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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运输标准 

为我们所有顾客提供世界级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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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G.L. Huyett 的包装标准旨在增进 G.L. Huyett 供货商——经销商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质量为导向处理一切包装事宜。这

些标准的目标不仅要满足顾客期望，还要超越顾客期望。 

采用这些标准会协助我们以下列方式超越顾客期望： 

1. 前置时间更短 

a. 消除经销商层级不必要的重新包装 

b. 利用条形码扫描卷标加快收货流程 

2. 降低成本 

a. 消除不必要的重新包装的人工与用品 

b. 减少运输过程中遗失或损坏的零件数量 

c. 降低遗失损坏零件的相关管理成本 

3. 提高顾客满意度 

a. 包装干净一致 

b. 减少运输过程中遗失或损坏的零件 

 
 

范围 

这些标准适用于所有 G.L. Huyett 的供货商与制造商。 

 

货柜 

1. 所有货物皆仅使用整柜装载（FCL）专用货柜，并装货柜（LCL）比率将节省不到 20％ 的成本。 

2. 货柜选择注重防水和组件损坏。 

3. 所有要堆栈在货柜中的托板/板条箱，较重项目须放在下方。这是为了减少负荷转移，并避免压碎板条箱。 

4. 仅使用信誉良好的货运承揽服务。 

a. 出于安全性疑虑、记录在案的损坏事件和/或安全问题，G.L. Huyett 保留随时要求变更货柜服务的权利。 

5. 变更货柜与货运承揽服务须经 G.L. Huyett 预先核准。 

 
 

托板/板条箱 

所选托板强度须足以承受供货商和经销商之间的运输与配送周期。 

1. 托板尺寸 

a. 使用标准托板尺寸 

i. 48 英寸 x 48 英寸（约 121.92 公分 x 121.92 公分） 

ii. 48 英寸 x 42 英寸（约 121.92 公分 x 106.68 公分） 

iii. 48 英寸 x 40 英寸（约 121.92 公分 x 101.60 公分） 

b. 托板上所有 2 英寸 x 4 英寸（约 5.08 x 10.16 公分）索具总重小于 1,000 磅（约 453.59 公斤） 

c. 托板上所有 4 英寸 x 4 英寸（约 10.16 x 10.16 公分）索具总重超过 1,000 磅（约 453.59 公斤） 

d. 托板总重不得超过 2,500 磅（约 1,133.98 公斤） 

e. 板条箱总高不得超过 26 吋（约 66.04 公分） 

2. 品质 

a. 所有托板/板条箱均以无劣化迹象的木材建造 

b. 符合全美木托板货柜协会的木托板标准 



 G.L. HUYETT 包装标准 
 

PO Box 232, Exit 49 G.L. Huyett Expressway • Minneapolis, KS 67467 • Phone: 785-392-3017 • Fax: 785-392-2845 

表格 #20-023 08/15 修订版 

 

本文件内含“特权”与“机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本文件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第 3 页，共 5 页 

i. https://cdn.ymaws.com/www.palletcentral.com/resource/collection/E8AADDDE-7CBA-4298-8341-

C7F29D0C14FF/Uniform-Standard-for-Wood-Pallets-2014(REV).pdf 

c. 无破损的板子或松动的钉子 

d. 所有板条箱底部中心皆须有支撑杆交叉 

e. 凡进口产品皆必须无树皮与害虫，并且符合美国所有法规。装箱单应包括熏舱证书。 

3. 堆栈 

a. 箱子/纸箱应整齐堆栈在托板上（右图） 

b. 箱子/纸箱标签应面向托板外侧 

c. 类似零件的箱子/纸箱应堆栈在一起 

d. 较重的箱子/纸箱应堆置在下方 

e. 无箱子/纸箱悬置于托板覆盖区之外 

f. 托板堆栈高度不可超过 36 英寸（约 91.44 公分），含托板高度 

4. 所有托板皆有双向叉车插入口 

a. 叉车开口必须至少高 3.5 英寸（约 8.89 公分），宽 6 英寸（约 15.24 公分） 

5. 所有托板皆仅以透明弹性装束包裹（无塑料绑带） 

a. 弹性装束须从甲板下方开始包裹 

b. 弹性装束须延伸至托板顶部至少 3 英寸（约 7.62 公分） 

c. 整个托板装载的顶部与底部边缘至少要包裹两次 

 

 

