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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 GI3/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 30981 2014（｛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有吉物质限量》。与 GB 30981 2014 相比，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 1 章， 2014 年版的第 1 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 24408 2009飞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5682 2008 、

GH/ T 9758.5 1988 、 GH/T 9760-1988 、 GH/T 23985-2009 、 GH/T 23986 2009 、

GB/ T 23990 2009 、 GB/T 23992 2009 、 GB/T 30547 2014 、 GB/T 34675 2017 、

GI3/ T 34682-2017 、 GI3/T 36488-2018”（见第 2 章，2014 年版的第 2 章）；

一一修改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增加了“工程机械”“农收机械”“港口机械”“化工机械”“集

装箱”“包装”“型材”“电子电器”“预涂卷材”“车间底漆”“效应颜料”“施工状态”的术语和定义＋

删除了“建筑钢结构”“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2014 年版的第 3 章）；

修改了产品分类（见第 4 章， 2014 年版的第 4 章）；

一一修改了溶剂型涂料的“涂料类型’气修改了 voe 含量的限量值（见表 2,2014 年版的表 1);

一一增加了水性涂料、无榕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的 voe 含量的限量值（见表 1、表 3、表的占

一一增加了“甲苯与工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和“多环芳任总和含量”项 H及指标（见表 5 ) ;

一一“乙二醇酿（乙二醇酷甲醋、乙二醇乙酣）总和含量”改为“乙二醇酷及酷醋总和含量”；修改了

“苯含量”项目的指标；修改了“卤代怪总和含量”和“乙二醉酷及酷醋总和含量”的控制品种（见

表 5 , 2014 年版的表 2) ;

“有害重金属含量”要求由“推荐性”改为“强制性”（见表 5, 20 14 年版的 5.3 );

一一修改了“voe 含量”“苯含量”“卤代；怪总和含量”“甲醇含量”“乙二醇耻及酷醋总和含量”“重金

属含量”项口的试验方法（见 6 . 2 ,201 4 年版的 6.2);

一一增加了“甲苯与工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川多环芳饪总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 6 .2 ) ;

一一增加了标准的实施（见第 9 章） 囚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I3 30981 2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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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防护涂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所涉及的产品分类、要求、测试方

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除腻子以外的对金属、海凝土、塑胶等表面进行防护的各类工、IV. 防护涂料（船舶涂料

除外）。

本标准不适用于航空航天涂料、核电涂料、军事装备和设施用涂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H/ T 1725-2007 色楼、清漆和塑料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I3/T 3186 色障、清湾和色擦与清擦用原材料 取样

GB/ T 6682 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T 6750 2007 色潘和清漆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I3/ T 8170 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 T 9758.5 1988 色楼和清漆 “口J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 5 部分：液体色漆的颜料部分

或粉末状色漆中六价锚含量的测定 二苯卡巴脚分光光度法

GB/ T 9750 1988 色漆和清漆 液体或粉末状色漆中酸萃取物的制备

GB/ T 23985 2009 色漆和清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CVOC）含量的测定差值法

GB/ T 23986- 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C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I3/ T 23990一2009 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T 23992- 2009 涂料中氯代炬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T 30647-2014 涂料中有吉兀素总含量的测定

GH/ 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I3/ T 34682-2017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友性有机化合物CVOC）含量的测定

GB/ T 36488 2018 涂料中多环若是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工程机械 engineering machinery 

土方工程、石方工程、混凝土工程及各类建筑安装工程在综合机械化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作、IV.机械

设备。

注 ． 例如，上业车辆、建筑机械、线路机械、市政环节－机械、电梯及扶梯、气功L具等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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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农业机械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以及农、畜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

注：例如，农用动）J机械、农阳建设机械、土壤耕作机械、种植和施肥机械、植物保护机械、农用排灌机械、作物收获

机械、农产品加；_L机械、畜牧业机械和农业运输机械等。

港口机榄 port machinery 

在港口从事船舶的货物装卸，库场进行货物堆码、拆垛和转运，以及船舱内、车厢内、仓库内货物搬

运等作业的机械设备。

3.4 

3.5 

3.6 

注：例如，起重机械、装卸车辆、输送机械、搬运机械等。

化工机械 chemical machinery 

在化学工业生产中所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总称。

注：例如，各种过滤机、破碎机、离心分离机、旋转窑、搅拌机、旋转干燥机以及流体输送机械等化工机器，各种容器

〔槽、罐、霖等）、普通窑、塔器、反应器、换热器、普通干燥器、蒸发器，反应炉、电解槽、结晶设备、传质设备、吸附

设备、流态化设备、普通分离设备以及离子交换设备等化工设备回

建筑物 building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GH/T 50504-2009 ，定义 2.1.4]

注：例如，住宅、办公大楼、厂房、仓库、商场、体育馆、展览馆、图书馆、医院、学校、机场、车站、剧院、教堂等。

构筑物 construction 

为某种使用 H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

设施囚

3.7 

3.8 

[GI3/ T 50504一2009 ，定义 2.1.5]

注：例如，桥梁、铁塔、碑塔、电视塔、护栏、电力设施、石化设施、近海设施等结构。

集装箱 container 

一种供货物运输的设备，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口l长期反复使用；

b) 适于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载运，在途中转运时，箱内货物不需换装；

c) 具有便于快捷装卸和搬运的装置，特别是从一种运输方式转移到另一种运输方式；

d ) 使于货物的装满或卸空；

e) 具有 1 m3 及其以上的容积；

f) 是一种按照确保安全的要求进行设计，并具有防御无关人员轩易进入的货运工具。

[GI3/ T 1992-2006 ，定义 3.1]

包装 package 

为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贮运、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

总体名称。

注：例如，饮料罐、食品罐、化_Lf雨 、钢楠 、不粘锅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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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型材 profiles 

以铝、铁或钢以及具有一定强度和韧性的材料通过轧制、挤出、铸造等工艺制成的具有一定几何形

状的物体。

注．例如，铝型材、塑料型材等。

3. 10 

电子电器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 

依靠电流或电磁场工作或者以产生、传输和测量电流和电碰场为口的，额定工作电压为直流电不超过

1 500 V、交流电不超过 1 000 V 的设备及配套产品。其中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除外。

