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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邮政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邮政业标准化技术委员（ＳＡＣ／ＴＣ４６２）、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化总体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金发科技有限公司、山联（长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深圳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瑞欢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高质标准化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佛山绿色

发展创新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朔、徐秉声、张琛、把宁、林翎、杨原智、蔡剑勇、焦建、付允、许超、金晨红、翁云宣、

程国仁、朱艺、刘艳平、陈丽军、厉瑞亚、管金鑫、路征、鲍威、黄开胜、欧焯妍、蒋婷、罗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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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　快递封装用品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快递封装用品绿色产品评价中的产品类别、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纸、塑料、纤维以及多种材料组合生产的快递封套、包装箱、电子运单、填充物、包装

袋、胶带、集装袋、悬空紧固包装物等，以及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的绿色产品评价。本文件同时适

用于邮政封装用品的绿色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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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５０　纸和纸板　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面的测定

ＧＢ／Ｔ１０４０．３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３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ＧＢ／Ｔ１０００４—２００８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ＧＢ／Ｔ１０７３９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ＧＢ／Ｔ１５３３７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通则

ＧＢ／Ｔ１６２８８　塑料制品的标志

ＧＢ／Ｔ１６４８３　化学品安全资料表　内容和项目顺序

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１　快递封装用品　第１部分：封套

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２　快递封装用品　第２部分：包装箱

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３　快递封装用品　第３部分：包装袋

ＧＢ／Ｔ１６７１６．３—２０１８　包装与环境　第３部分：重复使用 （ＩＳＯ１８６０３：２０１３，ＭＯＤ）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１７５１９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ＧＢ／Ｔ１７５９３．２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２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８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１９２７７．１—２０１１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

氧化碳的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部分（ＩＳＯ１４８５５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２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２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０４８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ＧＢ／Ｔ３３７９７—２０１７　塑料　在高固体份堆肥条件下最终厌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分析测

定释放生物气体的方法（ＩＳＯ１５９８５：２０１４，ＩＤＴ）

ＧＢ／Ｔ３４４５５　纸、纸板和纸浆　２，２二（４羟基苯基）丙烷（双酚Ａ）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ＧＢ／Ｔ３４８４５　生活用纸　可吸附有机卤素（ＡＯＸ）的测定

ＧＢ／Ｔ３５６１１　绿色产品评价　纺织产品

ＧＢ／Ｔ３５６１３　绿色产品评价　纸和纸制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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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５７７３　包装材料及制品气味的评价

ＧＢ／Ｔ３７８６６　绿色产品评价　塑料制品

ＧＢ／Ｔ３８６０８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含量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８７２７—２０２０　全生物降解物流快递运输与投递用包装塑料膜、袋

ＢＢ／Ｔ００１６　包装材料　蜂窝纸板

ＹＣ／Ｔ２０７　烟用纸张中溶剂残留的测定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ＹＺ／Ｔ０１４８　快递电子运单

ＹＺ／Ｔ０１６０．２　邮政业封装用胶带　第２部分：生物降解胶带

ＹＺ／Ｔ０１６６　邮件快件包装填充物技术要求

ＹＺ／Ｔ０１６７　快件集装容器　第２部分：集装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１、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２、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３、ＹＺ／Ｔ０１６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３．１

快递封套　犲狀狏犲犾狅狆犲犳狅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狊犲狉狏犻犮犲

以纸板为主要原料，经模切、印刷和粘合等加工后，制成的可在寄递过程中装载快件的信封式封装

用品。

［来源：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１—２０１８，３．１］

３．２

快递包装箱　狆犪犮犽犻狀犵犫狅狓犳狅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狊犲狉狏犻犮犲

以纸板为主要原料，经模切、压痕、印刷等加工后，制成的可在寄递过程中装载快件的箱式封装

用品。

［来源：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２—２０１８，３．１，有修改］

３．３

快递包装袋　狆犪犮犽犻狀犵犫犪犵犳狅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狊犲狉狏犻犮犲

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经吹膜、拉丝、挤出、模切、封合等加工后，制成的可在寄递过程中装载快件的袋

式封装用品，主要包括塑料薄膜类包装袋、气垫膜类包装袋和塑料编织布类包装袋等类别。

［来源：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３—２０１８，３．１、３．２和３．３，有修改］

３．４

快递集装袋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犫犪犵犳狅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狊犲狉狏犻犮犲

以涤纶、塑料和棉麻等为主要原料，经编织、成卷、分切、印刷、裁剪、缝纫等加工工序制成的可在快

件分拨、转运、处理等环节中循环使用的集装容器。

［来源：ＹＺ／Ｔ０１６７—２０１８，３．１，有修改］

４　产品类别

４．１　按使用次数划分

４．１．１　符合ＧＢ／Ｔ１６７１６．３—２０１８第５章中可重复使用包装相关要求的为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

