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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甲苯》 

“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三氟甲苯合成方法文献报道较多，但实现工业化生产的较少，其生产

的难点在于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的控制。我公司自主研发，开发了一条收

率高、成本低、工艺稳定、产品质量好、操作简便的三氟甲苯合成工艺路

线，产品质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近几年公司年生产三氟甲苯 8 千吨以上，2018 年销售额超过 12282 万

元，利润 2641 万元，国际市场占有率在 52%以上。 

三氟甲苯现生产装臵的自动化水平较高，信息化管理系统使用较为普

及，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覆盖较为健全。本公司在绿

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方面在行业内属于领先水平。公司现占地面积二万平方

米，建有 4 个车间，各种机器设备 100 多台（套），公司配备了行业先进

的自动化控制、连续氟氯化、自动化投料、出料等生产设备，同时，全面

配备了分析仪器、检测量仪等行业先进的检测设备，可实现产品全项目的

自主检测。 

三氟甲苯的生产是以甲苯为起始原料，经氯化、氟化、精馏提纯合成

产品的工业生产工艺，公司通过技术改造，装臵优化，连续化、自动化控

制技术提升，数字化生产车间的建设，成本降低、节能减排、工艺稳定，

产品质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三氟甲苯产品没有相对应的国际标准，我国也无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所以国内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各不相同，质量指标设定不一，给

生产、消费和贸易等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现有的国内外企业标准如下： 

今年我司申报了参与制定该产品的国家标准。为提升浙江省三氟甲苯

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因此申请制定一个高水平的三氟甲苯质量标准是

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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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峰化工有限公司占三氟甲苯全球的绝大部分份额，无论技术上、

质量上、品牌影响力上均有较高的影响力，目前公司已经准备与浙江巍华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起草《三氟甲苯》浙江制造标准，同时公司将邀

请全国行业领先的企业共同研制该浙江制造标准，目前行业前 5 企业均有

意向参与本标准的研制。本标准研制势必带动中国全产业的发展，提升在

国际的行业竞争力。 

2  项目来源 

由浙江康峰化工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

申请，经立项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浙品联„2020‟11 号 关于发布 2020 年第

二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项目名称：《三氟甲苯》。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浙江蓝箭万帮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康峰化工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XXX。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XXX。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企业现场调研 

对主要起草单位进行现场调研，主要围绕“浙江制造”标准立项产品的原材

料、生产工艺、技术指标、质量承诺等方面进行调研，并开展先进性探讨。 

 成立标准工作组 

根据省品牌联下达的“浙江制造”标准《三氟甲苯》制订计划，浙江康峰化

工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开展编制工作，召开了标准起草准备会，成立了标准工作

组，明确了《三氟甲苯》标准研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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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制计划 

1) 2020年 02 月前期调研阶段：完成实地调研和相关标准的收集整理，查

阅的《相关文献检索及现存主要标准》见表 1； 

2) 2020年 03-05月：起草阶段：编写标准（草案），及标准编制说明； 

3) 2020年 07 月下旬：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研讨会。 

4) 2020年 07 月底前：启动会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利益相关

方等发送电子版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汇总成征求意见

汇总表。 

5) 2020年 08 月中旬：标准研制工作组探讨专家意见，并修改、完善征求

意见稿、标准编制说明等材料，编制标准送审稿及其它送审材料并推荐评审专家，

提交送审材料并等待评审会召开。 

6) 2020年 08 月底：评审阶段，召开标准评审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及其

它送审材料进行评审，给出评定建议。 

7) 2020年 09 月上旬：根据评审会专家评定建议，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送

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同步完善其它报批材料，并提交等

待标准发布。 

表1 国内外技术指标对比表 

质量

特性 
指标 

国外客户要

求（Navin） 

  

高端客户要求

（上海磊新化

工有限公司） 

企业内控标准

（Q/ZKF 

002-2016） 

拟制定的“浙

江制造标准” 
备注 

美观

度 
外观 无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透明液

体。 
新增 

纯度 

三氟甲

苯，%  
≥99.50 ≥99.30 ≥99.50 ≥99.80 提升 

对氯三氟

甲苯的质

量分数, 

w/% 

无要求 

≤0.50 ≤0.50 ≤0.10 提升 

二氟甲苯

的质量分

数, w/% 

无要求 

≤0.50 ≤0.50 ≤0.10 提升 

氟离子

F
-
/mg/L 

无要求 
≤20.0  无要求 ≤10.0 新增 

水分，w/% 无要求 ≤0.8  无要求 ≤0.05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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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标准草案研制。 