3. 11 

3.12 

3.13 

预涂卷材 pre-coated coil 

在成卷的金属薄板上涂覆涂料或层j石塑料薄膜后，以成卷或单张形式出售的有机材料／金属复合板材。

注．例如，建筑板、家电板等。

车间底漆 shop primer 

〈通用〉一种保护涂料，在车间施涂于工件，随后在现场施涂面漆。

[GB/ T 5206 2015 ，定义 2.232.1]

效应颜料 effect pigment 

通常为片状颜料，除提供颜色外还能提供一些其他性能，如彩虹色（光在薄层上发生干涉而形成），

随角异色（颜色变换，颜色跳跃、颜色明瞄变化〉或纹理。

3.14 

3.15 

3. 16 

[GB/T 5206 20日，定义 2.9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e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ntent 

voe 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 GB/T 5206-20日，定义 2.271]

施工状态 application condition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产品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时，产品所有组分混合后，口J以进行施工

的状态。

4 产品分类

本标准将工收防护涂料分为水性涂料、榕剂型涂料、元溶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粉末涂料。其中，

水性涂料分为机械设备涂料、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建筑用墙面涂料除外人集装箱涂料、包装涂料、

型材涂料（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电子电器涂料；榕剂型涂料分为机械设备涂料、建筑物和构筑物防

护涂料、集装箱涂料、预涂卷材涂料、包装涂料、型材涂料（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电子电器涂料；辐射

固化涂料分为水性和非水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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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 1 除特殊功能性涂料以外的各类工业防护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1 、表 2、表 3、表 4 的

要求。

注：特殊功能性涂料是指绝缘涂料、触摸屏和光学塑料片用耐指纹涂料、150 ℃以上高温烧结成膜的聚囚氟乙烯类

涂料（耐化学介质、耐磨、润滑、不粘等特殊功能）、弹性体用氟砖涂料、电镀银效果漆（辐射固化型）、标志漆、电

子元器件用保护涂料（防酸雾、防¢、防湿等特殊功能）等。

水性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1 的要求；榕剂型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2

的要求；无榕剂涂料中 voe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3 的要求；辐射固化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应

符合表 4 的要求。 当涂料产品明示适用于多种用途时，应符合各要求中最严格的限量值要求。

水性涂料和水性辐射圈化涂料所有项口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占其他类型涂料按产品明示的施工

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多组分的某组分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

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表 1 水性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底漆 主三：mo

丁丁程机械和农业机械涂料 中涂 主三300

（含零部件涂料） 面漆 主二420

清漆 王三120

车｜同j成漆 王三300

底漆 主三300

机械设备涂料
港口机械和化i；机械涂料

中涂 主三250
（含零部件涂料）

面漆 主三300

清漆 主三300

底漆 主二250

'fl涂 主二200

其他
面漆 运300

清漆 主豆300

醉酸树脂涂料 主三350

底漆 主三：mo

单组分
其他 面漆 主豆300

建筑物和构筑物 效应颜料漆 王三420

防护涂料（建筑用
金属基材

车｜同j成漆 < 300
防腐涂料

蠕面涂料除外） ｝成漆 主三300

双组分 中涂 主ζ250

面漆 主三300

效应颜料漆 主三4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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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I (g/ L) 

封闭底漆 主豆300

建筑物和构筑物 ）届漆 主主250

混凝土防护涂料
防护涂料（建筑用 中涂 运250

墙面涂料除外） 面漆 运300

其他 运300

底漆 王二350

集装箱涂料 中涂 运250

面漆 < 300

）成漆 骂二~ 80

不粘涂料 中涂 三二350

包装涂料 面漆 运300

辑涂（片材〕 芝ζ~ 80

其他
喷涂 三三~00

电泳涂料 三二250

型材涂料（含金属底材幕墙板涂料〉 氟树脂涂料 主三350

其他 三二300

底漆 三二420

电子电器涂料 色漆 主豆420

清漆 主主~20

表 2 溶剂型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际漆 运510

二i；程机械和农业机械涂料 中涂 运510

（含零部件涂料） 面漆 运550

1宵漆 运550

车间底漆 骂王680

机械设备涂料 元机 < 600
！鼠漆

其他 < 550

港口机械和1化工机械涂料
中涂 三二500

（含零部件涂料）
面漆 三二500

清漆 主二500

特种涂料（耐高温涂料等） 三二6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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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底漆 主三500

＇＋－＇涂 主三180
机械设备涂料 其他

面漆 三三550

清漆 主a50 

元机 运720

军闯底漆
有机 主三650

元机铸底漆 主三600

单细分涂料 主三630
金属基材防腐涂料

）成漆 主二500

中涂 主ζ500

双组分涂料
面漆 < 550

建筑物和构筑

物防护涂料
清漆 主三580

封闭底漆 主ζ700

混凝土防护涂料
底漆 主ζ540

（含铁路混凝土桥面

用薄涂型防水涂料〉
中涂 主三540

面漆 主三550

特种涂料（耐高温涂料、
王三650

耐化学品涂料、联接漆等）

其他 主三550

喷涂 < 700
空间J民漆

辍涂 王三650

集装箱涂料 j成漆 王三550

中涂 主三500

面漆 主ζ550

氟树脂涂料 主三780

底漆 主三650

预涂卷材涂料 背漆 < 700
其他

面漆 主二600

清漆 运600

不粘涂料 主豆120

卷材 三三780
包装涂料 程涂

其他 片材 主三680

喷涂 < 7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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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I (g/ L) 

氟树脂涂料 < 780

型材涂料
）届漆 主主520

（含金属J成材

幕精板涂料）
其他 面漆 运600

清漆 运550

底漆 运600

电子电器涂料 色漆 运700

；青漆 骂王650

表 3 无溶剂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量

H

－
含

项
－
…
儿

’
飞

V 
限量值／ （g/L)

运100

表 4 辐射固化涂料中 voe 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产品类别 施涂方式 限量值／ （g/L)

水性 喷涂 运400

水性 其他 运150

喷涂 骂王550
非；］＜.性

其他 < 200

5.2 各类工业防护涂料中除 voe含量以外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苯含量。（限溶剂型涂料、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 主三口，3

