯标准溶液，按照下面规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气相

色谱分析，然后比较样品溶液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甲基丙烯酸甲酯标准溶液中甲基丙

烯酸甲酯的峰值检波时间。 

程序和条件 

圆柱 使用 30m 长的硅酸盐玻璃圆柱，内径为 0.32mm，外面涂有 5μm 厚

的二甲基硅氧烷。 

圆柱温度 在 120°C 的温度中加热 1 分钟，然后每分钟提高 5°C，直到温度达到

1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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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溶液入口温度 200°C。 

检测器 使用氢焰电离检测器。在 200°C 或者接近 200°C 的温度中操作。调

整空气和氢气流至探测敏感性达到最高值。 

载气气体 使用氮气或者氦气。调整气流使甲基丙烯酸甲酯在4到5分钟内流完。 

（2）数量测试 

如果在质量测试（1）中，样品溶液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和甲基丙烯酸甲酯标

准溶液中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气相色谱的峰值检波时间相匹配，进行下面的测试。 

使用质量测试（1）所述的程序和条件获得的结果作为参考点，测量样品溶液中甲基丙

烯酸甲酯的峰面积。这个峰面积不应当大于甲基丙烯酸甲酯标准溶液的峰面积。 

9．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子放射分光法 

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子放射分光法是一种使用感应耦合等离子体（ICP）雾化和激发样

品中目标粒子，并测量原子光子放射分光产生的目标粒子浓度的方法。 

设备 

设备通常包括一个励磁电源，一个样品感应装置，一个光电装置，一个分光计，一个光

度计和一套显示记录装置。励磁电源包括电源、控制系统，以及能产生和调节电量的电路，

以激发样品并发射粒子。附件包括气体源和制冷装置。样品感应装置包括喷雾器和雾室。光

电装置的组件包括喷灯管和高频电感器。分光计组件包括聚光装置和衍射光栅。光度计包括

检测器和信号处理系统。显示记录装置通常包括显示器和记录装置。装置应当包括带有波长

扫描分光计的单成分系列分析，带有波长扫描分光计的多成分系列分析和带有固定波长分光

计的多成分同时分析等不同类型。 

标准溶液 

使用目标成分标准溶液，此外，遵守其他适用规定。 

程序 

检查所有的电子组件都正常运转后，打开励磁电源和制冷装置。如果使用真空分光计测

量真空紫外光电子，要确定把光电装置和分光计之间的光轴替换为氩气或氮气。调整氩气或

氮气到预定气流，打开高频电源以产生等离子。使用水银灯的光电子校正分光计的波长。然

后，导入样品溶液（根据各自的规定分别准备），并测量特定光谱线的光电子强度。 

在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时，样品溶液的光电子强度应当不超过目标成分标准溶液的光电子

强度。 

10. 样品溶液溶出测试的准备 

除特别说明外，按照下列程序准备样品溶液。将样品浸入水中彻底清洗，然后使用规定

的滤液，按照下列步骤准备样品溶液。 

按照每平方厘米样品 2ml 滤液的比例量取滤液。加热溶液到 60°C，保持该温度，放置

30 分钟。如果打算在高于 100°C 的温度使用样品，并且使用浓度为 4%的醋酸或者庚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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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的话，将浓度为 4%的醋酸在 95°C 的温度中放置 30 分钟，或者将庚烷在 25°C 的温度

中放置 1 小时。 

C. 试剂和溶液 

除特别规定外，使用下面列出的试剂、样品溶液、标准容积分析溶液、标准溶液和标准

纯溶液进行测试。在使用未列出的测试品时，参考第 II 部分：添加剂，C 章：试剂和溶液。 

对于带有标记的测试品，例如[K 8012, 砷分析用]或者[K 8027, 专用] : “K 8012” 和 “K 

8027”为 JIS 代码，而“砷分析用”在此指试剂，用锌来进行砷分析，“专用”指专用的等级，在

此指锌的等级。如果本规范中使用的测试品名称和它们的 JIS 名称有所不同，将在 JIS 编码

后注明 JIS 名称。 

盛放试剂、样品溶液、标准容积分析溶液、标准溶液和标准纯溶液的玻璃容器必须具备

非常低的溶度和碱性，并且尽可能少地含有铅或者砷。 

1. 试剂 

锌 Zn [K 8012, 专用]   

锌 (用于砷测试) Zn [K 8012, 砷分析用] 粒状 

乙酰丙酮 CH3COCH2COCH3 [K 8027, 专用]   

氰化甲烷 CH3CN [K 8032, 专用]   

4-胺基安替碄 C11H13N3O [K 8048, 专用]   

氨溶液 NH3[K 8085, 专用] 氨含量为 28% - 30% 

异丙苯, 至少含 98% 的异丙苯 

乙醇 (99.5) C2H5OH [K 8101, 专用]   

乙醇 (用于乙烯基氯测试), 乙醇 (99.5), 测试乙烯基氯时确定不含有妨碍测试的物质。 

乙基苯 C2H5C6H5至少含有 99% 的乙基苯 

表氯醇 C3H5ClO, 至少含有 98% 的表氯醇 

三氯化锑 SbCl3 [K 8400, 专用]   

二水氯化锡 SnCl2-2H2O [K 8136, 二水氯化锡, 专用] 

亚乙烯氯 C2H2Cl2 至少含有 99%亚乙烯氯 

氯乙烯 C2H3Cl, 至少含有 99.5% 的氯乙烯 

盐酸 HCl [K 8180, 专用]   

盐酸 (用于砷测试) HCl [K 8180, 砷分析用]   

己内酰胺 C6H11NO, 至少含有 98%己内酰胺 

高锰酸钾 KmnO4 [K 8247, 专用]  

镉 Cd, 至少含有 99.9%镉 

一水柠檬酸 H3C6 H5O7 ·H2O [K 8283, 一水柠檬酸, 专用]   

磷酸二氢铵 C5H14N2O7 [K 8284, 磷酸二氢铵, 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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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 CH2 (OH)CH(OH)CH2OH [K8295, 专用]   

磷酸三邻甲苯酯 (C6H4CH3O) 3PO, 至少含有 90% 磷酸三邻甲苯酯.    

乙酸 CH3COOH [K 8355, 专用]   

醋酸铵 CH3COONH4 [K 8359, 专用]   

乙酸钠 CH3COONa [K 8372, 专用]   

三水醋酸铅 Pb(CH3COO) 2·3H2O [K 8374, 专用]   

三氧化二砷 As2O3 [K 8044, 三氧化二砷, 专用]   

氰化钾 KCN [K 8443, 专用]   

N,N－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 C5H10AgNS2 [K 9512, 专用]   

二乙苯, 至少含有 98% 的对二乙苯.      

2,6-二氯苯醌氯酰亚胺 C6H2Cl3NO  

二氯甲 CH2Cl2  [K 8161, 专用]   

N,N-二甲替乙酰胺 e CH3 CON(CH3) 2:在测试氯乙烯或者偏氯乙烯时，确保没有干扰测试的物

质存在。 

碳酸二苯酯 (C6H5) 2CO3,至少含有 97% 的碳酸二苯酯 

一水草酸铵(NH4)2C2O4·H2O [K 8521, 一水草酸铵, 专用]   

草酸钠 NaC2 O4 [K 8528, 草酸钠, 专用]   

硝酸 HNO3 [K 8541, 专用]   

硫酸铅(II) Pb(NO3 ) 2 [K 8563, 专用]   

硝酸钡 Ba(NO3) 2 [K 8565, 专用]   

氢氧化钠 NaOH [K 8576, 专用]   

苯乙烯 C6H5CHCH2,至少含有 99% 的苯乙烯 

碳酸钠 Na2CO3 [K 8625, 专用]   

氮 N2,使用高纯氮.   

四乙基硼化钠(C2H5) 4BNa, 至少含有 98% 的四乙基硼化钠 

四氢呋喃 C4 H8O [K 9705, 专用]; 测试爆炸性物质时，确保没有干扰测试的物质存在。 

三乙基胺 (C2H5) 3N, 至少含有 99% 的三乙基胺 

三丁胺 (C4H9) 3N, 至少含有 98% 的三丁胺 

甲苯 C6 H5CH3 [K 8680, 专用]   

甘油二丁酸酯 (C4 H9) 2SnCl2,至少含有 97% 的甘油二丁酸酯 

二氧化锗 GeO2,至少含有 99% 的二氧化锗 

双酚 A (CH3) 2C(C6H4OH) 2,至少含有 99%双酚 A.   

吡啶 C5H5N [K 8777, 专用]   

苯酚 C6 H5OH [K 8798, 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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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叔丁基苯酚 (CH3)3CC6H4OH, Contains at least 99%对叔丁基苯酚.   

丙苯 C6H5C3H7,至少含有 97%的丙苯.   

溴酚蓝 C19H10 Br4O5S [K 8844, 专用]   

已烷 C6H14 [K 8848, 专用]   

铁氰化钾(III) K3 [Fe(CN) 6] [K 8801, 专用]   

庚烷 C7H16  [K 9701, 庚烷]   

戊烷 C5H12; 测试表氯醇时，确保不含干扰测试的物质。 

硼酸 H3BO3 [K 8863, 硼酸, 专用]   

甲基丙烯酸酯 C3H5COOCH3,至少含有 98% 的甲基丙烯酸酯 

三水亚甲蓝 C6H18ClN3S·3H2O [K 8897, 专用]   

2 亚乙基硫脲 C3H6N2S, 至少含有 95% 的 2 亚乙基硫脲 

碘化钾 KI [K 8913, 碘化钾, 专用]  

九水硫化钠 Na2S·9H2O [K 8949, 专用]   

硫酸 H2SO4 [K 8951, 专用]   

2. 溶液 

在准备溶液时，使用试剂 1.中所列出的试剂。 

乙酰丙酮样品溶液：将 150g 醋酸铵溶解在水中，加入 3ml 乙酸和 2ml 乙酰丙酮；加入足够

的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临使用前配制。 

4 —氨基安替吡啉样品溶液：将 1.36g 的 4 —氨基安替吡啉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氨样品溶液：量取 400 ml 氨溶液，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20%乙醇：量取 40 ml 乙醇(99.5)，并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200 ml。 

氯化锡(II)样品溶液：量取 4 g 氯化锡(II)，加入 125ml 的盐酸（用于砷测试），溶解并加水，

使总量达到 250ml。放在带有塞子的瓶子里，密封存放。配制后一个月内使用。 

6 mol/l 盐酸：将 540 ml 盐酸溶解到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1 mol/l 盐酸：将 90 ml 盐酸溶解到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0.1 mol/l 盐酸：将 100ml 的 1 mol/l 盐酸溶解到水中，使总容量由达到 1,000 ml。 

弱硫酸（用于持续压力测试）：逐渐将 7.54 g 硫酸溶解到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0.5% 柠檬酸溶液：量取 5g 水柠檬酸，加入足够的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并用氢氧化

钠样品溶液调节 PH 值为 3.5。 

柠檬酸铵样品溶液：将 25g 柠檬酸氢二铵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 

4%乙酸：量取 40ml 乙酸，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 

乙酸 / 乙酸钠缓冲溶液 1 号：量取 12g 乙酸，并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乙酸 / 乙酸钠

缓冲溶液 2 号：将 16.4g 乙酸钠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取三份 1 号溶液和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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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溶液混合。 

乙酸铅样品溶液：量取 11.8g 三水醋酸铅，在水中溶解，并使总容量达到 100ml，然后加入

两滴乙酸(1→4)。使用密封容器保存。 

氰化钾样品溶液：取 1g 氰化钾在 10ml 水中溶解。临使用前配制。 

二乙苯样品溶液：将四氢呋喃加入到 1ml 的二乙苯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取 10ml 的该

溶液，并加入更多的四氢呋喃，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2,6-二氯苯醌氯酰亚胺乙醇样品溶液：将 100mg2,6-二氯苯醌氯酰亚胺溶解在乙醇中，使总

容量达到 10ml。 

草酸铵样品溶液：一水草酸铵饱和溶液。取 5g 一水草酸铵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0.1 mol/l 硝酸：将 6.4ml 硝酸中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氢氧化钠样品溶液：将 4.3 g 氢氧化钠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 

四乙基硼化钠样品溶液：将 1g 四乙基硼化钠溶解在水中，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50 ml。临使

用前配制。 

砷化(三)氢吸收液：将 0.50 g N,N－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溶解在吡啶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将该溶液保存在遮光的带瓶塞的瓶中，并放于凉爽处。 

溴酚蓝样品溶液：量取 0.1 g 溴酚蓝，加入 100 ml 浓度为 50%的乙醇，进行溶解，如果有

必要进行过滤。 

六氰合铁(III)酸钾样品溶液：量取 8.6 g 六氰合铁(III)酸钾溶解在水中，加入 1.8 ml 氨溶液，

然后加入足够的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 

硼酸缓冲溶液 1 号：将 4.0 g 氢氧化钠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硼酸缓冲溶液 2

号：将 6.2 g 硼酸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量取等量的 1 号溶液和 2 号溶液并混

合。 

亚甲蓝样品溶液（用于针孔测试）：量取 0.4 g 亚甲蓝并溶解在含有 10 ml 乙醇的水中，使总

容量达到 100 ml。 

碘化钾样品溶液：量取 16.5 g 碘化钾，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 ml。避光保存。 

硫化钠样品溶液：量取 5g 无水硫化钠，溶解在 10 ml 水和 30 ml 甘油的混合液中。另取一

个遮光的瓶子，装满后密封保存。三个月内使用。 

3．标准容量分析溶液 

0.002 mol/l 高锰酸钾溶液 

量取大约 0.31 g 高锰酸钾，溶解在水中，并使溶液量达到 1,000 ml。保存在遮光的带有

瓶塞的瓶中。当需要时，取浓度为 0.005 mol/l 草酸钠溶液进行标准化。 

标准化：取 100 ml 水，加入 5 ml 硫酸(1→3)和 5 ml 高锰酸钾溶液，煮沸５分钟。然后，

停止加热并立即加入 10 ml 浓度为 0.005 mol/l 的草酸钠溶液。当颜色褪去时，逐滴加入高锰

酸钾溶液，使得溶液呈浅红色并且颜色不再消褪。在该溶液中加入 5 ml 硫酸(1→3)和 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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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钾溶液，立即用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滴定法测量，然后使用下面的公式确定高锰酸钾溶

液含量。 

含量= 10/(5＋a)  

式中 a = 高锰酸钾溶液滴定量(ml) 

0.005 mol/l 草酸钠溶液：将 0.6700 g 草酸钠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保存

在遮光、带塞子的瓶子中。配制后一个月内使用。 

4. 标准溶液，标准纯溶液 

锌标准纯溶液 

量取 1.0g 锌，溶解于 6mol/l 的盐酸中，用水浴蒸发变硬。在剩余物中加入 1mol/l 盐酸，

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锌。 

锌标准溶液 

量取 1ml 标准纯粹锌溶液，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50ml。取 1ml 该溶液，加入滤液（和样

品溶液等量），使总容量达到 20ml。如果使用水作为滤液，加入 5 滴乙酸。每毫升该溶液中

含有 1μg 锌。 

锑标准纯溶液 

量取 1.874 g 三氯化锑，溶解于微量盐酸中(1→2)；然后加入盐酸(1→10)使总容量达到

1,000 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锑。 

锑标准溶液 

量取 1ml 标准纯粹锑溶液，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取 1ml 该溶

液，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量达到 2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05μg 锑。 

表氯醇标准溶液 

将 100 mg 表氯醇溶解于戊烷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取 1ml 该溶液，加入戊烷，使

总容量达到 100ml。然后量取 5ml 该溶液，加入戊烷，使总容量达到 100ml。每毫升该溶液

中含有 0.5μg 表氯醇。 

偏氯乙烯标准溶液 

将 98 ml N,N-二甲替乙酰胺置于 100 ml 的量瓶量中，用硅橡胶塞子塞住。通过硅橡胶

塞子，向量瓶中注入 250μl 偏氯乙烯。 

然后通过硅橡胶塞子注入 N,N-二甲替乙酰胺，使总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溶液，

加入 N,N-二甲替乙酰胺，使总容量达到 5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60μg 偏氯乙烯。 

氯乙烯标准溶液 

将大约 190ml 乙醇（用于氯乙烯测试）置于 200ml 的量瓶中，插入硅橡胶塞子并称重。

用甲醇干冰浴冷却量瓶，并通过硅橡胶塞子注入 200mg 已经溶解的氯乙烯。再通过硅橡胶

塞子注入经过甲醇干冰冷却过的乙醇（用于氯乙烯测试），使总容量达到 200ml。接着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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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干冰浴冷却，量取 1ml，加入已在甲醇干冰浴中冷却的乙醇（用于氯乙烯测试）使总容量

达到 100ml。用甲醇干冰浴保存。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0μg 氯乙烯。 

镉标准纯溶液 

量取 100mg 镉，溶解于 50ml 浓度为 10%的硝酸中，水浴蒸发变硬后，在剩余物中加入

0.1 mol/l 硝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镉。 

镉标准溶液 

量取 1ml 标准纯粹镉溶液，加入溶剂（与用于样品溶液的溶剂相同），使总容量达到

200ml。但是，如果使用水作为样品溶液，则在溶液中滴入 5 滴硝酸。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5μg 镉。 

镉标准溶液（用于测试玻璃等） 

量取 10ml 标准镉溶液，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5μg 镉。 

镉标准溶液（用于测试金属罐） 

量取 2ml 标准镉溶液，加入滤液使总容量达到 100ml。但是，如果使用水作为滤液，则

在溶液中滴入 5 滴硝酸。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1μg 镉。 

己内酰胺标准溶液 

量取 1.5g 己内酰胺，溶解在浓度为 20%的乙醇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量取 1ml

该溶液，加入浓度为 20%的乙醇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5μg 己内酰胺。 

磷酸三邻甲苯酯标准溶液 

量取 100mg 磷酸三邻甲苯酯，加入乙醛进行溶解，使总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

溶液，加入 60ml 乙醛，然后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 ml 该溶液中含有 10μg 磷酸三邻甲苯酯。 

锗标准纯溶液 

量取 144mg 二氧化锗放入铂坩埚中，加入 1g 碳酸钠混合均匀，然后加热熔化，冷却后

加水溶解。加入盐酸中和该溶液，再加入 1ml 盐酸，然后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锗。 

锗标准溶液 

量取 1ml 锗标准纯溶液，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溶液，

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1μg 锗。 

二丁基锡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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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丙酮和两至三滴盐酸加入到 100mg 二丁基锡二氯中，进行溶解，然后加入丙酮使总

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溶液，加入已烷和两至三滴盐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μg 二丁基锡。 

铅标准纯溶液 

将 159.8 mg 硝酸铅(Ⅱ)溶解在 10ml 浓度为 10%的硝酸中，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铅。 

铅标准溶液 

量取 1ml 铅标准纯溶液，加入溶剂（与制做样品溶液的溶剂相同）使总容量达到 200ml。

但是，如果使用水作为样品溶液，则滴入 5 滴硝酸。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5μg 铅。 

铅标准溶液（用于金属罐测试，等） 

量取 8ml 铅标准溶液，加入溶剂（和滤液等量）使总容量达到 200ml。但是，如果使用

水作为滤液，则滴入 5 滴硝酸。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4μg 铅。 

铅标准溶液（用于重金属测试） 

量取 1ml 铅标准纯溶液，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临使用前配制。每毫升该溶液中含

有 10μg 铅。 

钡标准纯溶液 

将 190.3 mg 硝酸钡溶解在 0.1mol/l 硝酸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mg 钡。 

钡标准溶液 

量取 1ml 钡标准纯溶液，加入 0.1mol/l 硝酸，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

含有 1μg 钡。 

砷标准纯溶液 

将三氧化二砷碾成细粉，在 105°C 的温度中干燥 4 个小时；量取 0.10g，加入 5ml 氢氧

化钠溶液(1→5)使溶解。用硫酸(1→20)中和该溶液，加入不少于 10ml 的硫酸(1→20)，再加

入新煮沸并冷却的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 

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0.1mg 三氧化二砷。 

砷标准溶液 

量取 10ml 砷标准纯溶液，加入 10ml 硫酸(1→20)，再加入新煮沸并冷却的水，使总容

量达到 1,0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μg 三氧化二砷。临使用前配制，并保存在带塞子

的瓶中。 

苯酚标准溶液 

将 1.0g 苯酚溶解在水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溶液，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100ml。然后量取 1ml 该溶液，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2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5μg 苯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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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丙烯酸甲酯标准溶液 

量取 1.5g 甲基丙烯酸甲酯，溶解于浓度为 20%的乙醇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0ml。量取

1ml 该溶液，加入浓度为 20%的乙醇使总容量达到 1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15μg 甲基

丙烯酸甲酯。 

2-胇基咪唑标准溶液 

量取 200mg 2-胇基咪唑，并溶解于甲醇中，使总容量达到 100ml。量取 1ml 该溶液，加

入甲醇使总容量达到 100ml。每毫升该溶液中含有 20μg2-胇基咪唑。 

D. 器具、容器和包装等特定材料的规格标准，以及原材料 

1. 玻璃、瓷器或搪瓷器具、容器和包装 

玻璃、瓷器或搪瓷器具、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1）装有液体的器具的深度至少要达到 2.5cm 

a. 样品溶液制作 

用水仔细清洗样品，放入浓度为 4%的乙酸，在室温、避光处放置 24 小时。将该溶液

放入烧杯中，作为样品溶液。 

b. 洗提测试 

镉和铅 

当应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测量镉和铅时，分别使用镉标

准溶液（用于测试玻璃等）和铅标准溶液作为标准溶液，其结果必须符合镉和铅的规格标准。

相应地，样品溶液中的镉的含量不得超过 0.5μg/ml，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5μg/ml。此外，如

果样品容积为 1.1l 或以上，执行相似的测试，但在 50ml 的镉标准溶液（用于测试玻璃等）

中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并用 50ml 的铅标准溶液作为标准溶液使总容量达到 100ml，其结

果必须符合镉和铅的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镉的含量不得超过 0.25 μg/ml，铅的含

量不得超过 2.5 μg/ml。 

（2）不能加入液体的样品，以及加入液体后深度不足 2.5cm 的样品 

a. 样品溶液配制 

用水仔细清洗样品，使用浓度为 4%的乙酸作为滤液，在室温、避光处放置 24 小时。

将该溶液放入烧杯中，作为样品溶液。 

b. 洗提测试 

镉和铅 

<1>绘制解析曲线 

使用数个 10 ml 的量杯分别装入 2.0 ml、 4.0 ml、6.0 ml、8.0 ml 和 10.0 ml 的镉标准溶

液（用于测试玻璃等）和铅标准溶液，分别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各自的总容量均达到

10ml。使用与测量样品溶液相同的方法进行测量，并分别绘制镉和铅的解析曲线。 

<2>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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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品溶液里，当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分别确定镉和

铅的浓度 C (µg/ml)，用 S（c ㎡）表示样品表面积，用 V (ml) 表示滤液总容量时，即用下

面的公式分别计算单位面积洗提容量，镉的洗提容量不得大于 1.7µg / c ㎡，铅的洗提容量不

得大于 17µg / c ㎡。 

单位面积洗提容量 (µg / c ㎡) = (C×V)/S 

2. 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1）一般规格标准 

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符合下述测试方法标准（对以苯酚树脂、三聚氰铵树脂或

者脲醛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产品而言，不包含 b.洗提测试 ii 中描述的高锰酸钾消耗

量测试）。 

a. 原料测试 

镉和铅 

量取 1.0g 样品，放在铂、石英或者耐热的玻璃蒸发皿中，加入 2ml 硫酸，逐渐持续加

热直到不再有白烟从硫酸中冒出，大多数物质都碳化。用电炉在大约 450°C 的温度中加热

直到完全碳化，然后用硫酸湿润蒸发皿中的物质，重新加热，重复此操作。在剩余物中加入

5ml 盐酸(1→2)，混合后用水浴蒸发使剩余物变硬。冷却后，加入 20ml 浓度为 0.1mol/l 的

硝酸溶解，过滤掉不溶解的物质，作为样品溶液。当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

体光电光谱法测量镉和铅时，其结果必须符合镉和铅的规格标准。相应地，样品溶液中的镉

和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5 μg/ml，每个样品个体中镉和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100 μg/g。 

b. 洗提测试 

i) 重金属 

执行样品溶液重金属测试时，用浓度为 4%的乙酸作为样品溶液的滤液，测试结果必须

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重金属铅的含量不得大于 1μg/ml。 

ii) 高锰酸钾消耗量 

进行高锰酸钾消耗量测试时，使用水作为样品溶液的滤液，高锰酸钾的消耗量不得超过

10μg/ml。 

(2) 特殊规格标准 

a. 以苯酚树脂、三聚氰铵树脂或者脲醛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苯酚树脂、三聚氰铵树脂或者脲醛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必须

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洗提测试 

<1>苯酚 

进行苯酚样品溶液单体测试，使用水作为滤液，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以此

相应，苯酚含量不得高于 5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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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醛 

进行甲醛样品溶液单体测试，使用水作为滤液，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规格标准。 

<3>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含量不得高于 30 μg/ml。 

b. 使用以甲醛为原料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的商品（不包含以苯酚树脂、三聚氰铵

树脂或者脲醛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使用以甲醛为原料生产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不包含以苯酚树脂、三聚氰铵树

脂或者脲醛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和规格标

准。 

i) 洗提测试 

<1>甲醛 

进行甲醛样品溶液单体测试，使用水作为滤液，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规格标准。 

<2>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含量不得高于 30μg/ml。 

c. 以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的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的器具、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原料测试 

<1>二丁基锡化合物 

将样品切薄片或压碎，量取 0.5g 放置在带塞子的烧瓶中。加入 20ml 丙酮和已烷比例为

3:7 的混合液以及一滴盐酸，密封后在大约 40°C 的温度中放置一整夜，偶尔摇晃混合。冷

却后过滤该溶液，将滤液和洗液混合，使用真空浓缩器浓缩为大约 1ml，温度不超过 40°C。

然后使用已烷，将溶液倒入 25ml 的量杯中，加入已烷使总容量达到 25.0 ml。以 2,500 rpm

的速度离心混合液约 10 分钟，使用浮在表面的物质作为样品溶液进行二丁基锡复合物的添

加剂测试，测试结果应当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以此相应，样品溶液中二丁基锡二氯的含量不

得超过 1μg/ml，每个样品个体中二丁基锡二氯的含量不得超过 50μg/g。 

<2>磷酸三邻甲苯酯 

将样品切成薄片或压碎，量取 0.5g 放置在带塞子的烧瓶中。加入 15ml 乙醛，密封后在

大约 40°C 的温度中放置一整夜。然后过滤该溶液，将滤液和洗液混合，加入乙醛使容量达

到 25ml，作为乙醛淬出液。将 5ml 乙醛淬出液和 5ml 水混合，注入到十八烷基键合硅胶收

集试管（C-十八硅胶试管）中，并事先在该 C-十八硅胶试管中倒入 5ml 乙醛以及 5ml 1:1 的

乙醛和水的混合液。然后将乙醛和水按照 2:1 的比例洗提，量取 10ml 该洗提液。作为磷酸

三邻甲苯酯的添加剂测试的样品溶液，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

中磷酸三邻甲苯酯的含量不得超过 10μg/ml，每个样品个体中磷酸三邻甲苯酯含量不得超过

1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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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氯乙烯 

将样品切成薄片，量取 0.5g 放置在 20ml 带隔膜的玻璃瓶中。然后加入 2.5ml N,N-二甲

替乙酰胺，立即密封。当使用其作为氯乙烯单体测试的样品溶液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

格标准。与此相应，氯乙烯的量不得超过 1μg/g。但是，如果样品不容易溶解，密封后要在

室温下偶尔摇晃一下，放置一整夜，作为样品溶液。 

ii) 洗提测试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但是，如果使用庚烷作为滤液，含量不

得超过 150μg/ml。 

d. 以聚乙烯或者聚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乙烯或者聚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

准。 

i) 洗提测试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但是，如果在不足 100°C 的温度下使用

样品，庚烷作为滤液，含量不得超过 150μg/ml。 

e. 聚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聚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原料测试 

挥发物 

精确测量 0.5g 样品，放在 20ml 的量瓶中，加入适量四氢呋喃。等样品溶解后，加入

1ml 二乙苯样品溶液，然后加入四氢呋喃使容量达到 20ml。当使用该溶液作为挥发物单体

测试方法的样品溶液时，苯乙烯、甲苯、乙苯、异丙苯和丙苯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5mg/g。但

是，发泡聚苯乙烯（仅指使用沸水时），每一种成分的总浓度不得超过 2mg/g，苯乙烯和乙

苯的浓度都不得超过 1mg/g。 

ii) 洗提测试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 μg/ml。但是，如果使用庚烷作为滤液，

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240μg/ml。 

f. 聚偏二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偏二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应当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原料测试 

<1>钡 

量取 0.5 g 样品放置在铂、石英或者耐热玻璃蒸发皿中；在 300°C 左右的火焰正上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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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碳化，然后加热到大约 450°C 使样品成为灰烬。在蒸发残渣中加入 50ml 浓度为 0.1mol/l

的硝酸进行溶解。当使用该溶液作为钡测试的样品溶液，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

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分析钡时，测试结果应当符合相关标准。以此相应，样品溶液中钡含量

不得超过 1μg/ml，每个样品个体中钡含量不得超过 100μg/g。 

<2>偏氯乙烯 

将样品切成薄片，量取 0.5g 放置在 20ml 带隔膜的玻璃瓶中。然后，加入 2.5ml N,N-二

甲替乙酰胺并立即密封。进行偏氯乙烯单体测试时使用该溶液作为样品溶液，测试结果应当

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以此相应，样品中偏氯乙烯的含量不得超过 6μg/g。 

ii) 洗提测试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g. 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遵照下列测试方法

标准。 

i) 洗提测试 

<1>锑 

当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强度测量法，对用浓度为 4％的乙酸为滤液

配制的样品溶液进行锑测试时，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的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

锑的含量不得超过 0.05μg/ml。 

<2>锗 

当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强度测量法，对用浓度为 4％的乙酸为滤液

配制的样品溶液进行锗测试时，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的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

锗的含量不得超过 0.1μg/ml。 

<3>蒸发残渣 

蒸发残渣测试中，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h. 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遵照下列测试方法标

准。 

i) 洗提测试 

<1>异丁烯酸甲酯 

当对使用 20％浓度的乙醇为滤液制做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异丁烯酸甲酯测试

时，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异丁烯酸甲酯的含量不得超过

15μg/ml。 

<2>蒸发残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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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残渣测试中，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i. 尼龙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尼龙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洗提测试 

<1>己内酰胺 

当对使用 20％浓度的乙醇为滤液制做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己内酰胺测试时，

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己内酰胺的含量不得超过 15μg/ml。 

<2>蒸发残渣 

蒸发残渣测试中，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j. 以聚甲基戊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甲基戊烯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洗提测试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但是，如果使用庚烷作为滤液，样

品含量不得超过 120μg/ml。 

k. 以聚碳酸脂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i) 原料测试 

<1>双酚 A（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 

量取 1.0g 样品放在容量为 200ml 的锥形烧瓶，加入 20ml 二氯甲烷。等样品溶解后，逐

滴加入 100ml 丙酮，混合均匀，用离心机以 3,000rpm 的速度旋转大约 10 分钟，并用真空浓

缩器将浮在表面的物质浓缩为大约 2ml。接着，加入 10ml 腈，再加水使总容量达到 20ml。

量取 1ml 该溶液，用小孔直径不超过 0.5μm 的薄膜滤器进行过滤。当使用该溶液为样品溶

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双酚 A（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测试时，双酚 A、苯酚和对叔丁基

苯酚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500μg/g。 

<2>碳酸二苯酯 

当使用类似<1>苯酚 A（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操作方法得到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

测试法的碳酸二苯酯的测试时，含量不得超过 500μg/g。 

<3>胺 

量取 1.0g 样品放在容量为 200ml 的锥形烧瓶中，加入 20ml 二氯甲烷。等样品溶解后，

逐滴加入 100ml 丙酮，混合均匀，用离心机以 3,000 rpm 的速度旋转大约 10 分钟，并用真

空浓缩器将浮在表面的物质浓缩为大约 1 ml。接着，加入二氯甲烷，使总容量达到 2ml。当

使用该溶液为样品溶液进行添加剂测试法的胺（仅适用于三乙胺和三丁胺）测试时，三乙胺

和三丁胺的含量不得超过 1μg/g。 

ii) 洗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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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酚 A （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 

<a>盛放油、脂肪和脂类食物商品的器具、容器和包装 

将样品用水清洗干净，使用庚烷作为滤液，每平方厘米样品溶液加入 2 ml 庚烷，在 25°C

的温度中放置 1 小时。将 25ml 该溶液转移到圆锥形器烧瓶中，加入 10ml 乙腈，用力摇晃

混合 5分钟，让液体静止后将表面的乙腈层转移到容量为 25ml的量瓶中。在庚烷层加入 10ml

乙腈。重复上面的操作，将乙腈层加入到上述量瓶中。然后，加入乙腈使总量达到 25ml。

当使用该溶液为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双酚 A（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测试时，双

酚 A 、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2.5 μg/ml。 

<b>盛放非油、脂肪和脂类食物商品的器具、容器和包装 

对于盛放下面表 3.12 中第 1 栏中所列食品的器具、容器和包装，使用表中第 2 栏相应

的溶剂为滤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双酚 A （包括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测试时，双酚 A、

苯酚和对叔丁基苯酚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2.5 μg/ml。 

表 3.12 

第 1 栏 第 2 栏 

酒精 浓度为 20% 的乙醇 

非油、脂肪和脂类或

酒精的食品 

PH 值高于 5 的产品 水 

PH 值低于或等于 5 的产品 浓度为 4% 的乙酸 

<2>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l. 以聚乙烯醇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 

以聚乙烯醇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要遵照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30μg/ml。 

3. 橡胶器具、容器和包装 

 (1) 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 

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要符合 a.“原料测试”中所列的测试方法标准（对

于不含氯的橡胶商品，不包含 ii 中所指的 2-胇基咪唑的测试）。 

a. 原料测试 

i) 镉和铅 

量取 1.0g 样品放在铂、石英或者耐热玻璃蒸发皿中，加入 2ml 硫酸，逐渐持续加热，

直到没有白烟从硫酸中冒出，多数物质已经碳化。用电炉在大约 450°C 的温度中加热直到

完全碳化，然后用硫酸湿润蒸发皿，重新加热，重复此操作。在剩余物中加入 5ml 盐酸(1→2)，

混合后用水浴蒸发使剩余物变硬。冷却后，加入 20ml 浓度为 0.1mol/l 的硝酸溶解，过滤掉

不溶解的物质，作为样品溶液。当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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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和铅时，其结果必须符合镉和铅的规格标准。相应地，样品溶液中的镉和铅的含量不得超

过 5μg/ml，每个样品个体中镉和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100μg/g。 

ii) 2-胇基咪唑 

将 1.0g 样品放在圆柱形滤纸上，加入大约 45 ml 甲醇，用索氏萃取器萃取 8 分钟。将

萃取物浓缩到大约 1ml，量取 10μl 该溶液作为样品溶液。对该薄层进行色谱分析，使用 2-

胇基咪唑标准溶液作为对照溶液，分别量取比例为 5:1 的醋酸乙酯和苯的混合液、以及比例

为 30:2:1:1 的醋酸乙酯、甲醇、氨溶液和水作为显影溶剂，不应出现与对照溶液衍生出来的

褐斑相对应的斑点。以薄盘 4 作为载体，将该色谱硅胶薄层在 120°C 的温度干燥 1 小时。

当显影溶剂达到高于基线 10cm 以上的高度时，停止显影并风干。然后雾化 2,6-二氯苯醌氯

酰亚胺乙醇样品溶液，在 120°C 的温度加热 10 分钟并观察。 

b. 洗提测试 

i) 苯酚 

当对使用水作为滤液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苯酚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

格标准。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的苯酚含量不得超过 5μg/ml。 

ii) 甲醛 

当对使用水作为滤液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甲醛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

格标准。 

iii) 锌 

量取 1ml 样品溶液，使用浓度为 4%的乙酸作为滤液，再加入浓度为 4%的乙酸使总容

量达到 15ml。当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对样品溶液进行锌

的测试时，其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中锌的含量不得超过 15μg/ml。 

iv) 重金属 

进行重金属样品溶液测试，使用浓度为 4%的乙酸作为滤液，当对使用 4％浓度的乙酸

为滤液制做的样品溶液进行重金属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

中重金属的含量不得超过 1μg/ml。但是，如果加入硫化钠样品溶液后出现白色混浊影响测

试，则使用氨溶液进行中和，使 pH 值等于或高于 7，然后加入氰化钾样品溶液并进行测试。 

v) 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60μg/ml。对于器具而言，使用水作为滤液；

对于盛放油类、脂肪或脂类食物的容器和包装而言，使用浓度为 20%的乙醇作为滤液。 

(2) 橡胶婴儿奶瓶 

橡胶婴儿奶瓶要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a. 原料测试 

镉和铅 

当按照（1）“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中 a.“原料测试”之 i)“镉和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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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但是，对于标准溶液而言，在 10ml 镉标准溶液

和 10ml 铅标准溶液中各加入 0.1mol/l 硝酸，使各自的总容量都达到 100ml。与此相应，溶

液中镉和铅的含量分别不得超过 0.5μg/ml，每个样品中镉和铅的含量分别不得超过 10μg/g。 

b. 洗提测试 

i) 样品溶液配制 

将样品用水洗干净，按照每克样品 20ml 的比例加入指定滤液，在 40°C 的温度中放置

24 小时，作为样品溶液。 

ii) 测试 

<1>苯酚 

适用(1) 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 b.洗提测试 i)苯酚。 

<2>甲醛 

适用(1) 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 b.洗提测试 ii)甲醛。 

<3>锌 

量取 20ml 样品容量，使用水作为滤液，加入 5 滴乙酸。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

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进行锌样品溶液测试，其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

中锌的含量不得超过 1μg/ml。 

<4>重金属 

适用(1) 橡胶器具（婴儿奶瓶除外）、容器和包装 b.洗提测试 iv)重金属。 

<5>蒸发残渣 

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样品含量不得超过 40μg/ml。使用水作为滤液。 

4. 金属罐（不包含内装干燥食品﹤油类、脂肪和脂类食物除外﹥的金属罐；同样适用本类

下述产品。） 

金属罐要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但是，直接接触食物的位置没有合成树脂涂层的金属

罐不适用(2) “测试”中 b. – f.项。 

(1) 样品溶液的制作 

除非另有规定，按照下列程序配制样品溶液。 

将样品用水洗干净，使用为每项测试指定的滤液按照下列操作方法进行测试。 

对于能倒入液体的样品，倒入温度为 60°C 的滤液，用表玻璃覆盖，在 60°C 的温度中

放置 30 分钟。 

对于不能倒入液体的样品，按照每平方厘米样品 2ml 的滤液加热到 60°C，将样品浸泡

并在 60°C 的温度中放置 30 分钟。但是，对于在 100°C 以上的温度中使用的样品而言，如

果使用水作为滤液，在 95°C 的温度中放置 30 分钟；如果使用庚烷或者戊烷作为滤液，在

95°C 的温度中放置 1 小时。 

(2)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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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砷，镉和铅 

对于盛放下面表 3.13 中第 1 栏所列出食品的容器和包装物，使用第 2 栏中列出的相应

的溶剂作为滤液进行样品溶液测试。 

表 3.13 

第 1 栏 第 2 栏 

pH 值高于 5 的食物 水 

pH 值等于或低于 5 的食物 0.5% 柠檬酸溶液 

i) 砷 

使用 10ml 样品溶液进行砷测试，其结果要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中三氧

化二砷的含量不得超过 0.2μg/ml。 

ii) 镉和铅 

当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或者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光电光谱法，使用样品溶液进行镉和铅的

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标准。但是，如果样品溶液是用水制成的，加入 5 滴硝酸后使

用。另外，使用镉标准溶液（金属罐测试用）作为镉标准溶液，铅标准溶液（金属罐测试用）

作为铅标准溶液。与此相应，样品溶液中镉的含量不得超过 0.1 μg/ml，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0.4 μg/ml。 

b. 苯酚 

当对使用水作为滤液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苯酚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

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中苯酚的含量不得超过 5μg/ml。 

c. 甲醛 

当对使用水作为滤液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甲醛测试时，测试结果要符合相关规

格标准。 

d. 蒸发残渣 

当进行蒸发残渣测试时，按照蒸发残渣测试之规定用滤液配制的样品溶液，其含量不得

超过 30μg/ml。 

但是，如果金属罐样品内壁已经涂有天然油脂，涂层中氧化锌的含量超过 3%，并使用

庚烷作为滤液，蒸发残渣的含量不得超过 90μg/ml。此外，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在使用水作

为滤液的情况下蒸发残渣的量超过了 30μg/ml，其结果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标准。 

在使用水作为滤液产生的蒸发残渣中加入 30ml 氯仿，）加热、过滤，然后将过滤后的

液体放到已知重量的铂、石英或耐热玻璃蒸发皿中称重。接着将蒸发残渣冲洗两次，每次使

用 10ml 氯仿，然后再加热、过滤，将过滤后的液体放到蒸发皿中，用水浴蒸发硬化。待凉

后称重，测算蒸发皿前后两次重量差(mg)，使用下列公式计算溶解的氯仿可溶物，其值不应

当超过 30μg/ml。 

氯仿可溶物量(μg/ml) = [(a － b) × 1,000] / 最初样品溶液量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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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 = 等量样品溶液和滤液的空白值 (mg)  

e. 表氯醇 

当对使用戊烷作为滤液的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表氯醇测试时，测试结果必须符合

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中表氯醇的含量不得超过 0.5μg/ml。 

f. 氯乙烯 

对于能够放入液体的样品，放入冷却至 5°C 或以下的乙醇，密封后，在 5°C 或以下的

温度中放置 24 小时。 

对于不能放入液体的样品，按照每平方厘米表面积 2ml 的比率使用冷却至 5°C 或以下

的乙醇，将样品置于一密封容器中在 5°C 或以下的温度中放置 24 小时。量取 10ml 导出液

放在有隔膜的玻璃瓶中并立即密封。当使用该溶液为样品溶液进行单体测试法的氯乙烯测试

时，测试结果必须符合相关规格标准。与此相应，溶液中氯乙烯的含量不得超过 0.05μg/ml。 

E. 器具、容器和包装用于特殊用途时的规格标准 

1. 用于盛放经高压/高温灭菌食品的容器和包装物（不含罐装和瓶装食品，下同） 

用于盛放经高压/高温灭菌食品的容器和包装物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焊接密封的容器和

包装物不要求符合第（4）项条件）。 

(1) 必须遮光、不透气。但此条限制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即：不存在因油脂类变质而造成内

装物质量损失的危险。 

(2) 在装满水密封后承受与生产过程相同的高压和高温的情况下，容器不应当出现损害、变

形和褪色等情况。 

(3) 进行耐压强度测试或其他测试时，内装物或水不应当渗出。 

(4) 在热封强度测试或其他测试中，测量值不低于 23N。 

(5)在坠落强度测试或其他测试中，内装物或水不应当渗出。但是，容器和包装物因为零售

目的进行再包装时，应对在零售状态下的容器和包装物进行测试。2. 饮料容器和包装（不

包括作原料使用的果汁。同样适用本类下述产品）。 

饮料容器和包装中，玻璃容器和包装、金属容器和包装（包括在容器或包装开口处使用

非金属密封材料的金属容器和包装；同样适用本类下述产品）、合成树脂容器和包装、用合

成树脂加工过的纸质容器和包装、用合成树脂加工过的铝箔容器和包装、以及复合材料的容

器和包装（例如包含以下两种或者三种材料：金属、合成树脂、用合成树脂加工的纸、用合

成树脂加工的铝箔；同样适用本类下述产品）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1) – (4)。 

 (1) 玻璃容器和包装 

a. 将要再生或再利用的容器和包装必须是透明的。 

b. 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面的测试条件标准。但是本限制条件不适用于带有纸盖的容器和

包装。 

i) 进行抗持续增压强度测试及其他测试时，盛装碳酸饮料的容器和包装不得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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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进行抗减压测试及其他强度测试时，需要加热灌装的饮料的容器和包装不得漏气。 

iii) 非碳酸饮料和非加热灌装饮料的容器和包装在进行液体渗出或其他强度测试时，不得有

内容物渗出。 

(2) 金属容器和包装 

a. 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进行抗压强度测试及其他测试时，在常温下内部压力大于大气压时，容器和包装不应当

出现漏气现象。 

ii) 进行抗减压强度测试及其他测试时，在常温下内部压力等于或小于大气压时，容器和包

装不应当出现漏气现象。 

b.开口处使用非金属密封材料的容器或包装要符合下列测试条件标准。 

i) 进行针孔强度测试及其他测试时不应当发现任何孔洞。测试时，开口拉环要能方向折到

顶端。 

ii) 进行抗破裂强度测试或其他测试时，非金属密封材料的测量值至少为 490 kPa。 

iii) 进行刺穿强度测试或其他测试时，非金属密封材料的测量值至少为 15N。 

(3) 合成树脂容器和包装、用合成树脂加工的纸质容器和包装、用合成树脂加工的铝箔容器

和包装。 

a. 直接接触内装物部位的合成树脂列在第 III 部分：器具、容器和包装，D 部分：器具、容

器和包装等特定材料的规格标准，以及原材料，第 2 段：合成树脂器具、容器和包装，第(2)

小段：特殊规格标准。但是，该限制不适用于采用合成树脂加工的铝箔热封材料。 

b. 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进行坠落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应当没有内装物和水渗出。 

ii) 进行针孔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应当没有孔洞出现。 

iii) 用合成树脂加工和热封的纸质容器和包装在进行密封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不应当出

现漏气。 

iv) 用合成树脂加工和热封的合成树脂容器和包装，以及铝箔容器和包装在进行耐压强度测

试和其他测试时，均不应当出现漏气。 

v) 加盖密封的碳酸饮料的容器和包装在进行抗持续压力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不应当有气

体漏出。 

vi) 进行持续减压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需要加热灌装并加盖密封的饮料的容器和包装等

不应当呈现任何亚甲蓝的颜色。 

vii) 进行液体渗出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准备灌装非碳酸饮料，并准备采用非加热灌装和

非加盖密封技术的的容器和包装不应当有任何气体渗出 

(4) 复合材料容器和包装 

a. 金属材料要符合第 III 部分：器具、容器和包装，D 部分：器具、容器和包装等特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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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格标准，以及原材料，第 4 段：金属罐：（不包含内装干燥食品﹤油类、脂肪和脂类食

物除外﹥的金属罐；同样适用本类下述产品）中的具体规定；合成树脂材料，合成树脂加工

的纸质容器材料以及合成树脂加工的铝箔材料要符合 (3) a.合成树脂容器和包装、用合成树

脂加工的纸质容器和包装、用合成树脂加工的铝箔容器和包装中所列规格标准。 

b. 容器和包装必须符合下列测试方法标准。 

i) 进行坠落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不应当有内装物和水渗出。 

ii) 进行针孔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不应当有针孔出现。 

iii) 进行密封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热封容器和包装不应当有任何气体漏出。 

iv) 进行减压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需要加热灌装饮料的容器和包装不应当有任何气体漏

出。 

v) 进行液体渗漏强度测试和其他测试时，准备灌装饮料的容器和包装、准备采用非加热灌

装技术和非热封技术的容器和包装不应当有任何气体漏出。 

3. 制做雪糕使用的器具 

(1)制做雪糕使用的器具必须易于冲洗，内部表面和其他任何接触食物的表面必须光滑，必

须用防锈材料或者经过防锈处理的材料制成。 

 (2)雪糕的分装机和封口机必须易于冲洗，易于消毒，并能够防止食物污染。 

 (3) 用于保存和运输雪糕的容器必须能够防尘、防虫，并且具有防止熔融液体与雪糕直接

接触的结构。 

4. 食品售货机（仅包括直接接触食物部分）以及食品包装容器必须符合下面(1) 到(3)中规

定的所有条件。 

(1) 食品售货机 

a. 材料 

食品售货机中直接接触食物商品的部分必须用不锈钢等无毒无害、耐酸、耐热、耐水、

非浸透材料制成。但是，过滤食品的产品不需要使用非浸透材料。 

b. 结构和功能 

i) 直接接触食品的部分必须易于清洗和消毒。 

ii) 食品及直接接触食品的部分不得从售货机外部轻易接触到。 

iii) 为避免食物接触热源或散热的组件，售货机必须有通风装备或者隔离食物和其他组件相

接触。 

iv) 保存和制作食物的组件必须能够防止老鼠、昆虫和尘土污染。 

v) 食品出口部件的设计应当能够防止从外部接触食物，销售过程除外。 

vi) 用于存放器具（筷子，杯子等）和调味品的部件必须能够防尘。但是，此限制规定不适

用于放在或包在防尘的容器、包装物或包装纸里的器具。 

vii) 存放食品的部件的门必须能够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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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售货机必须每次都能够自动准备相应的食物商品。但是咖啡售货机只要满足 i). 到 iv)

的条件就行，而不必每次都能流出咖啡。 

<a>如果冲泡咖啡的水温低于 85°C，咖啡售货机必须能自动停止销售。 

<b>咖啡出售机必须带有加热装置，能够使咖啡的温度至少保持在 63°C；如果不能保持该温

度，咖啡出售机应当能够自动停止出售咖啡并防止在低于该温度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出售咖啡

功能。 

<c>咖啡出售机必须能自动停止出售已存放了 22 小时以上的咖啡。 

<d>咖啡出售机必须带有能够维持咖啡的温度至少在 63°C 的装置（仅适用于直接接触咖啡

的部件），并保证每天干燥至少 2 小时。 

ix)如果自动售货机销售用热水制作的食物，必须保证每次销售的食物都是用至少为 85°C 的

热水制作的，并在热水温度低于 85°C 时自动停止销售食物。但是，此限制规定不适用于用

粉末状物质制做饮料的自动售货机，以及带有已经充填了食品制做原料的容器的自动售货

机，这些原料应同时满足下面<a>和<b>的条件，而且制做过程在这些容器中进行，售货机

每次售货时所供热水的温度应在 75°C 以上，如果低于 75°C 售货机自动停止销售。 

<a>食物原料为粉末状物质，或者被切成薄片的原料，并且经过干燥。 

<b>每克食物中活的细菌的数量不得超过 3,000/克，样品在大肠杆菌测试中必须呈阴性。这

里活的细菌测量方法和大肠杆菌测试方法应当遵循第 I 部分：食物，C 部分：特殊食物，C2

分部分：粉末状饮料，第 1 段：粉末状饮料部件标准，第(3)-a., b. 和 c。 

x) 销售冷冻/冷藏食物以及热饮和热的食物（不包含碳酸饮料，或者高温/高压灭菌、装在容

器和包装物中的食品）的自动售货机必须带有能够调节食品储藏温度的温度自动调节装置，

以及显示食品储藏温度的温度计。但是，该限制规定不适用于按杯销售的饮料销售机，这种

饮料销售机带有管道结构及其他可以完全关闭的部件，此外它还可以使用能够用塞子塞住、

密封住或其他类似措施保护的传送工具。 

xi) 销售冷冻/冷藏食物以及热饮和热的食物（不包含碳酸饮料，或者高温/高压灭菌、装在

容器和包装物中的食品）的自动售货机必须带有制冷或者制热装置以保证食物的温度，并在

温度不合适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售货。（但是，该限制不适用于用杯售卖的软饮料，以及密封

包装、带吸管的饮料，或者运输管道被塞子塞紧、密封或采用其他类似措施保护的商品。该

限制规定不适用于按杯销售的饮料销售机，这种饮料销售机带有管道结构及其他可以完全关

闭的部件，此外它还可以使用能够用塞子塞住、密封住或其他类似措施保护的传送工具。

<a>出售冷冻食物的自动售货机的温度不得高于-15°C 

<b>出售冷藏食物的自动售货机的温度不得高于 10°C 

<c>出售热饮和热的食物的自动售货机的温度不得低于 63°C 

xii) 根据《供水法》从供水系统取水的自动售货机，必须能够从水龙头自动注水，并能够防

止水逆流。但是，此限制规定不适用于从水箱取水的售货机（例如，在自动售货机内安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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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供水，且随后可以移走；同样适用本类下述产品。 

xiii)根据《供水法》，从水箱中取水或从供水系统以外的水源取水的必须带有灭菌装置，该

装置能够在水使用前至少煮沸 5 分钟，或者效果同等甚至更强的消毒装置或细菌过滤装置。 

(2) 饮料自动售货机 

(3) a. 材料 

直接接触水的部件必须采用无毒无害、耐酸耐湿、不可渗透的材料，如不锈钢等。 

b. 构造 

水龙头等开关必须能用盖子或者塞子闭合，例如采用螺丝开关，以避免运输过程中暴露。 

(3) 容器 

a.销售食品（不包括软饮料）的容器必须清洗消毒。但是，此限制规定不适用于采用未使用

过的纸、合成树脂、合成树脂加工过的纸、铝箔或者复合材料（例如以下两种或三种材料：

纸、合成树脂、合成树脂加工的纸、金属；同样适用本类下述材料）制做的容器，也不适用

于已经消毒的容器，加工过程中包含消毒程序以及不存在使用前污染情况的容器。 

b. 销售软饮料的容器必须采用未使用过的纸、合成树脂、合成树脂加工的纸、铝箔或者复

合材料为原料，并且经过消毒，或者加工过程中含有消毒程序，或者使用前不存在污染情况。 

F. 器具、容器和包装生产标准 

1.铜以及铜合金器具、容器和包装中直接接触食物部分必须镀锡或银，以免危害健康。但是，

该限制不适用于高光泽和防锈产品。 

2.器具、容器和包装的生产过程中，不得使用化学复合着色剂，除非是《食品卫生法实施条

例》附表 1 中列出的化学复合着色剂。但是，该限制不适用于釉料、搪瓷或其他不与食品混

合的工艺。 

3.用纸张、木材或者金属箔制做的雪糕容器和包装必须在生产后进行消毒。 

4.生产器具、容器和包装时，不得使用特别规定的牲畜的脊柱作为原材料。但是，该限制不

适用于采用水解、皂化或高温高压下酯交换反应工艺从特定的牲畜脊柱中提取的油和脂肪作

为原料的情况。 

 

标准全文详见网址：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regulations/pdf/testing2009dec-ep.pdf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regulations/pdf/testing2009dec-e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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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D 

 

韩国工业标准 KS A 1008《非危险品储运图示标志》 

Pictorial Markings for Handling of Non-Dangerous Goods 

 

表 1 标志名称 

序号 英文 中文 

1 
TOP RIGHT WAY UP,THIS SIDE 

UP,DO NOT TILT 
向上 

2 FRAGILE,HANDLE WITH CARE 易碎物品 

3 KEEP DRY 怕雨 

4 
USE NO HOOKS,DO NOT 

PUNCTURE 
禁用手钩 

5 SLING  HERE 由此吊起 

6 HEAVY WEIGHT THIS END 偏重 

7 DO NOT TUMBLE,DO NOT DROP 禁止翻滚 

8 CENTER OF BALANCE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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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商品包装通用技术要求 

 

【内容简介】 

本章依据我国现行的技术标准，在参照目标国的包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

出口目标国商品包装的通用技术要求。 

导言 

本章提出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指南定义的目标国范围。普遍公认的技术要求对于出口到

其他国家的商品包装，也可参照采用。 

本章所确定的技术内容的主要依据是：本指南预期的特定目标、近年来我国向目标国出

口的实际情况、我国与目标国现实存在的技术差异，以及预期潜在的目标国市场。 

——国际公约或协议规定的强制性技术措施； 

——目标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 

——ISO 技术标准； 

——目标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目标国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目标国的商业规则或惯例； 

——适合本指南主旨的我国国家标准。 

在本章中凡是属于基本要求的陈述均采用“必须”表达，技术要求则采用“应”或“不应”或

类似相近的表达。 

术语定义 

我国GB4122《包装术语通用》给出了有关包装的术语定义，出口企业同时可参照新西

兰包装理事会《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对有关包装的术语定义做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购买者BUYER 

在制定包装规格时与包装物的生产者（生产商）或分销商进行联系的人。 

----设计者DESIGNER 

受雇于生产商（生产者）的设计包装的人，包装设计被当作销售给分销商或最终使用者

的（产品的）一般组成部分。 

----处理DIS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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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包装物的）功能完成便作为废弃物丢弃。最终的处理可能是经过批准、有所控制

地加以填埋，或者是对可回收材料进行收集。 

----材料回收设备（MRF）MATERIAL RECOVERY FACILITY [MRF] 

即固体废弃物设备，该设备可以对材料进行分类或分离以便再循环（根据下文，MRF

或MRF’s指拥有材料回收设备的部门，故下文中MRF或MRF’s译为“材料回收部门”——译者

注）。 

----包装件PACKAGING 

为容纳、保护、处理、交运或展示货物而生产的产品，涵盖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等的各项

产品。 

----初级包装PRIMARY  PACKAGING 

容纳制成品的包装物。 

----二级包装SECONDARY  PACKAGING 

初级包装的附加包装物，用于展示目的或用以将一个单独的物品分为一组销售包装或多

件包装。 

----三级包装TERTIART  PACKAGING 

用于运输和分销货物的包装。 

----生产过程废弃物PROCESS  WASTE 

生产加工中产生的作为天然副产品的废弃物。 

----后消费废弃物POST  CONSUMER  WASTE 

曾为设计目的服务，并已被消费者丢弃的废弃产品。 

----回收RECOVERY 

回收产品并利用回收产品作原材料提取能源。 

----再循环RECYCLINE 

固体废弃物被收集、分离、或被加工、再利用或以原材料或产品的形式返回使用的过程。 

----减少REDUCTION 

在向消费者交运产品时，控制使用或控制过量使用不发挥作用的（包装）材料。 

----再利用RE-USE 

将包装物用于与原用途相同或类似的用途，而不需经过生产加工改变包装物的物理外

观。 

----使用者USER 

因分销和零售产品而使用包装物的组织。 

----废弃物 WASTE 

按计划处理的材料以及计划要处理的材料。 

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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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包装物必须确保对产品的保护和保存、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以及对质量、

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保障。 

1.1包装必须符合所有普遍实施的目标国政府法令或法规、相关国际公约或协议的规定，采

用的技术措施必须依据国际公认的准则。 

1.2 包装必须具有和履行其主要功能：在产品被分销、储存、零售和被消费者使用的正常情

况下，保护、保存和容纳产品。产品包装应符合目标国对该产品的技术要求，适应该产品在

目标国的商业运作和贸易规则。 

1.3 包装容器和材料必须符合目标国有关限制危害物质的规定。包装物不得给消费者或给处

于供应链上的人们在搬运、开启、使用、处理（包装物）时带来任何形式的可以预见的危害，

做到卫生、安全及消费者保护。 

1.4 为将包装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包装按要求进行设计：a.在维护

所包装产品必要的安全与卫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包装物的体积（容积）和重量；b.

