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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写。

本标准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张胡松 李泽荣 凌光耀。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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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膜、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静电膜、袋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由多层共挤吹膜工艺成型的具有高表面能防静电的聚乙烯薄膜为基材与PET薄膜、

PA薄膜、铝箔、高强度纤维布、无纺布等经干式复合而成的防静电复合包装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40.3 塑料 拉伸性能的确定 第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GB/T 1040.3-2006，idt ISO

527-3:1995）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8.1-2003，idt ISO 2859-1:1999)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 2918-1998，idt ISO 291:1997）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GB/T 6672-2001，idt ISO 4593：1993）
GB/T 6673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GB/T 6673-2001，idt ISO 4592:1992）
GB/T 15239 孤立批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QB/T 2358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QB/T 1130 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QB/T 2358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GB/T 10004－2008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GB/T 7707 凹版装潢印刷品

GB/T 8808 软质复合塑料材料剥离试验方法

GJB 2605-1996 可热封柔韧性防静电阻隔材料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防静电膜、袋

防静电膜、袋是由多层材料经复合涂布而成，具有一定的静电屏蔽性，广泛用于各类电路板、电子

元器件以及静电敏感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包装。防静电膜、袋按功能划分，一般为三层结构，内层为静电

耗散材料，中间层为静电屏蔽层，外层为耐磨加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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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4.1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规定的静电敏感产品（ESSD）包装用材料分类如表 1 所示；

表 1 防静电导电性包装材料分类

序号 材料类别 内容说明

1 按
导
电
性
分
类

绝缘材料 面电阻率为 1012Ω以上的材料，或体电阻率为 1011Ω﹒cm以上的材料。

2 静电逸散材

料

面电阻率为 105～1012Ω的材料，或体电阻率为 104～1011Ω﹒cm的材料。

3 静电导电材

料

面电阻率为 103～106Ω的材料，静电体积导电性材料保持 102～105Ω﹒

cm的体电阻。

4 静电屏蔽材

料

具有衰减静电场能力的材料，其面电阻小于 104Ω的表层，或体电阻率

（平均每 1mm 厚度）小于 103Ω﹒cm的材料。

5 电磁屏蔽材

料

具有衰减电场和磁场能力的材料，其面电阻小于 100Ω的表层，或体电

阻率小于 10Ω﹒cm的导电材料。

6 按
包
装
分
类

一次包装材

料

直接与静电敏感产品（ESSD）接触的包装材料。

7 接近包装材

料

不直接与静电敏感产品（ESSD）接触，但在包装一种以上的产品时使用

的包装材料。

8 二次包装材

料

它在接近包装材料的外部使用，达到物理性保护目的的材料。

4.2 防静电膜、袋按防静电层复合材料的不同分类见表 2。

表 2 防静电膜、袋分类

序号 产品类型

1 填充型（按填充物分类）

金属系列

金属氧化物系列

金属化纤维系列

有机高分子系列

2 镀层型 电镀、化学镀、PVD、CVD、热喷镀（涂）

3 表面改进型 ---
4 结构型导电高分子材料 ---
5 静电剂处理型 ---
6 涂层型 ---

4.3 防静电膜、袋防护性能分类，见表 3。

表 3 分类

序号 名称 类别

1 静电和电磁屏蔽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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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电耗散 Ⅱ

3 静电屏蔽 Ⅲ

5 要求

5.1 原料

原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的要求，不得使用废旧回收料。

5.2 外观

外观应符合表3要求。

表 4 外观

项 目 要 求

折皱 允许有轻微的间断折皱，但不得多于产品表面积的5%

异物、穿孔、划伤、烫伤、粘连、分层、脏污、异味及破裂 不允许

热封部位 平整、无虚封

气泡 不明显

膜卷松紧 搬动时不出现膜间滑动

膜卷暴筋 允许有不影响包装的轻微暴筋

膜卷端面不平整度 不大于3mm

5.3 印刷质量

印刷质量应符合GB/T 7707 4.3条印面外观的规定。

5.4 规格尺寸

5.4.1 规格

膜、袋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厚度范围一般为60μm～150μm。膜的形状为卷筒

状，卷芯直径一般为76mm，亦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4.2 尺寸偏差

膜、袋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4要求。

表 5 尺寸偏差

宽度，mm 宽度偏差，mm 长度偏差 厚度偏差，% 封口宽度偏差，% 膜卷接头数，个

膜
≤300 ±2 ＋0.5% ±10 - ≤3

＞300 ±3 ＋0.5% ±10 - ≤2

袋
≤200 ±2 ±2mm ±10 ±20% -

＞200 ±3 ±3mm ±10 ±20% -

5.5 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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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能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6 物理力学性能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内层表面电阻率/Ω ≥105，＜1012

