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超洁净塑料瓶灌装设备通用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
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及有关说明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综合
[2010]87 号）
，全国食品包装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负
责组织制定国家标准《超洁净塑料瓶灌装设备通用技术要求》，项目编号：
20100927-T-604。
超洁净灌装设备适用于对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乙烯（PE）
、聚
丙烯（PP）等塑料瓶灌装液体，采用塑料盖或盖膜封口的灌装设备。为了规范超
洁净灌装设备的生产与市场管理，从包装设备环节保障食品安全，提高产品质量
和设备性能，提高中国食品灌装机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成该类设备的通
用化和系列制造，特制定本标准，现将标准起草过程说明如下：
2、主要工作过程
该标准于 2010 年立项。
标准制定初期，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单位主要有江苏新美星
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南京保立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
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克朗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西得乐机械（北京）有限公司、合肥通用
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等。
工作组收集相关标准、学术论文、相关行业报告及企业产品等信息，多次到
相关展会向生产企业和用户单位了解行业情况及产品性能，调研了解企业的实际
需求以及企业在生产和使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反馈情况表明，生产企业及用户
企业迫切希望尽快制定该类设备的国家标准，作为统一规范行业生产、设备质量
验收的依据。

1

参考现行相关标准如《GB/T 26995-2011 塑料瓶冲洗灌装旋盖机通用技术条
件》等，根据部分企业标准及企业和用户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测试数据和经验
总结，完成了标准初稿的编写。
2016 年 4 月，标委会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工作组成员
单位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乐惠
轻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廊坊百冠、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
东、江苏星 A 包装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永创、德国克朗斯、西得乐机械（北
京）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厦门
市泽润食品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杭州娃哈
哈集团有限公司、银鹭集团、伊利集团、达能集团、旺旺集团、盼盼集团、光明
乳业、天津大冢饮料、辉山乳业、皮尔磁等行业专家及代表一起对标准条款逐项
进行了深入研讨。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之后，
《征求意见稿》在行业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
意见稿》进行了数次修改并经主要生产企业、用户、专家认可后，形成了《送审
稿》
。
2016 年 12 月 6 日~7 日，在江苏丹阳召开了“2016 年包装机械和食品包装
机械标准审查会”，会上组织标委会全体到会委员对本标准进行了审查，获得一
致通过。
报批阶段：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整理
和完善，于 2017 年 12 月形成了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它相关文件，报至全
国食品包装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主要参考安全相关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试验检测报告，分析设备生
产方和使用方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检测数据等，由各方联合制定符合我国行
业现状的《超洁净塑料瓶灌装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考虑到标准的完整性，本标准制定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标准。为了方便使用，
将其他标准中适合超洁净灌装设备的条款进行引入。

