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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标准确定了运送到康明斯全球生产工厂的生产零件的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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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为提供给康明斯全球生产工厂的所有生产和预生产零件（包括所有公司间销售）提
供要求。
每个工厂内可能存在特定的规程和/或要求，可能未包括在本文档中，因此，供应商努力
了解任何特定的康明斯接收工厂要求至关重要。供应商须将其包装提案提交给每个特定康
明斯接收工厂的包装代表以进行审批。
新零件和 ReCon 零件实体具有不同的包装要求。请参考《康明斯全球包装标准 - 新零件和
ReCon 零件》。

2. 适用文档
下面列出的适用文档可从所列的各自组织获得。
a.
b.
c.
d.
e.
f.
g.
h.
i.
j.

AIAG B3 - 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应用标准
ASTM D4169 - 装运容器和系统的性能测试标准实践
ASTM D7611 - 树脂标识用塑料制品编码标准实践
CORP-09-10-03-01 - 人体工程学标准
ISO 6780 - 洲际物料输送用平托盘 - 主要尺寸和公差
ISO 8611-1 - 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ISO 8611-2 - 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2 部分：性能要求与试验选择
ISO 8611-3 - 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3 部分：最大工作负载
ISPM 15 -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标准
国家木质托盘和容器协会 (NWPCA)：木质托盘统一标准

3. 定义
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列于 7.4. 标签特定术语表章节和附录 A：包装术语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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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介和一般信息
4.1. 简介
我们制定了《康明斯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以下简称为“本标准”），旨在实现包装
标准化，减少浪费并提高质量和包装可持续性，同时以最低的总体成本提供零件。包装是
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可影响安全性、环境、质量、生产线端交付、订单数量、库
存水平、运费利用率和客户满意度。
包装设计应注重环境影响和安全性，包括考虑通过使用地点进行中转过程中的人体工程学
特性和单位负载稳定性。本标准中概要介绍了有关可接受的材料和方法的具体指导。
在本文档中，“应”一词表示康明斯建议，“须”一词表示康明斯要求，“必需”一词表示法律
或法规要求。康明斯的宗旨是所有供应商都须遵守本文档中的要求。本文档中的章节将为
供应商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符合康明斯对组件交付的预期。
4.2. 目的
本文档为所有康明斯制造厂的所有组件供应商指定了包装实践和标准。对于所有康明斯零
件分销中心 (PDC) 的供应商，请参考《全球包装标准 - 新零件和 ReCon 零件》。这些标准
是供应商制定其零件特定包装规范的基础，并确保所有入厂零部件均以最低的总体成本在
适当考虑可持续性和整个供应链流程的情况下进行适当保护。供应商包装须在直至使用地
点的整个分销链中保持零件质量，无论采用哪些货运条款或运输模式。
《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和《全球包装标准 - 新零件和 ReCon 零件》可通过
www.supplier.cummins.com 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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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www.supplier.cummins.com 屏幕截图
4.3. 供应商合规性
康明斯将会随机检查入厂包装以确定是否符合标准。当存在附加监管要求或其他包装要求，
或未涵盖在本标准中时，供应商负责获得并保证合规。
在不符合本文件中的规定时，康明斯有权：
4.3.1.

发布用于记录不合规的材料不合格项 (MNC)，以通知供应商所需的纠正措施。

4.3.2. 发布供应商纠正措施报告 (SCAR) 以通过供应商质量改进工程师 (SQIE) 领导的
7 步流程记录和实施纠正措施。
4.3.3. 拒绝货物并申请退回材料授权 (RMA) 以退回包装和/或标识不当的任何已收货
物，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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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对于因不符合标准而导致的任何成本，向供应商收取费用。（例如，可能包括
与重新包装、分拣、返工或替换损坏零件等有关的材料和/或人工成本）。
4.3.5.

考虑撤销该供应商的康明斯供应商资格。

4.4. 主要联系人
除了本文中提供的全球要求外，供应商还必须了解并遵守康明斯接收工厂特定的包装要求，
从而促进其包装提案获得及时审批。
特定于此包装标准的问题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采购经理。
在使用或应用康明斯全球包装标准时，您可能会有些需要澄清或更改的建议或问题。请参
阅第 8 页的 4.5 修订和责任章节。
4.5. 修订和责任
康明斯全球包装委员会是由多个康明斯业务部门 (BU) 的包装工程职能领导组成的团队。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帮助康明斯公司供应链制定和维持全球跨业务部门包装标准、通用流程，
并在康明斯包装职能部门创造职能优化。
对标准进行的修订将由康明斯全球包装委员会进行控制和授权。
在使用或应用康明斯全球包装标准时，您可能会有些需要澄清或更改的建议或问题。
建议或问题须使用利益相关者输入表按以下方式提交给采购经理：
a.
b.
c.
d.
e.

利益相关者向采购经理提出疑问
采购经理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利益相关者输入表
利益相关者将填好的表格返回给采购经理
采购经理审查利益相关者的输入
采购经理将填好的表格转发给 GPC 包装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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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修订和责任（续）
供应商负责监控标准和标准修订历史记录。请参阅图 C4：包装成本数据表 (PCDS) 说明。
4.6. 包装规范审批流程
内部和外部供应商须遵循下面的流程以确保其包装符合本标准和工厂特定的包装要求。
一次性包装的单价须在康明斯采购部门的所有工件报价和第 63 页的附录 C：包装数据表
(PDS) 引用的包装数据表 (PDS) 中定义为单项商品。
4.6.1.
a.
b.
c.
d.
e.

工厂包装代表负责为供应商确定特定接收工厂包装参数。例如：

占用空间限制
重量和高度限制
每个容器的数量限制
特别质量要求
生产线端展示定位要求

4.6.2. 供应商须联系每个特定康明斯接收工厂的包装代表，以咨询特定工厂相关的包
装参数。数量有限的康明斯接收工厂已经确定并记录了他们的工厂特定包装要求，这些要
求须包含在供应商的包装提案中。供应商可在康明斯供应商门户网站中找到发布的康明斯
工厂特定包装要求文档。有关工厂特定要求的任何疑问，请联系工厂包装代表。
4.6.3. 供应商须根据本标准和康明斯接收工厂特定要求制定其包装提案，并使用供应
商门户网站 (www.supplier.cummins.com) 上的包装数据表提交给康明斯采购经。附录 C：
包装数据表 (PDS) 中显示了一个示例。
4.6.4. 如果某个零件既用于生产，又用于售后/服务应用，则所有康明斯制造工厂和
PDC 都必须遵循 PDS 审批流程。
4.6.5. 每个接收工厂须在包装数据表中审核供应商提议的包装方案，并在内部完成审
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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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所有单独零件包装规范和相关成本须在将零件运送至康明斯接收工厂之前确定。
除非康明斯接收工厂包装代表授权，否则不得进行任何更改。
4.6.7. 有关包装审批流程，请参阅图 2：包装数据表 (PDS) 数据流程图和图 3：包装数
据表 (PDS) 流程图。

PDMS 过程审批流程

供应商
根据来自
CMI 的意见
完成 PDS

审核 PDS 中的
供应商信息是否准确，
表格是否完成以及
成本是否可接受

完成 64 点清单并将
PDS 表上传到系统中

审核跨职能评论
后完成最终审批

材料
操作
PDMS

供应商

采购

包装

物流

1

2

3

供应商质量

PDMS

包装

5

HSE

4
批准/驳回

PDMS

仅供内部使用

图 2：包装数据表 (PDS) 数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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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包装数据表 (PDS)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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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包装数据表 (PDS) 流程图（续）