甲苯与工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限榕*11型涂料、非水件辐射固化涂料）／% 豆二35

卤代是总和含量＇（限溶剂型涂料、非水性辐射阳化涂料）／%

（限二氯甲：皖、兰氯甲：皖、四氯化碳、 I J“二氯乙烧、I ,2→二氯乙烧、l, I, I 兰氯乙烧、 I, I, 2 兰 运 l

氯乙炕、1,2→三氯丙：皖、 1, 2, 3→三氯丙皖、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多环芳；怪总和含量＇（限溶剂型涂料、~~水性辐射固化涂料）／（mg/kg)
运500

（限茶、惠）

甲醇含量气琅元饥类涂料）／% < l

乙二醇脏及国迷酶总和含量＇ （限水性涂料、熔剂型涂料、辐射固化涂料〉／%

（限乙二醇甲隧、乙二障甲隧醋酸醋、乙二醇乙E蓝、乙二醇乙隧醋酸醋、乙二醇二甲隧、乙二 运二1

蹲工乙自迷、工乙二醇工甲胀、三乙工回事工甲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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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项 H 限呈值

铅（Pb）含量 主三1 000 

重金属含量〈限色漆＼粉末涂料、醇酸清漆） 铺（Cd）含量 < I 00 

/(mg/kg) 六价铭（Cr＇＋）含量 < 1 000 

采（ Hg）含量 < 1 000 

a 按产品明示的施下状态下的施T伞配比混合后测元，如多组分的某组分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

五状态下的施二L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水性涂料和水性辐射圆化涂料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

稀释比例。

b 指含有颜料、体质颜料、染料的一类涂料。

6 测试方法

6.1 取样

按 GB/T 3186 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主法取样。 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6.2 试验方法

6.2.1 voe 含量

6.2. 1. 1 啻度

按 GH／丁 6750 2007 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23士0.5 ）℃。

6.2.1.2 水性涂料中 voe 含量

先按附录 A 的规定，测定水性涂料中水分含量。

如涂料中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 70 % （质量分数），按 GB/T 23986-2009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 u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色谱柱（6%氧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皖毛细管柱），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

醋。 voe 含量按 GB/T 23986 2009 中 10.4 计算。

如涂料中水分含量小于 70% （质量分数），按 GH/T 23985 2009 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

GB/ T 1725 2007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 g，烘炜条件为 (105 士 2 ）℃ ／ 1 ho voe 含量按

GB/ T 23985-2009 中 8.4 计算。

6.2.1.3 溶剂型涂料中 voe 含量

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榕剂型涂料按 GB/T 23985 2009 的规定进行。 不挥发物含量按

GB/ T 1725-2007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 g，烘烤条件为 (105 土 2）℃／ 1 h；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

零。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海剂型涂料中 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5-2009 中 8.3 进行。

含泪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按 6.2.1.4 的规定进行。

有意添加水的榕剂型涂料按 GB/T 23985 2009 的规定进行。不挥友物含量按 GB/T 17 25 2007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 g，烘烤条件为 (105 士 2）℃ ／1 h；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5 2009 中 8.4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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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无溶剂涂料中 voe 含量

按 GB/T 34682 2017 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测定时的放置时间为标准试验环境 f温度

(23 士2）℃；相对湿度（50士5）%］下放置 24 h，或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时－间放置，但放置时间不大于 7 d 。

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voe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82-2017 中 8.3 进行。

6.2.1.5 辐射固化涂料中 voe 含量

按 GK/T 34675 2017 的规定进行。

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 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75-2017 中 8.4 进行；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

录 A 的规定进行。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 voe 含量的汁算，按 GB/T 34675-2017 中 8.3 进行；不测

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6.2.2 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Z苯〉总和含量

按 GB/T 23990-2009 中 A 法的规定进行。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90-2009 中 8.4.3 进行。

6.2.3 卤代短总和含量

按 GB/T 23992 2009 的规定进行。卤代怪含量的计算，按 GI3/T 23992 2009 中 8.5.2 进行。

6.2.4 多环芳怪总和含量

按 GB/T 36488-2018 的规定进行。

6.2.5 甲醇含量

按 GB/T 23986 2009 的规定进行。甲醇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2009 中 10.2 进行 。

6.2.6 乙二醇醋及醒目旨总和含量

按 GB/T 23986 2009 的规定进行。 乙二醇酿及酿醋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 2009 中 10.2

进行 。

6.2.7 重金属含量

铅（Pb）含量、铺（Cd）含量、乖（ Hg）含量的测定，按 GI3/T 3064 7 2014 的规定进行。

六价恪CCrs+ ）含量的测定，先按 GI3/T 30647-2014 的规定，测定试样中的总锚含量，再按附录 B

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 1 型式检验

7. 1.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要求。

7.1.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一一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一一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关键原材料来惊及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有较大改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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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二气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I3/T 8170-2008 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7.2.2 报出检验结果时，应同时注明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7.2.3 所有项口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的要求时，产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8 包装标志

8.1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 GB/T 9750 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8.2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8.3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标明符合本标准的分类、产品类别和产品类型（或施涂方式）。

8.4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8.5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8.6 对于聚氨醋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适用期。

9 标准的实施

9.1 对预涂卷材涂料的重金属含量的限量值实行过疲期要求，其过渡期为本标准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12 月 31 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预涂卷材涂料应执行表 5 中重金属含量的限量值要求。

9.2 涂装现场对施工状态下的涂料产品抽查时，对于聚氨醋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品种抽样

检验，应在产品适用期内进行检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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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分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A.1 试剂和材料

A.1.1 蒸情水：符合 GB/1、 6682-2008 中三级水的要求。

A.1.2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有机搭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

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 。 例如：二甲基甲酷肢等。

A.1.3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

分离。 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己知纯度。例如：异丙醇等。

A.1.4 分子筛：孔径为 0.2 nm~ 0.3 nm，粒径为 1.7 mm~ 5.0 mm。分子筛应再生后使用。

A.1.5 载气：氢气或氮气，纯度二三99.995 %。

A.2 仪器设备

A.2.1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器。

A.2.2 色谱柱：苯乙烯工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

注．其他满足检验要求的色谱位也可使用 。

A.2.3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10 11L 。

A.2.4 配样瓶：约 10 mL 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A.2.5 天平：实际分度值 d = 0.1 m go 

