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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构成通信网设备的产品 以下简称产品 的储存 运输 包装 它是保护产品在运

输 装卸 保管过程中完整无损的通用技术条件

总则

产品包装应根据产品的性质和储运的环境条件进行包装设计 要求做到防护周密 包装紧凑

牢固可靠 经济合理和美观大方 确保产品在装卸 运输过程中和仓储有效期内 不因包装原因发生

损坏和降低产品质量

新产品投产前必须具有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产品包装标准及其设计文件

本标准规定的产品包装 自包装之日起有效期为二年 在此期间 储存产品的仓库应有良好的

通风 室内温度为 相对湿度不大于 空气中酸性 碱性或其他有害气体 应符合

环保规定的要求 需要防潮的包装件应放在离地面 以上 距墙 以外的料架上

遇特殊情况时根据产品储运的具体要求按供需双方协议进行

本标准未规定事项应按照铁路 公路 水路 航空运输 包装的有关标准执行

技术要求

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

产品经检验合格 其附件 备件及技术文件应全部齐全

产品包装作业应严格按照产品的包装技术文件进行

产品包装环境应保持通风良好 清洁 干燥 无有害介质 被包装的产品应在室温条件下相

对湿度不大于 的环境内进行

包装材料和包装容器必须保持干燥 整洁 符合本标准第 及 条的要求 与产品直接

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腐蚀作用及其他有害影响

被包装的产品在包装容器内 不应产生松动 碰撞或转动 在包装非可塑性产品时 产品不

应与包装容器的内壁直接接触 以免受外力的冲击而损伤产品

产品包装的防护类型与要求

简易包装

在储运过程中仅起一般防护作用 无防雨 防潮 防震要求的一般包装

防雨包装

产品包装时 包装容器的表面或内壁用防水材料进行涂覆或衬贴 使雨水不能滴入 飞溅

或渗入到内包装产品上 包装容器 除瓦楞纸箱外 应能承受 的降雨量连续垂直喷淋

而内壁无渗水漏水现象

防雨材料除具有良好的抗水性和耐水性外 并具有一定抗张强度 常用的防雨材料主要有

沥青 石油沥青油毡 石油沥青油纸 塑料薄膜 塑料复合材料等

防潮包装

经过防潮处理的产品 为保护产品在储运过程中不受潮气的损害 根据产品的结构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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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环境的要求 分为一级防潮包装和二级防潮包装

一级防潮包装

包装前产品应在温度低于 相对湿度小于 的环境下 停放 进行预处理 并以低透湿

量的防潮密封材料与适量的吸湿剂密封产品进行包装作业 被包装的产品表面及其内部在包装有效期

内不允许有锈蚀或霉变

二级防潮包装

采用低透湿量的防潮密封材料和适量的吸湿剂按 款的要求密封产品和进行包装作业 被包

装产品的表面及其内部在包装有效期内不允许有水蒸气附着的痕迹

防潮材料应具有以下要求

有良好的耐水性 其透湿量应小于 常用的防潮材料主要有 聚乙烯薄膜 铝塑

复合薄膜 蜡剂浸渍纸 吸湿剂等

用作防潮密封包装的各种塑料薄膜袋 容器 应完整 无破损和针孔 其封口部分的透湿量不

能大于材料本身的透湿量

吸湿剂的含水率不得大于

防震包装

对精密 灵敏或结构脆弱易损的产品应进行防震包装 防震包装件经防震项目试验后应达

到以下要求

包装容器的结构应无变形和机能上的损伤

产品表面及其零部件不应有机械损伤

产品各项指标经调测后应在允差和调测范围内

针对产品的特点 选用合适的防震材料 常用的防震材料主要有 瓦楞纸板 可发性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 橡胶 海绵 塑料气垫 聚氨基甲酸脂发泡塑料以及弹簧等

