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RE® 

能为日常应用提供可靠防护
也可有力应对严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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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保持包装密封

阻挡污物进入

 
持续平衡压力

液体接触后 

易分离回流



GORE® 

透气功能可以安全、可靠地缓解压差，避免液体容器发生变形、泄漏或爆裂。

对于液体制造商，上述缺陷会降低生产率和托盘/仓储效率。

如果不良商品被召回甚至根本无法售出时，还会影响利润和

品牌形象。

对于盖帽和容器制造商，诊断和解决包装问题可能颇为费

时——而且会影响客户满意度。

对于整个供应链，泄漏可能会给最终用户带来巨大风险，危

害环境，而且可能产生昂贵的清理费用。

GORE®包装透气产品能够大幅度降低这些风险。它们能够持续

可靠地平衡压力，从而大幅度降低潜在的泄漏并保持容器及

其内容物的完整性。

释放和消耗气体

部分活性成分会“产生气体”，在容器内释放气体。如果这

些气体无法散逸，则容器可能膨胀、泄漏甚至爆裂。其他活

性成分则会消耗或“吸收”氧气，造成负压，可能会导致容

器凹瘪。

为什么需要透气？

压差的成因

海拔高度降低

分装后

海拔高度增加

原始状态

消耗气体（氧气清除）释放气体（废气排放）

温度下降温度上升

温度差异

温度发生变化或暴露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可能也会使容器变

形。温度上升会使容器顶部空间里的气体发生膨胀，并加速活

性化学物质的分解，这样可能会导致超压和膨胀。而温度下降

则可能会导致压力不足和凹瘪。温度骤变或剧变更是会加速这

些变形。

海拔高度变化

运输过程中海拔高度发生变化时，包装内外会产生压差。海

拔高度增加会造成容器内超压，从而导致膨胀。海拔高度降

低则会造成压力不足，从而导致凹瘪。海拔高度骤变或剧变

更是会加速这些变形。

分装液体

分装液体会造成容器内压力不足。如果这种不平衡无法缓

解，则容器可能会凹瘪。



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农用化学品

联合国橙皮书建议，任何可能导致包装变形的制剂均应进行

透气。高浓缩杀虫剂或肥料会排放更多废气或清除更多氧

气。透气可以防止包装变形、泄漏和标签损坏。

需透气的农用化学品示例：

• 有机/无机肥料

• 杀虫剂

• 生物刺激素

• 园艺液态肥

家用化学品

家用化学品包装透气需求越来越迫切，原因不仅在于如今的

制剂浓度更高，也在于现在的客户会拒绝发生变形、泄漏或

标签损坏的包装。可靠的透气解决方案是包装取得成功、客

户满意的关键。

需通过透气来实现压力平衡的典型应用：

• 地毯清洁剂

• 洗衣去污剂

• 管道堵塞物去除剂

• 含有漂白剂和氯的表面清洁剂

• 除垢清洁剂

危险化学品和工业清洁剂

联合国橙皮书*建议，如果危险产品安装了透气装置，则不得

发生泄漏。包装工程师必须解决这些挑战，以确保整个产品

周期内包装的完整性。

根据联合国橙皮书，以下化学物质需要透气：

• 氯漂白剂：UN 1791
• 过氧化氢：UN 2014、UN 2015、UN 2984
• 过氧化氢和过乙酸混合物：UN 3149
• 有机过氧化物：UN 3109、UN 3110、UN 3119、UN 3120

* 联合国橙皮书是指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规章范本），是联合国编写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指导性文件。大部分危险货物条例（如《国际危险货物公路
运输欧洲协定》(ADR)、《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Cod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及其它国际条例），均以联合国橙皮书为基础编写。

        如果物质的正常分解

可能造成危险的超压，则

应安装透气装置。设计防

水透气产品时，[...] 应考

虑到它在正常运输条件下

能够防止液体泄漏和杂质

渗透。”

联合国橙皮书；第4.1.1.8章

“



GORE®包装透气产品是如何工作的？

“WEP”vs.“LEP”

您在透气解决方案技术规格书中查阅到的通常是“透水压” 
(WEP) 性能。它测量了透气膜在发生泄漏前所能承受的水压。

根据包装法规要求，透气膜必须通过WEP试验，但是大部分化

学制剂的表面张力通常大大低于水的表面张力。因此，如果

容器在运输或处理过程中跌落，即使已试验证明“不透水”

的防水透气产品也可能会发生泄漏或造成化学品溢出。

若要知道防水透气产品在现实条件下的性能，请务必进行 
“液体渗透压力”(LEP) 性能测试。戈尔执行了广泛的LEP测
试，将我们的疏油性透气膜暴露在具有不同表面张力和粘度

