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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89_A9_c31_601821.htm 包装是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

同时也是物流的起点。包装是把运输、储存、装卸等物流活

动有机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包装对保护商品、方便流通、

降低物流费用起着重要作用。物流中的故障多由包装不当引

起，因此，进行合理的包装设计是实现物流合理化的一个途

径。 第一节 商品包装的含义与功能 一、商品包装的令义 商

品包装可以分为生产领域的包装和流通领域的包装。一般将

生产领域的包装称为销售包装，或称为小包装、内包装.流通

领域的包装则称为运输包装，或称为大包装、外包装。销售

包装的结果为销售包装件，销售包装件是销售包装体、商品

体通过包装操作结合而成的有机集合整体，其中销售包装体

又是材料、造型和装涝组成的有机整体。运输包装的结果为

运输包装件，运输包装件是由运输包装体、销售包装件，通

过包装操作结合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运输包装体又是材

料、造型、标志组成的有机整体。商品的销售包装，是指直

接同消费者见面，并随同商品一起出售给消费者的包装。销

售包装一般要与商品直接接触，包装体与商品体是在生产中

结成一体。例如化妆品瓶盒、饮料瓶盒等。销售包装除了能

保护商品、方便运输外，还具有美化商品、宣传商品的作用

。 运输包装是以满足商品的运输、装卸和储存需要为目的的

包装。通常运输包装不随商品卖给顾客。它一般不与商品直

接接触，而是由许多小包装(销售包装)集装而成。例如烟、

酒、化妆品等。商品先装进小包装，然后集装于包装容器内



。运输包装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中，首先是起保护商品安全

的作用：其次是方便运输、装卸搬运和储存，以提高物流的

效率.再次起传达作用，以便于物流管理。运输包装是商业物

流中包装研究的对象。通常对商品运输包装的含义要从包装

技法、包装材料、包装造型、包装标志四个方面来理解： (

一)包装技法 商品包装技法是指包装操作时所采用的技术和方

法。通过包装技法才能使销售包装件和运输包装体成为一个

整体。包装技法往往与包装设备联系在一起，有时它的完成

还需要一些辅助材料和衬垫材料、防潮材料、防锈材料、包

扎材料等。商品包装技法还包括包装操作中所完成的一系列

工作，如置放、排列、加固、捆扎等，以及包装操作中所采

用的各种技术如缓冲、保鲜、防潮、防霉、防锈等。 (二)商

品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是指对运输包装件外部制作的特定记号

或说明。其主要作用是便于在物流管理中识别和辩认货物，

良好的包装标志能加速货物交接和点验。 (三)商品包装造型(

形体设计) 商品包装造型是指商品包装所采用的实体形态，包

括包装形状和尺寸。商品包装造型的主要形式有方形的箱、

不定形的袋和圆柱形的桶等。 (四)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是指制

作包装容器所采用的材料。包装材料和造型设计相结合就形

成包装容器，由于包装材料对包装容器的特点影响较大，包

装容器常以包装材料来分类，如箱可以分为木箱、纸箱、塑

料箱等。 包装材料的好坏对包装技法的实施所形成的标志、

容器影响很大。 二、商品运输包装的功能 包装是生产的最后

一道工序，同是也物流的起点，在商品流通领域占有重要的

地位。运输包装又是把运输、储存、装卸搬运等物流活动有

机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在实现物流系统化过程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商品包装具有保护商品、方便流通

、降低物流费用等功能。 (一)保护商品 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

到消费领域，中间要经过多次不同情况、不同条件的移动。

在商品移动的过程中，要经过装卸、搬运、堆码等各种作业

，经受运输工具的振动以及意外的跌落.同时在运输和储存的

过程中，商品堆码的高度也与商品包装的承载力有关。此外

，外界温度、湿度、光线等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商品发生霉

烂、变质。因此，根据商品的性质，以及在运输和保管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采用符合标准的

