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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具有完全生物降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二氧化碳-环氧化合

物共聚物以及其他可生物降解聚合物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树脂为主要成分，允许在配方中加入适当比例

的淀粉、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可生物降解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以及其他无环境危害的无机填充

物、功能性助剂，通过采用吹塑或流延等工艺生产的农业用地膜。

本文件不适用于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的高分子材料成分的塑料农

用地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037 塑料薄膜和片材透水蒸气性试验方法 杯式法

GB/T 1040.1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 1部分：总则

GB/T 1040.3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 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机械测量法

GB/T 6673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

GB/T 9345.1 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一部分：通用方法

GB/T 15337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通则

GB/T 16422.1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1部分:总则

GB/T 16422.2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2部分:氙弧灯

GB/T 19276.1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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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276.2 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

法

GB/T 19277.1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

方法 第 1部分：通用方法

GB/T 19277.2 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

方法 第 2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

GB/T 19811 在定义堆肥化中试条件下塑料材料崩解程度的测定

GB/T 21809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GB/T 22047 土壤中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或测定

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GB/T 27851 化学品 陆生植物生长活力实验

GB/T 27854 化学品 土壤微生物 氮转化试验

GB/T 27855 化学品 土壤微生物 碳转化实验

GB/T 35795-2017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QB/T 1130 塑料直角撕裂性能试验方法

BS EN 14582:2016 废弃物的表征：卤素含量和硫含量，密封设备中氧的燃烧和测定方法

(Characterization of waste Halogen and sulfur content Oxygen combustion in closed systems and

determination methods)

OECD 208 植物种植试验 出苗率和幼苗生长实验(Terrestrial plant test-seeding emergence and

seeding growth tes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生物降解材料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在自然界如土壤和/或沙土等条件下，和/或特定条件如堆肥化条件下或厌氧消化条件下或水性培

养液中，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作用引起降解，并最终完全降解变成二氧化碳（CO2）或/和甲烷（CH4）、

水（H2O）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生物质的材料。

3.2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 biodegradable mulching film for agricultural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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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降解材料为主要原料，允许在配方中加入适当比例的淀粉、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

可生物降解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以及其他无环境危害的无机填充物、功能性助剂制备的，用于农作物种

植时土壤表面覆盖的、具有生物降解性能的薄膜。

注：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一般具有土壤増温；限制水分蒸发；维持土壤的湿度；抑制杂草的生长（特别是所使用

的产品为黑色膜或者非透明膜时）；抑制矿物元素的浸滤；避免残余薄膜破碎物对土壤毛细结构的破坏；抑

制土壤板结；降解后对土壤与作物无毒、无害等作用。

3.3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有效使用寿命 effective service life of biodegradable mulching film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在铺膜作业开始到出现影响保温、保墒与防草作用时的总天数。

注：有效使用寿命与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本身材料有关，也与作业当地气候、日常时间、土壤、海拔高度、作物、

作业方式等有关，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所标识的有效使用寿命由供需双方协定。

4 分类

4.1 按薄膜水蒸气透过量分类

不同作物对薄膜水蒸气透过量要求不同，按照产品水蒸气透过量不同，分为 A、B、C三类全生物

降解农用地膜，见表 7。

4.2 按使用寿命周期分类

不同气候条件区、不同作物对薄膜覆盖时间的要求不同，按照产品在覆盖中的有效使用寿命长短，

将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分为Ⅰ、Ⅱ、Ⅲ、Ⅳ、V类，见表 1。

表 1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分类

分类
有效使用寿命

d

Ⅰ ≤60

Ⅱ ＞60~≤90

Ⅲ ＞90~≤120

Ⅳ ＞120~≤180

V ＞180

5 技术要求

5.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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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厚度及偏差

