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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浙江

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为形成集质量、技术、服务、信誉为一体，市场与社会公认

的“浙江制造”区域综合品牌，加快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浙江制造”走向世界。

对于企业，“浙江制造”品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

业服务高端顾客的能力，加快企业业务转型升级，并以“浙江制造”品牌进一步提升公

司行业内影响力。 

UV固化漆膜具有良好的硬度、柔韧性、耐磨抗刮性、耐化学品性，可对包装材料表

面起到良好的保护和装饰作用。利用塑料基材涂装底漆后，经真空电镀，涂装一层金属

薄膜层，再涂覆面漆可达到金属效果。这种塑料的金属化装饰可以节约大量宝贵的金属

材料，同时也减轻了制品重量，在化妆品包装瓶和包装盒、汽车车灯、酒瓶包装瓶盖、

手机塑料按键、钟表外壳等制造中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行业规模:根据史密瑟斯皮拉市场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New forces to shape 

beauty packaging to 2026》中的预测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包装

市场的需求额约为 213 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到 2021 年将增长至 254 亿美元，2016 

年-2021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3.58%。 

化妆品塑料包装作为化妆品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化妆品市场的需求变化而变

化。在国际化妆品大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化妆品在中国依然属于高端消费，国内市

场需求尚未激发，化妆品的主要消费区域为欧美日韩等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市场培育的

逐渐成熟，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需求快速

增长。在化妆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化妆品包装行业的市场容量快速增长，行业

参与者数量迅速增加。 

浙江佑谦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拥有 UV真空镀膜涂料技术、水性 UV 塑胶涂料技术等国

际领先技术，配备了转轮浓缩 RTO、搅拌釜加配料系统、砂磨机、反应釜、全自动灌装

线等国际先进设备，完成了智能化生产控制系统的建设。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化妆品品牌多数聚焦于品牌的运营与宣传，制造环节均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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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的供应商完成。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化妆品包装制造逐渐向中

国转移，中国成为化妆品塑料包装生产制造的集中区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普遍提高，化妆品成为大众化消费品进入各家各户。使

用频次的增加和使用环境的温湿度对包装材料的耐性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化妆品

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真空镀膜涂料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市场，面临越来越强烈

的市场需求。 

目前行业内生产企业主要参考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

（UV）固化涂料的规定。但随着国内生产技术的提升；国内外消费者和客户对施工性、

耐用性及安全性要求的不断提高，行业标准的指标要求已存在许多不足，其他有害物质

限量、VOC 含量都未作明确规定。国际上一些知名化妆品采购商也都针对某些特定的有

害物质、VOC 含量进行了规定。结合产品实际情况，制定《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

外（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浙江制造”标准，有助于提升“浙江制造”的品牌影响

力，满足国内外高端顾客的需求，也有助于突出企业社会形象。 

2   项目来源 

由浙江佑谦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经省品牌联

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 2021年第二批“品字标”团体标准（“浙江制造”标准类）

制订计划的通知（浙品联[2021]6号），项目名称：《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

固化真空镀膜涂料》。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佑谦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浙江佑泰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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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制重点

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具体如下： 

3.2.1.1  2021年 4月浙江佑谦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对浙江制造标准的具体要求进行认

真研究，为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成立“浙江制造立项工作组”，立项工作小组在

调研国内外化妆品包装材料用涂料生产、应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浙江佑谦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佑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化妆品包装材料用涂料产品的生产

水平和经营情况编制《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浙

江制造”标准的立项申请资料，并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 

3.2.1.2  2021 年 5 月省品牌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 2021 年第二批“品字标”

团体标准（“浙江制造”标准类）制订计划的通知（浙品联[2021]6号），《化妆品包装材

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项目得到批准。 

3.2.1.3  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牵头组织起草单位浙江佑谦特种材料有限公

司和浙江佑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的具体工作进行认真研究，确

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并于 2021年 5月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3.2.1.4  本标准起草人为：。起草人员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相关资料的查

阅、收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组织召开评审会，通过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征集、整理和归纳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2.2  标准草案研制 

标准起草小组在深入调研化妆品包装材料用涂料行业要求和生产水平后，结合浙江

制造的先进性要求，确定了该浙江制造标准草案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着重突出该产品在

研发设计、原材料、生产工艺及设备、检测能力、质量指标以及质量承诺等方面的先进

性体现内容，并通过邮件交流、专题会议等方式，多次对该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并修改文

件，于 2021年 6月召开《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浙

江制造”标准启动会、研讨会，专题研讨标准草案文件，在进一步采纳相关建议的基础

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2.3  征求意见 

3.2.4  专家评审（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3.2.5  标准报批。 

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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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4.1.1合规性原则 

