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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解读 

标准版次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备注 

GB 23350-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2009年3月31日 2010年4月1日 
现行有效 

GB 23350-2021 实施后，
2009版自动废止。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2021年8月10日 2023年9月1日 

 
 
第1号修改单和标准中适用

于月饼、粽子的条款实施日
期为2022年8月15日。 

实施日期前生产的月饼和粽
子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第1号
修改单 

2022年5月24日 2022年8月15日 

历次发布版本情况 



本文件规定了限制食品和化妆品过度包装的要求、检测和判定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不适用于赠品或非卖品。 

 
一、范围 



 
一、范围 

食品：《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应当按照以下食

品类别提出：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

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

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可

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其他食品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对食品类别进行调整。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docx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docx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docx


化妆品：《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第二条  化妆品生产许可类别以生产工艺和

成品状态为主要划分依据，划分为：一般液态单元、膏霜乳液单元、粉单元、气

雾剂及有机溶剂单元、蜡基单元、牙膏单元和其他单元，每个单元分若干类别

（见附1）。 

• 附1 化妆品分类 

 
一、范围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附1 化妆品分类.docx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附1 化妆品分类.docx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18/附1 化妆品分类.docx


1.过度包装（见3.1）  

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超过要求的包装。 

 
二、术语和定义 



2.销售包装（见3.2） 

以销售为主要目的，与内装物一起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包装。 

运输包装 销售包装 

 
二、术语和定义 



3.内装物（见3.3） 

包装件内所装的食品或化妆品。 

内装物  内装物  

内装物  

 
二、术语和定义 



4. 包装空隙率（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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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保护商品在储存和运输以及陈列保管的环节中不受到损坏，避免影响产品

质量安全，需要必要空间保护商品，这就是必要空间容积。 

• 必要空间容积=内装物体积×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 包装内空隙体积=包装总容积-必要空间容积 

• 包装空隙率=包装内空隙体积/包装总容积 

 
二、术语和定义 



5.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用k表示，见3.8） 

用于保护食品或化妆品所需空间量度的校正因子。 

• 考虑到食品和化妆品的形状、形态（液态或固态）、密度不同，需要的空间大小不同；同

时，包装需要实现保护产品、方便携带等功能，因此在标准中对每类产品设置了合理的商

品必要空间系数。 

• 必要空间系数是包装空隙的核心指标，反映了包装紧凑程度，数值越小表示包装空隙越小。 

 
二、术语和定义 



6. 综合商品（见3.5）   

包装内装有两种及两种以上食品或化妆品的商品。 

• 形成综合商品的两种及两种以上商品，必须是同为食品或同为化妆品 

• 目的：不同种类食品或化妆品对应必要空间系数（K）不同，计算时应分别取不同K值 

不是综合商品 综合商品 

 
二、术语和定义 



7 单件（见3.6） 

具有独立包装且净含量标注明确的物品。 

• 首先查看最小独立包装是否标注净含量？如果标注，此包装即为单件。 

净含量：60g  
未标净含量 
不是单件 

 
二、术语和定义 



8 包装层数 （见3.7）  

完全包裹内装物的可物理拆分的包装的层数。 

注：完全包裹指使包装物不致散出的包装方式。 

3个均算包装层数 完全包裹≠完全密封 

 
二、术语和定义 



3个均不算包装层数 

 
二、术语和定义 



1 包装空隙率（见4.1）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空隙率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空隙率 