厚度及偏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厚度及偏差

公称厚度 d0

mm
极限偏差

mm
平均偏差

%

d0 ＜0.006 ±0.003

＋15
－12

0.006≤ d0 ＜0.010 ±0.003

0.010≤ d0 ＜0.015 ±0.003

d0 ≥0.015
＋0.003
－0.002

注：允许有 20%的测量点超过对应厚度的极限偏差±0.001mm。

5.1.2 宽度极限偏差

宽度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3规定。

表 3 宽度极限偏差

公称宽度 w

mm
极限偏差

mm

w ≤800
＋25
－10

800＜ w ＜1500
＋40
－10

w ≥1500
＋50
－10

5.1.3 每卷净质量极限偏差

每卷净质量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4规定。

表 4 每卷净质量极限偏差

每卷公称净质量 m0

kg
极限偏差

kg

m0 ≤10.00
＋0.20

－0.15

10.00＜ m0 ≤15.00
＋0.25
－0.15

m0 ＞15.00
＋0.3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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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观

不允许有影响使用的气泡、斑点、折褶、杂质和针孔（不包含设计透气孔）等缺陷，对不影响使

用的缺陷不得超过 20个/100cm2。

膜卷卷取平整，不许有明显的暴筋。膜卷宽度与膜的公称宽度相差的卷取错位宽度及其他要求应

符合表 5规定。

表 5 膜卷要求

项目 膜/卷

错位宽度/ mm ≤30

每卷段数/段 ≤2

每段长度/m ≥100

5.3 力学性能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 6 力学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d0 ＜0.006 0.006≤ d0 ＜

0.010

0.010≤ d0 ＜

0.015
d0 ≥0.015

拉伸负荷（纵、横向）/N ≥1.50 ≥1.60 ≥2.20 ≥2.50

断裂标称应变（纵向）/% ≥150 ≥160 ≥180 ≥220

断裂标称应变（横向）/% ≥250 ≥260 ≥280 ≥300

直角撕裂负荷（纵、横向）/N ≥0.50 ≥0.60 ≥1.00 ≥1.40

5.4 水蒸气透过量

水蒸气透过量将影响地膜的保墒性能。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的水蒸气透过量应符合表 7的要求。

表 7 水蒸气透过量要求

分类
水蒸气透过量

g/（m2·24 h）

A ＜500

B 500~1000

C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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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要求见表 8。

表 8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要求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
限量

mg/ kg

砷（As） ≤5

镉（Cd） ≤0.5

钴（Co） ≤38

铬（Cr） ≤50

铜（Cu） ≤50

镍（Ni） ≤25

钼（Mo） ≤1

铅（Pb） ≤50

硒（Se） ≤0.75

锌（Zn） ≤150

汞（Hg） ≤0.5

氟（F） ≤100

5.6 生物降解性能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生物降解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有机物成分（挥发性固体含量）应≥51%；

B）材料中组分≥1%的有机成分的生物分解率应≥60%，且混合物的相对生物分解率应≥90%；

C）材料组分含量＜1%的有机成分，也应可生物分解，但可不提供生物分解能力证明，其总量应

＜5%；

注：混合物中组分含量＜1%的有机成分通常包括：色母、油墨及功能性助剂等。

5.7 崩解性能

堆肥化条件下崩解程度应≥90%。

5.8 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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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老化后断裂标称应变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老化后断裂标称应变要求

分类

老化 100小时候断裂标称应变

%

纵向 横向

I ≥50 ≥50

II ≥80 ≥100

III ≥100 ≥150

IV ≥120 ≥200

5.9 土壤环境安全性

5.9.1 动物毒性检测

在引入可控堆肥降解材料的堆肥分解物质后，蚯蚓成活率和生物性状相对于空白堆肥应＞90%。

5.9.2 植物毒性检测

在引入可控堆肥降解材料的堆肥分解物质后，植物种子发芽率和平均存活率，相对于空白堆肥都

应＞90%。受试植物至少一种双子叶植物和一种单子叶植物，或由相关方进行协定。

5.9.3 土壤微生物活性检测-氮转化

在引入可控堆肥降解材料的堆肥分解物质后，氮转化测试结果，在 28 d之后的任何时间所取样品，

其低浓度处理（即最大的预计浓度）与对照组之间的硝酸盐形成速率差异应≤25％。

5.9.4 土壤微生物活性检测-碳转化

在引入可控堆肥降解材料的堆肥分解物质后，碳转化测试结果，在 28 d之后的任何时间所取样品，

其低浓度处理（即最大的预计浓度）与对照组之间的呼吸速率差异应≤25％。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