包装物应能再利用或回收，同时将回收或处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化；c.在处理（包装物）

时，其排放物、灰烬或沥出物所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和材料最少化，达到环境设计要求。 

1.5 设计销售包装时，不得给消费者留下产品性质、数量或质量方面的虚假印象。 

1.6 包装物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设备工具，以方便使用。包装在产品被分销、储存、零

售和被消费者使用的正常情况下，保护、保存和容纳产品。 

1.7 包装应当提供所有必要的说明指导，如指导如何开启和关闭包装物，提请注意产品在使

用中潜在的有害物质，说明如何使用和储存产品。 

1.8 包装的分类以及责任分配 

 生产者    

前期处理 包装业者    

 生产者（设计者）   

独立包装 纸制容器以及其他容器的制造商 

 包装业者    

 生产者    

 纸制容器以及其他容器的制造商 

内部包装 包装资材业者   

 包装业者    

 生产者    

 商社    

装箱清单 通关·库管业者   

 包装业者    

外装 生产者    

 包装业者    

1.9产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目标国有关法律法规或法定国家标准的规定。计量单位的表

达必须符合目标国关于度量衡的法规。文字的表达必须使用目标国法定的官方语言，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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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表4.1 目标国法定的官方语言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语 朝鲜语 英语 

1.10 产品的包装装潢设计必须充分考虑目标国及其消费者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生活习惯

或某些偏爱或禁忌，见表 4.2。 

表 4.2 目标国及其消费者的偏爱或禁忌 

国家 适用的颜色或图案 忌用的颜色或图案 

日本 白色、鲜蓝、浅蓝 黄色、绿色、荷花 

韩国 枫叶 黑色或紫色 

澳大利亚 红、白、绿色的组合 红、深蓝、绿色的组合 

新西兰 蓝色  

1.11 产品的标签和标识应在产品的预期的使用环境中和标明的有效期内保持完好。 

1.12 出口目标国的贸易合同书中，包装条款应包括依据的标准，使用的材料、采用的方式

等内容，根据商品特性和运输方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不用含义不清和容易引起歧义的

用语。另外要掌握国际贸易中的必备术语，见表 4.3。 

表 4.3 

英文 术语 

A/R（All Risks） 全损担保 

amendment 条件变更 

applicant 委托人 

arrival notice 到船通知 

AWB(Air Waybill) 空运单 

B/L(Bill of Lading) 提货单 

BAF(Bunker Adjustment Factor) 燃油附加费 

beneficiary L/C 的受益人 

Bonded Storage Warehouse 保税区仓库 

C&F(Cost and Freight) 离岸加运费价格成本加运费 

CAF(Currency Adjustment Factor) 汇率附加费 

CFS(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 集装箱以及 LCL 货物的处理中心 

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堤岸价格 

CIP(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集装箱的）装箱单 

CLP(Container Load Plan) 集装箱装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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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Carriage  Paid to) 运费付至 

CY(Container Yard) 集装箱处理中心 

D/O(Delivey Order) 交货指示 

D/R(Dock Receipt) 场站收据 

DDP(Delivered Duty Paid) 目的地港口交货条件（关税已付） 

DDU(Delicered Duty Unpaid) 目的地港口交货条件（关税未付 

De-Vanning 集装箱发货 

Dary 海上集装箱拖运 

E/P(Export Permit) 出口许可证 

endorsement 内部清单 

ETA(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到达日期 

ETD(Estimated Time of  

Departure) 

出发日期 

EXW EX Works 工厂交货 

FAS(Free Alongside Ship) 船边交货 

FCA(Free Carrier) 货交承运人 

FCL(Full Container Load) 整箱货 

FOB(Free On Board) 离岸价格 

IA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国际航空货运联合会 

Invoice 发票 

L/C(Letter of Guarantee Credit) 信用证 

L/G(Letter of  Guarantee Credit) 保证书 

LCL(Less thanContainer Load ) 并装货柜 

NACCS(Nippon AQutomated 

Cargo Clearance Systen) 

货物通关信息处理系统 

NVOCC(Non-vessel Operation 

Common Carrier) 

无船承运业务 

P/L(Packing List) 装箱单 

Ro/Ro(Roll on/Roll of) 型同渡船，可以直接从船侧或船头船尾

装卸货物 

S/A(Shipping Advice) 装船通知书 

S/I(Shipping Instruction) 装船作业委托书 

T/T(Telegraphic Transfer) 电汇 

Vanning 向集装箱内装货 

2.基本要求 

2.1木质包装容器必须执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布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15号出

版物）《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具体实施必须按照国家质检总局令２００５

年第６９号文件《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2.2全部包装材料、辅助材料和容器的铅、镉、汞、六价铬等重金属总含量不应超过０.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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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0ppm）。应根据实际情况或技术条件限制采用含甲醛、甲苯、二甲苯和甲醇等有害

物质。无特殊需要，不使用偶氮等有毒副作用的颜料。 

2.3 玻璃、陶瓷包装容器，镉的含量不超过 1mg/kg（1ppm），六价铬的含量不超过 5mg/kg

（5ppm）铅的含量不超过 5mg/kg（5ppm），并不应出现汞。 

2.4 包装容器的容积与内装物所需要的体积之间的关系和容器的几何形状等，应采用优化设

计，使包装物的用料最少化。在满足包装物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包装容器的外壁厚度应最大

限度地降低。各类产品的包装空间比例参见表 4.4。 

表 4.4 

序号 产品种类 包装空间比例 

1 食品包装 15% 

2 饮料包装 10% 

3 酒类包装 10% 

4 制果类包装 20% 

5 化妆品包装 10% 

6 玩具包装 35% 

7 文具类包装 30% 

8 日用杂货品包装 30% 

9 药品包装 20% 

10 衬衫类服装包装 10% 

2.5 根据 GB5035《出口商品包装通则》，按照货物的品质、形态、质量、内部包装的形式、

货物质量体积的最大和最小临界、以及最终目的地情况等物流要素等，选择适当的包装方法。

同时也可参照日本捆包工业组合联合会《捆包实务必备手册》从下表中选择适当的包装包装

的种类以及选定标准。 

表 4.5 包装方法的分类以及选择 

种类 适用范围 

普通木箱 适用于内装货品质量在 0.2 吨以下，体积小于 1m
3 的包装， 

滑木箱 
适用于内装货品质量在 1.5 吨以下，外包尺寸的长度小于 6

米，宽度和高度均小于 1.5 米。长宽高合计长度小于 7 米。 

框架木箱 
适用于内装货品质量在 0.5 吨.60 吨的范围内。外包装长度

小于 15 米，宽度和高度小于 5 米。 

带箱档框架箱 
适用于内装货品质量是在 0.5 吨.15 吨范围内的刚性物品或

者内装容器。内装物品长度小于 5.4 米，宽度以及高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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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米。但是内装物品在长方向上若有刚性，该物件长度应

小于 8 米。 

带箱档胶合板箱 
适用于内装货品的质量在 454 千克以下，特别用于航空货物

的包装。 

瓦楞纸板箱 

适用于总质量小于 50 千克，且『最大内装尺寸』小于 250

厘米的小型商品。『最大内装尺寸』指的是『长度+宽度+高

度』的合计值。 

强化瓦楞纸板箱 
带有底座的强化瓦楞纸板箱适用于内装物品质量小于 1 吨

的情况。 

底座盘 适用于物品质量在 0.5 吨.60 吨的刚性货品。 

钢制容器 

采用薄铁板加工而成的 S-BOX，以及钢材制成的 S.S-BOX。

S-BOX 用于批量生产的制品，S.S-BOX 用于机床等重型机

械的包装。 

垫底托盘 
用于纸板箱以及小型货品的组合包装。为了固定货物通常采

用延展包装以及覆膜包装。 

捆扎 
长度较大的钢铁原材料以及其他的加工制品无法直接运输，

所以用钢带捆扎。 

大罐子 用于容纳液体以及粉状制品的圆筒状容器。 

无包装 
具有刚性的钢铁制品可以不加包装直接运输，但是还是需要

对某些部位加以防护。 

集装箱 

通常情况是用于杂货、罐子、电化学制品的运输。但是近年

来也逐渐用于运输大型加工机械以及大型精密机械。（根据

运输条件的不同，捆包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总质量小于 30

吨的货品通常采用海上集装箱运输）。 

2.6 包装容器和包装的结构不可以从物理或化学方面轻易污染内装物。 

2.7 根据出口产品的具体性质、流通条件、包装方法（单元包装、内包装、外包装、固定方

法、缓冲方法等），合理选择包装容器的种类和等级。 

2.8 采用瓦楞纸板箱包装产品（包括缓冲包装）时，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1）确认货物是否不能存放在潮湿环境，并且依此选择箱体材质。 

（2）还要考虑到堆积段数以及积载包装等条件。 

（3）明确箱内尺寸，箱外尺寸，展开尺寸。 

（4）从压缩强度的计算结果选定箱体的材质，然后还要进行压缩强度试验以及下落试验。 

如果箱体质量不合格必须再次进行缓冲设计，然后再进行选材。 

（5）压缩强度的计算按照 kellicutt 式执行，此时还需要考虑到安全率。 

（6）通常情况下对于堆积的箱体，安全率按照最下段加载载荷的 2～8 倍执行 

     1）内装货物本身就有耐压强度，而且仓储条件也比较好，此时的安全率为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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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2）通常情况下安全率为 3.0～3.5 倍 

3）外界环境必要恶劣，或者内装货物有放湿性的情况下，安全率为 4.0～8.0 倍 

2.9 缓冲包装材料不允许采用未经加工处理的直接来自天然动物或植物的材料。 

2.10 销售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目标国的要求。（见第二、五章的附录）。 

3. 技术要求 

3.1 运输包装 

3.1.1 运输包装应依据本指南采用的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进行参考设

计和评估。 

3.1.2 运输包装应参照本指南采用的JIS、NDS、和AS或AS/NSA包装标准进行操作，作达到

安全交货的要求。 

3.1.3 运输包装设计应考虑以下要素： 

----确认运输包装内装物的形态以及品质 

----调查从出口企业到海外购货商之间的流通环境。 

----选择适当的捆包方法以及材料 

----确定拆解和装箱方法 

3.1.4 防护包装设计 

3.1.4.1 防护包装应根据我国国家标准，并参照 JIS Z 0302《防水包装方法通则》、JIS Z 0303

《防锈包装方法通则》、NDS Z 0010《缓冲包装方法通则》的技术原则进行实施。 

3.1.4.2 内包装设计应考虑到产品可能受到的水渍、湿气、光、热、冲击等因素的影响，采用

适当材料、容器和技术，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以达到良好的包装状态。 

3.1.4.3 内包装设计依据产品的品质、形状等具体特征，可采用合适的防护的组合方法。如： 

----小型且易损的电气类产品可选择防锈包装和缓冲包装 

----大型精密机械、电气机器类产品可选择防锈包装和固定包装 

----装饰面较少而且具有刚性的机器类产品可选择防水包装和固定包装 

----钢材以及钢材的加工制品类产品可选择固定包装。 

3.1.4.4 进行缓冲包装设计时，应根据产品脆值，合理选择缓冲材料的种类和缓冲方法。可

参考 NDS Z 0010《缓冲包装方法通则》给出的产品允许加速度的范围和缓冲材料必要厚度

的计算公式，见表 4.6。 

表 4.6 产品允许加速度的范例 

等级 允许加速度 物品 

40G 以下的物品 

10G 以下 大型电子计算机 

15－20G 
导弹诱导装置，高级电子机器，水晶振荡器，

精密测定机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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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G 
大型电子管，频率变换装置，普通电子机器，

普通精密机器 

40－90G 的物品 

40－60G 
飞机用装置，小型电子计算机，暂存器，大型

信号发射装置 

60－90G 
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荧光灯，电灯，光

学仪器，移动无线装置，飞机用装置，台式钟 

90G 以上的物品 
90－120G 

便携型无线装置，冰箱，洗衣机，单反相机，

普通机器 

120G 机械类，一般器材 

 

3.1.4.5 缓冲材料必要厚度的计算公式 

W   ···············（1） 

σmax＝G · A 

 

h     ························（2） 

t＝C·G 

σmax：最大应力（kgf/cm
2） 

G：允许加速度（G factor） 

W：内容物质量（kg） 

A：缓冲面积（cm
2） 

t：缓冲材料的必要厚度 

C：缓冲系数 

h：下落高度（cm） 

3.1.5 运输包装设计 

3.1.5.1 运输包装应符合目标国安全交货的要求。 

3.1.5.2 运输包装应根据我国国家标准，并参照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的技术原则进行实施。见第三章附录 3B。 

3.1.5.3 外包装设计应按照按照产品的品质、形态、质量、内包装的形式、货物质量体积的最

大和最小临界、以及最终目的地情况等物流要素，选择适当的包装方法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

并根据集装化运输要求，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外装方案，以达到良好的包装状态。 

3.1.5.4 外装容器的选定基准 

----根据内装制品的特性选定合适的容器。例如液体材料选择桶罐，粉末制品选择手编袋。 

----根据内装制品在防水、防潮、防锈等方面的防护要求选择适当的密封容器 

----为了保证摔落时内装制品的安全性，选择合适的密封容器。 

----根据内装制品的大小以及质量等要素选择合适的容器。 

----对内装制品没有防水要求时，可以采用非密封箱，按照大小以及质量选择合适的规格。 

----根据目的地、保管状态、数量、装卸等具体情况并结合货品的质量、体积选择纸板箱、

木箱以及板条箱的尺寸。 

----体积重量较大的物品若不能装入容器中，可以选用底座盘的装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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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大量相同大小的制品进行简易包装的时候，可以选用托盘进行整合包装。此时必

须充分分析流通过程的各个细节。（将大量物品打包为一个整体的方法就叫做整合包

装，因为这样的方式更适合装载机械的运作所以也称为『单元装载』） 

----当采用海上集装箱的时候，内部包装可以灵活考虑采用简易包装或者瓦楞纸板箱。 

----包装是物流的前提，必须逐一考虑到保管、仓储、装卸、运输、环境、信息处理等多

方因素，并结合整体成本选定必要的容器。 

----考虑到包装以及开箱的操作方便选定适当的容器。 

----包装容器并不仅限定为某单一形态，应该尽可能开动大脑设计出既符合运输要求又节

约整体成本的包装方案。 

----现在的运输费用普遍比较高昂，而且通常还是按照体积来计算运费的。故而应该选择

体积尽可能小同时又能够合乎环保要求的容器。 

----包装容器的选择应考虑到目标国有关包装材料处理的技术要求。 

3.1.5.5 产品在包装容器内的固定 

固定能够防止产品在运输、装运、过程中因为振动、冲击、倾斜而受到损伤，根据产品

的形状以及结实程度，将固定面以及支持面的载荷适当分散，以免给产品造成损伤。固定方

法见表 4.7。 

表 4.7 

固定方法 固定方法的要点 

螺栓固定 （a）将内装物品牢牢固定。 

（b）防止内装物品的崩塌。 

（c）将载荷均匀传导到地面。 

（e）切实安装好固定材料。 

（d）所需要的材料尽可能的在制箱时就添加在箱子上，以

减少作业现场的工作量。 

挡块固定 

绳索固定 

支撑固定 

3.2 销售包装 

3.2.1 销售包装应依据本指南采用的日本贸易振兴会《食品、餐具、容器、玩具和清洁剂规

格标准和测试》和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进行参考设计和评估。 

3.2.2销售包装应参照本指南采用的JIS、NDS、和KS或AS/NSA包装标准进行操作，作达到

安全交货的要求。 

3.2.3 销售包装设计 

3.2.3.1 销售包装设计应考虑以下方面： 

----包装的保护功能和方便开启性； 

----可降解包装的回收性 

----方便食品的独立包装和小包装 

----保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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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利于环保的包装方式 

----清晰易懂的标签 

3.2.3.2 包装设计需考虑销售方式和环境，自助式销售应能展示消费者对产品最关注的特征。 

3.2.3.3 可重复开闭使用的消费商品包装容器的封口应容易开启和封闭，便于内装物倒空。 

3.2.3.4 形状不规则（例如，艺术造型的家用蜡烛）；新产品试销的；无法用尺寸、体积、重

量或质量表达净数量的商品应采用可使消费者直接看见产品的包装。 

3.2.3.5 设计销售包装时，不得给消费者留下产品性质、数量或质量方面的虚假印象。定量及

其表达应符合目标国的相关规定，当没有具体规定时，则应考虑适合于目标国消费者的习惯。 

3.2.3.6 销售的预包装产品的容器封口应在首次开起后留下显而易见的迹象，此迹象必须能够

保留在包装容器上而且让消费者轻易的识别。 

3.2.3.7 销售包装采用的形式、定量和标签的全部内容应在合同书中明确规定。 

3.2.4 销售包装用标签 

3.2.4.1 商品销售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目标国的要求 

3.2.4.2 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包装，必须按照目标国法规认定的规则进行标示和在标签上标

明其生产商或经销商的名称。 

3.2.4.3 目标国标签标准通常由标签上的“标注详项”particulars to be declared（即成分、性能、

尺寸、用途等）和关于标示的“遵守事项”matters to be observed（标示方法、以及在标签上标

注详项时生产商、经销商和标签代理机构必须遵守的其他事项）组成。出口企业特别要注意

以下事项： 

----标示者（为家庭用品进行标示并对标示行为负有责任的生产商、经销商或标签代理机构）

的名称和地址或电话号码必须在标签上标明，以划清标示责任。不允许使用缩写。 

----标示内容应置于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关于标示的位置和方法，原则上没有规定专门的

形式、等，但塑料制品的“使用注意事项”必须用不易从产品上脱落的方式加以标示。 

----按目标国标准规定的表示材料等名称的术语。同时正确使用表示数量、尺寸等的计量单

位。 

食品包装标签的规定见第五章。 

3.3 分销包装 

用于分销货物的包装。分销包装源于物流管理的概念，属于中间包装（详见本指南的附

录）。分销包装是指销售（供应）商将其作为一个销售单元，由库房或产地直接送到商店或

用户手中。分销包装和运输包装的表面区别在于定量、尺寸和容器的表面印刷内容。在实践

中，采用哪一种包装方式应按产品的特性、运输和销售环境等因素确定。分销包装取代运输

包装的意义在于降低流通成本。 

在许多情况下，按现代物流管理的概念，配送包装往往可取代运输包装，此时，集装容

器被视为外包装（三级包装）。配送包装的表面印刷的必要的内容接近销售包装，但无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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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促销功能，通常需要货物编号，以适合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 

3.3.1 分销包装包装应防潮并适合于标准托盘或集装箱尺寸，避免运输和储存空间的浪费。 

3.2.2 包装定量和尺寸优先考虑适合一人搬运，容器应根据人机功效学原理设计提手。 

3.3.3 包装尺寸应适合分销环境、小型车辆的容积、货架的允许宽度和集装箱的尺寸等。 

3.3.4 包装印刷应适当，按具体要求和实际需要表达，产品的名称、数量、重量、体积、产

地和出厂时间以及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等。应在显著位置印刷由进口商提供的货物的编号

（货号）或条形码。 

3.3.5 分销包装的所有技术要素应在合同书中明确规定。 

3.4 标记 

运输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ISO 780 的规定。图形可依照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文

字用进口国的官方语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均采用了 ISO 780 规定的包装图示

标志，出口企业应参照下表，正确地使用中文、日文、韩文和英文的图示标志。 

表 4.8 常用储运图示标志和文字 

中文 

Chinese 

日文 

Japanese 

韩文 

Korean 

英文 

English 图示标志 参考 

 

 

 

易碎物品 

 

 

 

 

 

 

부서지

기쉬운

물품 

 

 

 

FRAGILE 

 

ISO7000NO.0621 

使用范例 

 

 

 

 

 

 

 

禁用手钩 

 

 

 

 

 

 

 

 

 

 

 

 

갈고리

의사용

금지 

 

 

 

 

 

USE NO 

HAND 

HOOKS 

 

 

 

 

 

 

 

ISO7000NO.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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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 

 

上 위로 

THIS WAY 

UP 

 

ISO7000NO.0623 

使用范例 

 

 

避免日光 

直射 

 

 

직사광

피함 

KEEP 

AWAY 

FROM 

SUNLIGH

T 

 

ISO7000NO.0624 

 

远离放射

源 

 

 

방사선

피함 

PROTECT 

FROM 

RADIOAC

TIVE 

SOURCES 

 

ISO7000NO.2401 

 

 

防止雨淋 

 
 

 

비에맞

기방지 

 

KEEP 

AWAY 

FROM 

RAIN 

 

 

ISO7000NO.0626 

 

 

 

重心位置 

 

 

 
중심위

치 

CENTRE 

OF 

GRAVITY 

 

参照 2.4.1 以及 2.4.3 

ISO7000NO.0626 使

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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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翻滚  
구르기

금지 

DO NOT 

ROLL 

 

 

 

 

 

 

 

 

ISO7000.NO.2406 

 

 

 

 

 

 

严禁使用

人力搬运

车插入 
 

손수레

의사용

금지 

DO NOT 

USE 

HAND 

TRUCK 

HERE 

 

 

 

ISO7000.NO.0629 

 

 

严禁使用

叉车插入 

 

 

지계차

의찍기

금지 

USE NO 

FORKS 

 

 

ISO7000.NO.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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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住此处 

 

 

 

 

 

 

 

집는위

치 

 

 

CLAMP 

AS 

INDICATE

D  

 

 

参照 2.4.1 

ISO7000.NO.0631 

 

 

 

此处严禁

夹压 

 

 

 

 

 

여기에

집기금

지 

 

DO 

NOTCLA

MP AS 

INDICATE

D  

 

 

ISO7000.NO.2404 

 

 

 

 

堆放货物

质量极限 

 

 

 

 

 

 

쌓

아둔물

품의무

게제한 

 

 

 

STACKIN

G LIMIT 

BY MASS 

 

 

 

 

ISO7000.NO.0603 

 

 

 

 

 

堆放货物

层数极限 

 

 

 

 

 

 

 

 

 

 

쌓아둔

물품의

층수제

한 

 

 

 

 

STACKIN

G LIMIT 

BY 

NUMBER 
 

 

 

 

 

 

 

参照 2.4.4 

ISO7000.NO.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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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严禁

堆放其他

物品 

 

 

 

 

 

 

 

 

 

 

 

위에물

품의쌓

아두기

금지 

 

 

 

 

DO NOT 

STACK  

 

 

 

 

 

 

ISO7000.NO.2404 

 

 

 

 

 

吊装位置  

물어올

리는위

치 

SLING 

HERE 

 

参照 2.4.1 以及 2.4.3 

ISO7000NO.0625 使

用范例 

 

 

温度极限  
온도제

한 

TEMPERA

TURE 

LIMITS 

 

 

ISO7000NO.0632 使

用范例 

 

 

 

小心搬运 

 

 

 
취급주

의 

HANDLE 

WITH 

CARE 

 
 

 

 

 

远离火源 

 

 

 
불길금

지 

KEEP 

AWAY 

FROM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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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水运货物运输标志 

水运货物运输标志的种类和标注方法可参照日本 JIS 标准和日本捆包工业组合联合会

《捆包实务必备手册》的说明，见下表。 

表 4.9 水运货物运输标志 

编号 分类名称 运输标志位置 运输标志的标注 摘要 颜色 

1 主运输标志 两侧面中央 必须  黑色 

2 附运输标志 〞 〞  〞 

3 目的地运输标志 〞 〞  〞 

4 捆包编号 〞 〞  〞 

5 原产地运输标志 〞 〞  〞 

6 质量体积运输标志 适当选择 

几乎仅限 

定于大型 

货品 

按照目的 

地国家的 

度量单位 

标示 

 

〞 

7 警示运输标志 另行规定 
根据实际 

要求 
 

另行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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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货物的总质量若大于 3 吨，应当在货箱顶部标示总质量 

 

图 4-3（略） 

油罐、酒桶等圆桶形容器的标示。 

 

用铁皮或铁丝扎紧 

布制货品标签···············一张卷入管内侧 

标记运输标志时的注意事项： 

①外包装上的文字采用大写字体，特别是主运输标志、目的地运输标志的文字高度至少应该

达到 7.5cm，其他的运输标志高度大小也应该大于 3.5cm。但是如果包装比较小的情况也可

以采用突出显示主运输标志以及目的地运输标志，其他运输标志大小控制在 2.5cm，总之就

是要保证字体同货品包装相称。施工时采用刻版印刷或模板印刷方式。 

②对于裸装货物或捆装货物，因为不能直接印刷标示，所以可以将标识打刻在金属铭牌或印

刷在布制货标上。建议采用 12 号字以上的文字。 

③对于托盘包装、部分包装、裸装货物，由于货品体积比较大无法直接标示，所以选择是适

当大小的胶合板或铁板，在其上做好相应标示，并安置在显眼且不易脱落的地方。 

④标记文字时，一定要仔细，不能将 B 和 R、 O 和 Q、 3、6、8、9 等数字弄混。 

3.4.2 船运货物运输标志 

船运货物运输标志的种类和标注方法可参照日本 JIS 标准和日本捆包工业组合联合会《捆包

实务必备手册》的说明，见表 4.9。 

表 4.9 船运货物运输标志 

编号 

分类 
分类名称 英文 表示位置 

1 主要运输标志 MAIN MARK 两侧面中央 

2 附属运输标志 SUB MARK 〞 

3 目的地运输标志 
DESTINATION MARK or PORT 

MARK 
〞 

4 包装号码 PACKAGE NUMBER 〞 

5 原产地运输标志 COUNTRY OF ORIGIN 〞 

6 质量体积运输标志 
WEICHT & MEASUREMENT 

MARK 
适当选择 

7 注意运输标志 CARE & CAUTION MARK 另行规定 

1 货物处理作业用标志 

1 顶部标志 TOP OR UP 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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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衡中心 CENTER OF BALANCE 平衡点 

3 吊钩着力点 SLING HERE 其特指地点 

4 搬运注意 HANDLE WITH CARE 适当位置 

5 易损物品 FRAGILE 适当位置 

6 请避开阳光直射 KEEP OUT OF THE SUN 适当位置 

7 请勿堆压 
NOT TO BE STOWED BELOW 

OTHERCARGO 
适当位置 

8 纵放 KEEP UPRIGHT 适当位置 

9 不可摔落 DO NOT DROP 适当位置 

10 平放 KEEP FLAT (STOW LEVEL) 适当位置 

11 不可使用手钩 USE NO HOOK 适当位置 

12 此面向上 THIS SIDE UP 适当位置 

2 保管用注意标示 

1 仓库内保管 KEEP DRY;AWAY FROM WET  适当位置 

2 远离湿气 
DO NOT STORE IN A DAMP 

PLACE OR KEEP DRY 

适当位置 

3 容易腐烂 PERISHABLE GOODS 适当位置 

4 远离热源 STOW AWAY FROW BOILER 适当位置 

5 放置阴凉处 KEEP COOL (STOW COOL) 适当位置 

6 容易倾倒 UNSTABLE 适当位置 

7 此面向前 FRONT 该特定面 

8 堆放层数极限 STACK 适当位置 

3.5 运输包装用缓冲垫选材 

运输包装用缓冲垫应优先采用植物纤维和纸质成型材料制造，限制使用发泡塑料。 

3.6 包装试验与检验 

3.6.1 运输包装件应按惯例或买方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检测，取得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或书面证

明，并在包装容器上标明检验号。必要时应注明产地和生产批次。检测依据的试验大纲应在

合同书中确认，或合同书直接规定试验项目和强度。 

3.6.2 出口企业可参照特定或相类似包装件以往的运输和试验的经验，由目标国进口商、

运输包装设计人员或检测机构专业人员协助编制性能试验大纲。并应妥善保存合同书文

本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可作为参考使用的目标国试验规程标

准。 

表 4.11 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ISO 标准和我国的标准 

标准名称 中国标准 ISO 标准 

包装运输包装件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1 ISO 2206 

包装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方法 GB/T 4857.5 ISO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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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运输包装件滚动试验方法 GB/T 4857.6 ISO 2876 

包装运输包装件浸水试验方法 GB/T 4857.12 ISO 8474 

包装运输包装件倾翻试验方法 GB/T 4857.14 ISO 8768 

包装运输包装件温湿度调节处理 GB/T 4857.2 ISO 2233 

包装运输包装件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GB/T 4857.3 ISO 2234 

包装运输包装件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GB/T 4857.11 ISO 2244 

包装运输包装件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7 ISO 2247 

包装运输包装件低气压试验方法 GB/T 4857.13 ISO 2873 

包装运输包装件喷淋试验方法 GB/T 4857.9 ISO 2875 

包装运输包装件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10 ISO 8318 

包装运输包装件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4857.22 ISO10531 

包装运输包装件压力试验方法 

包装运输包装件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码试

验方法 

GB/T4857.4 

GB/T4857.16① 
ISO 12048② 

包装运输包装件随机垂直振动试验方法 GBT4857.23-2003 ISO 13355 

注 1: GB/T 4857.4 等同采用 ISO 2872。 GB/T 4857.16 修改采用 ISO 2874。 

注 2: ISO 12048 代替 ISO 2872 和 ISO 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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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A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Wood packag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anagement guideline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 

 

第 15 号出版物 

2002 年 3 月 

（2006 年修订附录 I） 

批准  

国家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编纂，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全球植物检疫政策和技术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为使植物检疫措施实现国际统一而向

粮农组织成员和其他有关各方提供标准、准则及建议，以期促进贸易并避免采用诸如贸易壁

垒等无理措施。 

本标准已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于 2002 年 3 月批准。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干事 

雅克·迪乌夫 

应用 

《国际植物公约》缔约方和为非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通过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制定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系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根据《实

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议)采用植物检疫措施的基础的标准、准则和建议。鼓励

《国际植物公约》非缔约方遵守这些标准。 

审查及修改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应定期审查和修改。本标准下次审查的时间为 2007 年或粮农

组织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可能商定的其他时间。 

必要时，各项标准将予以增补和再版。标准持有者应确保使用本标准的现行版本。 

分发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发给粮农组织所有成员及区

域植物保护组织的执行/技术秘书出：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加勒比地区植物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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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锥体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安第斯共同体 

——欧洲及地中海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非洲植物检疫理事会 

——北美洲植物保护组织 

——区域国际农业卫生组织 

——太平洋植物保护组织 

引言 

范围 

本标准介绍了减少与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风险的植物

检疫措施，此类包装材料系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由针叶和非针叶原木制作的木质包装材

料。 

参考文献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定，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 

输出验证系统，1997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7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植物检疫术语表，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5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植物检疫证书准则，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2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

罗马。 

国际标准化组织 3166-1-ALPHA-2CODE ELEMENTS 

(http://www.din.de/gremien/nas/nabd/iso3166ma/codlstp1/en_listp1.html) 

《国际植物公约》，1997 年。粮农组织，罗马。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植物检疫原则；1995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l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

罗马。 

定义和缩写 

无皮木材 

除维管形成层、树节周围向内生树皮和年轮之间夹皮以外，所有树皮均去掉的木材。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化学加压浸透 

根据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用一种化学防腐剂通过加压过程对木材进行处理。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证书 

证明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符合植物检疫法规的官方文件。 

[粮农组织，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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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为贸易或其它用途被调运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修改 

货物 

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注明在同一植物检疫证书中一定数量的植物、植物产

品和/或其它限定物(货物可由一批或数批组成)。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修改] 

去皮 

将圆木上的树皮除去(不一定全部除去)。 

[粮农组织，1990 年] 

垫木 

用于固定或支撑货物、但与货物无关的木质包装材料。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修改] 

紧急行动 

在一种新的或意料之外的植物检疫情况下迅速采取的一种植物检疫行动。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紧急措施 

在新的或意料之外的植物检疫情况下紧急确立的一个植物检疫条例或程序。一项紧急

措施可以是或不是临时措施。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无疫(货物、大田或产地) 

按植物检疫程序，未能检查出一定数量的有害生物。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 

熏蒸 

用一种以完全或主要成气态的他学药剂对商品进行处理。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 

热处理  

按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对商品加热直到该商品在最短时问内达到最低温度为止

的过程。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侵害(一种商品的) 

某种商品中存在有关植物或植物产品的活的有害生物。侵害包括感染。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7；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9 年修改] 

截获 (有害生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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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境货物检查时对有害生物的查获。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6 年修改] 

窑中烘干 

为达到要求的木材含水量而在封闭环境中通过加热和（或）湿度控制对木材进行干

燥处理的过程。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标记(标识) 

适用于限定物的、证明其植物检疫状况的、国际上认可的官方戳记或印记。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NPPO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临时委员会，2001 年] 

官方的 

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建立、授权或执行的。 

[粮农组织，1990 年]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评价生物或其它科学经济证据以确定是否应限定某种有害生物及将为此采取的任何植

物检疫措施的力度的过程。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 

植物检疫行动 

为执行植物检疫法规而采取的官方行动，如检查、检验、监视或处理。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措施(商定的解释) 

旨在防治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或者抑制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经济影响

的任何法律、法规或官方程序。 

[粮农组织，1995 年；《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临时标准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措施一词的商定解释，说明了植物检疫措施与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关

系。这种关系并未在《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第 11 条的定义中适当反映出来。 

植物检疫程序 

官方规定的与限定有害生物有关的任何检查、检测、调查或处理的方法。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法规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或扩散或者限制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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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出的官方规定，包括建立植物检疫出证系统。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植物

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产品  

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 (包括谷物 )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

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危险的产品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保公

约》1997 年修改] 

PKA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粮农组织，1995 年] 

加工木质材料 

用胶水、加热、加压或者这些方法的结合制成复合木材的产品。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检疫性有害生物 

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

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 

原木  

未经加工或处理的木材。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限制物 

认为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任何能藏带或传播有害生物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

包装、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和其它生物、物品和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6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9 年修改；植物检

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检测 

为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或鉴定有害生物而进行的除肉眼检查以外的官方检查。 

[粮农组织，1990 年] 

处理  

旨在杀灭、去除有害生物或使其丧失繁殖能力的官方许可的程序。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

2002 年] 

木材 

带树皮或不带树皮的圆木、锯木、木片或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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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修改] 

木质包装材料  

用于支撑、保护或装载货物的木材或木材产品(不包括纸产品)。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要求概要 

由未经加工原木制作的木质包装材料是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途径。由于木质包装材

料的原产地往往很难确定，因此本标准介绍了大量减少有害生物扩散风险的全球统一的措施。

鼓励国家植保机构接受经过批准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而不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木

质包装材料包括垫木，但不包括经深度加工的包装用木质材料。 

输出国和输入国均应采用一定的操作程序证明已对木质包装材料实施了经过批

准的措施，包括加施全球认可的标识。在本项标准中还考虑了双边协定所规定的其它措

施。而且，应采用经过批准的方式处置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 

管理要求 

1. 限定的依据 

木质包装材料通常由原木制成，而原木可能未经深度加工或处理以除去或杀灭有害

生物，因而是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一个途径。此外，由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会被再利

用或再加工(与输入货物一起收到得包装材料可能再用于别的输出货物)，真正的原产地

就很难确定，所以，其植物检疫状况无法查明。正是由于原产地和植物检疫状况可能不清楚，

因此，对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不可能进行常规的风险分析以确定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及作用。

因此，本标准制定了全球接受的木质包装材料处理措施，所有国家采用后，可清除大部分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及大大减少可能与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其它有害生物的风险。 

各国应有技术理由要求对输入木质包装材料采用本标准中批准的措施。要求采用在本

标准规定的一项批准的措施之外的植物检疫措施，也需要有技术理由。 

2. 受限定的木质包装材料 

这些准则针对可能携带对活树造成威胁的植物有害生物的针叶和非针叶原木包装材

料。木质包装材料包括托盘、垫木、条板、填塞块、圆筒，木箱、负荷板和活动木质容器等，

这些包装材料可能在任何输入货物中存在，包括一般不作为植物检疫检查对象的货物。 

关于完全采用通过胶水、加热、加压等方式生产的木质产品，如胶合板、碎料板、

定向条状板或薄板等制作的木质包装材料，应视为已经过深加工处理从而消除了与原木有

关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在其使用期间不大可能遭受原木有害生物侵害，因此不应对这些有

害生物进行限定。 

薄板旋切芯①锯屑、木丝和刨花等木质包装材料及原木薄片②可能不是检疫性有害生

物传入的途径，不应限定，除非有技术理由。 

注 1：薄板旋切芯是薄板生产的一个副产品，涉及高温，由旋切过程之后留下的木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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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根据海关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薄木料系指厚度为 6 毫米或者更薄的木料。 

3.关于木质包装材料的措施 

3.1 批准的措施 

对于防治大多数有害生物有明显效果的任何处理方、加工过程或两者结合使用，能够

有效降低与运输中使用的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有害生物风险。选择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措

施应考虑： 

——可能造成侵害的各种有害生物； 

——该项措施的效力； 

——技术和（或）商业上的可行性。 

所有国家植保机构均应接受批准的措施以作为准许木质包装材料入境的依据，而不再

提出进一步要求，但是，通过截获和/或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定，来自于特定地区的某些

木质包装材料由于携带特有地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批准的措施见附录 I。 

采用这些标准的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应按照附录Ⅱ的要求进行标记 (标

识)。 

标识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解决检验木质包装材料处理是否合格的实际操作困难，这种公认

的非特定语言的标识有利于在入境口岸或其它地点检验时核实。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可提供关于批准措施的支持性文件的参考资料。 

木质包装材料的其它处理方法或加工方法如能达到适当的植物检疫保护水平将可得

到批准(附录Ⅱ )。对于附录 I 所列的现行措施将继续审查，如新的研究可能表明其它温度——

时间组合有效。 

新措施还可以通过改变木质包装材料的特性减少风险。国家植保机构应认识到，木质包装

材料措施可以增加或改变，并应具有相当灵活的输入要求，以便在措施得到批准之后做出变

动。 

3.2 其它措施 

国家植保机构可通过其贸易伙伴的安排，接受除附录 I 中所列的措施以外的任何措

施，特别是在输出国不能采用附录 I 所列措施或加以验证的情况下。这类措施应从技术上

证明有依据，并应遵守透明、非歧视和等同性原则。 

对于来自有证据表明有害生物风险得到适当控制或者不存在(例如植检情况相似或

非疫区)的任何国家(或特定来源)的木质包装材料，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考虑做出

其它规定。 

输入国植保机构可以将某些木质包装材料流动(如出口到温带国家的热带硬木)视

为没有植物检疫风险，而不需要采取措施。根据技术理由，各国可要求采用批准的措施

进行处理的进口木质包装材料须由去皮木材制作，并应按照附录Ⅱ的要求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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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措施的审查 

应根据国家植保机构向秘书处提供的新信息，对于附录 I 中所列的批准的措施和附录

III 中正在考虑的措施进行审查。本标准应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作适当修改。 

3.4 操作程序(业务要求) 

为了实现防止有害生物扩散的目标，输出国和输入国均应证实已达到本标准的要

求。 

4.垫木 

垫木最好也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II 要求打上标识，以表明已采用批准的措施。如

果没有标识，就应采用无有害生物以及活的有害生物危害迹象的无皮木材作垫木；否则应拒

绝入境或者立即处置(见第 6 部分)。 

5.输出前的操作程序 

5.1 输出前对采用措施的检查 

输出国的国家植保机构有责任保证输出系统达到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输出系统

包括监测证书和符合要求的标识系统，并建立检验程序(参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7 号出版物：输出验证系统)、登记或授权及对采用这些措施的商业公司进行审计制

度。  

5.2  过境安排 

对于过境货物裸露在外的、未达到批准措施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过境国的国家植保机

构可要求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这些木包装材料不会产生不可接受的风险． 

6.输入时的操作程序 

木质包装材料法规要求，国家植保机构对有关木质包装材料责任的其它方面制定政

策和操作程序。由于木质包装材料几乎与所有运输货物，包括一般不是植物检疫

对象的货物有关，所以，同有关机构和组织(在符合植物检疫输出或输入要求的情况下一般

不牵涉这些机构和组织)合作非常重要。例如，与海关组织合作就可以有效地检验出潜在

的不符合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同时还需要与木质包装材料生产者开展合作。 

6.1 入境口岸违规的措施 

除双边协定规定以外，可以对所有未加施标识的木质包装材料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包

括处理处、处置或拒绝入境，并可通报输出国的植保机构(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如木质包装材料带有符合要求的标识，但发现

有活的有害生物存在的迹象，仍可采取处理、处置或拒绝入境等措施。当发现活的有害生

物或其他情况时，也应通报输出国植保机构(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违

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 

6.2 处置 

处置木质包装材料是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在木质包装材料抵达时，在处理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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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者不理想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的一种风险管理办法。建议在需要时采用以下处置方法。 

对于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木质包装材料，在处理或处置之前应加以适当保护，以免

在检查构成威胁的有害生物时及处理或处置过程中有任何有害生物逃逸。焚烧和全部烧毁。 

填埋 

在有关当局批准的地点深埋。(注意：对于受白蚁侵染的木材，这种处置方法不大

适宜。)填填埋深度视气候条件而定，但建议至少为一米。木质包装材料在埋下之后应立

即覆盖，并应一直埋在下面。 

加工 

以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批准的方式削成碎片和进一步加工，以消灭有害生物(如定向

条状板的加工)。 

其它方法 

国家植保机构批准的对于有害生物有效的方法。采用这些方法时尽可能不要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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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2006 年修订） 

有关木质包装材料的批准使用的要求 

 

热处理(HT) 

对木质包装材料加热，使木材中心温度至少达到 56℃，持续至少 30 分钟①。 

采用窑中烘干(KD)、化学加压浸透(CPI)或其它处理方法，只要达到上述热处理技术要

求，则可视为热处理。例如，化学加压浸透通过利用蒸汽、热水或干热等方法可达到热

处理技术指标。 

热处理以 HT 标记。（见附件Ⅱ） 

溴甲烷(MB)熏蒸（2006 年修订） 

木质包装材料应采用溴甲烷熏蒸。溴甲烷熏蒸用 MB 标记。木质包装材料溴甲烷熏蒸处

理的最低要求标准如下： 

表 4.12 

温度 
剂量 

（g/m
3） 

最低浓度要求（g/m
3） 

2 小时 4 小时 12 小时 24 小时 

21℃以上 48 36 31 28 24 

16℃以上 56 42 36 32 28 

11℃以上 64 48 42 36 32 

最低温度不应低于 10℃，最低熏蒸时间应为 16 小时②浓度监测应至少进行 2 小时、4

小时和 24 小时。 

注 1：之所以选择木材中心最低温度低于 56℃及至少持续 30 分钟，是因为考虑到有

害生物的广泛范围，据记载这种组合对于这些有害生物是一种致命的、商业上可行的处理方

法。虽然某些有害生物的耐热力较高，但此类有害生物由国家植保机构逐项管理。 

注 2：根据以往处理方案修订后的木质包装处理材料不需重新认证。 

通过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杀灭的有害生物清单。 

按照上述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技术要求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处理，可以有

效杀灭下列有害物质：  

昆虫：窃蠹科(Anobiidae)、长蠹科(Bostrichidae)、吉丁虫科(Buprestidae)、天牛科

(Cerambycidae )、象虫科(Curculionidae)、等翅目(Isoptera)、粉蠹科(Lyctidae , 某些种类需要热处

理)、拟天牛科(Oedemeridae)、小蠹科(Scolytidae)和树蜂科(Siricidae)  

线虫：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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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Ⅱ 

 

批准的措施的标识 

 

带有下面所示标识的木质包装材料证明已采用批准的措施。 

 

标识至少应包括： 

——符号(图示左边部分)； 

——国际标准化组织授予的两个字母的国家编码，然后是国家植保机构授予木质包装材料

生产者(即负责确保使用的木材处理和标识均符合要求的生产者)的独特数字(图示右边第一

行)； 

——《国际植保公约》按附件 I 给予采用的批准措施的缩写，例如 HT、MB 等(图示右

边第二行)。 

国家植保机构、木质包装生产者或供应商可自行增加控制号或用于识别特定批次的其

它信息。如要求去皮，在批准的措施缩略语表中应添加 DB 这两个字母。还可以包括其它信息，

前提条件是这些信息不会引起混乱、误导或欺骗。 

 

标识应符合下述要求： 

——按照这里所示的样式； 

——容易辨认； 

——永久性及不可移动性； 

——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最好至少在所证明的物品的两个相对面； 

——应避免使用红色或桔黄色，因为这些颜色用于危险货物的标记； 

——再利用、再加工或经修复的木质包装材料应重新检验和进行重新标记； 

——保证木质包装材料的所有成分都经过处理； 

——鼓励货主使用经过适当标识的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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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Ⅲ 

 

本标准中正在审议待批准的措施 

 

正在审议并在获得适当数据时可能批准的处理措施（5）包括但不限于： 

熏蒸 

磷化氢 

硫酰氟 

碳酰硫 

化学加压浸透 

高压/真空法 

双重真空法 

冷热槽法 

树液置换法 

辐照 

r 射线 

X 射线 

微波 

红外线 

电子射线 

受控大气处理 

磷化氢熏蒸和化学加压浸透处理等处理方法一般认为非常有效，但目前缺乏使之成为被

认可和批准措施的试验数据，目前尤其缺乏处理原木有害生物的数据。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 《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原文见网址：

http://www.maff.go.jp/pps/j/konpozai/pdf/ISPM_15_English_2006.pdf 

http://www.maff.go.jp/pps/j/konpozai/pdf/ISPM_15_English_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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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B 

 

日本《国际贸易中木制捆包材料的规格指导方针》 

（植物检疫相关国际标准 Publication  No.15  ISPM  No.15） 

 

植物检疫措施中的相关国际标准指的是，联合国粮食组织（FAO）的植物检疫政策以及

技术援助中的全球化程序的一部分，它是由国际植物防疫条约事务局（IPPC）编制的。本

规定旨在促进贸易发展，防范贸易过程中的不正当操作，达到植物检疫的国际调解任务，向

FAO 的加盟国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传达本措施的标准以及方针。 

适用范围 

植物检疫的相关国际标准（ISPM）是通过植物检疫措施暂定委员会制定，被国际植物

防疫条约缔约国以及非缔约的 FAO 加盟国广泛采用的标准。植物检疫措施的国际标准是

WTO 加盟国通过 SPS 协定制定的基准。即使是国际植物防疫条约的非缔约国，也希望尊重

该标准。 

对象范围 

本标准是伴随国际贸易中的针叶树以及非针叶树（包括垫板）包装材料实施的，本植物

检疫规格旨在降低病虫害入境以及蔓延风险。 

（1）规定的要求事项 

本规定的根据 

木制材料包装必须完全除去病虫害，杜绝病虫害入境的道路。木制捆包材料往往被重复

利用，回收，再次制箱，从而很难确定木材的真实身份。就算是检疫部门往往也无能为力（比

如，进口货物的包装材料往往被二次用于出口货物的包装）。所以本标准在消灭病虫害危险

的同时，也起到了降低捆包材料的病虫害风险，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适用的方法，已经在全

球广为接受。 

各国的进口用植物包装采用本规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技术上的正确性。即使在采用比

本规定更严格的措施方法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该方法的自身正确性。 

（2）规制木制捆包材料 

本指导方针中主要指的是：有容易患病的针叶树以及非针叶树所制成的捆包材料。检查

的时候并不 

是以植物为对象，而是以木箱，木框，底盘，桶，垫子等木制材料为重点。 

但是整体包装材料是使用黏合剂，使用加热加压的方法制成的情况下可以排出病虫害的

因素。 

各国出口包装的规定有各自的差异，具体详细信息可以参照日本农林水产省植物防疫所

的主页，在此可以得到最新的信息。www.pps.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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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认可的一些包装措施 

热处理（HT：Heat treatment） 

将捆包材料升高到较高温度，保持一段时间。木材的中心温度最低应该达到 56℃以上，

时间最少控制在 30 分钟以上。热处理用 HT 标志表示。 

溴甲烷（MB：Mehtyl bromide）熏蒸 

对捆包材料进行溴甲烷熏蒸。本处理标志为 M 认可的措施表示以下标志证明该木制包

装材料进行了该项处理处理。 

（1）热处理的情况 

 

（2）溴甲烷熏蒸处理的情况。 

 

注意 1 以上表示方法记载了下列事项。 

（1）处理确认标志 

（2）国名 

（3）注册捆包材料的生产者编号 

（4）具体处理名称（热处理 HT，溴甲烷熏蒸 MB）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一些可以被接受的标记，用于证明这样的木质包装材料受到特别处理。标

记中的符号没有任何变化的应该被接受。只要符合上面注意事项中所列的要求，应该被接受。 

示例1 

 

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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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 这是一个带圆角的边框标记 

 

示例4 施加制网的标记。小的差距可能会出现在边界，垂直线，或标记的组件之间。 

 

示例子5 

 

示例6 

 

 

日本《国际贸易中木制捆包材料的规格指导方针》全文网址：

http://www.ispm15.com/ISPM15_Revised_2009.pdf 

http://www.ispm15.com/ISPM15_Revised_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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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C 

 

韩国《关于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主要内容 

Quarantine of imported goods, wood packaging material 
 

1、实施木质包装检疫背景 

进口货物使用的木质包装材料大多使用原木，导致外来病虫害的侵入及扩散，为保护我

国自然环境，决定实施进口货物木质包装的检疫。 

※相关规定：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要领(国立植物园检疫所告示第 20005-3 号) 

2、检疫实施日 

2005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装船日为标准)  

3、什么是木质包装材质 

木质包装材质是指木质托盘、木箱、垫木、木框等用于支撑、保护或运输货物时使用的

木材或木质产品(纸制产品除外)。 

4、木质包装消毒对象 

针叶树及阔叶树木材包装材质 

不包括产品： 

----合板、薄板即类似的覆膜板系列、刨花板、定向拼花板和方薄片型粒片板、纤维板、

高密度板、集成材； 

----木浆、凝集软木、木毛、木粉、软木粉。 

5、消毒方法(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进行消毒)  

<热处理: Heat Treatment> 

木材中心部温度要求在 56 度以上情况下处理 30 分钟以上。 

<溴甲烷熏蒸: Methyl Bromide, MB> 

从分布松材线虫的国家进口的松树、落叶松、香柏等树体的木材包装材质，进行 24 小时

熏蒸处理。               

表 4.13 日本、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葡萄牙、越南(松树体) 

温度 使用剂量率 
最低浓度（g/㎥) 

24 小时 

21℃以上 48 24 

16℃以上 5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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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上 64 32 

- 其它的木质包装材料：16 小时熏蒸 

温度 使用剂量率 

最低浓度（g/㎥) 

0.5 小时 2 小时 4 小时 
16 小

时 

21℃以上 48 36 24 17 14 

16℃以上 56 42 28 20 17 

11℃以上 64 48 32 22 19 

6、消毒处理标签 

 

   ①：IPPC 记号              ②：国家 ISO 两位数编号 

   ③：消毒处理公司固定编号   ④：消毒处理方法 

※以上是国际标准 ISPM No.15 的消毒处理标签，每个国家的式样都有些不同，但必须包括

①~④项标志。 

7、对不符合要求的木质包装材质的处理 

<消毒> 

- 虽然有消毒处理标签，但除禁止病害虫以外，发现了限制病害虫、潜在限制病虫害 

<废弃或遣返> 

- 没有消毒处理标签 

- 虽收到消毒命令，但是不可能消毒或货主要求废弃、遣返 

- 发现禁止病害虫 

※如果货物和包装可以拆开，就只处理木质包装。 

8、木质包装进境检疫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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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或 MB 熏蒸消毒    废弃或遣返    

                                              ·没有消毒处理标签 

                  ·发现禁止病害虫或潜在性的   ·发现禁止病害虫  

限制病害虫    ·收到消毒命令，但不可能消毒 

或货主要求 

 

木质包装进境检疫问答 

1、什么是木质包装材料? 

