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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铝箔创新奖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全球铝箔生产商倡议组织

活动目的：
收集和评选中国企业最新开发并商业化应用的铝箔产品和最

佳解决方案，并做广泛的公益性传播和推广，增加公众认知，
以鼓励和倡导铝箔上下游企业的密切合作，展现铝箔这一材
料的优异特性和特殊作用，促进铝箔的应用，在为消费者带
来更多的便利的同时，也推动铝箔产品对社会绿色消费和可
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评选范围：
针对采用铝箔制备的产品，或用铝箔作为复合材料、结构件
或包装体系的产品。涉及家用铝箔、包装铝箔和铝箔工业技
术应用的诸多方面。

奖项分类：
设置了5个能展现铝箔作用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奖项：

活动背景：

创新是工业的命脉。 在当今消费不断升级、可持续性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对产品要求越来越高的新时代，那些持续创新的企业
必将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由于铝箔的优异性能，其在消费者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已经

被广泛应用并发挥着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也需要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快从生
产制造向服务制造的转型，以铝箔为载体，更好的满足客户和消费
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我们希望能通过此活动，强调铝箔优势，褒奖铝箔材料创新、

制造创新、产品创新、设计创新、应用创新、回收创新、服务创新，
展现铝箔产业链的企业公民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展现从业者的
创新、创造能力，从一个侧面点滴推动整个行业和社会的创新和创
造进程。

2019年，“中国铝箔创新奖”将是第三次举办。2017年首届

和2018年的二届铝箔奖评选，累计有40多个公司提交了近百个申报
产品和项目，涉及铝箔轧制产品和铝箔应用产品，由10位业内独立
的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出六类奖项的共31个获奖产品和项目。主

办方对获奖产品进行了广泛推介，引起了产业链相关方的关注，具
有良好的市场导向。

2019年，我们期待更多企业积极参与，分享你们与供应商或用
户的共同创新成果和解决方案！

推动铝箔产业链的创新性和创造性…

◼市场与设计奖
◼便利消费奖
◼资源效率奖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成立于1981年，是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民政部

注册登记，由中国有色金属加工行业的生产企业、科研设计单位、
大专院校、设备制造和相关辅助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
业性、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是中国唯一专业从事有色金属加工行业
发展规划、协调、服务的国家级行业组织。

地址：北京复兴路乙12号 电话：010-63971616
E-mail:ysjgxh@126.com       www.cnfa.net.cn 

全球铝箔生产商倡议组织（GLAFRI）
The Global Aluminium Foil Roller Initiative

是一个全球性的协会组织，其宗旨是协调在铝箔可持续性发展方面
的相关行动，以推动铝箔市场的增长和促进行业创新发展。截止
2019年4月，GLAFRI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2个会员，代表了全球55%以
上的铝箔产量，其中包括16家中国主要铝箔生产企业。

Tel: +49 (0)211 47 96 168  E-mail：stefan.glimm@alufoil.org
www.global-alufoil.org

◼产品保护奖
◼技术创新奖



关于奖项分类：

1. 市场与设计奖（Marketing+Design）
对商品品牌拥有者、零售商和消费者而言，产品包装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奖项将授予针对外观和包装结构做出实际
改进方案的产品。同时，该产品兼具有经济性和实用性，外观
设计理念能有效增加消费者的吸引力，有利于扩大市场销售，
且具有适用于产业化和批量生产的价值。

申报内容可包括产品的表面图案和印刷、包装形态、形状

和功能或它们的组合体，同时涵盖所用材料及组件。工业设计
应用也是铝箔产品的重要应用市场，来自该领域的产品，同样
可以申报改类奖项。

2. 便利消费奖（Consumer Convenience）
易于为消费者使用的产品特性，是包装企业、品牌拥有者

和零售商的优先关注点。该类别的奖项，要满足铝箔终端产品
的目的性和功能性及消费拓展性，产品在技术性能方面的改进，
可为消费者带来有益的消费体验。

评委关注的事宜包括产品目的适应性、供应链安全、使用

方便、可开启和再盖严、标识清晰、保质期、产品保护、家用
安全和贮存。产品的其他此类有益特性还包括使用准备时间，
拆分包装和快速包装及家庭包装等多规格使用，以及可重复密
封等。