三、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经济效果
超洁净灌装设备的研发生产和使用，适应了消费市场对食品饮料的卫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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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然营养保健以及多品种选择等方面的需求。
超洁净灌装设备是对塑料瓶装液体进行灌装和封口的机器。目前，国内的超
洁净灌装设备的发展也是日趋成熟，生产效率和灌装准确度都有了很大提高。21
世纪，更多的品种、更具差异性的包装形式成为饮料行业发展的趋势，给饮料灌
装设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也带来挑战。
1. 提高设备的安全性
通过采用欧盟 EN 415-2 标准，可提高超洁净灌装设备的安全性，通过对机
器操作过程中的各项危险进行评估，更进一步地保障了操作者的安全性，减少不
必要的人身伤害，从而进一步提高机器的有效运行能力。
基于对设备操作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健康的保护，必须保证设备操作时的安
全性。标准中还明确所必须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具体要求，包括机械防护、电气安
全防护、噪声等。
因用于灌装食品，在标准中将关注设备的材质与结构的安全性，保证食品安
全。食品灌装设备的管路、材质、结构、润滑等均有相应的安全要求，如与食品
接触的材料不含有害或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中规定数量而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与食品接触的结构材料必须易于清洗、消毒，符合食品卫生要求；食品储料仓必
须光滑、无缝、无死角；设备结构的可洗净性、安全卫生性、可拆卸性均有相应
要求。
2. 节能减排，降低消耗
我国积极倡导节能减排，降低损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超洁净灌装设备的水、
电、气、汽等能源消耗，以及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的排放，都是节能减排
工作的重点对象。制定标准，强调工艺创新，节能改造，节能运用，考核设备的
能源消耗效益，减少废弃物和有害物质的排放，提高包装机械行业能源的综合利
用率。
3. 完善标准体系，增强行业竞争力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对超洁净灌装设备的生产指导，对行业发展进行规范
和引导，对促进该类灌装机械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起着重要的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标准制定的情况
参照 GB 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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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GB/T 19891 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等标准，制定了本标准，先将标
准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范围的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用超洁净灌装工艺对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乙烯
（PE）
、聚丙烯（PP）等塑料瓶灌装液体（以下简称“物料”
）采用塑料盖或盖膜
封口的灌装设备。
2. 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明确了超洁净灌装工艺、超洁净灌装设备、塑料平螺纹拧盖、盖膜热
封、菌落总数、原位清洗、原位杀菌、设备表面清洗、设备表面杀菌、N6 级洁
净室（区）
、N8 级洁净室（区）、杀菌效率、灌装精度、瓶损率、盖（膜）损率、
成品、合格成品、生产能力、生产效率这几项术语的定义。提供这些全面的术语
解释，便于标准使用者对标准的理解。
3. 型号、型式、基本参数及工作条件
型式分类和基本参数的确定，使得设备特性和各性能参数的描述更加清晰明
了，方便设备使用方选购和使用。
电源、压缩空气、瓶和瓶盖质量、工作环境等都与设备是否能正常稳定工作
及灌装成品品质优劣密切相关。以相应标准为依据，在标准中对其工作条件做出
如下规定：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85%，海拔高度应不大于 1000m，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a) 吹瓶区域内应无影响吹瓶质量的外界气流和热辐射，工作环境
温度为 15℃～35℃（波动范围为±3℃）
，空气需经初效和中效过滤；b) 灌装旋
盖区域应符合 GB 14881、《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及《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
查细则》的规定，工作环境温度为 5℃～35℃。模具应符合下列规定：a) 模具
应满足吹瓶机吹制的空瓶符合 GB 13113、QB/T 1868、QB2357、QB/T 2665 及相
关标准的规定。b) 模具的安装尺寸应符合吹瓶机的要求。使用的瓶坯规格应一
致，瓶坯的材料、瓶坯口部尺寸等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瓶坯应满足吹瓶及灌
装的技术要求。瓶坯温度的波动范围应为±3℃。塑料防盗瓶盖应符合 GB/T 17876
的规定。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工艺供水水源压力应为 0.2MPa～
0.4MPa。冷却系统使用的冷却水可循环使用，冷却水应符合下列规定：a) pH 值
为 7～8；b) 总硬度（以 CaCO3 计）低于 140 mg/L； 生产用压缩空气: a)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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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供给压缩空气气源压力应为 0.6MPa～0.8MPa，压缩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13277.1-2008 中规定的标准等级：固体颗粒为 4 级，水为 4 级，油为 2 级；
b) 吹瓶系统压缩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13277.1-2008 中规定的标准等级：固体
颗粒为 1 级，水为 4 级，油为 1 级；压缩空气压力波动应不超过±0.1MPa。电源
电压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应保持在−10%到+7%之间的范围内。用于食品包装的 PET、
PE、PP 等塑料瓶的卫生要求应分别符合 GB4806.1 和 GB4806.7 的规定。所有与
食品接触的材料及制品，其使用的添加剂应符合 GB9685 的规定。瓶、盖（膜）
的原始菌落平均数不超过 5CFU/个。工作间至少应符合 GB 50073-2013 规定的 N8
级洁净室要求。蒸汽压力不低于 0.5MPa，并符合食品级要求。
4. 技术要求
本标准在技术要求中根据不同方面的要求分成一般要求、性能要求、电气安
全要求、机械安全要求、卫生要求及外观质量和说明书要求；微生物和洁净环境
要求、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瓶盖开启力矩、包装件密封性、成品合格率、包装
件外观质量、灌装精度、瓶损率、盖（膜）损率、噪声、电气安全等试验方法。
几项主要技术指标及说明如下：
4.1 超洁净灌装设备对于微生物及环境要求极高，所以本标准对微生物和洁
净环境做了详细要求：
a）洁净室（区）的空气洁净度，应符合 GB 50073-2013 中规定的 N6 级的标
准；在正常运行时，内部应能保证持续的正压和梯度，且正压值不低于 5 Pa，
并有持续正压监测装置；
b）灭菌后对瓶、盖（膜）等包装材料与物料的接触面进行微生物检测，灭
菌效率 SE≥3；
c）正常运行状态下, 灭菌后瓶、盖（膜）灭菌介质的残留浓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杀菌剂为含氯化合物时,游离性余氯的残留量应符合 GB/T 5750.11 的规定。
杀菌剂为过氧化氢或过氧乙酸时,残留浓度应不大于 0.5mg/L。
4.2 生产能力是设备最基本的性能参数，生产效率则是一项综合性指标，与
有效工作时间相关，排除故障和各种停机时间，直接反映出设备的工作效率，用
户企业极其关注。标准中规定灌装机的生产能力应达到额定生产能力要求，生产
效率应不低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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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灌装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流量、称量、容积控制原理的灌装成品，其灌装精度应符合表 1
规定，平均实际含量应符合 JJF1070 的规定；
b)