合理包装，才能防止商品在空间位移和储存过程中的破损、

挥发、污染、散失等数量和质量的损失变化。商品包装具有

一定的抗振动性能，才能保证商品在运输中的安全而不受破

坏.商品包装具有一定的强度，才能保证商品在规定堆码的高

度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商品包装具有一定的防潮、防腐等防

护措施，才能保证商品的不锈蚀、不变质.商品包装采取一定

的措施封闭严密，才能防止生物和微生物的侵害。 (二)方便

流通 合理的商品包装材料、容器结构和形状、包装标志等，

不仅有利于商品的安全装卸、合理运输、标准堆码.同时便于

科学计算商品的重量和体积，以便经济合理地使用运输工具

、科学地安排仓容，提高仓库的仓容.还有利于方便包装操作

、方便开箱操作以及空箱储存等。因此，商品运输包装具有

方便功能，以提高物流的各种作业效率。 (三)降低流通费用 

合理的商品运输包装，除减少商品的损失之外，还有节约包

装材料、节省包装费用、提高车船装载率、缩短运输时间、

提高运输管理效率、提高装卸效率、提高仓储利用串、有利

于仓库自动化管理、加快货物周转、减少资金占用等方面的



效益。 三、商品包装的效用 (一)商品运输包装在物流系统中

的效用 1、包装在运输活动中的效用 在运输活动中，运输包

装件不仅与运输设备有关，还与运输时间有关。在这些关系

中，运输包装件有提高装裁军，提供保护和缩短运输时间等

三个方面的效用。 (1)提高装载率。在运输活动中，与运输设

备容积利用率有关的运输包装件因素有两个，一是尺寸，二

是结构和材料。商品运输包装的尺寸主要是指底面尺寸。如

果它能与运输设备间有模数配合，就能大大提高设备容积利

用率。以火车 以车皮为例：假设它的长、宽、高三个方向上

的装载率都只有90%，那么车皮装载效率仅为0.9×D.9’

