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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装创新直接影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容器的回收率。为尽可能提高回收率，必须确

保新设计和包装用料符合现有 PET 回收设施的要求。 

包装材料（如粘合剂、封条、套管和标签）可能对 PET 回收过程、产品及基础设施造成负面影

响。为尽可能提高 PET 容器的回收率，本指引的目标是：  

 为包装设计师及装瓶商提供有关可循环再用的信息，包括用于通过 PET 容器销售饮料

或食品的新标签、套筒、盖子、油墨、防拆封条及其它组件； 

 鼓励交易各方作出应尽的努力； 

 确保包装材料（如标签、套筒、封闭装置和其它组件）的使用被澳大利亚回收商广泛

接受。 

本指引是澳大利亚回收行业买方和供应商的基准。澳大利亚回收商理事会 (ACOR) 欢迎随时

对任何规范提供反馈意见，以确保这些规范符合当前的行业惯例。各个买方和卖方可以把它当

作交易和谈判的实务手册或参考。我们不强制要求买方和卖方遵守这些标准，但鼓励买方和卖

方共同协商，就有关条款和条件达成一致意见。 

2. 本指引的好处 

在产品设计、制造和回收方面采用本指引，可为公司带来诸多好处，包括： 

 提升利益相关者对行业的信心。 

 提高产品设计、供应链、产品管理及可回收性等方面的透明度。 

 加强包装制造商与循环再用行业之间的供应链协调，以最大限度提高 PET 包装的回收

率。 

 提高品控标准。 

3. 如何使用本指引 

本指引可以用作： 

 内部工作文件，在改善材料的可回收性方面为包装设计师和制造商提供信息。  

 品牌所有人的参考，协助其审批最终设计方案和采用新型 PET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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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性和化学成分 

PET 是透明的聚酯，牢固，重量轻，并且极其耐磨。它由碳、氧和其它氢有机元素组成。乙

烯和对二甲苯是生产 PET 瓶的原料。   

PET 容器对人体安全无害，因为塑料中的化学品不会渗漏到容器内储存的液体或食物中去。正

因为如此，PET 已广泛用作瓶子和食品容器。  

5. 常用缩写 

术语 缩写 

有害的芳香印刷溶剂 HAPS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盐酸 HCI 

固有黏度 IV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定向聚苯乙烯 OPS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聚苯乙烯 PS 

聚丙烯 PP 

聚氯乙烯 PVC 

聚乳酸 PLA 

丁苯橡胶 SBR 

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 SIS 

苯乙烯树脂 ABS 

比重 SG 

热塑性弹性体 TPE 

紫外线 UV 

6. 回收规则 

6.1. 聚合物的塑料识别码 

塑料识别码是一系列符号，用来帮助产品设计师、生产及回收行业、政府机关和消费者识别在

产品的制造或包装中所使用的聚合物的类型。这些符号一般凸印在塑料容器和瓶子底部，或印

在包装的背面。 

塑料与化学品工业协会在 1990 年制定自愿性塑料识别码。这个编码系统由七个符号组成（见

下表）。ACOR 支持使用识别码。然而，如果在包装上的标示不当，当前的识别码图标可能

会导致消费者将这些识别码与处置说明混淆。PET 的识别码符号是在一个三角形内插入数字 1，

凸印在瓶子的底部或包装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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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合

物
的

工
业

编
码

 
符号 聚合物 应用例子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饮料瓶、食物容器、薄板应用

（例如蛋糕和三明治托盘）、

纺织布和服装纤维等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瓶盖、塑料购物袋、保鲜袋、

家用化学品瓶或容器、牛奶壶

等 
 

   

 

增塑聚氯乙烯 (PPVC) 或未

增塑聚氯乙烯 (UPVC) 

管道、园林软管、泡罩包装、

标签、封条等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垃圾袋和垃圾桶、资源回收桶

、瓶塞、瓶标签等 

   

 

 

聚丙烯 (PP) 
饮料吸管、微波炉、塑料铰链

饭盒、瓶塞、家用化学品容器

、标签等 

   