单件a净含量（Q） 
mL或g  

空隙率b 
% 

≤1 ≤85 

1＜Q≤5 ≤70 

5＜Q≤15 ≤60 

15＜Q≤30 ≤50 

30＜Q≤50 ≤40 

＞50 ≤30 

商品的形态不同，一般来说固态产品的单位是g；液态产品的单位是mL。 

具有独立包
装且净含量
标注明确的
物品。 

3.6 具 有 独
立包装且净
含量标注明
确的物品。 

 
三、要求和检测 



注：包装空隙率要求不适用于销售包装层数仅为一层的商品。 

速冻产品 薯片 鸡蛋 

 
三、要求和检测 



a需混合使用的化妆品，单件是指混合后的产品。 

——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包装的化妆品，使用时

需要将它们混合才能使用，才能发挥化妆品的功

能，这种混合是必须的。其单件净含量为两个独

立包装的内装物净含量之和。 

染发霜 

 
三、要求和检测 

净含量：40g  

净含量：40g  

 例：染发霜的1号和2号的净含量均为

40g，该产品的净含量应为80g，对应

包装空隙率≤30%。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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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月饼礼盒：50g×2个, 40g×2个, 30g×4个。 

——如每个月饼均标注净含量，以50g对应的包装空隙率为准，查表1，该月饼礼盒包装空隙

率应≤40%； 

——如仅在销售包装标注300g（50g×2, 40g×2, 30g×4），以300g对应的包装空隙率为准，

查表1，该月饼礼盒包装空隙率应≤30%。 

 

例2：粽子礼盒：粽子120g×4个,咸鸭蛋45g×4个（每个产品均标注净含量）。 

——以120g对应的包装空隙率为准，查表1，该粽子礼盒包装空隙率应≤30%。 

 
三、要求和检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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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化妆品礼盒：眼霜15ml 、精华30ml、面霜150ml（每个产品均标注净含量） 

——以单件净含量最大的产品150ml对应的包装空隙率为准,查表1，该化妆品礼盒包装空

隙率应≤30%。 

 
三、要求和检测 



抽样（见5.1） 

对同一品种、同一包装样式的食品和化妆品，抽样数量为一件。 

设备及工具（见5.2） 

测量用直尺、卡尺、体积测量仪等检测设备、工具应符合检测要求，精确到1 mm或1 mm3。 

直尺 游标卡尺 体积测量仪 

 
三、要求和检测 



方法类别 适用条件 测量工具 精确度 

第一法：仪器法（仲裁法） 任何形状的销售包装 体积测量仪 1 mm3 

第二法：手动法 
适用于形状规则的销
售包装 

直尺、游标卡尺 1 mm 

第三法：其他法 
排水法适用于防水且
不规则的销售包装 

带刻度的容器 1 mm 

销售包装体积测量方法（见5.3） 

 
三、要求和检测 



 第一法：仪器法（仲裁法） 

在常温常压下，按照操作规程对体积测量仪进行校准后，将商品销售包装放在仪器测量

平台上，启动测量程序，对商品的销售包装进行测量，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商品

销售包装体积。 

体积测量仪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第二法：手动法（仅适用于形状规则的销售包装） 

（2）圆柱体：用长度测量仪器（直尺）沿包装外壁，测量商品销售包装的直径（D）和

高（h），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三、要求和检测 



 第三法：其他法（排水法适用于防水且不规则的销售包装） 

排水法：在常温常压下，将销售包装浸入已准确测定盛装水体积的容器中，增加的体积

为商品销售包装体积，并重复三次，取算术平均值计算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液面升高5cm

