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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第 &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自 ,--,年 .月 .日起*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应执行该国家标准*过渡期 /个月0自 ,--,年 1月 .

日起*市场上停止销售不符合该国家标准的产品+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2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3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学院3北京市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2北京天坛股份有限公司天坛家具分公司3北京居然城装饰发展有限公司3深

圳市大富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3顺德市美化家私制造有限公司3顺德市华隆涂料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2张彬渊3刘曜国3罗火斤3余争荣3古 鸣3张增彪3汪林朋3何循证3陈伟恒3麦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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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使用的木家具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使用的各类木家具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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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B不包括勘误的内容C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A然而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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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EFGHHIJ3KLLJ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BMNOPQRSHLHTKLIUC
DEFGLUVIWK3KLII 色漆和清漆 X可溶性Y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一部分T铅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和双硫腙分光光度法BZ[\PQRSIVH]KTKLÎC
DEFGLUVIŴ3KLII 色漆和清漆 X可溶性Y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四部分T镉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和极谱法BZ[\PQRSIVH]̂TKLÎC
DEFGLUVIWH3KLII 色漆和清漆 X可溶性Y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六部分T色漆的液体部分中铬

总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BZ[\PQRSIVH]HTKLÎC
DEFGLUVIWU3KLII 色漆和清漆 X可溶性Y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七部分T色漆的颜料部分和水

可稀释漆的液体部分的汞含量的测定 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BZ[\PQRSIVH]UTKLÎC
DEFGKUHVU3KLLL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_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_W8

甲醛释放量

家具的人造板试件通过 DEFGKUHVU3KLLL中 ŴKJ规定的 Ĵ ‘干燥器法试验 测 得 的 甲 醛 释 放

量@
_W<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家具表面色漆涂层中通过 DEFGLUVI3KLII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可溶性铅?镉?铬?汞重金属

的含量@

; 要求

木家具产品应符合表 K规定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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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

甲醛释放量

"#$%
&!’(

重金属含量)限色漆*

"#$+#

可溶性铅 &,-

可溶性镉 &.(

可溶性铬 &/-

可溶性汞 &/-

0 试验方法

0’1 甲醛释放量的规定

0’1’1 原理

利用干燥器法测定甲醛释放量基于下面两个步骤2
第一步2收集甲醛2在干燥器底部放置盛有蒸馏水的结晶皿3在其上方固定的金属支架上放置试

件3释放出的甲醛被蒸馏水吸收3作为试样溶液4
第二步2测定甲醛浓度2用分光光度计测定试样溶液的吸光度3由预先绘制的标准曲线求得甲醛的

浓度4
0’1’5 仪器

0’1’5’1 金属支架4
0’1’5’5 水槽4
0’1’5’6 分光光度计4
0’1’5’7 天平

88感量 -’-!#9
88感量 -’---!#4

0’1’5’0 玻璃器皿

88碘价瓶2(--"%9
88单标线移液管2-’!"%3:’-"%3:("%3(-"%3!--"%9
88棕色酸式滴定管2(-"%9
88棕色碱式滴定管2(-"%9
88量筒2!-"%3(-"%3!--"%3:(-"%3(--"%9
88干燥器2直径 :;-""3容积),<!!*%9
88表面皿2直径为)!:-<!(-*""9
88白色容量瓶2!--"%3!---"%3:---"%9
88棕色容量瓶2!---"%9
88带塞三角烧瓶2(-"%3!--"%9
88烧杯2!--"%3:(-"%3(--"%3!---"%9
88棕色细口瓶2!---"%9
88滴瓶2/-"%9
88玻璃研钵2直径)!--<!:-*""9
88结晶皿2直径 !:-""3高度 /-""9

0’1’5’= 小口塑料瓶2(--"%3!---"%4
0’1’6 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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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钾"#$%&分析纯’
!!重铬酸钾"#()*(+,%&优级纯’
!!硫代硫酸钠"-.(/(+0123(+%&分析纯’
!!碘化汞"34$(%&分析纯’
!!无水碳酸钠"-.()+0%&分析纯’
!!硫酸"3(/+5%&6781954:;<=分析纯’
!!盐酸"3)<%&67818>4:;<=分析纯’
!!氢氧化钠"-.+3%&分析纯’
!!碘"$(%&分析纯’
!!可溶性淀粉&分析纯’
!!乙酰丙酮")30)+)3()+)30%&优级纯’
!!乙酸铵")30)++-35%&优级纯’
!!甲醛")3(+%溶液&浓度 02?@5A?B

C1D1E 试件制备

C1D1E1D 试件取样

试件应在满足试验规定的出厂合格产品上取样B若产品中使用数种木质材料则分别在每种材料的

部件上取样B
C1D1E1F 试件应在距家具部件边沿 2A;;内制备B
C1D1E1G 试件规格&长"82AH8%;;=宽"2AH8%;;B
C1D1E1E 试件数量

试件数量共 8A块B制备试件时应考虑每种木质材料与产品中使用面积的比例=确定每种材料部件

上的试件数量B
C1D1E1C 试件封边

试件锯完后其端面应立即采用熔点为 I2J的石蜡或不含甲醛的胶纸条封闭B试件端面的封边数量

应为部件的原实际封边数量=至少保留 2A;;一处不封边B
C1D1E1K 试件存放

应在实验室内制备试件B试件制备后应在 (L内开始试验=否则应重新制作试件B
C1D1C 试验步骤

C1D1C1D 溶液配置

C1D1C1D1D 硫酸溶液"8;MN:<%&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F 氢氧化钠溶液"A18;MN:<%&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G 淀粉溶液"8?%&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E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A18;MN:<%&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C 碘标准溶液"A1A2;MN:<%&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K 乙酰丙酮溶液"体积分数为 A15?%&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D1R 乙酸铵溶液"质量分数为 (A?%&配制方法见 OP:Q8,I2,!8>>>中 5188121(B
C1D1C1F 甲醛的收集

