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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晶评价涂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涂料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评价要求、评价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性涂料、粉末涂料、辐射固化涂料、高固体分涂料、无溶剂涂料等涂料产品的绿色产

品评价．

本标准不适用于防水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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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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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6566 撑筑材蝇放射件辖，岳阳·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第 4 部分z特定元素的迁移

GB/ T 6750-2007 色漆和清漆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 T 9754- 2007 色漆和清攘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 20° 、 60°和 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 T 13491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T 16716.1 包装与包装废弃物第 1 部分g处理和利用通则

GB/ 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部分 z化学污染物

GB/ T 18446- 2009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佩酸醋树脂中二异氨酸醋单体的测定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班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 T 20623-2006 建筑涂料用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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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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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3993-2009 水性涂料中甲醒含量的测定 乙酷丙酶分光光度法

GB/ T 23994-2009 与人体接触的消费产品用涂料中特定有害元素限量

GB/ T 24001 环撞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T 26125- 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柔、铺、六价铭、多澳联苯和多澳二苯酶〉

的测定

GB/ T 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T 30512- 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 T 30647- 2014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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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 34682-2017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 34683-2017 水性涂料中甲醒含量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AQ/T 900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JG/T 481- 2015 低挥发性有机物（VOC）水性内精涂覆材料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2017 年第 682 号令〉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2011 年第 591 号令〉

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环保部公告 2010 年第 72 号〉

内河船舶有害物质控制指南〈中国船级社 2012 年发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产晶 ，寄回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

品质高的产品．

[GB/T 33761-2017，定义 3.1]

3.2 

涂料 C倒ting material 

液体、糊状或粉末状的一类产品，当其施涂到底材上时，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和／或其他特殊功能

的涂层．

3.3 

3.4 

[GB/T 5206-2015，定义 2.51 〕

水性涂料 water-borne c帽ting material 

挥发物的主要成分为水的一类涂料．

[GB/T 5206-2015 ，定义 2.274]

注 1 ：例如，水位建筑涂科、水位工业涂料等．

注 21 在使用时加水的涂料产品也属于水性涂料，如建筑元机~体涂装材料等．

水性建筑涂料 water-borne coating materi创 for architectures 

以合成树脂乳液、天然树脂乳液等为主要成膜物质，加入助剂、水或助溶剂等配制而戚，涂覆在水泥

基及其他非金属材料为基材的建筑物内表面和外表面的精面涂料．

3.5 

建筑无机盼体涂襄材料 ino，阴ic powder 侧ting material for ar讪itectare毒

以水泥、石膏等为主要粘结材料，矿物质粉体作为主要颜填料，辅以其他颜料及助剂配制而成的，使

用时用水作为分散介质，在建筑物表面涂装形成涂层的精体状材料．

注g 例如，硅藻泥装饰璧材、贝壳5装饰壁材、水差无机干事昏室内装饰材料等．

3.6 

水性工业涂料 water-borne c侃.ting material for industry 四”

以水性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加入助剂、水或助溶剂等配制而成，涂覆在木质植、钢结构、水泥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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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基材上，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和／或其他特殊功能的涂层．

注2 例如，水位木辘涂料、水住地部涂料、水位汽车修补涂料、水位防腐涂料等．

3.7 

3.8 

粉末漳料 coating powder 

粉末状的涂料，在其嬉融〈也可能要经过固化〉后可制得连续的漆膜－

[GB/T 5206-2015，定义 2.52]

辐射固化涂料 radiation curable coating material 

通过辐射固化方式固化的一类涂料．

也例如，紫外光（UV)困化涂料、电子束〈回）困化涂料等．

3.9 

3.10 

3. 11 

3.12 

高固体分涂料 high solid coating material 

按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施工状态下的不挥发物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 70%的一类溶剂型涂料．

无溶剂涂料 solvent-free coating material 

按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施工状态下的不挥发物含量大子或等于 95%的一类溶剂型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电nic com阴，und;VOC

在所处大气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可以自然燕发的任何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GB/T 5206-2015，定义 2.27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und content 1 V1<)C content; VOCC 

voe含量 voe content; v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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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 所需考虑的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将取决于涂料应用的领·．对于每个应用领被而言，限量值和测定或计算方

法是通过法规规定或约定．

[GB/T 5206一2015，定义 2.271〕

3.13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emi-volatile o咆anic comp。und;SVOC

在所处大气环撞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相对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自然蒸发更缰慢的任何有

机液体和／或固体．

注2 欧盟决议CEU)2015/886 中规定，术语 svoc 是指在 101.3 kPa 标准大气压下，沸点在 250 ℃～370 ℃之间，且

在非极俭色谱柱上保留时间在正十四统至正1:t十二统之间〈包括正十四线和正廿十二统〉的舞发位有机化

合物．

3.14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辑披量 total volatile o咿nlc comp。unds(TVOC) emmion level 

在规定的模拟涂料（包括涂层〉实际释放环境下，采用吸附管采样，非极性色谱柱分离，保留时间在

正己烧至正十六统之间〈包括正己镜和正十六烧〉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总和．

3.15 

挥发性芳香姬 volatile aromatic hydrocarbon; V AH 

分子结构中至少含有一个苯环，且在 101.3 kPa 标准大气压下，韧沸点低于或等于 250 ℃的任何挥

发性碳氢化合物．

注2 例如，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四甲苯、苯乙烯等．

3 



GB/T 35602-2017 

4 产晶分类

适用于本标准的涂料产品按表 1 分类．确定产品分类时应按一级、二级、三级依次确定产品所属的

类别。

襄 1 产晶分提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内编涂料［光漳（60°）《10 单位值］

水位建筑涂料
内精涂料〔光泽（60°>>10 单位值］

外精涂料

’庄子

内销
建筑无机秘体涂装材料

水性涂料· 外精

木棍涂科

地纬涂料

水位工业涂料 室内用常温自子II防腐涂料

其他工业涂料

’且子

木质板、家具用
粉末涂料

其他

组舷用
水位

辐射困化涂料‘
其他

喷涂
非水位

其他

底2在

离固体分涂料 中问漆

面湾〈含清漆〉 一

无精剂涂料 一

·不包括水位辐射困化涂料．

‘不包括辐射固化精末涂料．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生产企业基本要求

5.1.1.1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清洁生产．

5.1.1.2 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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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装备及材料，不得超越范围选用限制使用的材料．

