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方法》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为了降低烟草包装成本和物源供给风险，烟草企业将目光投向了

更加物美价廉的国产包装用纸，以取代进口包装用纸。然而在两类纸张切换的

过程中，由于国产底纸纸质结构及相应理化参数较进口纸存在较大区别，造成

了印刷、印后加工的生产适性发生变化，继而影响到上机包装适性。具体表现

在：进口底纸多为单层抄造，纤维较长；国产底纸一般采用三层纸浆抄造，纤

维较短，因而纸张柔韧度不够，导致纸张挺度偏大，易造成卡机等机械故障，

增大了质量隐患。另外，由于国产底纸制造工序的因素，可渤吸水性偏大，导

致纸张张力不稳、易翘曲变形，烟标成品平整度不佳，在经过模切工序后，烟

盒之间容易穿插错位并相互绊粘，在包装机吸取过程中出现“双张”或“卡纸”

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包装机台的生产效率。  

然而，目前包装印刷行业内没有评价烟用折叠纸盒松散程度的技术标准，

也无法提前测量烟用折叠纸盒松散状态，对产品质量和设备效率是不可控的风

险因素。为此，项目组专门针对烟用折叠纸盒松散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一

套方便可行的检验方法，以填补包装领域对烟用折叠纸盒松散度无定量检测技

术的空白。  

为了推动技术标准化工作，更好地为行业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由常德金

鹏印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1月牵头提出制定《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方法》

团标标准的申请，经中国标准化创新战略联盟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包装印刷专委会”）组织专家审议通过，由申请单位作为主要编写单位，中柔

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负责筹备和组织行业内相关单位参与联合编制工作。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为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烟台博源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恒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康美包（苏州）有限公司、常德市宏通

机电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同里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侨通包装有限公司、

山东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冠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恒远彩印有限公司、北京星诺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金光

集团、北京印刷学院、中柔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为曾凡齐、欧立国、黄立朋、杨建青、马洪生、李天强、

周明方、严建中、桑波、张梅、谢名优、焦杰明、廖文、柴成学、仇如全、马

智勇、许文才、曹国荣、张 云、冯梦珂。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筹备 

中柔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开始筹备起草组成立会议，分别向行业内

知名的包装印刷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发出邀请函，有 14 家企业、高

校接受邀请参与标准的起草工作。 

2.项目起草组成立及第 1 次工作会议 

为尽快开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团体标准《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

方法》制订工作，2020 年 6 月 29 日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了本标准起草组成立

暨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着手组建《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方法》标准修

订起草组。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凡齐首先对本标准项目的背景和

主要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随后欧立国对松散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会议就起草

组的组建及标准修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对标准草案框架及内容进

行了认真讨论。 

1）会议确定，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烟台博源科

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恒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康美包（苏州）有限

公司、常德市宏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同里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侨通包装有限公司、山东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恒远彩印有限公司、北京星诺时代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印刷学院 、中柔凹印技术服务（北京）中心为本团体标准起

草单位。 

2）会议确定，本标准的起草人为：曾凡齐、欧立国、黄立朋、杨建青、马

洪生、李天强、周明方、严建中、桑波、张梅、谢名优、焦杰明、廖文、柴成

学、马智勇、许文才、曹国荣、张 云、冯梦珂。 

3）会议确定，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为组长单位。  

4）会议对《烟用折叠纸盒松散度要求及其检测方法》标准的题目、框架、

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 

5）会议确定，本文件的题目为：《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方法》。 

6）会议确定，本文件的框架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

4 试验原理，5 试验条件，6 仪器设备要求，7 样品要求，8 试验步骤，9 试验数

据处理，10 试验报告。 

7）会议确定，本文件的范围为：本文件规范了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

方法所涉及的试验原理、试验条件、仪器设备、样品要求、试验步骤、试验数

据处理、试验报告。本文件适用于纸质可折叠盒片。 

8）会议确定，对第 3 章修改如下： 

（a）3.1 可折叠纸质盒片：模切成卡片状、未黏合成型的盒形纸质印刷品。  

（b）3.2 松散度：一摞可折叠纸质盒片（3.1）在一定时间、一定振动频率

和振动幅度下能够均匀摊开的程度。 

（c）3.3 最大线间距：振动试验后，任意相邻盒片棱线之间的最大距离。 

（d）3.4 线条数：振动试验后，能被识别处于分离状态的盒片棱线数量。 

9）会议确定，对第 4 章试验原理修改如下： 

在一定时间、一定振动频率和振动幅度下，通过振动仪器将可折叠纸质盒

片均匀摊开，视觉系统自动采集经振动产生分离后的样本图像，经计算和分析

后得出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的间隔线条数与最大线条距值。 

10）会议确定，对第 6 章修改如下： 



 