从完好的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膜卷外端先剪去 10 m，再裁取长度不少于 1 m的全生物降解农用地

膜试样进行试验。

6.2 试验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试样的状态调节应按 GB/T 2918规定进行，温度为 23℃土 2℃，调节时间不少于 4 h，并在此条件

下进行试验，外观、净质量偏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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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厚度偏差

按 GB/T 6672规定，用精度为 0.001 mm 的测厚仪进行测量，按式（1）计算厚度极限偏差，按式

（2）计算平均厚度偏差

0minmax ddd  或 ······························（1）

式中：

Δd ——厚度极限偏差，单位为毫米（mm）；

dmax 或min ——实测最大或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mm）；

d0 ——公称厚度，单位为毫米（mm）。

100
0

0 



d

ddd n ······························ （2）

式中：

d ——平均厚度偏差，%；

d n——平均厚度，单位为毫米（mm）；

d0——公称厚度，单位为毫米（mm）。

6.4 宽度极限偏差

按 GB/T 6673规定，用精度为 1 mm的卷尺或钢直尺进行测量，按式（3）计算宽度极限偏差

www  min或max ····························· （3）

式中：

Δw ——宽度极限偏差，单位为毫米（mm）；

w max 或min——实测最大或最小宽度，单位为毫米（mm）；

w ——公称宽度，单位为毫米（mm）。

6.5 每卷净质量偏差

用感量不低于 0.05 kg 的秤称量，按式（4）计算每卷净质量偏差。

0mmm  ····························· （4）

式中：

m ——每卷净质量偏差，单位为千克（kg）；

m ——实测每卷净质量，单位为千克（kg）；

0m ——每卷公称净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6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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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m2试样在自然光或日光灯下目测。

6.7 物理力学性能

6.7.1 拉伸负荷和断裂标称应变

按 GB/T 1040.1 和 GB/T 1040.3 规定，采用 2 型样，试样宽度为 10 mm，夹具间初始距离 50 mm

试验速度（500士 50）mm/min，直到试样断裂为止，测出最大拉伸负荷，精确到 0.01 N。

断裂标称应变（%），按式（5）计算：

100
0

0 



L

LL ····························· （5）

式中：

 ——断裂标称应变；

L——断裂时夹具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0L ——夹具间初始距离，单位为毫米（mm）。

6.7.2 直角撕裂负荷

按 QB/T 1130规定，取单片试样测试，精确到 0.01N。

6.8 水蒸气透过量

按 GB/T 1037规定进行，试验条件为：温度 38℃士 0.6℃，相对湿度 90%士 2%。

6.9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测试时，将样品经高压系统微波消解，然后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按 GB/T

15337规定进行测试。

氟含量检测按照 BS EN 14582:2016规定方法进行，用离子色谱仪进行氟含量测试。

6.10 生物降解性能

6.10.1 有机物成分（挥发性固体含量）

挥发性固体含量按 GB/T 9345.1方法 A进行测定，测定温度为 550℃。

6.10.2 生物分解率

生物降解率可按 GB/T 19277.1、GB/T 19277.2、GB/T 19276.1、GB/T 19276.2、GB/T 22047中的任

一种方法进行。在仲裁检验时，采用 GB/T 19277.1。

6.11 崩解性能

崩解性能以堆肥化中试条件下材料的崩解程度表征，按 GB/T 19811规定进行。

6.12 土壤环境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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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动物毒性检测

按 GB/T 21809规定进行，试样为按照 GB/T 19811方法崩解得到的地膜样品。将添加崩解地膜样

品的人工土壤与对照土壤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别计算实验土壤样品中蚯蚓成活率（根据死亡率折算）、

