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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质量通则》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08-19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2019 年 6 月 4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2019 年第消费品国家标准

专项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21 号），国家标准《食品容器用覆膜铁、

覆膜铝》被列入制订计划（计划编号：20191233-T-469），主要起草单位奥瑞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新一代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义乌市易开盖实业公司、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本标准由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

会归口，应完成年限 2021 年。 

2、行业及标准概况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金属容器第二大生产和使用大国，主要应用在罐头食品容

器、饮料容器、奶粉用容器等； 

目前国内制造覆膜铁的企业近千家，但是没有制订相关标准，国内市场食品

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生产及使用要求，且不符合我国及国际食品金属容器标准

体系的建设思路。  

我国已经承担 ISO/TC52 薄壁金属容器国际标委会秘书处，制定该国家标准

有助于与国际标准对接，促进我国标准和产品走出去，加快行业整合发展。 

本项目重点目的是解决标准缺失问题，使罐头食品容器用标准更加完善，对

规范产品生产、提升该类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标准的制定对完善罐头

领域标准体系及整个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罐头领域亟需制定的标准。 

3、简要起草过程 
（1）标准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19 年，项目发布后，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着手组织该项标准的制定工作，

2019 年 7 月，发布关于征集《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等三项国家标准起

草单位和制定工作建议的通知（罐头标委〔2019〕12 号），2019 年 7 月-12 月，

罐头标委会秘书处开展了罐头食品行业调研工作。通过此次调研工作，完成标准

起草工作组筹建工作，并摸清我国金属包装罐头行业标准在执行和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金属包装罐头行业情况以及标准化需求，并完成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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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对比工作。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了《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国家标准第一次

起草工作会，会议目标是确定《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标准制定思路、梳

理主要技术难点、了解市场现状及技术现状并确定下一步工作安排。对项目立项

的必要性进行了介绍，解决质量指标、技术进步、供需关注的问题，得到了行业

的认同；并对于新起草标准的背景及拟起草的一些想法进行分享；以及对于起草

工作进行分工，各取所长，共同参与推进标准的制定。 

（2）征求意见阶段 

 

（3）标准送审阶段 

 

（4）标准报批阶段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 xxxx、xxxx 等生产企业、检测机构、行业机构、科研院所共同负

责起草。 

主要成员：xx、xxx 等。 

所做的工作：xxxx 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xxx 为本标准主要持

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XXX 为组员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

文献和资料，并对生产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XXX 负责对各方面的

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分析。XXX 负责本标准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标准编制原则 

在制定原则方面，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

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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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或文件： 

GB/T 708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732 漆膜耐冲击测定法 

GB/T 2520 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6672 塑料 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T 9753 色漆和清漆 杯突试验 

GB/T 10003 普通用途双向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 

GB/T 16958 包装用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GB/T 17505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 

GB/T 24180 冷轧电镀铬钢板及钢带 

CY/T 3 色评价照明和观察条件 

QB/T 2763 涂覆镀锡（铬）薄钢板 

2、 标准内容的主要依据 

1、 标准名称和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代号、质量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食品容器（罐头食品、饮料、干粉固体食品）的覆膜铁、

覆膜铝。 

理由和依据： 

目前国内制造覆膜铁的企业近千家，大部分采用胶粘法，无法满足食品容器

食品安全及杀菌性能要求。适用于食品容器的覆膜铁制造企业 7-8 家，主要包括

奥瑞金、宝钢、中粤、睿远、营益、思匠等，制定此范围已满足国内市场食品容

器用覆膜铁、覆膜铝生产及使用要求。 

表 1：国内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厂产线情况 

 名称 地点 产线情况 

1 奥瑞金 浙江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2 宝钢 上海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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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粤 广东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4 睿远 广东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5 营益 浙江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6 思匠 上海 1 条覆膜铁线-5 万吨/年 

7 新一代 广东 1 条覆膜铝线-5 万吨/年 

合计 覆膜铁生产线 6 条左右, 覆膜铝生产线 1 条. 