４．１．２　非可重复使用型的快递封装用品均为一次性使用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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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按材质划分

４．２．１　纸类快递封装用品主要包括以牛卡纸、涂布白纸板、瓦楞纸板、蜂窝纸板、热敏纸等为原料制成

的封套、包装箱、电子运单以及纸质填充物等。

４．２．２　塑料类快递封装用品主要包括以树脂为原料制成的包装袋、塑料填充物、胶带等。

４．２．３　纺织纤维类快递封装用品主要包括以涤纶、涤棉、棉麻等天然和化学纤维为原料制成的快递集

装袋等。

４．２．４　多种材料组合的快递封装用品包括主体结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组成，或采用复合材料制成

的快递封装用品。

５　评价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

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指标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５．１．２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

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５．１．３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应有专门的场所贮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避免扬散、流失和

渗漏，应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并对固体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５．１．４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宜按照ＧＢ／Ｔ２４００１—２０１６、ＧＢ／Ｔ２３３３１—２０１２、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１６和

ＧＢ／Ｔ４５００１—２０２０等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

５．１．５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应按照ＧＢ１７１６７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根据环保法律法规和标

准要求配备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控设备。

５．１．６　快递封装用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不同类型封装用品应满足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相关产品标准

要求：

———封套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１的要求；

———包装箱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２的要求，蜂窝纸板箱还应符合ＢＢ／Ｔ００１６的要求；

———包装袋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６０６．３的要求；

———填充物和悬空紧固包装应符合ＹＺ／Ｔ０１６６的要求；

———电子运单应采用无底纸型一联单，并符合ＹＺ／Ｔ０１４８中的相关要求；

———胶带应采用生物降解型胶带，并符合ＹＺ／Ｔ０１６０．２的要求；

———快递集装袋应符合ＹＺ／Ｔ０１６７的要求；

———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除满足相关产品标准外，同时应满足ＧＢ／Ｔ１６７１６．３—２０１８的相

关要求。

５．１．７　快递封装用品应符合国家及地方减塑、限塑相关政策要求，并在满足产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采

用减量化、可重复使用和可循环设计。

５．２　评价指标要求

５．２．１　纸类快递封装用品

封套、包装箱、纸质填充物和电子运单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１，其他纸类快递封装用品的评价指标

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６１３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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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封套、包装箱、纸质填充物和电子运单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封套 包装箱 纸质填充物 电子运单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

属性
基材 — 应使用回收纸或回收再生纤维作为原料

提供原材料采购与使用清单、

统计报表等证明材料

环境

属性

重金属总量

（铅、汞、镉、铬）

重

金

属

铅（Ｐｂ）

汞（Ｈｇ）

镉（Ｃｄ）

铬（Ｃｒ）

溶
剂
残
留

总量

苯类

双酚Ａ

油墨

胶粘剂

可吸附有机

卤素（ＡＯＸ）

ｍｇ／ｋｇ

ｍｇ／ｍ
２

ｍｇ／ｍ
２

％

—

—

ｍｇ／ｍ
２

≤１００

≤５０

不得检出

≤０．５

≤５０

≤１０

≤３

— ＜０．０２

应使用水性油墨，且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含量应≤５％

结构性粘接应使用水基型胶粘剂，非结构性粘

接不得使用溶剂型胶粘剂ｂ。胶粘剂中苯≤

１００ｍｇ／ｋｇ，甲苯＋二甲苯≤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卤

代烃≤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５

按照ＧＢ／Ｔ４５０和ＧＢ／Ｔ１０７３９

有关规定取样和处理样品，依

据ＧＢ／Ｔ１５３３７中的规定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依据ＹＣ／Ｔ２０７有关规定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依据 ＧＢ／Ｔ３４４５５有关规定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油墨采购及使用清单等证明

材料；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含量按照ＧＢ／Ｔ３８６０８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胶粘剂采购、使用清单及

产品结构图等证明材料；胶粘

剂中苯、甲苯和二甲苯，以及卤

代烃分别依据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８

附录Ｂ、附录 Ｃ和附录 Ｅ的规

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依据 ＧＢ／Ｔ３４８４５有关规定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品质

属性ａ
气味 级 评价结果应不大于２级

依据ＧＢ／Ｔ３５７７３有关规定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ａ 产品品质应首先符合５．１．６中对应的产品标准，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表２、表３、表４、表５中的产品品质属性