3. 资源效率奖（Resource efficiency）
该奖项针对铝箔产品使用和生产中的环境效益和可持续性。

申报产品可包括包装方案和产品系统，申报的方案和系统能最
大限度地减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资源用量。产品应关注供
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和产品每个阶段对资源节约的贡献，包括材
料和包装制造、运输和配送、库存期性能、消费者使用和最终
回收处理等阶段。

申报产品应考虑优化材料应用和拓展性，以体现产品生产

至消费或应用阶段的环境优势。整体设计方案应最大限度地减
少供应链环节的食品浪费（或其它产品浪费）或能源消耗，或
减少包装材料的消耗，并设计相应的回收或再生途径。与产品
生命期有关的涉及节约资源的工业方案，同样也在欢迎参选之
列。

4. 产品保护奖（Product preservation）
包装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产品，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产

品浪费。该类别的奖项，针对对包装效果做出实质性改进和
提升的产品，譬如有利于延长包括食品、饮料、药品、化妆
品和卫生用品的保质期，在产品的使用期限内，可完美地保
护产品的特质和价值（营养、品味、芳香、卫生、健康…）。

申报的产品案例包括：保质期延长；保护体系及工序有

所改进，从而很好地保护产品的品质，并为消费者带来利益；
开启和再密封功能；防伪特性；仿伪措施等等。

5.技术创新奖（echnical innovation）
该奖项授予铝箔的技术创新产品。铝箔产品可通过适配

一系列的结构或配件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材料一并使用。
创新性的理解可通过改进和提升材料性能、制造方法或加工
工艺，为品牌持所有者、零售商、消费者和工业用户带来利
益。

申报产品应体现在能为铝箔技术性能带来明显改进的技

术成果。产品案例包括：可带来新的市场潜力的新型铝箔及
其复合材料；结合加工和材料改善的研发产品。

为何参与？
主办方将会通过多媒体手段对获奖产品及获奖单位进

行跨界传播，参与铝箔获奖竞逐的企业，可有机会赢得在
铝箔开发应用方面的声誉，从而扩大企业的品牌知名度，
提升企业美誉度和扩大其产品市场。

同时需要告知的是，获奖产品还将被“全球铝箔生产
商倡议组织（GLAFRI）”列入全球传播及推广计划，有资

格获得每年度“全球铝箔创新奖”评选资格，进一步扩大
全球影响力奖”评选资格，进一步扩大全球影响力。

需要声明的是：本项评选无需缴纳任何参评费用！
⚫ 每个参选产品，可入围交流计划，并得以广泛推广。主
办方将通过新闻发布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获奖产品。
⚫获奖的参赛者将获得奖杯和获奖证书。
⚫铝箔获奖产品也有资格进入世界之星包装竞选（World 
Star Packaging Competition）。



参评细节－条款和条件

⚫以下所述任何方及联合方均可参与申报：

包装设计者，品牌拥有者，铝箔生产商，铝箔转化加工商，包
装制品生产商、铝箔容器制造商，家用铝箔制造商，零售商，
感兴趣的消费者团体和铝箔工业技术应用的用户。

⚫申报的产品必须在中国设计、生产，或在中国销售，或是一个
新的满足此类标准的新开发产品。以往申报的产品，不能再次
参与评选。
⚫铝箔是指出厚度小于等于0.2mm的铝轧制产品

