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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类快消品行业包装检测方法及性能优化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纸制品研发中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移动互联电子商务的大力普及，电商网络购物越

来越便捷，对于化妆品类快消品的包装设计与制造，有着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具备精

美平面和结构设计的彩盒包装，对货架展示区的产品个性化、差异化以及如何吸引消

费者眼球进而促进销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电商网购的不断提升，产品在生

产线自动包装过程中的易包装性能；在运输储存过程中的强度防护保证；以及包装开

启和使用过后的易回收、包装总体成本的控制等因素，越来越受到上下游从业人员的

思考不习惯关注。综合上述影响因素，我们探讨能否通过包装检测技术的优化，对化

妆品类快消品包装质量与效率有一个综合而客观的评价。 

 

1、 常规化妆品分类 

1.1. 护肤类：面霜、润足霜、眼霜、防晒霜、面膜、护手霜、沐浴露、爽肤水、晚

霜、洗面奶、卸妆水、爽身粉、乳液、洁面乳、精华液等； 

1.2. 护发类洗发水、育发液、洗发液、护发素、染发剂、护发乳等； 

1.3. 美妆类腮红、妆前乳、 眼影、 定妆品、口红、 洗甲水、BB霜、 睫毛液、 香

水、眼唇霜、 唇彩、 粉底液等 

1.4. 口腔类牙膏、漱口水等。 

2、 化妆品包装材料类型及其相关质量控制要求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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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包装材料可分为主体包装容器和外包装材料。主体包装容器通常有：塑料

瓶、玻璃瓶、软包装、真空瓶等。外包装材料通常有：彩盒、外包箱、中包装箱等。 

对包装检测检测常规分为塑料软包装阻隔性能检测、纸包装原材料物理机械性能

检测、内包装印刷质量检测、不干胶标签检测及外箱运输包装检测几个方面。 

3、 化妆品包装阻隔性能检测 

不容置疑，化妆品包装的首要功能是对内容物的保护。化妆品的成分中添加有微

生物生长和繁殖所需的物质，如甘油、蛋白质等，而化妆品被微生物污染后，即变

臭、变质和发霉，产品质量下降，水分和氧则是影响微生物生长的因素，所以包装的

阻隔性能是化妆品包装的重要检测项目之一。阻隔性是指包装材料对气体、液体等渗

透物的阻隔作用，阻隔性能是影响产品在货架期内质量的重要因素。阻隔性能检测包

括化妆品包装对氧气、水蒸汽、芳香气体透过性能的测试。 

3.1. 氧气透过率检测 

主要用于化妆品包装所用的薄膜、复合膜及化妆品包装袋或瓶类整体包装的氧气

透过率检测。将预先处理好的试样夹紧于测试腔之间，氧气或空气在薄膜的一侧流

动，高纯氮气在薄膜的另一侧流动，氧分子穿过薄膜扩散到别一侧的高纯氮气中，被

流动的氢气携带至传感器，通过对传感器测量到的氧气沈度进行分析，来计算出氧气

的透过量。 

3.2. 水蒸气透过率检测 

主要用于化妆品包装薄膜材料及瓶、袋、罐等包装容器的水蒸气透过率的测定。

通过水蒸气透过率的测定，达到控制与调节包装材料等产品的技术指标，满足产品应

用的不同需求。将试样夹紧于测试腔之间，一稳定相对湿度的氮气在薄膜一侧流动，

干燥氮气在薄膜另一侧流动，由于湿度差的存在，水汽会从高湿侧穿过薄膜进入低湿

侧，在低湿侧透过的水汽被流动的干燥氮气携带到传感器，由传感器输出电信号，计

算出水蒸气的透过量。对于包装瓶、袋等容器而言，干燥氮气则在容器内流动，容器

外侧处于高湿状态。 

3.3. 保香性能检测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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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对化妆品而言十分重要，一旦化妆品的香味散失或改变将影响产品的销

售。因此检测化妆品包装的保香性能十分重要，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利用试样将渗

透腔隔开，一侧为芳香气体高浓度侧，另一侧为低浓度侧，这样就在试样的两侧形成

了一定的芳香气体浓度差，芳香气体会穿过薄膜进入低浓度侧并被载气流携带进入分

离室，由 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完成载气中芳香气体的含量测定，进而计算单位时

间内透过单位面积试样的芳香气体量。 

4、 纸包装原材料物理机械性能检测 

化妆品包装的机械性能对于化妆品在包装加工、运输、货架期间起着相当重要的

作用。原材料质量好坏直接决定食品在流通环节中的安全防护问题。常规检测项目

有：厚度克重测试、抗张强度与伸长率测试、复合膜剥离强度热封强度、纸张表面平

滑度测试、纸张挺度及折痕挺度测试、撕裂强度测试、摩擦系数测试、剥离及热封强

度检测等性能指标。 

4.1. 材料厚度及克重测试 

定量是纸基包装材料最基本的性能指标之一，定量是指按照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

的纸与纸板单位面积的质量，单位为 g/m2。（ISO536定义） 

 