要求情况相同。

ｂ 结构粘接指将封装用品的不同结构单元用胶粘剂牢固地固定在一起，如封套侧封边的粘合；非结构性粘接指

封套、包装袋封口密封胶，以及胶带和电子运单的表面粘涂等。表２、表４和表５中胶粘剂要求情况相同。

５．２．２　塑料类快递封装用品

包装袋、塑料填充物和胶带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２，其他塑料类快递封装用品的评价指标要求应符

合ＧＢ／Ｔ３７８６６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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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包装袋、塑料填充物和胶带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包装袋 塑料填充物 胶带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

属性
基材 — 应使用可生物分解的原材料

提供原材料采购与使用清单、统计

报表等证明材料

环境

属性

生物分解性能

重

金

属

锌（Ｚｎ）

铜（Ｃｕ）

镍（Ｎｉ）

镉（Ｃｄ）

铅（Ｐｂ）

汞（Ｈｇ）

铬（Ｃｒ）

钼（Ｍｏ）

硒（Ｓｅ）

砷（Ａｓ）

溶
剂
残
留

总量

苯类

增塑剂

油墨

胶粘剂

％

ｍｇ／ｋｇ

ｍｇ／ｍ
２

ｍｇ／ｍ
２

—

—

—

ａ）　有机成分（挥发性固体含量）应不

小于５１％；

ｂ）　相对生物分解率应不小于９０％；或

者每个单一有机成分组分的生物

分解率应不小于６０％；

ｃ）　组分含量小于１％的有机物成分，

也应可生物分解，可不提供可生物

分解能力证明，但其混合物总量应

小于５％

≤１５０

≤５０

≤１５

≤０．５

≤１５

不得检出

≤１５

≤１

不得检出

≤５

≤１０

≤２

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

应使用水性油墨，且油墨中可挥发性有

机物（ＶＯＣｓ）含量应≤２５％

结构性粘接应使用水基型胶粘剂，非结

构性粘接不得使用溶剂型胶粘剂。胶粘

剂中苯≤１００ｍｇ／ｋｇ，甲苯＋二甲苯

≤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卤代烃≤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依据ＧＢ／Ｔ１９２７７．１—２０１１或

ＧＢ／Ｔ３３７９７—２０１７相关规定检测，

结果取最大检测结果并提供检测

报告

依据ＧＢ／Ｔ３８７２７—２０２０中６．７有

关规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依据ＧＢ／Ｔ１０００４—２００８中６．６．１７

有关规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原材料使用清单等证明材料；

依据ＧＢ／Ｔ２２０４８检测样品并提供

检测报告

提供油墨采购及使用清单等证明

材料；油 墨 中 可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ＶＯＣｓ）含量按照 ＧＢ／Ｔ３８６０８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胶粘剂采购及使用清单等证明

材料；胶粘剂中苯、甲苯和二甲苯，

以及卤代烃分别依据 ＧＢ１８５８３—

２００８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Ｅ的规

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品质

属性

标志 — 在产品表面印制可降解塑料标志

按照ＧＢ／Ｔ１６２８８的规定印制可生

物分解标志，并标明制作信息（生

产单位名称和代码）

气味 级 评价结果应不大于２级
依据ＧＢ／Ｔ３５７７３有关规定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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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纺织纤维类快递封装用品

由天然和化学纤维编织而成的快递集装袋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３，其他纺织纤维类快递封装用品的

评价指标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６１１的规定。

表３　快递集装袋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

属性
基材 —

不应采用塑料编织布和石棉纤维作为原

材料

提供原材料采购与使用清

单、统计报表等证明材料

环境

属性

重金属

铅（Ｐｂ）

汞（Ｈｇ）

镉（Ｃｄ）

铬（Ｃｒ）

油墨

ｍｇ／ｋｇ

—

≤１０

不得检出

≤５

≤５０

应使用水性油墨，且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含量应≤５％

依据 ＧＢ／Ｔ１７５９３．２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油墨采购及使用清单

等证明材料；油墨中可挥发

性有机物（ＶＯＣｓ）含量按照

ＧＢ／Ｔ３８６０８检测并提供检

测报告

品质

属性

抗磨损

性能

表面耐磨

次数
次 ≥５０００

底部耐磨

次数
次 ≥１００００

依据ＧＢ／Ｔ２１１９６．２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５．２．４　多种材料组合的快递封装用品

悬空紧固包装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４，其他多种材料组合的快递封装用品应易于分离，各材质部分

的评价指标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６１３、ＧＢ／Ｔ３７８６６、ＧＢ／Ｔ３５６１１以及其他相关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的

