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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通则》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中国标协标准《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通则》由北京自

如生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于 2019 年 9 月

经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中国标协〔2019〕260号)。 

二、必要性和可行性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理念，推出“租购并举”等一系列住房改革

措施以来，以长租公寓为代表的住房租赁市场得到蓬勃发展，为解决

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总结推广住房租赁试点经验，在人口净

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在租购并举的政策推

动下，我国的租赁市场蓬勃发展。开发商、中介机构、酒店运营商等

纷纷进军长租公寓市场。 

作为近年来快速崛起的一种住房供给形式，长租公寓成为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选择。当下年轻人不断提升的生活品质需求，对租赁服务

的维度及质量，乃至房屋的品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老旧房源已难以

满足市场需求，而长租公寓的脱颖而出，背后是住房市场需求端与供

给端所发生的微妙变化。住房需求群体将关注点从买房或者“先凑合

租房”向高品质租房转移。《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显示：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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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租住群体消费不断升级，六成以上的人表示更倾向于通过长租平

台来租房，近八成人会用心布置租来的房间，有近四成的“95 后”

租客愿意把 40%以上的收入作为租金，追求更高品质的租住体验。与

此同时，2018—2019年度，“90后”租客占比达到 75%，成为城市租

住人群的主体。 

与此同时，租房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为长租公寓带来了发展机

遇，也带来了挑战。某些媒体曝光了有关长租公寓的一些负面报道，

暴露出甲醛超标、隐私安全、哄抬价格、合同纠纷等问题，这些问题

的披露，说明了长租公寓行业发展尚缺乏相关规范，消费者维权困难。 

标准作为规范和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然而，纵观国内外，长租公寓虽然都属于朝阳产业，但缺乏标准

规范仍然是制约该行业发展的障碍之一。而在装修污染问题上，目前

对于长租公寓应该采取怎样的环保标准、使用什么样的家具和装修材

料、装修后需要空置多久才能出租，行业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长租公寓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长租公寓的安全健

康水平，是决定室内环境质量的首要因素。此外，家具类产品也是影

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家具板材的质量可能带来甲醛

等有害物质超标问题，另一方面，木家具、金属家具、软体家具等成

品家具的质量也会对长租公寓的室内环境质量造成影响。目前国内只

能通过装修后对室内环境质量的评价来反映装修质量，无法事前解决

装饰材料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只能通过事后治理解决问题，无法通

过在设计阶段选择性能良好的装饰材料来达到良好的室内环境质量。

同时，如果片面提高所有材料的性能，则将大幅增加室内装修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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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可操作性强的选材标准，在设计阶段即介入室内装饰装修

材料和家具的评价。 

本标准重点关注影响长租公寓室内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对装修

前影响长租公寓居住环境的关键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包括室内装饰装

修材料和家具产品，以期达到通过控制关键产品的关键化学指标，实

现控制居住环境质量的目的。此外，在控制各类装修使用产品的质量

的基础上，再对装修后的长租公寓室内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同步

监控，对室内环境质量提供双重评价结果。本标准的制定和提出，为

长租公寓企业采用更环保、低排放等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和家具产品

提供了技术参考，通过优质的选材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健康的居

住环境，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引导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和家具产品相关制造企业更加注重环保、可持续发展、健康

安全等，同时淘汰对人体健康有较大影响的产品，促进企业产品质量

提升、升级换代。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19年 8月，调研了国内外长租公寓发展现状，组建标准起

草组，明确标准定位，形成标准主体框架和草案稿。 

2、2018 年 9-10 月，起草组召开了 6 次专家研讨会，与来自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的专家，就影响长租公寓质量的产品类别和指标体系进行了研讨，初

步构建了长租公寓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对评价指标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 

3、2019 年 11 月，起草组赴长租公寓行业的头部企业开展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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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就标准中的指标和评价方法，与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确定了部

分指标的适用性。 

4、2019 年 12 月，起草组在标准草案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了评价指标，提出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由专家进行德尔菲法确定分值，增加了标准的可操

作性，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 

本标准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消费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提炼影响长

