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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１０项国家标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有害物质限量”等１０项国家标准，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７月１

日起，市场上停止销售不符合该国家标准的产品。 

１０项标准是：《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ＧＢ／

１８６８０－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６８１－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６８２－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６８３－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６８４－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Ｇ

Ｂ１８６８５－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

限量》（ＧＢ１８６８６－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

地毯用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ＧＢ重８６８７－２００１）、《建筑材

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６５６６－２００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装饰装修用墙面涂料中对人体有害物质容许限值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安全涂装及防护等内容。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ｇ／Ｌ） ≤ ２００ 

游离甲醛／（ｇ／ｋｇ） ≤ ０．１ 

重金属／（ｍｇ／ｋｇ） 可溶性铅 ≤ ９０ 

可溶性镉 ≤ ７５ 

可溶性铬 ≤ ６０ 

可溶性汞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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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适用于有机物作为溶剂的内墙涂料。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５０－１９９８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

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安全涂装及防护 

涂装时应保证室内通风良好。 

涂装方式尽量采用刷涂。 

涂装时施工人员应穿戴好必要的防护用品。 

涂装完成后继续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入住前保证涂装后的房间空置一段时间。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装饰装修用溶剂型木器材料，其他树脂类型和其他用途的室内

装饰装修用溶剂型涂料可参照使用。 

项 目 限量值 

硝基漆类 聚氨酯漆类 醇酸漆类 

≤ ７５０ ５５０ 

 

≤ ０．５ 

≤ ４５ ４０ １０ 

≤ － ０．７ － 

可溶性铅 ９０ 

可溶性镉 ７５ 

可溶性铬 ６０ 

可溶性汞 ６０ 

按产品规定的配比和稀释比例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

按照推荐的最大稀释量稀释后进行测定。 

如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产品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分别测定稀释量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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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聚氨酯漆类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定固化剂（含

甲苯二异氰酸酯预聚物）中的含量，再按产品规定的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的含量，

如稀释剂的使用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小稀释量进行计算。 

本标准不适于水性木器涂料。?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５０－１９９８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

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量试验方法及限量值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使用的各类木家具产品。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甲醛释放量 

家具的人造板试件通过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１９９９中４．１２规定的２４ｈ

干燥器法试验测得的甲醛释放量。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家具表面色泽涂层中通过ＧＢ／’１９７５８－１９８８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测

得的可溶性铅、镉、铬、汞重金属的含量。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 

甲醛释放量ｍｇ／Ｌ ≤１．５ 

重金属含量（限色漆）ｍｇ／ｋｇ 可溶性铅 ≤９０ 

可溶性镉 ≤７５ 

可溶性铬 ≤６０ 

可溶性汞 ≤６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 

有害物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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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并加入适当助剂，用涂敷、压延、复合

工艺生产的发泡或不发泡的、有基材或无基材的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以下简称为

卷材地板），也适用于聚氯乙烯复合铺炕革、聚氯乙烯车用地板。 

要求 

氯乙烯单体限量 

卷材地板聚氯乙烯层中氯乙烯单体含量应不大于５ｍｇ／ｋｇｏ 

可溶性重量金属限量卷材地板中不得使用铅盐助剂； 

作为杂质，卷材地板中可溶性铅含量应不大于２０ｍｇ／ｍ２。卷材地板中可溶

性镉含量应不大于：Ｏｍｇ／ｍ２。 

挥发物的限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 

 

玻璃纤维基材 其他基材 玻璃纤维基材 其他基材 

≤７５ ≤３５ ≤４０ ≤１０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具有室内使用功能的建筑用、能释放氨的混凝土外加剂，不适

用于桥梁、公路及其他室外工程用混凝土外加剂。 

要求：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量≤０．１０（质量分数）。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规定了壁纸中的重金属（或其他）元素，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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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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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纸中的有害物质限量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有害物质名称 限量值 

重金属（或其他）元素 钡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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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 ≤２５ 

铬 ≤６０ 

铅 ≤９０ 

砷 ≤８ 

有害物质名称 限量值 

重金属（或其他）元素 汞 ≤２０ 

硒 ≤１６５ 

锑 ≤２０ 

氯乙烯单体 ≤１．０ 

甲醛 ≤１２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毡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单位为毫克每平方米小时） 