5. 1. 1.3 截止评价日 3 年内，待评价的企业应元较大安全事故和／或在大突发环境事件〈如果公司成立

不足 3 年，按公司成立之日起至评价日元较大安全事故和／或校大突发环境事件进行评价〉．

5.1.1.4 企业应按照GB/T 19001 、GB/T 24001 和 GB/T 28001 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1.1.5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应符合 AQ/T 9006 的要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符合“三同时”制度．

5.1.1.6 工作场所的环摘〈粉尘、噪音、空气中化学物质等〉应符合 GBZ 2.1 和 GBZ 2.2 的有关规定，建

设项目职业卫生符合“三同时”制度．

5. 1 . 1 .7 企业在环保方面应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三同时”制

度、排污许可制度等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

5. 1.1.8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GB 18599 的相关规定． 危险废物的贮存严格按照

GB 18597 的相关规定执行，后续应交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5. 1.1.9 企业应按照《危险化学晶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并运行危险化学晶安全管理制度．

5.1.1.10 企业应持续关注，并符合国家、地区涉及涂料涂装的污染物排放、清洁生产等要求．

5.1.1. 11 企业应确保污染物治理设备和设施正常运行，并按相关环保要求配备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

设备．

5. 1.2 产晶基本要求

5.1.2.1 产晶不得有意添加的有害物质

产品中不得有意添加表 2 中所列举的有害物质，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褒 2 不得有意添加的有害物质

品种 品种说明

苯

甲回事

卤代经是缩短分子中的氢原子被卤.原子取代后的一类挥发性

卤代经 有机化合，．．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自代短，如二’E甲烧、三氯甲

镜、四氯化碳、三’E乙巍、三氯丙烧、三氯乙烯、澳丙烧、澳丁镜等

《中国受控消，毛臭氧层物质清单》内列举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如三

消耗臭氧层物质 氯－氟甲镜＜CF℃－11 ）、二氯二’民甲烧（CFC-12）、一氯三氟甲烧

(CFC-13）等

乙二回事甲’E和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乙二蹲甲隧和乙二鄙乙蜒的衍生物，如乙二

’事甲霞、乙二圈’甲’，...昌、乙二’事乙艇、乙二鄙乙醺..画、乙
乙二蹲乙隘的衍生物

二圈’二甲隧、乙二障二乙醺、二乙二酶二审庭、三乙二回事二审..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邻苯二甲酸酶，如邻苯二甲醺二丁酣

邻苯二审.酶
(08町、邻苯二甲醺丁带酶（ BBP）、邻苯二甲’E二异李酣

(DEH町、邻苯二甲醺二辛黯＜DNOP）、邻苯二甲醺二异圭筒

(DIN町、邻苯二甲醺二异’寄酶（DID町等

原材料杂质帮人的

污3艇限值

100 mg/kg（防腐涂料中
苯污簸限值为 0.1%)

100 mg/kg（防腐涂料中
甲回事污巢限值为 0.1%)

100 mg/kg（每种化合物〉

100 mg/kg（每种化合唱’〉

100 mg/kg（每种化合物〉

100 mg/kg（每种化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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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2 （续〉

品种 品种说明
原材料杂质待人的

污巢限值

’曹用偶氯~料是指可裂’事并馨放出某些有害芳香E贵的铜氯来料，

禁用偶氯骂是料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有害芳香胶〈参见附录 A 中褒 A.I 列举的有

50 mg/kg（每种化合唱’〉
害劳番E安〉，如 4－氨基联苯、联苯腔、4－氯－2－甲基苯胶、2－盖自胶、对氯

苯麟、2,4－二氨基苯甲’E等

统基酶’匠’E乙燎隧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统基盼’医氧乙烯肆，如圣基盼.氯乙燎醺

50 mg/kg（每种化合物〉
〈舍去基盼〉、辛基盼.氧乙鳞隧〈含辛基盼〉等

多氯童声是指蕉环上的氢原子被氯原子所取代后的一类氯化物，包

多氯骂声 括但不限于列举的多氯茶，如一氯黎、二氯骂声、三氯茶、四氯骂声、五 50 mg/kg（每种化合物〉

氯荡、六氯童声、七氯童声、八氯荼等

多氯联苯是指联苯苯环上的氢原子为氯原子所取代后的一类氯

化物，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多氯联苯，如三氯联苯（PCB3）、囚氯联

多氯联苯 苯（ PCB4）、五氯联苯（ PCBS）、六氯联苯（ PCB6）、七氯联苯 50 mg/kg（每种化合物｝

(PCB？）、人氯联苯（PCB8 ） 、丸 氯联苯（PCB川、十氯联苯

(PCBlO）等

多环劳经是指分子中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并环苯环结构，且不包

含任何杂原子和取代基的有机经类化合物，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

多环芳经 多环芳短，如骂声、范烯、荒、药、司在、慧、荧惠、莲、苯并（a）葱、.、苯并 100 mg/kg（每种化合物〉

(b）荧葱、苯并（k）荧葱、苯并（a）莲、苟苯（1t2 t 3-c Id）雀、二苯并

(a,h）慧、苯并饨，h,i)花等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长链〈碳链妖度＞6 个孩原子〉全氟叛酸化合

长链全氟统基化合物 物和全氟破自量化合物，如金氟辛醺、金氟圭醺、全氟费酸、金氟十 50 mg/kg（每种化合物〉

－·、金氟十二酸、金氟辛烧琐自费、金氟突统磺酸等酸及其盐

短链氯化石蜡是指一类碳原子数为 10～13 的正构统经氯化衍生

短链氯化石蜡 而且能的复杂混合物，如含氯量分别为 42% 、48% 、 soYo ～ 52% 、 0.1 Yo （每种化合物〉
65%～70%等短链氯化石蜡

澳系阻燃剂 多澳联苯、多澳二苯震、六澳环十二统 100 mg/kg（每种化合物〉

三取代有机铺化合物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二取代有机锦化合物，如三了基铺、三苯基

