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減少使用 Reduce, 物盡其用 Reuse, 循環再造 Recycle

SR Packaging 2020年的包裝設計原則

減少使用：環保內袋真空瓶，減少70%的塑膠用量

物盡其用：補充型PCR內袋真空瓶，外瓶的重複使用

循環再造：再生塑膠的添加，可客制比例 10% 至100%

身為塑膠容器生產的製造企業，我們從2006年開始使用消費後回收再

製的再生塑膠，堅持 "對原材料負責” 的信念，至今提供的所有包裝容

器都可以利用再生塑膠製成。

同時，專注於改善真空瓶的構造，確保新設計符合我們的3R原則。

對於護膚品，嬰兒護理品，家居用品和多樣化的美容化粧品，我們儘可

能滿足各方面的需求，與品牌合作，提供最合適的包裝容器樣式。

Packaging

www.s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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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sponsible with the 
material we use”

內袋真空瓶設計

減少70%的塑膠用量，

降低對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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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s...

內袋真空瓶

AMARI，自旋式泵頭內袋真空瓶

Burly，160 ml PCR 內袋真空瓶

補充型 PCR 內袋真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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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膠製成的容器

Packaging: 

………. 瓶器

………. 膏霜罐

………. 軟管

………. 泵頭及噴霧頭

………. PCR 樣品盒：專案開發評估使用

Refillable         

www.srpackaging.com

https://youtu.be/FZmQzS-Caco
https://youtu.be/FZmQzS-Caco
https://youtu.be/FZmQzS-Caco


回收後
再生前

HDPE 碎片

回收後
再生前

PP 碎片

HDPE
再生塑膠粒

回收後
再生前

PET 碎片

PP
再生塑膠粒

PET
再生塑膠粒

塑膠回收工廠設施的處理過程和相關管理已通過審核，符合歐洲塑膠回收認證機制
EuCertPlast 計劃所要求的認證標準。

PCR再生塑膠經過審核和認證，符合歐洲 RoHS 的規定。 再生塑膠製成的包裝的產品
和服務可申請藍天使標章 Blue Angel Eco-labelled 環保標章。

從“塑膠廢棄物”到“ 再生塑膠粒”，成為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減少垃圾掩埋場的負擔，停止塑膠汙染的海洋悲歌。

包裝廢料如何

轉變為新包裝？

www.srpackaging.com

https://www.eucertplast.eu/
https://www.blauer-engel.de/en
https://youtu.be/wPQBppWUOMk
https://youtu.be/wPQBppWUOMk
https://youtu.be/wPQBppWUOMk


厚瓶系列

❖ 再生塑膠 PE、PP、PET 瓶，多種樣式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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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瓶

PE 瓶

PET 瓶

 瀏覽 SRP 目錄

提高再生塑膠的添加比例，

減少原生塑膠的使用，

可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維護地球環境。

從10％到100％，

SRP提供多種選擇、

可完全客制化，

再生塑膠包裝容器。

www.srpackaging.com

https://www.webpackaging.com/Up/Comp/263/11153410/13046429-BPGRGTSH/f/2020%20SR%20Packaging%20Catalog_brochure_July.03.pdf
https://www.webpackaging.com/Up/Comp/263/11153410/13046429-BPGRGTSH/f/2020%20SR%20Packaging%20Catalog_brochure_July.03.pdf


 

❖ 再生塑膠 PET 罐，厚壁設計

利用再生塑膠製成，

厚壁設計的膏霜罐包裝容器，

是富有視覺魅力、

類似玻璃的晶透外觀、

多款容量尺寸的系列。

描述 編號 製程

10 ml 厚型PET罐 ZY37012 注射拉伸吹塑  ISBM

20 ml 厚型PET罐 ZY37020 注射拉伸吹塑  ISBM

30 ml 厚型PET罐 ZY37030 注射拉伸吹塑  ISBM

60 ml 超厚型PET罐 CHS3066 注塑成型  Injection Molding

100 ml 超厚型PET罐 CHS3067 注塑成型  Injection M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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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塑膠軟管