木质包装材料(Wood packaging material, WPM)是指木质托盘、木箱、垫木、木框等用于支撑，

保护或运输货物时使用的木材或木质产品(纸制产品除外)  

〈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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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时候开始实施木质包装检疫？ 

   2005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装船日为标准) 

3、5 月 30 日装船 6 月 1 日以后到我国的木质包装不包括在消毒对象里吗？ 

是的。 

4、实施检疫后木质包装就不能使用了吗？ 

不是的。木质包装可以使用，但是不许再消毒后使用。 

5、应该如何进行消毒？ 

应在对方国家的植物检疫机关（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NPPO）承认的木质包

装消毒处理公司（设施）进行热处理或溴甲烷熏蒸。 

6、如何证明已经消毒完毕？ 

把消毒处理标签印在木质包装表面的两个以上的面上，标签形状如下： 

 

1）IPPC                  2）国家 ISO 两位数编号 

3）消毒处理公司固定编号   4）消毒处理方法 

7、只有消毒处理标签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其它证明书吗？ 

对，不需要证明书。 

8、相对国的客户把现在使用的标签发了过来，和以上（第五项）模样不同，怎么办？ 

消毒处理标签根据国家都有些不同，但是一定要有以上要求的基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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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了三合板，需要证明书吗？ 

不用，如果只使用了三合板，就不用消毒处理标签及证明书了。 

10、如何接受木质包装检查?         

国立植物检疫局分局及出差地会抽查进口货物，检查是否有消毒处理标签或是否有病害虫发

现。         

11、如果没有来得及进行消毒处理就进境了，该怎么办？       

废弃木质包装或遣返。         

12、已经消毒处理并印有消毒处理标签，但是发现木质包装的材料里有病害虫出现。这种情

况下该如何处理？         

热处理及 MB 熏蒸处理并不是永久性的消毒处理，进行消毒后在管理或运输过程中会被病

害虫感染，所以一定要注意此点。 

如果在已经消毒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里发现病害虫，根据病害虫分类进行消毒或废弃，遣返

处理。 

13、知道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消毒的比较晚并且已经进境，但是在进境检疫检查时被发现。

但因为货物是比较精密的设备，如在进境检疫机关分解包装时对货物会有很大的损伤，这时

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阻止病害虫向外扩散，在签订不外流木质包装的约定情况下，可将货物转移到进口公司

后进行分解并处理包装。 

此种情况下收货人或收货代理人要到国立植物检疫所分所或检查处提交“不合格木质包装材

料转移承认申请书”后，受到以上机关的承认后方可进行转移。 

14、废弃处理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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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除、埋没、加工处理。 

15、想将进行一次消毒处理并已经印有消毒处理标签的木质包装进行再利用于货物进口，此

种情况下还要再次进行消毒处理吗？ 

消毒处理后的木质包装在没有被病害虫感染的情况下，可以不再次进行消毒后使用。 

但如果进行了消毒处理后还发现被病害虫感染，就必须重新进行消毒处理后印上消毒处理标

签。 

以备参考的是：消毒处理后的木质包装材料用一些没有消毒的木材进行修改，重新组装，

替换使用时，应重新进行消毒后印上消毒处理标签。此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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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D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303《防锈包装方法的通用规则》 

 

General rule for rust preventive packaging method 

1.适用范围 

本通则用于规范金属、金属制品、以及金属零件（以下简称金属制品）在运输以及保管过程

中为防止生锈而采取的防锈包装方法。 

2. 种类 

防锈包装的种类与表 3.1 所述相同。 

3. 防锈包装的方法 

防锈包装的方法必须参照内装物品的特征、外表装饰面的质量、运输保管时限等环境因素、

再加上运输过程中货品受搬运的频繁程度，从而选定适当的清洁、干燥、防锈材料以及包装

方法。 

3.1 一般共通事项 

(1) 在整个防锈包装的操作过程中，希望一贯进行，并且中间不要有停顿。若有中断必须采

取临时的防锈处理方案。 

(2) 希望防锈包装的操作尽可能地在较低温度环境下进行。 

(3) 请尽量不要徒手触摸被包装金属制品的研磨部分。如果徒手触摸过，请务必擦净留下的

指纹。（使用 NP.0 擦去指纹） 

(4) 若金属制品就是由复杂零件拆解后的一部分，那么务必将防锈所需的精密装饰面控制在

最小限度。复杂的零件在组装之前必须进行清洗，保证没有污垢。 

(5) 对于金属制品原则上可以使用防锈材料进行包装处理，但是使用防锈材料之后很可能会

对影像到制品的实际性能。所以必须事先进行前期准备试验，使用前必须确认是否存在具体

影响。 

(6)如果金属制品有放热现象，那么应该在金属退热之后再用防锈材料进行包装。这是因为

防锈材料具有遇热分解的特性。 

(7)金属表面不用防锈材料进行处理的部分，尽量使用中性包装纸进行包装。该纸的 PH 值在

5.0.8.0 之间，而且尽可能保证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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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防锈材料所包装的金属表面直接包裹的耐油性隔断材料原则上应当符合 MIL B 121 的

规定，其实也可以使用 MIL B 131 以及 JIS Z 1702 所规定的隔断材料。但是一定要保证材料

没有附着异物而且绝对干净。 

(9)金属制品表面若有突起或尖角，那样就容易损伤到包装材料以及容器。故而应当采取防

损包装或缓冲材料进行保护。 

(10)运输过程中如果金属制品容易移动、倾倒，或者容易给包装材料以及容器造成损伤的话，

应该对其采取防滑、支撑、固定处理。 

(11)各个方法中使用缓冲材料以及垫底材料的时候，该材料的 PH 值应当控制在 4.0.10.0 之

间，而且还要尽可能保证材料干燥。 

(12)设计出的包装方案应当保证质量和体积尽可能小，而且包装内的空气容积也应当做到最

小。 

(13) 被包装的金属制品在开封后使用时，原则上应当将防锈材料除去。 

3.2 清洗方法 

金属制品上若附着有腐蚀痕迹、污渍、润滑脂、残渣、指纹、汗渍、酸性物质或碱性物质的

时候，应当对应性地进行下列清洗作业将其彻底除去，以防止在运输以及保管过程中发生锈

蚀。 

(1)石油系溶剂的清洗方法(2)非石油系溶剂的清洗方法 

(3)汗渍以及指纹的清洗方法(4)蒸汽脱脂法 

(5)碱性物质清洗法(6)乳剂清洗法 

(7)电解清洗法(8)热水蒸汽清洗法 

(9)超声波清洗法(10)液体搪磨清洗法 

(11)喷砂清洗法(12)酸式除锈法 

(13)碱式除锈法(14)电解除锈法 

3.3 洁净程度测试法 

金属制品进行洗净操作之后，必须对其洁净程度进行试验。 

(1) 目视外观测试             (2) 擦拭测试 

(3) 溶剂测试 (4)碱性测试以及残留物质测试 

3.4 干燥方法 

金属制品在洁净程度试验之后，为了除去溶剂以及附着的水分，必须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

燥方法选用下列一种或多种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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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空气干燥法(2)干燥器干燥法 

(3)红外线照射干燥法         (4)擦拭干燥法 

(5)滴尽法 

3.5 防锈材料的使用 

3.5.1 防锈材料的种类 

根据 JIS 标准，如表 4.14 所示共分为 11 种防锈油剂，2 种气化性防锈剂以及 1 种可剥离塑

料防锈材料。共计 14 种。 

表 4.14 防锈材料的种类 

标记 适用规格及种类 特征 

NP-0 
JIS K 2246 

指纹除去型防锈油 

在常温状态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极薄的保护

油膜，从而起到除去指纹的作用。 

NP-1 
JIS K 2246 

溶剂稀释型防锈油（1 种） 

常温条件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较厚的硬质保

护模。适用于金属制品在户外保管的情况。通常不需

要额外地再覆盖耐油性隔断材料。 

NP-2 
JIS K 2246 

溶剂稀释型防锈油（2 种） 

常温条件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较厚的软质保

护模。若金属制品是放在室内保管，且要求防护膜容

易剥离的情况时，可以采用此种油剂。此时通常还需

要用耐油性隔断材料对制品进行包裹。 

NP-3 
JIS K 2246 

溶剂稀释型防锈油（3 种） 

常温条件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软质保护膜，

该保护膜同水有置换性。 

NP-6 
JIS K 2246 

防锈凡士林（1 种） 

常温或是加温状态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软质

保护膜。适用于结构复杂且具有完整装饰面的金属制

品。最后还必须包裹耐油性隔断材料。 

NP-7 
JIS K 2246 

普通防锈油（1 种 3 号）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薄薄的油膜。它是

一种以中质润滑油作为基油的物质。 

NP-8 
JIS K 2246 

普通防锈油（1 种 2 号）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薄薄的油膜。它是

一种以软质润滑油作为基油的物质。 

NP-9 
JIS K 2246 

普通防锈油（1 种 1 号）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极薄的油膜。它是

一种以极轻质润滑油作为基油的物质。 

NP-10 
JIS K 2246 

普通防锈油（2 种）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油膜，遇酸中和。

它是一种以内燃机用润滑油（轻质、中质、重质）作

为基油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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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9 
JIS K 2246 

溶剂稀释型防锈油（4 种）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透明的硬质干燥皮

膜。适用于金属制品的户外保管。统称不需要额外包

裹耐油性隔断材料。 

NP-20 
JIS K 2246 

气化性防锈油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极薄的油膜。它是

一种以极轻质润滑油作为基油的物质。它具有气化防

锈性、酸中和性、水置换性。 

NP-18-1 
JIS Z 1519 

气化性防锈剂 

常温下使用。它是一种粉末状且具有气化性的防锈材

料。 

使用量为：30 克/立方米 

NP-18-2 
JIS Z 1535 

气化性防锈纸 

常温下使用。该防锈纸是通过图刷或者浸润防锈剂的

方法制成的。 

NS-2 
JIS Z 1708 

涂装型可剥离塑料 

常温下涂装在制品表面，随即形成较硬的轻薄可剥离

性皮膜。此皮膜在该金属制品使用的时候可以轻易剥

离。从而防止外界环境导致的金属制品锈蚀以及机械

性损伤。 

3.5.2 防锈材料的选择 

其实防锈材料的作用也是有特定范围的，某种材料并不可能对所有金属都适用，也不能

说对非金属就没有任何影像。所以在选择防锈材料的问题上必须考虑到下列重点要素。 

(1)防锈的程度、防锈环境以及防锈期限(2)对象制品的特性 

(3)使用方法以及操作难易程度(4)开捆性（拆除包装的难易程度） 

(5)使用时包装的适当状态(6)购买材料是否方便 

(7)经济性 

3.5.3 使用方法 

对金属制品完成清洗以及干燥操作之后，采用下列一项或几项组合的方式迅速地加装

防锈材料。 

（1）浸润法 

将金属制品完全浸润到防锈溶液之中，取出后使金属表面形成防锈膜 

（2）冲涂法 

用防锈溶液冲刷金属制品，使防锈溶液形成薄膜覆盖在制品表面。 

（3）刷涂法 

用毛刷直接将防锈溶液涂在金属制品表面，使之形成保护膜。 

（4）充填法 

将防锈油直接灌入金属制品中，注满后排出防锈油，使金属制品内壁包裹防锈油膜。 

（5）喷涂 

直接将防锈材料喷涂到金属制品表面，使之在其表面形成保护膜。 

（6）喷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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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防锈油喷出形成漂浮的油雾，随即使油雾附着在金属制品表面形成保护膜。 

（7）气化性防锈剂防锈法 

使用气化性防锈剂的时候应该根据金属制品的具体形状选择适当的气化性防锈、气化性防锈

剂、气化性防锈剂溶液、气化性防锈剂悬浊液，或将其组合搭配使用。任何一种防锈

方法都必须在独立包装的内侧加以密封，以防止气化气体的泄漏。当使用溶液或悬浊

液防锈之后，一定要对覆膜进行干燥处理。 

3.6 包装方法 

3.6.1 方法 RP1 

金属制品的防潮包装方法中，根据所用防锈处理材料及其之后的包装方法，主要分以下几种。 

（1）方法 RP1-P1 在金属制品表面覆盖一层防锈油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a 中所示的

防潮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2）方法 RP2-P2 将金属制品放在耐油性强的刚性容器中，浸在防锈油中保管。 

（3）方法 RP1-V 用气化性防锈剂防止金属制品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a 中所示的防潮包装材

料进行包装。 

（4）方法 RP1-W 用水溶性防锈剂或气化性水溶防锈剂，亦或将两者的混合剂覆盖于金属

制品上，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a 中所示的防潮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5）方法 RP1-K1 使用没有防潮性的防锈纸来防止金属制品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a 中所示

的防潮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6）方法 RP1-K2 用具有防潮性的防锈纸对金属制品进行包装，或者将金属制品放入防潮

性防锈纸做的纸袋中保存。 

（7）方法 RP1-F 用防锈膜对金属制品包装，或者将金属制品放入防锈膜制成的包装袋中保

存（或者采用伸缩膜进行包装）。 

（8）方法 RP1-S 在常温下根据 JIS Z 1708 的规定直接覆盖一层可剥性塑料（涂层型），或

者直接用铝箔纸按其形状包裹起来，然后将其浸入加热熔融后的可剥性塑料（热融浸透型）

中，使其表面完全被覆盖可剥性塑料。直接覆膜的情况下，如果金属制品上有凹凸及/或洞

孔，需用非腐蚀性材料填补之后再进行覆膜。此外，用加热溶解的可剥性塑料时，若需要防

止油污污染，则需用耐油性防潮材料对其进行包装。 

3.6.2 方法 RP2 

金属制品的防水包装方法中，根据所用防锈处理材料及其之后的包装方法，主要分以下几种。 

（1）方法 RP2-P 在金属制品表面覆盖一层防锈油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b 中所示的防

潮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2）方法 RP2-V 用气化性防锈剂防止金属制品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b 中所示的防水包装材

料进行包装。 

（3）方法 RP2-W 用水溶性防锈剂或气化性水溶性防锈剂，亦或将两者的混合剂覆盖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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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制品上，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b 中所示的防水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4）方法 RP2-K 用无防潮性的防锈纸以防止金属制品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b 中所示的防水

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3.6.3 方法 RP3 

一般性的金属制品包装方法中，根据所用防锈处理材料及其之后的包装方法，主要分以下几

种。 

（1）方法 RP3-P 在金属制品表面覆盖一层防锈油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c 中所示的一

般性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2）方法 RP3-V 用气化性防锈剂防止金属制品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c 中所示的一般性包装

材料进行包装。 

（3）方法 RP3-W1 用水溶性防锈剂或气化性水溶性防锈剂，亦或将两者的混合剂覆盖于金

属制品上，以防止生锈，然后用表 9 的 c 中所示的一般性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4）方法 RP3-W2 将金属制品置于耐水性强的刚性容器中，浸泡在水溶性防锈剂或气化性

水溶性防锈剂中保存。 

（5）方法 RP3-K 用无防潮性的防锈纸对金属制品进行包装，或将金属制品放入无防潮性防

锈纸做的纸袋中保存。 

3.6.4 方法 RP4 

用防潮材料将金属制品包裹起来，内部放入干燥剂，并密封。该包装方法有一下 3 种。 

（1）方法 RP4-1 防锈材料可采用干燥剂及其他防锈处理材料，用耐油性强的防潮材料对金

属制品进行包裹，然后放入防潮材质的袋中，该袋的性能须按 JIS K 7129 的条件 3 或 JIS Z 

0208:1976 的 3.3 中条件 B 测定出的水蒸气透过率（透湿度）在 15g/（m²·d）以下，并用热

封等方法密封起来。在热封时，需根据 6.3 条规定评估热封强度，5.9N 以上方可认定为合格。

但是，如果金属制品具有抗腐蚀性，则可不必混合使用除干燥剂之外的防锈处理材料。 

（2）方法 RP4-2 防锈材料可采用干燥剂及其他防锈处理材料，用耐油性强的防潮材料对金

属制品进行包裹，然后将其封入刚性容器中。容器制作材料以及封口材料的性能须按 JIS K 

7129 的条件 3 或 JIS Z 0208:1976 的 3.3 中条件 B 所测定出的水蒸气透过率（透湿度）在 15g/

（m²·d）以下，方可认定为合格。但是，如果金属制品具有抗腐蚀性，则可不必混合使用除

干燥剂之外的防锈处理材料。 

（3）方法 RP4-3 将金属制品同干燥剂一同放入符合 JIS Z 1520 规定的粘合铝箔袋中，或者

与粘合铝箔袋有相等水蒸气透过率（透湿度）的防潮材质的袋中，密封起来。这一防潮包装

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参照图 1）。 

①为了固定金属制品，在外包装内侧的支撑台或容器底部开孔，装上垫圈。 

②在与螺栓等固定件接触处，按实际尺寸开孔，然后贴上符合 JIS Z 1520 规定的粘合铝

箔纸。为了保持气密性，该孔的上方需加装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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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涂上防锈油的部分用耐油性的防潮材料覆盖，并用胶带或细绳将金属制品固定在支

撑台上或容器底部。 

④用缓冲材料覆盖制品的凸起部分和棱角部分，放入一定量的干燥剂，将事先垫于金属

制品底部的粘合铝箔纸（必须符合 JIS Z 1520 规定）向上翻起，使粘合铝箔纸形成袋状

充分包裹住金属制品，为了包装更加结实，需要留出一部分包装材料用于热封处理。此

时的热封强度需根据 6.3 条规定进行评估。 

⑤用吸气泵尽量抽干内部空气，对该部分材料进行热封处理。此时的热封强度需根据

6.3 条规定进行评估。 

⑥根据需要，为便于日后进行内部检查，须在符合 JIS Z 1520 规定的粘合铝箔纸上开出

一个观察口。 

 

3.6.5 方法 RP5 

将金属制品和脱氧剂一起保存于密闭空间，采用符合 JIS Z 1520 规定的粘合铝箔纸或高

防潮胶带密封起来，亦或将金属制品放入具有同等高防潮性能的密封刚性容器中。脱氧剂的

选定及用量见附录 D。 

3.7 内部包装 

1：化学防护的内装 

a：防水 

b：防潮 

c：防锈 

2：物理防护的内装 

 

粘合铝箔包装袋 

内层包装材料 

（在需要的情况下还需
要进行内层包装处理） 

耐油性防潮材料
（仅限防锈油或防
锈石蜡油处理面） 

缓冲材料 

螺母 

 

垫圈 

螺栓 

容器 

干燥剂 

湿度计 

检查口 

支撑台 

图 1 悬浮包装防锈处理法图例 

 

金属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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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缓冲 

b：固定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303:2009《防锈包装方法的通用规则》标准全文详见网址：

http://kikakurui.com/z0/Z0303-2009-01.html 

http://kikakurui.com/z0/Z0303-200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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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E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302《防水包装》 

Waterproof packaging 

 

防水包装是保护货品不受淡水、海水、雨水等自然灾害的伤害，采用防水包装材料以及

防水包装黏着剂进行防水处理，防止各种水渍进入包装内部。 

1 按照防水包装的目的不同相关的试验规定如表 4.21。 

表 4.21 

种类 规定 参考 

1 种 
A 

B 

进行 2.1 浸水试验 30 分钟。 

进行 2.1 浸水试验 3 分钟。 

耐浸水试验包装（该包装具有抗淡水、

海水浸透的能力） 

2 种 
A 

B 

进行 2.2 淋水试验 60 分钟。 

进行 2.2 淋水试验 5 分钟。 

耐淋水包装（该包装具有抗降雨、飞沫

的能力） 

3 种 进行 2.2 淋水试验 120 分钟。 
大型轻质耐淋水包装（特别适合于大型

降雨以及飞沫的情况） 

  1 种以及 2 种的防水包装方法必须同当事人协商决定。必要情况下，在进行浸水、淋水试

验前 

应当按照 2.3 的规定加以抗冲击试验。 

2.试验方法 

2.1 浸水试验 

将实验制品浸入温度为 20℃的水中，制品上表面距离水面距离为 2.5cm，此时保持整个水体

压力最小。 

2.2 淋水试验 

按照 JIS Z 0216（包装货物以及容器的淋水实验方法）的规定对被测制品进行淋水试验。 

2.3 抗冲击试验 

按照 JIS Z 0202.0203 的规定，对被测制品的 8 个角进行抗冲击试验，依此进行一轮共计 8

次，每次测试角距地面高度为 30cm。 

2.4 试验结果的判定（以下情况判定为合格） 

（1）试验后的包装同试验前相比不能有显著变化。 

（2）两个试验包装内装纸被浸透,但是没有漏水特别是水滴凝结现象。 

（3）一个包装确认有漏水而且内装纸被浸透，但是无流水。 

3．防水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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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防水包装材料 

等级 

防水材料 
I II III 

瓦楞纸板 

 

聚乙烯加工纸 

 

包装用聚乙烯薄膜（JIS Z 1702） 

1 种 

 

1 级 

 

0.015mm 

以上 

3 种 

 

2 级 

 

0.015mm 

以上 

3 种 

 

3 级 

 

0.015mm 

以上 

 

表 4.23 防水等级（NDS Z 0008） 

等级 浸水条件 淋水条件 

I 

包装货物的底面浸入水

下 60cm，时间控制在

60 分钟。 

淋水量：每小时 10±2L/900cm
2 

淋水时间：60 分钟 

水温：20℃±5℃ 

II 

包装货物的地面浸入水

下 2.5cm，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 

淋水量：每小时 10±2L/900cm
2 

淋水时间：15 分钟 

水温：20℃±5℃ 

III  

淋水量：每小时 10±2L/900cm
2 

淋水时间：5 分钟 

水温：20℃±5℃ 

 

表 4.24 防水等级的实际应用 

等级 浸水条件 淋水条件 

I 

货物堆放在户外时，货物的

各个方向均有一定压力的

水向内部渗透。 

60 分钟强雨（强度 2，瞬间强度达到

15.1mm/h 以上） 

II 短时间包装货物底面浸水 
15 分钟中雨（强度 1 ，瞬间强度在

3.1.15mm/h 之间） 

III  
5 分钟中雨或小雨（强度在 0.001.3.1mm/h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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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F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301《防潮包装》 

Method of Moisture-Proof Packaging 

 

防潮包装就是保证物品免受湿气伤害的包装。 

但是防止金属类制品生锈的时候，按照防锈方法通则（JIS Z 0303）执行。 

（1）干燥剂的使用量按照下列方法求得 

    R·A·t（h1.h2）K1  

+  K2·D

  

W＝
（C2.C1）×10

.2
 

公式中各个字母含义如下： 

W：干燥剂的使用量（g） 

R：防潮包装材料的透湿度（g/m
2
·24h）   

A：防潮包装的表面积（m
2） 

t：包装期限（天）（＝24h） 

h1：包装期限内外部环境的平均湿度（％） 

h2：包装期限内包装内部的平均湿度（％） 

K1：由防潮包装材料的种类与包装期间平均温度 θ℃所决定的系数。 

C1：开始使用时干燥剂的吸湿率（％）。 

C2：包装内部的允许相对湿度极限值条件下干燥剂的平衡吸湿率（％） 

K2：包装内吸湿性包装材料的吸湿率所决定的关系系数。 

D：包装内吸湿性包装材料的质量。 

K1 的值按照下列公式求得： 

  Pθ .  pθ .  1   

K1＝   P40      p40    90 

公式中， 

Pθ：在包装期限内平均温度 θ℃条件下防潮包装的透湿率（g·cm/cm
2
·S·kPa） 

P40：40℃条件下防潮材料的透湿率（g·cm/cm
2
·S·kPa） 

pθ：θ℃条件下饱和水蒸气分压（kPa） 

p40：40℃条件下饱和水蒸气分压（kPa） 

K2 值的算定方法 

C4.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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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C2.C1 

公式中， 

C1：包装开始时干燥剂的吸湿率（％）。 

C2：包装内部允许相对湿度在极限值条件下干燥剂的平衡吸湿率（％）。 

C3：包装内部允许相对湿度在极限值条件下吸湿性包装材料的平衡吸湿率（％）。 

C4：具有吸湿能力的包装材料在放入包装时的吸湿率。 

（2）当 R＝0, D＝0 时干燥剂的使用量按照下列方法求得。 

      V·H         （g） 

W＝  (C2.C1)×10
-2

 

公式中， 

V：除去内容物之后包装内的空间体积（m
3）。 

H：包装时温湿度条件下的绝对湿度（g/ m
3） 

C2：包装开始时干燥剂的吸湿率（％） 

C1：包装内允许的最高极限湿度条件下干燥剂的平衡吸湿率（％） 

此外，各公司包装薄膜的 K1 值以及各种计算演示请参照 JIS Z 0301 执行。 

DS Z 0007 所规定的防潮等级 

防潮等级按照运输、保管、环境条件以及内装物品的性质，如表 3.13 所示化分为以下 3

类。 

此时所说的温度条件如下所示。 

·高温多湿平均气温在 30℃以上平均相对湿度 90％以上。 

·较高温度多湿平均气温在 20.30℃以上平均相对湿度为 70.90％。 

·通常条件下的温度与湿度平均气温在 20℃以下平均相对湿度在 70％以下。 

表 4.25 防潮等级 

等级 搬运保管期限 环境条件 内装物品的性质 

A 

 

一年以上 

 

高温多湿 

不允许受到湿气影像的制品以及容易生

锈的金属制品。 

（一个月容器的透湿度为：3g 以下） 

B 三个月到一年 
较高温度 

多湿 

允许有微小的水分变化。 

（一个月的透湿度为：120g） 

C 不到三个月 
通常条件下的

温度与湿度 

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水分变化。 

（一个月的透湿度为：450g） 

 

表 4.26 防潮材料的等级 

等级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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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金属容器·玻璃容器等刚性容器。 

(2)MIL B 131（防潮性易弯曲隔断材料） 

B 

(1) 低密度聚乙烯薄膜·聚乙烯布（厚度大于 0.15mm）以及容器 

(2) 高密度聚乙烯薄膜·聚乙烯布（厚度大于 0.1mm）以及容器 

(3) 再生树脂薄膜·再生树脂布（厚度大于 0.12mm）以及容器 

(4) 铝箔（厚度大于 0.01mm）以及塑料积层材料 

C 

(1) 低密度聚乙烯薄膜·聚乙烯布（厚度大于 0.04mm） 

(2) 高密度聚乙烯薄膜·聚乙烯布（厚度大于 0.03mm） 

(3) 再生树脂薄膜·再生树脂布（厚度大于 0.03mm） 

(4) 聚酯薄膜·聚酯布（厚度大于 0.05mm） 

（I）防潮等级对应的材料 

将常用防潮隔断材料的防潮等级所对应的透湿度作为标准设计防潮包装。 

表 4.27 防潮等级以及防潮性可弯曲隔断材料的透湿度 

等级 

透湿度（g/m
2
·24h） 

室温弯曲后 低温弯曲后 
普通透湿度 

老化前 老化后 老化前 

A 0.8 以下 1.1 以下 4.0 以下 . 

B . . . 4.0 以下 

C . . . 15.0 以下 

 

（II）对应特定防潮等级的干燥剂用量 

·A 级的情况下 

用防潮隔断材料密封 

U＝17A+XD 

金属容器密封 

U＝42V+XD 

公式中 

U：干燥剂的使用量（独立小包装数
※

·一个独立包装约为 30 克） 

V：使用得防潮隔断材料的面积（m
2） 

A：容器的内容积（m
3） 

D：包装内部吸湿材料的质量（千克） 

X：吸湿材料对应的常数 

橡胶以及塑料薄膜··············································1.0 

玻璃纤维······························································4.0 

固着纤维（合成纤维、植物纤维）··················12.0 

纤维性材料（包括木材）以及上述材料以外的材料·················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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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小包为 MIL B 3464 所规定的干燥剂单位。 

·B 级的情况                          ·C 级的情况 

   A·R·M  +   D  A·R·M  +   D  

W＝    30       2             W＝    60       2    

公式中, 

W：干燥剂的使用量（千克） 

A：防潮隔断材料的表面积（m
2） 

R：防潮隔断材料的透湿度（g/m
2
·24h） 

M：防潮期限（月） 

D：包装内部吸湿性材料的质量（千克） 

表 4.28 包裝材料（隔断材料）的防潮度 

品名 规格 
透湿度 

(g/m
2
·24h) 

包装等级※ 

金属隔断材料 

MIL B  131F  一级 

MIL B  131H  一级 

(现在，若有物质具有新的

强度，那么表面采用尼龙包

装) 

MIL B  131C  一级 

MIL B  131E  一级 

MIL B  131E  一级 

0.155 

0.15 

 

 

 

0.6 

0.42 

0.76 

A 

防锈包装中（方法

F）使用的隔断材

料。 

金属隔断 

 

 

 

消毒隔断材料 

其他规格 

（表面尼龙·铝箔） 

 

 

P（表面尼龙·铝箔） 

0.18 

 

 

 

0.248 

B·C 

防锈包装（方法

F）以外的防潮防

水包装所使用的

隔断材料。 

Viewer sheet A 

 

Tap sheet B 

表面聚酯，表面铝化处理，

5 层聚合。 

表面聚酯，表面铝化处理，

5 层聚合。 

0.15 

 

0.23 

Britch P.1 

 

Britch P.2 

 

Britch P.3 

 

表面聚酯，表面铝化处理 

 

表面聚酯，表面铝化处理 

 

表面聚酯，表面铝化处理，

聚合，8 层铝箔 

0.3 

 

0.2 

 

0.1 

透明隔断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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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聚乙烯薄

膜 

厚度 0.1mm 

厚度 0.1mm×2 张（重叠） 

7.0 

3.5 

※ 对于包装等级 A 的隔断材料以及包装等级 B·C 的隔断材料，他们各自的透湿度测试方

法湿不相同的。 

※ 透湿度为各个制造商所公布的数据。 

※ 重叠两张隔断材料时，透湿度按照下列方法求得。 

R1×R2 

R＝ R1+R2 

R1：一张隔断材料的透湿度 

R2：二张隔断材料的透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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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G 

 

日本捆包工业组合联合会《缓冲包装方法》 

Cushioning Packaging 

 

（1）缓冲包装的形态 

依据缓冲机能以及方法而言大致有以下四种缓冲包装。 

面缓冲 

垫子缓冲 

填塞物缓冲 

悬空缓冲 

（2）缓冲材料的种类 

缓冲材料的种类、特征以及只要用途参见下表所述。 

表 4.29 不定型缓冲材料的种类 

品名 特征 主要用途 

1：纸、毛 
将纸裁成细刨花状，但是弹力比细刨花

要差。 

 

电器产品、精密机械零

件、工艺品等。 

2：软打包 聚安酯材料不定型剪裁后具有弹性。 

3：玻璃纤维 
因为是玻璃纤维所以具有较好的耐水

性以及弹性。 

4：毛状塑料缓冲材

料 

作为塑料材质的原料，故而没有吸湿

性。在防卫厅的规格中有记载。 

5：其他 

细刨花 

细条状玻璃纸 

有一定的缓冲性但是弹性不够，其中含

有一定的水分，所以不推荐使用在出口

物品上。 

 

陶器、玻璃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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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高度：60cm 缓冲材料厚度：30cm 

 
图 4.6 各种材料的缓冲系数.最大应力曲线图 

表 4.30 定型缓冲材料的种类 

品名 特征 主要用途 

成型橡胶 质感柔软，复原能力强 电气制品，精密测定仪器。 

聚乙烯成型材料 

（板状） 

聚乙烯发泡材料，缓冲性较强，没有吸

湿性，而且热传导效率低 
同上 

聚安酯成型材料 弯曲性优良 同上 

聚乙烯成型材料 

（片状） 

通过高压法将聚乙烯发泡 10倍到 40倍

得到的材料，具有隔热性以及漂浮力 

轻质包装（点心） 

温室的覆膜 

发泡苯乙烯（发泡

PS 树脂） 

将聚乙烯发泡 50 倍到 60 倍得到的材

料，没有吸湿性，适用于热传导率较低

的面缓冲以及部分缓冲，操作性优良 

各种礼品，以及办公自动化

设备 

含气泡塑料膜 
聚乙烯布里面排列有许多空气泡，具有

丰富的弹性 
一般包装用 

纸浆塑模 用于贴合物体形状时使用的包装 蛋，水果，酒类 

瓦楞纸板 
层叠时具有一定弹性，弯折后可以作为

隔断板使用 
电器产品 

毡子 粗毛、牛毛、麻毛 
用于物体表面的防护，用作

填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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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物品允许加速度的范例 

等级 允许加速度 物品 

A 

（40G 以下需要注意的

物品） 

10G 以下 大型电子计算机 

15.20G 
导弹诱导装置，高级电子机器，水晶振荡器，

精密测定机器类 

25.40G 
大型电子管，频率变换装置，普通电子机器，

普通精密机器 

B 

（40.90G 的物品） 

40.60G 
飞机用装置，小型电子计算机，暂存器，大型

信号发射装置 

60.90G 
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荧光灯，电灯，光

学仪器，移动无线装置，飞机用装置，台式钟 

C 

（90G 以上的物品） 

90.120G 
便携型无线装置，冰箱，洗衣机，单反相机，

普通机器 

120G 机械类，一般器材 

参考本表中的允许加速度参照 NDS Z 0010 的记载。 

 

表 4.32 卡车·火车冲击值（国内） 

 上下 左右 前后 

卡车 

运行中振动 

20.40km/h 

公路 
G G G 

0.2.0.9 0.1.0.2 0.1.0.2 

土路 1.3 0.4.1.0 0.5.1.5 

时速 35km/h 时刹车 0.2.0.7 . 0.6.0.7 

 

 

 

 

火车 

运行中振动 

30.60km/h 

铁轨上 0.1.0.4 
0.1.0.2 0.1.0.2 

铁轨结点 0.2.0.6 

开车停止时候

的冲击 

正常开车 . . 0.1.0.3 

停车 0.6.0.9 0.1.0.8 0.1.0.5 

车厢对接 2 1 3.4 

紧急刹车 0.5.0.8 0.1.0.3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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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叉车的冲击值（G） 

 上下 左右 前后 

行驶中的振动 

6.7km/h 

公路 0.2.1.3 0.2.0.4 0.1.0.2 

土路 0.6.1.6 0.3.0.4 0.5.1.5 

 

叉车 

上升过程 1.7 . . 

下降过程 0.2 . 0.3 

下降停止 0.4.1.0 0.1.0.2 0.4.0.8 

距地面 30cm 落下 3.4 . 0.6.1.1 

倾斜动作（前倾、后倾） 1.2.1.9 . . 

 

表 4.34 火车车厢中地板货物、托盘上货物、最高层货物受到的冲击值（G） 

 车厢地板货物 托盘上货物 最高层货物 

左右 0.9 1.5 . 

前后 1.5 1.5 9.0 

上下 1.3 9.5 6.0 

 

表 4.35  车厢对接时的各种冲击（G） 

 A B C D E 平均 

对接速度 5.5 5.7 5.7 5.6 6.9 5.88 

 

车厢地板面货

物 

 

左右 0.4 0.6 0.7 0.4 0.5 0.5 

前后 1.6 1.5 1.7 1.5 2.1 1.7 

上下 0.8 0.6 0.7 0.6 0.9 0.7 

 

底盘上货物 

左右 0.8 0.4 0.3 0.4 0.6 0.5 

前后 1.7 1.4 1.7 1.4 2.0 1.6 

上下 0.8 0.7 1.1 0.8 1.5 1.0 

最高层货物 

左右 . . . . . . 

前后 4.5 6.0 2.4 4.3 4.5 4.3 

上下 5.9 5.3 7.0 2.9 4.4 6.0 

缓冲材料必要厚度的计算公式： 

W    ···············（1） 

σmax＝G · A 

 

h   ·························（2） 

t＝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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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max：最大应力（kgf/cm
2） 

G：允许加速度（G factor） 

W：内容物质量（kg） 

A：缓冲面积（cm
2） 

t：缓冲材料的必要厚度 

C：缓冲系数 

h：下落高度（cm） 

3.3.4 固定 

 

 

固定方法 

螺栓固定 

挡块固定 

绳索固定 

支撑固定 

固定能够防止货品在运输、装运、过程中因为振动、冲击、倾斜而受到损伤，根据制品

的形状以及结实程度，将固定面以及支持面的载荷适当分散，以免给制品造成损伤。 

固定方法的要点： 

（a）将内装物品牢牢固定。 

（b）防止内装物品的崩塌。 

（c）将载荷均匀传导到地面。 

（d）所需要的材料尽可能的在制箱时就添加在箱子上，以减少作业现场的工作量。 

（e）切实安装好固定材料。 

 

 

 

 

 

 

 

 

 

 

 

 

附录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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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150《包装包装货物操作的指示标志》 

Packaging-Pictorial marking for handling of goods 

 

1. 适用范围 

本规格用于规范物流过程中被包装货品的惯用标志（以下简称标志），且适用于各式货品。

但是不能作为危险品的特殊警示标志。 

2. 定义 

本规格中所使用到的专业用语大都是来自 JIS Z 0111（物流专用语），其他情况说明如下。 

货物处理物流过程中的卸货，搬运，分类，货品整理等对货物进行的作业。 

3. 指示标志的种类以及尺寸 

3.1 种类 

指示标志的种类如表所示有 19 种。名称后面的括号所对应的是其英文名称。 

表 4.36 指示标志 

编

号 

标志名称 指示标志 指示内容 参考 

1 易碎物品 

 

包装内装物品容

易损坏，装卸时必

须注意。 

ISO7000NO.0621 

使用范例 

 

2 
禁止使用手

钩 

 

装卸货品时严禁

使用手钩。 
ISO7000NO.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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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上 

 

显示包装货物正

确的放置方法。 

ISO7000NO.0623 

使用范例 

 

4 
避免日光、

直射 

 

包装货物不能受

到强光照射。 
ISO7000NO.0624 

5 远离放射源 

 

包装内货品受到

反射线照射后容

易导致品质恶化

或不能使用。 

ISO7000NO.2401 

6 防止雨淋 

 

包装货品严禁雨

淋。 
ISO7000NO.0626 

7 重心位置 

 

包装物品作为一

个单元来进行处

理的时候，显示出

此时的重心位置。 

参照 2.4.1 以及 2.4.3 

ISO7000NO.0626 使用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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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严禁翻滚 
 

 

包装货物不可翻

滚 
ISO7000.NO.2406 

9 

严禁使用人

力搬运车插

入 

 

 

搬运包装货物时

不能使用人力搬

运车从侧底面插

入 

ISO7000.NO.0629 

10 
严禁使用叉

车插入 

 

 

包装货物不可使

用叉车搬运。 

ISO7000.NO.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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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夹住此处 

 

在搬运包装货

物的时候，夹住

图示位置。 

参照 2.4.1 

ISO7000.NO.0631 

12 
此处严禁

夹压  

在搬运包装货

物的时候严禁

加压图示位置。 

ISO7000.NO.2404 

13 
堆放货物

质量极限 

 

显示出包装货

物上方可以堆

放货物的质量

极限。 

ISO7000.NO.0603 

14 
堆放货物

层数极限 
 

 

相同的包装货

物竖直堆放时

的层数限制。 

参照 2.4.4 

ISO7000.NO.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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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部严禁堆

放其他物品 

 

 

包装上部严禁堆

放其他物品，而

且不能从上部施

加任何外力。 

ISO7000.NO.2404 

 

 

16 吊装位置 

 

吊装货物时候，

按照图示位置安

装吊环。 

参照 2.4.1 以及 2.4.3 

ISO7000NO.0625使用范

例 

 

 

 

17 温度极限 

 

在保管包装货物

的时候请控制在

该温度范围内。 

ISO7000NO.0632使用范

例 

 

18 小心搬运 

 

搬运包装货物的

时候请轻拿轻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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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远离火源 

 

包装内为依然货

品，请勿靠近火

源。 

 

3.2 形状以及尺寸 

标记指示标志的时候所使用的样式按照 JIS Z 8250（图形代号通则）的规定执行。（请参照

下图） 

标志的尺寸按照下图标准执行，a 的值可以是 100mm、150mm 或 200mm。而且根据包装的

实际大小可以适当扩大或缩小标志的尺寸。 

范例图基本式样 

 

3.3 作图的要领 

作图时尽可能地画出与表中所示图形相同的标志，或者尽可能相近。 

4. 表示 

4.1 色彩 

指示标志的颜色原则上采用黑色，当然也可以采用红色或黄色。只要该颜色在包装底色的衬

托下能够醒目识别就可以了。 

而且必要场合下，指示标识同包装底色可以采用完全相反的色调。 

4.2 表示方法 

指示标志可以采用刷图、盖章、普通印刷、手书、标签等形式表示。应当保证在流通过程中

不会发生明显的串色、磨损、偏移、退色、剥落等情况。 

4.3 表示位置 

指示标志通常标示在包装货物的表面显眼位置。 

此外，在同时用到两种以上的指示标志时，尽可能地将其纵排或横排。比如将指示编号



 274 

1 以及 3 所示的指示编号图刷在包装货物的左上角。 

4.3 各国警示标志（参考） 

 
 (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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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BSI    英国规格协会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SI     印度规格协会 

                                                               

PKN   波兰规格协会 

                                                               

RID    国际铁路货运会议 

                                                              

SABS   南非规格局 

                                                                

VDMA  德国机械工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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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I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152《包装产品处理警示标记》 

Marking for attention in handling of packaged goods 

 

标准明确了在包装（３）上标记警示，并规定了通常消费者在处理包装货物（1）时的

安全方法。 

说明：(1) 用一定尺寸和批量包装的商品使普通消费者在运送过程中可以用手提商品。 

(2) 包括返还售出商品和包装好的商品，并解决拆开包装并取出商品的问题。 

(3) 包括塑料膜制的包装袋(以下简称“塑料袋”)，以及固定和减震材料。 

备注：以下标准引用于本标准用：JIS Z 9101 安全颜色和安全标识。 

1. 标准以下术语定义： 

(1) 警示标记标识用于向携带包装货物的人表明潜在危险，以引起其注意。 

(2) 表达警示程度的术语表示对人体损害程度和对所要进行操作的非包装货物财物的造成

损害程度术语。 

(3) 警示文字该文字用于防止危险，并指示确保安全的方法。 

(4) 图形符号图表资料通过使用通俗易懂的视觉图案而不是字母和/或文字来传达物体本身

所造成的伤害状态，物体的正确处理或物体不正确处理。 

2. 警示标记处理必须包括以下四个要素。图形符号可以省略。 

(1)警示标记 

(2)为表达警示程度术语 

(3)警示文字 

(4)图形符号 

3. 操作警示标记的要素包括： 

（1）警示标记所用警示标记在树立的警示牌上与感叹号“!”形成一体，如在 JIS Z 9101 8.3 

中所示(见图 4.7)。背景颜色(黄色)，可省略。 

 

图4.7提示标记 

（2）表达警示程度的术语 表达警示程度的术语应包括以下两类：(见附表1) 

①警告假如在处理包装货物时操作出错，可能会造成严重受伤的危险，要用“警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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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心假如在处理包装货物时操作出错，可能会造成严重受伤，或使货物受损的危险，要用

“小心”标记。 

备注：建议用于表述的术语和英文一起书写。写在一起的英语词是“WARNING”和

“CAUTION”。 

（3）警示文字 警示文字应含有警示预防危险的主句补充语句的说明性句子。代表性书面

用语参见附表1。 

如果警示文字是一个短句子，标点符号可以省略。 

（4）图形符号 要使用表现具体危险、防范危险的办法等图形符号(见附表1)。推荐使用的

图形符号实例列于附件中。应用于图形符号的色彩编制，其对比度和背景颜色，应考虑采用

JIS Z 9101中的表1。 

4. 表示操作警示标记的方法表示操作警示标记的方法应在标记在包装上的显著位置，附表

一有其中一种分布法，用不可涂抹掉的方式，如印刷、贴标签等。警示标记，表示注重程度

术语，指示文字和图形符号可用单一颜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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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表述注意程度、指示文字和推荐图形标志的示例 

编号 
 

标记项目 

 

处理时组成注意标记的要素  

备注 表达注意程度的术语 指示书写范例(4) 

 

推荐图形符号 

 

1 

 

 

警告塑料袋遗留 

 

 

警告 

将塑料袋放置于婴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_ 

警惕用此厚塑料袋覆盖在婴儿的面

部并用鼻子和嘴巴在塑料袋上呼吸，造

成婴儿窒息。 如用本塑料袋遮盖婴儿头部，可能会造成婴儿窒息 

2 在搬运时注意握紧 小心 

禁止抓握 
 

附件图1 

 

注意避免因不小心抓握包装货物而

使手受伤。 如空手抓握包装带，可能会割手 

3 在搬运时注意握紧 小心 

注意抓紧把手 

_ 
注意在运输过程中不小心握住了塑

料提手而造成的危险。 
扭转或横向拉扯会造成脱落。 

4 在搬运时注意握紧 小心 

注意重心偏离 
 

附件图2 

 

注意回包装货物的重心位置偏移而

造成跌倒的危险。 

 

 

 

因为重量不均请小心跌倒(五) 

5 

 

 

注意开箱工作 

 

 

 

小心 

注意固定金属配件 
 

附件图3 

 

注意在打开盒子，除掉用于固定的

金属配件时可能会对手造成伤害。 

 

在打开箱子时，请根据提示，固定金属配件，小心以免损伤手

和损害其它物件 

 

 

 

 

 

 

 

6 

取出货物时注意 小心 

注意提取货物方法 

_ 

指示在将货物等从包装中取出时，

可能会由于不正确的抓握而避免可能的

危险。 在取出货物(6) 时，小心别跌落货物 

6 
提取货物时注意 

 
小心 

在除去包装时注意 
 

指示在忘记除去用于固定货物材料等的

包装要避免出现的危险。 
请彻底除去货物的包装(6) 

 

 

存储摆放时注意 

 

 

 

小心 

 

堆放时注意 附件图4 

 

 

 

注意由于其它重的物件摆放在包装货物

上而跌落或跌倒时出现的危险。 

 

 

 

 

 

如果其它重物件摆放其上而跌落，可能会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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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4) 如主句示例显示在上方区域，而说明性句子示例显示在下方区域。 

(5) 最好将重心偏离方向在说明性句中明确的说明。 

(6) 标记在包装盒表面上的说明性示例用于指导工作程序，如下所示： 

对于取出货物时的注意：“请按包装盒上的程序取出货物”。 

对于除去包装材料的注意：“请按包装盒上的程序除去货物上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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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图形符号，垂直面(2) 无图形符号，水平面 

 

(3)有图形符号 垂直面 

 

(4)有图形符号 水平面 

 

 

备注：1. 上述图是“警告”示例，如要用“小心”，则将“警告”改为“小心”。 

2. 注意标记的高度应与表达注意程度的文字长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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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一 包装平面上的标识 

(如：警告) 

附件用于标记警示处理包装标货物图形符号的实例 

1．范围 要本附件里，列举了推荐用于标记处理货物时的注意图形符号的实例。 

2．图形符号实例推荐推荐图形符号的实例列于附件图1至图4。 

2．图形符号实例推荐推荐图形符号的实例列于附件图1至图4。 

 

 

小心堆放 

附图4 

严禁用手提带子 

附图1 

防止重心偏移 

附图2 

小心固定金属配件

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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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J 
 

日本捆包工业组合联合会《装箱单》 
 

（1）作成装箱单的目的 

装箱单（以下简称 P/L）是卖方向海外买方开据的包装货物清单。它相当于国内货物交易过程中

卖方给买方开据的交货明细单。在贸易实务上 P/L 是同发票具有同等地位的必要文件资料。P/L 对买

方来说在明确货品详细内容的同时，他也是办理进口通关手续，银行资金结算以及其他贸易实务问

题的基础性文件。 

通常情况下 P/L 是由商社、制造商、报关业者、物流业者中任何一方作成的。 

（2）P/L 的种类和样式 

    P/L 有一种是描述单件货品的详细装箱单（Detail P/L），另外一种是描述整船一批货物的整体装

箱单（Master P/L） 

    P/L 的格式通常采用印有公司或制造商名称名称的专用纸，格式上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必须含有

下列条款。 

1：日期  Date 

2：发票编号 Invoice No.  