（50mm） 

 
三、要求和检测 



 包装空隙率计算（见5.4） 

求和符号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商品销售包装体积 

内装物体积 

★ 内装物体积以商品标注的净含量进行换算，1 mL或1g内装物换算为1000 mm3计算。 

如质量500g换算成内装物体积是：500g×1000=500000 mm3 ； 

如体积300mL换算成内装物体积是：300mL×1000=300000 mm3 ； 

 
三、要求和检测 



例1：月饼礼盒包装空隙率计算 

 
三、要求和检测 



表A.1 食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商品类别 k 脚注 

粮食及其加工品 4.5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4.5   

调味品 5.0   

肉制品a 7.0 a肉松制品k值取10.0 

乳制品b 4.5 b乳粉类产品k值取3.0 

饮料c 5.0 c固体饮料产品k值取15.0 

方便食品d 9.5 d冲调类产品k值取11.0 

饼干 10.0   

罐头 2.5   

冷冻饮品e 6.0 
e包装内有干冰等制冷物质的产品k值取
9.0 

速冻食品 5.0   

薯类和膨化食品 20.0   

 
三、要求和检测 



表A.1 食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续） 

商品类别 k 脚注 

糖果制品f 10.0 f薯片形状的巧克力制品k值取15.0 

茶叶及相关制品g 13.0 
g免除标识保质期，年最小销售单元
数量少于1万件，且包装上印有“限量
”字样及生产数量的产品k值取30.0 酒类g 13.0 

蔬菜制品 7.0   

水果制品 7.0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5.5   

蛋制品 4.5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4.5   

食糖 4.5   

水产制品h 4.5 h干制紫菜产品k值取60.0 

淀粉及淀粉制品 3.0   

 
三、要求和检测 



表A.1 食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续） 

商品类别 k 脚注 

糕点 

月饼 7.0   

粽子 5.0   

其他糕点 12.0   

豆制品i 5.0 i膨化豆制品k值取20.0 

蜂产品 5.0   

保健食品j 18.0 

j指片剂、胶囊、颗粒剂或口服液等四种剂型，
其他的饮料、酒剂、饼干类、糖果类、糕点类、
液体乳类等（不包括滴丸）产品k值按本表中对
应的普通食品类别取值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3.0   

婴幼儿配方食品 3.0   

特殊膳食食品 3.0   

其他食品 10.0   

要借助冲调机冲调产品k值为同类产品的3.5倍；单件净含量小于10g产品k值为同类产品的5倍。 

充气包装产品k值为同类产品的2倍。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如何判定食品的类别？根据以下3方面综合判定： 

 

 查看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查看产品执行标准； 

 查看产品名称和内装物。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SC（“生产”的汉

语拼音字母缩写）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3位食品类别

编码、2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位市（地）代码、2位县（区）代码、4

位顺序码、1位校验码。 

  具体表示形式如图所示： 

 
三、要求和检测 

按“一企一证”的原则，一个食品生产企业只有一个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后期扩项的食品类别

均使用该编号。 



食 品 、
食 品 添
加 剂 类
别 

类别 
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备
注 

糕点 

2401 热加工糕点 

1.烘烤类糕点：酥类、松酥类、松脆类、酥层类、酥皮类、松酥皮类、糖浆皮类、硬
皮类、水油皮类、发酵类、烤蛋糕类、烘糕类、烫面类、其他类 
2.油炸类糕点：酥皮类、水油皮类、松酥类、酥层类、水调类、发酵类、其他类 
3.蒸煮类糕点：蒸蛋糕类、印模糕类、韧糕类、发糕类、松糕类、粽子类、水油皮类、
片糕类、其他类 
4.炒制类糕点 
5.其他类：发酵面制品（馒头、花卷、包子、豆包、饺子、发糕、馅饼、其他）、油
炸面制品（油条、油饼、炸糕、其他）、非发酵面米制品（窝头、烙饼、其他）、其
他 

  

2402 冷加工糕点 

1.熟粉糕点：热调软糕类、冷调韧糕类、冷调松糕类、印模糕类、其他类 
2.西式装饰蛋糕类 
3.上糖浆类 
4.夹心（注心）类 
5.糕团类 
6.其他类 

  

2403 食品馅料 月饼馅料、其他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糕点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例：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108 XXXXXXXXXXX，执行标准：GB/T 19855，名称：广式月饼，

该产品应符合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含第1号修改单）》

中哪类产品的要求？ 

（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根据《食品生产许可证格式标准》中“附录A 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编码规则”，食品类别编码用3位数字标识，具体为：第1位数字代表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识别码，阿拉伯数字“1”代表食品、阿拉伯数字“2”代表食品添加剂。经查询，

108是饼干。 

（2）执行标准：GB/T 19855《月饼》适用于月饼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3）产品名称和内装物：广式月饼 