租公寓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关键化学指标和限值，引导长租公寓室

内装饰装修向绿色环保、健康舒适方向发展，提高居住环境的健康和

可持续性，满足人们健康需求及社会需求。 

2、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总结吸纳了现有影响长租公寓居住环境的重要指标和经

验，细化了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分值分配，使其能够为政府部门、科研

院所、企业等相关机构开展长租公寓产品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3、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在兼顾我国现有国家标准要求和行业发展状

况的同时，还充分考虑了我国在该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等情况，在关键

指标上提出了更高技术要求，并能通过评价方法对长租公寓产品进行

评价，能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充分体现了其前瞻性和引导性特点。 

4、成本效益平衡原则 

影响长租公寓产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很多，有产品本身的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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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消费者的误用、使用环境的差异等原因，实现降低风险的目标需

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其他资源，加之社会价值观、经济和科技发

展水平以及人们对安全要求程度的制约，结合现有行业产品发展情

况，很难达到长租公寓产品的绝对“零风险”。因此，在进行长租公

寓产品评估时，应综合考虑企业的成本和收益。 

五、主要技术内容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长租公寓、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软体家具、

硬质聚氯乙烯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金属家具、室

内空气质量参数、空气净化器、单向流新风系统 10个术语的定义。 

①术语引用情况。“木家具”“软体家具”“硬质聚氯乙烯地板”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金属家具”“室内空气质量参数”

“空气净化器”“单向流新风系统”共 8 个术语引用了相关标准。其

中： 

“木家具”“软体家具”“金属家具”共 3 个术语引用 GB/T 

28202-2011《家具工业术语》中的定义； 

“硬质聚氯乙烯地板”引用了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中的定义；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引用了 GB/T 15102-2017《浸

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中的定义； 

“室内空气质量参数”引用了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中的定义； 

“空气净化器”引用了 GB/T 18801-2015《空气净化器》中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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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单向流新风系统”引用了 JGJ／T 440-2018《住宅新风系统技

术标准》中的定义。 

②术语改写情况。“长租公寓产品”“室内装饰装修材料”2个术

语改写了 T/SZZX-006-2019《长租公寓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的定义。其中： 

标准 T/SZZX-006-2019中的“长租公寓”定义为“指兴建、改造、

收购或租赁整幢楼宇或物理上分散的房屋，并将其出租给公司、家庭、

个人用于居住的公寓。可分为集中式长租公寓和分散式公寓。”起草 

组认为长租公寓是个立体的概念，包括了产品和服务，产品是个实体，

服务是一种行为，本标准只对长租公寓的产品进行评价，且不受产品

种类的限制，适用于集中式长租公寓，也适用于分散式公寓。标准

T/SZZX-006-2019中的“长租公寓”定义更偏向于“长租公寓产品”，

而没有涉及到服务的内容，因此本标准中涉及的“长租公寓产品”术

语，保留了原定义的主体部分，是“指兴建、改造、收购或租赁整幢

楼宇或物理上分散的房屋，并将其出租给公司、家庭、个人用于居住

的公寓”，删除了“可分为集中式长租公寓和分散式公寓”的内容。 

标准 T/SZZX-006-2019中的“装饰装修材料”是指“建筑装饰装

修材料工程中使用的材料，包括面层材料、基层材料、结构材料、配

件材料等，以及装修施工中所使用到的辅助材料”。根据对消费者的

调研情况，消费者更多关注于长租公寓室内居住时的空气质量。起草

组认为，影响空气质量的产品除了基础的装修辅材外，还应包括木家

具板材、地板等消费者反映问题较多可能存在污染的产品。起草组在



 7 

原标准内容基础上增加了木家具板材、地板，作为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的主要内容，并对以上各类产品的重要化学指标进行限值要求。因此，

本标准中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定义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中所使

用的材料，包括面层材料、基层材料、结构材料、木家具板材、地板

等”，并以此作为本标准评价指标的内容之一。 

2.评价流程 

评价流程包括确定评价指标、采集评价指标检测数据、确定评价

等级和完成测评报告四个步骤。 

（1）评价指标。 

本标准依据对消费者的调研结果和相关专家建议，结合消费者反

映较多的主要问题和行业发展状况，选取确定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家具、室内空气质量参数、空气净化设备作为长租公寓产品评价的评