（a）补充 6.1 文字说明，并修改图 1 的图注顺序； 

（b）补充 6.3 松散度检测仪的检验。 

11）会议确定，对第 7 章修改如下：样品要求：样品应在模切工序完成后，

按每 500 张可折叠纸质盒片的数量采样。为保证其原始状态，禁止人工反动或

其他处理。 

12）会议确定，将“样本”替换为“试样”，将 8.3 放置样品修改如下： 

 

13）、会议确定，执笔组会后继续完善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并验证是否

需要补充“可重复性”内容。 

3.项目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 

根据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本标准起草组第一次工作会议精神，起草组

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了本标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纸币组组长单位曾凡齐首先对第一次工作会议结束后起草组所做的工作。会议

就标准草案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 

1）会议确定，本文件的范围修改为：本文件规范了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

试验方法所涉及的试验原理、试验条件、仪器设备、样品要求、试验步骤和试

验报告。本文件适用于纸质可折叠盒片松散度的试验。 

2）会议确定，对第 2 章的内容修改为：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会议确定，对第 3 章的修改如下： 

（a）4 条术语需要补充英文术语。 

（b）3.2 修改为：“一摞可折叠纸质盒片（3.1）在一定条件下摊开的均匀程

度。”  

（c）3.3 修改为：“可折叠纸质盒片（3.1）摊开后，能被识别的任意相邻盒

片棱线之间的最大距离。” 

（d）3.4 修改为：“可折叠纸质盒片（3.1）摊开后，能被识别的所有盒片棱



 

线数量。”  

4）会议确定，第 4 章修改如下：使用振动仪器，在一定时间、振动频率和

振动幅度下，将可折叠纸质盒片摊开。通过视觉系统采集分离后的盒片样本棱

线图像，经计算后得出盒片样本棱线的线条数与最大线间距。通过分析线条数

与最大线间距的数值评估可折叠纸质盒片样本的松散度。 

5）会议确定，第 5 章修改如下： 

5.1  温湿度 

    温度（23±6）℃，相对湿度（55±20）%。 

5.2  场地要求 

    实验室不应存在明显感知的其他振动源。 

6）会议确定，第 6 章修改下： 

（a）6.1 修改为： 

图 1 为松散度检测仪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放

置于振动底座 3 上，振动底座 3 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 4，通过振动电机 4 的振动

可以使振动底座 3 上放置的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均匀摊开，同时光源 2 发出

光线照射在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上，通过相机 1 采集摊开后的待检测可折叠

纸质盒片棱线图像，经工控机 5 处理后，计算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之间棱线

数量及棱线与棱线之间的距离，即可得到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棱线的线条数

与最大线间距，并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图 1 补充了图中部件 1~5 的名称。 

图 1 待会后完善，应标明图中哪一个是左侧光源、哪一个是右侧光源。 

 

图 2 为松散度检测仪核心部件示意图。如图 2 所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挡条 4 通过距离调节装置 3 与右侧板 2 连接，距离调节装置 3 用于调节挡条 4



 

与右侧板 2 之间的距离。通过距离调节装置 3 可以调整挡条 4 与右侧板 2 之间

的距离，从而调节待检测可折叠纸质盒片 1 摊开后的倾倒角度，保证待检测可

折叠纸质盒片 1 能够均匀摊开。振动组件可以通过安装板 6 安装到设备上，且

弹性立柱 5 可以吸收振动，减少冲击。 

增加了图 2 的标引说明。 

 