综上，该产品应符合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含第1号修

改单）》中月饼的有关要求。 

 
三、要求和检测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2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编码规则.doc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2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编码规则.doc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2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编码规则.doc
D:/2022年工作/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月饼和粽子/GB 23350 宣贯有关 2022年7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解读及相关文件20220721/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编码规则.doc


表A.2  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商品单元 商品类别 k 脚注 

一般液态单元 

护发清洁类 9.0   

护肤水类a 9.0 

a含有氮气等保护性气体的产
品k值取11.0；含有配套电动
工具使用的产品k值为同类产
品的1.5倍 

染烫发类 9.0   

啫喱类 9.0   

膏霜乳液单元 

护肤清洁类a 9.0 

a含有氮气等保护性气体的产
品k值取11.0；含有配套电动
工具使用的产品k值为同类产
品的1.5倍 

护发类 9.0   

染烫发类 9.0   

粉单元 

散粉类 15.0   

块状粉类 15.0   

染发类 8.0   

浴盐类 5.0   

 
三、要求和检测 



表A.2  化妆品的商品必要空间系数（续） 

商品单元 商品类别 k 脚注 

气雾剂及有机溶剂单元 
气雾剂类b 5.0 

b含有配套工具使用的产
品k值为同类产品的2.5倍 

有机溶剂类 15.0   

蜡基单元 蜡基类 20.0   

牙膏单元 牙膏类 5.0   

其他单元 12.0   

眼线液、唇部用产品k值取20.0。 

至少含粉饼、腮红、眼影，且含10个以上产品（不同色号按多个产品计）的化妆盒k值取60.0。 

 
三、要求和检测 



如何判定化妆品的类别？根据以下2方面综合判定： 

 一是查看产品名称及内装物； 

 二是查看产品执行标准。 

XX芦荟胶  

QB/T 2874-
2007 护肤

啫喱 

查表A.2 化妆
品的商品必要
空间系数，该
产品商品类别
应为啫喱类，
K=9.0 

XX洗发乳  

GB/T 29679 

洗发液、洗
发膏 

查表A.2 化妆
品的商品必要
空间系数，该
产品商品类别
应为护发清洁
类，K=9.0 

 
三、要求和检测 



例1：某月饼礼盒（长方体） 

一、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 

平均长度/mm 平均宽度/mm 平均高度
/mm 

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mm3 

 400  250  65  6500000 

二、内容物体积V0 

内容物净含量/g 内容物体积V0/mm3 

 85g×6+110g×2=730g  730000 

三、商品必要空间系数k 查表A.1，月饼的k=7 

五、判定 
最小包装净含量标注明确，单件取110g。 
查表1，该包装空隙率应≤30% 

该月饼礼盒包装空隙率21.4%＜30%，包装空隙率合格。 

 
三、要求和检测 



例2：某月饼礼盒（圆柱体） 

一、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 

平均直径/mm 平均高度/mm 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mm3 

280 65 4000360 

二、内容物体积V0 

内容物净含量/g 内容物体积V0/mm3 

 45g×8=360  360000 

三、商品必要空间系数k 查表A.1，月饼的k=7 

五、判定 
最小包装净含量标注明确，单件取45g 
查表1，该包装空隙率应≤40% 

该月饼礼盒包装空隙率37.0%＜40%，包装空隙率合格。 

 
三、要求和检测 



例3：某粽子礼盒（长方体） 

一、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 

平均长度/mm 平均宽度/mm 平均高度/mm 商品销售包装体积（Vn）/mm3 

 400 300  80  9600000 

二、内容物体积V0 

内容物净含量/g 
内容物体积
V0/mm3 

三、商品必要空间系数k 

粽子质量：100×8=800 800000 查表A.1，粽子的k=5 

咸鸭蛋质量：60×4=240 240000 查表A.1，咸鸭蛋的k=4.5 

绿豆糕质量：30×4=120 120000 查表A.1，绿豆糕的k=12 

五、判定 
最小包装净含量标注明确，单件取100g 
查表1，该包装空隙率应≤30% 

该粽子礼盒包装空隙率32.1%＞30%，包装空隙率不合格。 

 
三、要求和检测 



2 包装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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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求和检测 