厚度是纸基材料或塑料薄膜包装材料基本的性能参数，纸和纸板的一些基本特性

和强度性能均与厚度有关，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性能检测项目，单位为μm或 mm。厚

度检测必须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厚度检测仪器必须满足检测接触面积、接触压力和测

头降落速度三项基本要求，否则测量结果是不准确的。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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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拉伸强度测试 

纸基材料或塑料薄膜包装材料的抗张强度是纤维间能承受的最大拉升强度。此特

性对于印刷机所用的卷筒包装材料尤为重要。测试的方法是取裁剪宽度为 25毫米

(mm)，长度为 150~200 毫米(mm)的样品，在纸张长度的两端施恒定速度拉伸，以测量

样本被拉断时的抗张力、拉伸强度和伸长率等。 

 

4.3. 纸张平滑度测试 

对于化妆品等高端精品彩盒包装，常规会选用高档涂布白卡、金卡等材料。这类

精制彩盒，一般在其表面均会印制精美图文，其材料表面必须良好的平滑性能，而平

滑度就是考核纸面平滑程度的指标。 

纸张表面的平滑度对印刷有直接的影响，平滑度愈高的纸张，可供较细致精密的

印刷网点使用，生产较高品质的印刷品。我们要求是平滑度均匀的纸张，其次才是高

平滑度的纸张。而平滑度的单位是空气流量的时间。测试原理是在大约一平方寸面积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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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张表面，使用定量的气压施放在纸张表面，从而计算空气沿表面流过的时间。时

间愈长表示其平滑度高。 

 

4.4. 纸张挺度测试 

弯曲挺度是评定纸板抗弯曲刚度性能的指标。测试原理是弯曲规定尺寸的试样至

一定角度所需的力或力矩，是衡量纸和纸板弯曲的强度性能指标，在包装纸板中，较

高的弯曲挺度使纸板具有一定的刚度和强度，挺度高，外观美观、平整，但挺度过

大，成型就比较困难，而且会增加成本。挺度跟纸板的厚度、定量有关，所有将挺度

控制在一定范围，即可以满足客户要求，又能节省成本。 

 

折痕挺度是化妆品等高端精品彩盒的重要指标，主要原理是：测量彩盒(如烟盒化

妆品盒)的压痕力(即 90°折痕的回复力)。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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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的自动包装线上，经常会出现不合格的纸盒，如纸盒形状不规则、弯曲及

粘合不牢等现象，以至于降低生产效率。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纸板挺度和经过压痕

后纸板的折痕力比例不合适。造成纸盒形状不规则的原因是折痕力太小而变形；造成

粘合不牢的原因折痕力太大，因而从粘胶处弹开；造成纸盒四周弯曲的原因是压痕相

对于纸板来说太挺，压痕处试图弹开，而纸板没有足够的挺度阻止它弹开。折痕力和

挺度比例合适的纸盒在高速自动化包装线上成型后外观平整饱满，折角笔直挺刮。 

4.5. 撕裂强度测试 

纸张撕裂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撕开预先切口的单张纸或纸板试样所需的力，单位

为 mN。撕裂度反映纸和纸板纤维间的结合力和纤维自身的强度，此项指标对包装用纸

和纸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强度性能指标。单位为：牛顿。 

 

4.6. 磨擦系数测试 

摩擦系数是指两表面间的摩擦力和作用在其一表面上的垂直力之比值，材料的摩

擦性能可以通过材料的动、静摩擦系数来表征。若包装的摩擦系数偏低，则在放卷制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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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时易发生打滑、封口错边等问题；若摩擦系数过大，则易出现放卷不畅，甚至软塑

包装被拉伸变形，同时还易出现包装袋的开口性差，影响内容物的装填效率。因此，

控制适宜的摩擦系数有利于包装过程的顺利进行。工作原理：两试验表面平放在一

起，在一定的接触压力下，使两表面相对移动，记录所需的力，计算静摩擦系数和动

摩擦系数。 

 

4.7. 剥离强度检测 

剥离强度是指粘贴在一起的材料，从接触面进行单位宽度剥离时所需要的最大

力。剥离时角度有 90度或 180度，单位为：牛顿/米（N/m）。 

 

4.8. 热封强度测试 

热封强度测试要求是：将试样以热合部为中心，两层打开呈 180度，试样的两端

夹在电脑抗张试验机上下夹头上，试样轴线应与上下夹具中心线重合，并要求松紧适

宜，测试试样断裂时的最大力值，单位为：N。 

5、 化妆品内包装印刷质量检测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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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印刷表面耐磨性能测试 

箱纸板的表面强度是非常重要的，在瓦楞纸板生产过程中，箱纸板被强制拉过时

表面将受到很大的应力应变，如果表面抗剥强度不佳，则纸板表面的纤维将被拉开或

剥落，在其他加工机械或运输过程中表面亦会因相互摩擦而产生表面剥落。纸箱表面

的剥损不仅影响外观，更重要的是可能破坏纸箱表面的印刷图文标志。因此，耐磨性

是箱纸板的重要性能指标。 

 