A.3 气相色i昔测试条件

A.3.1 色谱住：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25 m × 0.53 mm × 10 µm。

A.3.2 进样口温度：250 ℃。

A.3.3 检测器温度：300 ℃。

A.3.4 分流比： 5: L 
A.3.5 柱温：程序升温， 100 ℃保持 2 min，然后以 20 °C /min 升至 130 ℃并保持 3 min，再以30 °C/min 

升至 200 ℃保持 5 min。

A.3.6 载气：氢气，流速 6.5 mL/t口1in

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色谱桂类型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挥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4 测试步骤

A.4.1 测试水的相对晌应因子 R

在同一配样瓶（A.2.4）中称取约 0.2 g 的蒸情水（ A. 1.1) 和约 0.2 g 的内标物（ A.1.3），精确至

0.1 mg，记录水的质量 Tnw 和内标物的质量叫，再加入 5 mL 稀释搭剂 CA.1.2），密封配样瓶CA.2.4）并

摇匀。用微量注射器（A. 2 . 3）吸取配样瓶（A.2.4 ）中 的 1 µL 混合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 按式

CA.l）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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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一一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rni 一一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 水的峰面积；

rnw 一一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1 内标物的峰面积。

若内标物和稀释溶剂不是元水试剂，则以同样垦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但不加水作为空白

样，记录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A口。按式CA.2）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R:

R-mi × ( Aw-Ao) 
rnw × A, 

··( A.2) 

式中：

R 一一水的相对响应因子A

m ； 一一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 一一水的峰面积；

A。一一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mw 一一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一一内标物的峰面积。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 5% 。

A.4 .2 样品分析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i式样约 0.5 g 以及与水含量近似相等的内标物CA.1.3）于配样瓶CA.2.4）中，精确

至 0.1 mg，记录试样的质量 m ， 和内标物的质量叫，再加入 5 mL 稀释榕剂CA.1.2) C稀释榕剂体积可根

据样品状态调整），密封配样瓶CA.2.4）并摇匀。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渴合液作

为空白样。用力摇动或超声装有试样的配样瓶CA.2.4) 15 min，放置 5 min，使其沉淀t为使试样尽快沉

淀，可在装有试样的配样瓶CA.2.4）内加入几粒小玻璃珠，然后用力摇动；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

淀丁。用微量注射器CA.2.3）吸取配样瓶CA.2.的中的 1 µL 上层清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 。

A.4.3 计算

按式（A.3）计算试样中的水分含量 Ww:

mi × CA ... - A。）
w = ;!- × 100 % 

rn , × A ; × 
··( A.3) 

式中：

Ww 试样中的水分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m;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w 试样中水的峰面积；

A。 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rn,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内标物的峰面积；

R 水的相对响应园子。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X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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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精啻度

A.5.1 重复性：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 15%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1.6% 。

A.5.2 再现性：水分含量大子或等于 15%，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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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六价锚（Cr6＋）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警示一一对测试方法中使用所有潜在包含六价锚（Cr0+ ）的样品和试剂应采用适当的措施进行预

防。含六价锚CCr6勺的溶液和废料应进行妥善处理。

B.1 原理

若试样中总恪含量小于 8 mg/kg，则六价倍 C Cro+ ）含量的结果以“未检出”报出，检出限为

8 mg／峙。若试样中总锚含量二三8 mg／峙，则试样（同时进行基体加标）在超声分散后，使用碱性消解液从

试样中提取六价倍CCr6 ）化合物。提取液中的六价恪C Cro+ ）在酸性溶液中与二苯碳毗二脚反应生成

紫红色络合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试验溶液中的六价锚（Cr5＋）含量（披长 540 nm 处）；同时测定试样的

不挥发物含量，最终结果以干膜中的六价锚CCr6+ ）含量报出。

B.2 试剂和材料

分析测试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国剂，所用水符合 GB/T 6682 2008 中气级水的要求。

B.2.1 N 甲基毗咯；民自1月（NMP）：试剂存放在 20 ℃～25 ℃的棕色瓶中，避免阳光直射。使用前应在每

100 mL 的试剂中添加 10 g 活性分子筛，保存 12 h 以上。容器打开后，储存期为一个月。

B.2.2 硝酸：约为 65%（质量分数），密度约为 1.40 g/mL；不应使用已变黄的硝酸。

B.2.3 硫酸：约为 98%（质量分数），密度约为 1.84 g/mL 。

B.2.4 氢氧化锅。

B.2.5 元水碳酸锅。

B.2.6 磷酸氢二押。

B.2.7 磷酸二氢押。

B.2.8 二苯碳酷二阱O

B.2.9 元水氯化钱。

B.2.10 丙酬。

B.2.11 硝酸榕液：硝酸十水＝ l十 1(体积比），将 1 体积浓硝酸(13.2.2）加入到 1 体积的水中 。

B.2.12 硫酸榕液：硫酸十水＝ l十9 （体积比），小心地将 1 体积浓硫酸 (I3.2. 3 ）加入到 9 体积的水中 。

B.2 .13 1肖解液：称取 20.0 g 氢氧化铀03.2.4）和 30.0 g 无水碳酸饷03.2.5），用水溶解后移入 1 000 mL 

的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转移至塑料瓶中保存。 此消解液应在 20 ℃～25 ℃下密封保存，且每

月要重新制备。使用前应检测其 pH 值 ，且 pH 值应在 11.5 以上（含 11.日，否则应重新制备。

B.2 .14 缓冲液：榕解 87.09 g 磷酸氢二悍CB.2.6 ）和 68.04 g 磷酸二氢饵 CB.2. 7）于水中，移入 1 000 mL 

的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 此缓冲液 pH= 7 o 

B.2.15 三苯碳酌三脚显色剂：称取 0.5 g 二苯碳酷二脚CB.2.8）溶于 100 mL 丙酣 CB.2.10 ） 中，保存于棕

色瓶中 。 溶液退色时，应重新配制。

B.2.16 六价铅（Cr5 ）标准贮备溶液：质量放度为 100 mg/I ， 。

B.2.17 六价锚（Cr5一 ）标准溶液 ：质量浓度为 5 mg/L。用移液管03. 3 . 7）移取 5 mL 六价锚（Cr＇＋）标准

贮备搭液CB. 2 .1 6）于 100 mL 容量瓶(B.3.6）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此榕液应在使用的当天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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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仪器和设备

