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ＨＪ／Ｔ２０２ ２００５
代替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饮具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ｎｃｅｕｓｅｄｌｕｎ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ｓｅｔｓ

２００５ １１ ２２批准 ２００６ ０１ ０１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 布



ＨＪ／Ｔ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行　业　标　准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ＨＪ／Ｔ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５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０００６２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１６号）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ｓｐｃｎ
电子信箱：ｂｉａｎｊｉ４＠ｃｅｓｐ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１２７３８

印刷厂印刷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２００６年４月第　１　版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印张　４５

印数　１—１５００　　 字数　１５０千字

统一书号：１３８０２０９·０４６
定价：４２００元



ＨＪ／Ｔ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０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３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等１１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Ｊ／Ｔ２０１—２００５）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Ｊ／Ｔ２０２—２００５）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Ｊ／Ｔ２０３—２００５）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Ｊ／Ｔ２０４—２００５）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Ｔ２０５—２００５）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Ｔ２０６—２００５）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Ｊ／Ｔ２０７—２００５）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灭火器 （ＨＪ／Ｔ２０８—２００５）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Ｔ２０９—２００５）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Ｔ２１０—２００５）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石膏制品 （ＨＪ／Ｔ２１１—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ＢＣ９—２００１）
四、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ＢＣ７—２００１）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ＢＺ５—２０００）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ＢＣ２０—２００３）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替代卤代烷灭火器 （ＨＪＢＺ２７—１９９８）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ＢＺ１２—２０００）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磷石膏建材制品 （ＨＪＢＺ２９—１９９８）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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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一次性餐饮具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

康的影响，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饮具》（ＨＢＣ１—２０００）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部
分改动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与ＨＢＣ１—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降解性能的要求。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０１２—１９９６、ＨＪＢＺ１２—１９９７、ＨＪＢＺ２３—１９９８、ＨＪＢＺ３５—１９９９、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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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饮具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餐饮具类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生物降解性材料、光生物降解性材料和易于回收利用材料制成的各类一次性餐
饮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５００９６０—１９９６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１４９３４—１９９４　食 （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５５９６—１９９５　塑料暴露于玻璃下日光或自然气候或人工光后颜色和性能变化的测定
ＧＢ／Ｔ１６２８８—１９９６　塑料包装制品回收标志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１—１９９６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实验方法　第２部分　氙弧灯
ＧＢ１８００６１—１９９９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８００６２—１９９９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降解性能试验方法

３　分类

本技术要求将一次性餐饮具按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降解方式、回收水平分为以下三大类：

ａ生物降解类：如纸制品 （含纸浆模塑型、纸板涂膜型）、食用粉模塑型、植物纤维模塑型等。

ｂ光生物降解性材料类：光生物降解塑料 （非发泡）型。

ｃ易于回收利用材料类：如聚丙烯类 （ＰＰ）、高抗冲聚苯乙烯类 （ＨＩＰＳ）、双向拉伸聚苯乙烯片
材制品、高填充量天然无机矿物填充聚丙烯的复合材料制品等。

４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１　一次性餐饮具
是指用于餐饮业或用于蔬菜、水果、方便面等食品包装业一次性使用的盒、碗、杯、盘、筷等。

４２　降解
材料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其化学结构和物理性能发生明显变化，出现分子量降低，物理机械性能

下降或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４３　生物降解
材料由天然微生物如细菌、真菌、藻类的作用而引起霉变、腐烂，导致材料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

碳。

４４　光生物降解
材料可在户外阳光 （或模拟阳光）、温度、氧、潮湿等因素的作用下，加速自身光氧化反应，引

起从外观到内在的质量变化 （物理性能降低、分子量下降、化学结构变化等），起促进生物的降解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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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新生亲水活性基团或其他含氧基团，可继续被微生物酶作用而进一步降解的材料。

４５　易于回收利用
产品不易降解，但具有成熟的再生加工利用技术，建立回收系统达到一定规模。

４６　回收利用率
废弃餐饮容器回收净重量与市场销售量之比。

５　基本要求
５１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５２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

