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主要对GB 23350-2021 标准的变

化和09 版的区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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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当下，商品包装日益引

起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高度关注。为了在市场竞

争中战胜对手，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占有率，商

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竞相在包装上大做文章，从而

谋取高额利润。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

市生活垃圾的30％-40%，这些包装废弃物大部分是

过度包装产生的。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产品包装本身，还是相应的检测技术，都已

经发生变化。为了满足当下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

检验工作的要求，GB23350-2009 已经修订为23350-

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新

标准涵盖31 类食品、16 类化妆品，包括茶叶、酒

类、糕点、保健食品等。而此标准的第1 号修改单也

已经正式批准。新标准和第1 号修改单严格限定了

包装层数要求；修改了包装成本的要求，增加了月

饼和粽子的混装要求，修改了包装空隙率限量要求

及计算方法，增加了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去

掉了初始包装体积的计算，对于将初始包装体积做

大、增加其他商品等情形，今后将无法逃避监管。

新标准将于2023 年9 月1 日实施，而本标准和修改单

中适用于月饼和粽子的条款实施日期为2022 年8 月15

号。实施日期前生产的月饼和粽子可销售至保质期

结束。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表示，根据标准化

法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

产、销售、进口或提供。在过渡期后，市场上不允

许再生产和销售不符合新标准的食品和化妆品。

下面，就标准中的几个主要变化，做以下梳

理。

1  新标准的主要变化

（1）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不包括赠品或非卖品；

（2）更改和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3）包装空隙率和包装层数的要求发生变化；

（4）销售包装体积和内装物体积的计算方法发

生变化；

（5）对月饼和粽子的包装成本有了新的规定；

（6）对月饼和粽子的混装提出新的要求；

（7）更改了包装空隙率和包装层数的计算方

法；

（8）增加了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

2  具体理解如下：

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不适用于赠品和非卖品。这点主要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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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2009 版的标准中，包装空隙率的计算公式为：

X=[ Vn- (1+k) V0] / Vn×100％         

式中：

X ——包装空隙率(%)；

Vn——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体积，单位为

mm3；

V0——食品和化妆品初始包装的总体积，即同一

销售包装内的初始包装体积的总和，单位为mm3。

K——食品和化妆品包装必要空间系数，取值为

0.6。

并且规定若为实现食品和化妆品的正常功能，

在销售包装内有需伴随食品和化妆品一起销售的附

加物品，其体积计入食品和化妆品初始包装总体

积，如食品和化妆品特定的开启工具、食品和化妆

品说明书或其他辅助物品。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某些企业会利用在

商品包装中增加赠品或非卖品的不正当方法以达到

增大商品初始包装体积的目的，从而降低包装空隙

率，欺骗消费者。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本标准明确

规定不适用于赠品或非卖品。

2.2  更改和增加的主要术语和定义

2.2.1  内装物：包装件内所装的食品或化妆品。

2.2.2  综合商品：包装内装有两种及两种以上食

品或化妆品的商品。

在09 版中有这样的规定：若食品和化妆品销售

包装中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食品和化妆品，则标

签所列的食品和化妆品，其体积或其初始包装体积

( 如果该食品和化妆品也有初始包装) 计入食品和化

妆品初始包装总体积。

本标准中的内装物体积就是原标准中的初始体

积的概念，其空隙率的计算方式与一般商品有所不

同。

2.2.3  单件：即具有独立包装且净含量标注明确

的物品。

这条主要是和标准中空隙率要求以单件产品净

含量所对应的空隙率为准，因此增加了单件的定

义。

2.2.4  必要空间系数k：用于保护食品或化妆品

所需空间量度的校正因子。它是一个已知的常量，

通过查表即可获得。它是我们计算包装空隙率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参数。2009 版中的k 是一个常量，取