50 mg/kg（每种化合物〉
铺、三环已基铺等

石棚是指纤维状蛇纹石和纤维状角闪石类磁.盐矿物，且纤维状

石棉 颗泣的妖径比大于 3，如温石棉、透闪石石棉、阳起石石铺、直闪石 0.1 Yo （每种矿物〉
石楠、币’石楠、铁石棉等

a 表面得到医值大于或等于 0.04 Bq/cm3 ，β表面污巢值大子或等于

放射俭”质 0.4 Bq/cm1 ，为放射性超标1Y 值大子或等于 1 µSv/h，为放射性越

标s检出中子，为放射性超标

生产企业应持续关注国家、地区和行业明令禁用的有害物质，并不得有意添加． 产品中不得有意添

加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中类别 1 的有害物质 F产品中不得有意添加在体内验证试验中

确认具有内分泌干扰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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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2 特定领罐的髓’院和环保要求

产品应符合其应用在特定领域的健康和环保要求． 例如，电子电器行业的 GB/T 26572-2011 中

有害物质要求 F汽车行业的 GB/T 305 12-2014 中有害物质要求F玩具行业的 GB 6675. 4-2014 中有害

物质要求 z船舶行业的《内河船翩有害物质控制指南》中有害物质要求等．

5.2 评价指标要求

5.2.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 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

指标和晶质属性指标．

水性建筑涂料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指标应符合表 4 的要求，水性工业涂

料指标应符合表 5 的要求，船来涂料指标应符合表 6 的要求，辐射固化涂料指标应符合表 7 的要求，高

固体分涂料和无溶剂涂料指标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水性涂料品质属性中有害物质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籍比例，其他类型涂料品质属性

中有害物质项目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稀稀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按照产品施工配

比规定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当涂料产品适用于多种场合时，按最严格的指标要求执行．

资源属性中“主要原材料”是指产品中质量分数注s.%的组分材料，水除外．

注 1 . 鼓励企业选用不参与大气中光化学反应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如醋.叔丁醋等．

注 2ε 鼓励企业选用资源节约型原材料，如可再生、可循环、高耐久等．

襄 3 水性建筑涂料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应加强清洁

生产

残余单体 内编用 % 骂王0.03

原材料要求
乳

含量
外精用 % < 0.05

液
资源属性 苯、甲苯、乙苯、和二

mg/ kg < 100
甲笨的含量总和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军三1.015

新鲜水消耗量 t/t产品 < 0.25

单位产品中铁白粉用’E - 
平涂涂料 < 10.0

能源属性 产品综合能转 kgce/t 产品质感涂料 〈砂璧状涂料、真
< 15.0

石.等〉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颗植物回收装置，并正
是

，曾运转

环搅属性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

收集系统，收集后进入密闭式负压废气处理 一 是

系统，并正常运转

判定依据

提供证明材料

按 GB/T 20623-2006 中

附录 A检测，提供有资质

的第二方检测报告

校 GB/T 23990-2009 检

测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俭测报告

依锯 B.l 计算原材料消娓

依据巴2 计算新鲜水消

耗量

提供证明材斜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品综合能耗

现场检查

现场撞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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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3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应符合国家

或地方规定

污巢”排放 的污巢”排 提供证明材料

放标准和执

法要求

环槐属俭 内精涂料［光泽（60°）《 10
g/ L < 10

单位值］

挥发位有机 内煽涂料［光泽 （ 60") > 10 按 B.3 检测，提供有资质g/L < 50化合物（VOC)
单位值］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含量
外精涂料 g/L < 50

腻子 g/kg 骂王5

应满足产品

质量佳能
明示的标准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位

中最高等级 测报告

的技术要求

半挥发位有机化合物（SVOC）含量 % 一 提供证明材料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量〈限内
mg/ m3 < 1.0

精涂料及内煽用’民子〉
按 B.4 俭测，提供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甲踵，李放量〈限肉馅涂料及内蝙用腻子〉 mg/ m3 < 0.1

游离审.含 内糖涂料 mg/ kg 军三10

量 〈高效液相

色谱法〉 外划面涂料 mg/ kg 骂王10
按 B.5 检测，提供有资质

内编涂料 mg/ kg < 20 的第三方位测报告
甲隆含量〈乙

外埔涂料 mg/ kg < 30
院丙醺法〉

品质属性 赋子 mg/ kg 主ζ5

按 GB/T 23990-2009 检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和 mg/ kg ＝二50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报告

铅（Pb) mg/ kg 唱主20

铺 （Cd) mg/ kg 骂王20

六价’画（Cr'+) mg/ kg < 20

重金属元素 蒙（Hg) mg/ kg 运二20

含量〈限色漆 砰（~） mg/ kg < 20
按 B.6 俭测 ，提供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和赋予〉 领（Ba) mg/ kg < 100

砸（Se) mg/ kg < 20

镑（Sb) mg/ kg < 20

钻（Co) mg/ kg <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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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3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氯甲基异囔噎琳酬I If! 基异

·略略$翻（ 3/1 ) [ CM1/ M1 mg/kg 骂王15

(3/1)] 

辛基界囔噎琳嗣COIT) mg/ kg 运二500

异．噎 苯并异囔唾嗣（BIT) mg/kg 运二500
”串嗣

甲基异·唾嗣（Ml) mg/ kg < 200
生

” 
双 氯辛基异囔喽琳嗣

mg/ kg < 500

杀
COCO IT)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伤 异囔噎琳嗣含量总和 mg/ kg 骂王750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剂 藏代丙先提摹氨基甲酸了商（IPBC) mg/ kg 运二1 500 污巢限值均为 50 mg/kg) 

合
毗喋illl镑（ZPT)

量
mg/ kg < I 500 

二（3－氯丙基〉十二虫在基胶 mg/kg < 500

多菌灵、敌尊隆、百菌清、三氯生 一 均不得添加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具有内
不得添加