2、 术语和定义 

为了明确定义、清晰界定，对本标准中不易理解和容易混淆的的术语进行了

定义，规定了“覆膜铁”、“覆膜铝”、“膜缩进量”、“泛白”、“过熔”、“结晶斑”、

“膜接头”、“膜丝”、“膜屑”术语和定义。 

3、 分类及代号 

通过行业调研，结合国内覆膜铁、覆膜铝发展现状，为规范分类、清晰界定，

标准增加了“分类及代号”。覆膜铁从覆膜铁用基板、覆膜铁用薄膜、覆膜方式、

表面处理方式、用途分别进行分类。覆膜铝从覆膜铝用薄膜的分类及代号、覆膜

方式、表面处理方式、用途分别进行分类。 

（1） 覆膜铁用基板的分类及代号 

在选择合适规格覆膜铁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外观、外形、性能方面的要

求。基板方面，根据外观及是否进行高频电阻焊等要求需要确定基板种类、

根据力学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原板钢种、调质度、退火方式。 

（2） 覆膜铁、覆膜铝用薄膜的分类及代号 

    根据不同产品的应用要求选择适合的薄膜材质、薄膜颜色，同时需要根

据产品内外要求的差异确定所选薄膜规格所在的位置，因此，从材质、颜色、

位置对覆膜铁用薄膜进行分类。 

（3） 覆膜铁、覆膜铝按单/双面覆膜方式分类 

    覆膜方式分为单面覆膜及双面覆膜，有部分产品只需要在内膜应用薄膜

的优良性能，外壁采用印涂的方式，保持良好的印刷性及低摩擦系数。 

（4） 覆膜铁、覆膜铝按表面处理方式分类 

    部分制罐、制盖设备配备有润滑单元，无需覆膜过程中采用涂油或者涂

蜡增加润滑。对于有印刷要求的材料，表面采取不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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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覆膜铁、覆膜铝按用途分类 

    从加工变形量、可否印刷方面分类，便于区分不同用途对附着力要求的

划分。易开盖（EOE）、罐高/罐径≥1 的冲拔罐（DRD 罐）要求覆膜与基板

有更高的附着力要求；其它应用领域（普通底盖、旋开盖、罐高/罐径＜1 的

冲拔罐等）附着力要求相对较低。对于可印刷材料，在经过印刷烘烤并保证

充分的附着力性能同时，无法保证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因此附着力要求不宜

苛刻，适合采取后续加工工艺的优化弥补印刷后的材料附着力偏低的缺陷。 

为便于覆膜铁材料的分类，牌号由覆膜铁代号 LS（Laminated Steel 的首字母

缩写）、基板种类代号（采用镀铬铁 SPTFS 还是镀锡铁 SPTE）、原板钢种代号、

调质度代号和退火方式代号构成。为简化牌号表示方法，尺寸、薄膜信息、表面

处理方式等信息在合同、标签标识中体现。 

4、 订货内容 

客户通过订货内容，可以了解到所应用覆膜铁材料的详细信息，包括：产品

名称（覆膜铁钢板或钢带）；本标准编号；牌号；尺寸规格（厚度、宽度、长度、

内径等）；薄膜材质、厚度及颜色（包括上表面及下表面）；表面处理方式（涂油

/涂蜡/不涂）；包装方式；用途（加工变形量、可否印刷等）；张数或重量； 

5、 质量要求 

根据覆膜铁的制造工艺、检验方式、应用要求，将质量要求中分为 5 个部分

内容：“6.1 材料”、“6.2 尺寸、外形和重量”、“6.3 外观”、“6.4 理化指标”、“6.5 

其它技术要求。并使每个部分要求清晰、明确。 

（1）原辅材料要求主要依据 

国内用于食品容器用覆膜铁、覆膜铝采用的薄膜主要为双向拉伸改性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执行的相关标准为 GB/T 16958 包装用双向拉伸

聚酯薄膜；聚丙烯薄膜也具有技术可行性，应用相对较少，执行的相关标准为

GB/T 10003 普通用途双向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覆膜铁基板主要采用冷轧电

镀铬薄钢板（为了保证稳定的附着性），执行的相关标准为 GB/T 24180 冷轧电镀

铬钢板及钢带；部分覆膜铁基板（为了满足颜色要求或者三片罐罐身焊接要求）

采用电镀锡薄钢板，执行的相关标准为 GB/T 2520 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有需

要进行表面处理要求的材料，所采用的润滑剂（油、蜡）需要符合相应的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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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2）尺寸、外形和重量要求主要依据 