生物量等与空白对照差异的百分率，计算测试期间使 50%供试生物死亡的受试物浓度（LC50）。

6.12.2 植物毒性检测

按GB/T 27851或OECD 208规定进行，计算植物种子出芽率和平均存活率。试样为按照GB/T 19811

方法崩解得到的地膜样品。

6.12.3 土壤微生物活性检测-氮转化

按 GB/T 27854规定进行，计算基于对照土壤和实验土壤样品中硝酸盐形成速率的差异，试样为按

照 GB/T 19811方法崩解得到的地膜样品。

6.12.4 土壤微生物活性检测-碳转化

按 GB/T 27855规定进行，计算基于对照土壤和实验土壤样品中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碳（mg）/土壤

（kg·h）]或耗氧量[氧（mg）/土壤（kg·h）]的差异，试样为按照 GB/T 19811方法崩解得到的地膜样

品。

6.13 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试样制备和处理按 GB/T 16422.1规定，每种试样老化 3片，从老化后的大片样中裁取单个试样进

行测试，取 3个试样的平均值，试样初始断裂标称应变和暴露后断裂标称应变测定按 6.7规定；

试验方法按 GB/T 16422.2规定，辐照方式采用方法 A，辐照度为窄带（340 nm），0.51 W/（m2·nm），

温度控制采用黑标温度计，暴露循环采用循环序号 1，实验持续时间 100 h。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配方、同一规格连续生产 50 t为一批，如果连续

生产一周，产量不足 50 t，以一周产量为一批。

7.2 抽样

7.2.1 宽度极限偏差、厚度极限偏差、外观

按 GB/T 2828.1规定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Ⅰ，接收质量限（AQL）6.5，

见表 10。每卷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为一个样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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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抽样方案 单位为卷

批量 样本量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2~8 2 0 1

9~15 2 0 1

16~25 3 0 1

26~50 5 1 2

51~90 5 1 2

91~150 8 1 2

151~280 13 2 3

281~500 20 3 4

501~1200 32 5 6

1201~3200 50 7 8

3201~10000 80 10 11

10001~35000 125 14 15

7.2.2 厚度平均偏差、力学性能、水蒸气透过量、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人工气候老化性能

从 7.2.1检验合格的每批样本中随机抽取任一个样本进行试验。

7.2.3 生物降解性能、土壤安全性

从 7.2.1检验合格的每批样本中随机抽取足够样本进行试验。生物降解性能和土壤环境安全性应至

少有一次检验经历。当原材料发生变化时，生物降解性能和土壤安全性也应进行测试。

7.3 检验项目

7.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 5.1、5.2、5.3。

7.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章除生物降解性能、土壤环境安全性外的全部项目，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

人工气候老化性能每 5年进行一次检验。

一般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変，考核产品性能影响时；

c）正常生产过程中，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周期性地进行一次检验，考核产品质量稳定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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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产品停产 1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前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合格项的判定

宽度极限偏差、厚度极限偏差、外观按表 10规定进行判定。

厚度平均偏差、力学性能、水蒸气透过率、人工气候老化性能、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检验结果

中如有不合格项，则应从该批中抽取双倍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复检仍有不合格项，则该项不合

格。

生物降解性能、土壤环境安全性检测若有不合格项目时，不再进行复检，判该项不合格。

7.4.2 合格批的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每卷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均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类别（包括水蒸气透过量

类别、有效使用寿命）、宽度、厚度、参考长度、净质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名、生产厂地址、执行

标准、检验员章等。

8.2 包装

膜卷用薄膜或编织袋包装。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8.3 运输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不应使用铁钩等锐利工具，不可抛掷。运输时，不得在阳光下曝晒或雨淋，

不得与沙土、碎金属、煤炭及玻璃等混合装运，不得与有毒及腐蚀性或易燃物混装。

8.4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清洁、干燥、阴凉的库房内，堆放整齐，严禁曝晒。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在初始包

装完好密闭保存条件下贮存期为 8个月，也可以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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