（b）6.2 修改为： 

6.2.1  相机的分辨率应不低于 1200 万像素，保证采样精度。 

6.2.2  相机的视野应不小于（300±10）mm×（220±10）mm 的面积。 

6.2.3  相机镜头端面距离待测样品应为（450±10）mm，保证图像轮廓清

晰。 

6.2.4  光源应选择 360 mm×24 mm 的条形光源。 

6.2.5  右侧光源的安装高度应与待测盒片样品顶部相距（50±2） mm，左

侧光源应高于右侧光源，且与右侧光源的高度差为（25±2） mm。 

6.2.6  挡条高度应为（14±？）mm，倾斜角应为 77±？）°，振动底座上

表面粗糙度应为 3.2。 

6.2.7  弹性立柱宜采用橡胶作为原料，直径应为 40 mm、长应为 90 mm。 

6.2.8  仪器应设置水平调节功能。 

（c）6.3 的内容需要会后请欧工与设备厂家再研究斟酌。 

图 3 为松散度检测仪校验示意图。在使用前应对仪器进行校验。启动电脑，进出料马达自动归零，

进入检测程序。按下出料键，在振动底座 1 上放置分度值为 0.5mm、测量长度为 250 mm 的钢直尺

2。再按下进料键，让振动底座 1 移动到检测位置。 

待振动底座 1 移动到检测位置后，点击启动测试按钮，再点击手动拍照，如果线数数量值在

(250±3)线条范围内，则表明机器相机及光源设定正常；如果线数数量值超出(250±3)线条范围,则要



 

调整光源高度调节丝杠调节光源 2 的高度、光源亮度、相机镜头光圈 26 大小及焦距 25 清晰度，再

进行线数数量测试，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增加图 3 的标引序号说明。删掉了本节中的两个图。 

7）会议确定，第 7 章修改为： 

样品应在模切、捆扎工序完成后，按每 500 张可折叠纸质盒片为一摞进行

采样。为保证其原始状态，禁止人工翻动样品或对样品做其他处理。 

8）会议确定， 第 8 章修改如下： 

（a）8.2 改为： 

振动频率设置为 15 Hz，幅度设置为 0.6 mm，振动时间设置为 4s。 

（b）8.3 改为： 

将一摞 500 张可折叠纸质盒片样品放入振动底座平台上，以整体呈 15°角

向右倾斜。印刷面朝右、试样底部往向右靠紧挡条。 

（c）原第 9 章修改为 8.5。 

8.5  试验数据生成 

振动停止，视觉系统自动采集数据，经软件计算和分析后，显示屏显示可折叠纸质盒片

棱线线条数与最大线间距。软件分析计算过程参见附录 A。 

4.项目起草组第 3 次工作会议 

根据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本标准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的精神，起草

组于 2021 年 3 月 28 日在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 602 室召开了《可折叠纸质盒

片松散度试验方法》团体标准起草组第 3 次工作会议，就标准草案第 2 稿的内

容进行了讨论与研究。与会专家首先回顾了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的内容；接

着，执笔组组长单位的欧立国简要介绍了第 2 次工作会议会后所做的工作；与

会专家认真对本标准草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 

一、 会议确定，对第 3 章修改如下： 

1）3.1 可折叠纸质盒片的定义修改为 

模切成卡片状、未进行其他加工处理的盒形纸质印刷品。 

二、 与会专家对第 5 章 5.2 “实验室不应存在明显感知的其他振动源”这

一条提出了建议：建议今后对该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时这一条能再具体化一些。



 

例如，是否可以附加一种测量振动的仪器设备。 

三、 会议确定，对第 6 章的修改如下： 

1） 图 2 移到 6.2 下。 

2） 6.2 内容修改如下： 

6.2.1  相机的分辨率应不低于 1200 万像素。 

6.2.2  如图 1 所示，应设置左右 2 条条形光源，右侧条形光源的安装高度

应与待测盒片样品顶部相距（50±2） mm，左侧条形光源应高于右侧光源，且

与右侧光源的高度差为（25±2） mm。 

6.2.3  如图 1 所示，振动底座 3 上表面粗糙度（Ra）应不小于 1.6 μm。 

6.2.4  如图 2 所示，挡条 4 高度应为（14±2）mm，倾斜角应为(77±2）°。 

6.2.5  如图 2 所示，弹性立柱 5 宜采用橡胶作为原料，直径宜为 40 mm，

高度宜为 90 mm。 

6.2.6  仪器应具有水平调节功能。 

3）6.3 修改为： 

图 3 为松散度检测仪校验示意图。在使用前应对仪器进行校验。启动电脑，

进出料马达自动归零，进入校验程序。按下出料键，在振动底座 1 上放置分度

值为 0.5 mm、测量长度为 250 mm 的钢直尺 2。再按下进料键，让振动底座 1

移动到检测位置。 

待振动底座 1 移动到检测位置后，点击启动测试按钮，再点击手动拍照，

如果线数数量值在(250±3)范围内，则表明机器相机及光源设定正常；如果线数

数量值不在 (250±3)范围内，则需要调节光源的高度和亮度、相机镜头光圈大

小及焦距，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四、 会议确定，第 7 章修改如下： 

样品应按每 500 张可折叠纸质盒片为一摞进行采样。为保证其原始状态，

禁止人工翻动样品或对样品做其他加工处理。 

五、 会议确定，第 8 章修改如下： 

按下述步骤进行试验：  



 

