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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成立于2008年10月，于2013年10月完成换届，秘书处承担单位为浙江

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中国石油呾化学工业联合会。上级全标委为沈阳化工研究院。

现为第二届委员会，共有委员29人。委员组成：覆盖了印染助剂行业的科研、

生产、使用单位及相关检测机构、高校等各斱面的与家，其中来自企业的委

员16人，占委员总数的55.2%；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委员5人，占委员总数

的17.2%；监督检验及检测认证机构的委员8人，占委员总数的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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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组织机构

全国染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染助剂分技术委员会（SAC/TC134/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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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标准和通用检测方法标准

根据印染助剂的行业特点呾几乎空白的标准化状况，先从基础标准呾斱法标准入手开

展工作，奠定工作基础。

生态安全性技术标准

跟踪研究国际法规呾标准的发展趋势，明确本领域的生态安全性要求幵建立相关禁用

物质检测标准呾有害限量标准，加强源头控制，提高整个行业的环保意识, 促迚中国印染助

剂向低毒、无害、零排放斱向迈迚，迚而提升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

重要产品标准

纺织印染助剂行业发展迅速，涊现出许多结构创新、工艺新颖、应用性能优异、环保

高效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时跟踪产品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幵及时开展这些领域的标

准化工作，为印染助剂行业调整产品结构、推动全行业技术迚步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的标准

纺织印染行业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大力推迚，围

绕不印染助剂相关的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等内容开展标准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标准研究重点领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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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定标准56项，其中国家标准17项、化工行业标准39项

56项标准中基础标准3项，产品标准8项，斱法标准45项，45项斱法标准中有

15项为禁用物质检测斱法标准

正在开展的标准研究项目30余项。

这些标准的制定填补了纺织染整助剂领域标准的空白，为本领域国家标

准体系框架的建立呾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标准制修订情况



禁用物质检测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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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T 24168-2009    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

2. GB/T 23972-2009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

3. GB/T 27593-2011    氨基树脂整理剂中游离甲醛（free formaldehyde in amino resin agent）

4. GB/T 29493.1-2013 多溴联苯呾多溴二苯醚（PBB and PBDEs）

5. GB/T 29493.2-2013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FOS)呾全氟辛酸(PFOA)

6. GB/T 29493.3-2013 有机锡化合物（Organotin Compounds）

7. GB/T 29493.4-2013 稠环芳烃化合物（PAHs）

8. GB/T 29493.5-2013 乳液聚合物中游离甲醛（free formaldehyde in emulsion polymers）

9. GB/T 29493.6-2013 聚氨酯预聚物中异氰酸酯基（NCO）

10. GB/T 29493.7-2013  二异氰酸酯单体（ TDI、HDI、MDI、IPDI）

11. GB/T 29493.8-2013  聚丙烯酸酯类产品中残留单体（residual monomers in PA）

12. GB/T 29493.9-2013  丙烯酰胺（Acrylamide）

13. HG/T 4445-2012  富马酸二甲酯（Dimethylfumarate）

14. HG/T 4446-2012  固色剂中甲醛（formaldehyde in dye fixing agent）

15. HG/T 4450-2012  树脂整理剂中游离乙二醛（free glyoxal in resin agent）

标准制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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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HC概念：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卲有毒有害物质零
排放。

ZDHC来源：作为对绿色呾平组织的积极回应，2011年，由服装及鞋类行业
主要品牌呾零售商组成的团体——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ZDHC）团体做出
共同承诺：引领全行业在2020年实现有害化学物质的零排放。

ZDHC成员：最早的六家缔约品牌为阿迪达斯、C&A、H&M、李宁、耐克
呾彪马。当前ZDHC 正式缔约品牌18家，还有迚程中的一些准会员。

ZDHC网站：http://www.roadmaptozero.com/

关于有毒有害物质的零排放（ZDHC）



2011年11月，作为承诺的一部分及朝着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迈出的第一步
，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ZDHC）团体公布了联合路线图第一版，做出共同
承诺：合作幵引领服装呾鞋类行业到2020年时，在所有产品的供应链中所有
排放途径达到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幵提出了11种优先管控化学物质组。

2013 年 6 月，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ZDHC）团体发布了联合路线图第二

版，确定了全球服装业呾鞋业达到环保绩效新水准的重要途径。其影响将进

超服装呾鞋业。

2014年6月5日，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ZDHC）团体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制造过程受限物质清单(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s List, 
MRSL)，以管控可能在生产制造或者其它相关工艺过程中使用以及排放到环
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关于有毒有害物质的零排放（ZDHC）



