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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健全
J

    本标准的第4章为强制性条救，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中的试验方法非等效采用欧洲标准EN 12149:1997《卷筒壁纸— 重金属元素及其他某些

元素、抓乙烯单体迁移量和甲醛释放量的测定》。本标准中的技术指标非等效采用欧洲标准EN 233:

1999《卷筒壁纸— 成品壁纸、乙烯壁纸和塑料壁纸的规范》。

    自2002年 1月1日起，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应执行本国家标准，过渡期 6个月；自2002年 7月1

日起，市场上停止销售不符合本国家标准的产品。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广东省造纸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爱舍墙纸有限公司、广东江门裕华墙纸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永松、李兰芬、马学速、陈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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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A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壁纸中的重金属（或其他）元素、抓乙烯单体及甲醛三种有害物质的限量、试验方法和

检验规则。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以纸为基材的壁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615-1984 聚抓乙烯树脂中残留抓乙烯单体含量测定方法

    GB/T 10342 纸张的包装和标志

    GB/T 10739 纸浆、纸和纸板试样处理与试验的标准大气（eqv ISO 187:198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壁纸 wallpapers

    主要以纸为基材，通过胶粘剂贴于墙面或天花板上的装饰材料，不包括墙毡及其他类似的墙挂。

4 要求

    壁纸中的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盛纸中的有容物质限．值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一}}I}c}}}}nl}a Z 4 JVL 4E分
ww
w.
bz
fx
w.
co
m



GB 18585-2001

5 试样的采取、制备和预处理

5.1 以同一品种、同一配方、同一工艺的壁纸为一批，每批量不多于5 000 m'.

5.2 以批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每批至少抽取5卷壁纸，并保持非聚氯乙烯塑料薄膜的密封包装，放于

阴暗处待检。

5.3 距壁纸端部1m以外每隔1m切取1m长、全幅宽的样品若干张。

5.4 在样品上均匀切取（(3。士1) mm宽，(50士1) mm长的试样若干，试样的宽度方向应与卷筒壁纸的

纵向相一致。从所有样品上切取至少 150个长方形试样．

5.5 通过目测法选取70个涂层最多或者颜色最深的长方形试样，按GB/T 10739进行试样处理。处理

后，其中的50个试样用于测定甲醛含量，另20个试样分为两组，每组各10个，分别切成约6 mm X

6 mm的正方形，一组用于测定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另一组用于测定抓乙烯单体的含量。

6 试验方法

6.1 皿金属（或其他）元素含f的测定

6.1.1 原理

    在规定的条件下，将试样中的可溶性有害元素萃取出来，测定萃取液中重金属（或其他）元素的含

量。

6门．2 试荆

    在分析中如没有特别注明，只使用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脱）离子水．

6.1.2.1 盐酸（HCl）溶液，(0.07士0.005) mol/L,

6.1.2.2 盐酸（HCl）溶液，(210. 1)mol/L,

6.1.3 仪器

6.1.3.1 常用的实验室设备和玻璃器皿。

6.1.3.2 pH计，精确至士0. 2pH值．

6.1.3.3 磁力搅拌器，转速（(1 000士10)r/min e

6.1.3.4 烘箱，能够保持温度在（(37士2)'C。

6.1.3.5 带0. 45 p.m的微孔膜。

6.1.3.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6.1. 17 1CP感藕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计。

6.1.4 试验步骤

6.1.4.1 萃取方法：

    精确称取1g（准确至0. 000 1 g）小正方形试样放人容积为100 mL的玻璃容器中，然后加人（50士

0. 1)MI.的0. 07 mol/L盐酸，摇荡1 min,测定溶液的pH值。

    如果pH]1. 5，边摇荡边逐滴加人2 mol/L盐酸，直至pH在1.0-1.5之间。

    把容器放在磁力搅拌器上，一并放人（37士2)℃的烘箱中，并在此温度下搅拌（60士2) min，然后取

走搅拌器。再在（37士2)'C的烘箱中静置(60士2) min，立即用带0. 45 pm的微孔膜过滤溶液。收集滤液，

留待测定重金属（或其他）元素的含量。

6.1.4.2 可以采用下列两种方法进行测定，仲裁时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

    a)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b) ICP感藕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分光光度法。