采用液位控制原理的灌装成品，瓶内液位差应不大于±3mm。
表 1 灌装精度
标注净含量 V

灌装精度

mL（g）

mL（g）

<500

±5

≥500 ~ 1000

± [5 + 0.005(V – 500)]

≥1000 ~ 2000

± [7.5 + 0.005(V – 1000)]

≥2000 ~ 10000

± [12.5 + 0.002(V – 2000)]

4.4 安全重于泰山，为保障灌装机在生产制造、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以及
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标准中明确了电气安全要求、
机械安全要求和噪声要求。
4.5 灌装机在生产中与灌装物料直接接触，因而与灌装成品的质量安全息息
相关。标准关注灌装机设备的安全卫生性，杜绝整个灌装环节的安全隐患，以保
障成品后续流通过程的安全；标准要求灌装机与灌装物料接触的材料应符合 GB
16798 的规定，灌装机的机械设计卫生安全应符合 GB 19891 的规定，相关材料、
零部件、结构、拆卸、清洗等方面都明确了相关要求。
5. 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标准在试验方法中对技术要求中的规定提出了严格的检验方法及手段，检验
规则中列出了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范围。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主要和相关内容的规定上均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要求，未有与现行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违背的地方。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及征求意见阶段，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反复讨论、论证，与企业
也进行了相应的讨论与沟通，未发生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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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单位、归口单位以及审查专家均认为，此标准应作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进行上报。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尽快将本标准的批准发布实施信息通告有关部门，如
管理部门、使用单位和相关研制、生产单位，并使这些部门或单位能尽早得到本
标准的正式文本。
应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宣贯，使相关部门和使用单位了解、熟悉标准的技术内
容，以便于标准的实施。
超洁净灌装设备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可参照本标准，以利于超洁净灌装设备生
产的规范化、系列化。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现行国家标准。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计划名称《超洁净灌装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阶段，研
讨会上代表们认为该名称涵盖的设备范围太广，而目前此类设备主要应用于塑料
瓶领域，因此建议更名为《超洁净塑料瓶灌装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并经委员们
审查认可。
——关于变更第一起草单位的说明：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标
委会申报了该项计划。全国生产该类设备的企业很多，主要有江苏新美星包装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南
京保立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江苏新美星
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能作为牵头起草单位还需进一步调研，征求全行业意
见，因此先以秘书处工作单位“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向国标委申报了计划。
标准起草工作正式开始后，经调研，各方认为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在该领域最早研发设备，处于领跑地位，知名度和行业认可度都不错，有资格牵
头该项标准，所以决定该标准的制定工作正式交由他们负责并最终圆满完成了任
务。
因此报批稿第一起草单位为“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特此说
明。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