本标准主要按照（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为基

础编写标准，其中新增指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和其他有害物质根据 GB 

30981-2020进行确定，标准框架按照“浙江制造”标准要求增加了“基本要求”和“质

量承诺”，标准编写规则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     

4.1.2 必要性原则 

随着国内生产技术的提升及国内外消费者和客户对施工性、耐用性及安全性要求的

不断提高，行业标准的指标要求已存在许多不足，其他有害物质限量、VOC 含量都未作

明确规定。国际上一些知名化妆品采购商也都针对某些特定的有害物质、VOC 含量进行

了规定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从化妆品包装材料用涂料的应用场景和用户使用角度出发，重

点关注安全性与耐用性的质量特性，并围绕核心质量特性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指标。 

4.1.3 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对标了主要以（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

固化涂料为基础，同时对标了国外知名客户 SKⅡ、兰蔻等相关要求，充分反映产品的特

点和关键技术指标，做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水平，详见第 5章内容。  

4.1.4 可操作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对各项技术要求的检测或试验方法均做出了规定，理化指标、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其他有害物质等要求等均有现行的国、行标准做检测支撑，

标准所有技术要求均可由第三方实验室检测、验证、核实，质量承诺要求可追溯。 

4.1.5  经济性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对理化试验、安全性和耐久性指标进行了综合评判，适当提高要

求，能够大大提高产品的性能，本省的一流企业均可实现，其他企业通过提高装备自动

化水平，提高工艺精度能够实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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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范的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承诺。其中基本要求包括设计研

发、原材料、工艺及装备和检验检测四个方面；技术要求包括质量要求、在涤纶织物上

的色牢度要求和安全要求。 

4.2.2 确认依据 

（一）标准名称 

标准立项计划中，立项名称为《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真空镀膜

涂料》，在标准研制过程中，考虑到与（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

固化涂料保持一致，同时结合产品实际使用范围及特点，经启动会专家讨论后修改为《化

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 

（二）范围 

根据本标准的实际编制内容和产品的实际生产情况以及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

紫外光（UV）固化涂料的理化性质规定了范围的内容。 

（三）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参考（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

固化涂料等相关标准的相关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引用标准“GB/T 1723—1993 

涂料粘度测定法、GB/T 1724—2019 色漆、清漆和印刷油墨 研磨细度的测定、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GB/T 6682—2008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

验方法、GB/T 6739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厚度、GB/T 6750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

测定 比重瓶法、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9278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GB/T 13491—1992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GB 30981 工业

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含量的测定、HG/T 5778—2020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 

（四）技术要求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涂料产品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均按照行业标准（HG/T 577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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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执行。因此本文件主要以行业标准（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为基础，规定了产品的指标要求。 

4.1质量要求 

4.1.1在容器中的状态 

根据产品特性及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 规定进行确定。 

4.1.2 细度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细度限量指标加严至≤10μm。 

4.1.3 贮存稳定性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4 黏度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黏度限定范围提升至 10～16 s。 

4.1.5 固化性能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根据国家标准 GB 30981 规定进行确定。 

4.1.7 其他有害物质 

根据国家标准 GB 30981 规定进行确定。 

4.1.8 涂膜外观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9 划格试验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10 铅笔硬度（擦伤）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明确铅笔硬度（擦伤）≥HB。 

4.1.11 耐湿热性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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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产品耐湿热性提升为在 7天后无异

常。 

4.1.12耐水性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13 化妆品内容物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化妆品内容物提升为在 72 小时后

通过试验。 

4.1.14 人造汗液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进行确定。 

4.1.15 耐盐水性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耐盐水性提升为在 72 小时后无异

常。 

4.1.16 耐乙醇性 

根据行业标准 HG/T 5778-2020规定,并结合国内外优秀同类企业先进产品及自身不

同批次产品检测数据为基础，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耐乙醇性提升为在 48 小时后无异

常。 

（五）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 

根据 GB/T 9278规定确定。 

5.2 样板的制备 

按 HG/T 5778—2020 中 4.3规定确定。 

5.3 在容器中的状态 

按 HG/T 5778—2020 中 4.4.2的规定确定。 

5.4 细度 

按 GB/T 1724-2019 中 B法的规定确定。 

5.5 贮存稳定性 

按按 HG/T 5778—2020中 4.4.5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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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黏度 

按 GB/T 1723—1993中乙法的规定确定，其中试验温度为（23±1）℃。 

5.7 固化性能 

按 HG/T 5778—2020 中 4.4.6规定确定。 

5.8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按 GB/T 34675—2017 的规定确定。固化条件商定；密度的测试按 GB/T 6750—2007