标准起草小组以搜集的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为基础，参考现有三氟甲苯企

业标准，对标国内外各品牌的先进标准，分析各项目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按

照“浙江制造”标准研制要求，增加了基本要求(原材料、生产工艺、检测能力

等方面)、质量保证方面的内容。经过标准起草小组共同努力，于 2020 年 5 月

10日形成了标准草案。 

本标准于 2020 年 6月 23日在杭州召开了《三氟甲苯》浙江制造标准启动会

暨研讨会，工作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在会上对标准进行研讨以下主要修改建议： 

1.前言中“GB/T 1.1-2009”改为“GB/T 1.1-2020”； 

2.第一章范围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以三氯甲苯为原料，经无水氟化、精制

等工序制得的三氟甲苯。”； 

3.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T 7746”应改为“GB 7746”，并按标准编

号大小移到倒数第 4位； 

4.第三章基本要求 3.1设计研发改为“3.1.1应具备氟化反应的工艺设计能

力”，“3.1.2 应具备三氟甲苯粗品提纯工艺的关键指标控制能力”，“3.1.3

应具备尾气净化处理及循环利用的能力”；3.2原材料中的“三氟甲苯”改为“三

氯甲苯”，3.2.1 无水氟化氢中的“GB/T 7746”改为“GB 7746”;3.3“工艺与

装备”改为“工艺装备”，3.3.1“采用连续氟化和连续精馏生产工艺。”改为

“应采用连续氟化的生产工艺”，3.3.2“应建立集散控制系统（DCS）和安全仪

表系统（SIS），以及先进过程控制系统（APC），温度、压力、流量等自动在线

检测、连锁、报警及紧急停车控制。”改为“应具备集散控制系统（DCS）和安

全仪表系统（SIS），以及先进过程控制系统（APC）。”，3.3.3“应建立氟化

反应尾气净化处理系统，精馏尾气净化处理系统。”改为“应具备尾气净化吸收

循环利用处理系统”；3.4 检验检测中的 3.4.1“应具备原料三氯甲苯、无水氟

化氢（免检）的检测能力。”改为“应具备原料三氯甲苯、无水氟化氢的检测能

力。”，3.4.2“应具备产品中间三氟甲苯、二氟甲苯、对氯三氟甲苯等组分含

量、产品氟离子、水分等项目的检测能力。”改为“应具备表 2项目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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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四章技术要求中 4.2“三氟甲苯应符合表 2所示的技术要求。”改为“三

氟甲苯应符合表 2 的规定”，表 2中“≥、≤”符号移到前面一列，指标的数据

按实际试验数据再确定一下； 

6.第五章试验方法中的“表 2”改为“表 3”，表 3中删除“载气”那一行，

“载气流量/(mL/min)”改为“载气（氮气）流量/(mL/min)”，参数那一列的数

值确定精度（小数点保留位数），5.4.1“方法提要”改为“方法原理”，5.4.2

试剂中 5.4.2.1的“58 g”改为“58.0 g”，5.4.2.2的数据应与国标一致，5.4.4

分析步骤中的 5.4.4.1在“分别置于 50ml容量瓶中”后加上“相当于配成 1mg/ml”，

5.5水分的测定描述不准确，按行标进行描述； 

7.第六章检验规则建议参考《对氯三氟甲苯》浙江制造团体标准进行修改; 

8.第八章质量承诺 8.1 中“一年”改为“12 个月”，8.2“在规定的包装、

运输及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为一年，在产品保质期内，由于产品自身质量问

题，生产商承诺免费更换或采用满足客户要求的处理方案。”改为“在规定的包

装、运输及贮存条件下，产品自销售之日起 12个月内，由于产品自身质量问题，

生产商承诺免费更换或采用满足客户要求的处理方案。”； 

9.附录 A 中的图 A.1 美化完善一下,A.2 中的“各组分含量”改为“各组分

相对保留值”。 

3.2.3  征求意见。（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3.2.4  专家评审。（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3.2.5  标准报批。（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合规性、经济性、先进性、必要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主

要以 Q/ZKF 002-2016《三氟甲苯》，结合国内外客户要求为基础，通过广泛调

研，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文本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标准起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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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内外标准进行逐个对比研究，做到所有的技术指标达到了国