的各种化学品下。从而确保我们的透气膜能够在预期的现实

条件下工作。

GORE®包装透气产品能在有效阻隔液体
的同时保持足够的残余透气量，从而确
保产品包装安全，不会发生泄漏。

GORE®包装透气产品可以降低泄漏风险，
其性能已经过各种不同化学品的测试。

GORE®包装透气产品采用了膨体聚四氟乙烯 (ePTFE) 材料。

这种材料的微孔特性允许气体通过，以平衡压力，但同时又

会阻挡液体、灰尘及污物等较大的物质，从而防止泄漏或污

物进入。

初始透气量和残余透气量

您在透气解决方案技术规格书中查阅到的通常是“初始透气

量”。它是指干透气膜在接触任何液体之前可以通过的透气

量测量值。

若要评估防水透气产品正常使用时的性能（例如，容器在运

输或处理过程中，当液体泼溅到防水透气产品上时），请务

必了解该防水透气产品的“残余透气量”。它是指液体泼溅

并疏离透气膜之后，防水透气产品可以通过的气体量。

GORE®包装透气产品在应用于各种化学品时，可保持高残余透

气量。与别家产品不同，戈尔™透气膜防液封性能已得到优

化，在接触挑战性液体（如高粘度或低表面张力液体）之后

可快速恢复透气量，以防容器变形。

别家防水透气产品 GORE®防水透气产品

别家防水透气产品 GORE®防水透气产品

GORE® 



透气膜技术领袖

• 我们发明了第一代膨体聚四氟乙烯 (ePTFE) 透气膜，不断开发多种改良后的透气膜技术， 
并获得专利。

• 与其它企业需要购买透气膜不同，我们只使用戈尔™透气膜：由戈尔自行设计生产。

• 我们采用专有的生产工艺将“平坦的”聚四氟乙烯 (PTFE) 转换成膨体聚四氟乙烯 (ePTFE)，
然后进一步调整，以获得可以满足具体应用需求的各种不同性能特征。

化学专业知识

• 我们不断钻研化学品专业知识，深入了解因废气排放或氧清除而需要透气的化学品特性， 
力求精深。

• 我们的研发团队对液体粘度和表面张力影响透气性能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调查。

• 我们还开发了专有的“残余透气量”和“液体挤入压力”试验流程，以评估现实条件下的 
透气反应。

质量保证

• 我们执行连续透气量、在线照相机及透水压试验，以确保戈尔包装透气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 大部分插入式防水透气产品配备单独的激光蚀刻跟踪码，以便链接至实际生产数据和某些 
进程内的性能特征。如果产品曾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检索该数据，以便排除故障。

• 我们的防水透气产品满足严格的性能要求。它们能够通过严格的危险品验收试验，满足DOT
和ADR标准。

全球资源和支持

• 我们提供全球应用工程支持，包括品类丰富的试验设备（如需要），以便帮助客户获得最合

适的透气解决方案，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排除故障。

• 我们的全球销售代表网络能够确保您的可快速、简单和方便的采购产品。

• 我们的制造工厂位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各大产品系列均配有专业的卓越研发中心。

经验

• 我们拥有20多年的包装应用经验，包括危险化学品、农用化学品、工业清洁剂和家用化

学品。

• 我们的产品获得了几乎所有化学制剂龙头公司以及世界各地盖帽和容器制造商的信任。他们

合计已安装了数以亿万计的GORE®包装透气产品。

为什么选择戈尔？
 
若您正在在为解决包装膨胀、凹瘪或泄露的难题而寻求解决方案，那么戈尔有着充分的理由选成

为您的首选合作伙伴：



使用一段时间后仍然保持出色性能和效率

美诺“TwinDos”洗涤剂配给系统

德国美诺公司生产环保型洗衣机，这些洗衣机的设计可以优化

水、能量及洗涤剂用量。它的“TwinDos”系统采用洗涤剂盒，

可以配给清洁剂27次，无需续装。为保持该配给系统的精度和

寿命，有效透气至关重要。戈尔与美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后，

为其确定了迅速有效的解决方案：GORE®包装透气产品D15 
Converse。它可以连续、双向透气，能够快速平衡因洗涤剂排

放废气或冷热水洗涤切换时固有的温度波动所致的压差。此

款防水透气产品采用压合结构，可轻松集成，能够提供高度可

靠的密封，从而防止清洁剂发生泄漏。而且，此款防水透气产

品能够可靠地阻止液体和家庭洗衣环境中的灰尘和线头等其

他污物进入。

出色的高价值包装

Mullackal Polymers生物肥料包装

印度Mullackal Polymers生产农药用盖帽和吹塑容器。他们的 
客户——Agrinos正在印度推出一款液态生物有机肥。Mullackal
需要开发一款高质量包装设计，以便用于这种高价值、高废气排

放产品。Mullackal向戈尔求助，欲采用戈尔的高透气纸基感应

衬垫。这款衬垫能够提供快速压力平衡和卓越的防液封性能，

残余透气量较高，可以保持产品和包装在从生产线到最终用户

期间的完整性。而且，它可以轻松集成，无需重新设计。在与戈尔

合作期间，Mullackal历时不到一个月就开发出了成功的解决方

案，而且自容器首样离开生产线以来，Agrinos没再报告容器变

形或泄露！此外，这款尖端的包装和透气盖帽设计获得了2014年
印度星包装卓越奖。

客户力证，GORE®包装透气产品性能名不虚传

        我们知道，洗衣去污剂

容器能否透气是美诺在经

过一段时间后产品精度、

性能和效率仍然保持优质

水平的关键，[而且] 戈尔

拥有过硬的透气技术和专

业知识，有能力提供最佳

解决方案......”

