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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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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发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

本标准适合于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从事从废溶剂中通过蒸馏或精馏回收乙酸丁酯的企业。

本标准规定了从废溶剂中回收乙酸丁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和安全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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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回收乙酸正丁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以含乙酸丁酯的工业废弃物为原料，经蒸馏或精馏后制

得的精制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分子式:C6H12O2 相对分子质量 116.16（按 2005 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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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90 -19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250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GB/T 3723—1999,idt ISO3165:1976）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2717—2007 工业用乙酸酯类试验方法

3 要求

3.1外观：透明液体，无悬浮杂质

3.2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应符合表 1 所示的技术要求。

表 1 技术要求

项目
指 标

I型 II 型 III 型

乙酸丁酯的质量分数 /% ≥ 99.5 99.2 98.5

正丁醇的质量分数 /% ≤ 0.1 0.3 --

水的质量分数 /% ≤ 0.05 0.1 0.2

酸的质量分数 /%（以 CH3COOH计） ≤ 0.01 0.02

色度/Hazen 单位（铂-钴色号） 10 10 15

密度（ρ20）（g/cm3） 0.878～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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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要求（续表）

项目
指 标

I型 II 型 III 型

蒸发残渣的质量分数 /% ≤ 0.005 0.008 0.01

气味（为可选项目） 符合特征气味，无异味；无残留气味

4 试验方法

4.1外观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4.2乙酸丁酯含量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以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为仲裁方法。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10%。

4.3正丁醇含量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以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为仲裁方法。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2%。

4.4水分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以卡尔-费休库仑法为仲裁方法。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

的算术平均值的25%。

4.5酸度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1%。

4.6色度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4.7密度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在0℃～40℃的范围内，样品密度的温度校正系数为

0.0010g/(cm3·℃ )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05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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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蒸发残渣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05%。

4.9气味的测定

按GB/T 12717—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1. 1 出厂检验分为外观和表1中的乙酸丁酯含量、正丁醇含量、水分、酸度和色度，应逐批进行检验。

5.1.2 型式检验项目为外观和表1中除气味以外的其他项目，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一

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更新关键工艺；

b) 主要原料有变化；

c) 长期停产又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合同规定。

5.2 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产品都符合本标准

的要求,并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和厂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质

量等级、净含量和本标准编号等。

5.3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产品连续生产的实际批为一个组批，但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

批的时间通常不超过1d。

5.4 釆样按GB/T 3723,GB/T 6678—2003和GB/T 6680—2003的规定进行。所采样品总量不得少于1L。将

样品充分混匀后，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玻璃瓶中，贴上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

称、批号、规格、釆样日期和采样者，一瓶供分析检验用，另一瓶保存备查。

5.5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1250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

的要求时，桶装产品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检验，罐装产品应重新多点采样进行检验。

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整批产品也应作降等或不合格处理。

5.6 对于气味项目试验结果的判断由供需双方商定。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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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产品包装容器应有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和本标准

编号，包装容器上还应有符合GB 190—1990中规定的“易燃液体”标志。

6.2 包装

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应用清洁的、罐体材料为不锈钢或铁的槽罐车或清洁、干燥、牢固的钢桶包装，

桶口应加密封圈。

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也可用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能确保安全的其他容器包装、灌装，并按该容

器的有关安全监察、管理规定执行。

6.3 运输

运输、装卸工作中，应按照危险货物运输规定进行。

6.4 贮存

工业用回收乙酸丁酯应贮存在耐火设备中，存放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场所，也可存放在贮罐中。

贮存过程中应注意防潮，与强氧化剂、强碱、强酸分开存放。

7 安全

7.1 危险警告

乙酸丁酯属于中闪点的易燃液体，闪点22℃（闭杯），自燃温度420℃，熔点-78℃，沸点126.1℃。

其蒸气比空气重，可能沿地面流动造成远处着火。温度高于22℃，可能形成爆炸性蒸气/空气混合物，在

空气中的爆炸极限为1.2% ～7.6%（体积分数）。与强氧化剂、强酸和强碱发生反应，有着火和爆炸危

险。能浸蚀许多塑料和橡胶。

该物质对眼睛、皮肤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乙酸丁酯可引起咳嗽、咽喉痛、头晕、头痛等，皮

肤接触乙酸丁酯可引起皮肤脱脂、干燥，眼睛接触会引起发红、疼痛，食入会引起恶心。该物质可能对

中枢神经系统有影响。

7.2 安全措施

乙酸丁酯的贮罐周围应设置围堤，防止其泄漏。一旦泄漏，应通风、转移全部引燃源尽可能将泄漏

液收集在可密闭的金属或玻璃容器中。用砂土或惰性吸收剂吸收残液，并转移至安全场所。乙酸丁酯着

火时，应用砂土、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个人防护用具：适用于有机气体和蒸气的过滤呼

吸器。

应避免乙酸丁酯与皮肤接触，如果接触，应脱去污染的衣服，用大量水冲洗皮肤或淋浴；如果溅到

眼睛里，应先用大量清水冲洗几分钟，然后就医；如吸入，应到新鲜空气处休息，必要时就医；如食入，

应漱口，但不要催吐，必要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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