规定。

表４　悬空紧固包装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

属性
基材 —

瓦楞纸板部分应使用回收纸或回用纤

维原料，塑料部分宜使用可生物分解

原料

提供原材料采购与使用清单、统计报

表等证明材料

环境

属性

重金属总量

（铅、汞、镉、铬）
ｍｇ／ｋｇ ≤１００

瓦 楞 纸 部 分 按 照 ＧＢ／Ｔ４５０ 和

ＧＢ／Ｔ１０７３９有关规定取样和处理样

品，依据ＧＢ／Ｔ１５３３７中的规定检测；

塑料部分依据ＧＢ／Ｔ３８７２７—２０２０中

６．７有关规定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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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判断依据／方法

环境

属性

溶剂

残留

总量 ｍｇ／ｍ
２

≤１０

苯类 ｍｇ／ｍ
２

≤３

胶粘剂 —

结构性粘接应使用水基型胶粘剂，非结

构性粘接不得使用溶剂型胶粘剂。胶

粘剂中苯≤１００ｍｇ／ｋｇ，甲苯＋二甲苯

≤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卤代烃≤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可吸附有机

卤素（ＡＯＸ）
ｍｇ／ｍ

２
≤５

瓦楞纸板部分依据 ＹＣ／Ｔ２０７检测；

塑料部分依据ＧＢ／Ｔ１０００４—２００８中

６．６．１７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胶粘剂采购及使用清单等证明

材料；胶粘剂中苯、甲苯和二甲苯，以

及卤代烃分别依据 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８

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Ｅ的规定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瓦楞纸部分依据ＧＢ／Ｔ３４８４５有关规

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品质

属性

气味 — 评价结果应不大于２级
依据ＧＢ／Ｔ３５７７３有关规定检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结构设计 —

塑料薄膜或紧固绑带应与框架基材牢

固连接。在用相当于最大设计承重重

量１．５倍的力（１ｋｇ按１０Ｎ计）对薄膜／

绑带与框架进行拉伸剥离时，框架与薄

膜或绑带之间不分离，且薄膜不发生破

损和破裂

示例：设计承重为１ｋｇ～５ｋｇ，剥离测

试力为５ｋｇ×１０Ｎ／ｋｇ×１．５倍＝７５Ｎ

依据 ＧＢ／Ｔ１０４０．３检测并提供检测

报告

５．２．５　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

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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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的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基准值 判断依据／方法

资源

属性
基材 —

应采用对环境和健康危害小的原

材料，应对所使用材料的潜在环境

和健康危险性及防范措施进行

说明

提供原材料采购与使用清单、统计报

表，并提供依据 ＧＢ／Ｔ１６４８３和 ＧＢ／Ｔ

１７５１９规定编制的安全技术说明书

环境

属性

重金属总量

（铅、汞、镉、铬）
ｍｇ／ｋｇ ≤１００

溶剂残留
总量 ｍｇ／ｍ

２
≤５

苯类 ｍｇ／ｍ
２

≤３

油墨 —

应使用水性油墨。对于吸收性承

印物，油 墨 中 可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ＶＯＣｓ）含量应≤５％；对于非吸收

性承印物，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含量应≤２５％

胶粘剂 —

结构性粘接应使用水基型胶粘剂，

非结构性粘接不得使用溶剂型胶

粘剂。胶粘剂中苯≤００ｍｇ／ｋｇ，甲

苯＋二甲苯≤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卤代

烃≤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依据ＧＢ／Ｔ１５３３７有关规定检测并提供

检测报告

依据ＧＢ／Ｔ１０００４—２００８中６．６．１７有关

规定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油墨采购及使用清单等证明材料；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含量按

照ＧＢ／Ｔ３８６０８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提供胶粘剂采购、使用清单及产品结构

图等证明材料；胶粘剂中苯、甲苯和二

甲苯，以及卤代烃分别依据ＧＢ１８５８３－

２００８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Ｅ的规定检

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品质

属性

气味 级
评价结果应不大于２级（中度气

味）

依据ＧＢ／Ｔ３５７７３有关规定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可重复使用 次 ≥２０

依据ＧＢ／Ｔ１６７１６．３—２０１８第５章和第

６章的要求制定验证方案，由快递封装

用品使用方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进行跟

踪验证，并提供产品重复使用情况证明

标志 — 在产品表面印制可重复使用标志

依据ＧＢ／Ｔ１６７１６．３－２０１８附录Ｃ的规

定印制可重复使用标志，并标明制作信

息（生产单位名称和代码等）

　　注：可重复使用型快递封装用品不包括塑料编织布类集装袋。

６　评价方法

由第三方机构依据５．１和５．２开展快递封装用品的绿色产品评价，产品同时满足５．１和５．２要求的

可称之为绿色快递封装用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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