防锈包装

对需要进行防锈处理的产品和易锈蚀的金属表面 应按产品防锈的有关规定进行防锈处

理 在产品包装有效期内应无锈蚀

防锈材料应具有以下要求

对金属表面应有良好的附着力 无腐蚀性 且易于清除

常用的防锈材料主要有 中性苯甲酸钠防锈纸 号防锈纸 防锈油脂等

防霉包装

对需要防霉处理的产品 应进行防霉包装

防霉材料应具有以下要求

防霉材料应对人毒性极小 对霉菌有强烈的抑制或杀菌作用

防霉材料应对产品质量有良好的防霉效果

包装容器的类型与要求

木箱

木箱的箱型常用的有中 小型木箱 胶合板木箱 大型木箱和花格木箱等

木箱的要求

用作防雨包装的木箱和防潮包装的木箱应保证接缝严密

木箱材料的含水率应不大于

木材不应有腐朽 霉烂 水渍 破损 树脂瘤以及整块夹皮等现象 木材的缺陷不得影响结构

的强度

胶合板的质量应按 针叶树材胶合板 和 阔叶树材胶合板 的

规定选用

纤维板应按 硬质纤维板 的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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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满装的包装木箱的强度应达到 的承压要求 所承压的重量不足 时 按

计

木箱的加固

木箱按产品重量 箱体大 小选择适当的箱档 氧化钢带或包角等进行加固 钢带应符合

低碳钢冷轧钢带 的要求

瓦楞纸箱

瓦楞纸箱的箱型一般有对口盖式瓦楞纸箱 大包盖式瓦楞纸箱和天地盖式瓦楞纸箱等

瓦楞纸箱的要求

纸箱成型后 箱型方正 四角坚挺 无叠角 无漏洞 不脱胶 箱盖对口齐整

瓦楞纸箱表面 除封口部位外 一般应涂刷防潮油剂

瓦楞纸箱用纸质量应符合 牛皮箱板纸 的要求

瓦楞纸箱的含水率应不大于

完整满装的瓦楞纸箱 包括钙塑瓦楞纸箱 的强度应达到 以上的承压要求 不足

时 按 计

瓦楞纸箱的加固

瓦楞纸箱采用封箱钉或压敏胶带和塑料打包带等进行加固

其他包装容器的要求

凡符合 及 条要求的其他材料均可作包装箱或包装箱的结构部件 如钢材 钢筋混凝

土 菱镁混凝土等

菱镁混凝土底盘应符合国家物资总局颁发的 菱镁混凝土包装底盘 的规定

试验方法

试验环境条件除已有规定外 一般按正常大气条件进行

运输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按照 运输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的规定进行

运输包装件如需进行淋雨试验 防潮试验 起吊试验 堆垛试验 振动试验 冲击试验 吊摆

试验 跌落试验 滚翻试验 公路运输试验时 应按附录 所规定的方法进行

箱面标志与随机文件

箱面标志

包装箱箱面的标志 包括发货标志与储运作业标志和箱号标志

发货标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型号 名称及数量

出厂编号及箱号 或合同号

箱体外型尺寸 长 宽 高 单位为厘米

毛重 单位为公斤

装箱日期 年 月

到站 港 及收货单位

发站 港 及发货单位

储运作业标志

应按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和 包装储运指示标志 的规定

凡需要起吊的包装件 若其产品重心明显偏离包装件中心时 应在包装件的相应位置上标注

重心 和 由此起吊 字样

箱号标志

产品分多箱包装时 箱号采用分数表示 分子为箱号 分母为总箱数 主机箱应为一号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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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方法

箱面标志应采用不褪色的涂料或油墨 准确 清晰 牢固地标记在箱体的二个端面或侧面上 不

能直接喷刷标志的包装件可在明显处订或挂标志牌 每一包装件的标志牌的数量应不少于 个

随机文件

随机文件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使用说明书

合格证

装箱清单

技术文件

随机文件一般可用塑料袋或纸袋等封装 放在包装箱内 当产品分多箱包装时 随机文件应

放入主机箱内 各分箱只放置本箱装箱清单

检验规则

完整满装的包装件的检验分为定型试验 出厂检验和例行试验

定型试验

为了考核成批生产的产品或新产品的包装是否达到了本标准的要求 以下情况应进行定型试

验

新设计的产品包装定型时

在包装设计 包装工艺和包装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首次生产由其他厂转来的产品时

定型试验应根据产品的性质和不同防护类型的包装要求 按下表规定进行全面试验

试验样品无特殊原因 一般不少于 个

试验结果如有不合格项目在改进包装结构后 重新进行试验直至合格

包装防护类型 试 验 项 目

简 易 包 装 堆垛试验 起吊试验

防 雨 包 装 淋 雨 试 验

防潮 锈 霉包装 潮 热 试 验

防震

包装

不大于 的包装件 不包

括滑木结构的包装件 跌落试

验按表 的规定

堆垛试验

冲击试验和振动试验或公路运输试验

人工滚翻试验和跌落试验或六角滚筒试验

大于 的包装件 包括滑

木结构的包装件 面或棱或角

跌落试验按表 的规定

起吊试验

堆垛试验

公路运输试验

面或棱或角跌落试验

吊摆试验

注 试验项目的先后按表列序号的顺序进行

例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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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核成批生产的产品包装工艺的稳定性和包装的防护质量 在产品进行例行试验的同时