价指标（一级指标）；进一步根据组成部分、零部件或原材料等对每

一项内容进行了细分，确定了二级指标 17 项；并选取了影响人体健

康的关键化学指标，确定了三级指标 81项。 

其中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下设有二级指标 12 个，包括耐水腻子、

瓷砖粘结剂、石膏板、粉刷石膏、防水灰浆、密封胶（聚氨酯胶/MS

胶）、聚氨酯泡沫填缝剂、108胶和界面剂/墙固、内墙涂料、内墙抗

碱底漆、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硬质聚氯乙烯地板。 

家具下设有二级指标 3个，包括软体家具（沙发/床垫）、木家具、

金属家具。 

室内空气质量参数设有二级指标 1个，为空气检测化学指标； 

空气净化设备下设二级指标 1个，为空气净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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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集评价指标检测数据 

采集评价指标检测数据包括长租公寓产品装修前的选材和装修

后的空气质量。因此这一步骤细分为 2部分内容，一是在长租公寓装

饰装修前，采集并记录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和家具的评价指标检测值；

二是完成长租公寓装修和家具家电入户后，应关闭门窗 12 小时，启

动空气净化设备（如果有），采集并记录长租公寓整体的甲醛释放量

和总有机挥发物 TVOC检出值。 

（3）确定评价等级 

计算评价指标所得总分，确定长租公寓产品等级。 

（4）完成测评报告 

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以报告形式提供，内容应包括但

不限于检测人员信息、长租公寓描述（地理位置、面积、朝向、家具

数量等）、附录 A 各指标值检测方法和检出值、评价等级结果、结论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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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租公寓产品评价流程图 

3.评价方法 

“德尔菲法+熵权法” 是一种较为科学的专家意见综合集成方

法，其目的是充分利用专家意见并进行有效整合。该方法使用科学的

定量方法有效整合专家意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单纯依靠专家判

断带来的评判结果不全面、不准确、不稳定问题。其中，德尔菲法也

称为专家调查法，本质上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通过多轮次的意见

征求、集中、反馈过程，以得到一致性意见；熵权法，是通过衡量指

标的无序程度来定义指标权重的方法，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了可靠

的评判依据。 

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指标的权重基于“德尔菲法+熵

权法”得出。具体方法如下：采集若干名来自不同消费者、检测和科

研机构专家、装饰装修行业专家的意见；然后对第一轮意见征求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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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进行集中整理，得到专家意见的均值；然后将第一轮意见的结果

反馈给上述专家，进行新一轮的意见征集；然后，循环上述过程，得

到相对稳定的专家意见。依据德尔菲法确定的最终专家意见，采用熵

权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其计算步骤如下： 

a) 专家意见标准化。将专家针对各个指标的意见进行标准化处

理。假设给定了 k 个指标 1 2, k, ,X X X ，其中  i 1 2= , , , nX x x x 。对各指标标

准化后的值表示为 1 2, , , kY Y Y ，其中

min( )

max( ) min( )

ij i

ij

i i

X X
Y

X X




 ； 

b) 求各指标的信息熵。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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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各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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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和室内空气质量参数两部分内容，均是依据现

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和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的要求，

给出了三级指标的 2项检测限值，并对各项限值给出了不同的权重分

值。考虑到目前装饰装修材料行业内的发展情况，已有若干企业的产

品能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达到一定的领先水平，因此以国家标准的

要求为基础要求，以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的要求作为更高要

求，以此鼓励制造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一方面对

选材进行了质量预估评价，对装修的产品进行的质量安全把关，另一

方面，考虑到住房的实际居住环境，在对装修前的选材进行评价的同

时，重点突出了装修后的空气质量，给予了最高权重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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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下设三级指标设有 1个检测限值，依据是现有国家标准 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该标准从绿色环保的角度对家具

产品进行了评价指标要求。本标准考虑到家具产品基本是成品，长租

公寓多用于消费者即时入住，因此对家具产品的要求应采取更加环保

的指标评价。故对此设置了 1个检验限值，未达到此项限值要求则无

法得分。 

加分项下设三级指标，给出了空气净化设备的 2种具体产品，分

别是单向流新风系统和空气净化器，鼓励长租公寓行业为长租公寓配

置有空气净化设备，提高产品的环保水平，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4.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包括 I、II、III三个等级。满分为 1000分。另有空气