⚫“产品”定义为目前可销售至终端用户的任何产品，包括个人
用户或工业用户；或拥有研发内涵的产品。任何包括铝箔的产
品均可参与申报。产品涉及食品和饮料、制药、个人护理、化
妆品和卫生用品；工业产品（如汽车和建筑）；运动和休闲用
品；宠物食品；手工做的产品及园艺产品等。相关的产品案例
包括软包装铝箔和复合材、袋、标识、新材料结构、管、包装
袋、容器封口等。

⚫参与者必须确保品牌拥有者已同意申报该产品。如果有必要，
必须在申报之前，从参与该产品的任何一方事先获得许可。由
于未经授权而申报产品产生的纠纷，组织方免于责任。

⚫出于公益推广本评奖活动和铝箔产品的目的，组织方可自由使
用申报的产品，以及辅助样品、文件和照片。

⚫请注意：在适当时，评委保留将产品从一个类别转到另一个类
别的权利。

关于奖项申报与评选

关于评选
主办方将组建评奖委员会，评委包括国内铝箔生产、包装、

工业制造、工业设计等方面的专家。评委会将根据拟定的评选
规则和评分依据对报奖产品进行评选。根据当年报奖数量及整
体水平确定每个类别的奖项数量和获奖产品。

报奖时间
奖项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15日，在此之前均可随时申报。
所有表格、产品样品和照片可以为评选主办方和项目管理方
留存，直至活动结束。

关于如何申报
⚫请参评者自行在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网站和全球铝箔

生产商倡议组织网站下载或者来电索取申请表，通过电子邮件
提交至评选单位委托的项目管理方尚轻时代金属信息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
⚫请确保您提供8个样品。如果由于一些原因（例如新鲜、冷
冻或冷藏、处方药或过重产品等原因），不可能提供8个样品，

请提供充分组装后的模拟样品，如有疑问，可联系项目管理方
尚轻时代以获取指导。
⚫最少一个高分辨率的产品图（300dpi JPEG）。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给项目管理方或保存到闪存寄送。或者提交三份高质量的
打印件（最小 15x10cm）。
⚫确保申报的产品已告之相关方或通过了相关方的许可。
⚫如果申报一个以上的奖项类别，请在报名表上注明。
⚫你可以进一步添加有助于你申报工作的任何书面文字、图表
和附图。请您为所有申报材料留存副本或备份。
⚫请注意：主办方不能返还样本，除非在特殊情况，因为评委
将会使用这些样本以开展评选工作。
⚫通过快递寄送签名盖章的申报材料及参评样品。

申报材料及样品须在2019年6月15日之前送达至：

刘莹女士/董春明先生
电话：010-57267340  13520875299  13901145114
E-mail: sprina.liu@metalprospect.com chunmingdong@sina.com

相关评选活动文件及申请表格可到以下网站下载：

http://www.cnfa.net.cn
http://www.global-alufoil.org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卢建、张玉、张志超
电话 010-63971616

mailto:sprina.liu@metalprospect.com
mailto:chunmingdong@sina.com
http://www.cnfa.net.cn/
http://www.global-alufoil.org/


◼节约资源

在食品和饮料中，采用铝箔包装，节省了大量的资源，所节约的资源
数量高于生产铝箔之所需。不同的生命周期评价（LCAs）显示，在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铝箔包装对环境 的影响只占产品生产、流通
和消费整个过程环境影响的10%以下。

◼阻隔性强

铝箔可以完全阻隔光线、气体和潮气，这也是铝箔用于复合软包装，
用于盛放食品、饮料和其它技术性应用的主要原因。铝箔尽管很薄，
但是，它能有效保护产品的原味和特性。它可以延长敏感性产品的寿
命几个月，乃至数年，同时还保护原产品的原味。铝箔可以长久地保
存产品，而毋须将产品存放入冰箱中。铝箔有助于避免产品变质，因
而节省了大量的与产品生产过程有关的能源。