当前版本号

192020-099

标准修订等级

002

页码 12 / 70

康明斯机密信息
本文档及其包含的信息为保密、专有信息，未经康明斯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硬拷贝或电子形式透露给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
制、或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工程
标准
名称

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

标识

工厂制造规范（项目）

工程标准编号

19041

5. 包装要求
供应商对包装质量负责，以确保在从原产地向使用地点的运输过程中对零部件进行适当保
护，同时考虑用于货物运输的所有承运模式。
5.1. 零件保护
包装零件和材料时须考虑以下事项：
5.1.1. 包装的设计应能够轻松取出零件而无需进行不必要的处理。
5.1.2. 嵌套零件可以按顺序堆叠，但应能从包装中轻松取出。
5.1.3. 包装的设计应能保证在取下封盖后的“包装”状态下保持安全、稳定的单位负
载。
5.1.4. 保护功能零件上可能受污染物不利影响的开孔。
5.1.5. 当使用塞子和盖帽时，它们须能轻松取下，但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须保持完好
无损。
5.1.6. 对功能零件和预校准零件进行必要的保护，以确保符合图纸规格。
5.1.7. 保护特殊表面，例如：
a. 机械加工面
b. 已涂面漆或待涂漆的表面
c. 已完成电镀或待电镀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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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故障防护
包装可以设计成通过在包装中融入防错功能和/或通过零件展示，对我们的制造流程实施
故障防护和/或帮助装配。
示例：
a. 匹配零件包装成一组，并与配合零件明确关联。
b. 通过扫描条码，零件标识标签可以防止零件错误地引入制造流程。
c.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包装计数与总成单元要求相匹配。
5.3. 零件洁净度
供应商包装和防护方法须保证图纸指定的零件洁净度要求。
5.4. 防护和保存期
以下要求是通用的，需要时可针对特定零件根据康明斯供应商质量改进工程师的指示进行
补充。
为了防止腐蚀或变质，需要进行防护。防护通常独立于包装。
防护须足以在正常仓库存放和运输条件下在 6 个月（对于生产零件）和 18 个月（对于售
后/服务零件）期间内避免产品发生任何腐蚀或变质。6 或 18 个月的保存期在康明斯接受
货物所有权时开始。
康明斯具有指定用于提供尽可能指触干燥零部件的防腐材料的优先权。
如有要求，供应商须提供所使用防腐剂的安全数据表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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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可持续性和环境影响
供应商负责遵守康明斯可持续发展计划，以便不断减少浪费，降低处置成本，并加强我们
对回收活动作出的努力。
5.5.1. 制作包装时，从包装材料的选择到生命周期结束，整个过程都须考虑所有政府
法规和环境影响。
5.5.1.1. 可接受的包装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b.
c.
d.
e.
f.
g.
h.
i.
j.

清洁的瓦楞纸/纤维板
带涂层（无蜡）并可完全回收的纤维板
模塑纸浆
清洁牛皮纸
纸张（可进行 VCI 处理）
聚乙烯材料（HDPE、LDPE、LLDPE），泡沫除外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PETE、PETG、RPET）
聚丙烯材料 (PP)
钢铁
木托盘/盒子/板条箱：
* 须符合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15)。
* 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须符合康明斯的接触限值
8 小时总加权平均值为 0.016 ppm [每立方米空气 0.02 mg/m3 甲醛 (mg/m3)]，任意
15 分钟采样测定的最高浓度为 0.1 ppm (0.15 mg/m3)。

5.5.1.2. 在可能的情况下 首选可生物降解和可商业降解的材料。
5.5.1.3. 在可能的情况下首选在制（预消费）回收材料和消费后回收材料 (PCR)。
5.5.1.4. 在零件编号级别获得康明斯接收工厂批准的允许包装材料：
a. 一次性塑料（例如隔板、分层托盘和垫板）
b. 泡沫（乙烯、丙烯、苯乙烯、氨基甲酸乙酯等）
c. 聚氯乙烯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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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 禁止使用的材料包括：
a.
b.
c.
d.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允许使用并进行管制的材料以外的危险材料。
污染的瓦楞纸（油浸）。
涂腊或涂聚合物的瓦楞纸（不可回收）。
微泡沫层压瓦楞纸。

5.5.1.6. 如果可行，所有聚合树脂材料都须清晰、醒目地标记回收树脂代码。依照
ASTM D7611 - 树脂标识用塑料制品编码标准实践。

图 4：依照可持续包装联盟标准的回收树脂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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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 在设计包装时，可通过以下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影响：
a. 减少包装需要的材料量并避免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
b. 以安全、经济高效的方式重复利用包装材料，并特别注意完成整个周期所需的运输
距离。
c. 最大限度地使用可再生或回收的包装材料。

图 5：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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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集装过程中的精益原则
在确定尺寸合适的容器、类型和零件定位时，须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a. 集装和包装方法须优化包装密度，并考虑零件质量、人体工程学和成本。
b. 人体工程学展示的零件定位须优化操作员抓取、提升、操作和零件向工序的转移。
c. 零件在容器内的定位须利用与容器标签的相对位置作为参考以实现一致的生产线端
展示。
d. 当需要衬垫时，其在容器内的定位须保持一致，从而保持零件与装运标签之间的关
系。
e. 当缩小范围或提升距离可以发挥人体工程学优势时，手动搬运容器是首选方法。
f. 对于任何给定的康明斯工厂，手动搬运容器的毛重限值 (GWL) 不得超过 15 kg 或
33 lbs。
g. 手动搬运容器适用于零件尺寸、特点和重量允许容器以有利于人体工程学的方位容
纳最大毛重为 15 kg 的零件的情况，零件的目标数量为三分之一 (1/3) 至一小时的生
产量。
h. 当现场规定使用时，手动搬运容器的尺寸应确保标准包装数量 (SPQ) 不超过一天的
生产量，但高密度商品除外，例如紧固件。
5.7. 包装材料
5.7.1. 包装设计和材料选择。
供应商在确定包装设计和材料选择时须考虑以下常规实践。
5.7.1.1. 供应商须利用具有足够强度和完整性的材料，以便将高质量零件安全地运输
到使用地点。
5.7.1.2. 供应商须在考虑静态和动态条件的情况下，在容器和衬垫设计中使用适当的
包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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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3. 供应商须在托盘化和单位负载固定中使用适当的包装原则。
a. 最好使用聚酯捆扎带。
b. 未经康明斯接收工厂包装代表在零件编号级别进行书面许可，不得使用金属捆扎
带。
5.7.1.4. 容器应具有适当的尺寸，以便通过托盘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容器/纸板箱/零
件不允许悬垂）。
5.7.1.5. 允许通过使用角柱和护角板来增强所需的单位负载性能。
5.7.2. 托盘设计和制造
托盘的设计和制造须能够有效、适当地运输和存放产品。供应商负责确定托盘的质量和性
能，确保其符合和/或超过要求，并考虑配送和存放环境中会遇到的所有预期动态条件。
回收和/或翻新的托盘须具有与新托盘相同的性能。
建议托盘设计和测试遵循行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a.
b.
c.
d.
e.

