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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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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66T-QB 项目名称《办公用胶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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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过程 

QB/T 1961-2011《办公用胶水》标准实施至今已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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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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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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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办公用胶水产品研究

开发、检测检验的需要，为规范液体胶产品和行业发展提供依据。 

5）协调性 

制定的《办公用胶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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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2011、国家标准

GB 21027-2020以及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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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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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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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粘接性：表征胶水的粘力大小； 

（3）pH：表征胶水的酸碱程度； 

（4）耐温性、耐寒性：考虑产品实际使用过程，在严寒和酷暑的环境中使

用性能是否完好。 

3. 修订前后标准差异 

本文件是对 QB/T 1961－2011《办公用胶水》修订。引用的标准、分类、

要求、安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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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主要变化如下： 

（1）标准名称《办公用胶水》修改 

     办公用胶水的名称，从标准名称而言，范围局限于“办公用”，而目前市

场上普遍学生使用的液体胶也执行此标准。GB 21027-2020 标准中也明确“液

体胶”品类属于学生用品范围，而目前行业内只有 QB/T 1961－2011《办公用

胶水》一项关于液体胶的标准。经过起草组的讨论，一致建议标准名称修改为

《液体胶》，标准范围可涵盖学生用及办公用液体胶。 

（2）按 GB/T 1.1-2020要求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章节 

增加“液体胶”的术语和定义，引用 GB/T 35600－2017中 3.8.2。 

（3）修改了 pH值的要求 

现行标中要求液体胶 pH值标准为 6-8，是根据原聚乙烯醇缩醛胶水的 pH

值制定的，该生产工艺采用聚乙烯醇和甲醛进行反应形成聚乙烯醇缩醛胶水，

反应完毕时用氢氧化钠调节 pH 值 6-8，但该胶含有游离甲醛对人体会有危害。 

目前较多企业采用非缩醛工艺生产液体胶，该生产工艺直接采用聚乙烯醇

溶于水制成聚乙烯醇胶水，不含甲醛，pH值能稳定控制在 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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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N 71-7、GB 6675.14 中规定，玩具中可接触的液体 pH 值应不小于 4

且不大于 10，综合考虑此次将 pH 值标准定为 4-8 更为合理。 

（4）修改了游离甲醛限量的试验方法 

QB/T 1961－2011 标准中游离甲醛测试方法为引用 GB 21027 中附录 A 进行

测试，而 GB 21027—2020 中游离甲醛限量的测定已修改为“按 GB/T 32606进

行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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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及试验方法 

现 GB 33372-2020标准也规定了各类水基型胶黏剂的 VOC 限量，结合国内

办公用胶水产品的现状，此次标准中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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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增加了出厂检验项目 

原标准中出厂检验项目只有外观一项，综合考虑，认为出厂检验应增加管

控粘接性、PH、黏度。 

（7）调整了标志要求 

修订后的标准比原标准更趋合理和完善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为修订项目，修订中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的先进技术成果，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液体胶的推

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对规范市场、指导生产、提高样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

靠性及环保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求，提升液体胶的技术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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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标准中各项指标的准确实用性，将国内的产品测试结果如下： 

项目 标准要求 A B C D 

游离甲醛限量 ≤1.0g/kg 未检出 0.05 未检出 未检出 

总挥发性有机物限量 ≤50 g/L 2 1 12.4 20 

外观 
粘稠液体，无明显杂质，质地

均匀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黏度 ≥1200mPa·s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pH 4.0～8.0 5.38 5.66 6.54 5.22 

粘接性 纸破，粘合处不应脱开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不挥发物含量 ≥8%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耐热性 
（50±2）℃/5 h，无结块、

分层等明显变化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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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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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办公用胶水产品大量用于各行各业，生产该类产品的厂家众多，

并且逐年增加，原版本《办公用胶水》轻工行业标准以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和

行业。 

通过此标准的修订，重新确立了的各项办公用胶水的指标、要求，保护消

费者的利益和健康，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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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办公用胶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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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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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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2011《办公用胶水》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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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用胶水》标准修订工作组 

                                                  2021 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