◼易加工性

铝箔质轻但是高强，铝箔独特的易压折成型特性，使其成为是一种理
想的包装材料，用于不同形状产品的包装和再包装，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粘合剂或其它密封剂的使用量。铝箔有很好的延展性，易于形
变，但仍保留它的阻隔性能，因此，它可以与其它软包装材料一道使
用，制取超薄的复合材料，满足不同需求，相应地，铝箔会再次实现
资源减量。

◼可成型性

在冲压成为餐具之后，铝箔会仍然保留它的成型形态。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不同形状、厚度、合金、热处理状态等不同特性相组合的专用铝
箔。

背景资料： 铝箔的主要优势

◼轻量紧凑

由于铝箔质量轻，并且采用片状或卷状包装，因此，被包装产品
的运输和贮存过程都比较经济。在包装、生产和废弃物运输中，
铝箔有助于节约资源。铝箔包装产品的使用期长，产品毋须冷藏，
因此，铝箔包装可节约能源。同时，它的外形可以比较紧凑，节
省空间，因此便于运输和展示，进一步节省了能源和成本。铝箔
质量轻，性能好，可最大限度地缩减包装材料的使用量。

◼结构稳定

在轻型蜂窝装结构中，铝箔可带来必要的强度和稳定性，从而使
建筑结构轻巧，降低基础重量，在所有的包括轮船、飞机、货车
和客车在内的交通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采用铝降低重量。

◼循环再生
铝可以100%的被回收再生，循环使用，并保持其原有的特征。铝
的再生过程所需的能源仅为原铝生产所需能源的5%以下，因此，

再生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明显减少。现代化的分离技术可
以提取和再生家用报废铝产品中的铝，而所需的能源成本仅为原
铝过程的一少部分。

◼回收利用

如果不回收铝箔，而是在焚烧炉中处理，那么，这种轻薄的复合
材料会迅速燃烧，并释放能量，产生的热能是可以回收的。而且，
未能氧化的铝可以从焚烧炉的底灰中回收，再进入循环渠道。



◼热稳定性

铝箔导热性好，能够承受温度的变化，在处理和包装过程中，无
论在零度以下，还是在烘焙烧烤中，铝箔都不会扭曲变形，也不
会熔化或断裂。铝箔散热很快，很适合高温杀菌消毒和热封处理。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容器和软包装的封闭时间，平衡温度梯度，
利于保护产品质量，同时节省能源。铝箔的热传导性，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冷却和再加热过程的时间，这一点对车辆和司乘人员
来说尤其重要，它可以提高发动机效率，使司乘人员感觉舒适，
这是因为空调换热器铝翅箔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制冷或制热。铝
箔凭借质量较轻，已经成为人们在热传输领域首选的材料。

◼多样加热

用铝箔包装的食品可以用来蒸煮或加热，可以用对流加热烤箱、
微波烤箱或者风烤箱加热，也可以在双层蒸锅中加热。铝箔包装
可以缩短烹饪准备时间，同时也节省能源。

◼清洁卫生

经过高温退火工序，铝箔完全消毒。因此，铝箔与食品接触是安
全的，也不会滋生细菌。

◼安全保障

用于包装物并与食品接触时，铝箔是安全的。在多数情况下，未
衬背铝箔不会与食品反应。在很多应用中，铝箔并不与食品接触，
而且与其它材料构成复合后与食品接触。另外，作为一种理想的
保护层，它可用于产品防伪。

◼装饰潜力

铝箔有明亮的金属光泽，同时兼容所有的印刷技术，因此，可以
让设计师充分发挥想像力，设计绝妙的图案和品牌标示。

◼反射特性
铝箔可以反射98%的光线和红外线热量。另外，它的表面光亮，

具有较低的热发射率。由于这些特性，它可以用于绝热材料。在
机动车和轮船，以及防火门和建筑格板中，铝箔构筑防火墙，促
使热量散失，同时阻止有助燃烧的氧气介入。

◼电导特性

铝箔能够屏蔽磁场和无线信号。在光纤电缆中，铝箔可以扮演
“跟踪者”的角色，确定电缆连接是否正常，利用它的电导特性，
可以检验电缆状态是否完好。

了解更多铝箔信息，敬请访问全球铝箔公益网站 www.global-alufoil.org

）

背景资料： 铝箔的主要优势



2017中国铝箔创新奖
Alufoil Trophy China 2017

共同主办：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全球铝箔生产商倡议组织

背景资料：



产品/项目 公司
G20峰会专用环保热封铝箔餐盒 宁波时代铝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铝箔烹饪食谱—促进铝箔零售和消费的
营销设计