6.1.5 结果计算

    按式（1)计算出每种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在试样中的含量，以mg /kg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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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三X 50 ．．．．·．．．．．．．．·．．⋯⋯““．⋯⋯（1）
                                                                                                  ”盆

    式中：

    R— 被测试样的重金属（或其他）元素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 /kg) ;

    ‘— 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在萃取液中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 /L) ,"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测试结果需经式（2)修正后作为分析结果报出，并修约至小数点后第3位。

                                        R,＝R(1一T) ”··””··””·”··””··“”·“··“一（2）

    式中：

    R,— 修正后被侧试样的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 /kg) ;

    R— 被测试样的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 /kg);

    T— 修正因子（见表2)e

                                        表 2 修正因子

卜n9!E VI-T(T)德德   I 0.3   I   0.3资格 A0.斗a0.6
    例如：测得铅的结果是120 mg /kg，相应的修正因子T是0.3，修正后的分析结果是：

    R,=120(1一0.3)=120X0.7二84 mg /kg,

6.2 舰乙烯单体含f的测定

    氯乙烯单体含量的测定应按GB/T 4615-1984的规定进行．

6.3 甲醛含，的到定

6.3.1 原理

    将试样悬挂于装有40'C蒸馏水的密封容器中，经过 24 h被水吸收，测定蒸馏水中的甲醛含量．在

24 h内，被水吸收的甲醛用乙酞丙酮为试剂的空白溶液作参照，进行光度测定。

6.3.2 试剂

    在分析中如没有特别注明，只使用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脱）离子水。

6.3.2.1 乙酞丙酮(CH3-CO-CH,-CO-CH, )，优级纯。

6.3-2.2 醋酸胺(CH,COONH, )，优级纯．

6.3-2.3 甲醛溶液（CH,O),350 g/L-400 g/L,

6.3-2.4 乙酞丙酮(CH,-CO-CH,-CO-CH,）溶液（体积分数为0. 4 Y）的制备：将4 mL乙酞丙酮

放至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1 000 ML,贮存在密封的气密容器内，并置于暗处。

    注：在这种条件下溶液可稳定保持4周．

6.3-2.5 醋酸胺(CH,COONH, )溶液（200 g/L）的制备：在容量瓶中用水溶解200 g醋酸胺，加水稀释

到1 000 mL．

6.3.3 标准落液

6.3.3.1碘（I,)溶液，0. 05 mol/L,

6.3-3.2 硫代硫酸钠（Na2Sz03 )溶液，0. 1 mol/L,

6.3-3.3 氢氧化钠（NaOH)溶液，1 mol/L,

6.3-3.4 硫酸（H2SO4)溶液，1 mol/L,

    以上标准溶液在使用前应进行标定。

6.3-3.5 淀粉溶液，质量分数为1%.

6.3.4 甲醛标准溶液

6.3.4.1 甲醛标准溶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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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1 mL甲醛溶液置于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1 000 mL，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标定。

    吸取20 mL稀释后的甲醛溶液A，与25 mL碘溶液和10 mL氢氧化钠溶液混合，放在暗处保存

15 min，再加人15 mI.硫酸溶液。用硫代硫酸钠溶液反滴定过量的碘，接近滴定终点时，加几滴淀粉溶

液作为指示剂。用20 mL水作空白平行试验，并按式（(3）计算甲醛溶液A的浓度．

                                                              ，‘ 1 000‘ ＿＿
                                ‘＝(V。一V)XC'X：长- X 15 ·”·”·““··“”·“··“”·（3）                                                                      20 、一 、’‘

    式中：

    ‘— 甲醛溶液A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I.) ;
    V— 试样耗用硫代硫酸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

    Vo— 空白样耗用硫代硫酸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l—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6.3-4.2 甲醛标准落液B

