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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文件是对QB/T 2857－2007《固体胶》的修订，与QB/T 2857－2007相比，除编辑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1，2007年版的1）；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3）； 

     增加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要求（见4.1.3）； 

     修改了不挥发物含量的要求（见4.2的表2，2007年版的3.3的表2）； 

     修改了游离甲醛的含量的试验方法（见5.2，2007年版的4.2）； 

     增加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试验方法（见5.3）； 

     修改了标志（见7.1，2007年版的6.1）； 

     修改了贮存（见7.4，2007年版的6.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丝猴文具有限公司、三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新代实业有限公司、国家文教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马培德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杨烨玲、吴国强、王崇斌、郑成锵、马萍、邱光金、康红兵、姚鸿俊、周文 

本文件所代表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B/T 285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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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胶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纸张粘贴为主的以高分子为主要胶粘剂成分的固体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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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793  胶粘剂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35456  文体用品及零部件 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测试方法 

GB/T 32606  文具用品中游离甲醛的测定方法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QB/T 1962－2011  浆糊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体胶   Glue stick  

固体胶又称固体胶棒、固体浆糊、唇膏式浆糊等，以胶料、赋型剂和水等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用于

粘接各种纸张及纸制品等。包含PVP固体胶、PVA固体胶等。 

[来源：GB/T 35600－2017,3.8.1] 

4 要求 

4.1 安全要求 

4.1.1 可迁移元素的限量 

固体胶中胶体及标贴中可迁移元素的限量应不超过表1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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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元素名称 锑（Sb） 砷（As） 钡（Ba） 镉（Cd） 铬（Cr） 铅（Pb） 汞（Hg） 硒（Se） 

限值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4.1.2 游离甲醛限量 

固体胶的游离甲醛含量应不超过1 g/kg。 

4.1.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固体胶的挥发性有机物化合物含量应不超过50 g/L。 

4.2 性能要求 

固体胶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1 外观 表面光滑无明显变形 

2 涂布性 容易涂布，无明显掉渣 

3 胶棒复位性能 能够旋回原处 

4 粘接性 纸破，粘合处不应脱开 

5 不挥发物含量 PVA 类型≥23 %    其他类型≥32% 

6 容器密封性（50±3）℃/20 h 失重≤1.0 % 

7 耐寒性（-15±3）℃/16 h 恢复至室温，粘结性和涂布性仍达标 

8 防霉力（30±2）℃相对湿度 75% 经 72 h 试验无霉变 

5 试验方法 

下列试验除 5.4、5.6、5.9外，应在固体胶端部切去厚度不小于 0.5 mm的薄片，再进行测试。 

5.1 可迁移元素的限量 

按GB 6675.4的规定进行测试。 

5.2 游离甲醛限量 

按GB/T 32606的规定进行测试。 

5.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按GB/T 35456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外观检查 

将试样从专用容器中转出胶体总长度的1/2，在自然散射光下，目测并记录试样的成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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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涂布性 

在A4复印纸上试验。将胶棒旋出1 mm～2 mm，垂直纸面来回涂抹各1次，手感涂抹流畅。观察有无

明显掉渣现象发生。 

5.6 胶棒复位性能 

将试样从专用容器中旋出胶体总长度的1/2，再倒旋，观察能否回到起始位置。 

5.7 粘接性 

5.7.1 试验器具 

秒表、滚轮。 

5.7.2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23±2）℃； 

b) 环境相对湿度：（60±10）%。 

5.7.3 试验方法和步骤 

如图1所示，将一张80 g/m²的A4复印纸水平放置，在其横向30 mm宽的所有部位用胶棒来回均匀涂

抹1次，15 s内用另一张相同的复印纸反向对齐覆盖在上面，用重2 kg、宽30 mm的滚轮来回碾压一次或

用相应的力来回碾压一次，开始计时，然后将其裁成八等分长条，每隔1 min在其中一张纸的两端均匀

加力拉伸，观察粘结状态并记下时间。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粘合部分 

2     纸 

图1  粘接性试验示意图 

5.8 不挥发物含量（含固量）的测定 

按GB/T 2793中的规定进行。 

5.8.1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a) 感量为 0.001 g的分析天平； 

b) 称量容器：直径 50 mm 的称量瓶、铝箔皿或表面皿； 

c)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温度波动不大于±2 ℃，精度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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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试验方法和步骤 