应进行产品防雨 防震类型的防护包装例行试验

防雨项目采用淋雨试验 防震项目可在公路运输试验 自由跌落试验 或面 棱角跌落试验

等项目中任选一项进行

试验不合格时 应重新加倍试验 仍不合格时应进行质量分析 找出原因直至合格 同时

对本批产品包装应进行逐一检验 对不合格项目进行纠正后方能出厂

出厂检验

包装材料的检验 包装材料以每一次领料数量为一批 每批抽取 按 相

关条进行检验

包装容器的检验 包装容器从每天的包装量中抽取 按 各条进行

外观检验

包装内容的检验 从每天包装量中抽取 按装箱单进行检验

包装件检验 包装件必须封箱牢固 外形完整 标志清晰 齐全

样品抽样数量不足一者为一 有小数时按四舍五入取整数

对 和 两项检验不合格时 应在待装产品中对不合格项目进行逐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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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补充件

淋雨试验

试验目的

在常温条件下按规定时间向包装件进行喷水 试验包装件对雨水的抗御能力

试验设备和场地

试验场地为带有木栅排能使水流通的平整地面 淋雨的覆盖面积至少要比被试验包装件的底部

大

淋雨装置应能喷 的水量 并使水垂直地落在距离喷水嘴 的包装件的顶面

上

试验方法

淋雨量的标定

淋雨试验前必须对淋雨量进行标定 喷水要充分 均匀

淋雨量的标定采用开口面积 深为 的几只相同的容器均匀地摆在

地面上 其占地面积至少为试验用地面积的 以上 然后 把喷嘴打开 测出最先一个和最后一个

容器盛满和溢出水所需的时间 最先一个容器所需的时间不得超出 的速率 最后一个容器

所需的时间不得低于 的速率

试验步骤

将试验的包装件放在试验场地喷水面的中心部位 按照要求连续喷淋

试验后开箱检查其包装箱内和衬垫材料应符合 款防雨包装要求

防潮试验

试验方法按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方

法 进行 试验严酷等级按表 规定

表

适用范围 瓦楞纸箱 其他防潮包装箱

试验严酷等级 天

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恢复 开箱检查产品应符合 项相应等级的要求

起吊试验

大于 的完整满装的包装件 按起吊位置以正常速度起吊 起吊时应使吊绳与箱顶水平面的

夹角成为 升至不低于 后 以紧急起制动方式进行上下 左右运行 然后用匀速降落至地

面 重复上述试验三至五次后 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堆垛试验 承压试验

堆垛试验可采用压缩试验机或直接堆放试验

压缩试验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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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试验机为台板型式 由电动机驱动或机械传动或液压传动台板使一个或两个台板以

的相对速度匀速移动 对试件施加负荷

台板应平滑坚硬 上下台板应平行 下台板始终保持水平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其倾斜度要保持在

以内

木质容器试件按 木材含水率测定方法 纸质容器试件按

纸与纸板水分的测定法 测量含水率后按有关标准的规定 将试件置于台板中心部位 使两个台板

进行相对的移动 对试件施加负荷 直到达到预定值为止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直接堆放试验

将包装件置于平整的水泥地面上 其地面的倾斜度应不大于 然后在包装件的顶面中

心位置上 直接放置坚硬的载荷平板 载荷平板的尺寸应比包装顶面的各边大出

试验时 在不造成冲击的情况下 按 或 的要求将负荷重物均匀地放

在载荷平板上 使重物与平板在完全接触的状态下进行 承压试验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振动试验

