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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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2011《办公用胶水》的修订，与QB/T 1961－2011相比，除编辑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3）； 

         修改了pH值的要求（见4.2表1，2011年版的3.2表1）； 

     修改了游离甲醛的含量的试验方法（见5.1，2011年版的4.1）； 

     增加了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要求（见4.1.2）； 

     增加了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试验方法（见5.2）； 

     修改了pH值的试验方法（见5.5，2011年版的4.4）； 

     修改了粘接性的试验方法（见5.6，2011年版的4.5）； 

     增加了出厂检验项目（见6.2.3，2011年版的5.1.3） 

     修改了标志（见7.1，2011年版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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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体胶（以下简称“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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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以水溶性高分子为主要原料，用于粘合纸张等的合成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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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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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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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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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液体胶   Liquid glue  

以水溶性高分子为主要原材料，用于粘合纸张等的合成胶水。 

[来源：GB/T 35600－2017,3.8.2] 

4 要求 

4.1 安全要求 

4.1.1 游离甲醛限量 

游离甲醛≤1.0 g/kg。 

4.1.2 总挥发性有机物限量 

总挥发性有机物限量≤50 g/L。 

4.2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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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胶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序号 项目名称 要   求 

1 外观 粘稠液体，无明显杂质，质地均匀 

2 黏度/（mPa·s） ≥1200 

3 pH 4.0～8.0 

4 粘接性 纸破，粘合处不应脱开 

5 不挥发物含量/% ≥8 

6 耐热性（50±2）℃/5 h 无结块、分层等明显变化 

7 耐寒性（-15±3）℃/5 h 耐寒试验后，胶液回复至室温，无结块、流动性无明显变化 

5 试验方法 

5.1 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 

按GB/T 32606的规定进行测定。 

5.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按GB/T 35456的规定进行测定。 

5.3 外观检查 

在明亮处感官检测。 

5.4 黏度 

在（23±2）℃的条件下，用旋转黏度计测定。 

5.5 pH 

在（23±2）℃的条件下，用精度≤0.1的数字式酸度计测定。 

5.6 粘接性 

5.6.1 试验器具 

秒表、滚轮、框式制备器。 

5.6.2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如下： 

a） 环境温度：（30±10）℃； 

b） 环境相对湿度：（60±15）%。 

5.6.3 试验方法和步骤 

将70 g/m
2
的一张A4复印纸裁成（105±3）mm×（37±2）mm的试样，在试样的90 mm×37 mm部分均

匀的涂一薄层胶，粘合，用手轻轻压平，然后用另一张相同规格尺寸的复印纸对齐覆盖在上面，用重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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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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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后在未涂胶的两端用手180°

匀速剥离至纸破，观察粘合处情况。如图1所示。 

单位为毫米 

 

a） 

 

b） 

l 1 l 2 b1 

90±5 105±3 37±2 

标引序号说明： 

1、2    胶粘合部分。 

图1  粘接性试验示意图 

5.7 不挥发物含量 

按GB/T 2793，称取试样（1±0.2）g，精确到0.001 g，置于已在试验温度恒重过的玻璃容器中，

在温度（105±2）℃条件下经（180±5）min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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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耐热性 

用量筒取试样100 mL移入250 mL具塞锥形瓶中，擦净瓶口后密闭，在温度（50±2）℃条件下持续5 

h，取出后立即目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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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耐寒性 

在φ20 mm×180 mm具磨砂玻璃塞试管中加入胶液（50±2）g，擦净瓶口后密闭，在温度（-15±3）℃

条件下，持续5 h，取出后待胶液恢复至常温（20±15）℃，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后，倒放正放各3次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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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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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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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及接收质量限（AQL）按表 2的规定。 

表 2 

不合格分类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接收质量限（AQL） 

C 外观 表 1 （1） 5.3 6.5 

B 

黏度 表 1 （2） 5.4 

4.0 pH 表 1 （3） 5.5 

粘接性 表 1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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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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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检验中游离甲醛含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应全部合格。 

6.3.4 其他型式试验项目按 GB/T 2829的规定进行，采用判别水平为 II的一次抽样方案。项目、要求、

试验方法、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和判定组数按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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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 

判定组数 

Ac    Re 

黏度 表 1（2） 5.4 

B 

 

 

40 

 

pH 表 1（3） 5.5  

粘接性 表1（4） 5.6  

不挥发物含量 表1（5） 5.7  

耐热性 表1（6） 5.8  

耐寒性 表1（7） 5.9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销售包装上应有中文产品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地址、商标、执行标准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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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外包装应合理、坚实。 

7.3 运输 

运输时应轻装轻卸，禁止倒置、横放，避免碰撞、挤压，避免日晒雨淋。 

7.4 贮存 

胶水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温度为 0 ℃～40 ℃的室内，贮存时禁止倒置、侧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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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