3：合同或订单号 Contract or Order No. 

4：装船港口以及卸货港口 Shipping＆Unloading Port 

5：船名 Name of Vessel 

6：货号 Item No. 

7：货品名称 Description 

8：净重以及毛重 Net＆Gross Weight 

9：尺寸以及体积 Measurement＆Cubage 

10：其他必要事项 

《范例 1》为详细装箱单的范例。每个捆包装箱单中必须添清楚货品的详情，此外在每个捆包的

内外都要将装箱单表示清楚。 

通常情况下，在使用这种详细装箱单（Detail P/L）的时候，都另行对该批次的装船货物作成了

整体装箱单（Master P/L），所以在详细装箱单（Detail P/L）中可以省略发票编号、订单编号、契约

编号等合同上已经注明的必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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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1》详细装箱单（Detail P/L） 

 

《范例 2》为整体装箱单（Master P/L）的样式，该单据为记录了装船整体货物的情况所以必须

将合同种的必要事项完全记入。 

对于出口制品而言，当相同商品大量出货时，可以不必逐一制作详细装箱单（Detail P/L），而是统一

采用一份整体装箱单（Master P/L）的模式。 

比如工厂出口，当整体货物种每个捆包的内容并不是相同的商品时，就必须同时制作详细装箱单

（Detail P/L）和整体装箱单（Master P/L），但是此时的整体装箱单（Master P/L）仅仅只是详细装箱

单（Detail P/L）的封面，它其中填写并没有货品的详细信息。关于货品的捆包编号、包装外形、质

量以及体积等详细汇总信息都是通过附加详细装箱单（Detail P/L）的形式说明的。 

此外工厂出口大批货物，当需要分船运输时，为了租船定仓必须事先告知每个船次待运货物的

名称数量以及体积。此时就需要作成形式装箱单（Proforma P/L）。 

 

《范例 2》整体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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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3》为形式装箱单（Proforma P/L）。该单据除租船定仓之外，在买卖双方制定各自的运输

计划的时候也是十分必要的。通常是在货物到达前 2～3 个月作成，所以无法正确计算出质量以及体

积也是比较正常的事，但是有时对方国家严格要求将误差控制在±5％以内。此时若货物的尺寸和质

量超出了±5％的范围，必须清楚地作好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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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大类商品的包装技术与方法 

 

【内容简介】 

本章陈述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大类商品的包装技术与方法，主要包括：机

械电子类产品、食品、农产品、玩具、纺织品等。附录给出了适用的技术法规或标准。 

导言 

本章技术内容的确定是根据本指南预期的目标、目前我国出口目标国产品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可

开拓的目标国市场。本章技术内容包括适用的、国际公认的技术规范，涉及的范围是目标国现行的

技术法规或标准。技术内容的依据是： 

——国际公认的技术规范； 

——目标国颁布的法令、法规和技术标准； 

——目标国和 ISO 技术标准； 

——目标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本章给出的出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大类商品的包装技术与方法是推荐性的。

出口企业在执行现行包装技术和标准的同时，根据自愿采用的原则，可参照采用，并注意外贸合同

所规定的包装技术方法和标准要求。本章提出的技术要求或给出的方法仅适用于本指南定义的目标

国范围，普遍公认的技术要求对于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包装，也可参照采用。 

出口企业必须执行本章技术内容中所引用的目标国的技术法规，特别要注意目标国技术法规或

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技术法规或标准存在的技术差异和技术差距。鼓励企业在本指南给出的基本要求

的框架内，向进口商咨询更为有效的技术或产品的信息并且与其具体的技术要求协调一致，发展和

创造更为完善让目标国的用户或消费者满意的包装。 

1．机械电子类产品包装和标志 

1.1 概述 

出口目标国的机械电子类产品包装主要涉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布的国际植物检疫的强制

性技术措施，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的设计以及关于安全交货的进出口产品包装规则。 

――国际植物检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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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照执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15号出版物）《国际贸易中木

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具体实施必须按照国家质检总局令（2005年第69号文件）《出境货物木质

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木质运输包装适用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有关条款的要求。 

――推荐采用的日本和韩国标准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KS《包装储运图示标记》 

JIS Z 0303《防锈包装通则》 

JIS Z 0302《防水包装》 

JIS Z 0301《防潮包装》 

JIS Z 1506《瓦楞纸板箱》 

      JIS Z 1403《框架木箱》 

――推荐采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 

AS／NZS1301《瓦楞纸板的测试方法》 

1.2 提示与建议 

出口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机械、电工、电子、仪器仪表、五金工具等产品包装

必须符合我国国家标准和目标国有关进出口货物的包装要求。要特别注意的是，机械电子类产品的

包装所使用的材料和辅助材料，如：塑料薄膜、橡胶、粘合剂等材料，应符合关于保障人身健康和

卫生安全的要求。 

木质（框架木箱、框架胶合板箱）包装仍然是大中型机械、电子设备的理想包装材料。日本在

机械电子类产品包装技术、方法、容器、试验及检验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出口企业可重点参

考日本框架木箱包装标准来考虑出口包装的制作，参见附录。 

需要防水的包装：为了防止外部包装渗水，用焦油防水布或者合成树脂薄膜将小型产品以及内

包装容器包裹好，然后在外包装容器的内壁施加防水材料，尽可能做到全方位防水。但是对于大体

积产品来说，主要是对顶部做防水处理。 

需要防锈的包装：对于粘上水就会生锈或发生品质恶化的产品来说，除了防水还必须做好进一

步的防潮处理。用合成树脂薄膜或者金属等透湿度较低的材料作为防潮包装材料，将物品直接或者

放入内包装容器中之后，尽可能抽尽内部的空气，最后热封口处理。此外为了防止外部温度变化导

致内部发生结露现象，还应该适当地放入干燥剂。 

需要缓冲的包装：对于在运输以及装卸过程中容易受到振动、冲击等外力因素而损坏的产品来

说，为了保障制品安全用缓冲包装填充在物品或者内包装与外装容器之间。对于小型商品的缓冲包

装还需要在内装容器的内部用瓦楞纸板做隔断。 

需要固定的包装：对于具有刚性的产品以及内装容器，为了防止其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在外包

装的内部发生位移以及倾倒，需要采用板材或者填塞材料将其牢牢固定在外装容器的内部。 

电器、仪表类商品包装箱表面印刷应适度，即使小型（家用）电器的单件包装，也不能视为真

正意义上的销售包装。在货架上，这类商品通常是不带包装的展示给消费者，所以此类包装不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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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促进销售的功能，该包装可视为分销包装。 

五金工具类包装的档次有待于提高。实际上不应认为五金件和小工具属于低价值商品。小工具

包装应适于在超市展墙上的悬挂销售，销售包装宜采用泡罩包装，旨在便于展示。五金件防锈可采

用塑料袋包装，适当采用防锈措施，而且考虑每件包装适宜的定量。 

由于集装箱化的发展，出口商品采用海上集装箱运输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外包装也逐渐简

化。有时出口货物是直接装在集装箱中到达目的地的，还有的情况是在目的港卸货后用火车以及卡

车运达最终目的地的，则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外包装方案。此外即使是使用集装箱运输，

如果产品在箱内没有固定好，也会造成运输过程中的损坏，请多加注意。特别是干燥集装箱中填装

有木制容器时，木材中的水分会挥发出来充满整个集装箱，从而导致产品生锈，故而此时必须对产

品加以彻底的防锈包装。 

运输包装箱的外部尺寸应适合集装箱运输，可采用 1200×800、1100×1100、1200×1000 的标准托

盘，避免浪费运输空间。当产品较重，包装箱静载荷能力不足时，可考虑适当降低每个托盘的堆码

层数，例如，原来在 2200mm 的高度上用两个托盘，现改用三个。而不必增加每各包装箱的静载荷

强度。同时，还可考虑在托盘的四个角上加护角支撑，与包装箱捆扎成一个单元。 

装有大型成套设备安装图和随机技术文件的包装箱，其外表面给出明确标示。 

    机械电子类产品的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本条款推荐的以下七个技术文件在本指南第四章、第五章的附录中： 

附录 4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标准《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附录 4B 日本《国际贸易中木制捆包材料的规格指导方针》 

附录 4C 韩国《关于进口货物木质包装材质检疫》主要内容 

附录 3A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200《包装货物－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附录 4H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150《包装包装货物操作的指示标志》 

附录 4I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152《包装产品处理警示标记》 

附录 5M 韩国工业标准 KS A 1513 1996《韩国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可以下载《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2. 食品药品包装和标签 

2.1 概述 

食品和药品包装要求出口企业的生产环境必须符合卫生条件，提供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必须符

合良好的管理规范。 

出口目标国的食品和药品包装（计量包装、分销包装、运输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目标国食品

药品法的规定及标签和标记制度。特别要注意的是，凡是在产品标签上的信息涉及到了剂量和/或药

效、片剂或胶囊，以及药理成分含量等，则此产品归类为药类产品，其包装必须要符合目标国的药

品包装和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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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主要推荐和引用的法规和标准： 

日本《食品卫生法》 

日本日本贸易振兴协会《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日本农林渔业部《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 

日本农林水产部《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日本农林渔业部《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 

韩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和规范》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新西兰包装理事会《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RCP 46 — 1999《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JIS Z 1707《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通则》 

KS A 1512《包装用塑料薄膜》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食品包装适用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所有要求。(关于食品标签的要求见与本指南平行的食品专项) 

2.2 提示与建议 

1、食品和药品包装应满足包装的功能性要求，并能根据要求达到对食品和药品的适用性：1）

保护质量（隔离、机械保护、稳定性）；2）安全性（包括卫生）；3）方便性（在货物的销售和消费

过程中）；4）可销售性（展示、指示、废弃物处理）；5）可使用性（机械加工、印刷适应性、密封/

或气密）。 

2、药品包装应具备能防止掺假、掺毒等防污染的保护功能。为了防止儿童误服药品，凡属于目

标国药品包装法规和保证儿童人身安全的产品，必须使用对儿童具有保护作用的安全盖进行包装。 

3、用于食品和药品包装的材料及容器，可以大致分为纸类、合成树脂（塑料）类、金属类（铁、

铝）、玻璃类、陶瓷类、木材类、纤维类等。纸类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虽然本身没有毒性，但也有可

能被制造过程中的污染物质及保管或流通过程中的微生物影响，发生有害物质。 

4、食品包装用纸或纸制品必须符合目标国有关对砒霜、重金属、荧光增白剂、甲醛、焦油色素

及蒸发残留物等的规定。将废纸用于食品包装材料时，作为润滑剂、涂装剂、墨水原料的多氯联苯

(PCBs)有可能转移到体内当中，具有很强的毒性，所以，出口企业应执行目标国关于限制使用规定。 

5、食品包装用合成树脂类材料不仅是用于食品包装比率最高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成分，而且与食品

直接接触的比率在所有包装材料及容器成分中最高。所以，所有的国家对合成树脂类卫生法规都是

最为广泛而详细的。合成树脂类本身是高分子物质，没有毒性，但是偶尔会因中和及聚合过程中的

未反应物质，及制造过程中添加的物质，而引发了有害性的讨论。各国都对被认定为有害的物质，

从制度层面上设定和限制了残留许可值，并对被证明安全的物质进行使用许可。 

6、食品包装用金属类容器，应注意和避免与包装食品产生反应的铅、锡、铁等金属成分和用于

包装材料里侧涂料的树脂添加物的转移问题。食品包装用玻璃类材料，应注意和避免铅的析出问题。

食品包装用陶瓷类材料，应注意和避免釉所含有的铅、镉、钡等金属类成份的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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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食品包装容器和包装的结构不可以从物理或化学方面轻易污染内装物。与食品接触的包装容

器，其包装时不可以使用焊接方式。接触食品的铜制或铜合金制的包装容器的面进行锗电镀或抛光

等处理，不要危害食品卫生。 

8、制造食品包装容器及包装不能使用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P)。需要使用带有化学成分的着色料

的时，除了使用食品卫生法允许的着色剂外，一律不可以使用其他着色剂。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不

能使用二酸二辛酯(D.A)。 

9、食品包装容器的制造和在包装上印刷时，要充分干透印刷墨水；装入产品时变形的合成树脂

包装材料中的甲苯含量在 2mg/㎡以下。与产品接触的一面不能印刷。 

10、食品分销包装和运输包装箱的外部尺寸应适合单元包装和集装箱运输，分销包装可采用

600×400 的包装模数，构成单元包装。运输包装箱可采用 1200×800、1100×1100、1200×1000 的标准

托盘，避免浪费运输空间。 

11、出口到日本的食品和药品的包装标签须符合以下要求： 

----药品和食品的包装和标签，其内容和用法都必须用日文说明， 

----所有进口食品包括糖果和口香糖的包装和标签必须用日文说明是否有人工色素或防腐剂，并

说明进口者的姓名和地址。 

12、出口到韩国的食品和药品的包装标签须符合以下要求： 

----进口食品包装上及所有标签的文字说明必须用韩文书写、印刷，并在标签上注明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生产厂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数量、容量、批号、产品成分、使用方法和保存方法， 

----标签上还应注明营业许可证号码及在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时的申诉程序； 

13、出口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和药品的包装标签须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规

则》。 

----食品包装标签用英文标明和采用标准的英文字体，清楚易懂、不易褪色，消费者容易看到，

字体不能小于 1.5 毫米，使用字体大小统一，字体与背景明显分开。 

----所有包装食品必须有名称或是合适的标识，印刷字体最小不能小于 3 毫米，清楚地表明食品

特征。食品名称不应仅仅是某一种成分的名称，也不应对产地、特性和加工地等产生误解。 

----食品包装标签上必须标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销售此食品的公司名称和地址。 

----包装好的食品要显示批号。指在同一条件下，一定时间里（通常不超过 24 小时）生产的食品

总和，在×年×月×日使用。 

----标签必须显示食品在哪个国家制造（原产地）。 

----任何包装好的食品，如果其有效期在两年以内，其包装上必须注明有效期。有效期分为 3 种：

1.有效期很短，7 天内；2.有效期较短，7 到 10 天之间；3.有效期较长，90 天到两年之间。 

----有效期用语必须是“在×年×月×日之前使用”，“最好在×年×月×日之前使用”，“某年某日包装”

等。如需特殊储藏食品，要在标签上说明。  

----所有标签都要显示内含物的净重。大包装食品要显示内装小包装的净重和小包装数量。 

----大部分食品的成分都要在标签中说明。成分表中要按照每种成分占食品的比重来排列。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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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必须标明名称，并标明国际添加剂的统一编号。如食品中的二氧化硫每公斤含量超过了 25 毫

克，则必须在成分表中单独说明。 

----食品包装必须有营养表的标识。 

----有些食品不用在标签上标明成分，包括食品包装外表面积小于 100 平方厘米。食品名称已经

标明食品中所含的所有成分，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的。装在密封瓶子内的酒精饮料等不需要成分标

签。 

----食品包装标签禁止宣称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功效；禁止使用可以导致消费者误解为有医疗作

用的文字、注释、声明或设计；禁止使用任何疾病和生理状况的名称或说明；禁止宣称注释减肥食

品或有减轻体重的功效；禁止将分析证书任何部分使用在标签上。 

----食品包装标签文字表述禁止使用“纯的”、“纯天然”、“有机的”、“低酒精含量”、“不含酒精”

和“健康”、“含丰富维他命”等等文字表述。 

----可以将食品包装标签图片和设计用于标签上来显示该食品特征和烹饪方法。但必须伴有“食

谱”和“烹饪建议”等字样。 

----对于特殊食品上的标签有特殊规定。节食食品应该在标签上标注“节食食品”字样，同时附上

配方；已经改变了碳水化合物结构的食品，应该标注“碳水化合物结构改变”字样，并附上碳水化合物

成分表；对于酒精饮料，必须标明 20 摄氏度下的酒精浓度；乳制品应则要求在标签上标明“应冷藏”

字样；对于特殊含有的物质应标明，如“人造增甜食物”、“含有咖啡因”等。 

在目标国，如：日本，标注营养标签是自愿的，但是政府机构要求那些提供营养信息的食品生

产商们在包装标签上应按照营养标签指南提供营养信息。营养标签必须用进口国文字书写。如果一

希望在标签上包括某种成分(例如：维生素成分)的信息，则在标签上还必须标注其他另外 5 个有关该

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 

14、日本日本贸易振兴协会《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和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适用于食品包装容器和运输包装的化学和性能试验。 

本条款主要关注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卫生法所规定的有关包装材料和容器、

包装要求和相关标准，登陆上述国家的官方网站可方便地下载最新公布的信息。 

本条款推荐的以下八项法律文件和技术标准在本指南的第三章、第四章和本章的附录中： 

附录 5I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RCP 46《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附录 3C 日本贸易振兴协会《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附录 5B 日本农林水产省《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 

附录 5C 日本农林水产省《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附录 5D 日本农林水产省《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 

附录 5A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附录 5G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1707《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通则》 

附录 5H 韩国工业标准 KS A 1512《包装用塑料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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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产品包装和标签 

3.1 概述 

出口目标国的农产品（水果、蔬菜、农作植物、谷类产品、转基因食品等）包装和标签涉及预

包装、分销包装和运输包装的强制性技术措施，以及标签和标记制度。 

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法规涉及的产品则必须依照目标国法规执行。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于 2005 年 2 月 8 日通过再确认了，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和 ISO—6661

《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出口企业可参照采用。 

出口农作物的包装和原产地标示可参照日本《植物保护法》、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和韩国《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修订案》（农林部告示第 2006-18 号）、有机农产品包装和标签可参照

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农林水产部第 60 号通告）规定执行。 

本条款主要推荐和引用的法规和标准： 

日本《食品卫生法》 

日本《植物保护法》 

韩国《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修订案》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日本农林渔业部《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 

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ISO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 

3.2 提示与建议 

出口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产品包装必须符合我国国家标准和目标国有关进出

口货物的包装要求。要特别注意的是，出口农产品的包装必须执行目标国的食品卫生法、植物检疫

法和国家农业标准。 

出口农产品的包装标签除了符合目标国食品卫生法和植物检疫法的要求外，要注意符合目标国农业

标准化法所规定的产品质量标签制度。日本农业标准法(JAS) 的包装标签要求如下： 

----所有易腐食品(农产品，肉，海产品，乳制品)的产地 

----生物科技所研制的成分，只限于标签上所注明的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 5%的 24 种由玉米和大豆制

成的食品 

----有机标签，对标注为“有机(organic)”的产品而言，包括强制的第三方认证的要求。不同与最初的

JAS 法，修订版还包括了以下的标签要求：①产品名称②成分名称③净重量或容量④最短的可食用日

期⑤保存方法。 

新鲜的、未煮过的或部分脱水的水果和蔬菜及未加工的谷类产品必须附有目标国要求的由出口国

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材料或容器要达到植物检疫的要求。 

出口企业可针对目标国允许以新鲜形式(在冰冻之前未经加热)进口的冰冻水果蔬菜包装进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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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包装自我认证可以由出口企业，出口商或相关的检验机构进行。 

出口目标国水果和蔬菜预包装优先应选择聚乙烯薄膜、氧化法制造的漂白木浆纸、专用的模塑

聚乙烯或纸质小盘或盒子等。如目标国进口商对预包装的定量没有特殊要求，按本条附录引用的 ISO

标准的规定。本条引用的三个技术文件在本章的附录中，适合储藏或运输的温度来自美国农业部技

术文献。 

水果蔬菜使用的包装材料必须是干净、未使用过的，并且不是植物源性的。水果蔬菜的包装箱

必须明确标记批号和厂家名称。水果和蔬菜包装采用分销包装时，其分销包装的尺寸要求一个人可

搬运，适合超市货架的展示。 

本条款主要关注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卫生法和植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有关农产

品包装材料、容器、、标签和标记要求和相关标准，登陆上述国家的官方网站可方便地下载最新公布

的信息。 

本条款推荐的以下七项法律文件和技术标准在本指南的第三章、第四章和本章的附录中： 

附录 2H 日本《植物保护法》； 

附录 2F 韩国《农作物原产地标示要领修订案》； 

附录 5A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附录 5C 日本农林渔业部《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附录 5D 日本农林渔业部《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 

附录 5E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附录 5FISO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 

4. 纺织品包装和标签 

4.1 概述 

出口纺织品类商品（服装、丝绸等）包装和标签涉及到目标国关于销售包装、运输包装和分销

包装和的强制性技术措施，以及标签和标记制度。 

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法规涉及的纺织品类商品包装和标签必须依照我国国家

标准和目标国法规执行。 

纺织品类商品包装主要涉关于标签的基本要求。 

本条款主要推荐和引用的法规和标准： 

日本《消费品进口规则》； 

日本《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纺织品、塑料制品、电器、杂项制品标签规定》； 

新西兰《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 

纺织品类商品包装同样适用：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纺织品类商品包装适用本指南第二章和第四章提出的有关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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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示与建议 

出口到日本的纺织品及服装的包装必须执行日本《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反对不合理溢价和

误导性表示法》、《含有有害物质的家庭用品管理法》的法律规定。服装标签上必须标注以下信息： 

----必须按 JIS 和 KS 标准规定的术语和图标表示来标示纤维成分、洗涤方法和其他处理方法 

----加入特殊涂料的服装标签必须标明防水。雨衣等产品不必标明，除非对涂层有其他的要求。 

----局部使用皮革的产品标签要标明皮革的种类。 

----产品标签必须标明对标签内容负有责任的团体或厂家。 

----产品标签必须标明原产国，以确保消费者不会接收实际产地方面的误导信息。“原产国”的含义

是实施行为使产品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国家。 

出口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服装的包装标签要符合“澳洲竞争与消费委员会”制定的惯例。 

----服装标签上要说明每种纤维成分，如毛、棉。 

----服装上贴永久性标签，应包含适当的说明。用英文书写，并不得用不具普遍性的标志。 

----通常说明是 5 条：严禁处理方式、烘干说明、干洗说明、 洗涤说明、熨烫说明 

----儿童睡衣应标有易燃等级的提醒。 

高档服装可采用悬挂式运输，防止产品受压后产生皱摺。 

采用纸箱包装时，应按合同书表明每箱的型号（尺寸）。纸基胶带封箱，至少捆扎两道，不开提

手孔。箱表面需印刷必要的商品信息：名称、数量、型号（尺寸）、货号，生产商（销售商）名称，

地址等，并且不被捆扎带遮挡。 

纺织品标签的基本要求的主旨在于真实的和准确的表达纺织纤维的组成成分。 

纺织品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本条款推荐的以下四项法律文件和两项技术标准在本指南的第二章、第三章和本章附录中： 

附录 2B 日本《消费品进口规则》； 

附录 2D 日本《家庭用品质量标签法》； 

附录 2J 新西兰《消费品包装实用规范》； 

附录 3A JIS Z 0200《包装货物的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5. 玩具包装和标签 

5.1 概述 

玩具包装和标签涉及销售包装、运输包装和分销包装，特别要注意的是，对不同类型的产品确

定适用的标签表达，对儿童玩具要做到安全包装。 

本条款推荐的技术标准和法规： 

日本《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玩具包装适用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有关条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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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示与建议 

应依据目标国产品的分类确定玩具包装及标签的内容和必要的警告用语。 

玩具销售包装适合自助式销售，体积较小的应能够让消费者看见内装物的主要表面。包装装潢

应适度，标签内容明显，清晰，消费者需要了解的商品信息放在显要位置。使用胶带的粘度不宜过

高，避免在消费者在打开包装时撕掉包装或产品上的有用信息。 

玩具使用软塑料袋包装必须做到保障儿童安全，软塑料袋材料的技术规格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

目标国关于对玩具的使用规定，应使用厚度合格的材料制作。 

玩具包装中的使用说明必须按国家标准编制标注，做到规范和清晰。 

出口企业应执行目标国关于玩具安全包装和标识的法律规定及标准要求，特别是涉及的儿童安

全包装要求。 

日本玩具安全基准合格标识： 

 

这个标识称为“STマ－ク”，“ST”是“Safety Toy（安全なおもちゃ）”的简称。由日本玩具協

会设立。 

目前，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玩具产品会对环境产生如何的污染，其可回收

性如何等等，都可以通过玩具包装上的环保标识表达出来。由于玩具产品本身和其包装的成分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所以玩具包装上标出的环保标识也就体现出多样性和针对性。 

    循环标识是最常见的环保标识之一，其含义一般可表达为“3个‘R’”，即：“Reduce”——可降

解还原；“Reuse”——可再生利用；“Recycle”——可进行循环再生处理。  

日本市场上的玩具包装上，还会出现这样的环保标识： 

 

左边起： 

第一个：紙パック（纸制包装）的可循环回收标识。 

第二个：スチ－ル（钢铁制品）的可循环回收标识。 

第三个：纸制品的可循环回收标识。 

第四个：アルミ（铝制品）的可循环回收标识。 

第五个：表示ネタ（原料）可循环利用。 

第六个：プラスチック製容器包装（塑料容器包装）的可循环回收标识，于 2001 年 4 月 1 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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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由日本《資源有効利用促進法》设立。 

玩具包装使用的标签应粘贴牢固。 

玩具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本章附录中的三个技术文件在本指南第四章和本章附录中： 

附录 3C 日本《食品、器具、容器和包装、玩具、清洁剂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附录 3A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0200《包装货物——评价试验方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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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A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 

 

FoodStandards Code 

 

标准1.2.1  

标签使用及其他信息要求 

APPLICATION OF LABELLING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目的： 

本标准规定了1.2部分包含的通用标签的使用和其他信息要求，以及本法规第二章涉及的某些具

体食品的标签和信息要求。本部分对销售食品的标签要求，以及某些不要求附带标签的食品在销售

时必须提供的信息作出了规定。第二章的食品标准将对具体食品种类作出硬性的附加标签和信息规

定。 

条文简介： 

1 术语阐释 

2 零售食品或餐饮食品标签 

3 非零售食品标签 

4 与食品有关的信息规定 

条款： 

1. 术语阐释： 

在本部分： 

餐饮食品 foods for catering purposes 指为饭店、小吃店、学校、餐饮包办或餐饮自给机构等地供应

的用于即时消费的食品。 

公司内部调动 intra company transfer 指食品在某一公司内部部门之间的调动，在某一母公司的多个

子公司之间的调动，或在母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调动。 

零售 retail sale 指面向大众的销售 

小包装 small package 指表面积小于100cm
2的包装。 

运输外包装 transportation outer 指用来盛放已包装或未包装的食品以利于运输或分销的容器或包

装材料。它们在食品使用或提供给零售商之前被去除，换言之，此类包装不会被食品购买者买走。 

2. 零售食品或餐饮食品标签： 

(1) 根据分条款(2)的规定，零售食品或餐饮食品必须附带标签，标明本法规规定的所有信息，以下情

况除外： 

(a) 非包装食品；或 

(b) 食品在内包装内，在没有外包装的情况下不予销售，除非是表面积不小于30cm
2的独立的部分

包装，此包装上的标签必须包含符合标准1.2.3中条款4某些内容的声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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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食品根据其销售前提制做并包装；或 

(d) 食品在买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包装；或 

(e) 食品为完整或切割的水果和蔬菜（发芽的种籽或类似产品除外），其包装不会模糊水果或蔬菜

的性质或品质；或 

(f) 在买方快递订单情况下，食品为交货包装，并将很快被消费掉；或 

(g) 食品在资金募集活动中销售。 

(2) 除了分条款(1)的规定，零售和餐饮用食品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a) 标准1.2.3中的分条款2(2), 3(2), 4(2)和5(2)； 

(b) 标准1.2.6； 

(c) 标准1.2.8中的分条款4(2)和3(2)； 

(d) 标准1.2.10中的分条款2(3)； 

(e) 标准1.2.11中的分条款2(2)和2(3)； 

(f) 标准1.5.2中的分条款4(3)； 

(g) 标准1.5.3中的第6款； 

(h) 标准2.21中的分条款4(3),以及第5、6和10款； 

(i) 标准2.2.3中的第3款； 

(j) 标准2.6.3中的分条款3(2)； 

(k) 标准2.6.4中的分条款3(3)和3(4)； 

(l) 标准2.9.4中的分条款3(1),3(2),3(3)和3(4)。 

3. 非零售食品标签： 

(1) 在分条款(2)的前提下, 以下食品： 

(a) 非零售食品；或 

(b) 非餐饮用食品；或 

(c) 公司内部调动食品； 

必须附带包含标准1.2.2中第1、2和3款所规定信息的标签, 以下情况除外： 

(d) 非包装食品；或 

(e) 食品有内外双层包装, 外包装的标签内容已包含了标准1.2.2下第1、2和3款所规定的信息；或 

(f)食品置于运输外包装内，标准1.2.2中第1、2和3款规定的信息可以透过运输外包装、从里面包装

物的标签上清晰辨认。 

(2) 如果某食品的附带文件中已提供了标准1.2.2中条款3所规定的信息, 则对食品标签不做要求。 

4. 非零售食品等相关信息规定： 

(1) 如果购买方或相关机构要求, 则以下包装食品： 

(a) 非零售食品；或 

(b) 非餐饮用食品；或 

(c) 公司内部调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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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附带足够的与该食品相关的信息, 以使购买方可依照以下要求行事： 

(d) 本法规规定的配料要求；和 

(e) 本法规的标签即其他声明要求。 

(2) 如果相关机构或购买方要求, 分条款(1)中涉及的信息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供。 

标准1.2.3 

强制警示性和建议性说明和声明 

MANDATORY WARNING AND ADVISORY STATEMENTS AND 

DECLARATIONS 

目的： 

本标准规定, 某些食品或含有某些物质的食品必须具有强制建议性说明和声明。 

条文简介： 

1 术语阐释 

2 强制建议性说明和声明 

3 强制警示性说明和声明 

4 关于食品中某些物质的强制声明 

5 关于含有多羟基化合物或聚葡萄糖的食品的建议性声明 

条款： 

1 删略 

2 强制建议性说明和声明 

(1) 列在本条款附表第一栏的食品包装上的标签，必须包含第二栏所列与该食品相关的建议性说明。 

(2) 如果列在本条款附表第一栏的食品不要求附带符合标准1.2.1条款2规定的标签，附表第二栏所列

与该食品相对应的建议性说明必须： 

(a) 结合食品展示一同展示；或 

(b) 根据买方要求提供。 

附注： 

2 (2)(b)款要求食品的零售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条款2所附表格中规定的信息。 

 

条款2 附表 

第一栏 第二栏 

食品 Food 建议性声明 Advisory Statement 

作为食品出现的蜜蜂花粉，或按照标准1.2.4

规定含有作为配料的蜜蜂花粉的食品。 

声明该食品中含有蜂蜜花粉，可能引起严重过

敏反映。 

谷类饮料之类的食品，如果脂肪含量不多于

2.5% m/m，蛋白质少于3% m/m，或只含有少

于3% m/m的蛋白质。 

声明对于五岁以下儿童，该食品不宜作为全乳

品替代品。 

根据直接食用说明还原的谷制脱水或干燥食 声明对于两岁以下儿童，该食品不宜作为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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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果脂肪含量不多于2.5%m/m，蛋白质少

于3%m/m，或只含有少于3%m/m的蛋白质。 

替代品。 

根据直接食用说明还原的炼乳、乳粉，以及豆

制或谷制的同类食品，如果脂肪含量不多于

2.5%m/m。 

声明对于两岁以下儿童，该食品不宜作为全乳

品替代品。 

含有天门冬氨酰苯丙氨酸甲酸或天冬胺–醋磺

内酯盐的食品 

声明该食品含有苯基丙氨酸 

含有奎宁的食品 声明该食品含有奎宁 

含有瓜拉那或瓜拉那提取物的食品 声明该食品含有咖啡因。 

如标准2.4.2中规定的含有植物甾醇酯的食品 声明： 

1.该食品饱和脂肪含量低，富含水果与蔬菜纤

维，作为节食食品的一部分，应适度食用； 

2.不建议婴儿、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妇女食用，

除非在医生指导下食用；和 

3.正在服用降胆固醇药物的消费者应该向医

生咨询该食品与药物的相容性。 

如标准2.4.2中规定的含有高油植物甾醇的食

品 

声明： 

1．该食品饱和脂肪含量低，富含水果与蔬菜

纤维，作为节食食品的一部分，应适度食用； 

2．不建议婴儿、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妇女食

用，除非在医生指导下食用；和 

3．正在服用降胆固醇药物的消费者应该向医

生咨询该食品与药物的相容性。 

如标准1.2.4规定，含有添加咖啡因的可乐类饮

料，或按标准1.2.4规定，含有配料中加入了咖

啡因的可乐类饮料的食品 

声明此食品中含有咖啡因 

脂肪含量不多于2.5% m/m的豆制或谷制的乳

品和饮料 

声明对于两岁以下儿童，该食品不宜作为全乳

食品食用。 

蜂胶作为食品或如标准1.2.4规定配料中含有

蜂胶的某种食品 

声明该食品中含有蜂胶，可能引起严重过敏反

应。 

未经高温消毒的蛋制品 声明该食品未经高温消毒 

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和液体奶制品 声明该食品未经高温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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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牛奶”的定义见标准2.5.1,“奶粉”和“炼乳”的定义见标准2.5.7。 

条款2附表中“复原”一词指将奶粉和炼乳还原到其初始状态的水合物。 

条款2附表中对甜味素天冬胺–醋磺内酯盐(INS 962)做出了详细规定, 因为它是一种区别于冬

氨酰苯丙氨酸甲酸与醋磺内酯盐钾混合物的食品添加剂。 

    1.强制警示性说明和声明： 

(1) 在本条款附表第一栏的食品包装上的标签，必须包含第二栏所列与该食品相关的警示性说明。 

(2) 如果列在本条款附表第一栏的食品不要求附带符合标准1.2.1条款2规定的标签，附表第二栏所列

与该食品相对应的警示性说明必须结合食品展示一同展示。 

条款3附表 

第一栏 第二栏 

食品 警示性说明 

作为食品的蜂王浆；或按照标准1.2.4规定，配

料中含有蜂王浆的食品 

该食品含有蜂王浆，已有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

报告，特别是哮喘病和过敏症患者，偶有死亡

病例发生 

2.食品中某些物质的强制性声明： 

(1) 食品中含有本条款附表所列的任何一种物质，必须按照分条款(2)之规定予以声明, 当这些物质以

下述形式出现在某食品中时： 

(a) 一种配料；或 

(b) 复合配料中的一种配料；或 

(c) 一种食品添加剂或食品添加剂的组成成分；或 

(d) 一种加工助剂或某种加工助剂的组成成分。 

(2) 如果某食品含有本条款附表所列的任何一种物质，则必须： 

(a) 在食品包装标签上予以声明；或 

(b) 如果根据标准1.2.1条款2规定该食品无须附带标签，则需： 

(i) 在食品展示时予以声明；或 

(ii) 在购买方要求下予以声明。 

附注： 

4(2)(b)款要求食品的零售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条款2附表中所规定的信息。 

条款4 附表 

含有麸质的谷类及其产物，即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和斯佩耳特小麦，以及它们的杂交产

物。如标准2.7.2和2.7.5中分别规定，如果这些物质出现在啤酒和烈酒内，则不包括在内。 

甲壳纲动物及其制品 

蛋类及蛋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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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及鱼肉制品 

乳及乳制品 

花生、黄豆及其制品 

附加的10mg/kg或更浓的浓缩亚硫酸盐 

树上的坚果、芝麻籽或其制品 

附注: 

1. 根据条款4可将附表涉及的物质列入食品配料表中。 

2. 任何免除配料表的食品，如果含有条款4附表中所列物质，仍须按照要求做出声明。 

3. 在同类食品中，制造商有时会使用一种配料替代另一种配料。如果某替代配料中含有条款

4附表所列物质，则必须在食品标签中指出此食品中含有该物质。如果类似配料替代经常出现，

制造商可以在配料表中指出该食品含有某配料或另一配料(如：含有巴西坚果或腰果)。 

4. 条规中所用术语“蛋类及蛋制品”和“甲壳纲动物及其制品”包括所有来自条款4附表所列物

质的产品。 

5. 亚硫酸盐应以与其它食品添加剂相同的方式予以声明。 

6. 椰子是棕榈树(椰子树)的果实, 通常不认为是树上的坚果。 

3.含有多羟基化合物或聚葡萄糖的食品必备的建议性声明： 

(1) 如果某食品含有以下所列任何物质, 则该食品包装标签必须包含有关“过量食用该食品可能导致

轻微腹泻”的建议性说明： 

(a) 本条款附表1所列物质, 单独或混合含量等于或超过10 g/100 g；或 

(b) 本条款附表2所列物质, 单独或混合含量等于或超过25 g/100 g；或 

(c) 本条款附表1中物质与附表2中任何物质混合含量等于或超过10 g/100 g。 

(2) 如果含有分条款（1）所涉及的任何物质的食品不要求附带符合标准1.2.1条款2规定的标签，则有

关“过量食用该食品可能导致轻微腹泻”的建议性说明必须： 

(a) 在食品展示时予以展示；或 

(b) 根据购买方要求提供。 

附注: 

5(2)(b)款要求某食品的零售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条款2附表中所规定的信息。 

条款5附表1 

物质 Substance 

乳糖醇 Lactitol 

麦芽糖醇 Maltitol 

麦芽糖醇糖浆 Maltitol syrup 

甘露醇 Mannitol 

木糖醇 Xylitol 

条款5附表2 

物质 Substance 

赤藻糖醇 Erythritol 

异构麦芽糖(异构麦芽糖醇)  Isomalt 

聚葡萄糖 Polydextrose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0192


 302 

山梨糖醇 Sorbitol 

标准1.2.4 

成份标签 LABELLING OF INGREDIENTS 

目的： 

该标准为食品配料和混合配料的标签与命名做出了具体要求。 

条文简介： 

1 术语阐释 

2 关于配料说明的要求 

3 配料说明中需要列出的所有配料 

4 以普通名称、描述性名称或属名列出的配料 

5 以加入量递减顺序排列的配料 

6 复合配料声明 

7 选择性配料声明 

8 食品添加剂声明 

9 维他命和矿物质声明 

表1: 食品添加剂种类 

表2: 食品添加剂编码 

条款： 

1. 术语阐释:  

在本标准中： 

复合配料指其本身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配料复合而成的食品配料。 

配料指的是在食品的准备、制做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任何物质，包括食品添加剂。 

2. 关于配料说明的要求:  

食品包装标签上的内容必须包括配料说明, 以下情况除外： 

(a) 该食品标签以该食品本身为标题, 其本身就是配料表中所列配料；或 

(b) 该食品为本法规标准2.7.2到2.7.5中所规定的酒精饮料；或 

(c) 该食品的包装物很小；或 

(d) 该食品为液状乳或乳制品, 奶油或奶油制品, 其销售包装为玻璃瓶, 除瓶盖标示外再无其他标

签。 

附注： 

标准1.2.3第4款要求含有附表中某些物质的食品必须在标签中声明这些物质的存在,如蛋类和

蛋制品。因此,本标准条款2所列例外情况不适用于上述条款。 

“配料”、“以递减顺序排列的配料”、“原料（由…制造）”、“成分（由…组成）”或 “所含成分” 

等同等功能的词语都可以作为配料说明的标题。 

3. 配料说明应列明所有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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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配料说明必须列明所使用的每一种配料, 以下配料除外： 

(a) 标准1.3.1表5规定的调味料之一；或 

(b) 制做过程中已完全挥发的某挥发性配料；或 

(c) 附加的水, 如果 

(i) 该水系用于复原脱水的或浓缩的配料； 

(ii) 该水系肉汤、盐水或糖浆的组成部分, 而以上成分已在配料表中声明或本身就是食品名称的

一部分；或 

(iii) 该水在成品中的含量小于5%；或 

(d) 标准1.3.3.3中所规定的作为加工助剂使用的物质。 

4. 以普通名称, 描述性名称或属名列出的配料: 

在食品配料说明中必须声明的配料可以使用以下名称： 

(a) 普通名称；或 

(b) 真实描述配料性质的名称；或 

(c) 适当时使用本条款附表中规定的属名。 

附注: 

“普通名称”一词在4(a)中没有技术上的含义，只是普通层面上的意义。 

配料名称应该充分详细和准确，以保证没有虚假、误导或欺骗性，或误导和欺骗的趋向。条

款4附表中列出的通用名称可能同时伴有一个或多个适用词语，以进一步说明该配料，如：干

酪粉、禽肉片、干蔬菜。 

条款4 附表 

通用名称 使用条件 

谷类 

如果是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和斯佩耳特小

麦，以及它们的杂交产物，则该谷类的具体名

称必须声明 

奶酪 无具体条件限定 

可可脂 无具体条件限定 

糖腌水果 无具体条件限定 

脂肪或油类 

1. 必须证明该油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 

2. 如果是花生油、大豆油或芝麻油，必须声

明其具体原料 

3. 如果是奶制品，包括冰激淋在内，则动物

脂肪或油类来源必须明确声明 

4. 不得用于甘油二酯 

鱼类 
如果是甲壳纲动物，则该动物的具体名称必须

声明 

水果 无具体条件限定 

胶基 无具体条件限定 

香草 无具体条件限定 

肉类 无具体条件限定 

乳蛋白质 无具体条件限定 

固体奶 无具体条件限定 

坚果 坚果具体名称必须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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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 无具体条件限定 

香料 无具体条件限定 

淀粉 

如果该淀粉来源是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和

斯佩耳特小麦，以及它们的杂交产物，则该谷

类的名称必须明确声明。 

此处“淀粉”指任何未改性淀粉或任何通过物

理手段或酶生成的变性淀粉。 

糖 

1．用来指白糖、精致白糖、幼糖、细砂糖、

块糖、方糖、糖粉、咖啡糖包、咖啡调糖和原

蔗糖 

2．在配料标示中不得仅泛泛使用一个“糖”字。 

蔬菜 无具体条件限定 

附注： 

“固体奶”用来指奶粉、脱脂奶粉、本法规中规定的奶粉和/或以下配料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

乳清、乳清粉、乳清蛋白、乳糖、酪蛋白酸、乳蛋白及乳脂肪。 

5．以加入量递减顺序排列的配料:  

(1) 配料标示中的配料必须以加入量递减顺序进行声明, 以下情况除外： 

(a) 如果某脱水或浓缩配料在食品的准备、生产和处理过程中被还原，这种情况下，该配料在配料

表中的位置应该由其浓缩或脱水前的重量决定；和/或 

(b)如果脱水或浓缩食品将按使用说明被还原，在这种情况下，配料可按其在还原产品中所占比例

递减排列，前提是业已明确：配料将按还原时重量排序的方式予以声明；和/或 

(c) 补充的水分和挥发性配料必须按照分条款5(2)予以声明；和/或 

(d) 复合配料必须按照条款6予以声明。 

附注: 

配料的说明可以“还原时成分”等词语为标题, 以明确配料将以它们还原时重量排序的方式予

以声明。 

(2) 补充的水分或挥发性配料必须在配料表中予以声明，位置紧随比其加入量高的配料之后，但其重

量的计算应按补充的水分或挥发性配料的加入量减去在准备、制做或处理食品的过程中为还原脱水

或浓缩的配料而去掉和/或用掉的配料的量。 

6. 复合配料声明:  

(1) 复合配料必须在配料说明中予以声明： 

(a) 除标准2.9.2所规定食品外, 均需在配料表中的恰当位置标明复合配料的名称，并根据分条款(2)

将其配料列明；或 

(b) 将复合配料的所有组成成分分别列出，就好像这些成分都是该食品成品的单独配料。 

附注: 

例如：罐装意大利面的配料表有两种表示方法： 

根据选项(a)，可以表示为：“意大利面条(面粉、鸡蛋、水)、肉、糖、水”，或 



 305 

根据选项(b)，可以表示为：“面粉、肉、鸡蛋、糖、水”。 

(2) 除本法规2.7部分对酒精饮料的规定以外,复合配料的组成配料必须列在该复合配料名称后的括弧

内，并根据本条款附表的规定，以其在该复合配料中的加入量递减顺序排列。 

条款6附表 

复合配料在食品中的量 配料表中应含的复合配料的组成配料 

5 %或以上 所有组成配料 

5 %以下 
根据标准1.2.3条款4的规定，复合配料中所有

在食品成品中起技术作用的食品添加剂 

附注: 

判断一种食品添加剂是否在食品中起到技术作用有时会有难度, 取决于含有该添加剂的

复合配料的性质以及使用该复合配料的食品。在这一点上，生产商应该考虑食品成品的关键

因素有哪些（如保质期、色泽、口感等），并判断这种复合配料中的食品添加剂是否能够影

响这些关键因素。如果有影响，则很可能该食品添加剂在食品成品中起到了技术作用，应该

在配料表中予以声明。 

有些作为复合配料组成成分的食品添加剂，可能因某些加工问题在食品成品中不发挥技

术作用。例如，如果苹果肉用来做馅饼，然后进行烘烤，则其中的防腐剂在烤馅饼中就未必

能发挥技术作用。同样，如果奶粉混合到了蛋糕里，则其中的卵磷脂就不可能在蛋糕中发挥

技术作用。因此，生产商在设计标签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食品生产商可以向配料提供商或食品添加剂生产商了解某一食品添加剂是否可能在食品

成品中发挥技术作用。假如生产商被问到某个具体添加剂为什么被列入或不被列入配料表，

这类信息也会很有价值。 

7. 选择性配料声明:  

如果某食品中的一种配料会替换成另外一种性能相似的配料，导致食品成分的轻微变化，则配

料表中必须列出这两种配料，以表明选择性或替代性配料均应予以声明。 

附注： 

例如，某饼干的配料可以表示为：面粉、红花油或葵花籽油、糖、水。 

8.食品添加剂声明： 

(1) 食品添加剂必须根据本标准的配料标示要求予以声明。 

(2) 如果某一必须声明的添加剂可以归类到本标准附表1中所列添加剂类别之一, 则该添加剂必须以

其所属类的名称声明, 并根据附表2所示, 在类别名称后的括弧内标明该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编码。 

(3) 分条款(2)不适用于对可选类“酶类”的声明。 

(4) 如果某食品添加剂可以归为一个以上的类别，必须使用最恰当的类别名称。 

(5) 如果某食品添加剂无法归类到附表1所规定的任一类别中，则必须以其规定名称在配料表中声明。 

(6) 根据分条款(9)，如果某一调味料被加入或作为食品的一种配料被使用，则必须在配料表中以下述

方式予以声明： 

(a) 使用“调味品”或“香料”等词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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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更具体的名称或对该调味品进行描述。 

(7) 如果L-谷氨酸、谷氨酸钠、L-谷氨酸钾、二L-谷氨酸钙、L-谷氨酸铵、二L-谷氨酸镁、鸟苷酸二

钠、肌苷酸二钠，和5'-呈味核苷酸酸二钠作为一种调味品或配料加入某食品，则必须根据分条款(2)

对其使用作出明确声明。 

(8) 如果某食品中的一种配料会替换成另外一种性能相似的配料，导致食品成分的轻微变化，则配料

表中必须列出这两种配料，以表明选择性或替代性配料均应予以声明。 

(9) 如果食品中加入了咖啡因，配料表中必须注明含有咖啡因。 

附注： 

在8(3)中，酶类物质只需标明其类别名称“酶”即可，无须标明该酶类物质的具体名称。 

对8(8)举例如：如果某生产商选择使用防腐剂X半年，防腐剂Y半年，则食品标签需要标

明在食品的准备、生产和处理过程中交替使用了两种防腐剂。标示方式如：防腐剂（X或Y），

此处的X和Y既可以使用添加剂的具体名称也可以使用其编码。 

生产商还可以根据以下法规，使用其他名称来限定类别名称或食品添加剂：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食品卫生法》、《澳大利亚联邦公平贸易法》，及1974年的《贸

易行为法》，这些都是针对虚假、误导和/或欺骗性行为或表述的法规； 

新西兰：1981年的《食品法》和1986年的《公平贸易法》，同样都是针对虚假、误导或欺骗

性行为和/或表述的法规。 

9. 维他命和矿物质使用声明： 

如果食品中使用了维他命或矿物质，根据本标准条款8的规定，可以使用类别名“维他命”或“矿

物质”予以声明。 

表1 食品添加剂类别 

规定类别名 Prescribed class names 

Acid 酸 

Acidity Regulator 酸度调节剂 

Alkali 碱 

Anticaking Agent 抗结剂 

Antioxidant 抗氧化剂 

Bulking Agent 增体剂 

Colour 色素 

Emulsifier 乳化剂 

Firming Agent 固化剂 

Flavour Enhancer 增味剂 

Foaming Agent 发泡剂 

Gelling Agent 胶凝剂 

Glazing Agent 上光剂 

Humectant 保湿剂 



 307 

Preservative 防腐剂 

Raising Agent 膨胀剂 

Stabiliser 稳定剂 

Sweetener 甜味剂 

Thickener 增稠剂 

可选类别名 Optional class names 

Antifoaming Agent 消泡剂 

Emulsifying Salt 乳化盐 

Enzyme 酶 

Mineral Salt 矿盐 

Modified Starch 变性淀粉 

Vegetable Gum 植物胶 

附注： 

在可能的情况下，配料表中的食品添加剂的声明，应当使用表一所列的规定类别名称而

非可选性类别名称。 

许可使用可选类别名称，如：消泡剂、乳化用盐、酶、天然盐、改型淀粉和植物胶，保

留这种许可是为了继续沿用国际承认的食品标签惯例。 

表1所列物质可以发挥标准1.3.1附表5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作用。然而，有时此类物质也

可以用作加工助剂，可以不要求标示（如：酶、消泡剂等）。 

表2 第一部分 

食品添加剂编码（字母顺序）Food Additive Code Numbers (alphabetical order) 

规定名称 Prescribed Name 编码 Code No. 

