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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胶》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0年 8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修订计划》正

式下达了该项目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2020-0965T-QB 项目名称《固体胶》，

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文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起草单位为得力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年。 

2、主要工作过程 

QB/T 2857-2007《固体胶》标准实施至今已有 13 年，已达到了行业标准修

订的规定年限。得力集团根据目前行业发展情况，向全国文具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出行业标准的修订申请。 

2020年 8 月得力集团接到立项通知后，立即成立了内部标准修订起草工作

组，确定了标准修订的进度、标准修订方向和主要的技术要求。起草组查找了

国内外相关资料，研究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的相关法规标准，结合目前市场产品

情况，对现行行业标准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讨论，同时听取业内专家意见，编写

了标准的草案稿。 

2021年 4 月 13日，在浙江省武义县举行了《固体胶》轻工行业标准修订

起草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得力集团有限公司主导修订，

浙江金丝猴文具有限公司、国家文教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8家企业参加修

订。各起草组成员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逐条、仔细的讨论，并提出多项修改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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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工作等； 

标准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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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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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工作：杨烨玲主要负责标准项目总体思路的确定，标准检测项目、试

验方法的确定等，负责试验数据的收集和汇总、标准文本撰写；马萍负责标准

中技术指标、检测方案的确定；其他人员负责标准技术指标的验证和数据提供。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修订原则 

1）原则性： 

起草小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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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标准编制原则进行修订。 

2）先进性 

本文件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性能要求等各项内容，应有利于促进技术进

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既不能把产品标准定得高不可攀，也不能把处于探索阶

段未经验证的技术指标订入标准中，更不能把指标定得过低，起不到促进的作

用。 

3）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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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经过调研和多年来测试结果的统计分析，所定的各项指标力求能既

适用并促进技术水平提高同时也能照顾到国内现有生产水平，有利于促进内、

外贸易，推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4）一致性 

本文件的术语、单位统一；与国际标准统一；与其它相关标准一致；计算

方法、抽样检验方法按国家相关标准。 

本文件严格按照 GB/T1.1-2020 的格式编写；编制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产品

的技术资料和客户要求，本着通用性的原则，对相关产品的基本指标、技术性

能、试验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类，提取其共性，分析其差异，以满足现有产品的

技术统一性和兼容性，满足现有大多数产品的需求。同时又充分考虑到国内外

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满足技术先进性的要求，适应固体胶产品研究开发、

检测检验的需要，为规范固体胶产品和行业发展提供依据。 

5）协调性： 

制定的《固体胶》标准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 7 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主要项目设置参考了现行的行业标准 QB/T 2857－2007、国家标准

GB 21027-2020以及固体胶的实际生产和使用情况。现就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游离甲醛和总会发性有机物：从保护 14周岁以下学生的使用安全和

环境角度出发，固体胶中游离甲醛和总会发性有机物限量都应符合 GB 21027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消除潜在风险。 

（2）粘接性：表征固体胶的粘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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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涂布性：表征固体胶上胶过程的顺畅性； 

（4）胶棒复位性：考虑固体胶实际使用时，胶棒旋出后是否能顺利旋回。 

（5）耐寒性：表征固体胶在寒冷环境下是否能正常使用。 

（6）防霉力：考虑胶体霉变情况。 

3. 修订前后标准差异 

本文件是对 QB/T 2857－2007《固体胶》修订。引用的标准、分类、要求、

安全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作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1）修改了标准范围 

QB/T 2857－2007 标准的范围规定适用于以 PVP 或 PVA材质为主要成分的

固体胶，而目前固体胶种类不断涌现，如淀粉固体胶等其他材质，目前的行业

标准范围已不能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所以经起草组讨论，认为将固体胶主要

成分统称为高分子更为合适。 

（2）按 GB/T 1.1-2020要求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增加“固体胶”的术语和定义，引用 GB/T 35600－2017 中的 3.8.1。 

（3）增加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要求及试验方法 

现 GB 33372-2020标准也规定了各类胶黏剂的 VOC 限量，故此次标准中也

考虑增加 VOC 的要求，不仅为胶粘产品生产、经销和使用提供可靠的依据，更

促进了胶粘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健康发展。 

（4）修改了游离甲醛限量的指标单位及试验方法 

现标准中规定是“游离甲醛含量不超过 0.1%”，考虑和 GB 21027-2020 中

游离甲醛单位的一致性，此处改为“不超过 1 g/kg”。 

QB/T 2857-2007标准中游离甲醛的测试方法引用 GB 18583-2001 中的附录

A，这标准适用于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用于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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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产品的游离甲醛测定不合理。文具用品中的游离甲醛测定目前有 GB/T 

32606-2016《文具用品中游离甲醛的测定方法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标准。同

时，考虑 GB 21027-2020中胶黏剂中的游离甲醛限量测定已修改为“按 GB/T 

32606 进行测试”,综合考虑因此修订的标准中，游离甲醛限量测试方法同步改

为 GB/T 32606。 

（5）修改了不挥发物含量的要求 

QB/T 2857-2007标准中规定了 PVA 和 PVP 两种类型的不挥发物含量，但考

虑本文件的范围已不局限于 PVA 和 PVP 两种材质，不挥发物含量项目的指标应

进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其他材质固体胶的情况，而我司对市面其他品牌测试后

均≥32%（不包括 PVA 类型），所以将“PVP 类型≥35%”修改为“其他类型≥

32%”。 

（6）修改外观与胶棒复位性检测方法 

QB/T 2857-2007标准中对外观和胶棒复位性的检测方法中都是旋转出胶体

总长度的 1/3，考虑实际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可能出现将胶体旋出过长再旋回

的情况。经起草组的讨论，并对市面产品进行测试后，确定旋出胶体总长度的

1/2 后进行测试。 

（7）调整了标志和贮存的描述 

  原文件中规定“固体胶贮存期为 12个月”，结合目前行业发展，将固体

胶保质期提升至 18个月，也更满足消费者需求。 

修订后的标准比原标准更趋合理和完善。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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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标准要求 
测试结果 

A 样品 B 样品 C 样品 D 样品 

可迁移元素限量 符合 GB 21027-2020 中 4.1 要求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游离甲醛限量 ≤1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50g/L 29.3 g/L 15.75 g/L 12.1 g/L 41g/L 

涂布性 容易涂布，无明显掉渣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胶棒复位性 能够旋回原处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粘接性 纸破，粘合处不应脱开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不挥发物含量 PVA 类型≥23 % 其他类型≥32% 35.3%（PVP） 23%（PVA） 55.9%(ACR) 29%（PVA） 

容器密封性 失重≤1.0 % 0.212% 0.0455% 0.0276% 符合要求 

耐寒性 
恢复至室温，粘结性和涂布性仍

达标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防霉性 经 72 h 试验无霉变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四、标准涉及专利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固体胶主要作用于粘贴发票、纸张等轻巧物品。使用其粘贴具有美观、便

捷、牢固和经济等贴点，已成为各行各业办公、学习桌面上不合或缺的文具产

品。 

   近年来国内文具市场对固体胶的需求越来越大，固体胶生产厂商数量和规

模也在不断扩增，为了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所以修订此标准，重新确立了

的各项固体胶的指标、要求，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使用的安全性，也为国

家检测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产品质量检测提供依据。从而促进固体胶市

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较大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 

六、与国际、国内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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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文具标准体系中的“胶粘文具”中类，的产品标准。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后 6 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实施时，代替 QB/T 2857－2007《固体胶》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固体胶》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