序号 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限量值 

Ａ级 Ｂ级 

１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ＴＶＯＣ） ≤０．５００ ≤０．６００ 

２ 甲醛（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３ 苯乙稀（Ｓｔｙｒｅｎｅ） ≤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 

４ ４－苯基环乙烯（４－Ｐｈｅｎ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 ≤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０ 

地毯衬垫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单位为毫克每平方米小时） 

序号 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限量值 

Ａ级 Ｂ级 

１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ＴＶＯＣ）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 甲醛（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３ 丁基羟基甲苯（ＢＨＴ－ｂｕｔｙｌ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ｏｌｕｅｎ

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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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苯基环乙烯（４－Ｐｈｅｎ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ｅ） ≤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０ 

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单位为毫克每平方米小时） 

序号 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限量值 

Ａ级 Ｂ级 

１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ＴＶＯＣ）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 甲醛（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３ 乙基已醇（２－ｅｔｈｙ１－１－ｈｅｘａｎｏｌ） ≤３．０００ ≤３．５

００ 

Ａ级为环保型产品，Ｂ级为有害物质释放限量合格产品。 

在产品标签上，应标识产品有害物质释放限量的级别。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２２６、钍－２３２、钾－４０放

射性比活度的限量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造各类建筑物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类建筑材料，包括掺工废业废

渣的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 

本标准中建筑材料是指：用于建造各类建筑物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类材料。 

本标准将建筑材料分为：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 

建筑主体材料 

用于建造建筑物主体工程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包括：水泥与水泥制品、砖、瓦、

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砌块、墙体保温材料、工业废渣、掺工业废渣的建筑

材料及各种新型墙体材料等。 

装修材料 

用于建筑物室内、外饰面用的建筑材料。包括：花岗石、建筑陶瓷、石膏制品、

吊顶材料、粉刷材料及其他新型饰面材料等。 

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当建筑主体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２２６、钍－２３２、钾－４０的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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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活度同时满足Ｉｒａ≤重１．０和重Ｉｒ≤１．０时，其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

限制。 

对于空心率大于２５％的建筑主体材料，其天然放射性核素镭－２２６、钍－２

３２、钾－４０的放射性比活度同时满足Ｉｒａ≤１和Ｉｒａ≤１．３时，其产

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装修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本标准根据装修材料放射性水平大小划分为以下三类： 

Ａ类装修材料 

装修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２２６、钍－２３２、钾－４０的放射性比活度

同时满足Ｉｒａ≤重１．０和重Ｉｒ≤１．３要求的为Ａ类装修材料，Ａ类装修

材料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Ｂ类装修材料 

不满足Ａ类装修材料要求但同时满足Ｉｒａ≤１．３和Ｉｒ≤重１．９要求的为

Ｂ类装修材料。Ｂ类装修材料不可用于工类民用建筑的内饰面，但可用于工类民

用建筑的外饰面及其他一切建筑物的内、外饰面。 

Ｃ类装修材料 

不满足Ａ、Ｂ类装修材料要求但满足工ｒ≤２．８要求的为Ｃ类装修材料。Ｃ类

装修材料只可用于建筑物的外饰面室外其他用途。 

Ｉｒ＞２．８的花岗石只可用于碑石、海堤、桥墩等人类很少涉及到的地方。 

其他要求 

使用废渣生产建筑材料产品时，其产品放射性水平应满足本标准要求。 

当企业生产更换原料来源或配比时，必须先行进行放射性核素比活度检验，以保

证产品满足本标准要求。 

花岗石矿床勘查时，必须用本标准中规定的装修材料分类控制值对花岗石矿床进

行放射性水平的预评价。 

装修材料生产企业按照本标准要求，在其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中注明其放射性水平

类别。各企业进行产品销售时，应持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本标准规

定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检验报告。 

在天然放射性较高地区，单纯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的建筑材料产品，只要其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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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活度不大于当地地表土壤中相应天然放射性核素平均本底水平的，可限在本

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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