品质属性 分泌干扰的生物杀伤剂

涉及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
不得添加一

殖毒性中类别 1 的生物杀伤剂

安全标签
符合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符合GBIT I“~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CSDS) 提供证明材科一

要求

包装材质不得

含有襄氯乙烯

或其他含有

亵 2 中有害物

包装 一 质的塑料 提供证明材料

符合

GB/ T 13491 和

GB/ T 16716.l 

要求

襄 4 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指标要求

－级锦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应加强清洁

提供证明材料
生产

资源属俭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 1.015 依据且1 计算原材料消能

新鲜水消章毛量 tit 产品 ~0.1 
依据 B. 2 计算新鲜水消

耗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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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4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能源属性 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产品 < 15.0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品综合能耗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厦位物回收装置．并正
是 现场检查

常运转

应符合国家

或地方规定

环绕属性 污巢”排放 的污巢”排 提供证明材料

放标准和执

法要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g/ kg < 2
孩 B.3 检测，提供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应满足产品

质量性能
明JJ'的标准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俭

一
中最离等级 测报告

的技术要求

总挥发位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t ＜限内
mg/m3 < 1.0

编涂装材料〉
孩 B.4 检测，提供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甲霞，李放量（限内编涂装材料〉 mg/m3 4二0.1

甲.含量〈乙殴丙酬法〉 mg/kg < 5
按 B.5 俭测，提供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校 GB/T 23990一2009 俭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笨的含量总和 mg/kg < 50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品质属性 检测报告

铅（Pb) mg/ kg < 20

领（Cd) mg/kg <zo 
六价倍（C产〉 mg/ kg < 20

亲（Hg) mg/ kg 骂王20

重金属元素
碑（As) mg/ kg 骂王20

技 B.6 ~金测，提供有资质

含量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Ba) mg/ kg < 100

哥（Se) mg/ kg < 20

镑（Sb) mg/ kg 骂王20

钻（Co) mg/ kg < 20

Ia. < 1.0 按 GB 6566 检测，提供有
放射性比活度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I, <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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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4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E甲基异囔嗖琳酬／IJI 基异

囔噎琳嗣（ 3/1) [ CMI/MI mg/ kg ~15 

(3/1)] 

辛基异囔喧琳酬COIT) mg/ kg < 500

界电医唾
苯并界囔唾嗣（BIT) mg/ kg 骂王500

”申嗣
甲基异＠唾酬（Ml) mg/ kg < 200

生 双氯辛差异·喧琳嗣
物 COCO IT) 

mg/ kg < 500

杀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伤 异囔略显晴丰田含量总和 mg/ kg 骂王750 用酒’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剂
藏代丙然基氨基甲酸了酶CIPBC)

含
mg/kg ~I 500 

污E民限值均为 50 mg/ kg) 

• 毗咬事E酬镑CZPT) mg/kg 骂王1 500 

二（3－氨丙基〉十二统基胶 mg/kg < 500

多商爽、敌尊摩、百菌押’、三氯生 均不得添加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真有内
不得添加一

分泌干扰的生物杀伤剂

品质属性
涉及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

不得添加
殖毒性中类别 1 的生物杀伤剂

符合

安全标签 一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符合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OS) GB/ T 16483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包装材质不

得含有襄氯

乙鳞或其他

含有表 2 中

有害物质的

包装 塑料 提供证明材料

符合

GB/ T 13491 和

GB/ T 16716.1 

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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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5 水性工业涂料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应加强清洁

提供证明材料一
生产

苯、甲苯、乙苯和二
按 GB/T 23990-2009 ~金

mg/ kg < 100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原材料要求

水
甲3胀的含量总和

性 位测报告

树 按 GB/T 23986-2009 位
资源属性 ’撞

N－甲基毗略统嗣
% 运二0.1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NMP）含量
检测报告

原材料消辑 tit 产品 运二1.015 依据 B.l 计算原材料消蜒

新鲜水消挺量 t/t 产品 < 0.35
依据巴2 计算新鲜水消

耗量

单位产品中铁白杨周量 提供证明材料

能源属性 产品综合能挺 tce/t 产品 < 0.17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品综合能挺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颗植物回收装置，并正
是 现场俭查

常运转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

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密闭式负压废气处理 是 现场检查

系统，并正常运转

应符合国家或

污3除物排放
地方规定的污

提供证明材料
环搅属性 巢”停放标准

和执法要求

木缉涂料 g/ L < 180

地绊涂料 g/ L 4二120
＃军发性有机

室内用常温自 干型 防腐 依据 B. 3 检测，提供有资
化合物（Viα：〉 g/ L < 120

涂料 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含量

其他工业涂科 g/ L < 200

赋子 g/ kg 骂王10

应满足产品

质量性能
明示的标准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栓

中’量高等级 测报告

的技术要求

品质属性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将放量〈限室内非工厂
mg/ m3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

化.袭用涂料〉

甲霞事F放量〈限室内司在工厂化涂辈革用涂料〉 mg/m3 
测报告〈试验周期为 3 天〉

甲’E含量〈乙酸丙嗣法〉〈限室内用常温自于
mg/ kg 骂王100

依据 B.5 检测，提供有资

型涂料〉 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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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5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
按 GB/T 23990-2009 检

挥发性芳番 mg/ kg 骂王100 测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含量总和

经含量 位测报告

其他类型的撑发性芳番经 % < 0.1 提供证明材料

乙二’事隧〈乙二”丁田庄、乙

二回事己麟、乙二”苯隧、二 % < 4

乙二蹲隧及 乙二蹲了’f）含量总和
按 GB/T 23986-2009 位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其商含量 乙二圈，隧酶〈乙二回事丁醺. 检测报告

.酶、二乙二圈’丁隧醺. % < 1

酣〉含量总和

N，甲基毗Pl烧酬｛NMP）含量 % < 0.1 按 GB/T 23986-2009 捡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N,N－二甲基甲酸胶｛DMF）含量 % 唱主0.1 检测报告