在直径为 (5A;S容积为">@88%<的干燥器底部放置直径为 8(A;;S高度为 IA;;的结晶皿=在
结晶皿内加入 0AA;<蒸馏水B在干燥器上部放置金属支架B金属支架上固定试件=试件之间互不接触B
测定装置在"(AH(%J下放置 (5L=蒸馏水吸收从试件释放出的甲醛=此溶液作为待测液B
C1D1C1G 甲醛浓度的定量方法

量取 8A;<乙酰丙酮"体积分数为 A15?%和 8A;<乙酸铵溶液"质量分数为 (A?%于 2A;<带塞

三角烧瓶中=再从结晶皿中移取 8A;<待测液到该烧瓶中B塞上瓶塞=摇匀=再放到"5AH(%J的水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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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 !"#$%&然后把这种黄绿色的反应溶液静置暗处&冷却至室温’!()*+()&约 !,-.在分光光度计

上 /!+%#处&以蒸馏水作为对比溶液&调零.用厚度为 "##的比色皿测定该反应溶液的吸光度01.同

时用蒸馏水代替反应溶液作空白试验&确定空白值为 02.
3454346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 789:!;<";=!>>>中 /4!!4"4"4+绘制标准曲线.
3454343 结果表示

345434345 甲醛溶液的浓度按式’!-计算&精确至 ?4!#@9A.
BCDE’01F02- ’!-GGGGGGGG

式中H
B==甲醛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9A-I
D==标准曲线斜率&单位为毫克每升’#@9A-I
01==反应溶液的吸光度I

02==蒸馏水的吸光度.
34J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34J45 原理

采用一定浓度的稀盐酸溶液处理制成的涂层粉末&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或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测定该溶液中的重金属元素.
34J4J 仪器

34J4J45 不锈钢金属筛H孔径 ?4"##.
34J4J4J 酸度计H精确度为K?4+LM单位.
34J4J4N 滤膜器H孔径 ?4/"O#.
34J4J46 磁力搅拌器H搅拌器外层应为塑料或玻璃.
34J4J43 单刻度移液管H+"#A.
34J4J4P 白色容量瓶H"?#A.
34J4J4Q 刮刀H具有锋利刀刃的刀具.
34J4N 试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所用水均符合 789:<<(+=!>>+中三级水的要求.
34J4N45 盐酸溶液

?4?;#RS9AT!#RS9AT+#RS9A.
34J4N4J 硝酸溶液

质量分数为 <"U*<(U.
34J46 涂层粉末的制备

在 家 具 产 品 的 涂 层 表 面 上 用 刮 刀 刮 取 适 量 涂 层&在 室 温 下 通 过 磁 力 搅 拌 器 粉 碎&使 其 能 通 过

?4"##的金属筛网待处理.
34J43 试验步骤

34J4345 样品处理

将过筛的粉末样品称取 ?4"@’精确至?4???!@-&放入白色容量瓶中&加入+"#A?4?;#RS9A盐酸

溶液&搅拌!#$%&测定其酸度&如果LM大于!4"&应一面摇动一面滴入浓度为+#RS9A的盐酸溶液直到

LM下降到 !4?*!4"为止.在室温下连续搅拌该混合液 !,后&再静置 !,&然后立刻用滤膜器过滤后避

光保存.
应在 /,内完成样品处理.若 /,内无法完成&则需加入 !#RS9A的盐酸溶液 +"#A对样品处理&

处理方法同上.
34J434J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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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溶性铅含量的测定按 %&’()*+,"-.-),,中第 /章的要求进行0
!"#"!"#"# 可溶性镉含量的测定按 %&’()*+,"1.-),,中第 /章的要求进行0
!"#"!"#"2 可溶性铬含量的测定按 %&’()*+,"3.-),,进行0
!"#"!"#"4 可溶性汞含量的测定按 %&’()*+,"*.-),,进行0
!"#"!"2 结果计算

可溶性重金属的含量用式567计算8精确至 9"-:;’<;0

=>
5?-@?97A6+AB

C 567DDDDDDDDD

式中E
=..5铅F镉F铬F汞7可溶性含量8单位为毫克每千克5:;’<;7G
?9..9"9*:HI或 -:HI盐酸溶液空白浓度8单位为微克每千克5J;’:K7G

?-..从标准曲线上测得的试验溶液5铅F镉F铬F汞7的浓度8单位为微克每千克5J;’:K7G

B..稀释因子G
6+..萃取的盐酸溶液8单位为毫升5:K7G
C..称取的样品量8单位为克5;70

L 检验规则

L"$ 本标准中第 1章所列的全部要求内容均为型式检验项目0
L"$"$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8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8应进行一次周期性型式检验0周期一般为一年0
L"$"#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8应进行型式检验E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时G

..生产的工艺及其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G

..产品长期停产后8恢复生产时G

..客户提出要求时G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时0
L"# 检验结果的判定

L"#"$ 所有检验项目的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规定要求时8判定该产品为合格G若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

本标准规定要求时8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0
L"#"# 若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要求复验时8应从原封存样品或备样中进行复验8应按 3"6"-规定判定8在
检验报告中注明M复验合格N或M复验不合格N0
L"2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E
L"2"$ 本国家标准编号及名称G
L"2"# 样品名称和其他说明G
L"2"2 检验结果和结论G
L"2"4 检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和其他有必要说明的事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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