×0.9=0.729，即只有72.9%。这说明有27.1%的装载空间未被

利用。采用标准模数的集合包装，较易解决提高设备利用率

的问题。运输包装件的结构和材料也能提高运输设备容积的

利用率。例如有内部支撑件的运输包装件，就堆码得高一些

，能提高运输设备容积利用率。当然这要增大包装的费用，

只有在提高装载率和增加包装费用两方面进行权衡，才能进

行决策。 (2)对内装货物提供保护。运输包装件在空间转移中

往往受到冲击力和振动力而受到损伤。一般来说，铁路运输

中冲撞振动的机会较多，运输时间也长，损坏的可能性最大

，汽车运输次之，航空运输的损坏率最小。在实际工作中，

三种运输方式的费用是不同的，铁路运输的费用最低，汽车

费用次之，航空费用最高。对于运输包装来说，其保护效用

的好坏必然与包装费用的高低成正比关系。因此，合理运输

包装的采用应权衡包装费用与运输方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

讲，极易损坏的和价格昂贵的商品，不宜增加包装费用，而

宜采用空运。 在运输活动中，运输包装的保护效用还体现在



满足运输途中和运输目的地的气候自然环境所提出的要求。

例如在北方要注意防寒，到南方要注意防热、防潮、防雨等

。 (3)缩短运输时间。例如采用集合包装有利于运输活动的有

效管理，减少差错，大大缩短运输时间。 2、商品运输包装

在装卸活动中的效用 在装卸活动中，运输包装件不仅与装卸

过程所受到的物理作用有关，也与装卸效率有关。 在装卸过

程中，不管是机械装卸，还是人力装卸，都会有跌落的情况

。一般来说，机械装卸比人工装卸跌落的次数少，跌落的高

度也较低。实际经验表明，为避免损伤而提供的包装保护，

对于机械装卸要简单一些，而对于人力装卸要困难一些，因

为人力搬运所造成的货物损伤，有不少出于搬运工人的体力

上和精神上的原因，以致装卸中发生的索赔事件大部分是由

于搬运失误而造成的。以人力进行换装时，包装必须将单件

毛重控制在能为人力所搬动的限度内，还要求包装的外形尺

寸适合于人工操作。包装物过大，人工操作感到困难.包装物

过轻过小，则人工装卸搬运的操作频率增加，也容易引起疲

劳和降低效率。在适应人力装卸上，为了有效提高效率，运

输包装件一般不超过25公斤，包装件的宽度不宜超过肩宽，

包装件应装有把手、方便抓拿，以保证人力装卸的效率。为

了提高装卸效率，运输包装件的集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集

装能减少货物单位的总件数，由此可缩短装卸时间，提高效

率。如果运输过程中全部使用叉车式装卸车进行装卸搬运，

单件毛重就没有必要过小，可以在交易约定的限度内，采用

较大的包装。 3、商品运输包装在保管活动中的效用 在保管

活动中，运输包装件不仅与保管设备有关，而且与和时间有

关的物理作用有关，还与仓库的自动化管理有关。保管中仓



库的高堆垛和高密度储存可节省建筑费用和占地面积，但高

堆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因包装压坏而造成损失。 如一件重20

公斤重的纸箱包装货物，它的耐压能力为8层高重160公斤，

那么，在堆放8层后，即使距仓库顶部还有富裕空间，也不能

再堆放第九层。因此，如果运输包装以其尺寸标准化来适应

保管设备，以其足够的抗压强度来适应保管中所受到的静压

力，那就一方面能有效利用仓库的容积，另一方面能减少包

装压坏而造成的损失。 一般来说，要提高包装件的抗压强度

，就需要增加包装费用。而立体仓库的出现就能做到在不增

加包装费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仓库容积。伴随立体仓库而来

的仓库管理自动化，还可通过随机储存而提高空间利用率，

也可减少货物损失。 (二)运输包装与商品特性配合中的效用 

从商品包装的从属性和商品包装的系统观可知，商品的特性

也是影响包装效用的要素，特别是包装的保护和提高物流效

率两个效用，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充分注意商品的特性，否

则便无法实现。商品的特性对包装的影响如下：1、产品的物

态不同，需要不同的容器。产品除适合直接装箱的固态刚性

体和软性体外，还有粉状、粒状、油状、胶状、液体、气体

等物态，这就需要各种袋、桶等不同形状的包装容器。 这些

容器必须注意密封，要严防渗漏。 2、产品有不同的外形，

有方形、球形、多面形、锥形、细长形等。这就要求具有固

定良好、体积小，且方便搬运的包装。 3、产品有不同的比

重、容量，有轻重之分。对于重量轻的松泡产品如羽绒服等

产品应设法压缩体积，设计的包装要保证在堆放中不被压坏

，跌落中不破损。对于重量大的产品如小五金等，则其包装

要注意强度，要保证在搬运中不会被破损。 4、产品有不同



的强度，有的易损坏，有的不易损坏，对于容易受冲击或震

动损坏的产品如仪器、家用电器等，一定要采用不同形式的

缓冲包装。 5、有些商品有怕潮怕霉伯锈的特点，其包装必

须采取防潮、防霉、防锈等措施。有的产品如皮毛、纺织品

有怕虫蛀的特点，则要注意防虫。 6、有些产品有伯异味的

特点，如一些食品和药品。异味可能来自包装，也可能来自

周围其它商品，在设计包装和流通管理中要注意这一点。 7

、有些产品有易腐败变质的待点，这就要求采用冷冻包装或

采用真空包装、充气包装等包装形式来防止产品变质。 8、

有些产品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黄磷易燃，双氧水易爆等，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护，并且要有明显的说明、特殊的标

志和注意事项。 9、有些产品有易死亡的特点。这主要指活

鱼、活鸡等商品，这就需要采取特殊的包装来防止或减少其

死亡。 10、有些产品具有有毒性的特点，这就要求设计严密

不漏的包装，与外界隔绝，严防渗漏，并有明显标志。 第二

节 商品包装容器 包装容器是包装材料和造型结合的产物。列

入现代物流包装行列的主要有瓦楞纸箱、木箱、托盘集合包

装、集装箱和塑料周转箱，它们在满足商品运输包装功能方

面各具特点，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地加以选用。 一、瓦楞

纸箱 瓦楞纸箱是采用具有空心结构的瓦楞纸板，经过成型工

序制成的包装容器。瓦楞纸箱采用包括单瓦楞、双瓦楞、三

瓦楞等各种类型的纸板作包装材料，大型纸箱所装载货物重

量可达3000公斤。瓦楞纸箱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

所有的日用消费品，包括水果、蔬菜、加工食品、针棉织品

、玻璃陶瓷、化妆品、医药药品等各种日用品以及自行车、

家用电器、精美家具等。 从各国瓦楞纸箱的发展来看，它已



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传统的木箱包装。据有关文献统计，瓦楞

纸板舱产值在整个包材料中所占的比重在20-25%以上，占第

一位。国外有的文献指出，估计瓦楞纸箱至少在30年内不可

能由其它包装材料来取代。 下面就运输包装的功能，来考察

瓦楞纸箱的优缺点：从保护的功能来看，瓦楞纸箱的设计可

使它具有足够的强度.富有弹性，具有良好的防震防缓冲功能.

