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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分子包装材料项目商业计划

罗瑞尔工业薄膜（昆山）有限公司

2016年9月制

冷链仓储运输



项目亮点

高分子隔热保温膜/罩/毯是美国AC公司2015年5月年委托我司研发的。一

年来，我司经过反复实验改进最终完成了这一设备产品研发，并获取3项国家

发明专利。美国AC公司对产品性能、质量非常满意，现已大批量向我司订货。

美国和欧洲其它公司闻讯后也积极向我司索样、查询，有的已开始试单。美国

公司介绍：这种高分子隔热保温膜/罩/毯目前是美国冷链物流最简便、省钱、

有效、环保的隔热保温包装材料，前景广阔。美国AC公司今年8月在泰国设办

事处，开拓东南亚市场（已开始接单）。同时，拜托我司对这一新产品要守住

商业机密，2年内不要挂上“阿里巴巴”。 据查，这种  新型高分子包装材料国

内欧洲都没有，美国也是刚刚兴起，它填补了冷链仓储运输包装领域的空白，

为冷链提供了一种新的仓储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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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1-公司简介

      罗瑞尔工业薄膜（昆山）有限公司是香港罗瑞尔工业薄膜公司在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投
资设立的研发、生产基地。
      公司建有万级无尘车间，以“立足高端，勇于创新”为企业宗旨， 针对国际国内冷链货物仓
储物流方式单一（只有冷藏）的状况，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出新一代高分子柔性高效隔热
保温膜/罩/毯。这种新型高分子包装材料：使用简便，隔热保温性能优异，节约运输仓储成本，
减少碳排放，填补了冷链包装领域空白。此产品中国独家生产，广泛用于生鲜、医药、食品等
诸多冷链仓储运输领域，现已获得生产线、产品3项国家发明专利。
     公司通过了ISO9001和ISO14001认证，所生产的产品均符合ROHS标准。2014年以来先后获
得14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6项，实用新型8项）， 4项北美UL认证，现已被批准为江苏省中小
型科技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正在审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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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2-注册资料

法人代表：靳宏 洲

专利无形资产：2000万元人民币 

产品：建筑、 RFID基材膜、金属装饰膜    

Tel/Fax：0512-50155008/0512- 50155006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网址：www.lurfilm.com

地址：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塘路401 号

企业注册日期：2013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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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3-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

创始人：靳宏洲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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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4-现有厂房生产线

厂房：

v生产车间：生产车间3000㎡，仓库800㎡，办公600㎡

v主要生产设备：

v 1.1.6M宽涂布复合生产线

v 2.高效保温隔热膜生产线

v 3.高效阻燃膜生产线

v 4.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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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介绍1-高分子隔热保温膜（冷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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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明专利：201521110277.2 & 201511002780.4



产品介绍2-高分子保温隔热罩（冷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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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隔热保温罩
可按客户规格订做

国家发明专利：201521110277.2 & 201511002780.4



产品介绍3-高分子保温隔热毯（冷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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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明专利：201521110277.2 & 201511002780.4

国家发明专利：201521110277.2 & 201511002780.4

集装箱专用隔热保温毯
可按客户规格订做

集装箱专用隔热保温毯
可按客户规格订做



产品介绍4-高分子医用恒温套（冷链专用）

-10--10-

医用隔热保温盒
可按客户规格订做

国家发明专利：201521110277.2 & 201511002780.4



产品介绍5-科技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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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目标：我司已基本解
决48小时内短途运输产品的
隔热保温问题。我司运用空
气对冲缓冲和铝箔反射原理
，设计了铝箔反射层+高分
子薄膜多层复合结构的隔热
保温膜/罩，使其具备了优异
的隔热、保温性能:可在酷热
条件下40小时内确保罩内冷
冻食品保持低温保鲜；严寒
条件下168小时内常温产品
抗冻。目前，我司该产品深
受欧美客户青睐，获得大批
定单。