净化设备加分项 200分。 

a) I级：评分达到 800分以上（含 800分）； 

b) II级：评分达到 600 -799分（含 600分）； 

d) III级：评分在 600分以下。 

5.附录 

本标准有 3个附录。附录 A为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指

标体系和分值。标准起草组在长租公寓行业和家具及装饰装修材料产

品行业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本标准基于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和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对每一个三级指标的检验限值进行了

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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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指标体系、分值和参考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检测值 分值 备注 

室内装饰装

修材料 

400 分 

耐水腻子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VOC） 
g/kg 

≤15 5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甲苯、乙苯、二

甲苯总和 
mg/kg 

≤300 3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2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铅 mg/kg 

≤90 3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镉 mg/kg 

≤75 3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铬 mg/kg 
≤60 3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汞 mg/kg 
≤60 3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瓷砖粘结

剂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胶粘剂》 

≤2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 mg/kg 
≤100 3 

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胶粘剂》 

≤2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甲苯+二甲苯 mg/kg 
≤500 3 

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胶粘剂》 

≤2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卤代烃 mg/kg 
≤500 3 

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胶粘剂》 

≤10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总挥发性有机物 g/L 
≤40 5 

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胶粘剂》 

≤1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石膏板 

内照射指数 IRa IR 

≤1.0(A 类） 3 
GB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 

≤0.3(A 类）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外照射指数 Ir Ir 
≤1.3(A 类） 3 

GB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 

≤0.3(A 类）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粉刷石膏 内照射指数 IRa IR ≤1.0(A 类）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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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0.3(A 类）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外照射指数 Ir Ir 
≤1.3(A 类）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0.3(A 类）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g/L 

≤12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g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防水灰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L 
≤10 5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铅 mg/kg 
≤90 3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1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镉 mg/kg 
≤75 3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铬 mg/kg 
≤60 3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1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汞 mg/kg ≤60 3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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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氨 mg/kg 
≤500 3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40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甲醛 mg/kg 
≤100 5 

HJ 457-2009《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要求 防水涂料》 

DB11-T-3005-2017《建筑类涂料与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

值标准》 

JC1066-2008《建筑防水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T 35609-2017《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2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密封胶

（聚氨酯

胶/MS

胶） 

游离甲醛 g/kg 
≤0.5 5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0.0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 g/kg 
≤5.0 3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0.02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甲苯+二甲苯 g/kg 
≤150 3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0.02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L 
≤700 5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二氯甲烷、1，2-二氯

乙烷、1,1,2-三氯乙

烷、三氯乙烷总量 

g/kg 
≤5 3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0.1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聚氨酯泡

沫填缝剂 

游离甲醛 g/kg 
≤0.5 5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HJ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

要求 胶粘剂》 

＜0.0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 g/kg 
≤5.0 3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HJ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

要求 胶粘剂》 

＜0.02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甲苯+二甲苯 g/kg ≤150 3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HJ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

要求 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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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L 
≤700 5 

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HJ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

要求 胶粘剂》 

＜5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108 胶、界

面剂/墙固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g/L 

≤12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甲苯、乙苯、二

甲苯总和 
mg/kg 

≤30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2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内墙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g/L 

＜12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2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甲苯、乙苯、二

甲苯总和 
mg/kg 

≤30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3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铅 mg/kg 
≤9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镉 mg/kg 
≤75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铬 mg/kg 
≤6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汞 mg/kg 
≤6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内墙抗碱

底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g/L 

≤12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2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苯、甲苯、乙苯、二

甲苯总和 
mg/kg 

≤30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30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铅 mg/kg 
≤9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镉 mg/kg 
≤75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铬 mg/kg ≤6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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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重金属汞 mg/kg 
≤60 3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0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浸渍胶膜