胶类困化剂中残余有害芳
% < 0.1 提供证明材料

番胶含量总和
残余化合物

按 GB/T 18446-2009 位
含量 ’E氯赔困化剂中游离异很

% < 0.5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国ti旨含量总和

检测报告

铅｛Pb) mg/ kg < 20

销｛Cd) mg/kg 唱主20

品质属性 六价倍｛Cr'+) mg/kg 骂王20

重金属元素 乘（Hg) mg/kg < 20
含量〈限木棍

’事 （As) mg/kg 骂王20
和地坪用色

漆和.子〉 ’ Q(Ba) mg/kg < 100
依据 B. 6 检测，提供有资

砸（Se) mg/ kg ~20 
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镑（Sb) mg/kg < 20

钻（Co) mg/kg < 20

重金属元素 铅（Pb) mg/ kg 骂王200

含量 （除木棍 铺（Cd) mg/ kg < 100

和地煤外用 六价倍｛Cr'+ ) mg/ kg < 200

色漆糊’E子〉 隶（Hg) mg/kg < 200

提供证明材科〈不得添加

有机锦化合物〈限木棍涂料〉 -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染限值均为

50 mg/ kg) 

氯甲基异．噎琳嗣／甲基异囔
mg/ kg < 15

噎琳醺（3/l)[C阳／Ml(3/1)]
生

” 
界 辛基异·唾琳嗣COIT) mg/ kg 骂王500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杀 . 
苯并异·唾嗣（BIT)伤剂 喧 mg/ kg 骂王500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 甲基异囔喽酶（阳〉 mg/ kg < 200 污巢限值均为 50 mg/kg) 
合 嗣
量 双氯司巴基异囔喧琳嗣（DCQIT) mg/ kg 骂王500

界幢幢琳酬含量总和 mg/ kg < 75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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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5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代丙缺基氨基甲醺丁酶（IPBC) mg/ kg < 1 500 

毗咬硫嗣镑（ZPT) mg/kg < 1 500 

生 二（3－氨丙基〉十二缤基胶 mg/ kg 运二500
”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杀 多菌灵、敌尊隆、百菌清、三氯生 均不得添加伤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剂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金中确认具有内 污»限值均为 50 mg/ kg) 合 不得添加
量 分泌干扰的生物杀伤剂

涉及致癌俭、生殖细胞孩突变位、生
不得添加

殖理事位中类别 1 的生物杀伤1111

安全标签
符合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品质属性 符合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OS) - GB/T 16483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包装材质不得

含有聚氯乙始

或其他含有

褒 2 中有窑”

包装 质的塑料 提供证明材料

符合

GB/T 13491 和

GB/ T 16716.l 

要求

’是 6 粉末涂料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应加强清洁

提供证明材料
生产

原材料消耗 t/t 产品
资源属性

< 1.050 依据 B.l 计算原材料消能

新鲜水消’毒量 t/t 产品 骂王0.25
依据巳2 计算新鲜水消

辈革量

单位产品中铁白杨周量 一 一 提供证明材科

能源属性 产品综合能将 tce/t 产品 < 0.20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晶综合能耗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颗桩”回收装置，并正
是 现场检查- 常运转

环统属性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

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密闭式负压废气处理 是 现场检查

系统，并正常运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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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6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应符合国家或

环搅属性 污疵”排放
地方规定的窍

提供证明材料
3民物排放标准

和执法要求

应满足产品

质量性能
明示的标准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栓

中’段高等级 测报告

的技术要求

界4民跟自量三缩水甘汹酣（TGIC) 不得添加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狼限值为 0.1%)

铅（Pb) mg/kg < 20

领（Cd) mg/kg < 20

六价倍CC俨〉 mg/kg < 20

蒙（Hg) mg/kg < 20
重 木质板、

回事（ As) mg/kg < 20
金 家具用

属 领（Ba) mg/ kg < 1 000 

砸（Se) mg/kg < 20
依据巴6 检测 ，提供有资

}(; 
质的第二方检测报告

理E 镑（Sb) mg/kg < 20
含

钻（Co) mg/kg < 20
量

铅（Pb) mg/ kg 军三200

锯（Cd) mg/kg < 100
其他

六价倍（Cr'+ ) mg/kg 4二200
品质属性 柔（Hg) mg/ kg 4二200

光稳定f;IJ ( UV-320、 UV-327 、 UV-328 、 UV-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统限值均为一
350) 

50 mg/ kg)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有机铺化合物〈限木质板、家具用〉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弟是限值均为

50 mg/ kg) 

安全标签
符合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一
要求

符合GB/T 16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CSDS)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包装材质不得

含有豪氯乙烯

或其他含有

褒 2 中有害”
包装 质的塑料 提供证明材，斗

符合

GB/T 13491 和

GB/T 16716.1 

要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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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7 辐射固化涂料指标要求

一级锦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应加强清洁

提供证明材料
生产

原材料消耗 tit 产品 骂王1.015 依据 B.l 计算原材料消娓
资源属性

水锥体系 tit 产品 骂王0.35 依据 B.2 计算新鲜水消
新鲜水消耗量

章毛量非水锥体系 tit 产品 < 0.20

单位产品中傲自粉用量 一 一 提供证明材料

能源属俭 产品综合能能 tce/t 产品 < 0.17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晶综合能挺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颗植物回收装置，并正
是 现场检查

常运转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

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密闭式负压废气处理 是 现场检查

系统，并正常运转

应符合国家

或地方规定
环境属性 污~物排放 的污巢物徘 提供证明材料

放标准和执

法要求

塑胶用 g/ L 军三200
水位挥发性有机

其他 g/ L ~100 依据 B.3 检测，提供有资
化合物（V()C)

质的第三方撞测报告
含量

咱lt在 g/ L 骂王120
司在水位

其他 g/ L < 50

应满足产品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位

质量性能
明示的标准 测报告（采用非亲灯光源

中锺禽等级 辐射固化后测试产品位

的技术要求 能〉

涂’震中残余 活性稀事J1fll % < 0.8
提供证明材料

化合物含量 光引发剂 % 骂王2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
按 GB/T 23990-2009 撞

mg/ kg 骂王100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品质属性 含量总和察发性芳香 检测报告

经含量
其他类型的挥发性芳番短 % 骂王0.1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苯乙’曾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娘限值为 O.lYo)