ISO 6780：洲际物料输送用平托盘 - 主要尺寸和公差
ISO 8611-1：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ISO 8611-2：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2 部分：性能要求与试验选择
ISO 8611-3：材料搬运用托盘 - 平托盘 - 第 3 部分：最大工作负载
国家木质托盘和容器协会 (NWPCA)：木质托盘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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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 托盘设计要求：
a. 所有国际运输以及向康明斯售后零件分销中心的任何运输都必须符合 ISPM 15，并
清晰地如此标记。随着全球贸易日益繁荣，最好是所有托盘都符合 ISPM 15。此外，
在英国和所有欧洲国家/地区使用或出口到这些国家/地区的所有托盘都须符合
ISPM 15。请参阅下面的图 8：ISPM-15 认证标志，查看认证标志的示例。
b. 40 英寸长 x 40 英寸宽 (1,016 mm x 1,016 mm) 以及更大的托盘须具有 4 向入口。
c. 顶部面板之间的开放空间不得超过 3 英寸 (76 mm)。
d. 顶部和底部边缘面板须在标准公差内与纵梁末端平齐。
e. 纵梁托盘须具有最小 3.5 英寸 (89 mm) 的升降通道。4 向入口托盘上的缺口纵梁须
具有 2.5 英寸 (64 mm) 的开口高度。缺口须为 9 英寸 (229 mm) 宽，具有径向切割的
顶角，并且位于 16 英寸至 24 英寸（406 mm 至 610 mm）的中心上。
f. 块式托盘须具有最小 4 英寸 (100 mm) 的升降通道。
g. 托盘须具有足够的横梁强度，适合与仓库存放架一起使用。
h. 所有紧固件须为沉头或平头，并在产品/包装的整个使用和存放过程中保持如此。
5.7.2.2. 可接受的托盘形式（请参阅第 16 页的图 4：依照可持续包装联盟标准的回收
树脂编码）。
- 块式，带 9 个垫块
- 2 向入口平齐式托盘
- 4 向入口平齐式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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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入口
平齐式纵梁

块式，
带 9 个垫块

4 向入口
平齐式纵梁

图 6：可接受的托盘形式

单翼纵梁

双翼纵梁

单面纵梁

压实木板

图 7：不可接受的托盘形式示例

当前版本号

192020-099

标准修订等级

002

页码 21 / 70

康明斯机密信息
本文档及其包含的信息为保密、专有信息，未经康明斯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硬拷贝或电子形式透露给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
制、或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工程
标准
名称

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

标识

工厂制造规范（项目）

工程标准编号

19041

图 8：ISPM-15 认证标志
5.8. 包装密封
不鼓励需要使用刀片或其他工具的容器密封形式和方法。
5.8.1. 可接受的密封方法包括：
a. 粘合剂
b. 密封带
c. 聚酯或尼龙捆扎带（捆扎）
5.8.2. 禁止使用以下密封方法：
a. 金属缝线和订书钉
b. 金属捆扎带（捆扎）
5.9.模块化
在确定单位负载占用空间/体积时，须遵循以下一般指导原则。在证明偏差合理时，如果需
要，供应商须提供支持性的理论解释。
a. 对于从供应商位置到使用地点的运输方式，单位负载应是模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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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模块化（续）
b. 在使用多种运输方式的情况下，应根据运输方式对单位负载模块化进行优化，从而
实现最低的总体物流成本。
c. 在使用多种运输方式并且一种方式的总体物流成本并不对另一种方式具有优势的情
况下，单位负载须遵循适用于接收客户工厂全球地区的标准。
d. 在确定手动搬运容器是适当包装方法的情况下，对于单位负载而言，容器须是模块
化的。
e. 供应商须确定适合运输方法的单位负载体积的模块化纸板箱尺寸，有关纸板箱模块
化和空间利用的示例，请参阅图 9：负载的模块化和空间利用。

图 9：负载的模块化和空间利用
应最大化托盘和卡车上的空间，并考虑订单数量要求、负载重量和包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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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单位负载稳定性和可堆叠性
5.10.1. 单位负载完整性
单位负载须设计成可在正常搬运、运输和存放过程中保持完整性。
a. 单位负载须在动态环境中（运输过程中）在稳定的水平面（例如货物）上安全堆叠
至高达 100" (2,540 mm)（占用空间和重量）。
b. 单位负载须在静态环境（仓库中）安全堆叠至三倍高度或 10'6" (3,200 mm) 两者中
的较大高度。
c. 为确保最大堆叠强度，托盘上的整体式纸板箱应进行柱式堆叠。
d. 运输至康明斯地点的负载的最大毛重不得超过每单位负载 4,000 磅，除非获
得康明斯接收工厂的授权。
e. 单位负载的高宽比 (h:w) 不得超过 2:1，除非通过康明斯 PDS 审批流程获得批准。
f. 单位负载须具有合理的结构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稳定性，使重心位于容器占用空间
的中心，并位于尽可能低的高度。
g. 康明斯须尽量订购供应商协议中定义的 SPQ 倍数数量的产品。
h. 康明斯应尽量订购偶数层数（SPQ 的偶数层数倍数）。
i. 康明斯应在计划允许时尽量订购标准单位负载数量 (SULQ)。
注意：在康明斯未遵守这些订单数量协议（影响供应链中的价值）的情况下，供应商有责
任正式沟通该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在可能的情况下，单位负载应包含同一零件编号的零件，但在特定于零件和康明斯
接收工厂的康明斯供应链协议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包含混合负载。
k. 当由于产品搭配组合和发布数量的原因而适合使用混合负载时，供应商须在托盘化
过程中应用适当的包装原则。
l. 所有单位负载须尽可能在全层定位中均衡。不允许在单位负载上以金字塔形状堆叠
纸板箱。只有在获得康明斯接收工厂的偏差许可时，才允许例外。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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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专用出口和二次包装指南
本节介绍适用于需要可靠出口包装的国际货物的装箱规范。本规范基于对各种包装形式、
区域可用材料、制造能力和运输条件所进行的研究而制定。
规范通过下列附录进行定义。这些规范作为建议提供给包装工程资源有限的供应商，用于
开发适用于在全球分销环境中保护其零件的应用特定容器。
注意：实木密封装箱，请参阅附录 B：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
5.11. 极端分销条件
极端分销条件需要使用比标准国内公路货运更可靠的包装保护。示例包括零担 (LTL) 与整
车 (FTL) 公路货运、空运、海运、铁路货运和包裹运输。
a. 拼箱 (LCL) 与整箱 (FCL) 海运方式可能需要进一步改进包装设计。
b. 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货物搬运方法需要针对这些因素采取额外的防护。
c. 供应商须负责通过采用挥发性防腐剂 (VCI)、干燥剂和适当的密封方法，充分保护
产品和包装不受水分的影响。
d. 密封方法应包括用塑胶袋或弹性膜覆盖和/或密封单位负载。在使用 LCL 运输方式
时，这尤为重要。
不采用标准运输方式时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
a. 供应商必须对单位负载进行“二次包装”以确保将高质量零件运送至使用地点。
b. 此要求也适用于康明斯国际货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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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危险品和危险货物运输
供应商负责了解并遵守全球各地关于货物运输的现行包装和运输法规。
5.13. 包装试运输
康明斯接收工厂包装代表可能会要求进行包装试验以确认供应商提交的 PDS 中定义的供
应商包装提案。供应商须提前通知装运/交付的协调和跟进。试运输计划和协调须包括以
下内容：
试运输标识标签应为约 8.5 英寸 x 11 英寸 (216 mm x 279 mm) 的普通白色标签，如第 26 页
图 10：试运输标识标签中的示例所示。

试验包装保留
在接收区域
通知
电话

图 10：试运输标识标签
向包装代表发出的提前通知须包含：
a.
b.
c.
d.
e.
f.