６　技术内容

６１　卫生指标
６１１　一次性餐饮具理化卫生指标应符合表１要求。

表１　一次性餐饮具的理化卫生要求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产品类型及指标要求

纸板涂膜 纸浆模塑 植物纤维模塑 食用粉模塑

１
蒸发残渣／
（ｍｇ／Ｌ）

水，６０℃，２ｈ ≤３０

正己烷，２０℃，２ｈ ≤３０

４％乙酸，６０℃，２ｈ ≤３０

６５％乙醇，２０℃，２ｈ ≤３０

２
高锰酸钾消耗量

（蒸馏水，６０℃，２ｈ）／（ｍｇ／Ｌ）
≤１０ —

３
重金属 （４％
醋酸，６０℃，
２ｈ）／（ｍｇ／Ｌ）

以Ｐｂ计 ≤１

以Ａｓ计 ≤１

以Ｃｄ计 — ≤０２ —

４ 荧光性物质 （２５４ｎｍ及３６５ｎｍ） 任何一份１００ｃｍ２样品荧光面积不得大于５ｃｍ２

５ 甲苯二胺 （４％乙酸）／（ｍｇ／Ｌ） ≤０００４ —

６ 氟 （蒸馏水，６０℃，２ｈ）／（ｍｇ／Ｌ） — ０２ —

７ 有机磷农药残留量／ｍｇ — 符合附录Ａ —

８ 黄曲霉素Ｂ１／（μｇ／ｋｇ） — ≤５

９ 苯并 ［ａ］芘／（μｇ／ｋｇ） — ≤５

１０ 脱色试验

冷酱油或无色油脂 阴　　性

乙　　醇 阴　　性

浸泡液 阴　　性

６１２　以塑料 （聚丙烯、高抗冲聚苯乙烯等）为主要原料的一次性餐饮具，其卫生指标应符合相应

塑料成型品的国家现行卫生标准。

６１３　一次性餐饮具出厂合格品的细菌指标应符合ＧＢ１４９３４的要求，霉菌计数不得大于５０个／ｇ。
６２　降解性能
６２１　生物降解性材料制品经防水、防油处理后，应仍是生物降解的，环境降解性应符合表２要
求。

６２２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产品，其光降解性能应符合表 ３要求，环境降解性能应符合表 ２的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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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表２　生物降解性材料降解性能要求

项　目　名　称
指　标　要　求

塑料制品

（部分降解）
纸制品

植物纤

维制品

食用粉

制品

其它完全

生物降解类

需氧堆肥试验生物必解率／％ ≥３０ ≥３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表３　光生物降解性材料餐饮具降解性能要求

项目名称
累计辐射量

参考值

指　标　要　求

裂损级
重均分子

量下降率

＜１００００低分
子质量分数

羰基指数 霉菌侵蚀级
二氧化

碳生成

野外曝晒架

曝露试验

３１０±１０，ＭＪ／ｍ２ ≥Ⅱ级 ≥８０％ ≥２０％ ≥１５ — —

５９０±１０，ＭＪ／ｍ２
碎化

粉化
≥９０％ ≥４０％ ≥４０ ≥Ⅰ级 阳性

氙灯光源曝露试验 １６８００，ｋＪ／ｍ２ ≥Ⅱ级 ≥７０％ — ≥１５ — —

６３　由易于回收利用材料制成的一次性餐饮具对所用原料应有明确的标示，按 ＧＢ／Ｔ１６２８８规定注
明回收标志。

６４　由易于回收利用材料制成的一次性餐饮具的废弃物应进行回收利用，并具有完整的回收体系，
回收利用率不小于７５％。

７　检验方法

７１　产品理化卫生指标的检验按ＧＢ１８００６１—１９９９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７２　产品的降解性能
７２１　生物降解类产品降解性能的检测按ＧＢ／Ｔ１８００６２—１９９９中的方法进行。
７２２　光生物降解类产品降解性能的检测按ＧＢ／Ｔ１８００６２—１９９９规定的方法进行。
７３　技术内容６３条的规定在现场检查中验证。
７４　技术内容６４条的规定通过现场检查回收体系的系统文件，生产方与回收方签订的合同及相关
的回收记录来进行判断。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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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植物纤维原材料及其餐饮具制品有机磷农药最大残留量限值

项　　目
指　　标／（ｍｇ／ｋｇ）

敌敌畏 乐　果 马拉硫磷 对硫磷 甲拌磷 杀螟硫磷 倍硫磷

原材料 ≤０１ ≤００５ ≤８ ≤０１ ≤００２ ≤５ ≤００５

成　品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０１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００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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