2 电磁干扰衰减/dB ≥25

3 静电屏蔽/V ≤30

4 静电衰减/s ≤2.00s

5 剥离力，N ≥0.8

6 热合强度（封口剥离力）（纵、横向），N ≥10

7 直角撕裂负荷（撕裂力）（纵、横向），N ≥3.5

8 拉断力（纵、横向），N ≥34

9 断裂伸长率，%
纵向 ≥50

横向 ≥15

10 水蒸气透过量，g/（m
2
·24h） ≤15

5.6 袋的耐压性能

袋的耐压性能应符合表6要求。

表 7 耐压性能

袋与内装填物总质量，g 负荷，N 要求

≤100 200
无渗漏，无破裂

101～400 400

5.7 袋的跌落性能

袋的跌落性能应符合表7要求。

表 8 跌落性能

袋与内装填物总质量，g 跌落高度，mm 要求

≤100 800
无渗漏，无破裂

101～400 500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

按GB/T 2918中的标准环境及正常偏差范围进行。状态调节时间不小于4h，并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

6.2 外观

在自然光下目测或用精度不低于0.5mm的量具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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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印刷质量

按GB/T 7707规定的方法进行。

6.4 规格、尺寸偏差

6.4.1 长度、宽度的测定

按GB/T 6673规定进行。

6.4.2 厚度的测定

按GB/T 6672规定进行。

6.5 物理性能

6.5.1 内层表面电阻率

按GJB 2605-1996的规定进行。

6.5.2 电磁干扰衰减

按GJB 2605-1996的规定进行。

6.5.3 静电屏蔽

按GJB 2605-1996的规定进行。

6.5.4 静电衰减

按GJB 2605-1996的规定进行。

6.5.5 剥离力的测定

按GB/T 8808的规定进行。

6.5.6 热合强度（封口剥离力）的测定

按QB/T 2358的规定进行。

6.5.7 直角撕裂负荷（撕裂力）的测定

按QB/T 1130的规定进行。

6.5.8 拉断力、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按GB/T 1040.3的规定进行。

沿样品的纵横向分别裁取拉伸试样各5条。拉伸试样采用长条形，长度为（150±1）mm，宽度为（15

±0.1）mm，标距为（100±1）mm，试样拉伸速度（空载）为（250±25）mm/min。

6.5.9 水蒸气透过量的测定

按GB/T 1037的规定进行。

6.6 袋的耐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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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0004－2008中6.6.8规定进行。耐压负荷按表7规定执行。

6.7 袋的跌落性能

按GB/T 10004－2008中6.6.9规定进行。跌落高度按表8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组批：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产品为一批。

7.1.2 产品应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7.1.3 出厂检验项目为 5.5 中的内层表面电阻率、电磁干扰衰减、静电屏蔽、静电衰减、剥离

力、热合强度（封口剥离力）。

7.1.4 对于外观、印刷质量、规格、尺寸偏差的检验，膜卷应逐卷检验，袋以箱的 10%抽取 1%

的袋逐个检验。若有一项不合格的，则该卷膜（或该个袋）为不合格品。不合格品数小于被测样

品的 5%时，该批产品为合格批，如超过 5%时，则应重新双倍抽样进行复检，若仍不合格，则视

为不合格批。

7.1.5 物理力学性能的抽样应满足试验所需样品数量。物理力学性能的检验结果，若其中一项

不合格，应双倍样复检，如仍不合格，则该批为不合格批。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质量仲裁或双方协商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 5 章（5.1 除外）中的所有项目。

7.2.3 抽样：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3 卷或 100 个袋。

7.2.4 判定规则：型式检验结果如有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复检不合格项目，如仍有一项不合

格, 则判定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电性能的检验结果，如有不合格，则判定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不得复检。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内外包装应贴上(附上)检验合格证，标明产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重量、批号、生产日期、

质检员工号、执行标准号、QS标志及证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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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包装

袋以每100个为1扎或按客户要求而定。膜卷包装按每卷用塑料膜包好后，用瓦楞纸箱做外包装。特

殊包装由供需双方协定。

8.3 运输

产品的搬运中，应轻堆轻放，防止机械碰撞及日晒雨淋、热烤、油渍、摔碰、重压。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应靠近火源、暖气，并不受日光直射。可根据充气袋性

能确定合理的贮存期，贮存期为2～5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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