耐磨性的测定方法较多，目前常用方法是恒压下表面互摩测定法，以表面开始剥

落时的互摩次数评定。 

5.2. 油墨附着牢度检测 

油墨的附着牢度是考核油墨性能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油墨具有一定的附着

牢度，才能很好地附着在被印刷材料表面上，也只有这样子才会发挥油墨所具有的附

着性和保护作用，达到油墨印刷后显色的精美程度。 

耐磨性的测定方法较多，目前常用方法是：将两张印样的印刷面相对叠放在一

起，施加 2-4磅的压力反复摩擦，有擦痕或油墨脱落则表明油墨附着性差。 

5.3. 色差测试 

化妆品盒在印刷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印刷完成后出现与样品存在色差的情况，

从而导致印刷品质量降低，我们通过对印刷品色差检测，对产生色差的原因进行分

析，达到对包装盒色差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色差检测常规用便携式色差计，用 L,a,b值表示颜色值。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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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妆品不干胶标签检测 

不干胶标签在化妆品包装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其检测项目主要针对不干胶标签

（不干胶或压敏胶）的黏结性能测试，主要检测项目有初黏性能、持黏性能、剥离强

度（剥离力）三项指标。 

 

6.1 初粘性能测试 

初黏性测试，采用斜面滚球法，通过钢球和压敏胶带试样黏性面之间以微小压力发生

短暂接触时胶黏带对钢球的黏附作用来测试试样初粘性，以能黏住的最大钢球号来表

征不干胶的初黏性能。 

6.2 持粘性能检测 

持黏性能检测需要把贴有胶黏带试样的试验板垂直吊挂在试验架上，下端悬挂规

定重量的砝码，用一定时间后试样黏胶的位移量或试样完全脱离的时间来表征不干胶

标签的持黏性能。 

6.3 剥离强度检测 

而剥离强度是衡量不干胶标签黏结性能的重要指标，通常该项指标的检测可以通

过智能电子拉力试验机或电子剥离试验机进行。 

7、 化妆品外箱运输包装检测 

妆品经过运输，货架展示等环节要完好的到达消费者手中，就需有良好的运输包

装。目前化妆品的运输包装主要以瓦楞纸箱为主，常规的检测控制指标是纸箱的抗压

强度测试、堆码性能测试、跌落强度测试、振动性能检测。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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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抗压强度测试 

空箱抗压测试或者其实容器抗压的方法是：将测试样品置于抗压试验机上下压

板中间，上压板以一定的速度在其顶部均匀地施加压力，直到样品抗溃，以此来评

定纸箱承受外部最大压力的能力。 

 

7.2 堆码性能测试 

堆码测试是一种模拟仓库货存静压的状态试验，主要仅对纸箱及各类包装容器

的堆码测试，通过对纸箱的堆码测试来了解 被测产品

的质量！是各纸箱及包装容器生产厂商必须 了解应用

的检测方法！对产品质量控制有着重要的意 义！ 

 

 

 

7.3 跌落强度测试 

用来测试、评估产品在生产、使用、存贮、运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意外跌落、

冲击压力及震动时现时包装方法及材料能否提供有效保护、及验证产品各结构或部

件的耐冲击强度。 

http://www.pns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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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振动性能检测 

运输是流通过程中的必然环节。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不管使用何种运输工具

都会发生振动。据统计，各种环境因素引起的产品破坏中，1/3左右是由于振动引

起的。. 振动试验模拟运输包装件在流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振动情况，检测包装是

否起到隔振作用，评定包装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 

振动试验的振动波形可以包括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方波等不同形式。由

于正弦波的产生、控制和测量都比较容易实现，实际过程中，振动的波形也近似于

正弦波，或可以分解成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因此，正弦振动试验是普遍采用的模拟

方法，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振动试验一般均指正弦振动试验。 

8、化妆品瓶类包装易开启性检测 

瓶类包装是化妆品包装领域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包装形式。其瓶盖锁紧、开启扭矩

值的大小，是生产单位离线或在线重点控制的工艺参数之一。其扭矩值是否合适，对

产品的中间运输、以及最终的消费都有很大的影响。检测瓶盖开启与锁紧力可以借助

扭矩仪进行检测，同时瓶盖的开启与锁紧力检测也应与包装物的密封性检测关联起

来。 

9、 总结 

综上所述，根据化妆品包装的保存要求，其性能检测主要可以分为内容物保存、产

品外观两大部分，当然包装材料的基本力学指标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其中防腐、抗氧和

防止气味散失是化妆品保存的重点，涉及材料的阻隔性、顶空气体分析以及密封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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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装外观的美观程度可直接影响产品的销售，主要影响因素有包装外部的印刷、开启

性、包装材料的表面触感、印刷效果、以及化妆品不干胶标签的黏结性能检测。了解包

装材料、包装物的这些性能指标，我们在设计化妆品包装时可以避免一些失误，同时增

强包装设计的可用性、保护性和美观性。 

 

实验室展示一 

 

实验室展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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