 包装层数计算方法（见5.5） 

•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包装为第一层，依次类推，最外层包装为第N层，N即为包装的层数。 

两种销售包装，包装层数均为3层 

 
三、要求和检测 



包装层数
为3层 

包装层数
为2层 

 
三、要求和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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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mm的薄膜不计算在内。 

包装层数为3层 

不算包装层数 

 
三、要求和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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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mm的薄膜不计算在内。 

厚度低于0.03 mm,

不算一层包装 
算一层包装 

 
三、要求和检测 



• 同一包装中若含有包装层数不同的商品，仅计算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的包装层数。

对包装层数有限量要求的商品分别计算其包装层数，并根据包装层数限量要求判定该商品

是否符合要求。 

每个产品包装层数要求： 

        粽子≤3层 

          咸鸭蛋≤4层 

          绿豆糕≤4层 

★同一包装内，若含有包装层数不同且包装层数限量要求不一样的商品，若其中一个商品包装层

数不合格，即该产品包装层数不合格。 

 
三、要求和检测 



3 包装成本（见4.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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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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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求和检测 



 包装成本计算方法（见5.6） 

按照公式（2）计算： 

…………………………（2） 

式中： 

Y——包装成本与产品销售价格比率，以百分比（%）表示； 

C——第二层到第N层所有包装物成本的总和，单位为元； 

P——商品制造商与销售商签订的合同销售价格或该商品的市场正常销售价格，单位为元。 

 
三、要求和检测 



★包装成本可以查看食品和化妆品企业与包装企业签订的包装采购价格。 

★产品销售价格可以查看合同销售价格或市场正常销售价格。 

——合同销售价格一般指食品和化妆品企业与销售企业签订的合同销售价格； 

——市场正常销售价格是将“非正常”的销售价格部分去除，如商品的短期促销活动以及因各种原

因的低价销售等。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三、要求和检测 



• GB/T 17684-2008《贵金属及其合金术语》 

——2.1 贵金属：金、银和铂族金属的统称。 

——2.2 铂族金属：金属元素钌、铑、钯、锇、铱、铂的统称。 

 

• GB/T 18107-2017《红木》 

——3.1 红木：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决明属树种的心材，其构造特征、密度

和材色（大气中变深的材色）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的木材。 

——按照 GB/T 18107-2017《红木》中“第6章 试验方法”检验。 

——根据GB/T 18107-2017《红木》中“第7章 判定”进行判定。 

（3）月饼和粽子的包装不应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 

 
三、要求和检测 



• 附录A（规范性附录） 红木各类木材主要特征  

• 紫檀木类 

• 附录C（资料性附录） 紫檀木类树种及其木材特征 

 
三、要求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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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号修改单） 

• 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 

其他产品：除保护月饼产品安全以外（如冰袋、干燥剂等）的所有产品。 

月饼礼盒：以上混装示例均不符合标准要求 

 
三、要求和检测 



• 粽子不应与超过其价格的产品混装 

混装产品总价格≤粽子总价格 

 

                如何界定价格？ 

 

（1）混装产品如是外购，价格采用采购合同价格，即混装产品的总价格不超过礼

盒合同销售价格的一半； 

（2）无采购价格，根据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确定。 

 
三、要求和检测 



商品包装有一项不符合第4章规定的项目，则判该商品的包装为过度包装。（见6） 

• 包装空隙率 

• 包装层数 

• 包装成本 

• 混装要求 

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商品的包装为

过度包装。 

 
四、判定规则 



第六十八条 第二款 

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避免过度

包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加强对过度包装的监督管理。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的强制性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

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部分 典型问题问答 

一、K值 

二、包装空隙率 

三、单件净含量 

四、包装层数 

五、实施日期 



食品类根据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的产品标准、产品名称

及内装物综合判定。 

化妆品类根据执行的产品标准、产品名称、内装物等综合判定。 

如何判定商品的产品类别，从而选取对应的K值? 