0.6。

2.2.5  包装空隙率：包装内去除内装物占有的必

要空间容积与包装总容积的比率。

此处的包装总容积应是销售包装体积。

2.3  技术要求的变化

2.3.1  包装空隙率

标准中的包装空隙率的限量要求发生了实质性

的改变。本标准不再按照商品类别提出空隙率要

求，而是按照单件商品的净含量大小进行规定。同

时规定：

1) 销售包装仅为一层的商品，其空隙率不再作

要求。

2) 需混合使用的化妆品, 单件是指混合后的产

品。

3) 综合商品的包装空隙率，应以单件净含量最

大的产品所对应的空隙率为准。

如茶叶和鸡蛋组成的礼盒，茶叶的单件净含量

为200g，鸡蛋单件净含量为150g，则该综合商品的空

隙率以茶叶计，即X ≤30%。

2.3.2  包装层数

包装层数为一层的商品，空隙率不再作要求，

因此包装层数的要求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了一层，

粮食及其加工品、月饼及粽子不应超过三层，其他

商品不应超过四层。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属于产品固有属性的材料层

(如粽叶、竹筒、天然或胶原蛋白肠衣、空心胶囊等),

以及紧贴销售包装外且厚度低于0.03mm 的薄膜不计

算在内。

2.3.3  包装成本

销售价格在100 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生产组织

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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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15%。

月饼和粽子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

重材料。

2.3.4  混装要求

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粽子不应与超过其

价格的产品混装。

2.4  计算方法

空隙率计算公式的变化是本标准变化的主要内

容之一。

计算公式为：

                      

式中：

X ——包装空隙率(%)；

0V ——内装物体积，单位为mm3；

nV ——销售包装体积，单位为mm3。
注: 内装物体积以商品标注的净含量进行换算，

1mL 或1g 内装物换算为1000mm3 计算。 

k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注：k 的取值依据产品而定,综合商品分别取值。

这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里的内装物体积是通过单件商品标注的

净含量进行换算获得，而不是通过以前测量获得，

这里的内装物体积不包含赠品和附加品的体积，

2009 版中包括一些附加物的体积，本标准可通过此

方法来杜绝某些企业利用在商品包装中增加赠品或

非卖品的方法，以达到增大商品初始包装体积的目

的。

（2）销售包装体积是指包装的实际体积，而不

是外切最小长方体体积（2009 版中）。

这种获得销售包装体积的方法，相当于提高了

技术要求，可以进一步来预防过度包装商品的出

现。

本标准中销售包装体积的测量方法有以下3 种：

1）仪器法（仲裁法）。

对于不规则的包装物，可采用体积测量仪，直

接测量体积。该方法稳定可靠，排除了人为测量误

差影响，因此作为仲裁法。但是，对于测量仪的量

值溯源是目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2）手动法

仅适用于形状规则的销售包装体积。例如：长方

体、圆柱体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包装物的实际体

积，而不是外切最小长方体体积。

3）其他方法

其他可以正确获得包装物销售体积的方法，如

排水法或其他可以获取销售包装体积的方法。排水

法仅适用于防水的销售包装。

（3）k 的取值依据产品而定，查表获得。由于

内装物的形状、形态、密度不同，需要的空间量度

不同，并且包装需要实现保护性等功能，因此用单

件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k 来表示内装物的体积。

09 版中k 是常数取0.6。

3  结束语

以上就是GB 23350 的技术要求的变化，我们通

过新旧版本的不同试验方法对相同商品进行检验得

出：新标准空隙率的计算方法可以有效杜绝某些企业

会利用在商品包装中增加赠品或非卖品的不正当方

法以达到增大商品初始包装体积的目的，从而降低

包装空隙率，欺骗消费者的现象；可以规范食品和化

妆品的包装，遏制过度包装现象，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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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层数为一层的商品，空隙率不再作要求，因此包装层数的要

求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了一层，粮食及其加工品、月饼及粽子不应超

过三层，其他商品不应超过四层。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属于产品固有属性的材料层(如粽叶、竹筒、

天然或胶原蛋白肠衣、空心胶囊等),以及紧贴销售包装外且厚度低于

0.03mm 的薄膜不计算在内。

4.3 包装成本

销售价格在 100 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

制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

价格的 15%。

月饼和粽子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

4.4 混装要求

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粽子不应与超过其价格的产品混装。

5 计算方法

空隙率计算公式的变化是本标准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计算公式为：

X=Vn− (kV0)
Vn

× 100%

式中：
X——包装空隙率(%)；

0V ——内装物体积，单位为mm
3
；

nV ——销售包装体积，单位为mm
3
。

注:内装物体积以商品标注的净含量进行换算,1mL 或 1g 内装物

换算为 1000mm
3
计算。

k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注:k 的取值依据产品而定,综合商品分别取值。

这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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