第二代目标：解决240小时
左右中长途运输产品的隔热
保温问题。经专家研究认为:
热量主要源于红外线,而纳米
材料对红外线有较强的阻隔
性能。因此,我司在第二代隔
热保温膜/罩/毯中,将重点研
发生产成本可控,阻隔性能好
的纳米薄膜,用这种纳米薄膜
制作罩毯，可确保冷链运输
仓储产品在7~10天运输中保
持新鲜性。

第三代目标：解决60天内远
途运输产品的隔热保温问题
。远途运输产品主要是指出
口外销的工业、化工原料、
电子类等产品。我司在市场
调研时发现，一些化工、和
薄膜制造企业都为远洋运输
苦恼，经常因集装箱过热产
品损坏而赔钱。我司确定在
研发第二代纳米薄膜的基础
上，采用气凝胶（气凝胶有
超强的隔热性能）或相变等
前沿科技工艺、材料，使隔
热保温膜罩毯具有智能化功
能，确保外贸出口的化工、
电子等工业原料产品经远洋
运输后的完好性

针对冷链各行业产品不同的需求，我司已于上海交大、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产学战略合作，
采用纳米相变材料与高分子材料相结合研发生产三代（三类）高效隔热保温膜/罩/毯,以满
足冷链庞大的市场需求。



三、产品性能1-高分子隔热保温膜/罩/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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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端条件测试（第三方测试机构：英格尔20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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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2-高分子隔热保温膜/罩/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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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条件测试   （第三方测试机构：北测2016-9-21）

蓝
线
为
水
温
，
绿
线
为
环
境
温
度

-13-



产品性能3-高分子隔热保温材料/罩/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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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客户测试数据-夏季隔热曲线图

3）.美国客户测试数据-冬季保温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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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分析1-市场规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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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2-市场规模

2015年国内果品
生产总量达2.76亿
吨(含瓜果)，其中
园林水果1.79亿吨

2015年我国蔬
菜产量的7.69亿
吨;水产6690万
吨，其中出口
728万吨，进口
367万吨。

2015年我国奶类
总产量达到3870
万吨;速冻食品528
万吨；冰激凌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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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3-市场规模

2010-2015年
，我国医药市
场规模从6750
亿元增长至
12413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16.5%。

2015年全国肉类
总产量将达到
8500万吨，人均
消费肉类60公斤
以上。

据中国物流网介绍，2015年冷链物流总额在3.5万亿-4万亿之间，
冷链每年增长达到2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崔忠付2016年8月3日在京透露，2015年中国冷链物流潜在收入达
1800亿元，全国冷库总保有量为3710万吨，折合9275万立方米
，冷藏车保有量达到9.34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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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4-包装分类及痛点

2.工程塑料外壳保温
箱+泡沫内胆+冰袋或
干冰
痛点：

3.相变材料保温箱/
盒

以上两款包装成本高只适用于医药、血浆等
产品运输（72小时内）。

1.航空、航海、火车
、汽车冷藏运送。
痛点：
冷藏运输要多耗油（
每百公里多耗2-4升）
，增加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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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5-包装分类及痛点

5.纸箱+反射膜+干冰 6.纸箱+泡沫内胆+干冰

痛点：
第4、5、6款包装成本不高但隔热保温时间短效果差（12~24小时内）。

4.泡沫箱+冰袋或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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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6-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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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

保温隔热膜

1.隔热保温性能优异短途无需冷藏：环境温度30~40度无冷源可连续40小
时保持0~2度的稳定低温；环境温度零下30度无热源可连续168小时保持
0~-5度的稳定温度。

 
2.使用简便：高中低端产品通用，产品搞好内包装（如纸箱等）后，根
据产品需要把我司的隔热罩/毯：或一罩或一铺一盖就可以，很简便。

3.省钱：1).内包装可使用简便低成本的材料,节省了复杂的包装材料费和人
工费2).短途运输（12小时内到达目的地）可无需使用冷藏车，也无需冷库
中转，节省冷藏运输仓储费。3).产品保鲜有保障,大幅降低产品损耗。4).我
司产品价格便宜，防水、强度好（特殊设计）人力扯不烂，可反复多次使
用，降低了包装成本。