装运之前的包装照片
装运数量
PDS 表单
计划交付日期
运输公司
提货单和/或跟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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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包装物料清单和流程文档要求
供应商须建立并保持“包装流程”文档，将康明斯零件编号链接到所需的包装组件（物料清
单）和工作说明。
a. 包装流程文档须使用康明斯零件编号作为主要参考。
b. 包装流程文档须包括装配单位负载所需的所有包装组件的包装零件编号、数量和描
述。
c. 包装流程文档须包括包装操作序列，并考虑零件和衬垫定位以及托盘布局。
d. 托盘布局须确定容器定位，以使所有可能的容器标签在单位负载周围清晰可见。
包装流程和工作说明文档须进行文档控制，并在需要时可随时让供应商包装操作员和康明
斯查看。
5.15. 包装计划
图形表示或“包装计划”不是要求，而是我们实现供应商包装职能优化愿景的一个组成元素。
除了上述要求外，职能优化“包装计划”还将包括以下内容，它们以等距分解图格式表示。
a.
b.
c.
d.
e.
f.
g.
h.

零件描述（名词名称）。
衬垫*（*如果适用）- 具有以符号表示的描述。
零件定位 - 包装状态，包括与衬垫之间的界面*（*如果适用）。
零件定位 - 相对于主容器标签位置。
主容器 - 具有以符号表示的描述和 SPQ。
单位负载的托盘布局，注明标签位置。
包装组件的参考尺寸和重量。
包装计划修订等级/每个文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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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包装计划示例
5.16. 包装测试标准
供应商须确保零件包装性能符合康明斯要求。康明斯一般不要求供应商对其包装进行实验
室验证测试。康明斯建议并可能要求在经过认证的包装测试实验室中进行测试，尤其是对
于关键、高成本、敏感或易碎的零件。供应商负责决定是否进行验证测试、选择适当的测
试标准和保证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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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用可回收包装
6.1. 简介
可回收容器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供应商和康明斯制造工厂之间产品流的经济性。此外，利
用这些容器可以减少一次性包装的集体使用，并推动我们共享环境计划的实现。尽管愿望
美好，但可回收容器计划的一条特定指令并不能彻底消除一次性材料的使用，并使用可回
收容器。在某些情况下，若要高效且经济地发挥相应的容器功能，有必要使用一次性衬垫
和/或捆扎带。
6.2. 可回收包装政策
为了确保产品运输不被打断，供应商须始终报价一种一次性包装解决方案，与可回收包装
具有相符的相同集装方式和配置。
未经负责的康明斯接收工厂包装代表和负责的康明斯采购经理明确书面授权，在任何情况
下，供应商不应采购可回收容器，特意用于为康明斯供货，或认为供应商将会因任何这些
开销而得到补偿。
负责的康明斯接收工厂包装代表债权负责根据总体拥有成本审批和验证所有可回收包装提
案。除非由供应商提供，否则可回收容器属于康明斯拥有的资产，并按此进行考虑。
6.3. 使用可回收包装的理由
使用可回收包装的理由与多个成本变量有关，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包装成本、物流和投资。
只有在进行全面的成本、投资回报率 (ROI) 和环境影响分析之后，才可将可回收容器视为
一次性包装的一种可行替代方案。
注意：康明斯供应商须积极参与提供理由分析所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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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可回收包装的资金和所有权
6.4.1. 所有权
a. 康明斯首选的方法是由康明斯接收工厂拥有/租赁可回收包装。
b. 供应商拥有的可回收包装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但须与康明斯接收工厂进行协商并
获得后者的同意。
6.4.2. 资金/采购
可回收包装投资方法由康明斯接收工厂确定，并通常因供应商组件价格的降低而得到支持。
6.5. 康明斯责任
6.5.1. 康明斯将确定可回收包装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提供容器系列的责任方。
6.5.1.1. 供应商不应假设可回收“容器”意味着可回收衬垫。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假
设供应商会为可回收容器提供一次性衬垫。
6.5.1.2. 对于康明斯拥有的可回收包装，康明斯包装工程师将会领导进行容器/衬垫的
开发和验证。
6.5.1.3.

对于供应商拥有的可回收包装，供应商将会领导进行容器/衬垫的开发和验证。

6.5.1.4.

可回收容器须配备适合容器尺寸和类型的标签、支架或固定夹。

6.5.1.5. 康明斯可回收容器系列可由第三方物流 (3PL) 提供商进行管理。可回收容器系
列规格和容器物流计划将由康明斯供应商、康明斯接收工厂和 3PL 提供商共同协商（如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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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供应商和康明斯接收实体之间达成的协议，容器物流计划应提供以下定

衬垫退回配置或方法。
可折叠特性和退回配置的利用率。
容器清洁和维护频率/计划。
计划结束时存放/重新申请容器处置计划。

6.5.2. 物流成本
除非康明斯和供应商之间的供应链协议中明确说明，否则所有进货和退货物流成本均由康
明斯接收工厂负责。此政策的已知例外是供应商出差错的货物快递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将由供应商负责。
6.5.3. 可回收容器维护
对于康明斯拥有的可回收容器，康明斯接收工厂或 3PL 提供商负责对容器进行常规维护
和清理，除非供应商/康明斯可回收包装合同中规定了其他条款。
6.6. 供应商责任
可回收包装的所有者负责对容器进行维护、清洁、更换和按需购买额外容器。康明斯供应
商必须积极参与可回收容器的系列管理。
6.6.1. 一般要求
当容器由供应商控制和/或拥有时，供应商负责满足以下一般要求：
a. 仅为运输康明斯零件和对目标工厂使用容器。
b. 通过确保以正确方式处理可回收容器并始终保证其安全，防止被盗和滥用。
c. 提供清洁、干燥、有序的空间用于存放容器，不会使容器暴露于环境，并可轻松接
近和查看，以便于在要求时盘点物理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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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一般要求（续）
d. 确保不将可回收容器用于长期、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WIP)，或用于将容器的使用天
数延长至超过协议的允许拥有时间或“浮动”天数的任何形式的用途。
e. 供应商须具有备用的一次性包装解决方案，并满足与可回收包装相同的参数（占用
空间、数量）。
f. 供应商须具有可回收和备用一次性包装的已批准 PDS。
g. 如果对备用一次性包装的需求直接归咎于供应商未遵守协议的浮动天数，则供应商
将承担费用。
h. 如果容量或物流的变化将会影响协议的浮动天数和/或系列规格要求，则提前 6 个
月通知康明斯接收工厂。
i. 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容器。
j. 须使用提供的方法（标牌、支架或固定夹）将装运标签应用到容器上指定的位置。
k. 不得应用任何其他标签、标记，或以任何方式丑化容器。
l. 当康明斯要求时，供应商必须在接收和装运交易层面对容器进行跟踪。当康明斯要
求时，供应商必须以与康明斯接收工厂或 3PL 提供商协议的频率进行指定容器的
库存核对。
m. 对于因供应商操作不当或疏忽而导致的容器损失，将会发生费用。
n. 可能会要求供应商在需求减少期间以及在计划结束并等待重新申请/处置计划时存
放容器，存放期限由供应商和康明斯接收工厂商定。
6.6.2. 可回收容器维护和清洁
对于康明斯拥有的可回收容器，康明斯接收工厂或 3PL 提供商负责对容器进行常规维护
和清理，除非供应商/康明斯合同中规定了其他条款。