一、过度包装典型问题：K值 



根据产品名称，结合产品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进口商品如何判断产品类别？ 

一、过度包装典型问题：K值 



借助冲调机冲调且单件净含量小于10g产品其K值如何确定？ 

• 表A.1中，规定：“要借助冲调机产品的K值为同类产品的3.5倍；

单件净含量小于10g产品K值为同类产品的5倍” 

• K值在涉及同时满足多种特殊情况需要取同类产品倍数的情况下，

取其对应情况的最大倍数。 

• 即借助冲调机冲调且单件净含量小于10g产品K值取同类产品的5

倍。 

一、过度包装典型问题：K值 



计算出的包装空隙率可能是负值吗？ 

当包装空隙率是负值时是否合格？ 

1. 包装空隙率可能会出现负值； 

2. 包装空隙率为负值符合标准要求。 

二、过度包装典型问题：包装空隙率 



根据标准中“3.6 单件”的定义：具有独立包装且净含量标注明确的物品。 

因此，a)单件净含量为3g（查表1，包装空隙率是≤70%）； 

b）、c）单件净含量为30g（查表1，包装空隙率是≤50%）； 

以下情况单件净含量分别为多少？ 
一个盒子里有十袋单独包装的食品，外盒为销售单元： 
a)外包装盒标注净含量为“净含量：3g×10”，内包装标注“净含量：3g” 
b)外包装盒标注净含量为“净含量：3g×10”，内包装未标注净含量 
c)外包装标注净含量为“净含量： 30g，内含10袋”，内包装未标注净含量 

三、过度包装典型问题：单件净含量 

净含量：3g 



一个胶囊或一个泡罩单元的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因此不能作为一个单

件产品，图中的单件净含量分别为16g和28ml（查表1，包装空隙率是

≤50%）。不能算作28ml÷60粒＝0.47ml,16g÷8片＝2g 

胶囊、泡罩类产品的单件净含量中如何确定？ 

净含量规格：16g 

三、过度包装典型问题：单件净含量 



根据标准中“3.7 包装层数”的定义：完全包裹内装物的可物理拆分的包装的
层数。注：完全包裹指使包装物不致散出的包装方式；及“5.5.2 紧贴销售包
装外且厚度低于0.03mm的薄膜不计算在内”。可知： 
• 网兜、天地盖形式、塑料薄膜均算一层包装。 
• 化妆品销售包装外塑封膜不算一层包装。 

• 网兜是否算一层包装？ 
• 天地盖形式是否算一层包装？ 
• 包裹青团的塑料薄膜（膜厚度小于0.03mm）是否算一层包装？ 
• 化妆品销售包装外塑封膜（膜厚度小于0.03mm ）是否算一层包装？ 

算一层 不算一层 

四、过度包装典型问题：包装层数 



对于月饼，第1号修改单将于8月15日起实施，那么8月15之前生产的执行哪个标准？ 

五、过度包装典型问题：关于第1号修改单实施日期 

 

• 8月15日及之后生产的月饼必须执行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及标准中有

关条款。 

• 8月15日前生产的月饼存在“双标并行”的情况，也就是月饼生产企业应该符合GB 

23350-2009或者GB 23350-2021第1号修改单其中的一个。对于这种情况，执法时可以

按照两种情况处理： 

 可先询问企业具体执行的哪个标准，然后依据标准进行测量判定是否满足； 

 可同时按照两个标准给出的方法测量计算，只要满足其一即可判定合格，两个都

不满足为不合格。 

 



2023年9月1日前已生产和进口的产品如果不满足GB 23350-2021的要求，是否可以继续
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五、过度包装典型问题：GB 23350-2021实施日期 

• 《标准化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

、进口或者提供。 

•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实施前，企

业可以选择执行原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新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后，原强制性国家标准同时废止。 