在已恒重的称量容器内用分析天平称取（1±0.5）g切成薄片的试样，置于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经（105±5）℃/（180±5）min后，再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其质量。 

5.8.3 不挥发物含量计算 

不挥发物含量按公式（1）计算。 
                              m2－m0 

                                              Ｘ=
               

×100%   …………………………………………..（1） 
                              m1－m0 

式中： 

   Ｘ       不挥发物含量，%； 

   m0       称量容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加热前试样和称量容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加热后试样和称量容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5.9 容器密封性（失重） 

5.9.1 试验程序 

在不打开固体胶容器的状态下称量，再将其放入已恒温至（50±3）℃的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20 h

后取出，冷却至室温，再次称量，求出失重百分率。 

失重百分率d按公式（2）计算。 
m4－m5 

                                             d=
              

×100%  …………………………………………..（2） 
                              m4－m3 

式中： 

   d       失重百分率，%； 

   m3       包装容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4       成品胶放入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m5       成品胶放入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注：在测得 m4 和 m5值后，将包装容器中的胶除去并用水洗净，在 80℃左右的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

烘至恒重，测得包装容器的质量 m3。 

5.9.2 结果计算 

取五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5.10 耐寒性的测定 

5.10.1 设备 

高低温试验箱：温度波动不大于±2 ℃，精度为±2 ℃。 

5.10.2 操作步骤 

将试样放至（-15±3）℃的高低温试验箱中，16 h后取出恢复至室温，再进行5.5与5.7测试。 

5.11 防霉力的测定 

5.11.1 试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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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如下： 

a) 感量为 0.01 g的天平； 

b) 培养皿； 

c) 生物恒温恒湿箱。 

5.11.2 试验程序 

在培养皿内用架盘天平称取试样（20±2）g，用玻璃棒刮平后加盖放入（30±2）℃、相对湿度（75

±5）%的生物恒温恒湿箱中，持续72 h后取出目测检查。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样本单位为“支”。 

6.2 出厂检验 

6.2.1 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6.2.2 同一次投料且同一型号的产品组成一检验批，或一次交货的产品组成一检验批。 

6.2.3 出厂检验按 GB/T 2828.1进行，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 S-4，不合格分类、

项目、要求、试验方法及接收质量限 AQL，按表 3的规定。 

表 3 

不合格分类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接收质量限 AQL 

B 

胶棒复位性能 表 2（3） 5.6 

4.0 粘接性 表 2（4） 5.7 

不挥发物含量 表 2（5） 5.8 

C 
外观 表 2（1） 5.4 

6.5 
涂布性 表 2（2） 5.5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样品应在出厂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 

6.3.2 型式检验每 12个月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验定型时； 

b） 生产工艺改变或长期停产后恢生产造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3 型式检验中的可迁移元素的限量、游离甲醛限量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应全部合格。 

6.3.4 其他型式检验项目按 GB/T 2829进行，采用判别水平 II的一次抽样方案。项目、要求、试验方

法、不合格分类及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按表 4的规定。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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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 

B 

容器密封性 表 2（6） 5.9 

50 耐寒性 表 2（7） 5.10 

防霉力 表 2（8） 5.11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有中文产品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地址、商标、执行标准代号和顺序号、

生产日期、净含量、保质期及合格标志。 

7.1.2 产品外包装箱上应有产品名称、企业名称、型号、数量、生产日期或批号等。包装储运图示标

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2 包装 

包装应合理、结实，包装内应有产品合格标志。 

7.3 运输 

运输时应轻装轻卸，防止日晒、雨淋、受潮。 

7.4 贮存 

固体胶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温度为0℃~40℃的仓库内，不应与化学药品特别是强氧化剂、酸碱

物质等一同存放。 

在符合以上条件的情况下保质期不低于18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