添加再生塑膠

再生塑膠真空軟管

再生塑膠五層軟管

組成構造：PE-adhesive-EVOH-adhesive-PE
五層軟管的製造過程，其共擠成形過程中，將原

生PE塑膠替換為PCR再生塑膠

真空泵頭與超扁平造型PCR軟管的完美結合，讓產品在市

面上琳瑯滿目的選擇中脫穎而出。

編號 CHS7072

配蓋尺寸 15/410

泵頭吐出量 0.2 ml

管徑 35 mm

設計獨一無二的

真空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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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720445/30-ml-pcr-pe-airless-tube-chs7072/?fs=1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720445/30-ml-pcr-pe-airless-tube-chs7072/?fs=1


❖ 再生塑膠泵頭、噴霧頭

SRP的所有泵頭和噴霧頭的組裝配件中，

採用100％再生塑膠製成的零組件，

多種變化的泵頭及噴霧功能，

各自依配方的粘度變化而開發，

可用於各式各樣的護膚及洗護用品。

功能
瓶口尺寸  & 
出水量

產品的應用

真空泵頭
20/410 (0.18 cc)
24/410 (1.0 cc)

護膚及美容產品：
保濕凝膠、皮膚爽膚水、妝前飾底乳。

真空泵頭
(外置彈簧 ) Neck size: 20 mm 護膚及美容產品：

保濕凝膠、皮膚爽膚水、妝前飾底乳。

回吸式油液泵頭
24/410 (0.7 cc)
24/410 (1.0 cc)

油液類的護膚產品：
潔顏油、缷妝油。

回吸式油液泵頭
(外置彈簧 ) 24/410 (1.2 cc) 油液類的護膚產品：

潔顏油、缷妝油。

耐高低溫泵頭 
18/410 (0.2 cc)
20/410 (0.2 cc)
24/410 (0.2 cc)

個人護理、清潔、和洗護用品：
潤膚露、洗髮乳、沐浴露、液體皂、殺菌洗手液。

泵頭
(外置彈簧 )

18/410 (0.15 cc)
20/410 (0.18 cc)
24/410 (0.18 cc)

個人護理、清潔、和洗護用品：
潤膚露、洗髮乳、沐浴露、液體皂、殺菌洗手液。

噴射泵頭
18/410 (0.15 cc)
20/410 (0.18 cc)
24/410 (0.18 cc)

護髮和皮膚護理：
頭皮護理。

極細致噴霧頭
18/410 (0.15 cc)
20/410 (0.18 cc)
24/410 (0.18 cc)

3種噴霧效果可適用於各種 產品的類型：
髮膠，清爽型保濕噴霧，彩妝定妝噴霧。

返回 
focus
總覽

www.srpackaging.com



PCR 樣品盒內有：

● PP 蓋 (再生塑膠添加比例： 0%、25%、30%、50%、100%)

● 白色 PE 軟管 (再生塑膠添加比例： 0%、25%、30%、50%、100%)

● 透明 PE 軟管(再生塑膠添加比例： 0%、25%、30%、50%、100%)

● 透明 PET 瓶 (再生塑膠添加比例： 0%、10%、20%、30%、40%、50%、60%、70%、80%、90%、100%)

PCR 樣品盒，可作為永續產品開發的包

裝決策評估，支援綠色企業的環保理念。

❖ PCR 樣品盒：專案開發評估使用...

   免費為你寄送  PCR 樣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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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j6gy4R7UgLM1vdeL8
https://forms.gle/j6gy4R7UgLM1vdeL8