B.3.1 天平：实际分度值 d = 0.l mgo 

B.3.2 分光光度计：适合于在波长 540 nm 处测量，配有光程为 10 mm 的比色池。

B.3.3 届声水浴锅：能维持温度 60 ℃～65 ℃。

B.3.4 酸度汁：精度为士0.2pH 单位 。

B.3.5 1肖解器：50 mL 具塞锥形瓶囚

B.3.6 容量瓶： 25 mL、50 mL,100 mL,1 000 ml，等。

B.3.7 移液管： l mL、 2 mL、b mL 、 10 mL、 25 mL 等。

B.3.8 量筒： 5 mL,10 mL、25 mL、 50 mL 等。

B.3.9 烧杯： 150 mLo 

B.3.10 注射器式过滤器：0.45 /iffi 滤膜。

B.3.11 普通实验室仪器设备。

GB 30981-2020 

B.3.12 所有的玻璃器皿、样品容器、玻璃板或聚四氟乙烯板在使用前都需用硝酸洛液也.2.11)浸泡

24 h，然后用水清洗井干燥。

B.4 试验步骤

B.4.1 平行试验和空白试验

平行做两份试验。空白试验与测试平行进行，不加样品，测出一次。

B.4.2 试样制备

试样平行测试的称样量和基体加标回收率平行测试的称样量应近似相等。

称取试样约 0.1 g（精确至 0.1 mg）和移取 10 mL 的 NMPCB.2.1)置于消解器也.3.5）中，记录试样

量 m，盖上塞子，然后放置于超声水陆锅。.3. 3 ） 中，在 60 °C ~ 65 °C温度下超声 1 h 0 

同时进行基体加标回收率的测试，称取试样约 0.1 g（精确至 0.1 mg）和移取 10 mL 的 NMPCB.2.1)

和 0. 5 mL 的六价锚（CrH）标准贮备洛液也.2.16）置于消解器CB. 3 . 5 ）中，盖上塞子，然后放置于超声水

恪锅 (8.3.3 ）中，在 60 ℃～65 ℃温度下超声 1 h 0 

在每个消解器03.3.5）中加入约 200 mg 元水氯化娱03.2.9）和 0.5 mL 缓冲撞03.2.14 ），摇匀。用量

筒CB.3.8）量取 20 mL 消解液也.2.13）缓慢加入每个消解器也.3.5）内，摇匀。消解液也.2.13）应完全浸

没试样，可加人 1 滴～2 滴润湿剂（无水乙醇），以增加试样的润湿性。将消解器rn. 3. s）盖上塞子，置于

超声水浴锅CB.3.3）中，在 60 ℃～65 ℃温度下超声 l ho 

从超声水浴锅。.3.3）中取出消解器03.3. 5 ） ，逐渐冷却至室温，将消解器rn. 3. 5）中溶液（即使溶液

浑浊或者存在絮状沉淀物，也不要过滤溶液）转移至干净的烧杯 rn. 3. g ）中，在搅拌状态F将硝酸

CB.2.11）滴加于烧杯中，用酸度计CB.3.4）测试，调节溶液的 pH 值至 7.5±0.5 ，得到提取鞭。 提取液应

尽快显色测定。

B.4.3 测试

B.4.3.1 显色溶液的制备

在每个烧杯。. 3 . 9）中的提取液中缓慢滴加硫酸榕液。. 2.12 ） ，用酸度计 CB.3.4 ）测试，调节溶液的

pH 值至 2. 0士0. 5 ，混合均匀。然后用移液管CB.3. 7〕准确移入 2 . 0 mL 二苯碳酌二脚显色剂CB. 2.1 5），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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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然后将其全部转移至 100 mL 容量瓶(B.3.6）中，用水稀释至刻度，得试验榕液。试验溶液静置

5 min 至 10 min 后尽快测定，30 min 内完成上机测试。

B.4.3.2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

用移液管（日.3. 7 ）分别移取 0.0 mL、 2.0 mL 、 4.0 mL、 6.0 mL 、 8.0 ml，、 10.0 mL、 20 ml，六价恪

CCr6+ ）标准榕液也.2.17）至 100 日1L 容量瓶中，用量筒 (B.3. 8）分别加水 50 mL，分别滴加硫酸溶液

03.2.12），用酸度计03.3.4）测试，调节榕液的 pH 值至 2.。士0.5 ，用移液管03.3.7）分别移入 2.0 mL 二苯

嵌眈二月井显色剂03.2.1日，分别用水稀释至刻度，提合均匀。静置 5 min~ 10 min 后，在 30 min 内尽快

完成测定。此系列标准工作溶被中含六价锚（Crs+ ）的质量放度分别为 0.0 mg/L 、0.1 mg/L 、 0.2 mg/ I，、

0.3 mg/L、0.4 mg/L 、0.5 mg/L 、 1.0 mg/Lo 

B.4.3.3 试样中六价锚（Cr6＋）含量的测定

分别将适量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移入 10 mm 比色池内，在分光光度计<B.3.盯上于 540 nm 波长处

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值对应质量放度值绘制校正曲线。校正曲线的校正系数应注0. 99 0 否则应重

新制作新的校正曲线。

在同样条件下，测试经 0.45 µm 的注射器式过滤器CR.3.1 O）过滤后的试验溶破CR.4.3.1 ）的吸光度，

根据校正曲线计算试验榕液中六价恪（Cr＇一）的质量浓度。如试验溶液中吸光度值超出校正曲线最高

点，则应对加显色剂前的提取液适当稀释后再测试，加标搭液量根据实际进行调整。

B.4.3.4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水性涂料和榕剂型涂料的不挥发物含量，按 GH/T 1725-2007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 g ，烘烤