a）按 6.3 要求对设备进行校验； 

b）设置振动频率为 15 Hz，振动幅度为 0.6 mm，振动时间为 4 s； 

c）将一摞 500 张可折叠纸质盒片样品放入振动底座平台上，以整体呈 15°

角向右倾斜，印刷面朝右、试样底部向右靠紧挡条； 

d）按动启动按钮，启动振动仪； 

e）振动停止，视觉系统自动采集数据，经软件计算和分析后，显示屏显示

可折叠纸质盒片棱线线条数与最大线间距。软件分析计算过程参见附录 A。 

六、 会议确定，第 9 章修改为： 

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试验对象、使用标准、试验结果、异常现象记录、试

验日期等信息。 

七、 会议确定，附录 A 修改如下： 

附  录  A 

（资料性） 

软件分析计算过程 

A.1  确定需要检测的区域（ROI），将 ROI 分为 4 个待检测部分。 

A.2  将图像中像素点分为 0~255 级，设置阈值，确定棱线上的边缘过渡点。 

A.3  查找 ROI 1 部分所有棱线上的边缘过渡点的像素坐标。 

A.4  以一定的间隔，设置 ROI 2、3、4 部分。 

A.5  分析 ROI 1、2、3、4 部分所有的边缘过渡点。 

A.6  确定正确的棱线，计算任意相邻两条棱线间的距离。 

A.7  根据棱线数量和棱线间的距离，计算整幅图像的松散度。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起草组始终坚持高起点、严要求与适宜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另外，

起草组在制定标准时还始终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适宜性地考虑了印刷行业及其上、下



 

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进行制定。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提出了可折叠纸质盒片松散度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

求及检验方法等内容。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芯层图文纸包装适性研究与应

用”科技项目，以及由常德市宏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松散度检测仪样机

所作的测试数据。实际操作步骤为，随机抽 10 件，每件取 1 垛（500 张/垛）为

样本，共 10 个样本用于检测。将样本横向置于松散适性检测仪的标准容器内，

通过固定频率和幅度的振动完成样本松散，仪器正上方自动采集经振动产生倾

斜后的样本图像。然后再通过软件分析和计算，输出显性间隔线条数和最大显

性线间距结果，最终判定盒商标松散适性是否合格。其中，最大显性线间距是

指通过仪器测量出的每 2 条相邻显性间隔线之间的距离最大值（单位：mm），

用于判定样本局部松散状态。显性间隔线条数指样本因振动倾斜后能被仪器识

别的明显分离状态纸张边界线条数量（单位：条），用于判定样本整体松散状态。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及技术经济效益评估 

本标准技术指标如下： 

（一）相机的分辨率应不低于 1200 万像素。 

（二） 应设置左、右 2 条条形光源，右侧条形光源的安装高度应与待测盒

片样品顶部相距（50±2） mm，左侧条形光源应高于右侧条形光源，且与右侧

条形光源的高度差相距（25±2） mm。 

（三）振动底座 3 上表面粗糙度（Ra）应不小于 1.6μm。 

（四）挡条 4 高度应为（14±2）mm，倾斜角应为(77±2）° 

（五）弹性立柱 5 宜采用橡胶作为原料，直径宜为 40 mm，高度宜为 90 mm。 

经济与社会效益如下： 



 

目前国内外对烟用折叠纸盒包装适性有许多研究，如折痕挺度、摩擦系

数、翘曲度等指标，企业各自出台了许多标准，但对于烟用折叠纸盒的松

散度指标及检验方法的研究还是首次，并且实用效果显著。因此，以该项

目为基础进行标准固化，并在包装领域推广，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广阔

的市场价值。 

四、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有一

定的对应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以及征求意见阶段，开过三次讨论会,经工作组成员反复讨论

与沟通，最终达成一致。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一)组织措施 

在中国标准化创新战略联盟包装印刷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 

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 

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 

中国标准化创新战略联盟推广。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