❖ 內袋真空瓶，獨樹一格的設計

內袋真空瓶

採用再生塑膠製成：

PCR 內袋真空瓶

• 下壓

內袋真空瓶目錄

內袋真空瓶的內袋內縮設計大幅改善

活塞式真空瓶的缺陷。整體的塑膠用量

減少70％，可降低對生態影響。  瓶身外

型不限於圓柱形狀，各種不規則的多邊

瓶型都可以達成。

內袋真空瓶的構造，是由兩層塑膠組成

：堅固耐用的外瓶以及相容度極高的 內

袋。

隨著內袋呈裝產品的每日使用漸漸減

少， 內袋外側的壓力擠壓收縮，造成  內
袋內縮，與外瓶均勻分離。

✓ 100％真空密封

✓ 不需要防腐劑

✓ 準確的使用劑量

✓ 重複按壓無障礙

內袋真空瓶可以妥善保護無添加防腐

劑的 內容物，消費者可以安心使用無

毒天然的護膚  產品，細心呵護敏感的

肌膚。滅少  70% 塑膠的使用，同時又

能提供安全無毒的產品，為下一個世

代著想。

搭配使用SRP的精密泵頭，即使上下顛
倒使用，消費者能夠享受輕鬆的產品體
驗過程。

www.s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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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JaNopNSgh_c
https://youtu.be/JaNopNSgh_c
https://youtu.be/JaNopNSgh_c
https://youtu.be/JaNopNSgh_c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926233/eco-airless-bottle/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926233/eco-airless-bottle/


AMARI ，搭配左右開關自旋式泵頭的內袋真空瓶，

具流線型的設計，外型簡約。

清脆的“咔嗒”一聲，可輕鬆將泵頭從瓶身卸下，方便

使用者更換空瓶。將新購入的補充瓶與原來的 泵頭

裝配，作為補充式產品，既簡單又環保。

打造 AMARI 外觀設計

❖ AMARI，自旋式泵頭內袋真空瓶 

無性別差異，專為中性護膚市場而設計

美容美體的需求，已超越性別差異。而  AMARI 就是

專為不分性別的中性護膚市場而設計的。

越來越多的護膚品牌，會根據特定的膚質，同時為男

性和女性，以功能為目標導向，打造護膚配方。

放眼今日的消費市場，以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使用美

容護膚產品，進而增加對自身外觀的自信心，已不再

是特定性別的特權，而是日常的生活習慣。

www.s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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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I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713391/100-ml-refillable-pcr-pe-airless-bottle/?fs=1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713391/100-ml-refillable-pcr-pe-airless-bottle/?fs=1


❖ Burly，160 ml PCR 內袋真空瓶

Burly，160毫升的容量可以滿足一般家庭用品的日常使用

✓ 個人護理：潤膚露，沐浴露

✓ 嬰兒護理：嬰兒乳液，嬰兒油

✓ 防曬：SPF基礎防曬霜

✓ 護髮：洗髮精，護髮素

✓ 其他應用：嬰兒奶瓶清潔劑，抗菌清洗液

包裝編號 CHS7081B

瓶口尺寸 24/410

真空泵頭吐出量 1 cc

充填滿溢量 180 ml

瓶身圓徑 50.5 mm

瓶身加泵頭高度 164.2 mm

以再生塑膠製成，幫助品牌滿足家居用品的需求

進一步瞭解  Burly

First Insight，Inc. 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

，Z世代消費者基於可持續性商業模式

做出購買決定，願意為了綠色環保 產品

上花費較多的費用。

www.s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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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3028842/burly-the-new-160-ml-pcr-airless-bottle-helps-sustainable-brands-to-satisfy-home-supplies/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3028842/burly-the-new-160-ml-pcr-airless-bottle-helps-sustainable-brands-to-satisfy-home-supplies/


❖ 補充型 PCR 內袋真空瓶

     補充型 PCR 內袋真空瓶

   的使用方式  瀏覽補充式包裝

ACD 系列

PCR內袋真空瓶幫助品牌能夠立

即、毫不費力地轉換為環保的永

續包裝方式。

無需更改包裝認證，只需使用

PCR內袋真空瓶替換掉傳統的活

塞式真空瓶，品牌就可以在商品

介紹中註明「使用消費後回收的

再生塑膠」。

www.srpack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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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A0fSy8IKUTs
https://youtu.be/A0fSy8IKUTs
https://youtu.be/A0fSy8IKUTs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926233/eco-airless-bottle/
https://www.webpackaging.com/en/portals/srpackaging/assets/12926233/eco-airless-bottle/


sales@srpackaging.com

Shanghai 
China

Taichung 
Taiwan

New Jersey 
USA

Tokyo
Japan

總部位於台灣，我們專注於包裝設計及生 產。

擁有兩個現代化高效率的工廠，

一個可即時調度包裝庫存品的倉庫，

備有許多專有模具設計的庫存包裝瓶器，

我們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完整生產鍊企劃。

www.srpackag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