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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y the
easi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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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盒中袋，规格20公斤

 3 500KG纸箱（500公斤）

 3 IBC包装（1000公斤)

 3 包装标签

www.simalfa.cn/packaging

包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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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

盒中袋，规格20公斤  24个盒中袋（BiB） = 480公斤/托盘（1/2个托盘）
盒中袋，规格20公斤 48个盒中袋（BiB） = 960公斤/托盘(整个托盘)500KG
纸箱   1个托盘，500公斤，80 x 120 x 95厘米（宽×高×深）
IBC包装   1个托盘，1000公斤，100 x 120 x 116厘米（宽×高×深）

500KG纸箱

以交付时的状态将包装存放在干燥、防潮的位置。在空容器拆除之前，不要移除捆扎带。储存温度取决于粘合剂-请参考相应的技术数据表（www.
simalfa.cn/tds）。可静态堆叠一层。

交付尺寸 净值 皮重* 毛重*

500KG纸箱 500 kg ≈46 kg* ≈546 kg*

交付重量

运输（最大载荷）

交付类型 托盘 净重 毛重*

整车运输 42 21‘000 kg ≈22‘940 kg*

20英尺干货集装箱 22 11‘000 kg ≈12‘010 kg*

40英尺干货集装箱 44 22‘000 kg ≈24‘020 kg*

部件 材质 规格 重量* 废弃处理/回收利用

欧标托盘 木材 IPPC-ISPM 15 ≈22.kg* EPAL托盘

硬纸套筒 瓦楞纸 FEFCO / RESY ≈22.7 kg* 回收利用

内联袋 三层箔 LDPE ≈1.2 kg* 废弃处理

包装材料** 塑料 LLDPE ≈0.1 kg* 废弃处理

尺寸

95 cm

120 cm
80 cm

500KG纸箱

纸箱
500KG

盒中袋
20 kg

IBC包装
1000 kg

包装标签
MOST RELIABLE. HIGHLY ECONOMICAL.

我们为您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供货选项，包装尺寸与80厘米×120厘米和100×120厘米的托盘尺寸国际惯例相适应。这在技术上和经济上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更好地利用了存储空间，货物可以更容易和安全地固定在托盘上。

www.simalfa.cn/packaging



  

部件 材质 规格 重量*
24个盒中袋

重量*
48个盒中袋 废弃处理/回收利用

欧标托盘 木材 IPPC-ISPM 15 ≈22 kg* ≈22 kg* 可交换托盘

硬纸套筒 瓦楞纸 Resy sign ≈17.4 kg* ≈34.8 kg* 回收利用

内联袋 塑料 LDPE / EVA Copolymer + LLDPE ≈5.6 kg* ≈11.2 kg* 废弃处理

包装材料** 塑料 LLDPE ≈0.3 kg* ≈0.6 kg* 废弃处理

盒中袋（BIB），规格20公斤

规格为20公斤的盒中袋是我们提供的最小常规单元。以交付时的状态将包装存放在干燥、防潮的位置。储存温度取决于粘合剂-请参考相应的技术数
据表（www.simalfa.cn/tds）。

32cm

28cm

28 cm

尺寸

运输（最大载荷）

交付类型 托盘 净重 毛重*

整车运输 22 21‘120 kg ≈22‘712 kg*

20英尺干货集装箱 11 10‘560 kg ≈11‘356 kg*

40英尺干货集装箱 23 22‘080 kg ≈23‘745 kg*

交付尺寸 净值 皮重* 毛重*

盒中袋（BIB) 20 kg ƛ�����OK� ƛ������OK�

24个盒中袋 / 1个托盘 480 kg ƛ�����OK� ƛ�������OK�

48个盒中袋 / 1个托盘 ����OK ƛ�����OK� ƛ��������OK�

����

*这些是平均值。防止偏差。  **胶带、拉伸薄膜、捆扎带

盒中袋（BIB)
20 kg

盒中袋（BIB)
20 kg

1/2个托盘盒中袋
24 x 20 kg, 480 kg

1个托盘盒中袋
48 x 20 kg, 960 kg

www.simalfa.cn/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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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包装

以交付时的状态将中型散装容器存放在干燥、防潮的位置。储存温度取决于粘合剂-请参考相应的技术数据表（www.simalfa.cn/tds）。可静态堆叠三
层。

部件 材质 规格 重量* 废弃处理/回收利用

IBC包装 塑料/钢 不可用 ≈57 kg* 往返票/押金/重复使用

内联袋 LDPE LDPE ≈3 kg* Waste disposal

尺寸

包装标签
MOST RELIABLE. HIGHLY ECONOMICAL.

交付尺寸 净值 皮重* 毛重*

IBC包装 1000 kg ƛ���OK� ƛ�����OK�

交付重量

运输（最大载荷）

交付类型 托盘 净重 毛重*

整车运输 22 22‘000 kg ƛ��Ŭ����OK�

20英尺干货集装箱 18 18‘000 kg ƛ��Ŭ����OK�

40英尺干货集装箱 不推荐
超过最大允许重量40吨

SIMALFA�包装标签

所有包装尺寸都有相同的产品标签。

1、产品名称和颜色
2、产品描述
3、技术和安全指示
4、所含粘合剂的重量
5、批号
6、二维码和生产日期
7、产品货号（条形码）

100 cm 120 cm

116 cm

*这些是平均值。防止偏差。

IBC包装
1000 kg

包装信息

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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