Acacia or gum Arabic 阿拉伯树胶 414 

Acesulphame potassium 乙酰磺胺酸钾 950 

Acetic acid, glacial 冰乙酸 260 

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乙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472a 

Acetylated distarch adipate 乙酰化己二酸双淀粉 1422 

Acetylated distarch phosphate 乙酰化磷酸二淀粉 1414 

Acid treated starch 酸处理淀粉 1401 

Adipic acid 己二酸 355 

Agar 琼脂 406 

Alginic acid 藻酸 400 

Alitame 阿力甜 956 

Alkaline treated starch 碱处理淀粉 1402 

Alkanet or Alkannin 朱草或紫草红 103 

Allura red AC 诱惑红AC 129 

Aluminium 铝 173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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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inium, calcium, sodium, 

magnesium, potassium and 

ammonium salt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酯(带有铝、钙、钠、

钾、铵基) 

470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 559 

Amaranth 苋菜红 123 

Ammonium acetate 乙酸铵 264 

Ammonium adipates 己二酸铵 359 

Ammonium alginate 藻酸铵 403 

Ammon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氢铵 503 

Ammonium chloride 氯化铵 510 

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铵 380 

Ammonium fumarate 富马酸铵 368 

Ammonium hydrogen carbonate 碳酸氢铵 503 

Ammonium lactate 乳酸铵 328 

Ammonium malate 苹果酸铵 349 

Ammon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铵 342 

Ammonium phosphate, monobasic 

or Ammonium dihydrogen 

phosphates 
磷酸二氢铵 342 

Ammonium salts of phosphatidic 

acid 
磷脂酸铵盐 442 

α-Amylase α-淀粉酶 1100 

Annatto extracts 胭脂树橙提取物 160b 

Anthocyanins or Grape skin extract 

or Blackcurrant extract 

花色素苷类或葡萄皮提取物

或黑醋栗提取物 

163 

 

Arabinogalactan or larch gum 阿拉伯树胶或落叶松胶 409 

Ascorbic acid 抗坏血酸 300 

Ascorbyl palmitate 抗坏血酸棕榈酸脂 304 

Aspartame 天门冬酰苯丙氨酸甲酸 951 

Aspartame-acesulphame salt 天冬胺–醋磺内酯盐 962 

Azorubine or Carmoisine 偶氮玉红; 淡红 122 

b-apo-8’ Carotenoic acid 

methyl orethyl ester 

β- 阿朴 -8’- 胡萝卜素

酸，甲酯或乙酯 
160f 

b-apo-8’ Carotenal β-阿朴-8’-胡萝卜素醇 160e 

Beeswax, white and yellow 蜂腊，白色和黄色 901 

Beet red 甜菜红 162 

Bentonite 膨润土 558 

Benzoic acid 苯甲酸 210 

Bleached starch 漂白淀粉 1403 

Bone phosphate 骨质磷酸盐 542 

Brilliant black BN or 

Brilliant  black PN 
亮黑BN/PN 

151 

 

Brilliant Blue FCF 亮蓝FCF 133 

Brown HT 棕色HT 155 

Butane 丁烷 943a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丁化羟基茴香醚 320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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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丁化羟基甲苯 321 

Calcium acetate 乙酸钙 263 

Calcium alginate 藻酸钙 404 

Calcium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钙 556 

Calc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钙 302 

Calcium benzoate 苯甲酸钙 213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钙 170 

Calcium chloride 氯化钙 509 

Calcium citrate 柠檬酸钙 333 

Calcium disodium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ate 

or calcium disodium EDTA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钙 

385 

 

 

Calcium fumarate 富马酸钙 367 

Calcium gluconate 葡糖酸钙 578 

Calcium glutamate 谷氨酸一钙 623 

Calcium hydroxide 氢氧化钙 526 

Calcium lactate 乳酸钙 327 

Calcium lactylate 硬脂酰乳酸钙 482 

Calcium malate 苹果酸钙 352 

Calcium oleyl lactylate 乳酰酸油烯钙 482 

Calcium oxide 氧化钙 529 

Calcium phosphate, dibasic or 

calcium hydrogen phosphate 
磷酸氢钙 341 

Calcium phosphate, monobasic or 

calc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磷酸二氢钙 341 

Calc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钙 341 

Calcium propionate 丙酸钙 282 

Calcium silicate 硅酸钙类 552 

Calcium sorbate 山梨酸钙 203 

Calcium stearoyl lactylate 乳酰化硬脂酸钙 482 

Calcium sulphate 硫酸钙 516 

Calcium tartrate 酒石酸钙 354 

Caramel I 酱色Ⅰ 150a 

Caramel II 酱色II 150b 

Caramel III 酱色 III 150c 

Caramel IV 酱色IV 150d 

Carbon blacks or Vegetable carbon 碳黑或植物碳 153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290 

Carnauba wax  蜡 巴西棕榈 903 

Carotene 胡萝卜素 160a 

Carrageenan 鹿角菜胶 407 

Cellulose microcrystalline 微晶纤维素 460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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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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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72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041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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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ose, powdered 粉末纤维素 460 

Chlorophyll 叶绿素 140 

Chlorophyll-copper complex 叶绿素铜络合物 141 

Chlorophyllin copper complex, 

sodium and potassium salts 
叶绿酸铜络合物，钾和钠盐 141 

Choline salts 胆碱盐 1001 

Citric acid 柠檬酸 330 

Citr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柠檬酸和脂及酸甘油酯 472c 

Cochineal or carmines or carminic 

acid 
胭脂虫红 

120 

 

Cupric sulphate 硫酸铜 519 

Curcumin or turmeric 姜黄素类 100 

Cyclamate or calcium cyclamate or 

sodium cyclamate 

环己基(代)磺酰胺酸钙或糖

精钠 
952 

Dextrin roasted starch 糊精，焙烧淀粉 1400 

Diacetyltartar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二乙酰酒石酸和脂肪酸甘油

酯 
472e 

Dimethyl dicarbonate 二甲基碳氢盐 242 

Dioctyl sodium sulphosuccinate 二辛基磺琥珀酸钠 480 

Disodium 5’-ribonucleotides 5’-核糖核苷酸二钠 635 

Disodium 5’-guanylate 5’-鸟苷酸二钠 627 

Disodium 5’-inosinate 5’-肌苷酸二钠 631 

Distarch phosphate 磷酸二淀粉 1412 

Dodecyl gallate 棓酸十二烷酯 312 

Enzyme treated starches 酶处理淀粉 1405 

Erythorbic acid 异抗坏血酸 315 

Erythritol 赤藻糖醇 968 

Erythrosine 赤藓红 127 

Ethyl maltol 乙基麦芽酚 637 

Fast green FCF 坚牢绿FCF 143 

Ferric 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铁铵 381 

Ferrous gluconate 葡糖酸亚铁 579 

Flavoxanthin 黄黄质 161a 

Fumaric acid 富马酸 297 

Gellan gum 结冷胶 418 

Glucono δ-lactone or Glucono 

delta-lactone 
葡萄酸δ-内酯 575 

Glucose oxidase 葡萄糖氧化酶 1102 

L-glutamic acid L- 谷氨酸 620 

Glycerin or glycerol 丙三醇 422 

Glycerol esters of wood rosins 树脂甘油 445 

Glycine 甘氨酸 640 

Gold 金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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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 绿色S 142 

Guar gum 瓜耳胶 412 

4-hexylresorcinol 4-己基间苯二酚 586 

Hydrochloric acid 盐酸 507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羟甲基纤维素 463 

Hydroxypropyl distarch phosphate 羟丙基磷酸双淀粉 1442 

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羟丙基甲基纤维 464 

Hydroxypropyl starch 羟丙基淀粉 1440 

Indigotine 靛蓝 132 

Iron oxide 氧化铁 172 

Isobutane 异丁烷 943b 

Isomalt 异构麦芽糖(异构麦芽糖醇) 953 

Karaya gum 刺梧桐胶 416 

Kryptoxanthin 隐黄质 161c 

L-cysteine monohydrochloride L-半胱氨酸盐酸盐 920 

L-Leucine 左旋-亮氨酸 641 

Lactic acid 乳酸 270 

Lac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乳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472b 

 

Lactitol 乳糖醇 966 

Lecithin 卵磷酯 322 

Lipases 脂肪酶 1104 

Locust bean gum or carob bean 

gum 
角豆胶 410 

Lutein 叶黄素 161b 

Lycopene 番茄红素 160d 

Lysozyme 溶菌酶 1105 

Magnesium carbonate 碳酸镁 504 

Magnesium chloride 氯化镁 511 

Magnesium gluconate 葡糖酸镁 580 

Magnesium glutamate 谷氨酸镁 625 

Magnesium lactate 乳酸镁 329 

Magnesium oxide 氧化镁 530 

Magnes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镁 343 

Magnes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镁 343 

Magnes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镁 343 

Magnesium silicate or Talc 硅酸镁或滑石 553 

Magnesium sulphate 硫酸镁 518 

Malic acid 苹果酸(消旋) 296 

Maltitol and maltitol syrup or 
hydrogenated glucose syrup 

麦芽糖醇和麦芽糖醇糖浆 965 

Maltol 麦芽酚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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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127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18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05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80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06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062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0192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81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19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22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82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584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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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itol 甘露糖醇 421 

Metatartaric acid 酒石酸 353 

Methyl ethyl cellulose 甲基乙基纤维素 465 

Methyl cellulose 甲基纤维素 461 

Methylparaben or 

Methyl-phydroxy-benzoate 
甲基对-羟基苯甲酸酯 

218 

 

Mixed tartaric, 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or ‘tartaric,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glycerol 

(mixed)’ 

混合的酒石酸、乙酸和脂肪

酸甘油酯 
472f 

Mono- and di-glyceride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甘油酯和脂肪酸二甘

油酯 

471 

 

Monoammonium L-glutamate 谷氨酸一铵 624 

Monopotassium L-glutamate 谷氨酸一钾 622 

Monosodium L-glutamate or MSG 谷氨酸钠 621 

Monostarch phosphate 磷酸单淀粉 1410 

Natamycin or pimaricin 匹马菌素(游霉素) 235 

Neotame 纽甜 961 

Nisin 乳链菌肽 234 

Nitrogen 氮气 941 

Nitrous oxide 氧化亚氮 942 

Octafluorocyclobutane 八氟环丁烷 946 

Octyl gallate 棓酸辛酯 311 

Oxidised polyethylene 氧化聚乙烯 914 

Oxidised starch 氧化淀粉 1404 

Paprika oleoresins 辣椒油树脂 160c 

Pectin 胶质 440 

Petrolatum or petroleum jelly 矿酯或石油冻 905b 

Phosphated distarch phosphate 磷酸盐化磷酸双淀粉 1413 

Phosphoric acid 磷酸 338 

Polydextrose 聚葡萄糖 1200 

Polydimethylsiloxane or 

Dimethylpolysiloxane 
聚二甲基硅氧烷 

900a 

 

Polyethylene glycol 8000 聚乙二醇 1521 

Polyglycerol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聚甘油酯 475 

Polyglycerol esters of 

interesterified ricinoleic acid 
互酯化蓖麻油酸的聚甘油酯 476 

Polyoxyethylene(40) stearate 聚氧乙烯(40)硬脂酸酯 431 

Polysorbate 60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monostearate 

聚氧乙烯(20)山梨糖酐单硬

脂酸酯 
435 

Polysorbate 65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tristearate 

聚氧乙烯(20)山梨糖醇

酐三硬脂酸酯 

436 

 

 

Polysorbate 80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monooleate 

聚氧乙烯(20)山梨醇酐单油

酸酯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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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vinylpyrrolidone 聚乙烯吡咯烷酮 1201 

Ponceau 4R 胭脂红 124 

Potassium acetate or 

potassium diacetate 
乙酸钾或双乙酸钾 261 

Potassium adipate 己二酸钾 357 

Potassium alginate 藻酸钠 402 

Potassium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钾 555 

Potass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钾 303 

Potassium benzoate 苯甲酸钠 212 

Potass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钾 501 

Potassium bisulphite 亚硫酸氢钾 228 

Potassium carbonate 碳酸钾 501 

Potassium chloride 氯化钾 508 

Potassium citrate 柠檬酸钾 332 

Potassium dihydrogen citrate 柠檬酸二氢钾 332 

Potassium ferrocyanide 亚铁氰化钾 536 

Potassium fumarate 富马酸钾 366 

Potassium gluconate 葡糖酸钾 577 

Potassium lactate 乳酸钾 326 

Potassium malate 苹果酸钾 351 

Potassium metabisulphite 偏亚硫酸钾 224 

Potassium nitrate 硝酸钾 252 

Potassium nitrite 亚硝酸钾 249 

Potass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钾 340 

Potass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氢钾 340 

Potass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钾 340 

Potassium polymetaphosphate 聚偏磷酸钾 452 

Potassium propionate 丙酸钾 283 

Potassium pyrophosphate 焦磷酸钾 450 

Potassium silicate 硅酸钾 560 

Potassium sodium tartrate 酒石酸钾钠 337 

Potassium sorbate 山梨酸钾 202 

Potassium sulphate 硫酸钾 515 

Potassium sulphite 亚硫酸钾 225 

Potassium tartrate or Potassium 

acid tartrate 
酒石酸钾或酒石酸氢钾 336 

Potassium tripolyphosphate 三聚磷酸钾 451 

Processed eucheuma seaweed 琼脂属海藻制品 407a 

Propane 丙烷 944 

Propionic acid 丙酸 280 

Propyl gallate 棓酸丙酯 310 

Propylene glycol 丙二醇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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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ylene glycol alginate 藻酸丙二醇酯 405 

Propylene glycol mono - and 

diesters or Propylene glycol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现二醇酯 

477 

 

 

Propylparaben or Propyl-phydroxy- 

benzoate 
丙基对-羟基苯甲酸钠 

216 

 

Proteases (papain, bromelain, ficin) 
蛋白酶类（木瓜蛋白酶，波

罗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 
1101 

Quinoline 喹啉黄 104 

yellow Rhodoxanthin 玫红黄质 161f 

Riboflavin 核黄素 101 

Riboflavin 5'-phosphate sodium 核黄素 5-磷酸钠 101 

Rubixanthin 玉红黄质 161d 

Saccharin or calcium saccharine or 

sodium saccharine or potassium 

saccharine 
糖精(和钠、钾、钙盐) 

954 

 

 

Saffron or crocetin or crocin 藏红花，藏花酸或藏花素 
164 

 

Shellac 虫胶 904 

Silicon dioxide, amorphous 二氧化硅、无定形 551 

Silver 银 174 

Sodium acetate 乙酸钠 262 

Sodiumacid pyrophosphate 酸式焦磷酸钠 450 

Sodium alginate 藻酸钠 401 

Sodium aluminium phosphate 磷酸铝钠 541 

Sodium aluminosilicate 硅酸铝钠 554 

Sod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钠 301 

Sodium benzoate 苯甲酸钠 211 

Sod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钠 500 

Sodium bisulphite 亚硫酸氢钠 222 

Sodium carbonate 碳酸钠 500 

Sodium carboxymethylcellulose 羟甲基纤维素钠 466 

Sodium citrate 柠檬酸钠 331 

Sodium diacetate 双乙酸钠 262 

Sodium dihydrogen citrate 柠檬酸二氢钠 331 

Sodium erythorbate 异抗坏血酸钠 316 

Sodium ferrocyanide 亚铁氰化钠 535 

Sodium fumarate 富马酸钠 365 

Sodium hydrogen malate 苹果酸氢钠 350 

Sodium lactate 乳酸钠 325 

Sodium lactylate 乳酸钠 481 

Sodium malate 苹果酸钠 350 

Sodium metabisulphite 偏亚硫酸钠 223 

Sodium metaphosphate, insoluble 偏磷酸钠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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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nitrate 硝酸钠 251 

Sodium nitrite 亚硝酸钠 250 

Sodium oleyl lactylate 乳酸油烯钠 481 

Sod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钠 339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氢钠 339 

Sod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钠 339 

Sodium polyphosphates, glassy 六偏磷酸钠 452 

Sodium propionate 丙酸钠 281 

Sodium pyrophosphate 焦磷酸钠 450 

Sodium sorbate 山梨酸钠 201 

Sodium stearoyl lactylate 硬脂酰乳酸钠 481 

Sodium sulphate 硫酸钠 514 

Sodium sulphite 亚硫酸钠 221 

Sodium tartrate 酒石酸钠 335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三聚磷酸钠 451 

Sorbic acid 山梨酸 200 

Sorbitan monostearate 山梨醇酐单硬脂酸酯 491 

Sorbitan tristearate 
山梨糖醇酐三硬脂 

酸酯 
492 

Sorbitol or sorbitol syrup 山梨糖醇或山梨糖醇浆 420 

Stannous chloride 氯化亚锡 512 

Starch acetate 乙酸淀粉 1420 

Starch sodium octenylsuccinate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1450 

Stearic acid or fatty acid 硬脂酸或脂肪酸 570 

Succinic acid 丁二酸 363 

Sucralose 三氯蔗糖 955 

Sucrose acetate isobutyrate 异丁化蔗糖乙酸酯 444 

Sucrose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蔗糖酯 473 

Sulphur dioxide 二氧化硫 220 

Tannic acid or tannins 丹宁酸 181 

Tartaric acid 酒石酸 334 

Tartrazine 酒石黄 102 

tert-Butylhydroquinone 叔丁基氢醌 319 

Thaumatin 索马甜 957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钛 171 

α-Tocopherol α-生育酚 307 

δ-Tocopherol δ-生育酚 309 

γ-Tocopherol γ-生育酚 308 

Tocopherols concentrate, mixed 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306 

Tragacanth gum 黄蓍胶 413 

Triacetin 三蜡精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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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三铵 380 

Triethyl citrate 三乙基柠檬酸盐 1505 

Violoxanthin 紫黄质 161e 

Xanthan gum 黄原胶 415 

Xylitol 木糖醇 967 

表2 第二部分 

食品添加剂编码（数字顺序）Food Additive Code Numbers (numerical order) 

中文名称 Prescribed Name CodeNo. 

Curcumin or turmeric 姜黄素类 100 

Riboflavin 核黄素 101 

Riboflavin 5'-phosphate sodium 核黄素 5-磷酸钠 101 

Tartrazine 酒石黄 102 

Alkanet or Alkannin 朱草或紫草红 103 

Quinoline yellow 喹啉黄 104 

Sunset yellow FCF 日落黄 FCF 110 

Cochineal or carmines or carminic acid 胭脂虫红 120 

Azorubine or Carmoisine 偶氮玉红; 淡红 122 

Amaranth 苋菜红 123 

Ponceau 4R 胭脂红 124 

Erythrosine 赤藓红 127 

Allura red AC 诱惑红 AC 129 

Indigotine 靛蓝 132 

Brilliant Blue FCF 亮蓝 FCF 133 

Chlorophyll  叶绿素 140 

Chlorophyll-copper complex 叶绿素铜络合物 141 

Chlorophyllin copper complex, sodium and 

potassium salts 
叶绿酸铜络合物，钾和钠盐 141 

Green S 绿色 S 142 

Fast green FCF 坚牢绿 FCF 143 

Caramel I 酱色Ⅰ 150a 

Caramel II 酱色 II 150b 

Caramel III 酱色 III 150c 

Caramel IV 酱色 IV 150d 

Brilliant black BN or Brilliant Black PN 亮黑 BN/PN 151 

Carbon blacks or Vegetable carbon 碳黑或植物碳 153 

Brown HT 棕色 HT 155 

Carotene 胡萝卜素 160a 

Annatto extracts 胭脂树橙提取物 160b 

Paprika oleoresins 辣椒油树脂 160c 

Lycopene 番茄红素 160d 

b-apo-8’ Carotenal β-阿朴-8’-胡萝卜素醇 160e 

b-apo-8’ Carotenoic acid methyl or ethyl ester 
β 阿扑-8'-胡萝卜素酸的甲酯或

乙酯 
160f 

Flavoxanthin 黄黄质 161a 

Lutein 叶黄素 161b 

Kryptoxanthin 隐黄质 161c 

Rubixanthin 玉红黄质 161d 

Violoxanthin 紫黄质 16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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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oxanthin 玫红黄质 161f 

Beet red 甜菜红 162 

Anthocyanins or Grape skin extract 

or Blackcurrent extract 

花色素苷类或葡萄皮提取物或

黑醋栗提取物 
163 

Saffron or crocetin or crocin 藏红花，藏花酸或藏花素 164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钙 170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钛 171 

Iron oxide 氧化铁 172 

Aluminium 铝 173 

Silver 银 174 

Gold 金 175 

Tannic acid or tannins 丹宁酸 181 

Sorbic acid 山梨酸 200 

Sodium sorbate 山梨酸钠 201 

Potassium sorbate 山梨酸钾 202 

Calcium sorbate 山梨酸钙 203 

Benzoic acid 苯甲酸 210 

Sodium benzoate 苯甲酸钠 211 

Potassium benzoate 苯甲酸钾 212 

Calcium benzoate 苯甲酸钙 213 

Propylparaben or Propyl-phydroxy-benzoate 丙基对-羟基苯甲酸钠 216 

Methylparaben or Methyl-phydroxy-benzoate 甲基对-羟基苯甲酸酯 218 

Sulphur dioxide 二氧化硫 220 

Sodium sulphite 亚硫酸钠 221 

Sodium bisulphite 亚硫酸氢钠 222 

Sodium metabisulphite 偏亚硫酸钠 223 

Potassium metabisulphite 偏亚硫酸钾 224 

Potassium sulphite 亚硫酸钾 225 

Potassium bisulphite 亚硫酸氢钾 228 

Nisin 乳链菌肽 234 

Natamycin or pimaricin 匹马菌素(游霉素) 235 

Dimethyl dicarbonate 二甲基碳氢盐 242 

Potassium nitrite 亚硝酸钾 249 

Sodium nitrite 亚硝酸钠 250 

Sodium nitrate 硝酸钠 251 

Potassium nitrate 硝酸钾 252 

Acetic acid, glacial 冰乙酸 260 

Potassium acetate or potassium diacetate 乙酸钾或双乙酸钾 261 

Sodium acetate 乙酸钠 262 

Sodium diacetate 双乙酸钠 262 

Calcium acetate 乙酸钙 263 

Ammonium acetate 乙酸铵 264 

Lactic acid 乳酸 270 

Propionic acid 丙酸 280 

Sodium propionate 丙酸钠 281 

Calcium propionate 丙酸钙 282 

Potassium propionate 丙酸钾 283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290 

Malic acid 苹果酸(消旋) 296 

Fumaric acid 富马酸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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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orbic acid 抗坏血酸 300 

Sod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钠 301 

Calc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钙 302 

Potassium ascorbate 抗坏血酸钾 303 

Ascorbyl palmitate 抗坏血酸棕榈酸脂 304 

Tocopherols concentrate, mixed 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306 

α-Tocopherol α-生育酚 307 

δ-Tocopherol δ-生育酚 308 

γ-Tocopherol γ-生育酚 309 

Propyl gallate 棓酸丙酯 310 

Octyl gallate 棓酸辛酯 311 

Dodecyl gallate 棓酸十二烷酯 312 

Erythorbic acid 异抗坏血酸 315 

Sodium erythorbate 异抗坏血酸钠 316 

tert-Butylhydroquinone 叔丁基氢醌 319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丁化羟基茴香醚 320 

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丁化羟基甲苯 321 

Lecithin 卵磷酯 322 

Sodium lactate 乳酸钠 325 

Potassium lactate 乳酸钾 326 

Calcium lactate 乳酸钙 327 

Ammonium lactate 乳酸铵 328 

Magnesium lactate 乳酸镁 329 

Citric acid 柠檬酸 330 

Sodium citrate 柠檬酸钠 331 

Sodium dihydrogen citrate 柠檬酸二氢钠 331 

Potassium citrate 柠檬酸钾 332 

Potassium dihydrogen citrate 柠檬酸二氢钾 332 

Calcium citrate 柠檬酸钙 333 

Tartaric acid 酒石酸 334 

Sodium tartrate 酒石酸钠 335 

Potassium tartrate or Potassium 

acid tartrate 
酒石酸钾或酒石酸氢钾 336 

Potassium sodium tartrate 酒石酸钾钠 337 

Phosphoric acid 磷酸 338 

Sod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钠 339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氢钠 339 

Sod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钠 339 

Potass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钾 340 

Potass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氢钾 340 

Potass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钾 340 

Calcium phosphate, dibasic or calcium 

hydrogen phosphate 
磷酸氢钙 341 

Calcium phosphate, monobasic or calc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磷酸二氢钙 341 

Calc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钙 341 

Ammon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二铵 342 

Ammonium phosphate, monobasic 

or Ammonium dihydrogen phosphates 
磷酸二氢铵 342 

Magnesium phosphate, dibasic 磷酸氢镁 343 

Magnesium phosphate, monobasic 磷酸二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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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sium phosphate, tribasic 磷酸三镁 343 

Ammonium malate 苹果酸铵 349 

Sodium hydrogen malate 苹果酸氢钠 350 

Sodium malate 苹果酸钠 350 

Potassium malate 苹果酸钾 351 

Calcium malate 苹果酸钙 352 

Metatartaric acid 酒石酸 353 

Calcium tartrate 酒石酸钙 354 

Adipic acid 己二酸 355 

Potassium adipate 己二酸钾 357 

Ammonium adipates 己二酸铵 359 

Succinic acid 丁二酸 363 

Sodium fumarate 富马酸钠 365 

Potassium fumarate 富马酸钾 366 

Calcium fumarate 富马酸钙 367 

Ammonium fumarate 延胡索酸铵 368 

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铵 380 

Tri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三铵 380 

Ferric ammonium citrate 柠檬酸铁铵 381 

Calcium disodium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ate or calcium 

disodium EDTA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钙 385 

Alginic acid 藻酸 400 

Sodium alginate 藻酸钠 401 

Potassium alginate 藻酸钾 402 

Ammonium alginate 藻酸铵 403 

Calcium alginate 藻酸钙 404 

Propylene glycol alginate 藻酸丙二醇酯 405 

Agar 琼脂 406 

Carrageenan 鹿角菜胶 407 

Processed eucheuma seaweed 琼脂属海藻制品 407a 

Arabinogalactan or larch gum 阿拉伯树胶或落叶松胶 409 

Locust bean gum or carob bean gum 角豆胶 410 

Guar gum 瓜耳胶 412 

Tragacanth gum 黄蓍胶 413 

Acacia or gum arabic 阿拉伯树胶 414 

Xanthan gum 黄原胶 415 

Karaya gum 刺梧桐胶 416 

Gellan gum 结冷胶 418 

Sorbitol or sorbitol syrup 山梨糖醇或山梨糖醇浆 420 

Mannitol 甘露糖醇 421 

Glycerin or glycerol 丙三醇 422 

Polyoxyethylene (40) stearate 聚氧乙烯(40)硬脂酸酯 431 

Polysorbate 80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monooleate 

聚氧乙烯(20)山梨醇酐单油酸

酯 
433 

Polysorbate 60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monostearate 

聚氧乙烯(20)山梨糖酐单硬脂

酸酯 
435 

Polysorbate 65 or Polyoxyethylene 
(20) sorbitan tristearate 

聚氧乙烯(20)山梨糖醇酐三硬

脂酸酯 
436 

Pectin 胶质 440 

Ammonium salts of phosphatidic 磷脂酸铵盐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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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 

Sucrose acetate isobutyrate 异丁化蔗糖乙酸酯 444 

Glycerol esters of wood rosins 树脂甘油 445 

Potassium pyrophosphate 焦磷酸钾 450 

Sodium acid pyrophosphate 酸式焦磷酸钠 450 

Sodium pyrophosphate 焦磷酸钠 450 

Potassium tripolyphosphate 三聚磷酸钾 451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三聚磷酸钠 451 

Potassium polymetaphosphate 聚偏磷酸钾 452 

Sodium metaphosphate, insoluble 偏磷酸钠 452 

Sodium polyphosphates, glassy 六偏磷酸钠 452 

Cellulose microcrystalline 微晶纤维素 460 

Cellulose, powdered 粉末纤维素 460 

Methyl cellulose 甲基纤维素 461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羟甲基纤维素 463 

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羟丙基甲基纤维 464 

Methyl ethyl cellulose 甲基乙基纤维素 465 

Sodium carboxymethylcellulose 羟甲基纤维素钠 466 

Aluminium, calcium, sodium, magnesium, 

potassium and ammonium salt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酯(带有铝、钙、钠、钾、

铵基) 
470 

Mono- and di-glyceride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甘油酯和脂肪酸二甘油

酯 
471 

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乙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472a 

Lac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乳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472b 

Citr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柠檬酸和脂及酸甘油酯 472c 

Diacetyltartar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二乙酰酒石酸和脂肪酸甘油酯 472e 

Mixed tartaric, 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or ‘tartaric,acetic and fatty acid esters 

of glycerol (mixed)’ 

混合的酒石酸、乙酸和脂肪酸甘

油酯 
472f 

Sucrose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蔗糖酯 473 

Polyglycerol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聚甘油酯 475 

Polyglycerol esters of interesterified ricinoleic 

acid 
互酯化蓖麻油酸的聚甘油酯 476 

Propylene glycol mono - and diesters 

or Propylene glycol esters of fatty acids 
脂肪酸现二醇酯 477 

Dioctyl sodium sulphosuccinate 二辛基磺琥珀酸钠 480 

Sodium lactylate 乳酸钠 481 

Sodium oleyl lactylate 乳酸油烯钠 481 

Sodium stearoyl lactylate 硬脂酰乳酸钠 481 

Calcium lactylate 硬脂酰乳酸钙 482 

Calcium oleyl lactylate 乳酰酸油烯钙 482 

Calcium stearoyl lactylate 乳酰化硬脂酸钙 482 

Sorbitan monostearate 山梨醇酐单硬脂酸酯 491 

Sorbitan tristearate 山梨糖醇酐三硬脂酸酯 492 

Sod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钠 500 

Sodium carbonate 碳酸钠 500 

Potass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钾 501 

Potassium carbonate 碳酸钾 501 

Ammonium bicarbonate 重碳酸氢铵 503 

Ammonium hydrogen carbonate 碳酸氢铵 503 

Magnesium carbonate 碳酸镁 504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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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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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hloric acid 盐酸 507 

Potassium chloride 氯化钾 508 

Calcium chloride 氯化钙 509 

Ammonium chloride 氯化铵 510 

Magnesium chloride 氯化镁 511 

Stannous chloride 氯化亚锡 512 

Sodium sulphate 硫酸钠 514 

Potassium sulphate 硫酸钾 515 

Calcium sulphate 硫酸钙 516 

Magnesium sulphate 硫酸镁 518 

Cupric sulphate 硫酸铜 519 

Calcium hydroxide 氢氧化钙 526 

Calcium oxide 氧化钙 529 

Magnesium oxide 氧化镁 530 

Sodium ferrocyanide 亚铁氰化钠 535 

Potassium ferrocyanide 亚铁氰化钾 536 

Sodium aluminium phosphate 磷酸铝钠 541 

Bone phosphate 骨质磷酸盐 542 

Silicon dioxide, amorphous 二氧化硅、无定形 551 

Calcium silicate 硅酸钙类 552 

Magnesium silicate or Talc 硅酸镁或滑石 553 

Sodium aluminosilicate 硅酸铝钠 554 

Potassium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钾 555 

Calcium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钙 556 

Bentonite 皂土 558 

Aluminium silicate 硅酸铝 559 

Potassium silicate 硅酸钾 560 

Stearic acid or fatty acid 硬脂酸或脂肪酸 570 

Glucono δ-lactone or Glucono delta-lactone 葡萄酸 δ-内酯 575 

Potassium gluconate 葡糖酸钾 577 

Calcium gluconate 葡糖酸钙 578 

Ferrous gluconate 葡萄糖酸亚铁 579 

Magnesium gluconate 葡糖酸镁 580 

4-hexylresorcinol 4-己基间苯二酚 586 

L-glutamic acid L- 谷氨酸 620 

Monosodium L-glutamate or MSG 谷氨酸钠 621 

Monopotassium L-glutamate 谷氨酸一钾 622 

Calcium glutamate 谷氨酸一钙 623 

Monoammonium L-glutamate 谷氨酸一铵 624 

Magnesium glutamate 谷氨酸镁 625 

Disodium 5’-guanylate 5’-鸟苷酸二钠 627 

Disodium 5’-inosinate 5’-肌苷酸二钠 631 

Disodium 5’-ribonucleotides 5’-核糖核苷酸二钠 635 

Maltol 麦芽酚 636 

Ethyl maltol 乙基麦芽酚 637 

Glycine 甘氨酸 640 

L-Leucine 左旋-亮氨酸 641 

Polydimethylsiloxane or Dimethylpolysiloxane 聚二甲基硅氧烷 900a 

Beeswax, white and yellow 蜂蜡，白色和黄色 901 

Carnauba wax 巴西棕榈蜡 903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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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ac 虫胶 904 

Petrolatum or petroleum jelly 矿酯或石油冻 905b 

Oxidised polyethylene 氧化聚乙烯 914 

L-cysteine monohydrochloride L-半胱氨酸盐酸盐 920 

Nitrogen 氮气 941 

Nitrous oxide 氧化亚氮 942 

Butane 丁烷 943a 

Isobutane 异丁烷 943b 

Propane 丙烷 944 

Octafluorocyclobutane 八氟环丁烷 946 

Acesulphame potassium 乙酰磺胺酸钾 950 

Aspartame 天门冬酰苯丙氨酸甲酸 951 

Cyclamate or calcium cyclamate or sodium 

cyclamate 

环己基(代)磺酰胺酸钙或糖精

钠 
952 

Isomalt 异构麦芽糖(异构麦芽糖醇) 953 

Saccharin 糖精 954 

Sucralose 三氯蔗糖 955 

Alitame 阿力甜 956 

Thaumatin 索马甜 957 

Neotame 纽甜 961 

Aspartame-acesulphame salt 天冬胺–醋磺内酯盐 962 

Maltitol and maltitol syrup or 

hydrogenated glucose syrup 
麦芽糖醇和麦芽糖醇糖浆 965 

Lactitol 乳糖醇 966 

Xylitol 木糖醇 967 

Erythritol 赤藻糖醇 968 

Choline salts 胆碱盐 1001 

α-Amylase α-淀粉酶 1100 

Proteases (papain, bromelain, ficin) 
蛋白酶类（木瓜蛋白酶，波罗蛋

白酶，无花果蛋白酶） 
1101 

Glucose oxidase 葡萄糖氧化酶 1102 

Lipases 脂肪酶 1104 

Lysozyme 溶菌酶 1105 

Polydextrose 聚葡萄糖 1200 

Polyvinylpyrolidone 聚乙烯吡咯烷酮 1201 

Dextrin roasted starch 糊精，焙烧淀粉 1400 

Acid treated starch 酸处理淀粉 1401 

Alkaline treated starch 碱处理淀粉 1402 

Bleached starch 漂白淀粉 1403 

Oxidised starch 氧化淀粉 1404 

Enzyme treated starches 酶处理淀粉 1405 

Monostarch phosphate 磷酸单淀粉 1410 

Distarch phosphate 磷酸二淀粉 1412 

Phosphated distarch phosphate 磷酸盐化磷酸双淀粉 1413 

Acetylated distarch phosphate 乙酰化磷酸二淀粉 1414 

Starch acetate 乙酸淀粉 1420 

Acetylated distarch adipate 乙酰化己二酸双淀粉 1422 

Hydroxypropyl starch 羟丙基淀粉 1440 

Hydroxypropyl distarch phosphate 羟丙基磷酸双淀粉 1442 

Starch sodium octenylsuccinate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1450 

Triethyl citrate 三乙基柠檬酸盐 1505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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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05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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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cetin 三蜡精 1518 

Propylene glycol 丙二醇 1520 

Polyethylene glycol 8000 聚乙二醇 1521 

<完> 

标准1.2.5 

包装食品的日期标记 DATE MARKING OF PACKAGED FOOD 

目的： 

本标准为包装食品规定了一套日期标记系统以及这些食品必须进行日期标注的格式。本标准规

定，除某些例外情况，包装食品必须标注日期，并规定在要求标注日期的情况下，禁止过期食品继

续销售。本标准条款2特别规定了必须使用“保存期”（最终食用期）而非“保质期”（最佳食用期）的

情形。 

条款简介： 

1. 术语阐释 

2. 必须进行日期标注的食品 

3. 禁止销售过期食品 

4. 日期标注的规定格式 

5. 日期的规定格式 

6. 保存方法说明 

7. 唯一可供使用的日期标注系统 

条款： 

1.术语解释 

烘烤供销售日期：面包烘烤后12小时以内的日期 

烘烤日期：面包烘烤当天的日期 

保质期（最佳食用期）：对包装食品而言，“保质期”（最佳食用期）是指某段时期的截止日，在

这段时期内，如果食品包装完好，按照要求的储存方法储存，该包装食品将可以正常销售，并保持

其明示或暗示主张的特殊品质。 

保存期（最终食用期）：对包装食品而言，此日期为按照储存方法储存的预计时间段的截止日，

在此日期以后，出于卫生和安全原因，整包食品不应再食用。 

2. 必须进行日期标示的食品 

(1) 除非本法规另有明确规定，食品包装标签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a) 保存期（最终食用期），出于卫生和安全原因，食品应在某个日期之前食用；或 

(b) 如果2(1) )(a)规定不适用，则须标注保质期（最佳食用期），除非： 

(c) 该食品的保质期（最佳食用期）为两年或两年以上；或 

(d) 该食品是： 

(i)一块冰激淋或冰甜点；或 

(ii)装在小包装内的食品（由于卫生和安全原因必须在某个日期之前食用的食品除外）。 

http://210.73.128.93/food/sptjj_1.asp?nu=1&spcode=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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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ANZFA的《食品生产商“保存期”与“保质期”使用指导》对2(1)(a)和(b)款的实施作出了指导。 

本法规的标准1.2.1对通用标签要求的例外情况作出了规定，并为“小包装”下了定义。 

(2) 对于保质期不足7天的面包类食品，其标签应包括以下内容，而非最佳食用期： 

(a) 烘烤日期；或 

(b) 烘烤供销售日期。 

3. 禁止销售过期食品 

超过最终食用期的食品不得销售。 

4. 日期标注的规定格式 

(1) 保质期（最佳食用期）标注必须使用的词语：“最佳食用期”，并附有日期或该日期在标签上所处

位置的指示语。 

(2) 保存期（终止食用日期）必须使用的词语：“终止食用期”，并附有日期或该日期在标签上所处位

置的指示语。 

(3) 供销售日期必须使用的词语：“烘烤供销售日期”，并附有日期或该日期在标签上所处位置的指示

语。 

附注： 

“烘烤供销售日期”指面包烤好后准备销售的日期，引入该日期是为了解决午后烘烤以备

第二天销售的面包有关的问题。此日期不能晚于面包烘烤后12个小时。因此，中午12:00之后

烘烤的面包可以包括一个“烘烤供销售日期”，标注第二天的日期。然而，中午12:00之前烘烤

的面包则不可以这样处理。 

(4) 烘烤日期必须使用的词语： “烘烤日期” (‘Baked On’; or ‘Bkd On’)并附有日期或该日期在标签上

所处位置的指示语。 

5. 日期的规定格式 

(1) 最佳食用期和终止食用期必须至少包括： 

(a) 最佳食用期或终止食用期3个月以下的食品，需注明月和日；或 

(b) 最佳食用期或终止食用期3个月以上的食品, 需注明年和月。 

(2) 最佳食用期和终止食用期必须以未编码的数字形式按年代顺序标注，只有月份可以用字母标注。 

(3) 用年、月，日标示的最佳食用期和截至食用期必须清晰可辩。 

例： 

5(1)(a)例： 

3 Dec or 3 12 

3 12 99 or 3 Dec 99 

5(1)(b)例： 

Dec 99 or 12 99 

3 12 99 or 3 Dec 99 

6. 保存方法说明 

(1) 食品包装标签必须包括详细的储存方法说明，以保证食品在以下指定日期内完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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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终止食用期；或 

(b) 最佳食用期。 

(2) 分条款6（1）不适用于玻璃瓶装销售的、除箔盖标示外再无标签的液态乳或乳制品，以及奶油或

奶油制品。 

7. 唯一可供使用的日期标注系统 

(1) 在分条款(2)的前提下,除本法规规定的日期标记系统外,食品包装标签不得含有其它日期标记系

统。 

(2) 分条款(1)不妨碍食品生产商或包装商在食品包装标签上添加编码。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2013 版，修订的内容涉及原产地标签,未包装肉类产品。 

本指南节选的内容在新版本中未做变更。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规》原文网址：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3C00617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3C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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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B 

 

日本《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 

 

农林渔业部告 2000 年 3 月 31 日第 513 号 

（2013 年 5 月 11 日第 175 号法律修订） 

（应用范围） 

第 1 条此标准适用于加工食品（仅限于保存在容器或包装内的加工食品） 

 

（定义） 

第 2 条在此标准中，下列表格左列的条款在右列能找到相应的解释。 

条款 定义 

加工食品 附表 1 中列出的人造或加工食品 

最佳使用（食用期

限（最短保存期） 

对任何未开封密闭的容器或包装中的食品，此使用期限延续到能够充分

保持它们所有的品质特性时。以指定的方法贮存的食品除外。 

保质期 
对任何未开封密闭的容器或包装中的食品，此使用期限延续到在能够保

持它们所有的品质特性时。以指定的方法贮存的食品除外。 

 

（标注内容必须完整） 

第 3 条有关加工食品（生产用加工食品除外，以下内容到第四条第二项截止同理）（2013年修订）

的质量，制造商、加工厂/包装食品生产厂或进口商，以及批发商（在制造商、加工厂/包装食品生产

厂授权批发商可代表他们进行质量标注的情况下，以下简称“制造商等”）在加工食品的包装盒或包装

袋上必须按照如下要求对加工食品的质量进行完整标注。但是，此规定不适用于个人生产/加工和直

接向消费者出售食品或向消费者提供设施来食用或饮用这些食品的情况。 

(1)名称 

(2)原材料名（2013年修订） 

(3)净含量 

(4)最佳使用（食用）期限（最短保存期） 

(5)贮存说明 

(6)商标名称和生产地址等等。 

2．对需要把液体包装介质加入到固体产品中，再对成品进行罐装或瓶装密封保存的产品，（固体重

量无法测量者除外）制造商等应在产品包装罐或包装瓶上面按照前文中第 3 条的规定完整标注产品

的固体重量和总重量。但是，此规定不适用于产品的固形物重量与总重量几乎相同，或加入到产品

中的液体介质只对产品起保护性作用的情况。 

3．对需要把液体包装介质加入到固体产品中，再对成品进行罐装或瓶装以外的封装形式保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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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等应该在非罐装或瓶装的包装盒或包装袋上面按照前文中第 1 段第 3 条的规定标明产品的固

形物重量。 

4．对那些易变质而需要在加工后立即食用的产品，制造商等应该在包装盒或包装袋上按照前文中第

1 段第 4 条的规定标明产品的使用期限。 

5．附表 2 中所提到的加工食品（进口品除外，下文写做“对象加工品”），包装上除了要标明附表 1

中所提到的项目，还必须标明原料原产地。（2013年修订） 

6．对那些属于下表中左栏分类的产品，那与右栏相对应的标注条目可省略，而不用考虑前文第一段

的规定。 

分类 标注内容 

产品包装盒或包装袋不大于 30 平方厘米 组成成份、最佳食用期限（最短保存期）或

保质期、贮藏说明 

仅含一种组成成份（罐装和肉类产品除外） 组成成份 

净含量易测量的产品，但列入关于指定商品销

售的测量法内阁令第 5 条款的指定商品除外。

（内阁令 1993.第 249 号） 

内容物净含量 

附表 2 中所列的可承受轻微的变质的产品 最佳食用期限（最短保质期）、贮藏说明 

无特殊贮藏要求，只需要在常温保存的产品 贮藏说明 

 

(标注方法) 

第 4 条前述法规第 1 段的第 1 到第 6 条中与标注有关的，同一条款中第 2 段阐述的产品固形物重量

和总重量，第 3 段的产品固体重量，第 4 段的食用期限、制造商及第 5 项的原料原产地表示名等对

产品的标注应遵照下列条目：（2013年修订） 

（1）原材料名称 

名称是指用通俗名字解释产品内容。但是，除附表 3 左栏所列的加工产品以外的任何产品，都不

需用同一表格中右栏的名称标注。 

组成成分 

组成成分的标注应该符合 a、b 两点的要求： 

a．除食物添加剂外，各配料应该按其重量在配料总重量中所占百分比含量的降序排列。但如果一

种成分含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成分组成（以下称为“混合组分”），那么此混合组分的名称后用括号

标出它的各个组成成份，并且按照各成份重量在此混合组分重量中所占百分比含量来进行降序排列。

在混合组分的重量不超过食品总重量的 5％或混合组分的组成成份可以很容易与混合组分的名字区

分开来的情况下，此混合组分的组成成份可以省略。 

b．依照健康福利部内阁令 1948 年的第 23 号条例中的《食品卫生法施行细则》的第 5 条款，第 1

段，第（1）和（2）条、第 11 和 12 段的规定，食物添加剂的成份应该根据各成份重量在产品总重量

中所占百分比的含量来进行降序排列标明。 

 

对下表中左栏所列产品，可以用相应的右栏的名称标注，而不用考虑前文中 a 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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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称 

食用油与食用油脂 

“植物油”“植物油脂”或“植物油与油脂” 

“动物油”“动物油脂” 或“动物油与油脂” 

“成品油”“成品油脂” 或“成品油与油脂” 

淀粉 淀粉 

鱼与鱼肉（在鱼的种类未被标明的情况

下） 
鱼或鱼肉 

禽肉类（在禽类名称未被标明的情况下，

且不包括肉制品） 
禽肉 

无水葡萄糖，一水葡萄糖和总糖，葡萄糖 “右旋葡萄糖”和“葡萄糖” 

葡萄糖和果糖（糖）浆、高果糖玉米糖浆

（55％）、高果糖玉米糖浆（90％） 
异构化葡萄糖（糖）浆 

加糖高果糖玉米糖浆（42％），加糖高果

糖玉米糖浆，高果糖玉米糖浆（90％）（在

重量的百分比含量不超过总配料重量的

2％的情况下） 

“加糖异构化葡萄糖（糖）浆”或 

“糖/异构化葡萄糖（糖）浆” 

调料和调味品及其加工食品（在重量的百

分比含量不超过总配料重量的 2％的情况

下） 

“香料”或“混合香料” 

用糖浆腌制的水果（在糖浆重量的百分比

含量不超过总配料重量的 10％的情况下） 
水果蜜饯 

c．对于符合日本有机农产品标准第 3 条法规规定的有机农产品制品（农林渔业部 2000 年 1 月 20

日的第 59 号公告），同样适用于下文；对于符合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的标准规定的有机农产品

加工食品（农林渔业部 2000 年 1 月 20 日的第 60 号公告）需要依照农林渔业部《农林产品统一及正

确标注法》（1950 第 175 号法规，以下简称“法规”）划分其组成成份。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产品的

组成成份可以理解为是有机农产品或者是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 

（2）净含量 

在国家关于商品销售法规的第 5 条款规定范围内的商品的净含量应该遵守计量法规（1992 第 51

号法规）的要求。其他的商品应该标明所含组分的重量、体积或数量。组分的重量要采用克或千克

作为计量单位，组分的体积要采用毫升或升做为计量单位，组分的数量要采用数字符号并准确注明

数量单位。 

（3）固形物重量 

固体我也重量要采用克或千克作为计量单位并明确标注最小单位。 

（4）总重 

总重量要采用克或千克作为计量单位并明确标注最小单位。 

（5）有效期或最佳使用（食用）期（也称最短保存期） 

有效期或最佳使用（食用）期（也称最短保存期）应该按以下要求标注： 

a．如果产品的生产日期到有效期或最佳使用（食用）期的时间不超过 3 个月，需要按照以下范例

中的任一种格式标注。但如果在印刷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不用考虑（b）(c) 或(d)的格式。当月或

日只有 1 位数时，那么数字的十位上应该由“0”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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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4. 1 

(b) 12.4.1 

(c) 2000.4.1 

(d) 00.4.1 

b．当产品的生产日期到有效期或最佳使用（食用）期的时间超过了 3 个月，需要依照以下规定： 

        (a)依照以下范例中的任一种格式标注。但如果在印刷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不用考虑(i), (ii), (iii) 

或 (iv)的格式。当月或日只有 1 位数时，那么数字的十位上应该由“0”代替。 

(i) 12, 4.  

(ii) 12.4.1 

(iii) 2000.4.1 

(iv) 00.4.1 

（b）当不符合(a)项的情况时，参见上文的条款 a. 