条件为(105士2）℃ ／1 h辐射固化涂料的不挥发物含量 ，按 GB/T 34675 20 17 的规定进行；粉末涂料

的不挥发物含量以 1 汁。

B.4.4 结果的计算

B.4.4.1 试样（以干膜计）中六价锚（Crc+ ）含量

按式CB.l)计算试样（以干膜叶）中六价锚（ Cr' ）含量：

（ρ － po ） × V × F 

w m × w (NV) 
··· ( B.l ) 

式中：

w 一一试样（以干膜t十）中六价恪CCr6＋ ） 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p 试验悔液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

ρ。 空白、溶液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 一一试验、溶液的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F 一一试验榕液的稀释倍数；

Tn 一一称取的试样量，单位为克（g) ;

w (NV) 不挥友物含量，以质量分数计，单位为克每克（g/g) o

结果取两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

B.4.4.2 基体加标回收率

按式(B.2 ）计算基体加标回收率 ：

AU H
U 

-i × 
QU 

U
一－U山

QU QU 

一
－

R nb ·· ( B.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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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R 一一基体加标回收率，%；

SS 加标后试样（以干膜计）中六价锚（Cr＇一）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us 未加标试样（以干膜计〉中六价恪CCr6一）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SA一一加标溶液中六价铅（CrH ）含量折算成以试样干膜汁的六价锚（CrH ）含量，单位为毫克每

千克（mg/kg）。

示例：

如加入 0.5 mL 的六价恪（Cr忡〉标准贮备溶液000 mg/L〕，试样的不挥发物含量为 0.50 g/g，称取的试样最约0.1 g, 

则 SA=0.5 mL× (100 mg/ L) / (0.1 g× 0.50 g/ g]= 1 000 mg/ kg o 

根据被测样品的六价锚（CrH ）含量，叫‘以选择其他合适的加标榕液量，保证加标后的质量放度在

合适的曲线范围内。

B.4.4.3 结果和检出限的校正

基体加标回收率的口J接受范围应为注50%且ζ125% 。

基体加标回收率＜50%时，应重新加入两倍量的加标搭掖量进行测试；基体加标回收率＞125%时，

应重新加入等量的加标溶液量进行测试。如重复测试的基体加标回收率仍在二三50%且运125% 的范围

之外，碱性消解法不适用所测试的样品，则试样中六价铅（Cr＂一）含量按 GB/T 9760 1988 中第 6 章、

8.1 、 8.2.3 、 8.4 的规定进行酸萃取液的制备（制备的颜料的称样量约 0.5 剖，再按 GH／丁 9758.5 1988 进

行六价铅CCro+ ）含量测试。结果除以不挥发物含量后，以干膜中六价铅（Cr6一）含量报出。

如基体加标回收率＞75 %且~125% ，则无需校正结果，检出限为 8 mg/ kg c 

如基体加标回收率在注50%且ζ75%范围内，应根据基体加标回收率校正结果和检出限，即为：结

果乘以 100%加标回收率与实际基体加标回收率的比值，检出限按同样方法进行校正。

示例：

如样品的测试结果为 100 mg/kg，某体加标［旦l收率为 50% ，则该测试样品的校it检出限＝ 8 mg/ kg × (100%/50%) 

= 16 mg／峙，该测试样品的校正测试结果＝ 100 mg/ kg X (l00%/ 50%) =200 mg／埠。 最终报出结果为 200 mg／屿，检

出限为 16 mg/kg. 

B.5 精密度

B.5.1 重其性：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20% 。

B.5.2 再现性：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33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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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建筑物和构筑物钢结构表面进行防护和装饰的溶剂型防腐涂料和水性防腐涂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25-2007 色漆、消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 T 3186 色襟、清潘和色楼与清漆用原材料取样

GB/ T 6750-2007 色潘和消穰密度的测定 比蓝瓶法

GB/T 8170- 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 24408-2009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3. 1 

3.2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物 building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GB/T 50504-2009，术语 2.1.4]

注：例如，住宅、办公大楼、厂房、仓库、商场、体育馆、展览馆、图书馆、医院、学校、体育馆、机场、车站、剧院、被堂等．

构筑物 construction 

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

设施．

3.3 

3.4 

[GB/T 50504一2009，术语 2. 1.5]

注：例如，桥绿、铁培、石’缆、电视缩等结构．

建筑钢结构 construction st创l structure 

以钢材制作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 anticorrosion coatings for construction steel structure 

涂覆在建筑钢结构上的防腐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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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 voe 
在所处的大气温度和压力下，可以自然挥发的任何有机液体或固体．

[ISO 4618:2006，定义 2. 239]

3.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 o咆anic compound content 

voe 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flt 0 

[ ISO 4618 : 2006，定义 2. 240〕

4 产品分类

5 要求

5. 1 产品中

底漆

其他树脂类

联接漆‘

E事酸树脂类

环氧树脂类

氯化橡胶类
中间漆

氯化.烯经树S旨类

丙始被酣类

其他树指类

2 

650 

720 

490 

550 

600 

700 

5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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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1 （续〉

涂料类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QC）的限量值

g/L 

回事蓝蓝树’旨类 590 

丙烯醺树脂类 650 

环氯树Bli类 600 

氯化橡胶炎 610 

丽漆 .化骤然俊树脂类 720 

.氨酣树脂类 630 

氟碳树Bli~能 700 

硅氯统树脂类 390 

其他树Bli炎 700 

注：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利稀稀比例混合后测定．如草除释1111的使用最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级大稀辛苦量稀

章和后进行测定．

• ?-l铸成漆）｝！指不掠~分中金属僻含量》60%的底漆．

‘在无机.铸底楼上~覆的一避过渡涂料作为联接〈封闭〉涂层．

5.2 产品中有害溶剂舍fit应符合我 2 的限量要求．该要求适用于榕3lll型涂料和水性涂料．

裴 2 有害溶剂的限量要求

项目 限量值

J崔含量／% ＝二 1 

内代经〈二氯甲挠、三’民币锐、二’E乙烧、三氯乙纺、1,2－二氯丙挠、王氯乙烯、四氯化碳｝总和1贪

量／%
1 

＝二

币’事含量〈限无机类涂料〉／% 司三 1 

乙二醇隧〈乙二，事甲.、乙二静乙隘〉总和含量／% 4二 1 

注：溶剂量理涂料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利稀，比例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是