箱子/纸箱 

选择的箱子/纸箱强度应足以承受从制造点到终端顾客的整个过程。 

1. 尺寸 

a. 选择箱子尺寸应尽量减少空白空间容积 

i. 空白空间不应超过箱子的 10％ 

b. G.L. Huyett 使用 3 种标准箱子尺寸 

i. 小箱：5 x 5 x 5 英寸（约 12.7 x 12.7 x 12.7 公分） 

ii. 中箱：12.25 x 5 x 5.25 英寸（约 31.16 x 12.7 x 13.34 公分） 

iii. 通用箱：12.25 x 8.125 x 6 英寸（约 31.16 x 20.64 x 15.24 公分） 

c. 其他尺寸皆须经过 G.L. Huyett 预先核准 

2. 品质 

a. 标准开缝箱（右图） 

b. 瓦楞纸板 

c. 限双层中等和通用尺寸 

d. C 楞芯纸 

e. 最低 ECT（边缘挤压测试）评等 

i. 小箱和中箱：最低 32 ECT 

ii. 通用箱：最低 51 ECT 

f. 所有箱子皆须通过自由落体的 ASTM D-5276 坠落测试 

3. 重量限制 

a. 小箱：10 磅（约 4.54 公斤） 

b. 中箱：30 磅（约 13.61 公斤） 

c. 通用箱：50 磅（约 22.68 公斤） 

d. 箱子总重不得超过 50 磅（约 22.68 公斤） 

https://cdn.ymaws.com/www.palletcentral.com/resource/collection/E8AADDDE-7CBA-4298-8341-C7F29D0C14FF/Uniform-Standard-for-Wood-Pallets-2014(REV).pdf
https://cdn.ymaws.com/www.palletcentral.com/resource/collection/E8AADDDE-7CBA-4298-8341-C7F29D0C14FF/Uniform-Standard-for-Wood-Pallets-2014(RE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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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张采购订单的项目仅装一箱；不得把多张采购订单装入单一箱子 

5. 捆扎/固缚 

a. 绝不使用金属钉 

b. 使用强化的指示包装胶带 

i. 宽度最小 3 英寸（约 7.62 公分） 

c. 凡开口边缘皆应覆盖 

d. 箱子须能承受从 7 英尺（约 2.1 米）高度坠落而不会破裂/使胶带松开 

6. 标签 

a. 条形码标签须醒目地印在箱子的“宽度”面上 

b. G.L. Huyett 标志会醒目地印在箱子的两个“长度”面上 

 

 

装箱单 

1. 地点 

a. 把纸本装箱单附在出货托板的顶部 

b. 以电子邮件传送电子版装箱单至 inbound@huyett.com 

i. 主题：“供货商名称”（Supplier Name）和“出货日期”（Ship Date）或“需要承运人”（Carrier 

Needed）字样 

ii. “需要承运人”（Carrier Needed）用于所有传送电子邮件重量/滑木至 inbound@huyett.com 的项目 

2. 英文内容需清晰易读 

3. 内容 

a. 采购订单编号 

b. 收货人名称与地址 

c. 出货人名称与地址 

d. 出货日期 

e. 追踪码/PRO 码 

f. 订购日期 

g. 供货商零件号 

h. G.L. Huyett 零件号 

i. 订购数量 

j. 出货数量 

k. 净重 

l. 总重量 

m. 箱数 

n. 空箱重 

o. 托板编号 
 

 

条形码标签 

1) 标签行 

a) 输入采购订单编号和条形码（9 码中的 3 码） 

b) 输入零件编号和条形码（9 码中的 3 码） 

c) 输入出货的采购订单数量和条形码（9 码中的 3 码） 

d) 输入生产批号和条形码（9 码中的 3 码） 

mailto:inbound@huyett.com
mailto:inbound@huye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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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输入制造国和条形码（9 码中的 3 码） 
f) 箱子数量，仅输入即可 

g) 单位重量，仅输入即可 

h) 箱重（磅），仅输入即可 

i) 收货或包装日期，仅键入即可 

2) 标签尺寸 

a) 宽 4 英寸（约 10.16 公分） 

b) 高 2 英寸（约 5.08 公分） 

3) 样品 

 

 
 

托板标签 

1. 标签行 

a. 输入 G.L. Huyett 

b. 输入采购订单编号 

c. 输入托板编号 

d. 输入制造编号 

e. 输入制造国 

2. 标签尺寸 

3. 样品 

 

 

 

衬垫 

1. 每个箱子/纸箱必须内含一个衬垫（Liner）输入 G.L. Huyett 

2. 品质 

a. 厚度最小为 4 密尔（千分之一英寸） 

3. 缓蚀剂 

a. 镀金属、有涂层（即黑色氧化物、磷酸盐等）或不锈钢的项目无须使用缓蚀剂。其他项目在放入袋衬之前皆须

涂上缓蚀剂。 

4. 尺寸 

a. 小箱：5 x 10 英寸（约 12.7 x 25.4 公分） 

b. 中箱：8 x 10 英寸（约 20.32 x 25.4 公分） 

c. 通用箱：20 x 20 英寸（约 50.8 x 50.8 公分） 

 

 
 
 
 

G.L. Huyett PO 1088099 *1088099* 
 零件： LP-187-1250 *LP-187-1250* 
 数量： 39000 *39000* 
 生产 批号： 0311 *0311* 
 产地： 中国 *China* 
 空箱重： 1,000 
 单位重量（磅）：.0341 
 箱重（磅）：34.107 

   已收货/已包装 

   04/15/19 
   

G.L. Huyett 

PO 编号： 1088099 

托板编号： 1 of 12 

制造编号： 457 

产地：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