 

聚苯乙烯或发泡聚苯乙烯/

发泡胶 (PS) 

酸奶容器、塑料餐具、泡沫热

饮杯等 

   

 

--- 上文未列出的所有其它树脂和

塑料混合材料 

   

附注：如果容器是使用多种塑料混合制成，如两种或以上的塑料（PET 和任何其它聚合物），则容器的

识别代码应为在三角形内插入塑料工业代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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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浮选 

浮选通常用于在回收过程中分离附着在 PET 容器上的粘合剂和其它塑料。  

如果聚合物的比重低于 1（水的比重），它会浮在水面上，并可以在浮选阶段轻易地分离

。但某些聚合物 (如 PET, PS, ABS, OPS, PLA 等) 的比重大于 1，在造粒后就不容易去除

。    

下表列出一系列不同聚合物的比重。 

聚合物 缩写 比重 软化或熔融范围（℃） 

聚丙烯 PP 0.90 160- 170 

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 

EVA 0.92 40- 60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0.92 110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0.96 130 

热塑性弹性体 TPE 0.98 95-110 

水 H2O 1.00 ---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ABS 1.05 90- 110 

定向聚苯乙烯 OPS 1.06 80- 95 

聚乳酸 PLA 1.24 173- 178 

聚氯乙烯 PVC 1.35 70- 9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1.35- 1.40 240- 260 

 

6.3. 包装尽职调查 

包装设计师和制造商应尽力确保包装材料被澳大利亚回收商接受，而不要在技术可回收性

方面作出虚假或具误导性的声明。包装商应在推出之前进行可回收性测试。 

7. 回收和再循环过程 

回收和再循环过程包括六个关键步骤： 

1. 路边收集计划 

2. 分拣 

3. 造粒 

4. 洗涤 

4.1. 浮选 

4.2. 漂洗和干燥 

5. 熔体过滤 

6. 终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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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图解说明如下： 

 

 

 

7.1. 收集 

大多数 PET 瓶子和容器都是由路边回收计划和废物收集设施所收集的。然后，这些瓶子

和容器会经历一系列分拣和再造过程。  

7.2. 分拣和打捆 

材料回收设施 (MRF) 将通过人工(肉眼)方式和自动方式分拣 PET。人工分拣是用人眼检查，

按形状、大小和颜色对 PET 瓶进行分拣，但这并非一种完全有效或高效的方法。一些先

进的材料回收设施使用自动分拣方法，利用侦测传感器来分析塑料瓶和容器的物理及化学

特性, 例如树脂的类型和颜色。分拣后的 PET 容器在材料回收设施打捆，然后送到回收厂

。  

终端市场 

消费者 

废物收集 

（消费及

商业废

物） 

分拣 

人工／自动 

造粒 

 
洗涤薄片 

浮选和漂洗 

干燥 熔化和

过滤 

树酯制成品 

PET 制成品 

PET 容器制

成品 

PET 食品容器 

回收及循环再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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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造粒 

造粒是再造过程的第一步。塑料瓶和容器被磨碎成片状小块。通过造粒，诸如套筒和纸质

标签的部分粘合剂从 PET 瓶和容器上松开并脱离。然而，若标签或附着物上的胶过多，

造粒过程可能会受到影响。 

7.4. 洗涤薄片 

洗涤过程一般包括两部分：浮选和漂洗。  

7.4.1. 浮选 

浮选过程通常是用水。如果塑料树脂的密度高于或低于水的比重（水的比重等于 1），包

装材料就可以很容易地分离。然而，目前的浮选技术无法分离密度相似或相同的树脂。 

7.4.2. 漂洗和干燥 

该步骤旨在从塑料上除去残留的污垢和化学洗涤剂。然后洗涤过的材料被烘干，以便进入

再制造过程。 

7.5. 熔化和过滤 

该步骤旨在除去无法通过洗涤和浮选分离的非熔融材料。该过程在挤压机中进行，它熔化

并过滤通过筛选回收的塑料。随后回收材料被转换成颗粒状物，作为再制造过程的原料。 

7.6. 终端市场 

从用过的 PET 容器回收的树脂可以用于闭环或开环回收用途。树脂可用于制造相同的产

品或其它产品。 

8. 标签和收缩套筒 

8.1. 尺寸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 PET 筛选的效率，标签及／或收缩套筒的设计应尽可能小。一般来