不大于 的包装件一般应进行振动试验 试验时 将包装件适当固定于振动试验台上 应避

免产生附加振动 包装件底面重心应在台面中心 以内 振动试验台面应保持水平 振动频率

振动加速度为 竖向分运动应为近似正弦波振动 振动的时间应符合表 试

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表

包装件重量 小于

累计振动时间

振动频率

振动时间

冲击试验

不大于 的包装件可进行冲击试验 试验时 将包装件固定于冲击台上 冲击台要有相应的

尺寸和强度 冲击加速度为 相应脉冲时间为 脉冲重复频率为

次 连续冲击 脉冲波形为近似半正弦波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吊摆试验

大于 的包装件应进行吊摆试验

试验要求与设备

把一个长方形的台板 在其四角用不小于 长的绳索悬挂起来构成摆动设备 见图 台板

静止时的位置应使其前缘与垂直碰撞表面恰好在 误差之内相触及 垂直碰撞表面应相当坚硬 在

其任何一平方厘米的位置上承受 的负荷时 不得有大于 的变形 碰撞时水平冲击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速度为

图 吊摆试验设备

试验方法

将大于 的包装件不加固定的放置在长方形台板上 或用绳索直接将包装件吊起并使包装件

的碰撞面或边恰好触及碰撞表面 然后按水平方向拉开台板或包装件 当台板与碰撞表面之间的拉开

距离能满足 最大冲击速度或达到表 要求时并在防止扭摆后再把它放开 包装件的碰撞次

数为 面的每面各冲击 次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表

吊摆绳长

拉开距离

跌落试验

自由跌落试验

不大于 的包装件应进行自由跌落试验 滑木结构的包装件可不进行此项试验

试验时 将包装件吊起 使其自由跌落于平整坚硬的水泥地面或钢板上 其坚硬强度相当于厚

度不小于 的整块钢板的硬度 其具体重量不小于所试包装件的 倍

依次将试件的 面向下 按表 规定提升至预定高度 在保证初速度为零的情

况下突然释放 每面各跌落 次

表

包装件重量 跌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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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棱 角跌落试验

大于 的包装件应进行面 棱 角跌落试验

面跌落试验

将试件置于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分别提起四棱 即 棱 棱 棱 棱 达到表

规定的高度后自由落下 见图 当试件无法达到预定提起的高度时 可将试件提到不致倾翻的

最大高度 每面各跌落 次

表

包装件重量 跌落高度

以上

图 面跌落试验

棱跌落试验

将包装件置于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分别将四个底棱 即 棱 棱 棱 棱 垫

起离地面 后 提起对面的底棱达到表 规定的高度后突然释放 见图 当试件无法

达到预定高度时 可将试件提高到不致倾翻的最大高度 每底棱各跌落 次

图 棱跌落试验

角跌落试验

将试件置于坚硬的水泥地面上 将 角垫起离地面 另将 角垫起离地面

抬高 角达到表 规定的高度突然释放 跌落于平整的水泥地面 依次将试件底部四角各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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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如图

试验后试件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图 角跌落试验

滚翻试验

不大于 重的包装件应进行滚翻试验 试验时试件的每个面都应受到冲击 滚翻的累积距离

应不小于 长方体包装件或以 面为基准的包装件其 两面可免做

人工滚翻试验

将试件放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 从正常位置开始 首先以 棱作为平衡边支于地面 抬起

棱使其处于平衡状态后 使试件达到不用推就失去平衡以冲击平面

重复以上步骤依次按表 冲击各面 如试件某一面的尺寸太小 允许在释放后连续地引起超

过一个面的冲击

表

平衡棱

碰撞面

试验后试件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六角滚筒试验

不大于 的包装件按 条要求或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六角滚筒试验

进行六角滚筒试验的包装件可不再进行自由跌落和滚翻试验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

求检验

公路运输试验

大于 的包装件应进行公路运输试验 将完整满装的包装件载于汽车上做运行试验考核 试

验时 将包装件置于运输汽车中后部 一般不固定 并使其总负荷重为运输汽车载重量的三分之一 汽

车在三级公路的中级路面上 以每小时 的速度行驶不少于

试验后按 项防震包装要求检验

注 公路等级按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执行 三级公路的中级路面为碎 砾石路面 不整齐石块路面

其他粒料路面等



附 录

通信设备常用典型包装箱示意图

参考件

常用典型木箱

见图 图

图 外档式中 小型木箱

图 外档式夹板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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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外档式大型木箱 带滑木

图 外档式大型木箱

图 花格木箱



常用典型瓦楞纸箱

见图 图

图 对口盖式瓦楞纸箱

图 大包盖式瓦楞纸箱

图 天地盖式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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