• 对于这项标准来说，2023年9月1日起，不符合GB 23350-2021标准的产品将不允许生

产、销售或进口。之所以设置了2年的过渡期，既是为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顺利过渡

到生产（或提供）满足新标准的产品（或服务）留出时间，也是为消化已经上市的

产品留出时间。 



 
第三部分 2009版和2021版标准内容变化 

一、术语 

二、包装层数 

三、包装空隙率 

四、商品必要空间系数K、包装空隙率的计算公式 

五、体积测量方法  

六、包装成本 



术语 2009版 2021版 

初始包装 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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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件 —— 
具有独立包装且净含量标注明确的食品或
化妆品。 

包装空隙率 
商品销售包装内不必要的空间体
积与商品销售包装体积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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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必要空间系数 —— 
用于保护食品或化妆品所需空间量度的校
正因子。 

注：包装空隙率的含义不同。 

一、术语 



2009版 2021版 

粮食 ≤2层 粮食及其加工品、月饼及粽子 ≤3层 

其他商品 ≤3层 其他商品 ≤4层 

初始包装（即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为第0层，
不计算层数 

直接接触内装物的包装（即初始包装）为第一层 

除月饼与粽子外，两版标准对于包装层数的要求是一致的。 

二、包装层数 



2009版： 
按不同商品类别确定包装空隙率，单件净含量
较低的商品，包装空隙率适当放宽。 

2021版： 
按单件净含量确定包装空隙率，不同商品类
别，其商品必要空间系数不同。 

单件a净含量（Q） 

( mL或g) 
空隙率b 

（%） 

≤1 ≤85 

1＜Q≤5 ≤70 

5＜Q≤15 ≤60 

15＜Q≤30 ≤50 

30＜Q≤50 ≤40 

＞50 ≤30 
a需混合使用的化妆品，单件是指混合后的产品。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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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类别 包装空隙率 

饮料酒 ≤ 55% 

糕点a ≤ 60% 

粮食b ≤ 10% 

保健食品 ≤ 50% 

化妆品 ≤ 50% 

其他食品 ≤ 45% 

注：当内装产品所有单件净含量均不大于30ml

或30g，其包装空隙率不应超过75%；当内装
产品所有单件净含量均大于30ml或30g，并不
大于50ml或50g，其包装空隙率不应超过60%。 

三、包装空隙率 



三、包装空隙率  

  2009版 2021版 

销售包装内含有
多件产品时，包
装空隙率的确定 

• 若商品销售包装中有两类或两类以上商品，
且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有包装空隙率要
求时，以标签所列的商品计算商品包装空
隙率； 

• 若标签所列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有包装空
隙率要求时，以包装空隙率较大的计算。 

• 包装内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食品
或化妆品时，按综合商品确定，即
包装空隙率以单件净含量最大的产
品所对应的空隙率为准。 



  2009版 2021版  

K值 k取值为0.6 K取值依据产品而定 

计算公式 

 

注意： 
两版标准公式中对于V0和Vn的概念均不同，K的取值也不同。 

2009版标准销售包装体积明确不含提手、扣件、绑绳等配件；2021版标准销售包装体积包含所有配件。 

四、商品必要空间系数K、包装空隙率的计算公式 



五、体积测量方法  

  2009版 2021版 

体积测量方法 

• 测量方法：手动法 
• 测量初始包装和销售包装的体积 
——对销售包装和初始包装体积的测

量和计算，均归结为对包装外切最小长方
体体积的测量和计算。 
• 包装内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品时，

则标签所列产品，其产品体积或初始包
装体积计入商品初始包装总体积。未在
标签中注明的商品不计入商品初始包装
总体积。 
 

• 销售包装体积测量方法：仪器法（仲
裁法）、手动法、其他法 

• 测量销售包装的真实体积 
• 内装物体积：直接以净含量换算 



六、包装成本 

要求 2009版 2021版 

包装成本 

• 除初始包装之外所有包装成本的
总和不应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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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子，包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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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木材
料。 

两版标准关于包装成本的计算公式和取值方法是一致的。 



敬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