说，标签及／或收缩套筒的最大尺寸不应超过容器表面积的四分之一，或容器表面至少应

有 25 毫米以上不被标签及／或收缩套筒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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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       不建议 

8.2. 污染物 

PET 容器上使用的标签和套筒分为：  

 可循环再用 

 有风险 

 关键污染物 

8.2.1. 可循环再用 

聚合物类型 比重 特性 

聚丙烯 (PP) 0.90 可以在洗涤过程中通过逆向水流除去。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0.96 可以在洗涤过程中通过逆向水流除去。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0.92 可以在洗涤过程中通过逆向水流除去。 

无色 PET 标签和套筒 1.38  保留与 PET 薄片相同的特性。 

 小到中型 PET 收缩套筒最符合 PET 回收过程

的要求。 

热塑性弹性体 (TPE) 0.98  可以在洗涤过程中通过逆向水流除去。 

 最好不添加粘合剂。 
   

 



 
 

ACOR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容器装瓶商回收指引  8 

 

8.2.2. 风险 

聚合物类型 比重 回收问题和影响 

纸质标签和套筒 —  如果大量的纸质标签和套筒进入回收过程，则可能

会出现问题。 

 在与水接触时将会生成纸浆。它会损坏设施，因为

纸浆会阻塞过滤器，使换热器结块并堵住过滤器。 

 标签上使用的油墨可能会造成麻烦（如渗色），这

会导致 PET 薄片在回收过程中变色。 

   

 

8.2.3. 关键污染物 

聚合物类型 比重 回收问题和影响 

定向聚苯乙烯 (OPS) 1.06  下沉，无法在洗涤过程中分离。 

 与 PET 不相容，在回收过程中导致严重污染。 

o 如果在 PET 瓶中注入 OPS，则将形成云状

条纹。 

o PET 瓶回收受损。 

 

聚氯乙烯 (PVC) 1.35  如果瓶子含有 PVC 或由 PVC 制成，则不能回

收。 

 不能在洗涤和浮选过程中除去。 

 一旦 PET 和 PVC 变成颗粒状，现有的回收技

术将无法去除或分离这两种聚合物。 

 PVC 和 PET 一起加热时，树脂中将生成黑色斑

点。 

金属浸渍标签和套筒 --- PET 树脂中会生成黑色斑点或金属薄片。 
 

染色 PET 标签和套筒 1.38 标签或套筒上的油墨会导致渗色。它会污染循环过程。 
 

湿强纸标签和套筒 ---  不能在洗涤过程中瓦解成纸浆。 

 加热时，树脂中会生成黑斑和碳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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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着物回收 