当前版本号

192020-099

标准修订等级

002

页码 32 / 70

康明斯机密信息
本文档及其包含的信息为保密、专有信息，未经康明斯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硬拷贝或电子形式透露给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
制、或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工程
标准
名称

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

标识

工厂制造规范（项目）

工程标准编号

19041

6.6.2.可回收容器维护和清洁（续）供应商必须：
a. 隔离任何损坏或疑似损坏的容器。
b. 利用供应商自己的不合格材料标签标识所有损坏或疑似损坏的容器。
c. 包含特定的详细信息，例如容器上的缺陷类型和位置。
d. 立即将损坏或疑似损坏的容器退回给康明斯接收工厂或 3PL 提供商。
如果损坏或缺陷确实是由于供应商和/或其代表的过失行为所致，可能会向供应商收取维
护费用。
供应商须确认退回的所有容器都已清除了过期的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内部无残渣并处于
安全的可用状态。
对于供应商拥有的可回收容器，供应商负责对容器进行常规维护和清理，除非供应商/康
明斯合同中规定了其他条款。

7. 条码装运/零件标签规范
7.1. 目的
从原产地到使用地点实现包装材料标识要求的标准化。
7.2. 范围
这些要求适用于运输至所有康明斯全球制造工厂的所有生产零件和/或材料，包括样品。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新零件和 ReCon 零件，并且未涉及适用关税、特别处理说明或危险材
料标签可能要求的内容标识。

当前版本号

192020-099

标准修订等级

002

页码 33 / 70

康明斯机密信息
本文档及其包含的信息为保密、专有信息，未经康明斯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硬拷贝或电子形式透露给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
制、或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工程
标准
名称

全球包装标准 — 生产零件

标识

工厂制造规范（项目）

工程标准编号

19041

7.3. 简介
首选的康明斯标签格式为 ODETTE。Odette 格式最初主要在欧洲使用，但随后被许多全球
汽车供应商采用。另一种可接受的标签是 AIAG 装运/零件标识标签标准。康明斯的旧标
签格式基于 AIAG B-3 格式（请参阅下面第 39 页的图 15：具有毛重和原产地的旧康明斯
标签），多个工厂已经采用了后一版本。请参阅工厂特定包装要求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并在包装数据表 (PDS) 上提交包装标签示例以待审批。
这些标签旨在提高供应商和客户的生产效率，并通过有效和高效地捕获生产数量、仓库输
入/输出、周期盘点、托运人生成、转运、货物中转控制、接收和其他库存控制数据，改
善供应商和客户的控制。供应商应尽可能提供符合这些规范的条码标签。
7.4. 标签特定术语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项目 - 采购、制造和/或分销的单个零件材料。
标准数量包装 - 始终包含标准数量相似项目的包装。
非标准数量包装 - 包含可变数量相似项目的包装。
通用项目包装 - 包含所有相似项目（即相同零件/项目编号）的包装。
混合项目包装 - 包含具有不同零件/项目编号的项目的包装。
分装 - 较小包装的一种（可能是标准数量包装或非标准数量包装），构成较大的多
件包装。
装运包装 - 用于将项目从一个工厂运至另一个工厂的包装，可以是上述任何一种包
装。
标签 - 进行标记并粘贴到物体上，用于指示其性质、内容、所有权、目的地等的卡
片、纸条。
标牌 - 悬挂在物体上的标签，通常用一根穿过标签/标牌上的加强孔的钢丝悬挂在物
体上。
装运/零件标识标签 - 用于标识装运包装内容的标签。
主标签 - 用于标识和概述装运包装全部内容的标签。
混合负载标签 - 用于在相同单位负载上指定混合内容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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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标签特定术语表（续）
m. 包装或负载 - 用于保护和容纳项目并可通过手动或机械方式易于操作的单元。容器
或包装的示例通常为一次性袋、纸板箱、托盘上的纸板箱、托盘箱和金属管以及金
属架/栈板。
n. 接收地点代码 - 康明斯为每个工厂收货区位置指定的唯一代码。（例如，R/L 022
表示哥伦布中型发动机厂）
o. 净重：包装中包含的产品总重量。
p. 毛重：装运单元的总重量，包括产品、包装和衬垫材料。毛重 = 净重 + 包装和衬
垫重量。
7.5. 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尺寸和材料
标签尺寸和标签数据区尺寸如图 12A：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尺寸和图 12B：装运/零件标识
标签尺寸所示。
标签纸的颜色应为白色，带有黑色印花。如果可以保证与包装基质的有效粘合并且应用后
无褶皱，则粘合剂类型可以是压敏型或干涂胶型。如果由于容器尺寸或设计而无法将指定
标签粘贴到包装/容器上，将需要进行特殊安排。（请参阅第 41 页的第 7.7 节：特殊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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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TTE 标签格式和尺寸

图 12A：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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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斯旧标签格式和尺寸

图 12B：装运/零件标识标签尺寸
7.5.1. 装运/零件标识标签悬挂标牌尺寸和材料
标牌尺寸应与上述相同，外加向标牌上增加加强孔所必要的材料。标牌应足够结实，以保
证可在其目的地进行阅读。（请参阅第 38 页的图 13：装运/零件标识标签悬挂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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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DETTE 标签格式的悬挂标牌
设计

基于康明斯旧标签格式的悬挂标牌设
计

图 13：装运/零件标识标签悬挂标牌

图 14：具有原产地位置数据的 Odette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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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具有毛重和原产地的旧康明斯标签
零件编号、数量、供应商编号和标签序列号应包含在每个标签的指定数据区域内，并以人
类可读字符和条码符号形式显示。如果您从库存中提取带有标签的包装产品并运往多个康
明斯地点，则单独纸板箱上的采购订单号可以例外，但主标签应以人类可读字符和条码符
号形式显示采购订单号。所有数据的长度可能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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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标签标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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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条码符号
7.6.1. 标签标识码
条码符号起始码之后第一个位置的数据标识码须用于标识后面跟随的信息。此字符不包括
在人类可读行中，但显示在相应数据区标题下面的人类可读字符中。不鼓励在装运包装上
使用其他条码符号，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适当的。为了防止将错误数据读入系统并
区分所有条码符号，置于装运/零件标识标签上添加的任何条码符号都须具有数据标识符。
在装运包装上的其他位置添加的任何条码符号也须包含数据标识符。数据标识符代码列于
第 40 页的图 16：标签标识表中。
请注意，标识符“D”和“E”保留，供以后分配给客户和供应商地点提供的数据。如果供应
商或客户希望为多个数据项目分配不同的标识符，则可以使用双数据标识符，例如：“EA”
表示供应商的产品编号，“EB”表示供应商的检验师编号，等等。
所有条码须为 39 码
7.6.2. 校验数位
不得在条码中添加校验数位。
7.6.3. 质量保证要求
供应商负责提供符合这些规范的条码标签。有专门的设备用于验证条码符号是否符合这些
要求。通过购买其软件或服务，即可在线获得用于打印标签的条码标签解决方案，从而最
大限度地降低硬件投资成本。
7.7.特殊标签
虽然这些规范涵盖大多数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将会规定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做出特
殊安排。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情况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从而确保不增加复杂性
和成本。
多项目和混合项目包装是可能需要特殊标签以便更好进行处理的两 (2) 种情形。只有在供
应商和客户双方同意时，才能使用这两种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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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特殊标签（续）
当在同一个容器内装运多个或成对的零件编号时，所包装的每个零件的人类可读零件编号
应打印在“零件编号”区域，而不应打印这些零件编号的条码符号。（请参阅第 42 页的图
17：特殊标签）。