纸饰面刨

花板和纤

维板 

饰面刨花板甲醛释放

量 
mg/m³ 

≤0.124 5 

GB/T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

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

量》 

≤0.01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饰面纤维板甲醛释放

量 
mg/m³ 

≤0.124 5 

GB/T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

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

量》 

≤0.0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硬质聚氯

乙烯地板 

甲醛释放量 mg/m³ 
≤0.124 5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0.015 10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氯乙烯单体 mg/kg 
≤5 3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0.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金属铅 mg/㎡ 
≤20 3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可溶性金属镉 mg/㎡ 
≤20 3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总挥发物限量 g/㎡ 
≤10 3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5 5 行业龙头企业内部规范 

邻苯二甲酸二酯

（DEHP）+邻苯二甲

酸丁苄酯（BBP）+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DBP 

% ≤0.1 5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邻苯二甲

酸二异癸酯（DID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

酯（DINP） 

% ≤0.1 5 
GB/T 34440-2017《硬质聚氯乙烯

地板》 

家具 

（200 分） 

软体家具

（沙发/床

垫） 

甲醛释放量 mg/m³ ≤0.05 20 

符合部分 GB/T 35607-2017《绿色

产品评价 家具》 

 

总有机挥发物

（TVOC） 
mg/m³ ≤0.3 20 

苯 mg/m³ ≤0.05 10 

甲苯 mg/m³ ≤0.1 10 

二甲苯 mg/m³ ≤0.1 10 

纺织品、皮革 中五氯

苯酚 （PCP） 
mg/kg ≤0.5 10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mg/kg 禁用 10 

木家具 

甲醛释放量 mg/m³ ≤0.05 20 

总有机挥发物

（TVOC） 
mg/m³ ≤0.3 10 

苯释放量 mg/m³ ≤0.05 10 

甲苯 mg/m³ ≤0.1 10 

二甲苯 mg/m³ ≤0.1 10 

可接触的实木部件中

五氯苯酚（PCP） 
mg/kg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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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家具 

铅 Pb mg/kg ≤90 10 

镉 Cd mg/kg ≤50 10 

铬 Cr mg/kg ≤25 10 

汞 Hg mg/kg ≤25 10 

室内空气质

量参数 

（400 分） 

空气检测

化学指标 

甲醛释放量 mg/m³ 
≤0.1 200 

GBT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 

≤0.08 300 龙头企业配备净化设备后的标准 

总有机挥发物 TVOC mg/m 
≤0.6 50 

GBT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 

≤0.5 100 龙头企业配备净化设备后的标准 

空气净化设

备 

（200 分） 

空气净化

设备 

单向流新风系统 台 ≥1 100 
GB/T 37212-2018《新风空调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 

空气净化器 台 ≥1 100 
GB 36893-2018《空气净化器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规定了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等

级划分依据。 

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列出了本标准中涉及到的化学指标检测方

法所参考的标准。 

六、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本标准是针对长租公寓室内环境化学物质评价的标准，在制定标

准的过程中，起草组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标准，目前国外还没有类似的

标准。本标准与其他行业或国家标准有较好的协调性，是对现有标准

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GB 50210-201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由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负责管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和既有建筑的装饰装修

工程的质量验收，标准主要从工程质量验收的角度进行了规定，对空

气质量污染物浓度进行了规定，采用关闭门窗，空气采样的方式，属

于装修后对空气质量的检测，此外还规定了其它的指标，主要针对装

修后的质量进行评定。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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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管理，主要对居住空间的性能和放射性、污染物等进行了总体要求，

规定了系列污染物达到的浓度限值，测试也是采用关闭门窗，空气采

样的形式，也是对装修后的环境质量进行评定。 

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系列国家标准，主要对材料有害物质

限量进行规定，不能直接反映室内空气质量。 

团体标准 T/SZZX 006—2019《长租公寓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

标准》由深圳市质量协会负责管理，标准主要适用于新建、全改造、

局部改造、单独配置新家具的长租公寓装饰装修工程（含活动家具）

引起的空气污染物控制，空气污染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长租公寓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阶段、施工阶

段规定了污染控制的要求，给出了室内空气质量检验与验收的方法。 

本标准主要关注长租公寓装饰装修材料对居住环境质量的影响，

在装饰施工之前，对选择的材料可能形成的居住环境质量，通过装修

辅材、家具、板材、空气质量等进行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