    按照标准溶液A的浓度，计算出含15 mg甲醛所需标准溶液A的体积．用微量滴定管量取此体积

的甲醛标准溶液A至容量瓶中，加水稀释到1 000 mL,
    注：1 mL这样的溶液含15 I.g的甲醛溶液。

6.3.5 校准溶液

    按照表3规定，在6个盛有甲醛标准溶液B的100 mL容量瓶中加人不同的水进行稀释，制成甲醛

系列校准溶液，使甲醛含量范围为。̂-15 j.g/mL不等。

                                    衰3 甲醛系列校准落液

i1AAOSMA BmL020406080100一mLpg/mL100                                080                                 360                                 640                                 920                                 120                                  15
6.3.6 装置

6.3.6.1 常规实验室装置。

6.3-6.2 容量瓶，50 mL,100 mL及1000 mL,

6.3-6.3 滴定管和微量滴定管。

6.3-6.4 移液管。

6.3-6.5 烘箱。

6.3-6.6 水浴锅，可以保持（(40士2)℃的温度。

6.3.6.7 分光光度计，能够测出波长为410 nm-415 nm时的吸光度。

6.3-6.8 带盖的聚乙烯或玻璃广口瓶，容量为 1 000 mL，瓶盖下应装有一个吊钩。

6.3.7 试验步骤

6.3.7.1 将50张长方形试样悬挂在1 000 mL广口瓶盖的吊钩上（见图1)，使试样的装饰涂面分别相

对，保持试样不接触广口瓶壁和液面，并称重。如果试样太厚，吊钩上挂不下50张试样，应最大限度地往

上挂，并统计张数和称重．

6.3-7.2 用50 mL的移液管将50 mL水加人1 000 mL的广口瓶中．拧紧瓶盖密封，并将广口瓶移人

(40士2)℃的烘箱中保持24 h,

6.3.7.3 24 h后，将试样从广口瓶中移出，打开瓶盖并取出试样。

6.3-7.4 用移液管从广口瓶中吸取10 MI.吸收水，放人一个50 mI.的容量瓶中。再用移液管分别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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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L各种甲醛校准溶液，分别放人各个50 mL的容量瓶中。

  -En-00/III\
    1- 50张壁纸试样；

    2—     50 mL蒸馏水．

                                        图1 试样布皿圈

6.3-7.5 在每一容量瓶中分别加人10 mL乙酞丙酮溶液和10 mL醋酸胺溶液，盖紧瓶盖并摇晃。

6.3-7.6 将各个容量瓶放在（40士2) C的水浴中加热 15 min后，从水浴中移出并放至暗处，在室温下

冷却1 h,

6.3-7.7 参照水的空白试验，用分光光度计测量在410 nm-415 nm波长时容量瓶中溶液的最大吸光

度，或参照水的空白试验，用光程长为10 mm的石英样品池测量波长500 nm-510 nm时容量瓶中溶

液的荧光值．

6.3-7.8 按试验的相同步骤做一平行空白试验。

6.3.7.9 绘制与甲醛校准溶液浓度相对应的吸光度或荧光值的曲线图．并根据吸光度或荧光值从曲线

图上读取样品释放出的甲醛浓度．

6.3.8 结果计算

    用曲线图上读取的样品的甲醛浓度值减去平行空白试验中甲醛的浓度值，即为光谱测量结果：。

    按式（4)计算试样在24h内释放出的甲醛量，以mg/kg表示，修约至整数。

                                  G＝50 X三 ·⋯”·⋯”·······⋯⋯“·⋯⋯“”·⋯（4）
                                                                                                                    ，九

    式中：

    G— 从壁纸中释放出的甲醛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 /kg) ;

    ‘— 经空白试验校正的光谱测量结果，单位为微克每毫升印g / mL);

    m— 挂在吊钩上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9）。

了 检验规则

了.1 本标准所列的全部限量指标，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7.2 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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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异地生产时。

    — 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 停产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 客户提出要求时。

7.4 检验结果的判定

    若所有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的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若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本标准

规定，应从原批中随机抽取两倍样品进行全项复验。若复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合

格产品；若复验结果仍未达到本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8 包装标志

    壁纸应用非聚氯乙烯塑料薄膜进行包装，其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0342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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