且密封性好，能防尘、保持产品清洁卫生等。 从方便流通的

功能看，瓦楞纸箱便于实现集装箱化.它本身重量轻，便于装

卸堆垛.空箱能拆叠，体积能大大缩小，便于空箱储存.瓦楞纸

箱箱面光洁，印刷美观，标志明显，便于传达信息。 从降低

流通费用的功能看，纸箱耗用资源比木箔要少，其价格自然

比木箱低.它的体积重量比木箱要小要轻，有利于节约运费。

经废品回收，还可造纸，可节省资源。 当然，瓦楞纸箱也有

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抗压强度不足和防水性能不好，这两

项都会影响瓦楞纸箱的基本功能--保护功能的实现。近年来

，由于纸箱设计中抗压强度的提高以及物流环境的变化，如

装卸次数减少，存放时间缩短，堆码高度降低，自动化立体

仓库的应用，集装箱和托盘包装对纸箱形成保护等，对纸箱

的这两项性能要求也就降低，使纸箱的不足得到弥补，从而

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应用。 二、木箱 木箱是一种传统包装容器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已逐步被瓦楞纸箱取代，但木箱与瓦

楞纸箱相比，在某些方面仍有其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加上

目前木箱还比较适合我国包装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状，所以

木箱在整个运输包装容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常见的木箱有

木板箱、框板箱和框架箱三种。 (一)木板箱 木板箱用木质条

板钉制而成，是一种小型运输包装容器。 木板箱在满足运输



包装的各种功能方面具有以下的特点： 从保护功能来看，木

板箱具有较高的抗戳穿强度和抗压强度，能较好地抵抗外物

碰撞和承受较高的堆垛负荷，尤其在受潮的情况下，不会因

强度下降而变形导致倒垛事故。但木板箱又具有弹性小，缓

冲抗震性能差，受潮后不易干燥，拼缝留有孔隙而难以密封

等待点。如果不增加其它附加保护措施，在受到较大冲击，

受潮气和雨淋，或受灰尘、虫害时，容易使内装产品受到损

伤或变质。 从方便流通的功能看，木板箱的制作易做到就地

取材，就地加工，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设备，制作方便，因

此，木板箱对于那些批量小，或者体积小重量大的特殊产品

，较易制作合适的包装，有较大的优越性。但木板箱体重、

体积大、空箱储存占地面积大，给使用和储运带来了种种不

便，如装卸、堆垛都较纸箱费力。同时，一般木板箱表面租

糙，刷字和标志容易模糊不清。作的特点，但因其制作曲机

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加上我国木材原料价格较高，

因此木板箱的成本较高。由于木板箱体重、体积大，会使运

费增大，其空箱储存和回收运输较大，导致采用木板箱的流

通费用增加。 木板箱可以做成一种稀疏的木条箱，称为花格

木箱。它能通风透气，可减少木材用量，降低成本，减轻重

量，减少流通费用。适合于用作鲜活商品和不需要防尘的商

品的运输包装容器。 (二)框板箱 框板箱是采用条木与人造板

材制成箱框板，再经钉合装配而成的一种小型包装容器，从

框板箱整体来看，其框架为条木，而箱面则通常为整块的胶

合板、纤维板和纸板等。 框板箱是条木框架结构，承载能力

大，堆码层数多.箱面为整块人造板材，防尘防潮性强.箱内尺

寸相同时，与木板箱比自重较轻，还有框架结构，便于搬运.



人造板材较木板光滑，印刷标记清晰.采用胶合板、纤维板、

纸板，有利于节省木材资源。但框板箱的抗戳穿强度低于木

板箱，箱体不宜过大.框架在箱外，使其体积增大.箱面较易损

坏，降低了回收复用率.增设加强木撑时，加工也比较困难。

(三)框架箱 框架箱是由一定截面的条木构成箱体骨架，然后

再根据需要在骨架外面加装板材覆盖的大型包装容器。通常

箱体由六块框架组合而成，组装方式分为用钉子和用螺拴两

种，货物轻者采用钉子，货物重者则采用螺栓。 框架结构坚

固，强度高，保护能力强，适用于包装笨重物资或脆弱精细

的电子设备.能耐较大的堆积负荷.可装载 1000公斤以上

到15000公斤以下的较大物资和设备。但框架箱设计制作比较

复杂.自重较大，大型框架箱搬运比较困难。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