的规定执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75—2017中 8.4的规定

执行。 

5.9 其他有害物质 

按 GB 30981规定执行 

5.10 涂膜外观 

按 HG/T 5778—2020 中 4.4.7规定确定。 

5.11 划格试验 

按 GB/T 9286—1998 规定确定，划格间距为 2mm，并进行胶带撕离试验。 

5.12 铅笔硬度（擦伤） 

按 GB/T 6739规定确定。 

5.13 耐湿热性 

按 HG/T 5778—2020 中 4.4.10的规定确定。 

5.14 耐水性 

按 HG/T 5778—2020 中 4.4.11的规定确定。 

5.15 化妆品内容物 

按 HG/T 5778—2020 中附录 A规定确定。 

5.16 人造汗液 

按 HG/T 5778—2020 中附录 A规定确定。 

5.17 耐盐水性 

按 HG/T 5778—2020 中 4.4.13的规定确定。 

5.18 耐乙醇性 

按 HG/T 5778—2020 中 4.4.14的规定确定。 

（六）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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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按照相关国家要求规定了抽样、组批、检验分类、判定规则的方式。 

6.1抽样 

抽样方法以批为单位，按 GB/T 3186 规定进行，总取样量不少于 100 g。将所取样

品分装于二只清洁、干燥、可密封的试剂瓶中，贴上标签。一瓶供检验用，另一瓶保存

备查。 

（七）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要求均与 HG/T 5778—2020一致，也与行业内的普遍做法一致。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国内的主要生产企业采用现行行业

标准为（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本标准与（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中的技术要求相比，性能有以下

提升： 

5.1.1 提升产品漆液状态及稳定性，将细度限量指标由≤35μm加严至≤10μm，黏度的

限定范围由原来的供需双方商定明确至 10～16 s，保证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使

产品后续使用在成品后漆面不易脱落、不易划损，化妆品包装整体硬度更高。 

5.1.2 提升产品安全性，新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要求,产品作用在后期化妆

品包装成品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释放量，释放量越小对人体的安全性越高。新增其他

有害物质含量要求，指标应符合 GB 30981 的限定要求，使本产品有害物质对人体危害

降到最低，保证产品安全性。 

5.1.3 提升产品耐用性能，将耐湿热性从原来的 5天试样无异常提升到 7天试样无异常，

将化妆品内容物从原来的 24小时后通过试验提升至 72小时后通过试验，将耐盐水性从

原来的 24 小时后试样无异常提升至 72 小时后试样无异常。将耐乙醇性从原来的 24 小

时后试样无异常提升至 48 小时后试样无异常。化妆品包装在后续消费者使用过程中，

因使用环境、贮存环境的改变，容易造成漆面污染从而使包装成品漆面退色、变色。严

重的能造成漆面脱漏等问题。 

5.1.3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真空镀膜涂料》“浙江制造”标准

与国外先进客户要求及行业标准（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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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涂料对比，其主要差异见下表： 

性状 项  目 
本标准拟定

指标 

HG/T 

5778-2020 指

标 

国外高端客

户要求 
先进性 先进性说明 

漆液

状态

及稳

定性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后均匀

无硬块 

搅拌后均匀

无硬块 

搅拌后均匀

无硬块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产品在细度、黏

度较为优良（主

要在物理性能

上体现后续产

品在使用过程

中的稳定性）。

保证产品后续

使用在成品后

漆面不易脱落、

不易划损，化妆

品包装整体硬

度更高。 

细度（限清漆）/μm          

≤（核心指标） 
10 35 29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 

贮存稳定

性 

[（50±

2℃），7d]/

级 

凝胶          

≥ 
6 6 或商定 6 或商定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粘度变化      

≥ 
6 6 或商定 6 或商定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沉降（限色

漆）≥ 
6 6 或商定 6 或商定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施工

性 

黏度（23℃，涂-4）/s（核

心指标） 
10～16 商定 20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 

固化性能（固化条件商

定） 
通过 通过 通过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安全

性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含量/（g/L）（限溶

剂型） 

≤ 420 

/ / 新增项目 

指标的提升主

要体现为产品

作用在后期化

妆品包装成品

时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的释放

量，释放量越小

对人体的安全

性更高。增加油

塞物质限量，指

标应符合 GB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含量/（g/L）（限水

性） 

≤350 

其他有害物质（核心指

标） 

执行 GB 

30981 
/ / 新增项目 

增加有害物质

限量，指标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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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GB 30981 的