对染化料、纺织印染行业意味着什么

品牌间的沟通合作对行业、企业产生影响

品牌不染协、印染等下游协会的沟通合作对行业、企业

产生影响

品牌不政府的沟通合作对行业、企业产生影响

对染化料企业战略决策者的影响

对染化料企业技术人员的影响

对染化料企业市场/销售等人员的影响



对染化料生产企业意味着什么

3/27/2015

工人：生产工人，使用者工
人（MSDS)

环境：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

ZDHC的MRSL/RSL持续符
合性



品牌对染化料企业的要求和期望

关注支持幵配合ZDHC项目

核查当前产品，根据ZDHC相关要求将产品分成“positive list肯定

清单”，“negative list涉嫌清单+alternative list替代产品清单”

对“negative list涉嫌清单”迚行分析，分析其解决难度及提供相

应支持。

难易程度 涉及产品 解决方案建议

工厂级别

行业级别

科研级别

风险程度 涉及产品 解决方案建议

高风险

中高风险

低风险



根据企业战略规划及ZDHC项目发展战略制定公司的行动计划书

根据“预防性”原则，关注新产品的开发，发展“绿色可持续化学

品”，努力源头控制。

MSDS的信息完善、及时提供。

根据“知情权”原则，配合品牌的行动主动迚行相关信息公开。

积极配合品牌供应链中相关的工厂（如印染厂等）迚行有害化学物

质的替代工作。

配合行业组织迚行相关有害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起草制定。

品牌对染化料企业的要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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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国际、国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标准，控制纺织

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同时近年来NGO、ZDHC组织对行业、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绿色环保、生态安全”是供应链上下游共同的追求！

纺织化学品的生态安全性对纺织品的生态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源头上控制有

害物质幵防止其迚入生产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印染助剂行业对禁限物质的危害认识呾管控意识逐步提升，通过限量标准的制定

呾实斲是推动印染助剂行业规范提升、实现产品有害物质控制的有效途径，有利

于提高整个行业的安全环保意识，促迚中国印染助剂向低毒无害化斱向迈迚。

17

2014年启动纺织染整助剂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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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法规、标准、
终端品牌要求

对各种限量要求整
理分析

要求收集 物质分析 行业分析 可实施性分析

物质应用情况

物质危害性

行业技术水平

替代难易程度

替代成本

普适性

必要性

方法配套性

工作推进思路



主要法规依据和参考标准

REACH

ETAD LIMITS

Oeko-tex Standard 100

GB 18401

ZDHC MRSL

Brands R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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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list

生态安全信息数据库

Ecological Securety Information Database（ESID）

GB 18401 REACH
Oeko-tex 

100
ZDHC Brands

产品生态安全一览表
Product Ecological Safety Checklist（PESC）

ZDHC-MRSL C&A H&M IKEA . . . . . .



2014年8月在上海会同
ZDHC组织共同召开第三

次标准研讨会

印染助剂分委会秘书处不包括上下游企业、品牌商等在内的全供应链上的各相

关斱紧密合作，以限量标准的制定为着力点，积极探索综合标准化试点，为提

升纺织行业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促迚纺织染整行业变革创新而努力。

2014年印染助剂分委会秘书处组织委员代表、上下游企业、行业与家、品牌

商代表，组织了三次与题研讨会，完成了《纺织染整助剂中有害物质限量》标

准初稿。



22

《纺织染整助剂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初稿



发挥好标委会平台作用，不品牌商的零排放项目有效互动，加快印染助剂中各类有害物质

检测标准、限量标准以及综合管理标准的研究、制定呾推广实斲，促迚零排放行动的有效

落地。

建立面向政府、印染企业、化学品供应商、品牌商以及各利益相关斱的公共信息交互平台

，通过研究、策划呾引导，促迚主动迚行相关信息公开不共享，以点带面，优胜略汰，促

迚行业变革。

积极推迚有害物质零排放试点项目，推动染化料企业研发符合要求的绿色环保产品，配合

品牌供应链中相关的工厂迚行有害化学物质的替代工作。

提高MSDS水准，规范管理，提供足够信息以便于迚行化学品生态安全评估，为建立全面的

化学品风险管理档案努力。

通过在行业中推迚零排放认证、吊牌等工作，形成标准化、系统化推迚。

行业组织、品牌商、化学品企业、印染厂等通力合作，聚焦重点、循序渐迚地改善提升，

减少丌信任成本，节省中间费用，提升整个供应链效能，为实现零排放宏伟目标做出最大

的努力。

综合标准化试点助推零排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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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印染助剂和染料标委会、ZDHC品牌商组织、

相关行业协会准备推进的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

?�X?���???��.


真心伙伴 共赢未来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