大稀将量稀释后进行测定．水位涂料不考虑秘辈革配比．

5.3 对产品中有害重金属含量的推荐性要求见表 3. 该要求仅限色漆 ，造用于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

褒 3 有事重金属含量的推荐性要求

项目 推荐值

铅（Pb）含量／（mg/kg) ＝二 1 000 

销（Cd）含量／（ mg/kg) ＝二 100 

六价铅（Cr忡〉含量／（mg/kg) 骂王 1 000 

泵(Hg）含量I (mg/kg) s二 1 000 

注：饺产品明示的配比〈梅森剂元须加入〉混合各组分样品，并制备厚度适宜的涂膝．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干燥

条件下，待涂腹完全干燥后，对下涂跟进行测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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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方法

6.1 取样

产品取样应按 GB/T 3186 的规定进行．

6.2 检验方法

6.2.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QC）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6.2.2 苯、甲醇、乙二酶醒含量的测定按附

6.2.3 卤代短含盘的测定按附录 ♀幽明~进行．

6.2.4 苯、甲醇、乙二醇醒含量，国代
~ ...... 

6.2.5 

7 检验规则

至少进行

，
‘应时

位
果

一
结

以
验
果
撞
结
出盹
报

∞
2
 

n
U

内t

n
u

吁
，

8 包装标志

8.1 按 GB/T 9750 的规定进行．

8.2 对于自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的涂料，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各组分的配比． 对于施工

时需要稀释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确稀释比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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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A

（规范性附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CVOC）含量的测定

A.1 原理

按产品明乐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测定试样的挥发物含章，所测试的挥发

物含量即为产品的 voe舍盘．

A.2 挥发精含量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按 GB/T 1725一2007 的规定测定试样

的不挥发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克（g/g），以 1 减去不挥发物含量得出试样的挥发物含量，根位为克每克

(g/g）.称取试样盘(1士O.l)g，试验条件为在(105士2）℃温度条件下，烘干 1 儿

A.3 密度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按 GB/T 6750一2007 的规定测定试样

的密度．试验温度为（23土2）℃．

A.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计算

按式CA.1）计算试样的 voe含量：

ρ（VOC) = w × A × 1 000 ·· ( A.l) 

式中：

p(VOC）一一试样的 voe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w 一一试样中挥发物含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g/g);

p. 一一试样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 mL); 

1 000 一一转换因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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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景〉

苯 、甲醇、Z二醇酶含量的测定

B. 1 原理

试样经混合及稀释后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被测物经色谱柱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后，用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检测，以内标法定盘．

检出限 ：苯 50 mg/kg、甲蹲 50 mg/kg、乙二醇甲醒 100 mg/kg、乙二酶乙酶 100 mg/kg. 

B.2 材料和试剂

B.2.1 载气：氮气，纯度注99.995%.

B.2.2 燃气：氢气，纯度二三99.995%.

B.2.3 助燃气 ：空气．

B.2.4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氯气．

B.2.5 内标物 ：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正庚烧〈溶剂型涂料〉、异丁薛〈水性涂料〉等 ．

B.2.6 校准化合物：苯、甲醋、乙二蹲甲醋、乙二醇乙酶，纯度至少为 99%（质盐分数〉或已知纯度 ．

B.2.7 稀释溶剂 ：用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少为 99%（质盘分数〉

或已知纯度。例如，乙酸丁醋〈溶剂型涂料〉、乙腊〈水性涂料〉等．

B.3 仪器设备

B.3. 1 气相色谱仪，具有以下配置 ：

一一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并且气化室内衬可更换；

一一程序升温控制器 ；

一一检测器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一一色谱柱 z应能使被测物足够分离，例如，骤二甲基硅氧烧毛细管柱、6%腊丙苯基／94%囊二甲基

硅氧烧毛细管柱、聚乙二醇毛细管柱或相当型号．

B.3.2 进样器 ：容量至少应为进样量的两倍．

B.3.3 配样瓶：约 10 mL 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B.3.4 天平：精度 0. 1 mg. 

B.4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B.4. 1 选用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取决于将进行测试的样品．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仪

器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参见附录 D 中色谱条件示

例 1.

B.4.2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在仪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峰形

不对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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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测试步’

B.5. 1 测试次鼓

每个样品进行二次平行测定．

B.5.2 定性分析

B.5.2. 1 按 B.4.1 的规定使仪辑参数最优化－

B.5.2.2 被测化合物保留时间的测定

将 1 µL 含 B.2.6 所示的校准化合物的标准混合溶液注入色谱仪，记录各被测化合物的保留时间．

B.5.2.3 定性分析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约 2 g 的样品用适量的稀释溶剂

（见 B.2.7）稀释试样，用进样器〈见 B.3.2）取 1 µL 混合均匀的试样注入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并与经

B.5.2.2测定的被测标准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对比确定是否存在被测化合物．

注： X.f常温困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B.5.3 校准

B.5.3.1 校准样品的配制：分别称取一定量〈精确至 0.1 mg)B.2.6 中的各种校准化合物子配样瓶

〈见 B.3.3）中，称取的质量与待测试样中所含的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 ；再称取与待测化合

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B.2.5）子同一配样瓶中，用适量稀释溶剂〈贝， B.2.7）稀释混合物，密封配样瓶

并摇句．

B.5.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试：在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按 B.4 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将

适量的校准混合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围，按式（B.l)分别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R _ m " × A,. 
一一' m .. × A"' 

…( B.l ) 

式中：

R ， 一一化合物 i 的相对校正因子；

m，一一 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 i 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一一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一一 内标物的峰面积；

Ac1一一化合物 i 的峰面职．

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B.5.4 试样的测试

B.5.4.1 试样的配制：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试样约 2 g（精确

至 0. 1 mg）以及与被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B.2.5）子配样瓶（见 B.3.3）中，加入适量稀释溶剂

（见 B.2.7）子同一配样瓶中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并摇匀 ．

注z 对常温困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祥后应尽快测试－

B.5.4.2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B.5.4.3 将 1 µL按 B.5.4.1 配制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阁，然后按式（B.2）分别计算试样

中所含被测化合物〈苯、甲醇、乙二醇甲醋、乙二醇乙隧〉的含量．

mi. × A , × R · w, = ..×100 
m. × A ” 

、E
，
，

。L
B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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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1 一一试样中被测化合物 i 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E

R ， 一一被测化合物 i 的相对校正因子；

m，.－一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一一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 －被测化合物 i 的峰面积2

A ，.一一内标物的峰丽积．

B.6 计算

按式（B.3）计算试样中乙二醇酷的含量 Wz.=.••:

W乙二•• =w乙二’申• +wz.二蹲乙·

B.7 精密度

B.7.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5%.