尺寸主要分为厚度、宽度、长度及钢卷的内径。覆膜铁的厚度以基板厚度表

示，厚度允许误差及薄边要求同样按照基板的要求，参考相应国家标准 GB/T 

24180 冷轧电镀铬钢板及钢带。宽度、长度、钢卷内径、外形的要求虽然也与

GB/T 24180 要求在数值上一致，但是覆膜铁并非镀铬铁，而且这些内容与覆膜

及裁剪过程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单独表述。外形要求包括脱方度、镰刀弯、不

平度、边浪、中浪、翘曲、毛刺、花边板。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08 冷

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的要求。收设备能力及工艺条件限

制，某些客户对于覆膜铁尺寸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时，供需双方可协商。 

覆膜铝产品参考了覆膜铁对尺寸、外形和重量要求进行了规定。 

（3）外观质量要求主要依据 

外观质量要求分为了基本要求、焊缝及膜接头要求、带缺陷交付的要求，基

本要求中所提到的表面缺陷容易辨识。由于焊缝与基板的厚度差导致附近工艺不

稳定段，通常需要剔除，并且焊缝本身容易导致制盖、制罐模具的损伤，因此，

虽然允许钢带带缺陷交货，但是钢带中应无焊缝。膜接头数量较多时，严重影响

到下游的生产效率，对钢带交付的覆膜铁中限制膜接头数量不超过 3 个。基板钢

带本身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缺陷，在此以外，限定因覆膜产生的缺陷比例。 

（4）理化指标要求主要依据 

①膜缩进量 

膜缩进量允许范围的确定主要根据覆膜设备能力及工艺水平确定。 

采用热贴合或者胶粘法覆膜时，由于薄膜宽度与基板宽度存在偏差、加热后

薄膜会发生收缩、输送过程中基板或薄膜位置的波动，会出现覆膜后薄膜宽度大

于或者小于基板宽度的现象。当边部薄膜超多基板过多时（＞2.0mm），容易导

致覆膜铁外形方面的缺陷（翘曲、边浪等），也会出现边部膜丝膜屑的产生。对

于经常采用涂料铁作为原料的厂家，从涂料铁切换为覆膜铁，当边部薄膜未覆盖

基板（露铁）较多时（＜-2.0mm），制盖制罐可能出现边部罐盖露铁的缺陷，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通常会存在边部余料，露铁量小于边部余料时便不影响应用。



 7 

如果难以满足现有膜缩进量允许范围-2.0mm~+2.0mm 的规定，可通过增加基板

的宽度解决（会降低材料利用率）。 

②膜厚及允许偏差 

基板表面存在一定的粗糙度，覆膜后，膜层一部分嵌入到基板表层，实际厚

度不易测量准确。因此，膜厚以覆膜前薄膜的厚度（单位μm）表示，根据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膜厚允许偏差为±5%，试验方法见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 

