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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快件包装用葫芦膜、袋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邮件快件包装用葫芦形气柱膜、袋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猫超业务采购的气柱袋要求。适合品类：酒类、酱料类（玻璃容器）、玻璃容器或制

品、高端商品的特殊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122.3  包装术语 第3部分：防护 

GB/T 4122.4  包装术语 第4部分：材料与容器 

GB/T 4857.5  包装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方法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T 15171  软包装件密封性能试验方法 

GB/T 21302  包装用复合膜、袋通则 

GB/T 37422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QB/T 1259-1991  聚乙烯气垫薄膜 

QB/T 2358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22.3、GB/T 4122.4和GB/T 374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葫芦膜  gourd film 

使用空气缓冲的新式包装系统，对产品贴身包覆，能确实保护所包装的产品，提供落地配场景不漏

气的抗震保护的膜。 

 

    葫芦形气柱袋  gourd-shaped air column bags 

使用空气缓冲的新式包装系统，对产品贴身包覆，能确实保护所包装的产品，提供落地配场景不漏

气的抗震保护。 

4 产品分类 

按形态分为膜和袋。 

按材质分为 HDPE/LDPE 和 PA/LDPE。 

5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5.1.1 外观质量要求 

薄膜外观光洁无晶点，表面无损坏，无污垢。充气后气泡无瘪泡、漏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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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尺寸要求 

膜的单元长度分为 290mm、400mm，袋的长度为 320mm、420mm，其常用尺寸及偏差见表 1。 

表1 葫芦膜、袋常用规格及偏差                

尺寸 
偏差 

膜 袋 

长度 

mm 
±20 ±20 

宽度 

mm 
±15 ±15 

厚度 

% 
±10 ±10 

泡径 

mm 
±2 ±2 

 

5.1.3 充气口要求 

葫芦膜、袋充气口应向左，气嘴规格应为（10~15）mm，位于气道口左方。 

5.1.4 物理性能要求 

葫芦膜、袋物理性能要求见表2。 

表2 物理性能 

材质 
厚度及偏差 

μm 

穿刺强度 

N 

热封强度（袋体边封） 

N/15mm 

充气气密性 

kpa 

单元平压力 

N 

HDPE/LDPE 
25±2 2.6 15 60 5000 

20±2 1.67 10 60 5000 

PA/LDPE 30±3 2.2 15 60 5500 

 

试用性试验 

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需做跌落试验满足相应产品保护要求。 

其他要求 

5.3.1 整体不良率：≤6%。 

5.3.2 追溯码设置卷芯标签：有厂家缩写字母—袋号—模具号，例如：ABCD（厂家袋型）-1（袋型）

-15（模具号）。 

6 试验方法 

外观质量 

用目测法进行检验。 

尺寸 

6.2.1 长度、宽度及泡径用精度为 1mm 的直尺进行测量检验。 

6.2.2 厚度按照 GB/T 6672的要求进行测量。 

穿刺强度试验 

按GB/T 21302的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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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合强度试验 

按QB/T 2358的要求进行试验。 

气密性试验 

按GB/T 15171的要求进行试验。 

平压力试验 

按QB/T 1259-1991中5.6的要求进行试验。 

跌落试验 

充气后的葫芦膜、袋宜按照GB/T 4857.5的要求进行跌落测试，具体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包装场地 

7.1.1 包装场地应设在室内，相对宽敞。 

7.1.2 包装场地应封闭，易于对出入人员的管理，并有一定的保卫措施或人员。 

装箱 

包装时，应确保周围环境和包装箱内清洁、干燥、无有害介质。 

贮存 

不应露天存放。 

包装储运标志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上盖与侧面或端面应有明确的位置对应标记，以便再次

装箱时，易于查找箱盖的正确安放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