B.7.2 再现性

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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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原理

附 最 C

（规范性附景〉

卤代蛙含量的测定

GB 30981-2014 

试样经混合及稀释后直接注入气相主骂、 物经色谱柱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后，用电子捕获

检测辑检测，以内标法定盘．

50 mg/kg、 l .1, 1－三

10 mg/kg、四氧化

C.2. 1 

C.2.2 

C.3.1 气相色谱

一一分流装置的

一一程序升温控制嚣；

一一电子捕获检测器（ECD5 1

一一色谱柱：能使被测组分与其他组

柱或相当型号．

C.3.2 进样器：容量至少应为进样盘的两倍．

C.3.3 配样瓶：约 10 mL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C.3.4 天平 ：精度 0.1 mg. 

C.4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100 mg/kg 、 1, 2－二氯乙烧

烧 10 mg/kg 、三氯乙烯

，纯度至少为

'1, 2－三氯乙

谱柱，如（5%苯基·） 95%甲基聚硅氧烧毛细管

C.4. 1 使用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取决于将进行测试的样品 ． 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仪

带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嚣的员敏皮、稳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参见附录 D 中气相色谱测试

条件示例 2.

C.4.2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在仪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 ． 峰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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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C.5 测试步囔

C.5.1 测试次鼓

每个样品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C.5.2 定性分析

C.5.2.1 按 C.4.1 的规定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C.5.2.2 被测化合物保留时间的测定

将 0.2 µL含有 C.2.4 所示的校准化合物的标准混合榕液注入色谱仪，记录各被测化合物的保留

时间．

C.5.2.3 定性分析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约 2 g 的样品，用适量的稀释溶剂

（见 C.2.5）稀释试样，用进样器（见 C.3.2）取 0.2 µL 混合均匀的试样注入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并与经

C.5.2.2 测定的标准被测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对比确定是否存在被测化合物．

注：对常温困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祥后应尽快测试．

C.5.3 校准

C.5.3.1 校准样品的配和j

分别称取一定盘（精确至 0.1 mg）含有 C.2.4 所示的校准化合物子配样瓶〈见 C.3.3）中，称取的质盘

与待测样品中所含的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应在同一数盘级，再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近数盘级的内标物〈见

C.2.3）于同一样品瓶中，用稀释溶剂〈见 C.2.5）稀释混合物（其稀释浓度应在仪器检测器线性范围内，若

超出应加大稀释倍数或逐级多次稀释〉，密封样品瓶井摇匀．

C.5.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在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条件下按 C.4 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将适量的校准化合物注入气相色谱

仪中，记录色谱图．按式（C.l）分别计算每种被测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MEd 

A-A ×
一
×

·”-
·” 

m-m 一
一

... pu …C C.l) 

式中：

R； 一一化合物 t 的相对校正因子；

叫 一一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 i 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一一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一一内标物的峰面积3

A c1 一一’化合物 i 的峰面积 ．

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C.5.4 试样的测定

C.5.4.1 试样的配制：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 ，搅拌均匀后，称取试样约 2 g（精确

至 0.1 mg）以及与被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C.2.3）于配样瓶〈见 C.3.3）中，加入适量稀释溶

剂（见 C.2.5）于同一配样瓶中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并摇匀．



法 z 对常温困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C.5.4.2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GB 30981-2014 

C.5.4.3 将 0.2 µL按 C. 5.4.1 配制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然后按式（C.2）分别计算试

样中所含被测化合物（二氯甲挠、三氯甲烧、1, 1－二氯乙挠、 l ,2－二氯乙烧、 l I 1, 1－三氯乙烧、l , l, 2－三氯

乙饶、1,2－二氯丙烧、三氯乙烯、四氯化碳〉的含皿 ·

m .. × A. × R. 
W ; = .. . .× 100 

; m. × A .. 

式中：

切， 一一试样中被测化合物 i 的质量分数，以%在示 ；

m. 一一试样的质

A， 一一被测

C.6 计算

按式〈

式中

w, 

C.7 精密

C.7.2 再现性

…( C.2 ) 

……··( C.3) 

I 1, 1－三氯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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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D

〈资料性附录〉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D. 1 测定苯、甲醇、乙二醇醒含量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1:

一一色谱柱：6.%踊丙苯基／94 .%聚二甲基硅氧烧毛细管柱，60 m × 0.32 mm × 1.0 µm; 

一一进样口温度 ： 250 ℃ ；

一一检测樵温度 ： 300 ℃；

一一柱温：初始温度 65 ℃保持 18 min；以 30 ℃／min 升至 210 ℃保持 5 min ；以 30 ℃／min 升至

250 ℃保持 5 min; 

一一载气流速 ：0.8 mL/ min ; 

一一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一一进样盘 ： 1 µL. 

D.2 测定卤代短含量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2:

一一－色谱柱：（5.%苯基）95.%甲基聚硅辄烧毛细管柱，30 m × 0.32 mm × 0.25 µm; 

一一进样口温度 ：250 ℃；

一一柱温：初始温度 35 ℃保持 10 min ；以 8 ℃／min 升至 80 ℃保持 5 min; 

一一检测器温度 ： 300 ℃；

一一载气流速 ：0.7 mL/ min; 

一一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词；

一一进样盘：0.2 µL . 

注：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型号、性能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是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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