图 17：特殊标签
7.7.1. 多项、通用项目包装
在要标识多项、常用项目包装的全部内容时，须使用第 43 页的图 18：主标签所示的主标
签。多件包装的每个分包装须用装运/零件标识标签进行标识。整个多件包装须用主标签
在单位负载的 2 侧进行标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适当的方式将标签放置在包装上，即
当拆开包装时，标签将被废弃（例如，将主标签悬挂在捆扎或拉紧包装、收缩薄膜包装上
或悬挂在二次包装托盘纸板箱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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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多项、通用项目包装（续）
在此标签的顶部，标题“主标签”须用粗体的 1.0 英寸 (25.4 mm) 字母打印。其余的标签格
式须符合装运/零件标识标签的规范，只不过序列号的数据标识符须为 (M) 而不是 (S)。前
面带有“M”的序列号（仅限条码形式）须为唯一的编号，在一年时间内不得重复。主标签
上的数量须为所有分包装中的总数量。
采购订单号是康明斯公司对“主标签”要求的必填字段。人类可读采购订单号的高度至少须
为 0.2 英寸 (5 mm)。采购订单号的条码符号须位于人类可读字符的下面，高度至少须为
0.5 英寸 (13 mm)。采购订单号的预期最大长度为八 (8) 个字符，外加数据标识符 (K)。

图 18：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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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混合项目负载
混合项目负载的标签须具有以粗体 1.0 英寸 (25.4 mm) 字母书写的文字“混合负载”，该标
签须粘贴在包装/容器上的醒目位置。指定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标签设计：一种为通用设计，
旨在提醒内部封装了混合材料，别一种标识了供应商和序列化信息。
如上所述，每个分包装或项目须用装运/零件标识标签进行标识。
有关两种标签的示例，请参阅第 44 页的图 19：混合负载标签示例。

通用混合负载标识标签

带供应商和序列数据字段的混合负载标
识标签

图 19：混合负载标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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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标签位置
图 20A：标签位置示例、图 20B：标签位置示例和图 20C：标签位置示例中显示了最常用
装运包装和推荐标签位置的插图。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了两个标签。标签的下边缘须平
行于包装/容器的底座。
为了便于自动读取条码符号，标签的上边缘与容器顶部的距离应尽可能大于 0.5 英寸。只
要空白区符合规范，就可以使用绕贴标签。

图 20A：标签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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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B：标签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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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C：标签位置示例

8. 人体工程学和可持续性
在确定尺寸合适的容器、类型、零件定位和人体工程学时，须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a. 集装和包装方法须优化包装密度，并考虑零件质量、人体工程学和成本。康明斯人
体工程学标准 (CORP-09-10-03-01) 包含完整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指南。可以在康明斯
供应商门户网站找到此文档。
b. 人体工程学展示的零件定位须优化操作员抓取、提升、操作和零件向工序的转移。
操作员应能够从包装中抓取和提升零件，同时保持正中姿势。
c. 零件在容器内的定位须利用与容器标签的相对位置作为参考以实现一致的生产线端
展示。
d. 零件应按照与装配或处理时相同的定位进行展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零件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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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体工程学和可持续性（续）
e. 当需要衬垫时，其在容器内的定位须保持一致，从而保持零件与装运标签之间的关
系。
f. 衬垫应包括手耦合设计和手柄方向，以便保持有力的抓握和中正姿势。在包含手柄
的情况下，理想的手柄长度最小为 5"，把手开口最小为 4.5"。衬垫须设计成便于手
部伸入，从而适当抓取零件在设计手部间隙时，应考虑到手套。
g. 应使用衬垫来防止零件漂移。
h. 当缩小范围或提升距离可以发挥人体工程学优势时，手动搬运容器是首选包装方法。
相对于散货包装，手动搬运容器的优势在于有助于实施小批量策略，更小的范围或
提升距离有助于发挥人体工程学优势。
i. 可能超过重量指导的任何包装都应在设计时考虑举升辅助装置或设备。

9. 参考读物
编制此标准时使用了下列参考。
a. AIAG B1 - 条码符号标准
b. ANSI ASC X12.3 - 数据元素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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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
表 A1：包装术语表
术语
3PL

定义
第三方物流服务

4 向入口

一种托盘，其配置允许从托盘的所有侧面插入和抽出搬运设
备。

粘合剂

能够将一个表面粘合到另一个表面的材料。与纸板箱配合使用
时：用于粘合成堆硬质纸板、将面板粘合到组合瓦楞纸板中的
瓦楞芯纸、粘合纸箱的重叠边以形成制造商接头或粘合箱盖以
封闭槽式箱的材料。

AIAG

汽车行业行动小组 (Automotive Industry Action Group)

护角板

护角板用于在存放或运输过程中保护包装的产品。它们用于保
护货物，避免出现凹痕、捆扎、缠绕膜和其他装运和搬运损
伤。还用于提高堆叠强度。

APQP

先期产品质量策划 (Advanced Production Quality Planning)，一种
用于引入全新或经过更改的产品和流程的系统性流程。

保证等级

包装的测试强度，基于想要达到的包装性能等级。对于平均保
证等级，可以使用中等测试强度的等级 II；对于最高保证等级，
可以使用等级 I；对于最低保证等级，可以使用等级 III。

提货单

详细的货物装运清单，以运输公司向货物寄售人开具收据的形
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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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垫块

托盘面板之间或上部面板下面的矩形、方形或圆柱形面板垫片
或垫块，根据其在托盘内的位置，通常标识为角部垫块、末端
垫块、边缘垫块、内部垫块、中心或中间垫块。

散货包装

一个容器，在该容器内部或上面包装了多个类似零件，该容器
用作单个容器，不包含多个零件主容器。

“A”类表面

汽车设计中使用的术语，用于描述一组高效率、高质量的自由
曲面。

密封装箱

具有结构框架和面板构件的容器，结构框架和面板构件紧固在
一起，形成一个刚性外壳。用于形成这个外壳的面板可以由瓦
楞纸板、胶合板、OSB 或足够坚固以至于能够容纳给定产品的
任何产品制成。密封装箱的箱子完全密封，并且任何部分（即
侧面、末端、顶部、底座和上盖）都是活动的，以便进行装
填。

封闭

一种用于封闭容器以保护内容物的方法。

容器系列规格

支持与原产地之间给定的可回收系统流所必需的容器数量。

角柱

一个结构支撑构件，位于单位负载或纸板箱内部或外部，用于
提高堆叠能力。

阻蚀剂

用于抵制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氧化的介质。

瓦楞包装材料

通过将一张或多张沟纹式瓦楞芯纸粘合到一张或多张平夹心面
板或衬板而构成的结构。有时会不严谨地称为硬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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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空间利用率

空间利用率是一个行业术语，指的是被利用的总可用空间量，
以百分比表示。如果空间被产品完全填充，则空间利用率为
100%。此术语在二次、三次或卡车/容器加载中有效。

康明斯接收工厂

专门接收供应商提供的零件的康明斯工厂位置。

周期盘点

周期盘点是一种库存管理程序，在此程序中，按照指定的间隔
对库存的小子集进行盘点，以验证实物盘点是否符合系统平
衡。

货架板

托盘面板的元件或组件，垂直于纵梁或纵板。

货架板间隔

相邻货架板之间的距离。

干燥剂

用于将封闭容器内的湿度快速降低到预先确定的较低值，之后
在一段时间内将湿度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干燥剂。

