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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2022 年团体标准编制计划进行编制，计划编号

T/CUPIA 0012-2022，项目名称“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主要

起草单位：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起草单位：南通恒光大聚氨酯材料有限

公司、江苏奥斯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迈图高新

材料集团、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大国，聚氨酯高回弹泡沫主要用于生产汽车座椅，

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时必须使用有机硅表面活性剂，有机

硅表面活性剂起到成核、乳化、泡孔调节等作用。我国在聚氨酯高回弹工业起步阶段主

要使用进口表面活性剂产品，经过多年的研发，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仅生产规模

大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而且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  

目前我国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生产

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所使用的关键助剂——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我国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生产企业多，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产品牌号多元化，质量参差不

齐，为了鼓励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

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团体标准十分必要。 

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聚氨酯用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的主要生产商，

2022 年 8 月向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提交了制定《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

性剂》团体标准的申请。协会经过专家组评审后批准立项；并于 2022 年 8 月 31 在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会，介

绍了制定本团体标准的目的意义和制定流程。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江苏美思德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为组长单位，南通恒光大聚氨酯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奥斯佳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迈图高新材料集团、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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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为参加单位。各单位选派了具有标准化、生产、技术、质检等工作经

验的人员参加了会议，并参与标准的编制工作，会议讨论了《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

有机硅表面活性剂》标准的框架和主要技术指标。 

根据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工作安排，工作组查阅了文献、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

实验方法和检验方法等，结合国内外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的生

产、技术、质量控制、下游需求等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起草了标准讨论稿，经过工作

组讨论，并向部分生产和使用单位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

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1 月 16 日，工作组向协会提交了《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

性剂》标准征求意见稿，由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向生产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

表面活性剂企业、下游用户及相关单位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处理后，

提交送审稿供下阶段审查。 

3 主要参加单位所做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起草单位：南通恒光大聚氨酯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奥斯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迈图高新材料集团、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

统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所做工作：在标准立项工作完成后，经过资料收集、调研后，根据产品特性和用途

确定了检测项目、选定和制定了检测方法，在参加单位及用户提供的数据基础上根据情

况开展了验证试验，规定了指标范围等内容，完成了编制说明编写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的原则，

本着与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规章、国家与行业标准等的兼容性和协调一致原则，以及

标准的规范性原则开展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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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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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编写。  

2 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居用聚氨酯软质泡沫表面活性剂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含有机硅氧烷聚合物的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以下简

称产品）。 

2.2 技术要求 

   根据产品特性、用途和下游应用要求及试验积累数据，本标准规定产品的检验项目

和指标见表 1 

                     表 1   产品检验项目和指标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合格品 

外观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气味 ≤ 2 ≤ 3 

粘度（25℃）mPa.s ≤1000 

密度（g/ml,25℃） 0.91～1.03 

水分 ( % 质量分数)   ≤ 0.10 

舒适因子(65%IFD/25%IFD） 2.5～4.0 

环状硅氧烷含量（D4、D5、D6） 

（% 质量分数） 
<0.03 

 

2.3 试验方法 

2.3.1 外观的确定 

行业内各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的生产厂家，在其产品技术说

明书或企业标准中都有对产品的外观进行规定，具体规定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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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不同厂家对外观的规定 

序

号 
厂家 

指   标 

优等品 合格品 

1 厂家 A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2 厂家 B 无色透明液体 

3 厂家 C 透明粘性液体 

4 厂家 D 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5 厂家 E 无色至淡黄色透明粘稠液体 

6 厂家 F 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液体，无杂质 

 

综合这些厂家产品的外观指标及下游客户的要求，本标准规定外观指标：优等品为

无色透明液体，合格品为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2.3.2 气味的确定 

目前对本产品的气味测定，国内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外多数企业采用VDA278

方法测定，经查询 HG/T 4065 与 VDA278 原理基本一致且测定方法等同，经讨论本标准

气味项目采用 HG/T 4065 方法测定，综合参加企业及下游企业对气味的要求，本标准规

定：优等品气味指标为≤2；合格品为≤ 3。 

 