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水平。 

4.2  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承诺。 

4.3  主要内容确定论据 

4.3.1  基本要求 

为响应“浙江制造”标准作为产品综合性标准的理念，从产品全生命周期角

度出发，“三氟甲苯”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研制工作组围绕三氟甲苯的设计、原

材料、工艺及装备、检测等方面，进行先进性提炼，涵盖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1）在设计上，标准研制工作组从“自主创新、精心设计”的角度出发，

对三氟甲苯的设计能力方面进行提炼，体现了其产品设计的先进性。 

（2）在原材料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精良选材”的角度出发，以产品

突出的美观和纯度性能为结果导向，对原材料三氟甲苯的化学成分提出了要求，

对无水氟化氢等提出了要求。 

（3）在生产制造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具备先进的生产工艺，采用连续

氟化、精馏及自动在线检测、连锁、报警及紧急停车控制凸显“浙江制造”标准

“精工制造”的定位要求。 

（4）在检测能力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应具备对产品理化指标的检测设

备及能力角度来保障产品的可靠性。 

4.3.2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分外观、三氟甲苯、二氟甲苯、对氯三氟甲苯、氟离子要求和水

分含量五部分，主要的技术指标均已经过试验验证。本标准主要质量特性使用性

能以企业内控标准（Q/ZKF 002-2016）标准指标为基础，对本“浙江制造”标准

的核心技术指标提出要求，提升了部分指标，针对国外客户要求（Navin）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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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端客户要求（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同时增设了部分性能指标，如外观、

氟离子、水分等指标。 

主要以标准起草工作组调研结果为基础，规定了产品外观以及规格尺寸及偏

差要求；依据企业内控标准（Q/ZKF 002-2016）和各客户的要求，并通过广泛调

研规定了外观、三氟甲苯、二氟甲苯、对氯三氟甲苯、氟离子要求和水分含量等

指标要求。 

4.3.3  试验方法 

4.3.3.1 一般规定 

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 GB/T 6682的三级水。分析中所用

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它要求时，均按 GB/T 601、GB/T 602 和

GB/T 603的规定制备。 

4.3.3.2 外观 

按HG/T 5278—2017中4.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3.3.3 三氟甲苯及其杂质含量的测定 

4.3.3.3.1方法提要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试样经汽化后通过色谱柱，使其中的

各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采用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4.3.3.3.2试剂 

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9 %，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氢气：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9 %，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空气：经硅胶与分子筛干燥、净化。 

4.3.3.3.3仪器 

气相色谱仪：配有分流装臵及氢火焰检测器，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符合 GB/T 

9722的规定，线性范围满足分析要求。 

记录仪：色谱工作站或色谱数据处理机。 

进样器：1.0 μL注射器或自动进样器。 

4.3.3.3.4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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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推荐的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见表 2。典型色谱图和各组分相对保

留值见附录 A。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及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表2 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 

项 目 参 数 

色谱柱 键合交联聚乙二醇（20 M）熔融石英毛细管 

柱长×柱内径×膜厚 30m×0.25mm×0.25μm 

汽化室温度/℃ 180 

检测器温度/℃ 180 

柱箱温度/℃ 90 

载气 N2 

载气流量/(mL/min) 0.8 

空气流量/(mL/min) 300 

氢气流量/(mL/min) 30 

分流比 20:1 

进样量/μL 0.3 

4.3.3.3.5分析步骤 

启动气相色谱仪，按表2 所列色谱操作条件调试仪器，待仪器稳定后进行测定。用色谱

数据处理机或工作站记录各组分的峰面积计算结果。 

4.3.3.3.6结果计算 

三氟甲苯及其杂质的质量分数 iω ，按式（1）计算： 

 

 1%100 w
A

A
w

i

i
i 

  ................................ (1) 

式中： 

iA
——组分i的峰面积； 

 iA
——各组分的峰面积之和； 

w1——按3.3.2.4测得的试样中水分。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结果，三氟甲苯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

不大于0.01%；对氯三氟甲苯和二氟甲苯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差值应不大于10%。 

4.3.3.4  氟离子（F-）的测定 

4.3.3.4.1 方法提要 

以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氟离子选择电极为测量电极，用工作曲线法测

定试样中氟离子（F-）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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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2 试剂 

4.3.3.4.2.1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TISAB）：量取约 500 mL 水于 1 L 烧杯