双翼

一种托盘形式，具有在托盘纵梁上延伸的上下货架板。

衬垫

用于在装运过程中定位、固定和/或保护货物的装置或材料。

动态环境

产品处于运动之中的状态，例如在货物运输活动中。

一次性包装

主要供一次性使用，之后进行处置（例如重复使用、回收或弃
置）的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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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故障防护

对某一行动或结果进行固有错的方法。

车队规模

在可回收容器系统中分配给供应商和康明斯接收工厂侧组合流
的容器天数。

浮动天数

在可回收容器系统中专门分配给供应商侧流的容器天数。

占用空间

特定包装或单位负载的长度和宽度尺寸。

GPS 网站

全球采购系统网站，供应商可以在其中访问有关采购和包装标
准的信息和要求。

等轴

一种用于表示三维物体的技术投影方法。

ISPM-15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第 15 号标准。国际植物保护委员会 (IPPC) 的
一项全球法规，是针对扑灭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实木包装材料中
的昆虫而批准的管理措施。通常通过获批准的热处理或熏蒸流
程来完成。

JISK0303

管理木制品中空气传播甲醛浓度的日本工业标准。

标牌

一种提供可重复使用标签固定表面的装置，可以在其上快速粘
贴和取下一次性标签而不会留下任何标签残留。

生产线端展示

向装配线或精益制造装配站介绍供使用的零件和/或包装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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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木制品

通过人工流程用原木制造的木质材料，用于制造胶合板、定向
刨花板 (OSB)、分层木材贴面板、分层刨花板、压实木板等。

金属缝线

使用从线轴上抽取的线材通过机械加工方式成型的紧固装置。

混合负载

由包装零件的多个零件编号构成的单位负载。

模块化

将标准化包装单元联合在一起形成更大合成体的理念，可提高
包装单元和运输方式的效率。

嵌套

堆叠项目的配置，在这种配置中，每个连续项目在某种程度上
包含在下一个项目中。

NIOSH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美国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机
构。

NWPCA

国家木质托盘和容器协会，一家制定和管理木质托盘和木质容
器结构和材料标准的北美洲组织。

敞开式板条箱

具有结构框架的木质容器，结构框架紧固在一起，形成一个刚
性支撑结构。

悬垂

零件/纸板箱/单位负载的部分伸出到托盘宽度或长度维度之外。
（不允许。）

二次包装

一个大的/辅助容器，内部包装较小的主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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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托盘化

将容器堆叠并固定在托盘上作为一个单位负载进行装运。

植物检疫

消除有害昆虫和植物病害。参考 ISPM 15。

为每个产品做计划
(PFEP)

定义并优化包装零件的集装和材料流特性的流程，包括零件定
位、标准包装数量（规格适当的包装）、包装尺寸和重量、生
产线端展示、交付频率等。

原产地

康明斯接收货物所有权的地点或场所。

使用地点

产品或组件将被使用的地点或场所。

塑胶袋

由任何热塑聚合物或其组合制成的塑料薄膜袋。

预消费回收材料

预消费材料（也称为在制材料）是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并重新用于制造相同的材料或产品。

消费后回收材料

消费后内容来自于消费者购买并使用过的成品，使用后进行回
收以制造新产品，使其免于被移送到垃圾填埋场。

生产零件审批流程
(PPAP)

用于记录避免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问题所需的初始质量计划工作
的流程。

主容器

所包装零件的最小集装单元。

可回收材料

可进行再加工以用作原材料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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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可回收容器

一种专门针对长期收益和在产品生命周期内重复使用而进行设
计的装运容器。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可以安全地重复使用有限的使用周期数而不影响其保护功能的
包装。

尺寸适当的容器

可优化材料流和生产线端展示的包装数量和容器尺寸。

S 审核

寻找新供应商时使用的采购准备情况审核流程。

辅助容器

内部包装一个或多个主容器的容器。

发光体

伸出到木质托盘、板条箱或盒外部的凸出紧固件。

收缩膜

对包装或产品使用的塑料膜，之后通过加热炉或其他加热装置
使塑料膜收缩在项目周围。

实木

均质原木包装材料（例如实木板或厚木板）。

静态环境

产品处于静止的状态，例如在仓库环境中。

缠绕膜

对包装/产品使用的塑料膜，多圈重叠拉伸缠绕在单位负载周围
以使产品的托盘负载牢固地固定在一起形成整体。

纵梁

为托盘的面板提供支撑的连续纵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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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包装术语表（续）
表 A1：包装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单位负载

多个纸板箱或散装项目装配到单个包装容器或结构中以便于搬
运、存放和运输。

VCI

一种化学蒸发流程，用于延缓或防止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腐
蚀。通常称为“挥发性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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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

B1. 范围
本文指定适合美国国内和国际使用的实木板条箱包装的推荐结构和尺寸标准。这些标准旨
在提供标准化、减少产品损坏并避免因包装失效而导致的安全相关事故。本文包含的指南
可指导用户选择康明斯公认的最佳包装解决方案。指南将会考虑各种参数（例如尺寸、重
量、容量）以实现最终解决方案。

B2. 方法
这些指南是根据对各种包装方式、区域可用材料和制造能力、运输条件和行业公认的测试
程序进行的综合研究结果而制定的。在确定了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后，这些解决方案将接受
多个利益相关者的严格运输测试（ASTM D4169，保证等级 1 – 坠落/振动/冲击）和审核，
以确保成功实施。

B3. 制造详细信息
下面的详细信息包括选择所需包装解决方案时浏览指南所必需的所有参考信息。
B3.1.
材料 – 使用的所有实木须遵守 ISPM 15 要求，且含水量不得超过 14%。在包
装解决方案的制造过程中可以使用以下材料：
a. 硬木树种 –（例如：橡木、山杨木、枫木、白杨木、白蜡木、杨木、槐木）。
b. 软木树种 – 云杉木、松木、冷杉木。
c. 胶合板 – 只允许对壁板组件（侧面、末端和顶部）使用 E0 或 E1 级胶合板。如果选
择对壁板组件使用胶合板，则不需要加装板条。（请参阅图 B1：胶合板板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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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康明斯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续）

图 B1：胶合板板条箱
B3.2. 紧固件
a. 类型 – 螺旋杆、光杆和环纹钉是制造过程中允许使用的紧固件。只要符合接合要求，
也可以使用螺钉。订书钉是不可接受的紧固件。
注意：凸出的钉或螺钉称为“发光体”。从安全角度来说，不允许存在“发光体”，以
避免搬运过程中造成人员伤害。
b. 接合 – 两个构件的紧固件接合至少须为 75%。（例如，在将 0.75” (19.05 mm) 厚的
面板钉到 1.5” (38.1 mm) 厚的夹板时，紧固件的最小长度须为 1.5” (38.1 mm) 以提
供足够的接合。）
c. 顶部须用螺钉紧固，以便于拆开包装和进行海关检查。
d. 将产品紧固到底座 – 如果要将产品紧固到底座，供应商须使用最小厚度为 1.5”
(38.1 mm) 的面板材料，且不得使面板凸出，否则可能会导致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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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康明斯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续）
B3.2. 紧固件（续）
占用空间尺寸 –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空间利用率并在运输中最大限度地减轻横向冲击，
板条箱的占用空间须包含至少以下尺寸之一（请参阅第 59 页的表 B1：占用空间尺寸）。
在无法满足此要求的情况下，供应商必须在实施之前联系康明斯包装代表以获得批准。
表 B1：占用空间尺寸
国际（宽度为 90” 的海运
容器）