  4.避免断链:中转地集散产品时,可连我司隔热保温罩一起分发配送,避免
了冷链运输中断的忧虑。特殊产品还可在我司隔热保温罩上镶嵌RFID(
电子标签)以便追踪管理。

5.保险系数提高：产品冷链运输仓储中发生：车辆故障、交通拥堵
、设备故障、断电等时，如将产品置于我司的隔热保温罩内，不会
危及产品质量，也将为司机和仓储人员处置特殊情况抢修赢得时间
。



市场分析7-综合效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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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冷藏方式 使用成本 环保 效能

冷藏车 冷冻机 每百公里多

耗2-5升燃油

有碳排放 适用各类产品

长期使用

保温箱

（泡沫箱等）

干冰、冰袋 产生电费等 白色污染 使用次数少

范围局限

高分子隔热

保温膜/罩

高分子材料

阻隔

无新消耗 无排放

无污染

适用各类产品

循环使用一年



五、商业模式

总公司控制产
品配方及原料

寻求国家冷链委
和省市冷藏协会

不间断指导

选择10家行业
内代表性的大

企业直销

冷链热点地区
发展合作加盟
商授权生产销
售公司产品

取得国际国内认证

与美、日、欧
大型冷链企业
建立供应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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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竞争力1-国家专利

专业技术团队精密设备

高分子高效隔热保温膜系列产品的核心技术是：精密设备、特制黏胶剂、精确的配
方和产品制造工艺。我司自行研发改造了设备，使制作产品有了硬件保障；我司经
过努力研发、摸索实践已掌握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套黏胶、配方和制造工
艺，并获得了14项国家专利（发明专利6项）。

14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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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2-专利设备

制作高分子高
效隔热保温材
料，对生产工
艺、环境有很
高要求，我司
研发改造了设
备并获得2项
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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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3-专业团队

专家
团队

研发
主管

总经理
助理

生产
经理

与北京理工大学、
上海交大进行产
学研究战略合作，
从事纳米、相变
隔热保温材料研
发生产。

李晓燕

安徽理工大学

10年铝塑、铜
塑复合膜行业经
验

陈娟

四川师范大学

国际贸易7年经验

李有方

湖南工业大学

15年铝塑、铜塑
复合膜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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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靳宏洲，

从事薄膜生产和
国际贸易16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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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中国冷链运输目前上下
游用户只有一种运输方
式（冷藏）可选择，这
对经营低附加值产品的
企业是个不小的负担，
对经营高附加值产品的
用户也有潜在的风险。
我司产品对经营低附加
值产品的用户来说，既
可使产品保鲜又可省运
输成本；对经营高附加
值产品的用户来说，既
可省去复杂的内包装费
，又可给产品提供一个
双保险（运输仓储中车
辆、设备故障、防止集
散断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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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高分子
包装材料填补了
国内冷链仓储运
输包装领域的空
白，对完善冷链
产业链是个必不
可少的补充。冷
链由此产生一种
简便、省钱、高
效隔热保温、减
少碳排放的新型
仓储运输方式。

纳米、相变、气凝胶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完
美结合将形成新型的功能性材料。这种功能
性新材料新技术（成本虽高），在航空航天
汽车等行业已有许多应用，但在冷链行业鲜
有人尝试。冷链行业是个计较成本的行业
，把纳米相变气凝胶和高分子材料四者完美
结合制作成冷链所需“用得起”的功能性
新材料是个“天大”的难题。我司做了一
些尝试，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司第一代
隔热保温膜被美国客户接受就是例证）。第
二代、第三代冷链专用的隔热保温膜我司将
与上海交大、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产学战略合
作，采用纳米、相变、气凝胶材料和高分子
材料完美结合的新材料新技术研发：成本
可控,具有优异隔热保温性能，智能化的隔
热保温薄膜。用这种薄膜制作罩/毯，可确
保冷链运输仓储产品和外贸远洋出口的化工
、电子等工业原料在7~60天运输中完好无
损。

选     择 科           技 变     化



      冷链新型包装材料

新型仓储运输方式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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