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在约定膜厚后，覆膜前后膜层厚度的变化通常不会影响

到加工性能，其它抗性方面的产生的要求在本标准中通过抗冲击性、附着力、耐

蒸煮等性能要求另行规定。 

③耐蒸煮性 

部分材料经过加工成形为包装容器，灌装食品后需要经过蒸煮杀菌过程。因

此对材料本身提出耐蒸煮性的要求。目前国内覆膜铁材料大部分采用改性 PET

薄膜，而该类型的薄膜覆膜（加热熔融贴合+冷却）后，膜层中非结晶体和结晶

体共存。经过杀菌加热后，非晶体向结晶体转变，在色相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尤

其当受热不均匀，不同区域的结晶速率差异较大时，会出现明显的结晶斑。因此，

对于有蒸煮杀菌要求时，需要选择合适的薄膜，或者对覆膜铁材料进行预先的处

理，避免结晶斑的产生。当膜层有针孔，并且附着力不良时，蒸煮后可能出现气

泡、脱落、腐蚀的问题。无耐蒸煮性要求的产品，此项指标不做要求。 

④抗酸性 

PET、PP 等薄膜本身具有良好的抗酸性，不会与酸发生反应。但是部分类型

的酸分子在加热过程中会穿透薄膜分子间隙，与基板发生反应（例如 PET 覆膜

铁采用 3%乙酸蒸煮后的腐蚀现象）。经过长期的应用总结，对于采用柠檬酸调节

PH 值的内容物，覆膜铁能体现出优良的耐蚀性。满足 2%柠檬酸作为覆膜铁抗

酸性的基本要求。当内容物中含有其它类型的酸时，建议进行相容性试验。类似

于耐蒸煮性要求，如果覆膜铁膜层存在针孔露铁、附着力不良等性能缺陷，抗酸

试验后会出现气泡、脱落、腐蚀等现象，属于杜绝发生的范围。无抗酸性要求的

产品，此项指标不做要求。 

⑤抗硫性 

采用半胱氨酸盐酸溶液，经抗硫试验后覆膜面无气泡、无脱落、无泛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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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无抗硫性要求的产品，此项指标不做要求。 

⑥抗盐性 

采用 3%NaCl 溶液，经抗盐试验后覆膜面无气泡、无脱落、无泛白、无腐蚀。

无抗盐性要求的产品，此项指标不做要求。 

⑦耐蚀力 

经电解腐蚀试验，可以直观看出膜层表面是否存在针孔露铁、划伤露铁的缺

陷。涂料铁产品的露铁缺陷可以通过涂膜完整性的缺陷电流值进行判定，但是覆

膜铁材料采用涂膜完整性试验时，缺陷电流值及时很小（＜1mA），覆膜铁表面

也已经存在有风险的露铁点，需要采用更为严格的检验方式，因此将耐蚀力要求

及试验方法作为检验方式。由于薄膜加工、基板表面粗糙均匀度、基板表面杂质、

覆膜过程中的杂质等种种影响因素，无法决定保证覆膜铁膜层不存在任何的露铁

点。经长期应用经验，耐蚀力满足下表 1 级要求时，覆膜铁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满

足耐蚀性的要求。 

表 2 耐蚀力 1 级要求 

耐蚀力/级 腐蚀程度 

0 无腐蚀斑 

1 10个以下长度≤1mm 的腐蚀斑；5个以下长度为 1 ∼2mm 的腐蚀斑 

2 30个以下长度≤1mm 的腐蚀斑；10个以下长度为 1 ∼2 mm 的腐蚀斑 

3 
30个以上长度≤1 mm 的腐蚀斑；10个以上长度为 1 ∼2 mm 的腐蚀斑；或有长

度>2mm 的腐蚀斑 

⑧抗冲击性 

该指标用于判断在经过冲压、拉伸等加工变形后，覆膜铁材料是否保持膜层

完整性及仍具有一定的耐腐蚀性能。基板的厚度越薄、硬度越高，冲击后基板冲

裂的概率越大，根据不同厚度规定落锤高度，见下表。 

表 3 抗冲击性 

板厚 mm ≤0.16 0.16~0.22 ≥0.22 

落锤高度 mm 500 800 1000 

热塑性薄膜（PET、PP 等）经过印涂固化某个区间温度的烘烤后，会发生

脆化，其抗冲击性有明显的降低（冲击后膜层产生裂纹概率增加），并且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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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抗冲击性不良的材料不易通过其它工艺弥补该性能缺陷。覆膜铁材料的

覆膜工艺参数设置对后续的耐烘烤性会产生影响，在确定材料用途后，覆膜工艺

方可对应设置。对于可印刷（或其它加工变形前需要经过烘烤工序）材料，测试

前应经过热处理。热处理条件应不低于实际烘烤条件。 

⑨附着力 

样片经过井字刻线，通过杯突及蒸煮观察是否剥离，判断覆膜铁膜层与基板

的附着力是否合格。根据不同用途，设置不同的杯突高度，见下表。 

表 4 附着力 

用途 
杯突高度 h/mm 

加工变形量 可否印刷 

高变形 
不可印刷 6 

可印刷 

3 
低变形 

不可印刷 

可印刷 

当覆膜铁用于不可印刷高变形量产品时，要求杯突高度要求不低于 6mm，

如果附着力无法满足该杯突高度下无剥离的要求，易开盖（EOE）内刻线耐蚀性、

深冲 DRD 罐膜层耐冲拔性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于可印刷的高变形量产品，

目前在冲拔罐产品上有所应用，但是，材料经过印涂烘烤，再经过加工变形后膜

层与基板的附着力会明显下降，无法确保材料经过热处理再满足 6mm 杯突试验

的要求，只能通过制罐后的工艺优化提高产品的性能。杯突高度 3mm 的程度下

膜层与基板发生剥离，说明附着力不良，对后续高变形量的加工成形及产品的性

能稳定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对于低变形量用途的材料，无论是否需要经过烘烤，3mm 杯突高度下杀菌