美国国内（宽度为 96” 的
厢式货车）

英制
（英寸）

公制
(mm)

英制
（英寸）

公制
(mm)

15

381

20

508

18

457.2

24

609.6

22.5

571.5

32

812.8

30

762

48

1219.2

45

1143

96

2438.4

90

2286

B3.3. 捆扎 – 所有板条箱上都必须进行单向捆扎。首选捆扎材料须为最小宽度为 0.75”
(19.05 mm) 的聚酯。不允许使用金属捆扎带。捆扎带须与压板和板条（如果有）对齐。如
果大跨度上的壁板强度不足成为问题，可以在中心流道的任一侧布置一条中央束带。
B3.4.板条箱容量 – 须遵循以下三种负荷等级：
a. 轻负荷 (< 1,000 lbs/453 KG)
b. 中负荷 (1,000-2,500 lbs/453-1,133 KG)
c. 重负荷 (2,500-4,000 lbs/1,133-1,81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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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康明斯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续）
B3.5. 组件详细信息
a. 壁板（顶部、侧面和末端构件）– 壁板的最小宽度应为 3.5” (88.9 mm)。允许使用各
种宽度组合，只要板条之间没有间隙即可。如果担心大跨度上的壁板强度，可以布
置一块中心夹板以提供额外的横向支撑。
b. 夹板 – 夹板与平行于流道的壁板结合在一起。侧面和顶部须用紧固件固定到夹板末
端，并且须将夹板紧固到流道的侧面。
c. 面板 – 如果板条箱具有较大的跨度，并且在利用按照图 B3：板条箱组件尺寸指定
的特定面板尺寸板厚时担心面板强度，供应商须利用更大尺寸的面板厚度以适合应
用。
d. 板条 – 板条可加强平行于流道的板条箱围长。须在板条上布置捆扎带。在布置板条
时，板条与流道边缘的距离不得超过 2” (50.8 mm)，以防卡箍偏离叉齿。
e. 流道条 – 如果供应商选择使用厚度小于 2.5” (63.5 mm) 的流道，则需要使用流道条
（下面板）以防流道偏移/弯曲。流道条至少须为 0.5” (12.7 mm)（请参阅图 B2：流
道条）。

图 B2：流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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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康明斯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续）
B3.6. 板条箱组件

图 B3：板条箱组件尺寸

图 B4：板条箱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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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康明斯生产零部件包装指南 - 实木密封装箱（续）
B3.7. 制造方法

图 B5：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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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包装数据表 (PDS)
须填写包装数据表 (PDS) 并返回给康明斯采购经理。
PDS 表的示例图形可能并不是最新修订等级。供应商须从康明斯供应商门户网站获取最新
发布的 PDS 模板版本。
PDS 包含两个数据输入表格，须详尽填写这两个表格。这两个表格分别是包装规范数据表
(PSDS) 和包装成本数据表 (PCDS)。
此外，可将检查要求表用作参考，以确保提议的设计概念中已满足所有标准要求。
通过在线连接到以下路径，可在供应商门户网站上找到 PDS 表：
www.supplier.cummins.com
 从左侧菜单中选择“标准和流程”  选择“包装数据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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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包装规范数据表（续）

图 C1：包装规范数据表 (PSDS)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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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包装规范数据表（续）

图 C2：包装规范数据表 (PSDS)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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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包装规范数据表（续）

图 C3：包装成本数据表 (PCDS)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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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包装规范数据表（续）

图 C4：包装成本数据表 (PCDS)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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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修订记录表
表 D1：修订记录表
日期

页码

更改或更新的内容

修订者：

7/11/2019

所有

用“工厂”替换了“现场”一词

P. Ouillette

7/11/2019

所有

P. Ouillette

7/11/2019

1

用包装数据表 (PDS) 替换了包装规范数据表
(PSDS)
更新了摘要

7/11/2019

6

添加了供应商门户网站图像

P. Ouillette

7/11/2019

8

从 NCMR 或 MNC 更改为了仅 MNC

P. Ouillette

7/11/2019

8

用采购经理替换了全球包装委员会成员

P. Ouillette

7/11/2019

8

将用户引导到了 CMI 供应商门户网站上的工厂特 P. Ouillette
定包装要求文档

7/11/2019

9

添加了第 10 页的图 2：包装数据表 (PDS) 数据流 P. Ouillette
程图。

7/11/2019

10

更新了包装数据表 (PDS) 流程图

7/11/2019

11

更新了包装数据表 (PDS) 流程图（续）以显示与 P. Ouillette
上一页的连接

7/11/2019

12

更新了第 13 页的 5.1：零件保护章节

P. Ouillette

7/11/2019

7, 13, 14

取消了供应商质量改进工程师 (SQIE)

P. Ouillette

7/11/2019

13

将防护的定义更改为包括变质

P. Ouill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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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修订记录表（续）
7/11/2019

13, 14

更新了“可持续性和环境影响”一节，以澄清可接 P. Ouillette
受、在批准情况下允许使用和禁止使用的材料。
指明了需要在零件编号级别获取允许材料包装审
批。添加了依照可持续包装联盟标准的回收符号
图表

7/11/2019

17

将第 19 页的第 5.7.2 节的标题从“托盘制造”更改 P. Ouillette
为了“托盘设计和制造”。为托盘测试建议添加了
ISO 参考。将第 18 页的第 5.7.1.2 节从“托盘形式”
更改为了“托盘设计要求”。更新包括纵梁和块式
设计的升降通道。

7/11/2019

17

添加了对于所有国际运输，所有木质托盘必须遵 P. Ouillette
守 ISPM 15 要求。

7/11/2019

17

指明了不允许容器/纸板箱悬垂

P. Ouillette

7/11/2019

18

向不可接受的托盘形式中添加了单翼托盘。

P. Ouillette

7/11/2019

18

指明了需要在零件编号级别获取金属捆扎带审
批。

P. Ouillette

7/11/2019

20

更新了显示包装模块化的图表

P. Ouillette

7/11/2019

22

将单位负载高宽比 (h:w) 更新为了在未获得 PDS
审批时不超过 2:1

P. Ouillette

7/11/2019

24

更新了第 28 页的图 11：包装计划示例以取消包 P. Ouillette
装箱上的订书钉图像，因为康明斯工厂不允许使
用订书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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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修订记录表（续）
7/11/2019

24, 25

更新了包装测试标准中的语言以反映康明斯保留 P. Ouillette
要求测试的权利这一事实。

7/11/2019

29

第 34 页的第 7.3 节；更新了首选的康明斯标签信 P. Ouillette
息以及这一决策背后的原因。

7/11/2019

30

向文本中添加了净重和毛重的定义（o. 和 p.）。 P. Ouillette

7/11/2019

31

添加了具有推荐尺寸的标签模板图像，在标签上 P. Ouillette
显示重量和原产地空间。

7/11/2019

32

添加了两种首选标签格式的图像。

7/11/2019

32, 33

在已完成的标签中添加了每种格式的图像示例。 P. Ouillette

7/11/2019

34

添加了显示标签要求的表格。

7/11/2019

38-40

第 45 页的第 7.7.3 节；将标签位置图更新为了更 P. Ouillette
易于阅读的表格。

7/11/2019

41

第 47 页的第 8 节；添加了“人体工程学和可持续 P. Ouillette
性”一节。请注意，康明斯人体工程学标准位于
供应商门户网站上 (supplier.cumm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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