9.1. 粘合剂 

瓶子的任何附着物与 PET 树脂的全面相容性以及在水分离系统中去除的效率，是在产品

设计和制造时应考虑的关键标准。  

为降低潜在的污染风险，强烈建议包装设计师、制造商和品牌所有人在包装设计中考虑下

列标准： 

 尽量减少容器上的粘合剂数量和表面覆盖面积。 

 尽量减少使用胶水，粘合层应尽可能地薄。 

 使用水或碱可溶性粘合剂，代替压敏粘合剂或热固性聚氨酯粘合剂。 

 避免使用在碱洗过程完全溶解的粘合剂。PET 薄片干燥完成后，它将被涂上一层

均匀的胶水残余物，由于这层残余物在加热过程会氧化，导致 PET 薄片变成黄色

或棕色。 

 避免使用不能被热碱软化的胶水，如压敏粘合剂。 

此外，在开发任何新型包装设计或标签粘合剂时，强烈建议制造商或品牌所有人进行胶分

离试验。 

9.1.1. 标准热熔胶（可循环再用） 

基于 SBR 或 SIS 以及含有增粘剂和烃补充剂的标准热金属粘合剂均可循环再用。 

9.1.2. 压敏粘合剂（有问题） 

压敏粘合剂难以在洗涤和浮选过程中去除及分离，因为无法通过热碱洗涤将其软化。

如果这些粘合剂与 PET 树脂混合，在加热和挤压过程中会产生烧焦物，从而在重塑容

器中形成黑斑。 

9.2. 防拆封条 

防拆封条的设计可能会给回收造成很大问题。由于封条在盖子的开启位置断开，并在容器

肩部或颈部留下一层薄膜，回收企业必须人工分拣出附有薄膜的瓶子。强烈建议新的包装

设计避免使用 PVC 防拆封条，以确保封条可以较容易地从容器上除去。    

9.2.1. PET 防拆封条（可循环再用） 

澳大利亚回收商接受 PET 封条，因为装置上所用的油墨可以去除，在回收时不会造成任

何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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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PVC 防拆封条（有问题） 

PVC 封条不能在洗涤和浮选过程中去除。它们会在以下过程中造成麻烦：  

过程 问题 

洗涤 不能被分离和去除，因为 PET 和 PVC 在浮选和洗涤阶段具有相似的特

性。它们在浮／沉过程中都会下沉。 

加热和挤压 
 

树脂中将形成黑斑。 
 

PVC 降解成碳焦，并在这过程中释放氢氯酸 (HCl)。氢氯酸会破坏聚

合物链的长度或 PET 的特性粘度。   

9.3. 油墨 

直接印刷标签及套筒使用的油墨可能导致渗色，并使 PET 薄片褪色。建议避免对 PET 容

器直接印刷。如果在包装设计中考虑在 PET 容器上直接印刷，则设计师应确保在 90OC

的 0.3%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浸泡十分钟后，可以通过热碱洗涤过程去除油墨。此外，PET

容器的设计和包装不应使用水溶性油墨。 

类型 接受（是／

否） 

含光引发剂的 UV 固化油墨 是 

含重金属颜料的油墨 否 

有害的芳香印刷溶剂 (HAPS) 否 

水溶性油墨 否 

 

9.4. 盖子和衬垫 

在新产品设计和开发中首选使用没有衬垫的盖子。如果设计中使用衬垫，它们应保留在盖

子内，比重应小于 1。首选使用 PE, EVA 和 PP 等聚合物，因为它们的比重小于 1。  

可循环再用 

 PP 盖子和衬垫 

 HDPE 及 LDPE 盖子和衬垫 

 EVA 盖子和衬垫 

有问题 

 PVC 盖子和衬垫 

 铝盖子和衬垫 

 金属嵌入物和衬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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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把手和运动盖 

不应使用以比重高于水的聚合物（如 ABS, OPS 和 PVC）为材料生产的把手和运动盖。

在洗涤和浮选过程中，这些聚合物不能去除或分离，从而在 PET 回收过程中增加潜在的

污染风险。 

在回收过程中，只有那些比重小于一的聚合物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各种聚合物的详

细比重请参见第 4 页。   

使用硅树酯阀、成形硅树酯橡胶或比重小于 1 的任何等级的硅树酯生产的运动盖可以回收

。  

10. 日用化工 PET 瓶和容器 

日用化工 PET 瓶和容器满足回收过程的要求，但必须就回收过程制定正确的处理程序和指引

。总体上说，从日用化工 PET 瓶和容器回收的材料会用于且仅可用于纤维和捆带条市场。  

PET 日用化工容器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不得用作食品容器 

 不得与用于加工新 PET 食品容器的回收材料一起存放 

 绝对不能使用无色透明的瓶子来销售和储存化学品 

 标识必须与食品容器区分开来 

 生产时必须使用鲜明的颜色和清晰的标签 

用于存储有毒物品或日用化工品（如香茅灯油、矿物松节油、煤油、甲基化酒精以及任何矿物

或化学溶剂）的 PET 瓶和容器，不能回收用于生产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