2.3.3 粘度的确定  

目前行业内大部分企业使用旋转粘度计测定粘度，参照的标准有 GB/T 12008.7、

GB/T 22235、GB/T 15357，本产品主要成分是聚醚多元醇改性硅氧烷可采用 GB/T 

12008.7 或 GB/T 15357 进行粘度测定，根据本产品的特点，本标准粘度按 GB/T 15357

进行测定，综合参与企业提供的粘度指标范围，本标准规定粘度指标为≤1000 

mPa·s/25℃。 

 

2.3.4  密度的确定  

目前化工行业内通用的密度检测方法有GB/T 611和GB/T 4472。GB/T 611为化学试

剂密度测定通用方法。GB/T 4472为固体、液体、气体化工产品的密度和相对密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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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本标准中涉及的产品均是液体类化工产品，经讨论本标准采用GB/T 4472的方

法进行。综合参与企业的密度指标，本标准规定密度指标为(g/ml,25℃)0.91～1.03。 

 

2.3.5水分的确定 

通过对产品水分进行控制，可有效提高产品的纯度和质量稳定性。水分的检测方法

目前大部分企业使用GB/T 22313 《塑料 用于聚氨酯生产的多元醇 水含量的测定》和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这两种方法

的区别如下： 

GB/T 22313 适用于聚醚多元醇、聚酯多元醇和聚合物多元醇，包含方法 A 应用卡

尔·费休原理的手动电量法；方法 B 自动电量法和自动库伦法。 

GB/T 6283 适用于有机和无机固、液体化工产品中游离水或结晶水含量的测定，包

含直接滴定和电量反滴定法。 

根据产品特性和用途，经讨论采用 GB/T 22313 中 B 方法，结合国内大多数产品及

下游用户要求，本标准规定水分指标为≤0.10% 。 

 

2.3.6 舒适因子的确定 

舒适因子是指泡沫在 65%的压陷硬度值与 25%的压陷硬度值之比（既

SAG=65%ILD/25%ILD)。舒适驾乘是汽车座椅设计的理念和追求，聚氨酯模塑高回弹泡

沫作为汽车座椅的主要材料，为实现舒适驾乘创造了条件。影响聚氨酯模塑高回弹泡沫

舒适因子的因素是泡沫生产时使用的各种原料，而有机硅泡沫稳定剂作为聚氨酯发泡的

关键助剂，调节泡沫的泡孔结构及其开孔性能，从而帮助泡沫在提供高承载性能的同时，

保持柔软舒适感觉。不同有机硅泡沫稳定剂在调节泡沫泡孔结构及其开孔性能上的差异

性，对泡沫的舒适指数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汽车座椅制造商在评价车用高回弹泡沫的

性能时，舒适因子是重要选项。结合国内大多数产品情况及下游用户要求，本标准规定

舒适因子指标为 2.5～4.0。 

 

2.3.7  环状硅氧烷含量的确定 

环状硅氧烷含量是指有机硅表面活性剂产品中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十甲基环

五硅氧烷（D5）、十二甲基环六硅氧烷（D6）的含量。对其测定目前无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可直接采用。经讨论决定参考 GB/T 40909“纺织品 甲基环硅氧烷残留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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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原理，具体方法在附录B中给出。综合参与企业环状硅氧烷含量数据及欧盟REACH的

要求，本标准规定产品中环状硅氧烷含量（D4+D5+D6）指标为：＜ 0.03%。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我国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泡沫市场巨大，而生产聚氨酯高回弹泡沫所涉及的关键助

剂——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尚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本标准确定了汽车用聚氨酯高回弹

泡沫使用有机硅表面活性剂的等级、外观、气味、粘度、密度、水分、舒适因子、环状

硅氧烷含量技术要求，对该用途的有机硅表面活性剂进行了规范，对本产品生产、使用、

管理等环节提供较为清晰的标准，将促进聚氨酯高回弹泡沫和表面活性剂市场的健康发

展，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贡献。 

五、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有关国外协会和公司标准 

本产品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本标准指标为国际先进水平。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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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