内，加入 57 mL冰乙酸、58.0 g氯化钠、4.0 g环己二胺四乙酸（CDTA），搅拌

溶解。臵烧杯于冷水中，慢慢地在不断搅拌下加入 6 mol/L 氢氧化钠溶液，使

pH达到 5.0—3.3.2.4 之间，转入 1 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氟化物标准溶液：用移液管吸取氟化钠标准贮备液（按 GB/T 602 制备）10.00 

mL，注入 1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此溶液每毫升含氟 10.0 μ

g。 

4.3.3.4.3 仪器 

4.3.3.4.3.1 氟离子选择电极。 

4.3.3.4.3.2 饱和甘汞电极。 

4.3.3.4.3.3 电位计。 

4.3.3.4.3.4 电磁搅拌器与搅拌子。 

4.3.3.4.4 分析步骤 

4.3.3.4.4.1 标准工作曲线 

用移液管移取氟化物标准溶液 1.00 mL、3.00 mL、5.00 mL、10.00 mL、20.00 

mL 分别臵于 50 mL 容量瓶中（相当于配成 1 mg/L），加入 10 mL 总离子强度调

节缓冲溶液（TISAB），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分别注入 100 mL 聚乙烯杯中，

放入搅拌子，以浓度由低到高为顺序，分别依次插入电极，连续搅拌溶液，记录

平衡时的电位值。以氟离子含量的对数值为横坐标，相应的电位值为纵坐标，绘

制标准工作曲线。 

4.3.3.4.4.2 测定 

用移液管移取 1 mL 三氟甲苯试样臵于预先盛有 5 mL 水的 50 mL 容量瓶中，

加入 10 mL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TISAB），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注入

100 mL 聚乙烯杯中，放入搅拌子，插入电极，连续搅拌溶液，记录平衡时的电

位值。 

4.3.3.4.5 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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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定所得的电位值，从标准工作曲线查出相应的氟离子含量对数值，求

反对数得到以毫克每升（mg/L）表示的氟离子含量。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应不大于 0.30 mg/L。 

4.3.3.5 水分的测定 

4.3.3.5.1 按 HG/T 5278—2017中 4.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3.4  检验规则 

4.3.4.1 组批：三氟甲苯以同等质量的均匀产品为一批，槽罐产品以一槽车为一

批。 

4.3.4.2检验分类：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4.3.4.3 出厂检验：外观、三氟甲苯含量、对氯三氟甲苯含量、二氟甲苯含量、

氟离子含量、水分为出厂检验项目。 

4.3.4.4 型式检验：第 4 章节所有指标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情况下，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b)主要原料有变化； 

c)停产后又恢复生产；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4.3.4.5采样按 GB/T 6678 和 GB/T 6680 的规定进行。用塑料采样瓶进行采样，

采样总量应保证检验的要求，采样后将样品瓶密封贴上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

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时间和采样人姓名。 

4.3.4.6检验结果判定按 GB/T 8170 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如果有一项

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产品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检验，

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4.3.5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4.3.5.1标志  

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其内容包括：  

a)产品名称；  

b)生产厂名称；  

c)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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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批号或生产日期；  

e)净含量； 

f)本标准编号； 

g)GB 190 中规定的“易燃液体”标志。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合格证明，内容至少包括： 

a)生产厂名称； 

b)产品名称； 

c)生产日期和/或批号； 

d)产品质量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 

e)执行标准号。 

4.3.5.2包装 

三氟甲苯应放臵在 GB/T 15098—2008 中 4.2 规定的清洁、干燥、密封良好

的塑料包装桶或内涂钢桶中，常用 200L和 210L。如有特殊要求，可按销售协议

另行规定包装。 

4.3.5.3运输 

装有三氟甲苯的包装桶或槽车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直接曝晒。

运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公路、海运对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4.3.5.4贮存 

三氟甲苯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不得靠近热源，严禁日晒雨淋

和接触腐蚀性物质。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一年；逾期应按本标准规定重

新检验，如符合质量要求仍可继续使用。 

4.3.5.5安全 

按 GB 13690 的规定，三氟甲苯属于易燃液体，三氟甲苯应远离明火、高热，

明火或高热会引起燃烧，放出有毒气体；装有三氟甲苯的包装容器若遇高热会使

容器内压力增大，有开裂的危险。 

接触三氟甲苯会引起皮肤刺激，其蒸气能刺激人眼皮肤和呼吸系统，经常与

皮肤接触会引起皮炎，现场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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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质量承诺 