重金属元，曾
铅（Pb) mg/ kg < 20

含量〈限木质 铺（Cd) mg/ kg ~20 依据 B.6 俭测．提供有资

板和家具用 六价倍（Cr'+) mg/ kg ~20 质的第三方位测报告

色漆〉
乘（Hg) mg/ kg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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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7 （续〉

一级指标 二级锦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As) mg/kg 军二20

重金属元素 领（Ba) mg/ kg < 100
含量〈限木质

砸（Se) mg/ kg < 20
板和家具用

色•＞ 镑（Sb) mg/ kg 运20

t/i (Co) mg/ kg <zo 依据 B.6 检测，提供有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重金属元素
铅＜Pb) mg/kg ζ200 

含量（除＊质 铺（Cd) mg/ kg < 100

板和家具外 六价倍（Cr＇勺 mg/ kg 运200

用色漆〉
蒙（Hg) mg/kg < 200

光稳定剂（UV-320 、 UV-327、 UV-328 、 UV-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巢限值均 为一
350) 

SO mg/ kg) 

光引发剂〔二苯甲翻、异丙基硫杂惠丽、2－甲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不得添加 物质的 污 ＃！限值均为
基－1-(4－甲硫基苯基）－2－吗琳基－1－丙翻］

0.1 Yo)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有机铺化合物〈限＊质板、家具用〉 一 不得添加 物质的 污巢限值均为

50 mg/ kg) 
品质属性

N－甲基毗咯统嗣（NM町、N,N－二甲基甲酷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均不得添加 物质的 污巢限值均为
胶（DMF）、异佛尔酬

0.1 Yo> 

乙二蹲隧含量总和〈乙二蹲丁

乙二部隧 腿、乙二鄙己艇、乙二圈，苯慧、二 % 骂王4

及其酣含 乙二蹲了隧〉
按 GB/T 23986-2009 ~位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量 〈限水 乙二’事醺酣含量总和（乙二回事丁

检测报告
性〉 醺画曹酸商、二 乙二蹲了隧醺酸 % < 1

酶〉

乙二鄙醺及其酶（乙二鄙了隧、乙二回事苯醺、 孩 GB/T 23986-2009 栓

二乙二鄙丁隧、乙二鄙丁.醺酸酶、二乙二 % < 1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事丁醒醺醺酶〉含量总和〈限非水位〉 检测报告

生
氯甲差异囔噎琳嗣1 111基异囔

mg/ kg < 15
嗖”中罔（3/l)[CMI/M1(3/l)]物

杀
辛基异·喧琳酬COIT) mg/ kg 骂王500伤 界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1111 使

剂 . 
含 唾 苯并异·喧嗣（BIT) mg/ kg < 500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量 ”$ 

甲基异噎噎嗣（Ml) f亏娘限值均为 50 mg/kg) ，－、 嗣 mg/kg 骂王200
限
水 双氯辛基异·唾琳翻〈以刀口3 mg/ kg < 500
位
、·’

异囔嗖咱丰嗣含量总和 mg/ kg ζ75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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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7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跑代丙侠基氨基甲醺丁醋（IP配〉 mg/ kg < 1 500 
生

毗咬硫嗣镑CZPT) mg/ kg < 1 500 物
杀

二（3－氯丙基〉十二综基胶 mg/ kg 骂王500伤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剂

多商爽、敌掌隆、百菌司’、三氯生 均不得添加合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量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具有内 污巢限值均为 SO mg/ kg) ，·、

不得添加限 一
分泌干扰的生”杀伤1flJ水位
涉及致痛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_, 

不得添加
殖毒性中类别 1 的生”杀伤剂

安全标签
符合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品质属性
符合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OS) GB/T 16483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包装材质不得

含有囊’且乙镰

或其他含有

表 2 中有害物

包装 质的塑料 提供证明材料

符合

GB/ T 13491 和

GB/ T 16716.1 

要求

褒 8 寓固体分涂料和无溶剂涂料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主要原材科生产企业要求 加强清洁生产 提供证明材料

原材料消挺
资源属性

tit 产品 < 1.015 依据 B.l 计算原材料消耗

新鲜水消辈革量 t/t 产品 ~0.20 
依据 B. 2 计算新鲜水消

’是量

单位产品中铁白粉用量 一 提供证明材料

能源属性 产品综合能转 tce/t 产品 < 0.17
依据 GB/T 2589 计算产

晶综合能耗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顶撞物回收装置，并正
是 现场俭查一

常运转

环绕属性 是否安装合乎要求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

收集装置，收集后进入密闭式负压废气处理 是 现场检查

系统，并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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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8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应符合国家或

f亏3除物排放
地方规定的污

提供证明材料一
Ml!物排放标准

和执法要求
环绕属性

底漆 g/L 运二250
t军发性有机 高团体

中阅漆 g/L 骂王200 按 B.3 检测，提供有资质
分涂料化合物（V1α：〉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含量

面fl （含清苦在〉 g/L < 250

无溶剂涂料 g/L ~60 

应满足产品

质量性能
明示的标准 提供有资质的第二方栓

中最高等级 测报告

的技术要求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放量〈限室
mg/m1 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俭

内非工厂化涂装用涂料〉
测报告

甲应事罪放量〈限室内非工广化涂装用涂料〉 mg/m' 

苯 % 骂王0.1 按 GB/T 23990-2009 检

甲苯 % < 0.1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挥发位芳香 乙苯和二甲苯 % ~9 检测报告

经含量 其他簿发性芳香经 % < 2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苯乙烯和乙烯基甲苯（限不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巢限值均为

饱和树’旨涂料〉 0.1%) 

乙二’事醺及其酶（乙二蹲了醺、乙二鄙苯霞、 按 GB/T 23986-2009 俭

二乙二回事丁醺、乙二回事丁隧醺自费酶、二乙二 % < 1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品质属位 蹲了隧.酸酣〉含量总和 位测报告

.类固化剂中残余有害芳
% 骂王0.1 提供证明材料

香＆含量总和

残余化合物 ’匠’E酶固化剂中游离异，民
% < 0.5

含量 .酶含量总和
密 GB/T 18446-2009 栓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单组分湿困化’E氨酶涂料