青岛维勒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个性化数码铝箔包装袋 湖南新向维包装有限公司

市场与设计奖

产品/项目 公司
铝箔易撕封™复合罐 杭州群乐包装有限公司
四格中餐铝箔餐盒及其推广应用 上海爱邦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无皱系列铝箔容器 嘉兴金信铝容器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公司
方便面碗盖用超薄铝箔 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高效生产的高品质3004合金餐具用铝箔 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铸轧法制备0.009mm双面光锂离子电池
集流体用铝箔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公司
应用于多样化无菌包的高品质薄型铝箔 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

纷美包装有限公司
药品泡罩用新型纸铝PTP 江苏瀚林药用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用于小龙虾包装的铝箔热封盒 宁波时代铝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roduct 公司 Company
电力电容器用超薄铝箔（4/4.5微米）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
超宽铝箔复合保温隔热棉 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0.0045mm特薄电力电容器用铝箔 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roduct 公司 Company

铝箔容器及家用箔的零售市场开拓 青岛维勒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便利消费奖

资源效率奖

产品保护奖

技术创新奖

评委会特别奖

回顾：“2017中国铝箔创新奖”获奖产品和项目



2017铝包装展示推广活动

在2017上海中国国际铝工业展期间设置铝箔和铝包装公益展示专区。



2018中国铝箔创新奖
Alufoil Trophy China 2018

共同主办：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全球铝箔生产商倡议组织

背景资料：



产品/项目 Poduct 公司 Company
多样化铝箔产品在烘焙市场的应用推广 上海爱焙乐铝箔包装有限公司
珀莱雅美妆护肤产品的铝箔包装设计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oduct 公司 Company
应用于自加热系列食品的铝箔包装 宁波时代铝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皱封口易撕铝箔餐盒解决方案 上海爱焙乐铝箔包装有限公司
高效便捷美甲箔生产工艺 涿州皓原箔业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oduct 公司 Company
软包装袋用超薄铝箔 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连铸连轧工艺生产3003+Zn合金汽车散热
器用铝箔

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用100%回收铝生产家用铝箔卷 青岛维勒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铝箔餐盒在大型餐饮企业外卖包装中的批
量应用

上海爱邦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避风塘美食有限公司
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oduct 公司Company
铝箔容器在气调包装中的应用 宁波时代铝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软包用铝箔 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软包用铝箔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项目 Poduct 公司 Company
热轧坯料生产6.5um负公差低针孔铝箔 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
LNG车用储罐玻璃微纤维深冷绝热纸用
铝箔

昆山铝业有限公司

太阳能平板集热器吸热板芯用铝箔 江阴新仁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回顾：“2018中国铝箔创新奖”获奖产品和项目

市场与设计奖

便利消费奖

资源效率奖

产品保护奖

技术创新奖



2018铝包装展示推广活动

在2018上海中国国际铝工业展期间设置铝箔和铝包装公益展示专区。



527000

奖项信息通过国内外媒体广泛传播
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的搜索”“中国铝箔创新奖”：



铝箔—创新呵护未来

“2019中国铝箔创新奖”
Alufoil Trophy China 2019

欢迎铝箔价值链企业参与，
共树产业创新成长风向标！

市场&设计... 便利消费... 资源效率... 产品保护... 技术创新...

http://www.cnfa.net.cn http://www.global-alufoil.org

http://www.cnfa.net.cn/
http://www.global-alufoi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