根据法律法规，及浙江制造标准的先进性、提供更优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承诺

来制定。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与同类国际、国家、行业标

准、企业标准对比，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

数据对比情况。） 

与现有的产品的企业标准相比，本次制定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对所有技

术指标要求都有提升。鉴于对氯三氟甲苯产品在医药领域应用越来越多，而制药

领域对中间体的纯度和杂质限量要求非常高，为满足制药领域的需求，进而扩大

产品的应用范围，相应的提高了产品纯度和杂质限量的要求。《三氟甲苯》浙江

制造团体标准先进性对比见表 3. 

标准先进性对比表 3 

质量

特性 
指标 

国外客户要

求（Navin） 

  

国内高端客户

要求（上海磊新

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内控标准

（Q/ZKF 

002-2016） 

拟制定的“浙

江制造标准” 
备注 

美观

度 
外观 无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透明液体。 

无色透明液

体。 
新增 

纯度 

三氟甲

苯，%  
≥99.50 ≥99.30 ≥99.50 ≥99.80 提升 

对氯三氟

甲苯的质

量分数, 

w/% 

无要求 

≤0.50 ≤0.50 ≤0.10 提升 

二氟甲苯

的质量分

数, w/% 

无要求 

≤0.50 ≤0.50 ≤0.10 提升 

氟离子

F
-
/mg/L 

无要求 
≤20.0  无要求 ≤10.0 新增 

水分，w/% 无要求 ≤0.8  无要求 ≤0.05 新增 

 新增了外观观要求：国外客户（Navin）没有对外观作要求，本标准对外观

的要求是无色透明液体，与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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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Q/ZKF 002-2016 《三氟甲苯》的要求一致。 

新增理由说明：考虑到客户对产品的美观度要求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本

标准新增了外观的要求，大大保障了产品的初步的检测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提升了三氟甲苯指标：国外客户（Navin）和企业标准 Q/ZKF 002-2016 《三

氟甲苯》对三氟甲苯的要求是≥99.50%，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

公司）对三氟甲苯的要求是≥99.30%，而本标准对三氟甲苯的要求是≥

99.80%。 

提升理由说明：三氟甲苯指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使用范围，提升产

品的纯度，满足市场需求。 

 提升了对氯三氟甲苯的质量分数要求：国外客户（Navin）没有对对氯三氟

甲苯的质量分数作要求，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和企业标

准 Q/ZKF 002-2016 《三氟甲苯》对对氯三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的要求是≤

0.50%，而本标准对对氯三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的要求是≤0.10%。 

提升理由说明：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对氯三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直接影响

产品的杂质含量，从而影响产品的纯度，纯度要求决定了产品的使用范围

和下游产品的质量控制，提高产品的对氯三氟甲苯的质量分数满足市场需

求。 

 提升了二氟甲苯的质量分数要求：国外客户（Navin）没有对二氟甲苯的质

量分数作要求，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和企业标准 Q/ZKF 

002-2016 《三氟甲苯》对二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的要求是≤0.50%，而本标准

对二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的要求是≤0.10%。 

提升理由说明：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二氟甲苯的质量分数直接影响产品

的杂质含量，从而影响产品的纯度，纯度要求决定了产品的使用范围和下

游产品的质量控制，提高产品的二氟甲苯的质量分数满足市场需求。 

 新增了氟离子要求：国外客户（Navin）和企业标准 Q/ZKF 002-2016 《三氟

甲苯》没有对氟离子作要求，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对氟

离子的要求是≤20.0F-
/mg/L，而本标准对氟离子的要求是≤10.0F-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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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理由说明：从终端市场的使用要求来看，产品氟离子指标高低影响了产

品的使用范围，氟离子指标的新增，提升产品的纯度，满足市场需求。 

 新增水分要求：国外客户（Navin）和企业标准 Q/ZKF 002-2016 《三氟甲苯》

没有对水分作要求，国内高端客户（上海磊新化工有限公司）对水分的要求

是≤0.8w/%，而本标准对水分的要求是≤0.05w/%。 

新增理由说明：从终端市场的使用要求来看，产品水分指标高低影响了产品

的使用范围，水分指标的新增，提升产品的纯度，满足市场需求。 

 