% 4主0.25 检测报告
中撞’离异’民醺离含量总和

’自（Pb) mg/kg 骂王20

钢（Cd) mg/kg 运二20

六价•＜Cr忡〉 mg/kg < 20

重金属元，R 篆（Hg) mg/kg 4二20

含量〈限木棍 ” ( As) mg/kg ~20 
依据巴6 检测，提供有资

涂料用色fl) 领（Ba) mg/kg 骂王100
质的第三方位测报告

画画（Se) mg/kg < 20

锦（Sb) mg/ kg < 20

钻（Co) mg/kg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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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8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金属元素含量（限大 铅（Pb) mg/kg 运200

气腐蚀环绕 Cl 、C2 、C3

条件和埋在水中、土攘
销（Cd) mg/kg < 100

中条件下色漆〉（除木
六价tl<Cr'忡〉 mg/kg 骂王200

量’涂料外〉 亲（Hg) mg/kg 运二200 依蟹 B.6 检测，提供有资

重金属元素含量〈限大
铅（Pb) mg/kg < 1 000 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气腐蚀环搅 C4 及 α 铺（Cd) mg/kg 军三100

以上条件下色漆〉〈除 六价倍（Cr‘＋〉 mg/kg < 1 000 
木楼涂料外〉

蒙（Hg) mg/kg 骂王1 000 

接 GB/T 23986-2009 栓

N－甲基毗咯烧嗣（NM町、N,N－二甲基甲.
均不得添加

测，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一

胶（DMF）、异佛尔嗣 4盒测报告〈不得添加物质

的污综限值均为 0.1%)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有机铺化合物〈限木棒涂料〉 一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巢限值均为

50 mg/kg) 

芳香族过氧化物类固化剂〈限不饱和树脂涂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来限值为
料〉

0.1%) 

品质属性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具有内分泌干
不得添加一 提供全部生物杀伤剂使

拢的生物杀伤势d ＜限防污涂料〉
用清单〈不得添加物质的

涉及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殖毒性
不得添加 污来限值均为 50 mg/kg) 

中类jlj 1 的生物杀伤剂〈限防污涂料〉

提供证明材科〈不得添加

寄自膏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巢限值为

0.1%) 

光稳定剂（UV-320 、 UV-327 、 UV-328、 UV-
提供证明材料〈不得添加

不得添加 物质的污巢限值均为
350) 

50 mg/ kg) 

安全标签
符合 GB 15258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符合

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OS) GB/ T 16483 提供证明材料

要求

包章董事才质不得

含有熏氯乙烯

包装 或其他含有 提供证明材料

褒 2 中有害物

质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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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续〉

一级锦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符合

品质属性 包装
GB/ T 13491 和

提供证明材料
GB/T 16716.1 

要求

5.2.2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所有指标均按来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遇到多种生产工艺的情况，指标计算均按照产量加权

平均．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见表 3、表 4、表 5 、表 6、表 7、表 8 及附录 B.

6 评价方法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涂料产品称为绿色涂料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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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A

〈资料性附蒙〉

限用化食物及其化学文摘编号

A.1 有害芳香胶品种见表 A.I.

襄 A. 1 有害芳香脏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CAS)

4－氨基联苯 4-Aminodiphenyl 92-67-1 

联苯胶 Benzi dine 92-87-5 

4－氯－2－甲基苯胶 4-Chloro-2-methylaniline 95-69-2 

2－黎Ii 2-Aminonaphthalene 91-59-8 

对氯苯胶 p -Chloroaniline 106-47-8 

2,4－二氨基苯甲隧 2 , 4-Dia.minoanisole 615-05-4 

4 ,4' －二氨基二苯甲烧 4,4 ’,Methylenedianiline 101-77-9 

3,3’－二氯联苯胶 3,3’-Dichlorobenzidine 91-94-1 

3 , 3 ’－二审氧基联苯Ii 3,3’-Dimethoxybenzidine 119-90-4 

3,3’－二甲基联苯胶 3 ,3 ’-Dimethylbenzidine 119-93-7 

3,3’－二甲基－4 ,4 ’－二氨基二苯甲统 3,3’-Dimethyl-4 ,4’-cliamino-diphenyl me出ane 838-88-0 

2－甲氧基－5－甲基苯胶 2-Methoxy-5-methylaniline 120-71-8 

3,3七二氯－4 ,4 ’－二氨基二苯甲烧 3,3 ’-Dichloro-4 , 4’-diaminodiphenylmethane 101-14-4 

4,4’·二氨基二苯醺 4,4 ’-Diaminodiphenyl ether 101-80-4 

4 ' 4＇－二氨基二苯硫隧 4,4 ’-Diaminodiphenyl sulfide 139-65-1 

邻甲苯胶 o-Toluidine 95-53-4 

2,4－二氨基甲苯 2 ,4-Diaminotoluene 95-80-7 

2 ,4. 5－三甲基苯Ii 2 ,4, 5-Trimethylaniline 137-17-7 

2－氨基－4－硝基甲苯 2-Methyl-5-nitroaniline 99-55-8 

邻氨基偶氯甲苯 。－Aminoarotoluene 97-56-3 

邻甲氧基苯黯 。－Anisidine 90-04-0 

2 ,4－二甲基苯胶 2, 4-Xylidine 95-68-1 

2 , 6－二甲基苯胶 2, 6-Xylidine 87-62-7 

A.2 生物杀伤剂品种见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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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2 生物杀伤剂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CAS)

氯甲基异·唾琳酬／甲基异帽’喧琳嗣 5叫Chloro-2-methyl-4-isothiazolin-3-one/2-

(3/l)[CMνMl(3/l)] 
55965-84-9 

Methyl-4-isothiazolin-3-one(J/ l) 

辛基异＠喧琳爵COIT) 2-0ctyl-ZH-isothiazol-3-one 26530-20-1 

苯并界囔噎罔（BIT) 1 ,2-Benzisothiazol-2(2日）－one 2634-33-5 

甲基异·唾E目（Ml) 2-Methyl-4-isothiazolin-3-one 2682-20-4 

双氯辛基异囔暖时非嗣（DCOIT) 4, 5-Dichloro-2-n-octyl-4-isothiazolin-3-one 64359-81-5 

’跑代丙侠基氨基甲酸丁酶（IPBC) 3-lodo-2-propynyl butylcarbamate 55406-53-6 

毗键就回镑＜ZPT) Zinc pyrithione 13463-41-7 

二（3－氯丙基〉十二烧基胶
N-( 3-aminopropyl )-N-dodecylpro阳ne-1, 3-di-

. 2372-82-9 
arrune 

多菌灵 Carbendazim 10605-21-7 

放尊隆 Diuron 330-54-1 

百菌清 Chlorothalonil 1897-45-6 

三氯生 Triclosan 3380-34-5 

A.3 光稳定剂品种见表 A.3.