限定要求，是本

产品有害物质

对人体危害降

到最低，保证产

品安全性。 

机械

耐性 

涂膜外观 正常 正常 正常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主要在物理性

能上体现后续

产品在使用过

程中的稳定性。

保证产品后续

使用在成品后

漆面不易脱落、

不易划损，化妆

品包装整体硬

度更高。 

划格试验/级       ≤ 1 1 1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铅笔硬度（擦伤）   ≥ HB(面涂） HB 或商定 HB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环境

耐性 

耐湿热性（核心指标） 

温度(50±

2)℃,相对湿

度(95±

2)%,7 天，无

异常 

温度(55±

2)℃,相对湿

度(95±

2)%,5 天，无

异常 

温度(55±

2)℃,相对湿

度(95±

2)%,5 天，无

异常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 

保证产品

使用过程中对

不同环境的耐

用性。化妆品包

装在后续消费

者使用过程中，

因使用环境、贮

存环境的改变，

容易造成漆面

污染从而使包

装成品漆面退

色、变色。严重

的能造成漆面

脱漏等问题。提

升产品耐用性。 

耐水性 

(45±

2)℃,72h，无

异常 

(45±

2)℃,72h，无

异常 

45±

2)℃,72h，无

异常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化学

耐性 

化妆品内容物（核心指

标） 

(45±

2)℃,72h,通

过 

(45±

2)℃,24h,通

过 

(45±

2)℃,24h,通

过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提升产品

耐用性 

人造汗液 

(37± 

2)℃ , 2h ，

通过 

(37± 

2)℃ , 2h，

通过 

（37± 

2)℃ , 2h，

通过 

于行标及国

外同行要求

一致 

耐盐水性[5%(质量分数)

的氯化钠溶液] （核心指

标） 

(45±

2)℃,72h，无

异常 

(45±

2)℃,24h，无

异常 

(45±

2)℃,24h，无

异常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 

耐乙醇性[95%（体积分

数）的分析乙醇水溶液] 

（核心指标） 

48h，无异常 24h，无异常 24h，无异常 

高于行标及

国外同行要

求，提升产品

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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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产品设计、原材料、关键技术、工艺、设备

等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先进性的对比情况。 

5.2.1  增加产品设计研发的要求 

标准对生产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的企业对研发设计提出

了如下要求： 

5.2.1.1 应开展对树脂、低聚物、光引发剂和稀释剂等原料进行选型并确定最佳配比的

设计工作。 

5.2.2  增加主要原材料的要求 

标准规定了生产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的主要原料助剂中

重金属（包含铅、镉、六价铬、汞）含量≤20mg/kg，合成树脂中双酚 A含量≤0.1mg/kg

为后续成品生产质量提供保证。 

5.2.3  增加了工艺及装备的要求 

标准对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的生产工艺及设备提出了如

下要求： 

5.2.3.1 应采用全封闭物料投送系统进行物料管控和加料，配备 PDA 控制加料机、搅拌

釜加配料系统、成品自动灌装线等装备。 

5.2.3.2 应采用转轮浓缩 RTO工艺对废气进行有效处理。 

5.2.4  增加了检验检测要求 

标准对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生产企业的检测能力提出了

基本要求，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生产企业应开展标准中规定

的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检测仪器设备应配备粘度杯、划格器、硬度计、烘箱及恒温恒

湿箱等仪器设备等。确保生产过程中企业对产品进行实时监控，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5.2.5 增加了质量承诺 

标准对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光（UV）固化涂料的质量承诺提出了要求： 

5.2.5.1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 

5.2.5.2 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处理响应，72 小时内为用户提供解决

方案。 

5.2.5.3 保质期内，在规定的包装、贮存条件下，出现质量问题，无偿为客户提供退换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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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在当下国内外安全环保要求日趋严格的情况，能保证保质保量的正常生产，可以更

充分准备迎战全球竞争化市场。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HG/T 5778-2020）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723—1993 涂料粘度测定法 

GB/T 1724—2019 色漆、清漆和印刷油墨 研磨细度的测定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682—2008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739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厚度 

GB/T 6750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278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 13491—1992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GB 30981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HG/T 5778—2020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紫外光（UV）固化涂料 

7  社会效益 

该标准的制定，有助于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涂料制造行业技

术的进步，为提升产品档次和产品推广，提供系列高性价比的产品，将有助于行

业和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使行业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规范市场，促进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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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我国相关制造业的水平，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也有助于推动“浙江制造”品牌为更多人们了解、服务，促进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

耐性紫外（UV）固化涂料产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推动此行业的发展。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需废止其他标准。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

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化妆品包装材料用高耐性紫外（UV）固化涂料》

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1年 7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