5.2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产品设计、原材料、关键技术、工艺、

设备等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先进性。 

“好产品源于好材料”，对原材料质量的严格把关才能确保产品的优质。产

品的生产工艺水平和检验控制能力也对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本标准规定了产品

的生产工艺采用硝化和催化加氢还原生产工艺，先进的生产工艺更安全、稳定、

环保，生产的产品质量更高、性能更稳定。原料、产品的检验设备和能力是把关

原材料和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售后服务是产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承诺

也是产品的“铭牌”，所以增加了“服务承诺”。 

 研发设计 

 应具备氟化反应的工艺设计能力。 

 应具备三氟甲苯粗品提纯工艺的关键指标控制能力。 

 应具备尾气净化处理及循环利用的能力。 

说明：公司极度重视产品的研发设计，拥有优秀的研发团队，并专门独立设立了

设计研发部门，具备独立研发配方的能力。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理念设计，针

对材料、配方、工艺进行研发。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建立相应的产品

可追溯制度，实施计算机信息化生产管理并建立生产管理数据库。  

 原材料 

 三氟甲苯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三氟甲苯的技术要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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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色度, Hazen ≤20 

含量,w/% ≥99.5 

水分,mg/kg ≤500 

 无水氟化氢应符合 GB/T 7746要求。 

说明：同行业内本公司是最大的装饰膜生产商，采购部门对原材料严格要求，采

用的主要原材料三氟甲苯的面层色度≤20Hazen，含量要求≥99.5w/%，水分要求

≤500mg/kg；无水氟化氢等其他原辅材料都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从原材料开始考虑产品的优质生产，越来越多的强制性环保法规出台，为满足市

场需求，应客户需要，从而提升其纯度。 

 工艺及装备 

 应采用连续氟化生产工艺。 

 应具备自动化集散控制系统（DCS）和安全仪表系统（SIS），以及先进过程

控制系统（APC）。 

 应具备尾气净化处理及循环利用系统。 

说明：公司生产自动化程度高，相应配备了相关的先进生产设备。通过自动化工

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和在线自动检测能力，能显

著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合格率。 

 检验检测 

 应具备原料三氯甲苯、无水氟化氢的检测能力。  

 应具备三氟甲苯表 3项目的检测能力。 

说明：公司配备先进的检测设备，可以检测本产品原材料、半成品（过程检测）、

成品的重要指标。规范了生产检测能力，通过对重要部件和成品的检测，确保产

品合格率，提升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质量承诺 

 生产商应对产品建立追溯体系，确保最终产品可追溯。生产商应对出厂的每

批产品留样，留样期限为 12个月。 

 在规定的包装、运输及贮存条件下，产品自销售之日起 12 个月内，由于产



   

               

 

16

 

品自身质量问题，生产商承诺免费更换或采用满足客户要求的处理方案。  

 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生产商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响应，及时为客户提

供解决方案。 

说明：通过质量承诺，让客户安心使用产品，同时，满足国外高端客户对产品的

使用要求。 

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若无相

关先进性也应说明）。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公司现占地面积 21000多平方米，建有 5个车间，各

种机器设备 100 多台（套），公司配备了行业先进的自动化控制、连续氟氯化、

自动化投料、出料等生产设备，同时，配备了全自动分析仪器、检测量仪、等行

业先进的检测设备，可实现产品全项目的自主检测。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标准与有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6.2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无。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 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 6324.8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 8部分：液体产品水分测定 卡尔〃费

休库仑电量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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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T 7746 工业无水氟化氢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T 15098—2008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方法 

HG/T 5278—2017 对氯三氟甲苯  

引用文件现行有效。 

7  社会效益 

浙江省是氟化工大省，也是氟化工强省，省内氟资源丰富，所生产的

氟化学品种类丰富，产业链也较为完整。通过对浙江制造《三氟甲苯》标

准的制订以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质量指标远远高于

现行的国内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浙江制造《三氟甲苯》标准的制订，将

促进产业优化、质量提升、标准创新，推动三氟甲苯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健

康发展，同时亦有利于浙江省内三氟甲苯生产企业开拓国外市场，领跑“浙

江制造”以更优的质量、更好的标准、更多的产品出口国外市场，让世界

更加了解 “浙江制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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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对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标 准 主 要 起 草 单 位 将 在 企 业 标 准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pbz.gov.cn/）上自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

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中无相关涉及专利的说明。 

 

 

《三氟甲苯》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0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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