无剥离，基本均可以满足实际应用要求。此外，当采用二次冷轧薄钢板作为覆膜

铁基板时，杯突高度超过 3mm，易出现杯突冲裂的问题，因此杯突高度不易过

分要求。 

⑩相容性 

当覆膜铁材料所采用的原材料、覆膜工艺发生变化，或者用途（罐盖型号、

尺寸、内容物、杀菌方式等）发生变化，建议均要进行相容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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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1）取样 

取样方式根据覆膜铁加工特性纵向方向前后物化性能差异较小，需要考虑到

在横向（宽度）方向上的物化性能差异。 

（2）试验方法 

对光源、量具进行了规定。同时，对杀菌条件提供了选择项。 

测试温度应采用实际的杀菌温度。如实际杀菌温度无法获得，应根据可预见

最苛刻温度按照下表中选择测试温度。 

表 5 杀菌温度 

可预见最苛刻温度 测试选择温度 

T≤100℃ 100℃ 

100℃＜T≤121℃ 121℃ 

121℃＜T≤130℃ 130℃ 

同样，测试时间应采用实际的杀菌时间。如实际杀菌时间无法获得，应根据

可预见最长时间按照下表中选择测试时间。 

表 6 杀菌时间 

可预见最长时间 测试选择时间 

t≤30 min 30 min 

30 min＜t≤60 min 60 min 

60 min＜t≤120 min 120 min 

试验方法根据质量要求的项目制定，制定了如下 13 项试验方法：“7.2.2 尺

寸、外形、外观质量及膜缩进量”，“7.2.3 耐蒸煮性”，“7.2.4 抗酸性”，“7.2.5 

抗硫性”，“7.2.6 抗盐性”，“7.2.7 耐蚀力”，“7.2.8 抗冲击试验”，“7.2.9 附

着力试验”，“7.2.10 相容性测试”。 

尺寸及外形测定方法与电镀铬薄钢板及钢带相同，试验方法按照相关标准执

行，不再进行具体叙述。 

7、 检验规则 

规定了检验按照货批或货组进行。对货批、货组的构成方式、抽样方案进行

了规定。同时规定了出厂检验项目要求以及复验的判定规则。 



 11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规定了产品出厂产品标签、品质证明书和钢卷缺陷标识的要求；9.2

包装规定了包装材料要求；9.3 运输规定了运输工具和装运要求；9.4 贮存规定了

贮存环境要求。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起草单位对……进行验证。 

1、……试验 

根据企业反馈的验证信息，标准草案中技术指标的限值是合理的，参加验证

测试的生产单位均能达到要求。起草单位验证的产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

规则等指标的符合率达到要求。 

从测试结果看，标准里增加的技术指标是可实现的，测试方法可操作性较好，

标准里增加的几个主要技术要素较好地反映了覆膜铁的主要技术要点。 

 

四、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的起草可以在规范行业术语，统一质量要求，对国内的覆膜铁行业的

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推进覆膜铁生产制造企业质量控制

水平，将促进覆膜铁行业进一步规范，必将对完善我国覆膜铁标准体系起到重要

作用。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并充分考虑国内企业的现有水平。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

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05 罐头”大类，“02 罐头包装”中类，“02 金属包装”系列。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与我国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交叉和冲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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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由于本标准主要规定了产品的型式尺寸和技术条件，所以建议本标准的性质

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建议实施时可以有一年的准备或过渡期。由本标准归口单位——全国食品直

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标准的宣贯，负责编制标准的宣贯

教材并对企业及相关的检测机构进行宣贯培训。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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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9.1标志规定了产品出厂产品标签、品质证明书和钢卷缺陷标识的要求；9.2包装规定了包装材料要求；9.3运输规定了运输工具和装运要求；9.4贮存规定了贮存环境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