（6）贮藏方法 

应该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标明“避免阳光直射并且应该在常温下保存”，“在10°C 以下保存”等等。 

（7）原料原产地名 

对象为加工食品的情况，按照主要原材料（原材料占重量比例最高的生鲜食品）生鲜食品质量准则

（2000 年 3 月 31 日农林水产省第 514 号通告）中第二条规定进行标注，同时该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a 国产品有国产品的宗旨，进口商品应标注上原产国。但是如果是国产品，则直接标注产地即可。

（2013年修订） 

2．前述法规涉及到的各种标签应该以附表的形式放在产品包装箱或包装袋的显著位置。但如果包装

箱或包装袋是用包装纸或纸盒等的话，标签需要放在包装纸或纸盒等的上面，或者选用透明的包装

纸或纸盒等，且在使用包装纸或纸盒等的同时，要留出相应的位置而不遮盖标签。 

第 5 条对于功能性的产品，它们含有具有某种功效的成份，这些成份来自于某个物种、有机农产品、

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以及其他有特性的成份和成品。下文列出的百分比应该在这些成份的标签旁边

标出或者按照法规 3 中第 1 段的规定在这些成份的名称后用括号标出。 

1. 如果组成成份的百分比为 100％，百分含量可以省略。 

（1）具有特殊性能成份的重量占成份总重量的百分比 

（2）具有特种性能的成份的重量占混合物重量的百分比以及占有着相同性能的成份重量百分比（在

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明此成份所产生的作用） 

2. 当标明某种少量使用的成份的功能时，此成份的重量百分比应该标在成份标签旁或依照法规 3 中

第 1 段第 2 条标出。 

（标签上禁止使用的文字） 

第 6 条标签上禁止使用下列文字 

(1) 与法规 3 中所规定的条例相矛盾的语句。 

     (2) 可能导致人们对产品产生误解的语言、图形、图片或其他标注。 

     (3) 禁止标注有误导消费者的产地名称。（2013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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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质量标注的其它标准） 

第 7 条对于前述法规 3 涉及到的对加工食品的质量，制造商等的标注规定，如果这些规定与农林渔

部的相关规定有不同之处时，以农林渔部颁布的法规为准。 

2、对于前述法规 3 到上一段中涉及到的对质量标注标准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与农林渔部颁布的

法规中的第 2 段，第 19－8 条款的相关内容有不同之处时，以法规 3 为准。 

附表 1 （见法规 2） 

1．小麦、大麦、大麦制品。 

2．面粉：稻米粉、小麦粉、燕麦粉、豆粉、番薯粉、精粉和其他面粉。 

3．淀粉：小麦淀粉、玉米淀粉、番薯淀粉、土豆淀粉、木薯淀粉、西米淀粉以及其他淀粉。 

4．加工蔬菜 

罐装或瓶装蔬菜：番茄制品、蘑菇制品。 

腌制蔬菜（除泡菜外）：蔬菜泡菜、调制蔬菜。 

冷冻食品：脱水蔬菜、酱制蔬菜以及经过其他方法加工的蔬菜。 

5．加工水果 

 罐装或瓶装的水果；果酱和水果黄油，盐制水果；干制水果；冷冻水果和其它加工水果。 

6．茶、咖啡和可可 

茶、咖啡制品和可可制品。 

7．调味品 

 黑胡椒粉、白胡椒粉、红椒粉、桂皮、丁香、豆蔻粉、藏红花、月桂叶、辣椒粉、所有的香 

料，日本胡椒粉、咖喱粉、芥末粉、姜以及其他调料。 

8．面条、面包和类似产品 

细面条、通心面和类似产品。 

9．谷物类制品 

谷物、加工米、燕麦、面包屑、面筋面包、大麦茶以及其他谷类制品。 

10．蛋糕和糖果 

 饼干、烘烤蛋糕、米饼、炸甜品、日式蛋糕、西式蛋糕、点心、日式糖果、糖、巧克力、口香

糖、泡泡糖、糖衣糖果、休闲糖果、糖粉以及其他糖果。 

11．豆类制品 

豆羹、豆罐头、豆腐和油炸豆腐。 

脱水豆腐：豆豉、花生制品、烘焙豆制品、加工豆制品。 

12．糖类 

食糖、糖蜜和糖。 

13．其他加工农产品 

从上述的第 1 条到第 12 条不包括其他加工农产品。 

14．调制肉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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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肉类：罐装或瓶装肉类、肉类、经过调制冷冻的食品和其他经过调制的肉类品。 

15．乳制品 

 液体牛奶、加工牛奶、牛奶饮品、浓缩和炼乳、奶粉、发酵乳、发酵牛奶饮品、黄油、奶酪、

冰淇淋以及其他奶制品。 

16．加工禽蛋 

加工鸡蛋和其他加工蛋类。 

17．其他加工动物食品 

第 14 条到第 16 条中的蜂蜜和其他加工动物食品。 

18．鱼类与贝类 

 未经盐腌制的干鱼类和贝类、盐腌制鱼类和贝类、熟的干鱼类和贝类、盐腌制的鱼类和贝类、

罐装鱼类和贝类、加工调制的冷冻水产品、鱼酱和其他经过调制和处理的鱼类和贝类。 

19．经过调制和处理的海藻类产品 

 干海带、加工海带、干紫菜、加工紫菜、干裙带菜、菜藻琼脂以及其他经过调制和处理的海藻

类产品。 

20．其他加工海鲜食品 

第 18 条到第 19 条中的其他加工海鲜食品。 

21．调料和汤类 

盐、酱油、调味品、醋、调料、类似调料制品、汤类以及其他调料和汤类。 

22．食用油和脂肪 

食用油和食用油脂；植物油和油脂、食用动物油和油脂、加工食用油和油脂。 

23．预加工食品 

预加工冷冻食品、冷藏食品、真空食品、盒饭、速食品以及其他预加工食品。 

 24．其他加工食品 

酵母粉、发酵粉、植物蛋白粉、调味料植物蛋白粉、麦芽：麦芽精、麦芽浆。 

从第 21 到第 23 条中不包括速溶果汁粉和其他加工食品。 

25．饮料 

饮用水、软饮料、冰和其他类饮料。 

附表 2（见法规 3） 

1. 淀粉 

2. 口香糖、泡泡糖 

3. 糖类 

4. 冰淇淋 

5. 盐、调料 

6. 饮用水、软饮料和冰块。此条款只适用于玻璃瓶装（但不包括用纸盖密封的玻璃瓶）或者塑料包

装的饮用水和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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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见条款 4） 

加工食品 规定 

加工番茄 
加工番茄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32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脱水香菇 
脱水香菇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33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条 

胡萝卜汁、胡萝卜混

合果汁 

胡萝卜汁、胡萝卜混合果汁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

渔业部第 1,634 号公告）法规 3 第 1 条 

土豆干粉 
土豆干粉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35 号

公告）法规 3 第 1 条 

樱桃蜜饯 
樱桃蜜饯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38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速食面条 
速食面条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1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未加工的速食面条 
未加工的速食面条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2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通心粉 
通心粉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3 号公

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豆腐干 
豆腐干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5 号公

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火腿 
火腿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7 号公告）

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模压火腿 
模压火腿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8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混合模压火腿 
混合模压火腿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年 12月 19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49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香肠 
香肠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0 号公告）

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混合型香肠 
混合型香肠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1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熏肉 
熏肉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2 号公告）

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冰淇淋 
冰淇淋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4 号公

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特殊包装的鱼肉制品

（鱼糕） 

鱼糕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6 号公告）

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鱼肉制品和鱼肠 
鱼肉制品和鱼肠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8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去骨的干鱼片 
去骨的干鱼片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年 12月 19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59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加工海胆 
加工海胆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0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海胆蛋与其他海产品

的混合物 

海胆蛋与其他海产品的混合物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

林渔业部第 1,661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干 若 芽 （ dried 

wakame） 

干若芽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2 号公

告）法规 3 第 1 条 

咸 若 芽 （ salted 

wakame） 

咸若芽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3 号公

告）法规 3 第 1 段第 1 条 

黄酱 
黄酱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4 号公告）

法规 3 第 1 条 

酱油 酱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5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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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3 第 1 条 

英国伍斯特辣酱油 
英国伍斯特辣酱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6 号公告）法规 3 第 1 条 

调味品 
调味品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7 号公

告）法规 3 第 1 条 

食醋 
食醋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8 号公告）

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调料品 
调料品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69 号公

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面条专用酱油 
面条专用酱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年 12月 19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0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脱水汤粉 
脱水汤粉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1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食用植物油和油脂 
食用植物油和油脂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2 号公告）法规 3 第 1 条 

精炼猪油 
精炼猪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3 号

公告）法规 3 第 1 条 

酥油 
酥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4 号公告）

法规 3 第 1 条 

人造黄油 
人造黄油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5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速冻汉堡牛排 
速冻汉堡牛排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年 12月 19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7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速冻肉丸 
速冻肉丸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8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速冻水饺 
速冻水饺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79 号

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豆奶、精制豆奶和豆

奶饮品 

豆奶、精制豆奶和豆奶饮品的质量标注标准（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

渔业部第 1,684 号公告）法规 4 第 1 段第 1 条 

附表 4（见法规 4） 

名称 

组成成份 

净含量 

固形物含量 

总含量 

最佳使用（食用）期（最短保存期） 

贮藏说明 

原产国 

制造商 

备注 

1、标签的字体与边框的颜色和背景色应该采用对比色。 

2、标签的字体应该选用大小一致的印刷体。按照日本行业标准 Z8305 (1962)的规定，字体大小不应

小于 8 号。当标签面积小于或等于 150 平方厘米时，按照日本行业标准(JIS)Z8305 (1962)的规定也可

以选用 5.5 号到 7.5 号的字体。 

3、标签上面未被标明的项目不应在此表格中列出。 

4、表中的“名称”可以用“产品名称”代替，“种类”可以用“种类名称” 代替。 

5、如果“最佳使用（食用）期” 难以按照表中的规定标明，可在表中“最佳使用（食用）期（最短保

存期）”一栏中规定的其他地方标出，此时，“贮藏说明”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在“最佳使用（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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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旁边标出。 

6、此表中的“最佳使用（食用）期”可以用“最短保存期”代替。 

7、对于易腐的或生产后需要立即食用的产品，“最短保存期”应该改为“保质期”。 

8. 如果由加工商/包装商对产品进行标注，表中的“制造商”应该改为“加工商”。 

9、如果由经销商对产品进行标注，表中的“制造商”应该改为“经销商”。 

10、对进口的产品，表中的“制造商”应该改为“进口商” 而不必参照上面的第 9 条。 

11、此表格可垂直填写。 

12、如果难以标出表格的边框，边框可以省略。 

13、按照法律法规 19－8，第 2 段的规定制定的质量标注标准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按照凡不当奖

赏与误导法规条款 10 的要求，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制定的。此表也包含了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 

补充规定 

1、此公告自标准法和农林产品正确标注法修改法执行之日起实施生效 

2、对于那些没有按照标准法修订法颁布之前的标准法和农林产品正确标注法法规 19－8 第 1 段的规

定而进行标注的农林产品，此规定适用于其中在 2001 年 4 月 1 日当日和以后生产、加工或进口的产

品。 

补充规定（2000 年 12 月 19 日的农林渔业部第 1,630 号公告） 

此公告自版布之日起开始生效 

 

注意：根据相关规定（法规 19－8 第 1 段），鉴于质量标注标准是帮助大众消费者对产品进

行选择，故所有文字应为日文。 

 

关于《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修订内容的说明 

2013 年 5 月 11 日第 175 号法律（摘录） 

 

（生产商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 

第十九条第 13 项为了便于一般消费者选择，内阁总理大臣计划将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进行修订。

关于农林物资中加工食品（认为因生产方法或者流通方式有特色，而因此涨价的情况除外）的质量

标注，内阁政府下令制造商必须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标注。 

一、名称、原材料或者材料、保存方法、原产地以及其他必须标注的事项； 

二、标注的方法和之前提到的制造商必须遵守的事项。 

2{略} 

（有关质量标注准则的遵守） 

第十九条第 13 项 2.制造商必须遵从依据上一条第 1 项到第 3 项规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标注准则，以

及关于农林物资品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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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标注的指示） 

第十九条第 14 项根据第十九第 1 项或第 2 项规定，不用标注同条第一项所提事项。另外，如果有生

产商不遵守根据同条第 2 项规定而定的同条第 1 项 2 号规定，内阁总理大臣或农林水产大臣可以提

醒该生产商遵守这些规定。 

2-5{略} 

第十九条第 14 项 2.在执行前条的规定或命令时，此条将合并公示。 

新版本对加工食品和加工食品标注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标注，增加关于农林物资标准化及质量标注

修订说明。 

 

在原摘录法律正文中部分内容做了修订，新增加关于《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修订内容的说明。 

日本《加工食品的质量标注标准》修订说明原文网址：

http://www.maff.go.jp/kyusyu/press/hyoji/pdf/120413-01.pdf 

 

 

 

 

 

 

 

 

http://www.maff.go.jp/kyusyu/press/hyoji/pdf/12041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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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C 
 

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 

 

2000 年 1 月 20 日农林水产省第 60 号通告 

 

（目的） 

第 1 条制定此标准的目的是为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方式制定标准及详细说明相关事宜。 

（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准则） 

第 2 条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准则如下： 

为保持有机农产品的制造和加工过程中原料的特性(所叙述的这些准则是日本有机农产品农业标

准所规定的(第 3 条，农林水产部 2000 年 1 月 20 日第 59 号通告)；同下文)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应该

以使用原材料和适用于物理及生物功能的加工方法为主，避免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化学合成的药物。 

（定义） 

第 3 条此标准中的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是指按照第 4 条标准中的可行性方法而生产的有机农产品。 

（生产标准） 

第 4 条生产方法的标准如下： 

类别 标准 

 

 

 

 

原材料（包括加工

辅料） 

除如下所描述的之外，不准使用其他任何材料 

1.有机农产品仅限于那些在产品外包装、容器或发票上面附有等级标

签的有机农产品。但是，此标准不适用于个人生产和加工的有机农产

品以及有关农林产品标准、正确标识的法规（如下称法规）中第 14

条或第 15 条中指定的有机农产品。 

2.有机农产品加工的食品（仅限于那些在产品外包装、容器或发票上

面附有等级标签的有机农产品。但是，此标准不适用于个人生产和加

工的有机农产品，以及有关农林产品标准、正确标识的法规（如下称

法规）中第 14 条或第 15 条中指定的有机农产品。 

3.除上述第 1 和 2 条中规定的农产品以外的所有农产品（不包括被作

为原材料的有机农产品同类的相关农产品、经电离辐射的农产品和使

用过 DNA 重组技术（DNA 重组技术是指通过酶的裂解和结合来连接

DNA，然后在把新的 DNA 移植到活细胞中进行增殖，同下文）的农

产品）和畜水产品（经过电离辐射和使用过 DNA 重组技术的除外）

以及它们的加工产品（与作为原材料的有机加工农产品同类的加工农

产品和经过电离辐射的产品除外）。 

4.盐和水 

5.附表 1 中所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过 DNA 重组技术的除外；同下

文） 

原料的利用比率 

1.原料除去盐和水的重量外。其它农产品除有机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

加工的畜产品和水产品外，占产品重量的百分比不大于 5%。 

2.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应该控制在生产或加工该食品必需的最小值

内。 

关于生产、加工、

包装和其它的管理 

1.生产或者加工方法是指利用物理或生物的加工方法（所使用的酶类

等物质不包括那些经 DNA 重组技术形成的酶）。使用附表中描述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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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添加剂的情况除外。 

2.不可使用电离辐射来控制病虫害，保藏食品，去除病原体或改善卫

生状况。 

3.用于控制病虫害的药物应该在附表 2 所列举的范围之内，并且在其

使用过程中要防止它们与原料及产品相混。 

4.对用于有机原料或者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用途的有机农产品应予以

控制，使其不与其它农产品或者加工食品混合。 

5.对生产或加工的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应予以控制，使其不被农药、

洗涤剂、消毒剂以及其它药物所污染。 

 

（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和原料的名称标识） 

第 5 条有机的农产品加工食品及原料的名称应该按照以下规定的方法进行标识： 

类别 标准 

名称标识 

1.以下面的标签中任一种进行标识。 

(1) “”（是指日本加工的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 

(2) “”或“（）”（是指日本生产的有机农产品或（有机）农产品。） 

(3) “”或“（）”（是指日本生产的有机农产品或（有机）农产品。） 

（注意）在“”中应该标明农产品加工食品的一般名称 

2.对于在反季节耕地收获的有机农产品或者在反季节耕地收获的作为

原料用于生产加工的农产品的名称，除了遵守第 1 条的规定外，还应该

在其名称的前面或后面标注“反季节耕种”的字样。 

原料名称的标识 

1.对于有机农产品（不包括反季节耕种的有机农产品或者有机加工农产

品（不包括在反季节耕地收获的用作原料的有机农产品，但是包括二手

原料。）例如“有机”的字样应该在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食品的一般名称

中体现出来。 

2.于使用反季节耕地收获的有机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的产品，或者在反

季节耕地收获的用作原料的有机农产品。除了按照第 1 条的规定外，还

应该在其名称的前面或后面标注“逆周期耕种”的字样。 

 

附表 1 

食品添加剂 标准 

柠檬酸 
碳酸盐只可用作 pH 值调节剂，或者限于在果

蔬的加工产品中使用 

DL-苹果酸  

乳酸 只限用于蔬菜加工产品。 

L-抗坏血酸  

丹宁酸 只限于用作助滤剂。 

硫酸 
只能在加工糖的过程中用作调节pH值的调节

剂。 

碳酸钠 
只限于用在糖果、食用糖以及豆制品、面条和

面包中。 

碳酸钾 

只限用于水果加工产品的烘干，或者用于谷类

加工产品以及大豆、面条、面包或者糖果的加

工产品中。 

碳酸钙  

碳酸铵  

碳酸镁  

氯化钾 只限用于果蔬加工产品以及调料或汤中。 

氯化钙 
只限作为凝结剂使用，或者用于食用油脂、蔬

菜水果加工产品、大豆加工产品中。 



 338 

氯化镁 只限作为凝固剂，或者用于大豆加工产品中。 

天然海水氯化镁 只限作为凝固剂，或者用于大豆加工产品中。 

氢氧化钠 
只能在加工糖的过程中的作为 pH值调节剂或

者用于谷物加工产品中。 

氢氧化钾 只能在加工糖的过程中作为 pH 值调节剂 

氢氧化钙   

DL-酒石酸   

L-酒石酸   

DL-酒石酸钠 只限用于糖果中 

L-sodium tartrate 

L-酒石酸钠 

只限用于糖果中 

DL-酒石酸氢钾 只限用于谷物加工产品或者糖果中 

L-酒石酸氢钾 只限用于谷物加工产品或者糖果中 

磷酸氢钙 只限用于发泡粉 

硫酸钙 
只限用作凝固剂，或者用于糖果，豆类加工产

品以及面包酵母中 

褐藻酸 

藻酸钠 

角豆胶 

瓜尔豆胶 

三剌碱胶 

  

阿拉伯树胶 只限用于食用油脂 

黄原胶 

刺梧桐胶[增稠剂] 

干酪素 

明胶 

胶质 

酒精 

维生素 E 制剂 

  

酶化卵磷脂 

酶化 

只限于未经过漂白或有机溶解处理过的 

酶水解卵磷脂 只限于未经过漂白或有机溶解处理过的 

植物卵磷脂 只限于未经过漂白或有机溶解处理过的 

蛋黄卵磷脂 只限于未经过漂白或有机溶解处理过的 

云母 

斑脱土 

高岭土 

硅藻土 

珍珠岩 

  

二氧化硅 只限于用作凝胶体或者胶体溶液 

活性炭   

蜂蜡 只限用作分离剂 

棕榈蜡 只限于用作分离剂 

香料 不可以用化学合成 

氮气 

氧气 

二氧化碳气 

  

其他食品添加剂 

需符合以下标准 

1、是生产或加工上述食品所必需的 

2、用于保持营养价值和品质的稳定性 

3、没有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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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天然产品或者从天然产品中提炼出来，

并且在提炼过程中未添加任何化学合成物质。 

 

附表 2 

化学试剂 标准 

除虫菊杀虫乳剂 由除虫菊中萃取 

鱼藤乳化剂  

鱼藤粉  

鱼藤粉试剂  

菜籽油乳剂  

机油湿雾剂  

机油乳剂  

硫磺发烟剂  

硫磺粉试剂  

硫磺/铜可湿性粉剂  

可湿性硫磺粉  

香菇菌提取液  

可湿性碳酸氢钠粉  

碳酸氢钠/铜钠可湿性粉剂  

可湿性铜粉  

铜粉试剂  

硫酸铜 只限于波尔多混合物的制备 

烧石灰，生石灰 只限于波尔多混合物的制备 

液（态）氮  

生物杀虫剂如：自然天敌和医用生物杀虫剂  

性引诱素  

(对昆虫等动物具有诱惑力的)引诱剂  

驱虫剂  

绿藻抽提液  

天然药品混合提取液  

石灰酪蛋白 只限用于润滑剂 

石蜡 只限用于润滑剂 

可湿性蜡粉  

干冰 只限于那些作为储藏剂的干冰 

硅藻土剂 只限于储藏设施 

注意：使用农药时，必须按照农药容器的标签上说明的使用方法。 

 

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食品标准》修订内容详见：

http://www.maff.go.jp/j/jas/jas_kikaku/pdf/250329-yunyu-kijyu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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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D 
 

日本《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 

 

农林 2000 年 3 月 31 号第 514 号文件 

 

（适用范围) 

第 1 条此标准适用于易腐食品。 

（定义） 

第 2 条在此标准中，下述表格中左列中的名词的定义将在相应的右列中给予注释。 

名词 定义 

易腐食品 
除了加工食品，那些在表格中所列的食品[除了在加工食品质量标注标准第

二条所列产品（农林渔业部告 2000 年 3 月 31 日第 513 号文件）] 

零售商 指那些把易腐的食品销售给普通消费者的经销商 

（标注内容） 

第 3 条关于易腐食品质量，由经销商在标签上的说明（包括那些没有销售但已经包装的产品，等等。

如果已经标注，同样适用于下文）将在下文中提及；但是，这些规定不适用于运送易腐食品者（包

括收集者或者运输者；同样适用于下文）和直接把它们销售给普通消费者或者提供条件让消费者消

费这种食品的人。 

(1) 食品的名称 

(2) 原产国 

2. 关于特定产品将在第五条的内阁令的（内阁令 1993 年第 249 号）指定商品销售测量方法，包装容

器和包装中列出。经销商贴在容器和包装的内容应是净含量、名称或商品名称和经销商的地址，其

余的已在上一段的条目中列出。 

（标注方法） 

第 4 条关于标注的问题在以上所述的条款中的第一段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已提到，净含量也在相同

条款第二段提到，经销商应遵循如下规定： 

(1) 食品名称 

名称应该用普通词汇来解释其内容物。 

基于下列情况，必须标明商品原产国，然而，在相同的种类和多起源的易腐食品被混合的情况

下，每种所提到的易腐食品的原产地按重量百分比递减次序列出，在不同的种类和多起源的易腐食

品多样混合的情况下，每种所提到易腐食品原产地应加上相应的名称。 

a. 农产品 

本国产品必须标注出生产地区的名称，进口产品应标注出原产国。否则，任何本国产品可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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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市、镇、乡村名称或者其他众所周知的地方的名称；任何进口产品可以标注出众所周知的地方

的名成作为其原产地。这样，生产地区或原产地的标注就可以省略。 

b. 畜产品 

本国产品（除在进口之日算起三个月内进口的活牛在本国屠宰（在自进口之日算起两个月内年

的活猪，和任何活的畜产品除了牛和猪以外自进口之日算起一个月内））必须标注其原产国；进口产

品（包括进口之日算起三个月内进口活牛在本国屠宰（在自进口之日算起两个月内年的活猪肉，和

任何活的畜产品除了牛和猪以外自进口之日算起一个月内））必须标注出原产国。如果任何本国产品

可以标注生产地区、城市、城镇、农村或者其他众所周知的地方的名称作为原产地，本国的标注可

以省略。 

c. 海产品 

(a) 国内产品应标注出产该产品的水域名称（下文将提及到“水域名称”）或者地区名称（也就是

该主要渔场所辖地区的名称）；进口产品必须标注原产国。但是，如果很难标注水域的名称，也可

以用海产品所在港口的名称来代替该海域的名称，或者用港口所属地区的名称来代替该海域的名称。 

(b) 尽管(a)中所述规定，任何本国产品可以标注海产品靠岸的海港名称或者海港所属地区的名

称，另外也要加上水域名称，进口产品要标明原产国和水域名称。 

(2) 净含量 

净含量要与以测量法（1992 年第 51 号法规）依据测量的样本一致进行标注。 

2．前述法规第 1 段中涉及到的产品标注应该放置在产品容器、包装、发票以及除零售商以外的批发

商的提货单上的显著位置，同样零售商也需要把产品标注放置在产品容器、包装或者产品旁边的标

示牌上的显著位置上。 

3．前述法规第 2 段中涉及到的产品标注应该放置在产品容器或包装上的显著位置。 

4．产品容器和包装上面的标注的字体应该选用大小一致的印刷体。按照日本行业标准（JIS）Z8305 

(1962)的规定，字体大小不应该小于 8 号。 

（其他产品的标注和标注方法） 

第 5 条除了第 3 条法规的规定以外，经过游离辅射线辐照的产品（指放置在容器或包装中）应该对

辐照结果加以书面说明并把此说明放置在容器或包装的显著位置。 

（标注上禁止出现的文字） 

第 6 条下列文字禁止在标注上出现 

（1）误导消费者相信这种产品比其他产品有更好或者有更多的优点的措词。 

（2）不得使用任何语言文字夸大产品的质量等级，误导消费者。 

（3）使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产生误解的文字、图形、图片或其他标注。 

（易腐食品质量标注的其他标准） 

第 7 条不同于从第 3 条法规到前述的法规，批发商应对易腐食品进行标注，而且要遵照农林渔业部

的相关规定。 

如果农林渔业部制定的质量标注标准中，关于农林产品的标准化和适当标注的法规中第 19-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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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的规定（1950 年第 175 条法规），不同于那些从第 3 条到上面所述的条款和段落中的法规，

应以第 3 条的规定为准。 

附表（见第 2 条） 

1．农产品（包括蘑菇、野菜和竹笋） 

（1）大米（包括收获后经过加工、筛选、漂洗的大米，以及只经过切割并与碾过的大麦和杂粮混

合的大米）、糙米和精米。 

（2）杂粮（包括收割后经过加工、筛选、漂洗和只经过切割的谷物）、玉米、小米、稗子、荞麦、

黍稷、高粱和其他杂项谷物。 

（3）豆类植物（包括那些收割后经过加工、筛选、漂洗的豆类，以及只经过切块，挑除未成熟的

豆类）大豆、红小豆、芸豆、豌豆、豇豆、 

蚕豆、绿豆、花生以及其他豆类。 

（4）蔬菜（包括收割后经过加工、筛选、漂洗的蔬菜，以及只经过切块和冷冻的蔬菜）、根菜类、

茎叶菜、果菜、香料菜、蘑菇、野菜、果味菜和其他蔬菜。 

（5）水果（包括收获后经过加工、筛选、漂洗的水果，以及只经过切块和冷冻的水果）、柑橘、包

在壳内的水果、核果、浆果、可食用坚果、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以及其他水果。 

2．畜产品 

（1）肉类（包括只经过切块、切片、速冻和冷冻的肉）、牛肉和小牛肉、猪肉和公猪肉、马肉、

羊肉和羊羔肉、山羊和山羊羔肉、兔肉、家禽肉及其他肉类。 

（2）市场上销售的家禽蛋类（只限于有壳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以及其他在市场上销售的蛋

类。 

3．水产类（包括经过全鱼（含头部及内脏之完整鱼体）、半处理（完整之鱼体除去腮及内脏），全

处理（除去头及内脏者）、纵切、切块和切片（不包括分类）处理的水产类，以及贝壳类、甲壳类、

只经过冷冻、解冻的水产品，新鲜的水产品） 

（1）鱼类 

淡水鱼类; 大马哈鱼、鲑鱼（溯河产卵类）；鲱鱼和沙丁鱼；金枪鱼和鲭鱼；幼雄鲑鱼、黄狮鱼、河

豚、鳕鱼；硬骨类鱼、鲤科类、短鲷、石首鱼科类以及其他鱼类。 

（2）有壳软体动物类 

淡水蛤和淡水蜗牛、牡蛎、扇贝、舟贝、文蛤、浪蛤、鲍鱼、钟螺科和其他类有壳软体动物 

（3）水栖动物 

墨鱼、章鱼、小虾和大虾、龙虾、马蹄蟹、小龙虾、螃蟹、其他甲壳类动物、海胆和海参、甲鱼和

其他水栖动物。 

（4）海洋哺乳类动物 

鲸，海豚以及其他海洋哺乳类动物。 

（5）海藻类 

海带、若芽、紫菜、穿空的草海桐，用于提炼琼脂的海藻以及其他海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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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规定 

1、此规定在《农林产品统一及正确标注法》修订法实施之日起生效。 

2、此法规适用于在 2000 年 7 月 1 日当日和以后出售的不包括椰菜、芋头、蒜、姜、香菇、可食牛

蒡菜、芦笋、豌豆（绿色荚果）和洋葱在内的易腐食品。 

注意：根据相关规定（法规 19－8 第 1 段），鉴于质量标注标准是帮助大众消费者对产品进

行选择，故所有文字应为日文。 

 
 

新版日本《易腐食品质量标注标准》见网站：http://www.maff.go.jp/kinki/syouhi/hyouzi/kizy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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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E 
 

ISO 标准 

ISO 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First edition—1988-12-01) 

[(90;93) (2005-2-08)] 

Guide to the prepacking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零售新鲜水果和蔬菜预包装和运输包装的主要形式及其通用条件和方法的指南。 

预包装旨在保护商品避免可能的伤害及品质退化期间可能发生的变质，为了促进贸易既要产品

更好的呈现也要适合于自助式销售。 

2 预包装材料 

用于预包装的材料应符合健康和卫生的标准并且能够保护产品。下列材料可以使用： 

——轻便的塑料薄膜和纸袋，塑料薄膜和纸套，塑料盘； 

——轻便的管状网套，或网状并由塑料、纤维胶、纺织纤维或同类材料做成的袋； 

——面或底由硬纸板、塑料或木浆纸做成得浅盘或盒子（盒的高大于 25mm）。包装材料应有可显示

品质的表面和颜色（比如薄膜应是透明的；黄瓜包装材料可显示其绿色）。材料的图案、颜色，网孔

的尺寸等不应掩盖任何产品视觉上的瑕疵。 

无论采用何种包装材料应依照国家的相关法规。 

3 预包装系统 

完成预包装的产品称为商品。当在市场出售时应具备的条件是能够保持产品的原貌，无论完全

或部分封口，内装产品的数量在打开包装以前不能更改或更改后留下明显痕迹，或没有显而易见的

修改产品。预包装商品由产品和包装两部分组成适合开放式销售。 

主要的预包装方法在本标准 3.1 至 3.8 中给出。 

3.1 直接用伸缩薄膜——方法 A 

主要用于包装大体积的单个水果或蔬菜（比如柑橘类水果，温室的黄瓜，莴苣，莴苣头，圆头

卷心菜）。 

3.2 浅盘或盒用裹包薄膜——方法 B 

专门用于小体积的水果或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 

由裹包薄膜（通常用收缩薄膜）包裹的浅盘或盒的周围构成。 

裹包薄膜由浅盘或盒较长的一侧裹至另一侧以留下缺口，包装完成后，较短的两侧可以流通空

气。这种预包装特别适合那些水分蒸发流失特别快的水果和蔬菜（因为较高的相对湿度会加速由微

生物引起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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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损坏薄膜应不能从包装中拿出任何一个产品。包装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容器（浅盘或

盒）的较长方。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1kg。 

3.3 浅盘或盒用薄膜构成完整的包装——方法 C 

用于小体积的水果和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采用能透过水蒸气的薄膜 [例如用可抗凝

结的聚乙烯(聚氯乙烯)薄膜]。 

单向的收缩薄膜（在旋转的方向上）应等同或略宽于浅盘或盒的最大尺寸（长度）。双向收缩薄

膜应该比浅盘或盒子的最大尺寸宽，以使薄膜收缩后能盖住浅盘或盒子较短方的边缘。 

拉伸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浅盘或盒的较长方。拉伸薄膜一般贴附于盒子的底部。 

3.4 管状网套包装——方法 D 

主要用于不易受机械损坏影响的，较小的，水果和蔬菜。将几个包装在一起。 

管状网套在填充之前先封闭一端，装满之后封闭另一端，这样就形成封闭的包。当采用直径可

增大的管状网套，必须保证在放入产品后，最终直径不超过原直径的三倍。 

管状网套一般用于球形的产品（比如柑橘类水果，洋葱和马铃薯）。包装定量一般在 1 kg 至 3kg

之间。 

3.5 网袋包装——方法 E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本标准 3.4）。网袋底部的封合可在包装前或制作网袋时做好。第二个

封合口在填充产品后封合。包装定量一般在 1kg 至 3kg 之间。这个方法也可用于大定量包装，有时

可至 15kg（例如马铃薯）。 

3.6 塑料薄膜和纸袋包装——方法 F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 和 E（见本标准 3.4 和 3.5）。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2kg。包装容器可能需要

打孔（见 3.7）。 

塑料薄膜封合后可能会收缩。 

3.7 可携带的塑料薄膜和纸袋或管状网袋包装——方法 G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 3.4）。底和侧面的部分已经由包装生产商或包装者做好，在包装填充

前形成一个袋，装入产品后顶部封合，并且留一定长度以便携带。包装定量一般在 2 kg 至 3 kg 之间。 

3.8 盒包装——方法 H 

相对于上述的其它方法，用可折叠的盒预包装更加手工化。这种包装主要用在昂贵的水果收获

时（比如猕猴桃或其他国外进口的水果），或其它易受机械伤害的水果（比如樱桃，草莓，黑莓）。

填装完成后的盒，直接放置于运输箱中。 

4 食品预包装质量 

仅对符合了相关的食品质量标准的水果和蔬菜进行预包装。 

5 包装（预包装）前食品的处理 

包装（预包装）前所有的商品应根据相关质量标准分类。 

根据食品的种类，采用不同的初步处理方法，比如： 

——洗或干刷蔬菜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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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苹果； 

——去掉菜花外面损坏的叶子； 

——去掉洋葱松散的表皮； 

——去掉莴苣头，圆头卷心菜等外面的叶子； 

——去掉大头菜的花茎。 

6 运输包装 

6.1 运输包装方法 

预包装产品放置在运输包装容器中。运输包装容器应能避免预包装产品受到机械的或其它的损

伤。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1，3.2，3.3，3.6 和 3.8 符合一致的包装定量不大于 1kg，采用刚性

运输包装箱，尺寸适当，符合单一的标准。托盘（800mm x 1200mm）是首选的。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4，3.5，和 3.7 符合一致的，其运输包装可以使用网袋。 

7 标记 

7.1 建议每个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单元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销售的需要，标识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 

——级别（根据相关质量标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包装内商品的净重 

——零售价格 

——每千克的价格（如果这项不是法定的要求） 

——品种 

——产品的产地 

7.2 每个运输包装件应表明它所包含的预包装商品的数量 

并且建议标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8 包装系统推荐 

某些商品最常使用的预包装系统和适合储藏或运输的温度⑨： 

表 1 

蔬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芦笋②（Asparagus） + + +   +   0-2 

小玉米（Baby corn）   +      0 

甜菜根（Beetroot）    + + + +  0 

芽甘蓝（Brussels sprouts）    + + +   0 

结球莴苣、莴苣头⑥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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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bage lettuce; head lettuce） 

胡萝卜（无叶子）[Carrot (without tops)]    + + +    

胡萝卜（有叶子）[Carrot (with tops)]     + +    

花椰菜（Cauliflower） +     +   0 

芹菜（无叶子）[Celery (without tops)] +   + + + +  0 

芹菜（有叶子）[Celery (with tops)]      +   0 

大白菜（Chinese cabbage, type “Pe-tsai”） +     + +   

菜豆，四季豆（在豆荚中） 

[Common bean; kidney bean (in the pod)] 

 +       7 

黄瓜（Cucumber） +     + +  8 

羽衣甘蓝（Curly kale; kale; collard）      +   0 

莳萝（Dill） +     +    

茄子（Eggplant; aubergine） +    + +    

茴香（Fennel） +     +    

大蒜（Garlic）   + + +     

朝鲜蓟（Globe artichoke） + + +  + +   0 

山葵（Horseradish） +    + +    

青蒜②（Leek） +     + +   

甜瓜（Melon） +      +  10 

混合蔬菜（切碎的）③ 

[Mixed vegetables (shredded)] 

 + +  + +   4 

洋葱（干）[Onion (dry)]    + +  +④  4 

洋葱（有叶子）[Onion (with tops)]      +   0 

欧芹（Parsley）     + + +  0 

豌豆、青豆（去壳去皮） 

[Pea; garden pea(for shelling)] 

 +      + 0 

马铃薯⑤(早期和晚期)[ Potatoes (early; late)]    + + + +   

萝卜（无叶子）[Radish (without tops)]    + + +    

萝卜（有叶子）②[Radish (with tops)]     +     

大黄（Rhubarb） +     + +   

圆头卷心菜⑥（Round-headed cabbage） +     + +  0 

皱叶甘蓝⑥（Savoy cabbage） +     + +  0 

细卷鸦葱 (Scorzonera；black salsify )     + + +   

菠菜（Spinach）  + +   +   0 

南瓜、冬瓜（Squash; winter squash） +   +     5 

糖豆（有豆荚）[Sugar peas (pods)]  + +      2 

小甜玉米（Sweet corm ; maize） +     + +  0 

番茄（Tomato）  + + + + + +  13 

菊苣（Witloof chicory; French endive） +     + +   

 

表 2  

温带水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苹果(Apple)  + + +

⑦ 

 +

⑦ 

+

⑦ 

+ 0 

杏（Apricot）  + + +   +

⑦ 

+

⑦ 

0 

越 桔 （ Bilberry; wortleberry;  

blueberry） 

  +     + 1 

黑莓（Blackberry）  + +     + 0 

醋栗（Gooseberry）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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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Grape）  + +     + 0 

樱桃（Morello）  + +     +  

桃子、油桃（Peach; nectarine）  + +   + + + 0 

梨子（Pear）  + +   +

⑦ 

+

⑦ 

+ 0 

李子（Plum）  + +   +

⑦ 

+

⑦ 

+ 0 

温柏（Quince）  + +     +  

覆盆子、黑莓（Raspberry）  + +     + 0 

红浆果（Redcurrant）  + +     +  

酸樱桃（Sour cherry）  + +   +

⑦ 

+

⑦ 

+ 0 

草莓（Strawberry）  + +     + 0 

 

表 3 

亚热带和热带水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鳄梨(Avocado pear; avocado) + + +  + +   0 

香蕉（Banana）  + +   +   13 

柚子（Grapefruit）    + + + +   

梅（Japanese apricot） + + +  + +   0 

猕猴桃（Kiwifruit）  + +  + +  +  

柠檬（Lemon）  + + + + + +  15 

橘子（Mandarin; tangerine）  + + + + + +  1 

芒果⑧（Mango） + + +  + +  + 13 

莽吉柿、倒捻子（Mangosteen）   +     +  

甜橙（Orange; sweet orange） + + + + + + +  10 

番木瓜（Papaw; papaya） +       + 13 

菠萝（Pineapple） +     +  + 7 

石榴（Pomegranate）  + +  + + + +  

山榄果、人心果（Sapota; sapodilla）        +  

甜酸豆果（Sweet tamarind）   +     +  

注 1：命名引自：ISO 1990-1：1982，水果—命名法—表一，ISO 1990-2：1985，水果—命名法—表二，ISO 1991-1：

1982，蔬菜—命名法—表一，ISO 1991-2：1985，蔬菜—命名法—表二，ISO 1956-1：1982，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

构术语—第一部分，和 ISO 1956-2, 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构术语—第二部分（即将出版） 

注 2：捆扎包装 

注 3：根据地方习惯，比如汤，沙司，正菜外的附加菜的配置品 

注 4：只能用管状网套 

注 5：包装好的马铃薯应避光保存 

注 6：仅适用于即摘的卷心菜 

注 7：仅适用于密实的，并较少受到机械损伤的种类 

注 8：排除易受缺氧影响的种类 

注 9：适用温度来自美国农业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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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F 
 

ISO 标准 

ISO 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堆码》 

(First edition—1983-12-01) 

[(90;93) (2005-2-08)]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 Arrangement of parallelepipedic packages in land transport vehicles 

 

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家标准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ISO 团体成员)。国际标准化工作的

开展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执行。每个团体成员对已经由技术委员会审定的科目感兴趣有权向该委员

会提出异议。国际团体和政府以及非官方组织联络 ISO 同样可以参与其中的工作。 

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通过技术委员会发送到团体成员，以期在 ISO 讨论会议之前获得他们的正

式同意。 

国际标准 ISO 6661 由农业的食物产品技术委员会 ISO/TC 34 提出，并且在 1982 年 7 月发送到团

体成员。 

 

引言 

长期的经验证明，包装的质量影响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保存，在流通的过程和特定的交通环境

中，包装件在交通工具上的堆码方式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考察有关的事实证明，包装件没有封口是

目前大都习惯的作法并且包括了多数的产品。推荐的不同方式的堆码是根据使用托盘与否。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新鲜水果和蔬菜在陆路运输期间的包装件堆码技术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由任何材料构成的直方体包装件，无论是否封口或使用托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3394 硬质直方体运输包装尺寸系列 

 

下列国际标准应同样作为参考： 

ISO 3676 包装—单元货物尺寸 

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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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堆码 stack 

相同的包装件全部叠放在一起。(见图 1)。 

3.2 排列 row 

所有的包装件并排放在一个水平面上。(见图 1)。 

3.3 层 layer 

同一水平面内的所有排列的集合。(见图 2)。 

4 无托盘包装件 

4.1 概述 

4.1.1 包装件装载应稳定。 

4.1.2 采用的包装件的堆码方式应能够预期的将内装物受损伤的风险降至最低。特别是当包装件无封

口时，应使内装物适当的通风。 

4.1.3 包装件的装填应紧凑，无论是否封口。 

4.1.4 在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上，不应出现任何的中断。装载的包装件应倚靠交通工具前后两面。 

4.1.5 装载的高度应相同。 

4.2 具体的推荐 

4.2.1 包装件的排列 

包装件之间的距离应不互相干涉并且在横向端面上紧凑的排列。如此推荐的方法形成了空气流

动沿着排列形成的线（面），以确保空气的流通。包装件的长边应平行于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①。 

然而，由于实际上一般在横排之间并且与交通工具侧壁之间有小量的移动空隙，此时，同一层

面的连续的一排应交替的（隔一排的）倚靠于交通工具的侧壁。 

由于不同交通工具的不可改变的特性形成的和上述的空隙，应适当的充填。 

本标准的图 2 给出了可接受的符合上述原则的两种具体的排列，但是仅为举例。 

注 1：在运输包装的案例中，无封口的、冷藏和深度冷冻的交通工具，或许采用不同的排列方式，

以各自特定的条件而确定。 

4.2.1.1 排列 a[见图 2（a）] 

包装件符合规则的正确堆码。在横向端面上连续的码放构成垛，每隔一垛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

工具的侧壁。每垛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的宽度。所有的层类似相同。本

排列要求仔细地堆码，将包装件排成直线并且与相邻的垛接触良好。 

4.2.1.1 排列 b [见图 2（b）] 

在横向端面上的每垛，每隔一层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工具的侧壁，本排列更详细的陈述在本标

准 4.2.1.1 提及。但是要求： 

——每层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宽度的三分之一。 

——在包装件无封口的情况下，包装件为堆码提供适当的条件。 

4.2.1.3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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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怎样的排列，以需要为准。 

(a) 当部分包装件装载在交通工具的侧边门旁无倚靠时，为保证这部分包装件良好的稳定性，包装件

可以采用特殊的排列，例如安排包装件的长度方向与交通工具的侧边垂直。 

(b) 当全部装货到同样的高度不可能时，包装件形成不完全的上面层集合为一层并且采取避免移动的

措施。 

4.2.2 纵向堆码 

概括性的推荐，包装件沿纵向的堆码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

装交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避免由此导致包

装件移动的任何可能。 

4.2.3 不同类型的装载 

如果交通工具同时装载不同类型的包装件或包装件内装不同的类型的商品，应依照下列推荐： 

——不同类型包装件或商品划分为大致相同的包装件组； 

——组成并且装载每个符合上述推荐的，把最紧凑的和最小的易碎的货物放在较低的层； 

——如果物品以大不相同的质量划分，应求得负载是适宜的分布于交通工具的轮轴之间。 

5 使用托盘的包装件 

在包装件使用托盘的情况下，考虑包装件在托盘上和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两种排列是必要的。 

5.1 托盘上包装件的排列[见图（3a）] 

包装件应紧凑的依层次放置。 

一个托盘应仅限于运载相同尺寸的包装件。 

托盘上的包装件及其排列的形式的采用，应使托盘面积的利用达到最佳效果。① 

托盘装载的内部应无空隙，装货应与相关的规则符合一致，无论用何种方法，货物的边缘不应

悬空，超出托盘不应大于 10 mm。 

当包装件高度中等时(不大于 200mm)，在周围使用适当的方法维持负载货物的结合是可取的，

例如用两根捆扎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中间高度，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 3/4 高度捆扎。 

如果包装件是由某些柔性材料构成或是比较小的(不大于 400 mm x 250 mm)，在负载货物的垂直

于地面的方向上用刚性的护角再水平方向的捆扎是可取的。如果包装件是由刚性材料构成，高度超

过大约 200mm，仅需使用一根捆扎带。 

5.2 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排列[见图（3 b）] 

托盘在横向端面的排列根据立面的方向由 2 件或 3 件组成。方向的选择应使交通工具提供的使

用面积达到最佳效果，并且附带的关注包装件的较长侧面与交通工具的纵向平行。 

货物的立面不应倚靠交通工具侧面的门。 

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装

交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例如借助于不使用



 352 

托盘的包装件或其它适当的方法，避免由此导致装载托盘和包装件移动的任何可能。 

5.3 有或没有封口的包装件使用箱式托盘 

包装件的尺寸应尽可能在箱式托盘内形成稳定的装载。如果在装载货物和箱式托盘内壁之间有

空隙很有可能危及货物的稳定性，用适当的材料和适当的方法充填这些空隙是可行的。 

箱式托盘在交通工具中的排列应使其使用面积达到最佳效果。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

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这个推荐的排列适用于不设叠落箱式托盘，是箱式

托盘堆码的一般情况。在实践中，如果有空隙应充填。总体上，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产品的特征要

求运输必须保证空气流通。 

如果提供适当的工具，箱式托盘可以堆码。 

 
 

图 1 堆码和排列包装件 

 

 
 

排列 a                                                排列 b 

 

图 2-无托盘运输的包装件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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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托盘上包装件排列(仅为举例)             b) 在交通工具上使用托盘的包装件排列 

 

图 3 托盘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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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G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1707 《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通则》 

General rules of plastic films for food packaging 

 

前言 

本译文基于原版《日本工业标准》翻译而成，原版《日本工业标准》由经产省修订，并由日本

工业标准委员会依据《日本工业标准化法》进行了审议。 

本《标准》将成为规范各种材料制成的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中常见问题的通则 

1. 范围本《日本工业标准》规定了由各种材料制成的食品包装用塑料薄膜
（1）（以下简称薄 

膜）的一般性问题。 

注（1）：这里所说的塑料薄膜指薄膜状的高聚合物材料，用以包装食品或制成塑料袋和塑料容器，

或制成合成材料，厚度不超过 250m。 

2. 引用标准本《标准》参考标准如下： 

   JIS B 7507  游标，度盘和数字卡尺； 

   JIS K 7100  监测与测试塑料的标准环境； 

信息参考：ISO 291：1977   塑料——监测与测试的标准环境，等效于 JIS K 7100。 

   JIS K 7124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抗跌落冲击的试验方法  

信息参考：ISO 7765-1：1988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用自由落体法测定抗冲击性---第一部分：

阶梯法，等同于 JIS K 7124。 

   JIS K 7126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透气率的测试方法 

   JIS K 7127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抗拉伸性的测试方法 

信息参考：ISO 527-3：1995   塑料—抗拉伸性的测试方法---第三部分：塑料薄膜和塑料片的试

验条件，等同于 JIS K 7127。 

   JIS K 7129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水蒸气透国率的测试方法（仪器法） 

   JIS Z 0208  测定耐潮包装材料的水蒸气透过率的测试方法 

   JIS Z 8401  数值的四舍五入制 

3.性能的分类 

3.1 抗拉强度（Tensile strength） 

薄膜应按照 7.2 的规定进行测试，抗拉强度的等级划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抗拉强度的等级划分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抗拉强度 TS 
N/15mm 

（宽度） 

大于等于
100 

大于等于 50 

小于 100 

大于等

于 25 

小于 50 

大于等于
5 

小于 25 

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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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冲击强度（Impact strength） 

薄膜应按照 7.3 的规定进行测试，冲击强度的等级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冲击强度的等级划分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冲击强

度 
IS N·cm 

大于等

于 1000 

大于等于 500 

小于 1000 

大于等于 100 

小于 500 

大于等于 50 

小于 100 

小于

50 

3.3 戳穿强度（Puncture strength） 

薄膜应按照 7.4 的规定进行测试，戳穿强度的等级划分，如表 3 所示。 

表 3 戳穿强度的等级划分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戳穿强度 PS N 
大于等

于 30 

大于等于 20 

小于 30 

大于等于 10 

小于 20 

大于等于 5 

小于 10 
小于 5 

3.4  热封强度（Heat seal strength） 

薄膜应按照 7.5 的规定进行测试，热封强度的等级划分如表 4 所示。 

表 4 热封强度的等级划分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热封强

度 
HS 

N/15mm

宽度 

大于等

于 60 

大于等于 30 

小于 60 

大于等于 15 

小于 30 

大于等于 5 

小于 15 

小于

5 

3.5  水蒸气透过率（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薄膜应按照 7.6 的规定进行测试，水蒸气透过率的等级划分如表 5 所示。 

表 5 水蒸气透过率的等级划分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水蒸气透过

率 
WTR g/(m

2
·d) 

小于

等于 1 

大于 1 

小于等

于 5 

大于 5 

小于等于

20 

大于 20 

小于等于

100 

大于 100 

3.6 氧气透过率（Oxygen gas transmission rate） 

薄膜应按照 7.7 的规定进行测试，氧气透过率的等级划分如表 6 所示。 

表 6  氧气透过率的等级分类 

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氧气透过

率 
0TR fmol/(m

2
·S·Pa) 

小于等于

5 

大于 5 

小于等于

25 

大于 25 

小于等于

100 

大于 100 

小于等于

500 

大于

500 

3.7 耐热性（heat resistance） 

薄膜应按照 7.8 的规定进行测试，氧气透过率的等级划分如表 7 所示。 

表 7  耐热性的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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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缩写 单位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耐热性 2）
 HR C 大于等

于 125 

大于等于

110 

小于 125 

大于等于

100 

小于 110 

大于等于 80 

小于 100 

大于 80 

注（2）：等级划分应是按照 7.8 的规定进行测试不出现异常情况的温度条件。 

3.8 卫生条件 

直接接触食物的薄膜（对于由两层或多层组成的薄膜，直接接触食物的是合成层）应符合《食

品卫生法》的要求。 

4. 形状的划分 

薄膜的形状可分为片状和卷状，此外，根据截面的形状又可将卷状薄膜分成扁平的（包括双重

薄膜）和管状的（包括装在盒子中的管状薄膜）。 

5.尺寸及其公差 

5.1 片状薄膜的尺寸与公差 

片状薄膜的尺寸与公差应符合有关方面的协议。 

5.2  卷状薄膜的尺寸与公差 

卷状薄膜的卷长、宽度、放平的宽度以及公差应符合有关方面的协议。 

长度不允许有负公差。卷心的内径及其公差应该用 JIS B 7507 中规定的游标卡尺测量，分别为

76
+2

0mm 和 152
+2

0mm。 

5.3 厚度及其公差 

薄膜厚度及其公差应符合《日本工业标准》关于每一种树脂薄膜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应由

有关方面达成一致。 

6 .外观 

薄膜的外观如下： 

a）目检薄膜的外观，上面不得有妨碍使用的缺陷，诸如洞、细裂纹、瑕疵、裂缝、漏水、褶皱、玷

污、不规则的颜色、杂质、粘连、结块以及多层薄膜的开裂。 

b）卷状薄膜的两个扁平端面不得有明显的突起或凹陷。 

c）如果卷状薄膜有接缝，则应经有关方面协商确定接缝数量、连接方法以及接缝位置的标示方法。 

7 .测试方法 

7.1 监测和测试条件 

在监测试样 88 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后，按照监测试样的同等条件，在标准温度和标准湿度条件下，

即，JIS K 7100 规定的 2 级条件下[温度(232C)和相对湿度（505），%]实施抗拉强度、冲击强度和

热封强度以及戳穿强度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薄膜的强度不大可能受含水量的影响或者迅速达

到平衡条件，则监测可以进行 4 小时或稍长些。 

7.2 抗拉强度试验 

抗拉强度试验应按照 JIS K 7127 执行。试件的形状和尺寸应按同一标准 5.1 中的图 1 和图 2 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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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示。试验速度应为 20020mm/min 或 30030mm/min。测试的次数应按照纵向（3）和横向（3）

各 5 个以上试件进行。如果出现异常断裂（如断裂部件位于临近夹具的 10mm 以内或很容易看出异

常断裂），应忽略这些测试数据，另外进行测试，但测得的数据应达到 5 个或更多。 

在该过程中施加拉伸应力直到试件断裂为止，测得的值应为该过程中的最大应力数据，该值用

N/15mm（宽度）表示，然后获取每个方向上的平均值。 

此外，应记录形状、尺寸和试验速度。必要时，也应记录下该时刻的伸长值。 

注（3）：纵向指平行于挤压方向的方向，而横向则指垂直于挤压方向的方向。 

7.3 冲击强度试验 

冲击强度试验应按照 JIS K 7124 完成。 

报告中应同时写明试验的类别（区别方法 A 和方法 B）以及厚度。 

7.4 戳穿强度试验 

在戳穿试验中，试件应固定，使用直径为 1.0mm 针尖为 0.5mm 的半圆形的针，以 505mm/min

的速度戳穿试件，形成一个孔，用以测量针戳穿时的最大应力值。试件的数量应为 5 个或更多些，

获取它们的平均值。 

7.5 热封强度试验 

7.5.1 样品和试件 

将两个尺寸适当的薄膜放在一起,热封其中一端,从该样品上切下宽度为 15mm 的试件。垂直于薄

膜纵向热封的试件为垂直试件；平行于薄膜纵向热封的试件为水平试件。在每个方向上各切下 5 个

或更多的试件。热封的方法和条件应符合薄膜有关方面的协议。 

7.5.2 程序 

180打开试件，将热封的部分置于中心位置，将其两端固定在拉力试验机的两个夹具上，施加抗

张应力，直到热封部件断裂，获得该段时间的最大应力值。 

夹具之间最初的距离应为 50mm 或更大些，测试速度应符合 7.2 的规定。 

7.5.3 报告 

 取直到断裂时的最大应力值，热封强度表示为 N/15mm（宽度），获取每个方向上的平均值。 

7.6 水蒸气透过率试验 

水蒸气透过率试验应按照 JIS J 7129 或 JIS Z 0208 的规定实施。当按照 JIS J 7129 作试验时，如

果使用同一标准中的方法 A，该试验应在 6.2(2)的条件下进行，如果使用同一标准中的方法 B，该试

验应在 7.2(2)的条件下进行；而当按照 JIS Z 0208 作试验时，应使用同一标准中规定的 3.3（条件 B）

的条件下进行。试件数应为 3 个或更多些，求出它们的平均值。报告中，应写出试验方法的类别（如

果是 JIS K 7129，则给出方法 A 和方法 B 的不同之处）。 

7.7 氧气透过率试验 

氧气透过率试验应按照 JIS J 7126 的规定实施。试件数应为 3 个或更多些，求出它们的平均值。

报告中，应写出试验方法的类别（方法 A 和方法 B 的不同之处）。 

7.8 耐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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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封薄膜做一个小袋，里面充入水，扎紧袋子，在依据表 7 所示的等级划分所规定的温度

条件下，用加热的水或蒸汽处理 30 分钟，然后冷却并检查小袋是否出现异常 4）。 

注（4）：异常意味着小袋明显变形，多层薄膜脱开，剥离热封部件。 

7.9 数值的四舍五入 

7.2 至 7.8 中的试验数值应按照 JIS Z 8401 中的规定四舍五入。 

8 包装 

包装装置和包装方法应由有关方面协商确定，其中应考虑运输条件、储存条件等。 

9 标记 

下面的信息应在每个包装上易于看到的地方标明： 

       a) 薄膜的等级和名称； 

       b) 尺寸（卷的宽度和长度）； 

       c) 性能（根据要求，标出缩写和表 1 至表 7 中划分的等级）； 

       d) 生产的年月或缩写； 

       e) 厂家名称或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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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H 
 

韩国工业标准 KS A 1512《包装用塑料薄膜》 
 

Plastic Films for Packaging 

1. 应用范围 

本《韩国工业标准》规定了包装食品用的塑料薄膜 1）（以下简称薄膜）。 

注 1）：这里所说的塑料薄膜指非纤维的、柔软的高聚合物材料，用以包装食品，或制成塑料袋和塑

料容器，或制成合成材料，厚度不超过 0.25mm。 

附注 1：本《标准》内括号中给出的单位和数值基于传统的单位，仅供参考。 

附注 2：本《标准》的引用标准如下： 

  KS  A  0006  测试的标准大气条件； 

  KS  A  1013  防潮包装材料的透气性的试验方法； 

  KS  A  1026  包装货物—测试的一般规则； 

  KS  A  1027  塑料薄膜和塑料片空气透过率的标准试验方法； 

  KS  A  1028  利用自由落体冲击法测试塑料薄膜的抗冲击性 

  KS  A  1516  用偏二氯乙烯处理过的纸； 

  KS  A  3001  聚乙烯薄膜力学性能的测试方法； 

  KS  A  3509  包装用的聚乙烯薄膜； 

  KS  A  7016  纸和纸板撕裂强度撕裂的测试方法。 

2.分类 

薄膜可根据其结构及特性进行分类，如表 1 所示。如果薄膜由共聚物或单层的高聚合物材料的

混合物组成，则应将其分为单层薄膜类。 

表 1 

类别 结构 特性 符号 备注 

1 类 单层薄膜 不可拉伸薄膜 1 类 P 薄膜形成后不可拉伸 

拉伸薄膜 1 类 O 薄膜形成后可向一个方向拉伸 

2 类 多层薄膜 -- 2 类 由两种以上的塑料材料组成 

3.形状、尺寸和公差 

3.1 形状 

薄膜的形状可分为片状和卷状，根据截面的形状又可将卷状薄膜分为扁平的（包括双重的）和

管状的（包括装在盒子中的管状薄膜两种。 

3.2 尺寸及公差 

尺寸及公差在下面给出。 

3.2.1 片状薄膜的尺寸 

片状薄膜的尺寸应符合有关方面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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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卷状薄膜的尺寸及公差 

卷的长度、宽度、平放直径及其公差应符合表 2 的要求。卷状薄膜中心内径的标准应为 76mm。 

表 2 

宽度或平放直径（mm） 长度公差（%） 

额定尺寸范围 尺寸间隔 

≤ 30 2  

+ 2 

0 

 