Maria-Paz Linaje 
产品经理，美诺公司

“

       戈尔是我们可靠的技术 
合作伙伴。我们知道，戈

尔的员工和产品值得我们

信赖。当一切要素具备

时，获得出色的成果也就

不足为奇了。”

Ramesh Pillai 
Mullackal董事

“

GORE® 



衬垫
衬垫可将现有的非透气包装轻松转换成透气性良好的包装，无需更改现有盖帽或密封件。衬垫为单卷装和多卷装，有各种宽度

可供选择。也可提供模切产品。戈尔提供两种类型的衬垫：泡沫衬垫和纸基感应衬垫。

泡沫衬垫

• 有两款不同的泡沫衬垫可供选择：

高防液封系列，适用于极具挑战性

的制剂；标准系列，适用于经济型

多功能解决方案，以满足几乎所有

较典型或“日常”的扁平盖帽透气

需求。

• 戈尔泡沫衬垫采用全表面透气膜，

可以获得比“单点”泡沫衬垫更

高的透气量和卓越的防液封性能， 
“单点”泡沫衬垫只能提供较小的

透气表面。 

纸基感应衬垫

• 有两款不同的纸基感应衬垫可供选

择：低扩散系列（适用于降低水汽

散发率*(MVTR)）和标准系列。

• 纸基感应衬垫能够防止擅动，原

因在于它们是焊接在瓶颈上的。

可使用现有的任何感应焊接设备

进行操作！

插入式防水透气产品
戈尔插入式防水透气产品通过压合式

或卡扣式轻松进行安装。适用于容积

为0.2至1,500公升的容器。它们可以

集成到工业桶、简易油桶和中型散装

容器 (IBC) 以及消费容器密封件中。

插入式防水透气产品专门针对有害化

学物质和耐久使用而设计，始终符合

包括堆积试验和跌落试验在内的联合

国橙皮书试验标准。

* 水汽散发率 (MVTR) = 展示透气产品有关水分转移的性能最简单的方法是进行水汽散发率 (MVTR) 试验。该试验在4个相同规格容器中各填充100 ml水并进行密封，实验室的 
环境条件均为22 °C、50 %湿度，连续两周通过每天称量此容器来计算每天扩散的水量。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公司简介

戈尔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产品创新的技术驱动型公司，以防水透

气型GORE-TEX®纺织物闻名于世。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性能可靠

的开创性解决方案，产品应用领域极其广泛，从纺织品和植入

式医疗设备，到工业部件和太空电子产品，几乎无所不在。戈

尔的产品始终屹立于开创性解决方案的最前沿，因为它们是专

为挑战性应用而设计的，能够提供其他产品所无法实现的耐久

性能。戈尔公司成立于1958年，全球约10,000名员工，分布在

30个国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gore.com/ptvchina。

GORE®包装透气产品能为您带来何种益处

GORE®包装透气产品值得信赖且久经考验，在透气技术领域的

应用时间已超过20年。随着数亿万透气产品的售出，我们成

为了全球领先企业的首选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依然致力于为

棘手的包装难题提供成熟且实用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专业工

程师将查明并深入了解您的独特包装和品牌要求，帮助您的

创新产品臻于完善。

请观看视频以了解

我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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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戈尔工业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1468号中欣大厦43楼 邮编：200040 
电话：86-21 5172 8299 • 传真：86-21 6247 9199 
电邮：info_china@wlgore.com

gore.com/pvchina

全球各地联系方式

澳大利亚 +61 2 9473 6800
比利时、荷 
兰、卢森堡 +49 89 4612 2211 
中国 +86 21 5172 8299 
法国 +33 1 5695 6565 
德国 +49 89 4612 2211 
印度 +91 22 6768 7000 
意大利 +39 045 6209 240 
日本 +81 3 6746 2570
韩国 +82 2 393 3411

墨西哥 +52 81 8288 1283
斯堪的纳维亚 +46 31 706 7800
新加坡 +65 6733 2882
南非 +27 11 894 2248 
南美 +55 11 5502 7800 
西班牙 +34 93 480 6900 
台湾 +886 2 2173 7799 
土耳其 +90 216 3935749 
英国 +44 1506 460123 
美国 +1 410 506 7812

仅限工业用途。不适用于食品、药品、化妆品或医疗设备等制造、 
加工或包装作业。
本文所有技术信息和建议都依据戈尔公司先前的经验和/或试验结果。戈尔公司尽力提供这些
信息，但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客户应检查具体应用中的适应性和可用性，因为只有具备了
所有必要的工作数据才能判断本产品的性能。上述信息可能会不时变更，不作为产品规格使
用。戈尔公司的销售条款适用于戈尔产品的销售。

GORE及其设计是W. L. Gore & Associates（戈尔公司）的注册商标。  
© 2017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

请联系戈尔，以了解适合
您独特应用的GORE®包装
透气产品

G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