褒 A.3 光稳定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CAS)

2-(2’·经基－3’ ，5’－二叔了基苯基〉苯并三 2-( 2’－Hydrox沪3’， 5’-di-tert-butylphenyl ) 
3846-71-7 

睡（UV-320) benzotriazole 

2-(2’－短~－3’， 5七二叔丁基苯基）－5－氯 2-( 2’-Hydroxy-3’, 5' -di-tert-butylphenyl )-
3864-99-1 

代苯并三幢（UV-327) 5-chlorob臼1Z0triazolc

2-(2’·经基－3’，5’·二特戊基苯基〉苯并三 2-(2’－Hydrox沪3’，5’－dipentylphenyl) benzo-
21615-49-6 

噎（UV-328) triazole 

2-(2’·经基－3’－异 丁基－5’－叔了基苯基〉 2-(2’－Hydrox沪3’－s优－butyl-5’－tert-butylphe-
36437-37-3 

3在并三唾（UV-350) nyl) benzotriazole 

A.4 光引发剂品种见表 A.4.

表 A.4 先引发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CAS)

二苯甲嗣（BP) Benzophenone 119-61-9 

界丙~－杂’E酬CITX) Isopropyl thioxanthone 5495-84-1 

2－甲基－1-(4－甲就基苯基）－2－吗琳基，1- 2-Methyl-4’-( methylthio )-2-morpholinopro-
71868-10-5 

丙酬（907) pioph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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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蒙 B

〈规范性附最〉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B.1 原材料消辑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原料使用量总量，按式（B. l ）计算 z

p _ M ; 
一、 M怠

式中：

P，一一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单位为吨每吨（ t / t); 

M；－一评价期〈一般为 1 年〉内产品所需的原料使用量总量，单位为吨（t);

Mc－评价期〈一般为 1 年〉内产品总产量，单位吨（t) 0 

B.2 新鲜水消辑量

…·· ( B.1 ) 

新鲜水消能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和车间清洁用水，不包括原料用水和生活用水的相关数据．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新鲜水量，按式（B.2）计算：

V；＝号
式中：

V；一一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

V「一评价期〈一般为 1 年〉内产品消辑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单位为吨。） ; 

P一一评价期（一般为 1 年〉内产品总产量，单位吨（t) 0 

B.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B.3.1 施工状杏判定

…( B.2 )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的配比混合后，再按产品规定的施工工艺进行施涂，如施涂无障碍，干膜厚

度能控制在产品规定的范围内，涂膜外观符合产品明示的质量标准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该配比为施

工状态的配比”．
注g 用对于德要采用特殊涂装工艺、实验室无法模拟施涂的产品 ，可通过涂装褒扬验证等方式进行施工状态判定－

B.3.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水性建筑涂料和建筑元机粉体涂装材料不加水稀释直接进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测试F

其余产品应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见 B.3.1）的配比混合后进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

试，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按照产品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水性建筑涂料、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和水性工业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3986-2009 的规定进行．其中，密度的测定，按 GB/T 6750-2007 的规定进行s水分的测

定，按 GB 18582-2008 中附录 B的规定进行F光择的涂膜干燥条件为（105土2）℃烘 2 h，光泽的测定，

按 GB/T 9754-2007 的规定进行；水性建筑涂料中 voe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2009 中 10.4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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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水性建筑涂料用腻子和水性工业涂料用腻子中 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2009 中 10.2 进行s水性工业涂料中 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2009 中 10.4

进行．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按 GB/T 34675-2017 的规定进行，voe

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75一2017 中 8.4 进行．

高固体分涂料和无溶剂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按 GB/T 34682-2017 的规

定进行，voe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82-2017 中 8.4 进行．

B.4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辑撞量和甲醒辑撞量

J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量的测定，按 JG/T 481-2015 附录 B 的规定进行． 其中，水性

建筑涂料的刷涂量按 JG/T 481-2015 附录 B 中表 B.1 的规定进行s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的刷涂量

为（60士l)g／块．

甲醒释放量的试样制备按 JG/T 481-2015 附录 B 中 B. 3 的规定进行，采样量为 10 L，按

GB/ T 18204.2-2014 中 7.2 的规定进行．

B.5 源离甲醒含量和甲醋含量

内精建筑涂料和外墙建筑涂料中甲醒含量〈乙酷丙酶法〉的测定，按 GB/T 23993-2009 的规定

进行．

内精建筑涂料和外墙建筑涂料中游离甲醒含量（高效液相色谱法〉的测定，按 GB/T 34683一2017

的规定进行．

水性建筑涂料用腻子、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水性工业涂料用腻子和水性工业涂料中甲醒含量

〈乙酷丙国法〉的测定，按 GB/T 23993-2009 的规定进行．

B.6 重金属元素含量

六价倍含量的测定按 GB/T 26125-2011 中附录 C 的规定进行，顿含量的测定按 GB/T 23994-

2009 的规定进行，其余元素含量的测定按 GB/T 30647-2014 的规定进行．

注 z 不溶位铁白品格中的锦镰、尖晶石型铝醺错、尖晶石型锚酸钻等化合物可以豁免．

B.7 其他指标项目

产品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要求中其他指标（明确检测方法的指标除外〉通过文件审查，并结合

现场检查的方式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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