35~200 5 

210~500 10 

≥525 25 

3.2.3 薄膜厚度及其公差 

薄膜厚度及其公差应符合每一种树脂薄膜的相关《韩国工业标准》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则应

由有关方面议定。 

4. 使用的一般注意事项 

在选择和包装设计薄膜时，应注意食品的种类以及薄膜的种类、质量和性能，以便选择和使用合

适的薄膜。 

4.1 食品的分类（仅供参考） 

食品大致可分为新鲜食品、加工食品和熟食三种。设计包装时应将食品按照下述方法进行分类，

并根据每种食品的特点限定包装的功能。 

（1）含水量高的食品 

该产品指水产品，应根据代谢作用将其分为活的、死的及处于休眠状态的。 

(a) 活的 

蔬菜、水果、马铃薯、蘑菇、活鱼、贝类等。 

（b）死的 

新鲜的肉和鱼、煮过的食品、泡酸菜、面条、豆腐、豆浆、磨碎的食品、果冻、果酱、熟食等。 

（c）休眠食品 

鸡蛋等。 

（2）液体食品 

水，酒精，油和乳胶状的液体食品。 

（3）干燥食品 

粉末状、颗粒状以及固体的干燥食品。 

（4）高脂肪食品 

可溶于水和油的脂肪食品，包括油和脂肪。 

（5）冷冻食品 

-18°C 以下储存的各种食品。 

4.2 食品包装的功能要求 

包装的功能要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根据要求详细说明并评述对食品的适用性。 

（1）保护质量（隔离、机械保护、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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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性（包括卫生）； 

（3）方便性（在货物的销售和消费过程中）； 

（4）可销售性（展示、指示、废弃物处理）； 

（5）可使用性（机械加工、印刷适应性、密封/或气密）。 

4.3 包装食品的有效期（仅供参考） 

应预报食品的有效期（自生产到使用阶段），包装的设计应适合于食品。 

即便由于种类和销售情况的不同导致食品的有效期差别很大，但食品的有效期最好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额定期限 有效期 

1 天 不超过 24 小时 

3 天 13 天 

1 周 37 天 

1 个月 1 周1 个月 

短期 13 个月 

中期 36 个月 

长期 不少于 6 个月 

4.4 销售期间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仅供参考） 

应对薄膜进行测试，以检查销售期间温度和湿度及其变化的情况，以及食品质量的等级。 

销售期间的温度和湿度可与各种温度和湿度的组合相符。表 4 显示的是适当包装的评估情况。可从 6

种情况中择其一种。 

表 4 

序号 温度C 湿度% 备注 

1 -25 最大 40 低温 

2 5 最小 85 低温、高湿 

3 20 65 标准温度/湿度 

4 20 85 标准温度、高湿 

5 40 90 高温、高湿 

6 65 最大 40 高温、特殊情况 

4.5 销售过程中受外力的情况 

测试薄膜，以检查在销售过程中承受诸如冲击、振动和加载强度等外力的情况。 

4.6 由于接触而产生的强度和气味的变化 

测试薄膜，以检查薄膜接触食品后发生化学变化导致强度降低或者由于薄膜的易挥发成分产生

的气味。 

4.7 薄膜的评估 

一般来讲，销售包装由独立包装、内包装和外包装组成。由于上述原因，应按照下面两种方法

对薄膜包装进行评估： 

（1）根据 KS A 1026 在试验室对薄膜进行测试； 

（2）测试单独包装、内包装和外包装，实际包装食品，并进行整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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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 

5.1 外观 

（1）在外观上，薄膜不应有影响使用的毛病，诸如洞、细裂纹、瑕疵、裂缝、漏水、褶皱、污

点、不规则的颜色、杂质、粘胶，以及多层薄膜的开裂。 

（2）卷状薄膜应卷得笔直，形成均等的圆柱形。卷的两端面应在一条线上，且不得突出或弯曲。 

（3）如果卷状薄膜有接缝，则应经有关方协商确定接缝数量、连接方法以及接缝位置的标示方

法。 

（4）对使用而言，薄膜没有有害的粘连。 

5.2 卫生 

 薄膜应符合《食品卫生法》的要求。薄膜应在良好的卫生管理条件下生产、加工和包装。 

6.性能 

薄膜的性能如表 5 和表 6 所示，并分为一般情况下和特殊情况下的性能。 

一般情况分为各种薄膜的普通强度和水蒸气穿透率。特殊情况分为在食品特性和销售情况下限

定的透气性、耐冲击性、耐冷和耐热、耐油性。 

表 5 性能（一般情况） 

等级划分 一般情况 

性能 

 

 

等级 

强度 透气性 

抗拉强度 拉伸百分比 抗撕裂 热封强度 水蒸气透过

率 

宽度 N/15mm

（宽度 

kgf /15mm） 

 

% 

 

N{gf} 
宽度 N/15 mm

（宽度 

kgf /15mm） 

g/m
2
 ·24H 

1 
最小

196.13{20}  

最小 1000  最小
9.81{1000}  

最小 98.07{10}  最大 1 

2 
最小

147.10{15}  

最小 700  最小 4.90{500}  最小 68.65{7.0}  最大 1.5 

3 
最小

98.07{10}  

最小 500  最小 2.94{300}  最小 49.03{5.0}  最大 2 

4 
最小

68.65{7.0}  

最小 300  最小 0.98{100}  最小 29.42{3.0}  最大 3 

5 
最小

49.03{5.0}  

最小 100  最小 0.69{70}  最小 19.61{10}  最大 5 

6 
最小

39.23{4.0}  

最小 70  最小 0.49{50}  最小 14.71{1.5}  最大 7 

7 
最小

29.42{3.0}  

最小 50  最小 0.29{30}  最小 9.81{1.0}  最大 10 

8 
最小

19.61{2.0}  

最小 30  最小 0.20{20}  最小 6.86{0.70}  最大 15 

9 
最小

14.71{1.5}  

最小 20  最小 0.15{15}  最小 4.90{0.50}  最大 20 

10 最小 9.81{1.0}  最小 10  最小 0.10{10}  最小 2.96{0.30}  最大 25 

11 
最小

6.86{0.70}  

最小 5  最小 0.07{7}  最小 1.96{0.20}  最大 30 

12 
最小

4.90{0.50}  

-- 最小 0.05{5}  最小 1.45{0.15}  最大 40 

13 最小 -- 最小 0.03{3}  最小 0.98{0.10}  最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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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30}  

14 
最小

1.96{0.20}  

-- -- 最小 0.68{0.07}  最大 100 

15 
最小

0.98{0.10}  

-- -- 最小 0.49{0.05}  最大 200 

符号（参

考） 

TS EL TR HS W V 

测试方法 7.3 7.3 7.4 7.5 7.6 

 

表 6 性能（特殊情况） 

等级

划分 
特殊情况 

 

性

能 

 

 

等级 

透气性 耐冲击 耐冷 耐热 耐油 

氧气 

穿透率 

碳酸气 

穿透率 

薄膜的 

耐冲击性 

耐冷

温度 

耐热 

条件 

透油率 耐油率 

ml(STP)

/m
2
·h 

ml(STP)/

m
2
·h 

N·cm(kgf·cm

) 
C C 时

间
s 

时间 h 抗拉强度和拉

伸率的变化 

1 
最大 0.1  最大 0.1  最小

980.7{100}  

最大
-40  

120 60 最小 72  最大 10 

2 
最大 0.5  最大 0.5  最小

686.5{70}  

最大
-20  

110 60 最小 48  最大 25 

3 
最大 1 最大 1  最小

490.3{50}  

最大
-10  

100 30 最小 24  最大 50 

4 
最大 2 最大 2  最小

294.2{30}  

最大 0  90 30   

5 
最大 5 最大 5 最小

196.1{20}  

-- 80 30   

6 
最大 10 最大 10 最小

147.1{15}  

-- 70 30   

7 
最大 30 最大 30 最小

98.1{10}  

    

8 最大 50 最大 50 最小 68.6{7}      

9 
最大
100 

100 最大 最小 49.0{5}      

10 
最大
200  

最大 200  最小 29.4{3}      

11 
最小
200  

最小 200       

符号

（参

考） 

GP（O2） GP（CO2） IR CT HT OT OR 

测试

方法 

7.7 7.7 7.8 7.9 7.10 7.11 7.12 

7.测试方法 

7.1 取样方法 

取顶上 3 个片形薄膜为片型试件和 3 个卷形薄膜为卷型试件。 

7.2 试件的测试条件和预处理 

强度试验的标准条件是温度为 202C，相对湿度为（652）%，试件在试验前应在这种条件下

保持平衡。对于不受湿度影响的薄膜强度试验，湿度可不限于上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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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抗拉强度和拉伸 

（1）试验机 

可以使用恒速拉伸型的拉力试验机或强度稳定型（摆锤型）的拉力试验机，载荷指示的准确度

应为2%以内。 

（2）试件 

从样品上切割的试件宽为 150.1mm，平行度为 0.1mm，且有足够的长度接受测试，或者如 KS M 

3509 中 7.5 图 1 所示的哑铃形试件。 

每一个样品应在垂直方向和纵向上各取 10 个以上试件。 

（3）操作 

拉力测试的操作条件如表 7 所示。 

表 7 拉力测试的操作条件 

试验机 拉伸  % 测试速度 mm/min 夹具距离  mm 

 

恒速拉伸型 

最大 20 12.5 125 

20100 50 100 

最小 100 500 50 

强度稳定型 

（摆锤型） 

最大 100 50 100 

最小 100 500 50 

在用于拉伸测试的试件上标出 2 个点。当将试件连在试验机上时，这 2 个点与夹具上下端的距

离应大于 10mm。 

将试件放在试验机上，施加抗张应力，直到试件断裂。在这期间，得到最大应力和断裂时各点

之间的距离。如果试件是在夹具端点或在夹具内断裂，得到的值可以忽略不计。 

（4）报告 

取断裂时的最大应力为强度值，用单位 kgf/15mm 表示，15mm 为试件宽度，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并报告垂直和纵向上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用下面的公式计算拉伸率，用两位有效数字表示，报告垂直方向和纵向上的平均值、最小值和

最大值。 

拉伸率（%）= {[断裂时标志点之间的距离（mm）–试验前标志点之间的距离（mm）] 

/ 试验前标志点之间的距离（mm）}100 

7.4 撕裂试验 

该试验方法应按 KS M 7016 的规定实施。如果薄膜的撕裂强度太弱以至于不能使用本《标准》

指定的试验机，则可以使用带有重量可变的扇形摆锤的轻型试验机。 

7.5 热封强度试验 

（1）试验机 

使用 7.3(1)中的试验机。 

（2）样品和试件 

将两个尺寸适当的薄膜放在一起,热封其中一端,从该样品上切割宽度为 15mm 的试件。令在垂直

于薄膜纵向上热封的试件为垂直试件，而在平行于薄膜纵向热封的试件为水平试件。在两个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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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切割 10 个或更多的试件。热封的方法和条件应符合薄膜厂家的说明。原则上，用加热棒密封时，

热封时间不得超过 1 秒，脉冲密封时，包括冷却时间，不得超过 2 秒。 

（3）操作 

180打开试件，将热封的部分置于中心位置，将其两端固定在拉力试验机的两个夹具上，施加抗

张应力，直到热封部件断裂，获得该段时间的最大应力值。 

操作中，拉力试验机和拉力试验的工作条件应符合 7.2 的要求。第一个夹具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m。 

（4）报告 

在断裂时取最大应力值，热封强度用三个有效数字表示，报告每个方向上的平均值、最小值和

最大值。 

7.6 水蒸气透过率 

该试验应按照 KS A 1013 的规定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应按条件 B 实施。 

7.7 气体透过率 

（1）试验仪器 

应使用盒式压力计（设备见图 1）测试气体穿透率。如果在试验条件下试件使用了透气材料，则

从漏气到低压侧转换为气体穿透率的值不应大于被测试件薄膜透气率的 1/10。此外，如果试验条件

形成，应使用正确的方法测量低压侧的空间容量。 

 

图 1 测量透气率的盒式压力计 

（2）操作 

将试件连在盒上，拧紧盒。打开压力计的真空旋塞，排出盒式压力计低压侧和高压侧的气体，

直到利用真空泵使得真空率低于 0.27kPa{0.2mmHg}。 

关闭真空旋塞，引入被测气体，直到形成 1 个大气压。 

根据压力计水银柱的高度差，测量气体以适当的时间间隔穿透试件引起低压侧的压力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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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测量将持续到低压侧的压力变化速度稳定时为止。试验应于盒式压力计的温度条件在空气调节到

200.5C 时保持平衡时进行。 

（3）计算 

用下式计算透气率： 

Q = {(273V)/[(273+t)760A]} dh/dt 

式中： 

Q---透气率[Pa{ml(STP)/m
2
·h·atm}]； 

V---盒式压力计低压侧的容量（ml）； 

t---测得的温度（C）； 

A---试件的表面积（m
2）； 

dh/dt---每单位时间内（h）水银柱高度差的变化（mm）。 

（4）报告 

报告3个试件测得结果的平均值，用两位有效数字表示。如果当薄膜的任何一面朝向高压侧时监

测到了透气率的差值，报告每个差值。 

附注：塑料薄膜的透气性可能会受到被测气体中的水蒸气影响。在本《标准》的透气率的试验

中使用了干燥气体。 

此外，如果使用的仪器并非这里所规定的仪器，则应事先将该仪器测得的结果与本《标准》的

测试方法测得的结果进行比对。 

7.8 薄膜的冲击强度 

（1）试验机 

该试验机由落体、固定并使落体从规定的高度降落到试件上的落体装置以及试件的固定装置组

成。应准备以下两种落体： 

（a）直径为 3.81cm 的铝制或苯酚树脂的半球，轴的直径为 0.64cm，长度为 11.43cm，以连接附加载

荷，总重量为 322g。 

24 个重量为 15.00.1g 的附加载荷（由不锈钢制成，直径为 3.17cm，厚度为 0.25cm，中心孔的

直径为 0.65cm）以及 2 个重量为 5.00.1g 的附加载荷（除厚度外其他尺寸同上）。 

（b）直径为 5.08cm 的不锈钢半球，轴的尺寸同上（a）。总重量为 32010g。 

24 个重量为 40.00.1g 的附加载荷（由不锈钢制成，直径为 4.45cm，厚度为 3.48cm，中心孔的

直径为 0.65cm）。 

（2）试件的固定装置 

该装置将试件水平固定，并确保试件的直径为 12.7cm 的环形面积将受到落体的冲击。除此之外，

最好将试件的环形面积边缘用压缩气体固定。 

（3）操作 

根据表 8 的要求，令落体朝着 10 个试件落下。如果被落体击破的试件不超过 5 个，按落体情况

测定 IR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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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IR 等级 落体重量 g 高度 cm 

A B 

1 -- 1000 100 

2 -- 700 100 

3 -- 1000 50 

4 -- 600 50 

5 -- 400 50 

6 300 -- 50 

7 200 -- 50 

8 140 -- 50 

9 100 -- 50 

10 60 -- 50 

7.9 耐冷温度 

根据 7.8 的规定，在规定的耐冷温度下测试薄膜的耐冲击性。试验结果应不低于在标准条件下耐

冲击试验的 60% 

7.10 耐热条件 

通过热封薄膜做一个小袋，里面充入 40C 的饱和盐水并紧紧封住口部，将小袋在规定的温度和

时间条件下进行处理，然后冷却并检查小袋是否出现异常。异常意味着小袋明显变形，测定热封部

件多层薄膜的剥落。 

7.11 透油率 

该试验应按照 KS A 1516 中 6.8 的规定进行。 

7.12 耐油性能 

将试件浸没在棉籽油或橄榄油中（20C）48 小时，测试抗拉强度和拉伸率，将得到的试验结果

与在正常条件下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8.检验 

8.1 检验项目包括一般情况下规定的目测外观和尺寸、抗拉强度、拉伸率和耐撕裂性。对于热封强度、

水蒸气穿透率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性能检验项目（透气性、耐冲击性、耐冷性，耐热性以及耐油性

能）应通过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8.2 批量试验应按照设计合理的取样试验方法实施。 

9.包装 

包装装置和包装方法应由有关方面协商确定，其中应考虑运输条件、储存条件等。 

10.标注 

每个包装上应标注下面的信息。对于卷状薄膜，同样的信息应标注在每卷薄膜的管子内侧。 

（1）薄膜的等级和名称； 

（2）尺寸、型号和性能； 

（3）生产日期或缩写； 

（4）厂家名称或缩写。 

附注：在标注薄膜的性能时，应使用表 5 和表 6 中给出的等级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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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I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CAC/RCP 46-1999《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CODE OF HYGIENIC PRACTICE FOR REFRIGERATED PACKAGED FOODS 

WITH EXTENDED SHEL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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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INTRODUCTION 

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是食品在持续低温状态下保质5天以上，如同本规范2.1的描述。通常，

这些产品使用加热或其它保存方法不能够充分确保其商业意义上的无菌状态。冷藏是延缓食品变质

和大多数病菌生长的重要阻断措施。对于生产者而言，考虑温度的潜在影响，确保其产品在货架寿

命期内的安全是他们的责任。这就可能使除冷藏外的其它阻断微生物生长措施的应用成为正当理由。 

温度的不良影响可能存在于生产、储存、发货、销售和消费者操作的过程中。温度的影响可能

导致病原微生物的生长，除非附加阻断措施构成产品的屏障以防止可能的微生物生长。此外，单纯

的冷藏方法并不总是足以将微生物的危害将至最低，因为某些微生物是嗜冷的（在冷藏温度下生长），

例如，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氏菌的某些菌株或梭菌肉毒杆菌的某些菌株可能在4摄氏度或更低的温度下

生长。因此，在没有附加阻断措施期间，这些不受欢迎的微生物很可能在冷藏温度下生长繁殖。 

另外的潜在危害也同样关联某些冷藏食品。例如，气调包装食品，厌氧的环境使得某些抑制病

原体微生物的需氧微生物衰退。因此这些需氧微生物在气调包装食品中受到抑制或不能生长，从而

导致某些病原体微生物生长繁殖。需氧微生物同样经常导致食品变质。由于一些有益的需氧微生物

受到抑制，当冷藏方法不适当或没有附加阻断措施，气调包装食品即使未从外观上呈现出变质的迹

象，也可能是不安全的。 

限制微生物危害可以采用某些具有抑制功能的化合物，也就是起用必要的阻断措施。抑制作用

可能有助于延缓或阻止某些微生物包括一些病原体微生物的生长。在冷藏期间附加某些阻断措施包

括降低pH值和水分以及添加防腐剂。 

1．目标 OBJECTIVES 

本规范根据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为了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规定了冷冻

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加工、包装、储存和配送的规则。 

本规范的第5条第1款讨论了（HACCP）原理对于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应用。HACCP方

法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的指导方针中陈述（1997年食品法典委员会颁

布）。应当指出，HACCP明确了产品、加工和设备。 

对于冷冻食品，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阻断措施是冷藏（例如，4摄氏度）。任何推荐的

温度仅视为指导性的。具体情况下的温度控制应取决于产品和加工期间出于安全考虑的具体需要。

然而，大量的冷冻食品也会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期控制微生物的生长。当为了产品的开发而考虑采

用阻断措施时，一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对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方面的影响应全面的评估，即使冷冻是

该产品目前唯一的措施。可行时，采用预言性微生物模型，就改变保存条件的后果；修改产品成分

的结果；改善操作（储存）的环境以后所有引发的安全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

科学证据，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阻断措施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

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过程中可预期的最坏的条件下进行。这些研究结果应

用于确定这些产品适当的货架寿命。 

2．本规范的应用和范围 SCOPE AND USE OF THE DOCUMENT 

2.1 范围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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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适用于经过加热处理
①
并且在较长的货架寿命期内易受病原微生物侵害的低酸冷冻食品。 

本规范按规定陈述的食品是指以下产品： 

 冷冻的目的是在货架寿命期内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货架寿命期大于5天
②
； 

 加热处理或采用其它处理方法是为了减少其原有的微生物数量； 

 Ph值大于4.6并且高水活性aw值大于0.92是低酸性的； 

 可以采用加热或其它处理然后冷冻的措施，以期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在加工（加热或其它保存处理）之前或以后是已经完成的包装的，但不必是密封包装； 

 在消费之前可以加热或可能不需要加热。 

上述产品如下例： 

 已经烹制并且冷冻的即食肉制品， 

 已经烹制并冷冻的即食的肉制品，家禽、海洋食品及其产品；沙司，蘸汁，蔬菜，汤料、

蛋制品、面食等等。 

本规范不包括：生肉制品、冰冻食品、低酸性罐装食品；在室温下保存的酸性和酸化食品；熏

鱼、奶和奶制品；黄油和油脂制品。 

应当指出，本规范无意涵盖以下产品：发酵肉及其肉制品；腌制肉及其肉制品（包括家禽）；

腌制的蔬菜；脱水和（或）盐腌的鱼类肉类制品。 

此外，本规范对于食品法典操作规范中已经明确的产品不再适用。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不适用

本法规，同时又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适用于本规范的食品适用本规范。 

注1：新技术诸如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水压、辐照等，可以规定相同的处理。 

注2：食品法典委员会1993年发布的《投放市场的预烹饪和烹饪食品卫生操作规范CAC/RCP39-1993》应适用于货架寿

命为5天或5天以内的食品。 

2.2应用USE 

本规范在结构上遵照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CAC/RCP 1-1969, Rev. 

3-1997)。本规范必须同食品卫生通用规则共同使用。本规范每个条款的陈述特指冷冻包装食品在延

长货架寿命期间的安全。 

2.3定义DEFINI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为了本规范的目标，涉及的术语及其定义如下述： 

容器 Container（例如，第一级包装） 

直接接触食品的盒子、罐、塑料或其它材质的容器；或包装用的纸。 

冷却设备 Cooling equipment 

为了降低产品温度的设备。 

灌装和封口 Filling and sealing 

预期投放市场的食品装入容器并且封闭端口的一系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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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容器 Hermetically sealed container 

为了保护内装物品预先设计在封装后避免活性微生物进入的容器。 

高危区域 High Risk (HR) Area 

要求高等级卫生的区域，在该区域的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达到预防病原微生物污染

的程度，同时应指明并且隔离。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HACCP）统一界定了有必要起用高危区域的条件。 

阻断 Hurdle 

限制、阻止或预防微生物生长的要素。 

阻断技术 Hurdle technology 

为了控制微生物生长而采用的限制、阻止或预防诸要素的总和。 

气调 Modified atmosphere 

在包装产品之内是真空或不同于环境空气的气体。 

包装 Packaging 

投放市场的食品置入容器（第一级包装）中或该容器置入第二级包装（材料）中的所有的操作。 

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 

用于制造容器或冷冻食品包装的材料，诸如纸板、纸、玻璃、塑料薄膜、金属等。 

加热杀菌值 Pasteurization value 

对耐热特征已知的微生物，在给定的温度下必须达到规定灭菌水平的时间。 

微生物耐热特征按下述D和Z值定义： 

D = 在给定温度下达到减少微生物总量90%或一个记录值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Z = 通过一个循环记录的热杀菌曲线必须的温度数值（单位为摄氏度或华氏度）。 

快速冷却 Rapid cooling 

食品以一种方式降低温度，尽可能快速的越过微生物繁殖活跃的温度区间（10到60摄氏度）达

到一个指定温度。 

冷冻食品 Refrigerated food 

为了食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内保持安全、品质和适宜性，将其保存在冷藏温度下。 

冷冻储存设备 Refrigerated storage facility 

为了冷冻食品保存在预期温度下采用的设备。 

货架寿命 Shelf life 

在指定的储存温度下，食品保持其微生物的安全性和感官品质的时间。它是基于产品面临的确

定的危害，可以采用加热或其它处理，特定的包装方法或其它阻断或抑制措施。 

有效期 Use-by-date 

由产品生产日期开始，由生产商确定的安全期限，即货架寿命。产品超过该日期后不应再消费。 

3 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UC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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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采购材料的陈述见本规范5.3。 

4 制定方案和设施 ESTABLISHMENT : DESIGN AND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本条款涉及食品的准备、烹制、冷藏和储存。 

 防止污染应启动所有合理的措施由此避免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潜在的污染源。高危区域和其它

生产区域的设备应严格区分。 

4.1场地LO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车间和厂房PREMISES AND ROOMS 

4.2.1 设计和规划 Design and layou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2 内部结构和装置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fitting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3 临时（可移动）厂房和自动售货机 Temporary/mobile premises and vending machin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 装置EQUIPMENT 

4.3.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2 食品调节装置和监控装备 Foo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3 废弃物和不可食用物质的容器 Containers for waste and inedible substances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入口处应按规定清洁和（或）便于更换鞋和防护服，设置洗手和清洁区。 

——窗户应不能随意打开。门关闭时应密封，其环境、位置和使用不危及食品的安全。 

——应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安装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在控制失败时发出信

号，例如发出声音或灯光闪耀的报警。 

——在处理食品的场所，空气应过滤并且保持其内部的正压，以期有效的按常规限制污染。 

——蒸汽回路和湿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应是有效和安全的，充分的维护使蒸汽雾化或原材料与半成

品之间的交叉污染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高危区域的设计应将容易污染的建筑结构死角减到最小，并且最易于清洁和消毒。 

——保持原材料、半产品和最终成品在最适宜的环境中，避免交叉污染，储存和操作设备也同样

依据“直线流动”和“先进先出”的原理排列，设备应保持温度、湿度和通风。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高危区域中用于处理、操作和运送的设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不允许未经清洗和消毒的设备

进入此区域。 

——用于产品加热处理的装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用于处理未经加热或其它处理的材料的装备应

分开放置。如果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盘子，一经清洗和消毒之后，不应再通过可能污染的区域，

除非对其施加适当的防护。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所有正在使用的仪器应依据已经制定的程序定期检测和校准。 

——用于加工处理、加热或其它器械，均应放置在可以使原材料和半成品避免交叉污染的位置。 

——所有加工处理、加热或其它器械的设计均应符合卫生要求和规定适用的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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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 设施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1 水供应 Water supply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2 排水和废弃物处理 Drainage and waste dispos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3 清洁 Clea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4 个人卫生设施和盥洗室 Personnel hygiene facilities and toile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4.1 衣帽间和盥洗室 Cloakrooms and toilets 

 衣帽间和盥洗室不应与任何食品加工区域直接相通。 

4.4.4.2 加工区域 Processing areas 

 在手部消毒区无需手操作的自动光电感应阀门是最适宜的。 

4.4.5 温度控制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车间和装备的设计应使其内部温度维持在——与各道工序的产品控制微生物繁殖的温度相协调

的程度，不受外部温度的变化的影响。 

4.4.5.1 冷藏设施 Refrigeration facilities 

 所有冷藏库房应设有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诸如发声和闪光警报器，在

控制失败时发出信号。监控仪器应设在冷藏区域明显的并且温度最高的位置，从而使精确记录成为

可能。 

4.4.5.2 冷却设施 Cooling facilities  

 设施应包括可以采用快速冷却方法的车间或设施，除冷藏库房外，为每天生产的最大数量的产

品所准备的食品提供足够的空间。 

 冷却设备的选择取决于产品的加工方法，其特性（如冷却容量）应根据生产的产品数量选择，

依次为： 

 在加热处理的内部温度刚达到60摄氏度以后就立刻冷却；和 

 在冷却后的一批产品中温度均匀分布。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由高危区域排出的废水，应经由适用的单向阀门直接排放主下水渠道由此避免回流。其它区

域的废水不应排入高危区域的排水渠道。 

——洗手装置、冷冻和机械设备的废水，应排放到管道排水系统从而使产品的污染降到最低。应

特别关注这些污水源的喷洒和（或）在空气中形成的悬浮颗粒。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烹制的成品（未经灌装和封口）快速冷却应在预先设计的并且能够防止污染的车间和（或）

设备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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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空气质量和通风 Air quality and ventil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7 照明 Light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8 储存 Storag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操作的控制 CONTROL OF OPER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冷冻包装食品是广泛利用各种原材料，通过各种技术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包装。生物的、化学的

和物理的危害随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别。每种产品特定的货架寿命是制造商根据科学的数

据确定的。 

在各生产设施中，有必要依据现实的特定条件（原材料、环境、处理技术、劳工组织等等）和

产品特性，制定具体的保障产品安全的确认程序。为了这些程序的发展适合于特定设施中的特定产

品，HACCP原理是推荐给企业的应用体系。 

为了所有措施根据计划实施从而确保产品的安全，全部的责任应指派有能力的人承担。 

5. 食品危害的控制CONTROL OF FOOD HAZA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1.1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HACCP Principles 

对于所有已经定型的产品、正在设计和开发的新产品，生产商应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规范《控制点临界危害分析体系和实施导则》的附录(annex to CAC/RCP 1-1969, Rev. 3-1997)中陈

述的HACCP原理。 

关联食品生产（储存）的特定危害及其控制措施应首先明确。而后确定必须的操作步骤，尽可

能消除其危害或将其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由此确定的临界限制和监控体系确保对它们的控制，

由此建立的纠偏功能的作用在于，发生偏离时，核实证明该控制方法是适当的。有效的档案保存程

序需要说明并且保留。 

生产商应认识到下述条款的附加信息对于促进HACCP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对于确定产品的货

架寿命是非常重要的，利用科学的数据，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它保存方法；阻断措施的应用；预期

的产品配送和储存的温度。 

5.1.2 设计原理的考虑 Consider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产品的货架寿命，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它保存方法；阻断措施和冷却方法均应符合已经确立的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车间补充空气应除尘处理。 

——通风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应达到防止灰尘的积淀和回流的程度。 

——高危区域的空气应过滤处理并且保持内部的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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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的原理。这就要求有资格的、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利用足够的信息、装置和设施。 

HACCP原则允许在必要时界定高危区域的应用。 

5.1.2.1 货架寿命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 shelf life 

货架寿命依据多种因素，诸如： 

 产品的配方设计（可能包括低pH值、低aw值、其它阻断措施—见附录）； 

 预定的加热或其它保存处理； 

 应用于产品的冷却方法； 

 包装的形式（如密封或不密封或气调包装）； 

 储存温度； 

 其它阻断措施。 

5.1.2.2 预定的加热或其它处理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scheduled heat or other treatments 

预定的加热或其它处理应至少将目标微生物减少到预期比例从而使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

产品处理期间的低温点应是预计已知的。应考虑到这些受关注的污染类型在最坏情况下，产品中微

生物的量和热传递，诸如在冰冻原材料和大块的食品中。 

在确立预定的加热和其它处理方法期间，下述因素应加以考虑： 

 原材料中微生物的类型和最大数量； 

 加热处理前潜在的衍生物； 

 期望目标微生物减少的比例； 

 加热处理开始前产品的温度； 

 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所必须的热量； 

 加热处理导管中的热量分布；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热传递速度的影响； 

产品或容器的类型，可能导致加热过程中产品的层化或其它改变；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最大重量； 

向最终用户推荐的消费前的烹制方法（烹调温度应达到影响公众健康的微生物明显减少为止）。 

当产品的成分、加工和用途需要变化时，应确定相应的预定加热处理的改变并且应由有资格的

人确认。 

如果证实采用常规手段有所不足，为达到必要的减少目标微生物的目的，在必要的场合其它的

处理（如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压力、辐照、等等）可以采用。 

5.1.2.3 冷却方法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Cooling Method 

对于这些产品，冷却的目的在于使产品全部达到特定的冷藏温度，尽可能将食品病原微生物的

生长数量减到最小。冷却应尽其可能的促使产品快速达到指定的温度。冷却的产品应在10至60摄氏

度的时间段停留最短，这是微生物最适合繁殖的温度范围。当可行时，推荐产品的中心温度在两小

时或更短的时间内降到10摄氏度以下。 

如果符合食品的安全并且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可以采用其它冷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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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冷却方法期间，采纳的成为理由的因素可以包括： 

 冷却开始之前产品的温度； 

 在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温度、循环及其温度分布； 

 冷却的时间，尤其是冷却设备中流动的产品；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冷却速度的影响；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最大重量； 

 其它包装材料冷却速度的影响； 

 冷却设备的容量（效率）。 

5.1.2.4 其它措施 Other Hurdles 

采用其它阻断措施以期达到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微生物生长的目的。 

阻断措施应用效果的验证应导向产品配方中抑制或限制病原微生物繁殖的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研

究。见本规范附录I更多的信息。预先已知的微生物模型的利用可以有助于开创性研究的方案设计。 

一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在结合加热或其它保存处理中的应用，必须指定和符合临界限度。临界限

度需要测量、检测和记录。 

5.2 卫生控制系统的关键问题KEY ASPECTS OF HYGIENE CONTROL SYSTEMS 

5.2.1 时间和温度控制 Time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处理的所有步骤中，微生物繁殖的临界温度（10至60摄氏度）应避免或在任何场合中迅速的

通过。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耽搁，易腐烂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必须保持在细菌繁殖最小的温度下。可以使

产品快速进入冷却储存的范围并且保持在特定温度，或另外保存在60摄氏度直至正常生产恢复。 

 

 

5.2.1.1 融化 Thawing 

当有必要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融化，融化的程序应规定时间和温度的条件并且由生产商严格控制。

时间和温度的参数的选择应以避免有利于微生物繁殖为条件。 

融化后，原材料应立即加工或在特定的冷却温度下保存至使用为止。当使用了微波炉，生产商

应防止发生局部过热和融化不均匀的现象。 

5.2.1.2 加热和其它处理 Heat and other treatments 

加热和其它处理期望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加热和其它处理的灭菌性应量化。加热杀菌值或灭菌

率可以用于计算加热和其它处理的灭菌性。 

预定的加热和其它处理应由有能力的，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 

加热和其它处理的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或 

——食品放置于加热介质（热水，汁，烤箱的空气中，等等）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的产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如果气温超出确定的临界温度，生产商应评价产品的安全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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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低温点。 

加热和其它处理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和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

置应定期检测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 

热敏指示器或其它有效的手段用以显示产品是否已经完成加热处理。 

它是临界的确保预定的处理是实用的。 

为了预定的处理的发展考虑到的因素有必要进行控制和记录。(cf. 5.1.2.2) 

5.2.1.3 冷却 Cooling 

冷却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或 

 食品放置于冷却介质（如冷水，冷气）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的产品高温点。 

冷却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和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置应定期检

测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它是临界的确保冷却操作符合特定的方法。 

5.2.1.4 维持冷却链 Maintaining the cold chain 

为了确保产品在规定的货架寿命期内维持安全和品质，实质上就是将产品保存在持续的低温下，

此间，从包装起直至消费或准备消费。 

储存温度应维持在产品预期货架寿命期内的安全。当产品的温度是保存的主要方法，该产品应

储存在尽可能低的温度。在任何场合，选择的温度必须是已经明显认可的。 

此外，储存温度可能要求符合已经制定或公认的准则，当食品是为了预定的消费经由销售的渠

道：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低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必须符合法规规定的温度并且该

货架寿命因此再次重新评估。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高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并且生产商希望维持原货架寿命，

则生产商必须确保用于货架寿命期间的预计温度符合原规定。如果这个用在货架寿命期间

的预计在这些连续阶段的过程中，根据“先进先出”的原理，应有足够的存货周转。 

 产品储存的场所， 

 在产品运输车辆的内部，应采用温度显示和记录系统。 

当运输车辆装货或卸货时，上述监控尤其应该采用。对于储存和配送全过程中的下述现象应给

予特别的关注： 

 冷冻单元的解冻时间； 

 温度的不利影响； 

 冷冻储存设备超过负荷；和 

 任何可能危害容器和（或）包装材料的事故。 

适用于储存区域的应与其符合一致的要求在4.4.5.1中。 

产品不应堆码过高以至于需要观察的现象无法察觉，不应放在排气管前，不应距离热光源太近；

应保持冷气良好的循环。已经到达规定的保质期的；品质劣化的或包装容器损坏的产品，应使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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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货架不再销售。 

在致冷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产品应转移到其它冷藏设备或冷藏室。如果致冷设备出现故障

的情况发生在商业设施关闭时，应检测产品的温度。可行时，将产品转移到适当的场合，如不可行，

应使其离开这个场合，不再销售，如果必要就销毁。 

5.2.2 特定的加工步骤 Specific process step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3 生物学的和其它的说明 Microbiological and other specifica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4 生物学的交叉感染 Microbiological cross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5 物理和化学的污染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 采购材料的要求INCOMING MATERIAL 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1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说明 Specifications for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材料的说明，包括在阻断措施（见附录）中应用的材料和适合于包装的材料说明应通过运用

HACCP原则给予确定并且在设计阶段同步验证。供应商的说明应包括标签、包装材料、适合运输和

储存的条件，以及交货状态的物品感官的、物理的、化学的、寄生虫学和微生物学的特征。确认产

品与说明符合一致的方法应在说明手册上阐明。 

包装材料应适合于产品的类型，以预期的储存和适合于灌装、密封和包裹的设备为条件，以及

运输的环境。 

5.3.2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确认 Receipt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如果原材料、辅料和包装材料在交货状态与说明不一致，受过训练的人员应决定是否将这些原

料立刻投入生产；存储一定的时间；退还给供应商；用于其它方面或放弃。不可接受的原材料和辅

料应与已经用于生产冷冻食品的原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放弃的原料应清楚的标记由此识别它们不

能用于产品的生产。 

5.3.3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储存 Storage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料在接受之后应尽快存放在适当的区域。原料的存放应防止受到半成品、最终产品或包装材

料的污染。原材料和配料存放设施内部应预期的防止其损坏，避免微生物、昆虫、啮齿动物、外来

有害物和化学品的污染，将可能的危害降到最低。它们应在接受之后尽快投入生产。 

有劣化倾向的原料应立刻放入适当温度下的冷藏室。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此区域应保持高水平的卫生，操作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致力于预防来自病原微

生物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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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备有书面规程详细说明在关键控制点（CCP）发生偏差时必须的应急措施。 

所有包装材料均应在令人满意的清洗和卫生的条件下存放。 

诸如清洁用化合物，非食用材料应与包装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于不同的场合。非食用材料在处

理期间不应通过或停留在生产区域。所有不可食用材料均应有明显的标注由此清楚的避免不恰当的

应用。 

原材料库存的周转应适当于 “先进先出”的原理。为此，所有类型的原材料都应编码并且采用适

当的程序对库房进行管理。这个适用的库存周转文件应保存。 

5.4  包装PACKAG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可能有必要规定容器使用之前的清洗和消毒的方法，特别是在灌装和封口之后不再进行加热或

其它保存处理的场合。 

灌装和封口应尽可能限制潜在的污染（同时考虑技术上的局限诸如切断、装配，等等）。对已

经冷却的产品，环境温度应尽可能控制在维持产品品质的适当温度。在操作过程中应避免产品出现

任何可能的升温。 

有必要定期检验封口的完整性。 

必要时，应检验包装材料的某些特征。或许有必要进行视觉检验和物理测试以便评估其技术特

性（在容器内保持的真空或气调的状态）。此外，在产品的货架寿命期内，这些材料抵抗面临的机

械、化学和高温的能力。 

5.5 水WATE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6 管理和监督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7 文件和档案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应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对于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是有效的。这些资料可以包括： 

 在预定的加热或其它保存处理和冷却方法的规定中采用的工艺、数据和计算依据； 

 当必要时，采用的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期内保持微生物安全有功效的工艺、

数据和记录； 

 关联到产品货架寿命的确定的工艺、数据和记录； 

产品、加工过程或其它因素（涉及本规范5.1.2.2）的任何调整在预定的加热或其它方法中的应用； 

 HACCO计划的记录档案（包括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 

 监控确定在HACCP计划中的关键控制点的过程记录。 

5.8 召回程序 RECALL PROCEDUR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 确定保持和卫生设施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SAN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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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 保持和清洗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应制定和跟踪保持程序和进度表，尤其对于加热处理、冷藏、冷却设备和通风系统及其控制装

置的使用。 

6.1.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2 清洗工艺和方法 Cleaning procedures and metho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2 清洗程序CLEA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接触食品的设备、材料、器具等必须清洗，必要时消毒，或许有必要在一天内按一定间隔分别

进行，至少在每次间歇之后和更换食品时进行。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均应进行清洗和消毒。必要时，

应拆开设备由此防止微生物繁殖。 

所有指派清洗设施的员工均应具备卫生设施维护的经验并且应核实现行的方法是已经成为惯例

的、成熟的并且是记录在案的。 

 

 

 

6.3 有害物控制系统PEST CONTROL SYSTEM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4 废弃物处理WASTE MANAGE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废弃物应放在专门设计并且标识为其使用的容器中。容器应保存在良好的条件下，易于清洁和

消毒。重复使用的容器在返回加工区域前应清洗和消毒。 

6.5 监控效果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确定个人卫生 ESTABLISHMENT: PERSONAL HYGIEN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1 健康状况HEALTH STATU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2 疾病和伤害ILLNESS AND INJUR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3 个人清洁PERSONAL CLEANLI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工作服应经常更换。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清洗设备可能导致交叉污染，诸如高压喷射清洗设备，如果不是随后全部区域进行消毒不应

用于清洗排水设备或其它外表面，此外，不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建议对有关微生物进行环境采样并且在必要时采用适当的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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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个人行为PERSONAL BEHAVIOU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管理的规划应着重员工和访问者可能走动的路线以期减少潜在的交叉污染。可以采用颜色系统

对不同的人员划分属于各自的区域。 

7.5 访问者 VISITOR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运输 TRANSPORT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2 要求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3 使用和保持USE AND MAINTENANC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装货前，车辆内应降温。车门开启的时间应尽量缩短。如果在装货过程中有意外的耽搁，应

关闭车门以保持低温。 

卸货之后应尽快转移到冷藏库房或商店货架。 

9．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WAR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1 产品类别名称 LOT IDENTIFI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2 产品信息PRODUCT INFORM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3 标签LABELL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标签应符合具有相应权力的官方管理机构的要求。应提供下述信息：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在高危区域工作的人员（包括清洁和服务人员）应进入特定的房间更换工作服。 

——他们应穿着为这些区域特定的防护工作服和鞋（套）。 

——这些工作服和鞋（套）不应离开该区域（除非洗涤）。当这些人员因为任何理由离开生产线

时应去衣帽间脱下工作服和鞋（套）。 

——在工作日开始时应穿着清洁的工作服，在工作日结束时更换，如有必要，经常更换。 

——鞋（套）应妥善清洁和消毒。 

——当食品操作需要戴手套时，手套应牢固、清洁和卫生。手套应由无多孔渗水的和无吸附力的

材料制成。戴手套不等于免于必须的认真洗手。手套应通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每次更换应按

需要消毒。 

 

在高危区域中In HR areas： 

——访问者应如同员工一样服从卫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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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声明必需的冷藏温度，例如“保存在低温（要求的温度）或更低”。 

9.4 告知消费者CONSUMER EDU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培训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1 知情权和责任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2 培训程序TRAI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3 指导和监督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4 进修培训REFRESHER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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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阻断措施 

 

APPENDIX – HURDLES 

 微生物的生长取决于许多环境条件如：成分、营养物、水活性、pH值，防腐措施的存在（例如

腌制食品），微生物间的绞杀、气体环境、潜在的氧化还原作用、储存的温度与时间。控制这些条

件可以限制微生物的生长。 

采用阻断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病原体（或多种病原体）的生长。对于冷冻食

品，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阻断措施就是冷藏。许多冷冻食品往往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

控制微生物的生长。 

为确保冷冻包装食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安全，常采用多种阻断措施以控制微生物的生长，从而抑

制变质和防止食品传染疾病。可以设想将多种阻断措施适当的结合使用，由此致使产品中受关注的

生物体不能长期生长(存活)。多样阻断措施共用可能使抑制或消除微生物的作用增强。因此，就控制

微生物的生长而论，比较采用每个单一阻断措施所依据的预期设定，多样阻断措施共用的每单项阻

断措施可能要求较低。 

当为开发产品利用阻断措施的原理时，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的作用应全盘考虑。

例如，某种典型的气调包装可能抑制冷冻食品中质变生物体生长。这些微生物体的生长可能限制毒

素的产生，也可能显示储存条件的恶化起到如同指示剂的作用，当然这些情况是有限的。因此，该

产品的货架寿命延长有可能导致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而不显现任何品质劣化的迹象。 

除冷藏外，阻断措施包括： 

a) 水活性 Water activity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水分的降低而变化，因为可利用的水减少受到抑制。降低水活性可以抑制

病原细菌的生长，尤其在低温的情况下。目前已知，植物细胞在水活性降低时可能显现耐热性增强。 

b)  pH值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pH值降低而变化。降低pH值可以抑制病原细菌的生长，目前已知，在pH值

降低时微生物显现耐热性降低。 

为解释这些原理，假设一种冷冻食品包装在低氧空气中，货架寿命要超过10天，这就需要评定

来自梭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危害，必要时，通过采用适当的阻断措施并结合加热加工处理控制

这些菌株，如果加热处理不等于90°C持续10分钟。阻断措施如下述举例： 

 调整水活性至0.97以下； 

 降低pH值至5.0以下增加酸性； 

 添加氯化钠制成5%盐水； 

水活性、pH值、气调、储存温度等的结合应用证实，在货架寿命期内和预期储存条件下必须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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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梭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生长。 

预言性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保存条件的功效和调整产品成分并且改善加工（储存）条件后对安全

的影响。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科学证据，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阻断措施

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过程中可预期的最坏的

条件下进行。由此探索科学的论证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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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J 
 

澳大利亚新西兰 AS／NZS《瓦楞纸箱测试方法标准》 
 

 

澳大利亚的标准以“AS”开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联合标准为 AS/NZS 标准。澳大利亚的标

准与新西兰的标准基本与 IEC 一致（目前澳大利亚的标准有 33.3%完全与国家标准一致），存在一些

国家差异，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某些产品的标准（如风扇）规定必须按热带气候来考虑。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推行标准的统一和认证的相互认可，产品只要取得一个国家的认证后就可在另外一个

国家销售。 

瓦楞纸板平压强度测试方法 

 瓦楞纸板平压强度测试标准是由联合技术委员会起草的，专门针对纸浆和纸张的测试。是纸浆

和纸张测试方法（AS／NZS1301）的一部分。该版本替代旧标准：AS1301.429s－1989 和 NZS1301.429s

－1989。该标准用于测试瓦楞纸板的抗压强度。适用于三层或单面瓦楞纸板，但不适用于测定五层

瓦楞纸板的抗压强度。 

（注：三层瓦楞纸板楞型变形可能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当压力不能从纸板边缘释放时，楞峰

变平，从而导致楞型遭到破坏；当压力能从纸板边缘释放时，楞峰变平，表层面纸移位，使芯纸歪

斜或卷曲。 

五层瓦楞纸板受压时楞型遭到破坏，通常是由于中间层的面纸边缘移位。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方

法队止这种状况发生，因此，该测试不适用于五层瓦楞纸板。） 

如果采用垂直于纸板表面的力测试瓦楞纸板的抗压强度，可以测定纸板的平压强度。尽管该测

试与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无直接关系，却是测定与影响纸板纤维结构的联合测试，也可以测定瓦楞

纸板的原材料的质量。低抗压强度值表明瓦楞纸板结构差、原材料不达标或是达标的原材料在经过

加工后遭到破坏。这些破坏可能发生在纸箱加工厂内的加工工序中（如在印刷时受到挤压）或者是

由于储存不当，或是使用者处理不当遭到破坏。出于这种考虑，在挑选纸板样本用于测试时必须特

别注意，确保测试的样本能反映纸板的真实状况，或对于低测试值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该方法允许

使用固定的压盘或其它测量用具，在测试中，可以使用持样板工具，以防止测试样板在受压时发生

边移动。如果使用固定压盘话，则不一定需要使用持板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被测试纸板通常发生

边缘爆裂，这被认为是纸板的一种特性，可以将此测试结果作为平均值记入报告中。 

单面纸板和三层纸板平压强度测定方法，其它类似的标准包括：TAPPI T808om－01；

TAPPIT825om－96；EN23035－98 和 BS4686－1971。 

瓦楞芯纸的抗压强度测试 

瓦楞芯纸的抗压强度测试用于测定瓦楞纸板的抗压强度。首先让被测试样板通过加热辊，然后

对加热后的芯纸（如 15±3 个楞）立即施压测试，或在成型后在标准气压（参照 AS1301.P415m 标准）

下 30 到 35 分钟后测定。瓦楞成型后马上进行测试的数值比瓦楞成型后经过处理后获得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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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 

该测试适用于纸张的克重最高达 200 克／平米的纸张，尽管对于克重高于 130 克／平米的纸张，

一旦发生楞型卷曲就不适用于该标准进行测试。 

相应的 ISO 标准是 ISO7263－1994，实验室瓦楞芯纸成型后平压强度测试。 

标准是 TAPPIT809om－93 和 SCAN－P27：69。TAPPI 标准要求芯纸有 8 个楞。 

该标准用于测试瓦楞芯纸的抗平压强度。 

在 AS／NZS 标准中还涉及到如 1301.P414m－1986，用于说明测试的样本纸张的条件，

1301.P415m－1985，规定纸张测试环境标准；以及 1301.449s－1992（NZS1301.449s），规定测试仪

器等。 

［注释］AS／NZS 即澳大利亚标准（AS）和新西兰标准（N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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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K 
 

日本瓦楞纸板箱及标准 
 

 

1.1 瓦楞纸板原纸以及纸板管腔形状 

 

 
黄麻边线 

边线 

瓦楞纸板原纸长网图纹（JIS P 3902） 

图形边线 

圆网图纹（JIS P 3902） 

中芯 

 

 

 

 

 

 

表 1 瓦楞纸板箱的种类以及段数 

JIS Z 1516：2003 参考数值 

段的种类 符号 段数/30cm 段高度 
单位长度 1 的边线所对应

的中芯线的长度 

A 段 AF 34±2 4.5-4.8 1.6 

B 段 BF 50±2 2.5-2.8 1.4 

C 段 CF 40±2 3.5-1.6 1.5 

纸板微型管腔 

EF 88-98 1.10-1.14 

JIS 规格没有记载 FF 120-125 0.60-0.75 

GF 175 0.5-0.55 

 

1.2 瓦楞纸板的种类 

表 2 外包装用瓦楞纸板种类以及破裂强度 JIS Z 1516：2003 

种类 符号 破裂强度 Kpa 

双面瓦楞纸板 

1 种 S-1 640 以上 

2 种 S-2 785 以上 

3 种 S-3 1180 以上 

4 种 S-4 1570 以上 

复合两面瓦楞纸

板 

1 种 D-1 785 以上 

2 种 D-2 980 以上 

3 种 D-3 1380 以上 

4 种 D-4 1770 以上 

 

特中芯  （JIS P 3904） 

蝉中芯   （JIS P 3904） 

图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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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箱体 

编码 

旧式 

编号 

箱体 

编码 

旧式 

编号 

箱体 

编码 

旧式 

编号 

箱体 

编码 

旧式 

编号 

0200 — 0300 — 0410 — 0601 — 

0201 A-1 形 0301 C-1 形 0422 — 0605 — 

0202 A-2 形 0303 — 0425 — 0606 B-6 形 

0203 A-5 形 0306 — 0432 — 0712 — 

0204 A-3 形 0309 — 0435 — 0748 — 

0205 A-4 形 0310 — 0501 — 0711 — 

0206 — 0314 C-2 形 0502 —   

0209 — 0320 C-3 形 0503 —   

0212 — 0325 — 0504 B-1 形   

0215 — 0401 — 0510 B-2 形   

0216 — 0403 — 0511 —   

 

图 1  代表性的箱体形式 

箱体编号 展开图以及立体图 

 

0301 

(沟切型) 

 

0401 

(望远镜压缩型) 

0504 

（组装式） 

 

 

0504 

（插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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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包装用瓦楞纸板箱的种类以及选择 

表 4（JIS Z 1507：2000） 

名称 长度 宽度 高度 Flag 外 flag 内 flag 连接 插入 

标记 

箱子以及

箱体 
L W 或 B H F F0 Fi J f 

盖子 L+ W 或 B+ H+ F+ F0 Fi+ - - 

备注：符号+表示，外侧面或盖子部分。 

1.4 外包装用瓦楞纸板箱的种类 

表 5 外包装用瓦楞纸板箱的种类最大总质量以及最大尺寸（JIS Z 1506：2003） 

种类 标记 所使用的瓦楞纸板 

最大 

总重量 

Kg（1） 

最大尺寸 

cm（2） 

双面瓦楞

纸板箱 

第 1 种 CS-1 双面瓦楞纸板第 1 种 10 120 

第 2 种 CS-2 双面瓦楞纸板第 2 种 20 150 

第 3 种 CS-3 双面瓦楞纸板第 3 种 30 175 

第 4 种 CS-4 双面瓦楞纸板第 4 种 40 200 

复合双面

瓦楞纸板

箱 

第 1 种 CD-1 复合双面瓦楞纸板箱第 1 种 20 150 

第 2 种 CD-2 复合双面瓦楞纸板箱第 2 种 30 175 

第 3 种 CD-3 复合双面瓦楞纸板箱第 3 种 40 200 

第 4 种 CD-4 复合双面瓦楞纸板箱第 4 种 50 250 

注意（1）：最大总质量是指内装货物的质量加上包装材料的质量总和。 

（2）：最大尺寸为箱体内框长宽高的长度之和。 

 

表 6 瓦楞纸板用边线的性能 JIS P 3902：2005 

种类 性能 

级别 

表示面积 

 

g/m
2
 

面积的允

许误差 

％ 

ISO 压缩强度 

（横向 

kN/m 

破裂强度 

Kpa 

水分％ 

（滚轴卷动时） 

LA 

180 

表示面积 

±3 

1.77 以上 522 以上 

7.5±1.5 220 2.31 以上 616 以上 

280 3.31 以上 75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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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170 1.51 以上 459 以上 

180 1.59 以上 486 以上 

210 2.07 以上 546 以上 

220 2.17 以上 572 以上 

280 2.94 以上 700 以上 

LC 

160 1.21 以上 288 以上 

170 1.29 以上 306 以上 

210 1.59 以上 378 以上 

ISO 压缩强度为＝试验片的压缩强度（N）/试验片的长度（15.24cm） 

 

表 7 瓦楞纸板用中芯原纸的性能  JIS P 3904:2005 

种类 性能 

级别 

表示面积 

 

g/m
2
 

面积的允

许误差 

％ 

ISO 压缩强度 

（横向 

kN/m 

破裂强度 

Kpa 

水分％ 

（滚轴卷动时） 

MA 

160 

 

 

表示面积 

±3 

1.63 以上 8.0 以上 

8.0±1.5 

180 2.01 以上 9.1 以上 

200 2.43 以上 10.0 以上 

MB 

120 0.91 以上 4.8 以上 

125 0.94 以上 5.0 以上 

160 1.42 以上 6.4 以上 

180 1.59 以上 7.2 以上 

MC 

115 0.72 以上 3.5 以上 

120 0.75 以上 3.6 以上 

160 1.21 以上 4.8 以上 

 

1.5 抗压强度的推算公式 

瓦楞纸板箱抗压强度的推算公式有很多种，比如 Marten Holt 式，kellicutt 式，wolf 式四种形式。

在日本最广为使用的是，kellicutt 式。 

1.6 瓦楞纸箱的必要抗压强度 

装有货物的纸板箱通常是放在仓库保管的，有时需要在仓库保存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而且期间还

会夹杂着梅雨期。在这期间容易因为外部环境的温度变化导致内装货物吸潮膨胀，或者箱体崩裂等

不良情况发生。 

在设计瓦楞纸板箱的时候必需要考虑到这些外部因素，总之就是设计时要考虑到瓦楞纸板的抗压

强度。 

根据设计理念可以确定安全概率。通常情况下，瓦楞纸板箱的抗压强度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求得。 

P＝KW(H/h-1) 

公式中 

P：瓦楞纸板箱子的必要抗压强度（kgf） 

K：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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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单位质量（kg） 

H：堆积高度（cm） 

h：瓦楞纸板箱的高度（cm） 

按照上述公式，因为事先 W·H·h 是已知的，所以只要能够确定安全系数的具体数值（即 K）就

能够确定瓦楞纸板箱的必要强度。 

当求得 P 的数值之后就能够求得满足 P 值箱体边线以及中芯所需要的尺寸，从而就能自己决定

瓦楞纸板箱的品质。 

1.7 瓦楞制纸板箱的设计基准 

设计瓦楞纸板箱的时候，通常按照内框尺寸为准。首先按照表 8，表 9 作出区分与标记。 

表 9 单位 mm 

表 8 

 长度 宽度 深度 

内框尺寸  l W   d 

展开尺寸 L1L2 W1W2   D 

 

 

 

图 2 0201 型展开尺寸，展开图， 

标记，加算值 

图 3 瓦楞纸板箱的尺寸表示 

0201 型到 0205 型瓦楞纸板箱的展开尺寸按照折叠方法求得。 

0201 型 

加算值 
A1 A2 A3 

段的种类 

A 

B 

C 

AB 

BC 

5～7 

3～4 

4～5 

8～10 

7～9 

2～5 

0～2 

1～3 

5～8 

4～7 

8～10 

5～7 

7～9 

15～1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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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箱壁内管长度：内箱尺寸+6    宽度：内箱尺寸+6    深度：内箱+9 

Flag：（宽方向的展开尺寸+3～4）/2 

例如内箱尺寸长度 300   宽度 200  深度 200 

 

 

 B 型箱壁内管长度：内箱尺寸+4  宽度：内箱宽度+4  深度：内箱深度+6 

                      Flag ：（宽方向的展开尺寸+1～2）/2 

 

AB 型箱壁内管长度：内箱尺寸+10  宽度：内箱宽度+10  深度：1 

Flag：（宽方向的展开尺寸+5～8）/2 

 

0202 型 

（全部的 flag 一样长，外部 flag 任意长度交接） 

Flag：宽度/2+任意长度 

 

0204 型 

（全部 flag 相互交接） 

A 箱壁内管 

 

A 型箱壁内管长度：内箱尺寸+6    宽度：内箱尺寸+6        深度：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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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 型 

（全部 flag 长度意向，内 flag 相互交接，外 flag 相互重叠） 

A 箱壁内管    flag：长度/2 

 

0203 型 

（全部 flag 长度一致， 

外 flag 完全重叠） 

A 箱壁内管 

lag：宽度.2 

 
1.8 瓦楞纸板箱设计的凯里卡特公式（简易方程式） 

     P＝Pｘ·F 

公式中  P：瓦楞纸板箱的压缩强度（kgf） 

             Px：综合环冲击强度/平均 6···1 英寸的强度 

             F：F 值（周长度的关系系数） 

             Z：周长 

但是纸板箱用边线以及中心原纸的性能在最新版的 JIS 规格中被规定为了（Kn/m），而求得的数值单

位为 kgf，因而必须按照下列方法将其换算为 kN。 

假设 Px 的值为 2.54×10
.２

Px 

那么公式写为 

          P＝2.54×10
.２

Pｘ·F 

公式中,  P：瓦楞纸板箱的压缩强度（kN） 

             Px：综合环冲击强度/平均 6···1 英寸的强度（Kn/m） 

             F：F 值（周长度的关系系数） 

             Z：周长（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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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m） 
F 值 

Z（cm） 
F 值 

AB 段 A 段 B 段 AB 段 A 段 B 段 

70 23.6 18.5 15.1 190 32.9 25.8 21.1 

80 24.6 19.3 15.8 200 33.4 26.2 21.5 

90 25.6 20.0 16.5 210 34.0 26.7 21.8 

100 26.5 20.8 17.0 220 34.5 27.1 22.2 

110 27.4 21.5 17.6 230 35.0 27.5 22.5 

120 28.2 22.1 18.1 240 35.5 27.9 22.8 

130 29.0 22.7 18.6 250 36.0 28.3 23.1 

140 29.7 23.3 19.1 260 36.5 28.6 23.5 

150 30.4 23.8 19.5 270 37.0 29.0 23.7 

160 31.0 24.4 19.9 280 37.4 29.4 24.0 

170 31.7 24.9 20.3 290 37.8 29.7 24.3 

180 32.3 25.3 20.7 300 38.3 30.0 24.6 

Px 的求法 

总环冲击强度是按照 144 页的边线性能以及中芯原纸性能，选定外表边线，里面边线，中芯的

各个环冲击强度值，代入下列公式中求得 Px 

Px＝（外表边线+α×中芯+里面边线的各个环冲击强度值） 

α 是中芯线长度同边线的比例，A 段：1.6，B 段：1.4，C 段：1.5 

※ P（KN）变化为（N）的时候乘以 1.000 

※ P（KN）变化为（kgf）的时候乘以 101.972 

 
 

 

换算表 

 

 

 

 

 

箱体边长度(mm) 

BOXPERIMETER(mm) 

上下表面的压缩强度(kgf) 

TOP-TO-BOTTOM FOMPRESSION STRENGTH(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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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瓦楞纸板箱（AA） 

同一般的瓦楞纸板箱 AF、BF、ABF 有所不同，AAF 是一种双层强化瓦楞纸板箱。三层瓦楞纸

板在美国联邦规格 PPP-B-640d 中清晰说明，他是用耐水纤维板同耐水黏合剂制成的箱体。 

2.1 特性 

1：坪量                 1720g/m
2 以下 

2：厚度                 10.0mm 以上 

3：箱壁管的构成         AA 

4：抗穿刺               700unit 以上（214kgf·cm） 

5：抗冲击               21.0kgf/cm 以上 

6：箱体压缩强度         85（压缩强度系数） 

7：箱子的接合           45mm 以上的连接面 

（a）装订针的尺寸宽度 2.8mm×厚 0.7mm 

（b) 装订针的处理镀铜 

（c）打钉方法         12mm45°斜角打钉 

（d）打钉间隔         25mm 以内 

8：接缝的宽度           10mm 以上 

9：箱体的气候生存能力 

（a）黏合剂一般耐水性 

（b）边线强耐水性 

2.2 包装设计的适用性 

包装设计上的使用允许压缩强度按照下页的换算表所得到压缩强度安全率（例 1/3）算出。 

2.3 包装的设计基准 

参照 P156～P159 的规定执行。 

2.4  强化瓦楞纸板箱（AA）的箱体上下面压缩强度 

（计算范例）RSC（箱内尺寸）1000×500×1000（mm）的上下表面的压缩强度基准值为 P（周长）

＝3000mm，H（高度）＝1000mm，将这两点连接后与上下表面压缩强度标尺的焦点就是其确切数值，

即 1870kgf。 

注意：实验方法   ASTMD642   但是前期处理按照 JIS P 8111(20℃、65%RH)执行。 

3. 三层瓦楞纸板箱 

三层瓦楞纸板箱与单层瓦楞纸板箱相似，三层纸板箱能够最大发挥强度的构造就是 A.A.A 型，它

还使用了纤维边线材料，所以再抗压，防破裂，防潮密闭性方面具有极大的可靠性。 

三层瓦楞纸板箱同木箱相比有以下优点。 

 质量轻（降低作业成本） 

 减少保管空间 

 包装以及开箱更容易（降低捆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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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缓冲性（减少破损） 

 不能进行烟熏处理 

 其他（参考包装系统诸条件比较表） 

3.1 规格.品质 

三层纸板箱的规格实在 1954 年确定下来的，美国规格如下 

（1）美国联邦规格 PPP  B 640 d 

该规定作为世界三层瓦楞纸板箱的代表性规格。 

     1954 年以来，该规定做了 4 次修订。 

在特性值中，最重要的是坪量，量规，抗冲击强度，抗穿刺强度。 

（2）美国铁道，卡车规格 

     PPP B 640 美国联邦规格作为主要的商业规格以铁道规格（Rule 41），卡车规格（Rule 222）。 

（3）美国以外的主要规格 

英国政府规格，德国规格，澳大利亚，NATO 规格，IATA 规格等海陆空规格。 

3.2 特性解说 

（1）抗穿刺强度 

测定普通瓦楞纸板箱的等级,通常都是采用破裂测试法，三层板抗穿刺的测试就是破裂测试法得到的

最大值，这也是抗穿刺测试的优点，它能够测出箱体的真正品质。抗穿刺测试包括（1）原纸品质（2）

粘合质量（3）板面平整（4）面板的崩坏程度。如果上述几点都能够得到较好的评价，那么就可以

判定为高质量箱体。 

（2）抗冲击强度（垂直抗压强度） 

三层瓦楞纸板箱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上下表面的垂直抗压强度，用数学的方法计算数强度之后，

它将是重要的强度指标，箱体的强度被公认为是同垂直抗压强度成正比的。 

（3）纸厚度 

箱体纸板厚度也是预测箱体强度的重要因素。三层纸板箱的条件可能有所不同，箱体厚度导致的惯

性运动的数值对箱体强度有较大影像。 

（4）坪量（单位面积的质量） 

三层纸板箱的有点就是，单位强度所对应的质量比较轻。故而，美国联邦规格对坪量做出了上限规

定。在规定的坪量范围内为了达到最大的强度就必须在原料中使用高强度的原纸。 

3.3 包装系统的诸条件的比较 

包装系统 三层纸

板 

复合两面

纸板 

胶合板箱 木箱 框架箱 

1.特性      

耐压强度 大 中 大 大 大 

破裂强度 大 中 大 大 大 

缓冲性 大 中 小 小 小 

环境生存能力 优 良 优 优 可 

防盗性能 良 良 优 优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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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要系统      

A：一般要素      

箱体价格 高 低 高 高 普通 

包装袋质量 轻 轻 重 重 普通 

大型箱体的可行性 良 可 优 优 优 

必要的收纳空间 小 小 大 大 大 

B：操作性      

箱体组装时间 小 小 大 大 大 

捆包/开捆时间 小 小 大 大 大 

操作危险程度 小 小 普通 大 大 

C：输送要素      

印刷 优 优 可 可 可 

运费 小 小 大 大 大 

内陆运输费 普通 小 大 大 大 

航空运输的可行性 优 优 优 可 良 

再利用的可能性 良 可 优 优 良 

D：所装货物的极限重量 2t 50kg 454kg 1.5t 1.5t 

3.4 包装设计基准 

1 .延伸尺寸（以箱内尺寸为基础的设计尺寸的换算值） 

 

2.各个形态设计尺寸 

1） A.1 型 (RSC:Regular Slotted Container) 

 
d：AAA 或 AA 均为 51mm 

 

箱内尺寸：a×b×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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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费所对应的是外针（但是 AA 内外针均对应） 

 
2） 半 A—型  (HSC:Half Slotted Container) 

 
d：AAA 或 AA 均为 51mm 

  

箱内尺寸：a×b×c（mm） 

 
 

安装费所对应的是外针（但是 AA 内外针均对应） 

 

3） A.1 型（双面连接） 

 

 
d：AAA 或 AA 均为 51mm 

箱内尺寸：a×b×c（mm） 



 400 

 
4）C.1 型  

 
箱内尺寸：a×b×c（mm） 

 
注意：LID 与 BOTTOM 为同一种材料的情况。 

 

5）托盘(Slotted Tray) 

 
箱内尺寸：a×b×c（mm）Z:100～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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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袖筒盒(Wrap Sleeve) 

 
箱内尺寸：a×b×c（mm） 

 

   6）中所使用的端面板下手 

额栈的厚度大于 20mm 

端面板可以采用 AA 或 AAA。 

 
 

 

 

 

 

 

 

 

 

 

 

 

3.5 换算尺  

箱体上下表面压缩强度的标准值 

箱体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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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型箱体 1300 等级的样式 

 

 
 

（1）图中所示即为 1300 样式的 A 型三层瓦楞纸箱的上下表面抗压测试基准值 

 

（2）测试条件为 20℃，相对湿度 65％。 

 

3.6 强度计算（范例） 

等级：三层瓦楞纸箱 

样式：RSC（A1 式）双面彩色 

箱内尺寸：1070 ×940× 880 

总质量：450kg 

压缩强度：使用 13.6 换算表 

箱体周长（P）=4020m/m 

箱体深度（D）=880 m/m 

压缩强度的基准值（S）≒3450kgf 

可以堆积段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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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强度的基准值  × 1 ＋1 

L＝总质量            F 

L：为可以堆积的段数 

F：为安全系数 

现在是按照 ASTM D4169-86（运输包装评价实验方法）的 

11.4.2 项进行举例的。F 的具体值按照下列方法选取。 

（例 1）内部没有强化，也没有纸板或岁了材料的支撑， 

内装货物也不能支持载荷的情况 

   F=4.5 

 3450  1   

可以堆积的段数 L＝  450    ×  4.5   + 1 =2.7 段 

（例 2）使用木材等具有刚性的材料的情况 

   F=3.0 

 3450  1   

可以堆积的段数 L＝    450  ×   3    + 1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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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L 
 

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1403《框架箱》 
 

Wooden framed boxes for packing 

 

1. 适用范围  

本规格适用于内装货品质量在 0.5 吨以上，60 吨以下，包装外部尺寸： 

长＜15.0m·宽度＜5.0m·高度＜5.0m 的情况。 

备注：本规格内{ }中标记的单位以及数字是旧式单位，仅供参考。 

2. 种类 

框架箱的种类按照外部面板的贴合形式共分以下几种，如表 1 所示。 

表 1 种类 

种类 
分类 

选定基准 参考 
外板的贴合形式 组装方法 

I·A 型 
（1 型） 

密封 

（A 型） 

钉紧 
（1）内装物品需要受到

防水、防潮的保护，而且

还要防止其脱落。 

（2）B 型用于方便开启

以及二次组装的情况下

使用。 

参照图 7-1 

I·B 型 
（B 型） 

螺栓拧紧 

II·A 型 
（2 型） 

密封胶合板 

（A 型） 

钉紧 参照图 7-2 、

图 7-3 
II·B 型 

（B 型） 

螺栓拧紧 

III·A 型 

（3 型） 

通透 

（A 型） 

钉紧 

（1）内装物品需要受到

防水、防潮的保护，而且

还要防止其脱落。 

（2）B 型用于方便开启

以及二次组装的情况下

使用。 

参照图 7.4 

、图 7.5 III·B 型 （B 型） 

螺栓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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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密封板贴合框架箱的构造图例（1·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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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要素 

根据流通条件的不同共分为以下两种。 

（a） CLASS1 相当于 JIS Z 0200 中 1 级和 2 级的流通条件。 

（b） CLASS2 相当于 JIS Z 0200 中 1 级和 2 级的流通条件。 

备注：CLASS2 对应的数值以及单位表示在[  ]中。 

4．上部载荷 

通常预想的上部载荷有以下两种情况。 

（a）箱顶盖载荷 

相对于箱顶盖面积而言，加载在梁上的箱顶盖载荷为： 

3.9kPa{398kgf/cm
2
}[2.6kPa{265kgf/cm

2
}] 

（b）堆码载荷 

相对于箱顶盖面积而言，加载在侧面上的堆码载荷换算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堆码载荷 

内装货品质量（吨） 堆码载荷 KPa﹛kgf/m
2﹜ 

10 以下 9.8﹛999﹜ [6.5{663}] 

30 以下 14.7﹛1499﹜ [9.8﹛999}] 

30 及以上 19.6﹛1999﹜ [13.1{1333}] 

备注：在本规格中，箱顶盖载荷主要指的是梁上部所承受的载荷。堆码载荷主要指的是侧面所承受的上部载荷。 

所以，承载小于箱顶盖宽度的货物时，箱顶盖载荷与堆码载荷同时起作用。但当货物大于箱顶盖宽

度的情况下，主要由堆码载荷其作用（如果在箱顶盖上放置大于箱顶盖宽度的木台，那么不论货物

大小，都由堆码载荷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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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A 型密闭胶合板的贴附·护角加固 

 

 
 

 

图 3  2·B 型密闭胶合板的贴附·螺栓固定 

 
 

 
图 4  2·A 型花格板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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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B 型花格板的组装·螺栓固定 

 
 

图 6 底座（1） 

（1）1 型以及 2 型 

 
 

 

 

 

 

 

 

 

 

 
 

（2）3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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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底座（2） 

（箱底材料的变形，1～3 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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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种材料尺寸单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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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超过最大箱内长度的滑木，可以使用大一号的尺寸，与最大箱内长度相比该长度应该比

吊装绳支点间距离小。 

（2）只使用 A 型，使用 B 型的时候，厚度为 6cm。 

（3）下框的厚度为 4cm 或者 4.5cm 的时候使用。 

（4）下框的厚度在 5cm 或者 6cm 的时候使用。 

（5）加设叉孔或者中央部挂绳口的时候，按照图 8 的指示执行。 

（6）超过最大箱内宽度的时候，可以使用一层箱顶盖板。 

备注：[ ]中所示的数值为 CLASS2 的对 

 

图 8 叉孔以及中间挂绳口 

 

（1） 叉孔 

 
 

 

 

 

 

 

 

 

（2） 中间挂绳口 

 
 

表 4    端木上安装的螺栓单位 cm 

端木的尺寸 

（宽度×厚度） 

螺栓直径 

（mm） 

端木的尺寸 

（宽度×厚度） 

螺栓的直径 

（mm） 

9×4.5 或 6×6 9（9） 12×12 16 

7.5×7.5 15×15 15×15 16 或 12×2 本 

9×9 
12 

18×18 
19 或 12×2 本 

10×10 21×21 

注意（9）端木的尺寸为 9×4.5 的时候，可以使用钉子代替螺栓固定。 

 

 

叉孔                    单位  cm 

总质量 a b c d 

3以下 95以下 30以上 4.5以上 65以下 

7以下 140以下 30以上 6.0以上 110以下 

10以下 160以下 40以上 7.5以上 110以下 

15以下 180以下 40以上 9.0以上 110以下 

20以下 200以下 40以上 10.0以上 1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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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平均每 1cm 宽枕木的许用弯曲载荷（平均分布载荷）单位 N{kgf} 

 

 外侧滑

木的箱

内间隔

（cm） 

承重箱板材料的厚度（cm） 

1.5 1.8 2.1 2.4 3.0 4.0 4.5 5.0 6.0 7.5 9.0 10.0 12.0 15.0 18.0 21.0 24.0 30.0 

60 
52.5 

(5.4) 

75.6 

(7.7) 

102.9 

(10.5) 

134.4 

(13.7) 

210.0 

(21.4) 

373.3 

(38.0) 

472.5 

(48.2) 

583.3 

(59.4) 

840.0 

(85.6) 

1312.5 

(133.8) 

1890.0 

(192.6) 

2333.3 

(237.8) 

3360.0 

(342.4) 
     

70 
45.0 

(4.6) 

64.8 

(6.6) 

88.2 

(9.0) 

115.2 

(11.7) 

180.0 

(18.3) 

320.0 

(32.6) 

405.0 

(41.3) 

500.0 

(51.0) 

720.0 

(73.4) 

1125.0 

(114.6) 

1620.0 

(165.1) 

2000.0 

(203.8) 

2880.0 

293.5) 

4500.0 

(458.6) 
    

80 
39.4 

(4.0) 

56.7 

(5.8) 

77.2 

(7.9) 

100.8 

(10.3) 

157.5 

(16.1) 

280.0 

(28.5) 

354.4 

(36.1) 

437.5 

(44.6) 

630.0 

(64.2) 

984.4 

(100.3) 

1417.5 

(144.5) 

1750.0 

(178.3) 

2520.0 

(256.8) 

3937.5 

(401.3) 

5670.0 

(577.8) 
   

90 
35.0 

(3.6) 

50.4 

(5.1) 

68.6 

(7.0) 

89.6 

(9.1) 

140.0 

(14.3) 

248.9 

(25.4) 

315.0 

(32.1) 

388.9 

(39.6) 

560.0 

(57.1) 

875.0 

(89.2) 

1260.0 

(128.4) 

1555.6 

(158.5) 

2240.0 

(228.3) 

3500.0 

(356.7) 

5040.0 

(513.6) 

6860.0 

(699.1) 
  

100 
31.5 

(3.2) 

45.4 

(4.6) 

61.7 

(6.3) 

80.6 

(8.2) 

126.0 

(12.8) 

224.0 

(22.8) 

283.5 

(28.9) 

350.0 

(35.7) 

504.0 

(51.4) 

787.5 

(80.3) 

1134.0 

(115.6) 

1400.0 

(142.7) 

2016.0 

(205.4) 

3150.0 

(321.0) 

4536.0 

(462.2) 

6174.0 

(629.2) 

8064.0 

(821.8) 
 

120 
26.3 

(2.7) 

37.8 

(3.9) 

51.4 

(5.2) 

67.2 

(6.8) 

105.0 

(10.7) 

186.7 

(19.0) 

236.3 

(24.1) 

291.7 

(29.7) 

420.0 

(42.8) 

656.3 

(66.9) 

945.0 

(96.3) 

1166.7 

(118.9) 

1680.0 

(171.2) 

2625.0 

(267.5) 

3780.0 

(385.2) 

5145.0 

(524.3) 

6720.0 

(684.8) 

10，500.0 

(1070.0) 

140 
22.5 

(2.3) 

32.4 

(3.3) 

44.1 

(4.5) 

57.6 

(5.9) 

90.0 

(9.2) 

160.0 

(16.3) 

202.5 

(20.6) 

250.7 

(25.5) 

360.0 

(36.7) 

562.5 

(57.3) 

810.0 

(82.5) 

1000.0 

(101.9) 

1440.0 

(146.7) 

2250.0 

(229.3) 

3240.0 

(330.2) 

4410.0 

(449.4) 

5760.0 

(587.0) 

9000.0 

(917.1) 

160 
19.7 

(2.0) 

28.4 

(2.9) 

38.6 

(3.9) 

50.4 

(5.1) 

78.8 

(8.0) 

140.0 

(14.3) 

177.2 

(18.1) 

218.7 

(22.3) 

315.0 

(32.1) 

492.2 

(50.2) 

708.8 

(72.2) 

875.0 

(89.2) 

1260.0 

(128.4) 

1968.8 

(200.6) 

2835.0 

(288.9) 

3858.7 

(393.2) 

5040.0 

(513.6) 

7875.0 

(802.5) 

180 
17.5 

(1.8) 

25.2 

(2.6) 

34.3 

(3.5) 

44.8 

(4.6) 

70.0 

(7.1) 

124.4 

(12.7) 

157.5 

(16.1) 

194.4 

(19.8) 

280.0 

(28.5) 

437.5 

(44.6) 

630.0 

(64.2) 

777.8 

(79.3) 

1120.0 

(114.1) 

1750.0 

(178.3) 

2520.0 

(256.8) 

3430.0 

(349.5) 

4480.0 

456.5() 

7000.0 

(713.3) 

200 
15.8 

(1.6) 

22.7 

(2.3) 

30.9 

(3.1) 

40.3 

(4.1) 

63.0 

(6.4) 

112.0 

(11.4) 

141.8 

(14.4) 

175.0 

(17.8) 

252.0 

(25.7) 

393.8 

(40.1) 

567.0 

(57.8) 

700.0 

(71.3) 

1008.0 

(102.7) 

1575.0 

(160.5) 

2268.0 

(231.1) 

3087.0 

(314.6) 

4032.0 

410.9) 

6300.0 

(642.0) 

220  
20.6 

(2.1) 

28.1 

(2.9) 

36.7 

(3.7) 

57.3 

(5.8) 

101.8 

(10.4) 

129.8 

(13.1) 

159.1 

(16.2) 

229.1 

(23.3) 

358.0 

(36.5) 

515.5 

(52.5) 

636.4 

(64.8) 

916.4 

(93.4) 

1431.8 

(145.9) 

2061.8 

(210.1) 

2806.4 

286.0) 

3665.5 

(373.5) 

5727.3 

（583.6） 

240   
25.7 

(2.6) 

33.6 

(3.4) 

52.5 

(5.4) 

93.3 

(9.5) 

118.1 

(12.0) 

145.8 

(14.9) 

210.0 

(21.4) 

328.1 

(33.4) 

472.5 

(48.2) 

583.3 

(59.4) 

840.0 

(85.6) 

1312.5 

(133.8) 

1890.0 

(192.6) 

2572.5 

(262.2) 

3360.0 

(342.4) 

5250.0 

(535.0) 

260    
31.0 

(3.0) 

48.5 

(4.9) 

86.2 

(8.8) 

109.0 

(11.1) 

134.6 

(13.7) 

193.8 

(19.8) 

302.9 

(30.9) 

436.2 

(44.4) 

538.5 

(54.9) 

775.4 

(79.0) 

1211.5 

(123.5) 

1744.6 

(177.8) 

2374.6 

(242.0) 

3101.5 

(316.1) 

4846.2 

493.8() 

280     
45.0 

(4.6) 

80.0 

(8.2) 

101.3 

(10.3) 

125.0 

(12.7) 

180.0 

(18.3) 

281.3 

(28.7) 

405.0 

(41.3) 

500.0 

(51.0) 

720.0 

(73.4) 

1125.0 

(114.6) 

1620.0 

(165.1) 

2205.0 

(224.7) 

2880.0 

(293.5) 

4500.0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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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表中的许用载荷应当乘以枕木的必要宽度，保证内装货物的载荷大于（N）的基础上决定承重箱底板的厚度。此时，枕木的总厚度持尺寸必须小于内装货物底部的接触长度。

内装货物的载荷是在内装货物的质量基础上乘以 9.81 得到的。 

（2）重叠使用枕木的时候，按照各个板材的许用载荷之和求得总许用载荷。 

（3）外侧滑木的箱内间隔符合上表数值时，按照许用弯曲载荷计算式求得。 

（4）上表是按照木材许用抗弯强度（fb）为 10.5MPa 时候得到的数值，但是根据实际使用的树种（fb）不同，需要在上表许用抗弯强度基础上乘以（fb/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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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每一根枕木的许用弯曲载荷强度（平均分布载荷）（接上表）单位 N{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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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枕木的安装方法 

枕木的厚度 安装方法 

小于 6cm 钉固 

小于 9cm 螺栓拧紧（9cm） 宽度小于 15cm 的情况下用一根螺栓。 

宽度大于 15cm 的情况下用两根螺栓（9） 超过 9cm 的情况 螺栓拧紧（12cm） 

注意（9）：当有中间滑木时可以只使用一根螺栓。 

备注固定内装货物的时候除了使用普通螺栓之外还可以使用 LSB 螺栓。 

 

图 9 侧面（1 型以及 3 型） 

《1 型的范例》 

 
 

备注：1 型以及 3 型的侧面上下框以及角支柱的安装构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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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端面（1 型以及 3 型） 

 

 
备注 1 型以及 3 型的侧面上下框以及角支柱的安装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11 侧面（2 型）单位 cm 

 

（1）   A 型（2）B 型 

 
（3）    C 型（4）D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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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侧面上框木，下框木以及端角立柱的安装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12  端面（2 型） 

 

（1）A 型（2）B 型 

 
（3）C  型（4）D  型 

纤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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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端面的上框木，下框木以及端角立柱的安装构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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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框架结构形式表（1 型以及 3 型）单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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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单位 cm 

 

 

 

 

 

 

 

 

 

 

 

 

 

 

 

 

 

 

 

 

 

 

 

 

 

 

 

 

 

 

 

 

 

 

 

 

 

 

 

 

 

 

 

 

 

 

 

 

备注：平撑可以采用同下框木相同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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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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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选择表（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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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选择表（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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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选择表（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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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框架构件尺寸代号选择表（接上表） 

 



 427 

 

图 14 梁承的尺寸单位  cm 

 
备注：（1）用钉子将梁的一端固定到侧上框木的时候，可以按照梁长度的 2/3 选定梁承的尺寸。 

（2）上图曲线中，木材的许用抗弯强度（fb）可以按照 8.1MPa 来进行计算。但是根据使用树 

种的具体（fb）的值，将侧立柱中心的间隔乘以 8.1/（fb）得到的数值就是梁承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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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通风结构的数量 

箱体内容积的范围（m
2） 通风结构数量 

12 以下 2 

12 以上 26 以下 4 

26 以上 35 以下 6 

35 以上 8 

 

表 11 外板厚度所对应的钉子尺寸 

外板的厚度  cm 
钉子的名称 

1 型以及 3 型 2 型 

1.8 0.9 N65 

2.1 1.2 N75 

2.4 1.5 N90 

 

表 12 每 500 千克内装货物所对应的必要钉子数量单位根 

钉子的公称 必要钉子数量 

N65 30 

N75 24 

N90 20 

N100 16 

 

表 13 每 500 千克内装货物所对应的必要 LSB 固定螺栓数量（12）单位根 

LSB 固定螺栓的尺寸 滑木或端木的厚度 LSB 固定螺栓的必要数量 

9×75 7.5 9 

12×90 9 和 10 5 

15×100 12 以上 3 

注意（12）：LSB 固定螺栓的必要最少数量是按照最大中心间隔来划分的。 

最大中心间隔为：9mm.40cm，12mm.50cm，15mm.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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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根 据 横 梁 的 长 度 以 及 中 心 间 隔 确 定 横 梁 的 尺 寸 单 位 cm 

 
备注 1.图中的曲线为箱顶盖载荷为 3.9kPa，且木材许用强度（fb）为 10.5 或 8.1MPa 

时表现出的图形。但是根据所使用的树种的不同，在横梁长度的基础上乘以 

√10.5/ fb 或√8.1/ fb 所得的值作为横梁长度，然后在通过其选定横梁的尺 

寸以及中心间隔。 

2.横梁的中心间隔原则上应该控制在 60cm 以下。 

3.（）中的辅助梁一般长度为箱体长度的 2/3，在单面布钉时，钉在横梁一侧 

的中部。 

4.当流通条件为 CLASS2 的时候，按照横梁长度的 82％，选定横梁的尺寸以中心 

间隔。但是采用起重机装载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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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框架形式的特例 

 

1.1 型以及 3 型（贴板） 

本文中如图 13 的箱体框架表指的是，箱体内装货物为复数且内部载荷均匀分布，具有构架机能

的例子但是如果内装货物在长方向上具有一体化刚性，也可以不必需要构架机能，为了防止箱体歪

斜，可以采用图 16 所示的例子，在两端使用中间斜撑固定即可。 

 

图 16 中间省略了交叉板 

 

 

 

 

 

 

 

 
 

 

 

 

 

 

 

 
备注：上图为 4HK 的箱体框架省略掉中间斜撑后得到框架模型，现在上图的框架 

模型可以命名为 2HK+2。其他的箱体框架也采用同样的命名方法。 

 
2.2 型（张贴胶合板） 

2 型外板的高度在 122cm 以下，胶合板表面的木材纹理方向为水平时，如图 17 所示，可以省略

掉下框。 

图 17  省略下框的情况 

 

 

 

 

 

 

 

 

 

 

 

 

 
备注：上图是侧面的范例，端面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3.上框木的构造 

1 型·2 型·3 型采用共同的方法，上框木的构造如下图所示，也可以不使用两端梁。 

 

 

 

图 18  上框木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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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端面） 

 

 

 

 

 

 

 

 

 

 

 

 

 

 

 

 

4.组装方法 

将侧面以及端面安装到底座的方法可以参照本位所述，此外还可以按照图 19 的方法（A）以及图 20

的方法（B）执行。 

 

图 19 组装方式（A） 

 

 

 

 

 

 

 

 

 

 

 

 

 

 

图 20 组装方式（B） 

 

 

 

 

 

 

 

 

 

 

 

带档框架胶合板箱 JIS Z 1406（摘要） 

 

1. 尺寸 

箱体内装货物质量所对应的胶合板形式·胶合板厚度·档板的尺寸·以及钉子的间隔等指标按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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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示。 

 

表 13 

 

 

 

 

 

 

 

 

 

 

 

 

 

但是在出口包装时，不论内装货物的质量都采用 A5 以及 B3 的包装形式，胶合 

板的厚度遵照表 13 的规定执行，档的宽度在表中数字基础上增加 25％。 

 

图 21 形式 

 

 

 

 

 

 

 

 

 

 

 

 

 

 

 

箱体的详细样式参照 JIS Z 1406 

箱体内装

货物的重

量 kg 

胶合板

箱的形

式 

胶合板的

最小厚度 

档板最小尺寸 档上的布

钉间隔 

打入档板的钉

子长度 
厚 宽 

大于 34 A4-A5 3.5 15 45 18 约 50 

小于 57 A4-A5 4.0 18 54 15 57-64 

小于 136 .A5 4.7 18 54 15 64-75 

小于 170 A5 6.3 18 54 15 75-89 

小于 272 A5 8.8 18 72 15 75-89 

小于 363 A5 10.0 24 72 12 75-89 

小于 454 A5 10.0 24 90 12 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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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称 A 型·B 型以及 C 型的各部名称如图 22，图 23 以及图 8.4 所示。 

 
 

图 22 

 

 

 

 

 

 

 

 

 

 

 

 

 

备注：除上图所示箱体强化方法之外，还可以在各个面的中央添加档板。 

图 8-3 

 

备注：除上图所示箱体强化方法之外，还可以在各个面的中央添加档板。 

 

 

图 23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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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A S 001 外构档板框架箱 

 

1．适用范围 

本规格适用于，内装货物质量小于 15 吨，外框尺寸为：长＜8.0m·宽＜3.0m·高＜3.0 的货物。而

且该货物在长方向上存在整体刚性，或者内装货物的自身强度就能够起到辅助箱体强度的情况。此

时所用到的运输包装即为外构档板框架箱。 

备注：引用规格以 JIS Z 1403 为准，在本规格中{  }表示的单位以及数值为旧式单位，在此仅

供参考。 

2．种类 

外构档板框架合箱的贴板方法有以下 3 种。 

1 型密封板张贴（参照图 25） 

2 型密封胶合板张贴（参照图 26（1）） 

3 型通透板张贴（参照图 26（2）） 

3．构造以及尺寸 

3.1 基本条件 

按照 JIS 的规定，流通条件符合 CLASS2 时，采用[ ]中的数值执行。 

（1）木材的许用强度 

外构档板框架组合箱所使用木材的许用强度按照表 14 的规定执行。 

表 14 木材的许用强度单位：MPa{kgf/cm
2
} 

长方向上的垂直抗弯强度 
长方向上的抗压强度 长方向上的抗拉强度 

平方向 木端方向 

10.5{107} 8.1{83} 6.0{61} 12.7{130} 

 

本规格中的木材尺寸为常用树树种的许用强度按照表 14 规定计算得到的公称尺寸。外实际使用

的树种可以根据其自身强度参照表 14 所要求的强度尺度决定使用量以及材料的尺寸。 

各树种的强度请参照 JIS Z 1402（木箱）的附属书 2 表 1 

（2）箱顶载荷 

通常预见的箱顶载荷如下所示，[ ]内数据为 CLASS2 的情况。 

（a）箱顶盖载荷 

加载在梁上的箱顶载荷与面积的比值为 3.9kPa{398kgf/m
2
}[2.6kPa{265kgf/m

2
}] 

（b）堆码载荷 

加载在侧面上的堆码载荷相对与箱顶盖面积的比值参照表 14 所示。 

 

 

表 15 堆码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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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间隔 

为了防止内装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与箱体摩擦而造成损坏，在箱体和货物之间必须使用缓冲材料

间隔或者设置必要的间隔。 

3.3 尺寸的公称方法 

外构档板框架箱大小的表示方法可以采用内框尺寸或外框尺寸，任选其一。 

（1）内框的尺寸 

（a）长度端面板的内面尺寸 

（b）宽度侧面板的内面尺寸 

（c）高度从非承重箱底板上表面到箱顶板下表面间的尺寸 

（2）外框尺寸 

（a）长度内框长度+（端面支柱的厚度+端面板的厚度）×2 

（b）宽度内框宽度+（侧面支柱的厚度+侧面板的厚度）×2 

（c）高度内框高度+辅助滑木的厚度+滑木厚度+箱底板厚度+箱顶盖板厚度。 

3.4 木材的尺寸木材的公称尺寸所对应的最小尺寸按照 JIS Z 1402 的规定执行。 

3.5 底底的构造图如图 27 和图 28 所示，各部分材料的尺寸参照表 16 的内容。 

（1）滑木的间隔 

 滑木的中心间隔控制在 120cm 以下。在装卸的时候如果需要在宽度方向上使用叉车，那么此时

箱体滑木的中心间隔应该控制在 100cm 以下 

（2）辅助滑木以及垫木 

  辅助滑木是用于挂绳以及调节重心的。当在宽方向需要使用叉车的时候，可以如表 16 示加

辅助滑木的厚度，或者使用垫木。 

（3）枕木 

  在选定框架构件之后，算出外侧滑木的箱内框间隔，然后按照框架箱表 6 选定枕木的合适

尺寸以及数量。 

  内装货物用两点承重的方式安放在枕木的时候，根据 JIS Z 1402 附属书 1 中（3）、（4）公

式计算出均布载荷的对应倍数，然后选择合适的尺寸以及数量。 

（4）非承重箱底板 

  非承重箱底板的厚度按照表 16 的规定执行，可以才用 2 型以及 3 型的板材，但是原则上 3

型板材的板间距应该控制在 15cm 以下。 

3.6 侧面以及端面 

 1 型以及 3 型的框架形式按照图 29 所示，2 型按照图 29 以及图 30 执行。此外，侧面框架材料

内装货物的重量 

吨 

堆码载荷 

kPa{kgf/m
2
} 

10.0 以下 9.8{999}[6.5{663}] 

15.0 以下 14.7{1499}[9.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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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按照表 16 以及表 17 所示的组合符号执行。 

 端面框架材料的尺寸按照表 16 执行。1 型板宽为 9cm，3 型板宽为 12cm 以上。用于两端时，1

型为 15cm，3 型为 18cm 以上。3 型的板间隔原则上控制在 12 以下。但是根据内装货物的质量

也可以采用 24cm 以下的尺寸。 

3.7 箱顶盖 

箱顶盖的厚度按照表 16 执行。3 型的板间隔原则上控制在 9cm 以下。 

（1）箱顶盖横梁 

横梁的尺寸按照梁的长度以及横梁的中心间隔执行。（参照框架箱图 15） 

4．材料·构造以及组装方法 

材料、构造、组装方法、树种所对应的许用强度的适用规格按照 JIS Z 1402 以及 JIS Z 1403 的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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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1 型外构档板框架箱 

 

 

 

 

 

 

 

 

 

 

 

 

 

 

 

 

 

 

 

 

 

 

 

 

 

 

 

 

 

 

 

图 262 型以及 3 型的外构档板框架箱 

（1）2 型（张贴密封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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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型（张贴通透板） 

 
 

图 27 1 型以及 2 型的底座 

 
 

图 28 3 型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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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1 型以及 3 型的框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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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外箱档框架组合箱的各部位材料尺寸单位  cm  

 

备注：上表中[  ]中所示的数值是针对物流条件 CLASS2 来说的。 

注意（1）当内装货物为复数，而且超过了最大箱内长度的情况下，使用 1 段以上的滑木。吊装支点的间隔即使小于最大箱内长 

度也没有关系。 

（2）当侧面板使用 0.55cm 的胶合板时，在端面以及组装时布钉的地方最好使用辅助档板。 

（3）当宽度大于最大箱内宽度的时候，使用较厚的 1 段箱顶盖板材料。

内装

货物

的质

量 

滑木的尺寸 

端木的

尺寸 

（厚度

×宽度） 

连接

螺栓

的直

径
(mm) 

辅助滑木的

厚度 
箱底板 框架材料 

梁承 横梁 

外板厚度 
箱顶盖板的厚度 

箱

内

框

的

最

大

长

度 

尺寸 

（厚度

×宽度） 

叉

车

插

入 

两

端

吊

装 

非承重箱底板 

枕

木 
侧面 端面 

箱内

框最

大宽

度 

木 

板 

· 

密 

封 

合 

板 

· 

密 

封 

通 

透 木板 胶合板 

木板 胶合板 

0.7 

300 

9×4.5 9×4.5 

或 

9×6 9 4.5 

2.4 1.5 0.55 

框 

架

箱 

· 

如

表 

7.6 

所

示 

 

 

根据

表 9.5

选择

组合

符号，

然后

再按

照该

符号

从表

9.4 中

选定

必要

的尺

寸的

尺寸。 

同侧

面相

同，但

是侧

立柱

为
9×4.5

的时

候，端

面尺

寸也

可以

为
9×4 

最 

小 

为 

9×1.8，

其 

他 

同 

辅助 

立 

柱 

的 

尺 

寸 

相同。 

按照 

框架

箱· 

图

7.15，

选定具

体的中

心间隔

以及相

关尺

寸。 

1.5 

[1.2] 
（2） 

0.55 

（3） 

180 
1.5 

0.9 
1.8 

[1.5] 

1.0 10×5 

3.0 

1.8 

[1.8] 

 

0.9 

1.5 9×6 

1.8 

[1.5] 
0.9 220 

1.8 

[1.5] 

2.0 7.5×7.5 
7.5×7.5 

3.0 500 
9×9 

4.0 450 

9×9 

12 

5.0 4.0 5.0 600 
10×10 

7.5 500 

10.0 800 

12×12 10×10 

7.5 

5.0 
12.5 700 

2.1 

[1.8] 

1.2 

[0.9] 

2.1 

[1.8] 

1.2 

[0.9] 
 

2.1 

[1.8] 

1.2 

[0.9] 

2.1 

[1.8] 
15.0 800 15×15 12×12 1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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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 型框架形式（侧面）图 30   2 型框架形式（端面） 

 
（1） A 型（2）B 型（1）A 型（2）B 型单位 cm 

 
（3）C 型（3）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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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侧面框架构件的组合编号 

 

 

 

 

 

 

 

 

 

 

 

 

 

 

 

 

 

 

 

 

 

 

 

 

 

 

 

 

 

 

 

 

 

 

 

 

 

 

 

 

 

 

 

 

 

 
 

备注：枕木的尺寸以及横梁的尺寸按照 JIS Z 1403 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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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框架构件的组合编号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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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标准 JIS Z 1403《框架箱》已经更新为 JIS Z 1403：2012《框架箱》，新版的标

准单位改变，内容少量改变。 

标准全文详见网址：http://www.kikakurui.com/z1/Z1403-2012-01.html 

 

 

 

 

 

 

 

 

 

 

 

 

 

 

 

 

 

 

 

 

 

 

 

 

 

 

http://www.kikakurui.com/z1/Z1403-201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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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M 

 

韩国工业标准 KS A 1513-1996《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Polystyrene foam for package cushioning 

 

1. 范围本《韩国工业标准》对用作包装缓冲材料的发泡聚苯乙烯（以下称作“缓冲材料”）

做出了规定，但本《标准》不适用于片状以及粒状材料的发泡材料。 

说明 1. 本标准{ }中的单位和数值,与传统的单位体系一致，仅供参考。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如下： 

KS A 0021 数值的四舍五入规则 

KS A 1030 包装缓冲材料静态压缩试验方法 

KS M 0011 测定水溶液 PH 值的方法 



 446 

2. 术语释义 

2.1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缓冲材料指用发泡聚苯乙烯树脂制成的材料，用于减少对包装

内物品（内装物）的震动和摇晃，或者用来支撑内装物，并防止对内装物造成局部压力过于

集中。 

2.2 厚度损耗指在短时间内重复施加应力下厚度的减少率。 

2.3 弹性指抗弯曲性。 

3. 等级缓冲材料按照质量分为如下等级： 

缓冲材料名称 等级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一级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二级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三级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四级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 五级 

4. 尺寸公差缓冲材料的尺寸公差将在表 1 中给出。但如果有其他规定，应另行详细说明。 

表 1                                                       单位  mm 

厚度 长度 

尺寸 公差 尺寸 公差 

小于 10 

大于等于 10 小于 25 

大于等于 25 

+1.0 

+1.5 

+2.0 

小于 400 

大于等于 400 

＋2 

＋0.5％ 

附注：应使用最小刻度为≤0.5mm 测量工具在 3 个以上的不同位置测量缓冲材料的尺寸。 

5. 品质缓冲材料应没有影响使用的擦痕和污点，其品质应当同表 2 和表 3 中列出的规格一

致。 

表 2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规格 

品质等级 
密度 

（g/cm
3） 

压缩应力 

kpa{kpaf/cm
2
}变形度为 50％时 

一级 大于等于 0.028 小于 0.036 大于等于 294{3.0} 小于 441{4.5} 

二级 大于等于 0.022 小于 0.028 大于等于 235{2.4} 小于 353{3.6} 

三级 大于等于 0.018 小于 0.022 大于等于 176{1.8} 小于 294{3.0} 

四级 大于等于 0.014 小于 0.018 大于等于 147{1.5} 小于 245{2.5} 

五级 大于等于 0.010 小于 0.014 大于等于 98{1.0} 小于 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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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 kPa = 0.1 kN/cm
2
 

表 3 包装缓冲用发泡聚苯乙烯品质 

项目 品质 

弹性 
测试样本应不断裂 

表面没有可见的裂纹或裂痕 

厚度损耗 最大 25％ 

加热后尺寸变化 最大 1.0％ 

PH 值 6.0～8.0 

湿度 总水分应小于或等于 4％ 

6. 测试条件 

6.1 测试场所测试场所的温度应为 20℃至 27℃。 

6.2 数值的四舍五入数值的四舍五入应当参照 KS A 0021 的规定进行。 

6.3 试件 

6.3.1 试件的预处理试件应当在 24 小时常温下进行预处理。 

6.3.2试件的形状和三维尺寸测试样本的形状应为直角棱镜形，通常情况下，尺寸应当

同下文给出的标准一致。 

6.4 试件三维尺寸的测量方法 

6.4.1 厚度在试件的上面放置一个平板，覆盖住试件的全部表面，施加 196±19.6Pa 

{2.0±0.2gf/cm
2
}的压力，30 秒后，保持上述压力，使用精确度 0.1ram 以上的测高仪或者测

微仪千分表在中心位置或在四个角进行测量。如果在四角测量则取平均值。测量单位为 mm，

测量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一位。 

6.4.2 长度和宽度使用最小刻度为 0.5mm的线性标尺分别在 3个间隔均匀的位置测量每一个

长度和宽度，计算每一个平均值，以整数位表示。测量单位为 mm。 

7. 测试程序  

7.1 密度 

7.1.1 试件试件的标准规格应为 100×100×25mm。 

7.1.2 测试方法厚度值的测量应按 6.4.1 进行，长度和宽度值应按 6.4.2 进行。质量的测量值

应当精确到±1%。 

7.1.3 计算方法密度(g/cm
3
)应用下述公式计算，并以两位有效数字表示： 

密度 (g/cm
3
) =W/V 

这里 W : 试件的质量 (g) 

V: 试件的体积 (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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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压力 

7.2.1 试件试件的标准规格应为 100×100×25mm。但如果材料较薄，允许叠放。 

7.2.2 测试方法压力的测量应当按 KS A 1030 中 5.4.1 条款的规定进行。 

7.2.3 计算计算应当符合 KS A 1030 中 5.6.1 和 5.6.2 条款的规定。 

7.3 弹性 

7.3.1 试件试件的标准规格应为 150×50×5mm。 

7.3.2 测试方法按照表 4 和图 1，选取合适直径的芯轴，将试件的中心部分放置在芯轴上圆

周表面，匀速从两侧沿芯轴弯曲试件，5 秒钟内弯曲 180°。 

表 4                                        单位: mm 

等级 芯轴直径 

一级 

二级 

40 

三级 

四级 

五级 

30 

 

 

图 1 

7.4 厚度损耗  

7.4.1 试件试件的标准规格应为 100×100×25mm 或者 50×50×25mm。但如果材料较薄，允

许叠放。 

7.4.2 测试方法厚度的测量应当遵照 6.4.1 中的规定进行。给试件逐渐施加压力，重复十次，

将试件压到原厚度的 50±2％。 

7.4.3 计算应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厚度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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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损耗(%)=(T0-Tl)/T0×100 

这里  T0: 原厚度(mm) 

       T1: 测试后的厚度(mm) 

7.5 加热后的尺寸变化 

7.5.1 试件试件的标准规格应为 300×75×10mm。 

7.5.2 测试方法在试件的中心线上标注两个相距 250mm 的记号。 

使用最小刻度为 0.5mm 的金属尺测量两个标记之间的距离，记录为原始标记长度。将

试件在 60±2°C 的空气中放置 2 小时后取出，在 6.1 规定的环境中放置 1 小时，然后使用与

原来同样的方法测量两个标记之间的距离，记录为加热后标记距离。 

7.5.3 计算加热后尺寸变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热后尺寸变化(%)=(L1-LO)/L0×l00 

这里  L0: 原始标记距离 (mm) 

  L1: 加热后标记距离 (mm) 

7.6 pH 值 

7.6.1 试件试件的质量应为 1g。 

7.6.2 测试方法将试件弄碎，放入 50ml 蒸馏水，煮沸 2 小时后取出，然后按照 KS M 0011

中的规定测量沸水的 pH 值。 

7.7 水分含量  

7.7.1 试件试件的厚度应≤25mm，质量应≥10g。 

7.7.2 测试方法使用精确到 0.2%或更精密的天平测量试件质量。测量并记录试件的原始

质量，然后将试件放置在 70±5°C 的温度中干燥，直到试件质量趋于稳定后（当间隔 1

小时或以上测量值的差额为 0.2%或更低时。），测量并记录干燥后的试件质量。 

7.7.3 计算应使用下列公式计算试件的水分含量(%)： 

水分含量(mass%)=(W0-Wd)/ Wd×100 

这里  W0: 原始质量 (g) 

Wd: 干燥后质量 (g) 

8. 检验通过按 6 和 7 的规定测试样品来进行检验，样品应符合 4 和 5 中的规定。 

9. 标识产品或包装上应当标注厂家名称或缩写、产品等级和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