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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的技术要求、检验（试验）方法，以及标识、包装、运输

及储存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废旧纺织品为主要原料的用于生态工程的再生制品，包括但不限于植生毯（袋）及

土工布等。其他生态工程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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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0 土工合成材料 取样和试样准备 

GB/T 15337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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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 37837 四极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方法通则 

GB/T 38923-2020 废旧纺织品分类与代码 

GB/T 39498 消费品中重点化学物质使用控制指南 

GB/T 41010-2021 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 

ASTM E 1676-12 用正蚓中的赤子爱胜蚓和线蚓中的白线蚓进行实验室土壤毒性或生物累积试验的

标准指南（Standard Guide for Conducting Laboratory Soil Toxicity or Bioaccumulation Tests 

with the Lumbricid Earthworm Eisenia Fetida and the Enchytraeid Potworm Enchytraeus Albidus） 

EN 13432:2000 包装 通过堆肥和生物降解进行回收的包装要求 包装最终验收试验方案及评价标

准（Packaging-Requirements for Packaging Recoverable through Composting and biodegradation-

Test Scheme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Final Acceptance of Packaging）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923-2020、GB/T 41010-2021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旧纺织品 textile waste 

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被废弃的纺织材料及其制品。 

3.2  

植生毯(袋)vegetative blanket（bag） 

将种子、肥料等与纤维网、生态布整体粘合后能紧密贴合于山地坡面的毯状物（袋状物）。 

3.3  

生态工程用土工布 geotextiles for ecological engineering 

用于生态工程的土工布。 

3.4  

生物降解率 degree of biodegradation 

在需氧降解过程中，试验材料所含有机碳会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二氧化碳，试验过程中累积测得的

二氧化碳量和该材料二氧化碳理论释放量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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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厌氧降解过程中，试验材料所含有机碳会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生物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试

验过程中累积测得的生物气体量和该材料生物气体理论释放量的百分率。 

 

3.5 绝对生物降解率 absolute degree of biodegradation 

生物降解过程中，试验材料样品实际测得的生物降解率。 

3.6  

相对生物降解率 relative degree of biodegradation 

在生物降解试验中，用参比材料来检验降解介质的活性，与参比材料处理方法相同的情况下，试验

材料生物降解率和参比材料生物降解率的百分比。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下列物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生态工程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 

a) 医用纤维性废弃物； 

b) 来自传染病疫区无法证明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 

c) 其他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纤维和纤维制品。 

4.2 生产工艺要求 

4.2.1 在生态工程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的生产过程中应做到： 

a) 去除明显脏污成分； 

b) 去除金属、玻璃等杂物、尖锐物； 

c) 生产中避免扬尘，注意对人员的劳动保护，防止爆炸事故发生。 

4.2.2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材料应符合国家禁用危险物的法律规定，应特别关注那些被划分为致癌

的、致基因突变的、有生殖毒性的、引起过敏症的物质，这些高度关注物质应符合 GB/T 39498要求，

由制造商提供自我声明等相关证据。 

4.3 生态安全性要求 

4.3.1 植生毯（袋） 

4.3.1.1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限量 

植生毯（袋）中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限量要求见表1。 

表1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限量要求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 限量（干重）/（mg/kg） 

砷（As） ≤5 

镉（Cd） ≤0.5 

钴（Co） ≤38 

铬（Cr) ≤50 

铜（Cu） ≤50 

氟（F） ≤100 

汞（Hg） ≤0.5 

镍（Ni） ≤25 

钼（Mo） ≤1 

铅（Pb） ≤50 

硒（Se） ≤0.75 

锌（Zn） ≤150 

4.3.1.2 生物降解率 

相对生物降解率应大于或等于90%，制品中组分大于或等于5%的单一有机成分绝对生物降解率应大

于或等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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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降解产物生态毒性 

4.3.1.3.1 降解产物植物毒性试验出苗率应大于或等于 90%，且样品降解产物种植植物经过 105℃±

3℃、3h烘干后的质量与空白组种植植物烘干后质量的百分比应大于或等于 90%。 

4.3.1.3.2 降解产物的蚯蚓试验存活率应大于或等于 90%，且存活蚯蚓与试验初蚯蚓质量之比应大于

或等于 90%。 

4.3.2 生态工程用土工布 

4.3.2.1 生物降解率 

生态工程用土工布应不具有明显的生物降解性，制品的相对生物降解率应小于10%。 

4.3.2.2 土壤中的释放毒性 

4.3.2.2.1 填埋有试样的土壤植物毒性试验出苗率应大于或等于 90%，且样品降解产物种植植物经过

105℃±3℃、3h烘干后的质量与空白组种植植物烘干后质量的百分比应大于或等于 90%。 

4.3.2.2.2 填埋有试样的土壤蚯蚓试验存活率应大于或等于 90%，且存活蚯蚓与试验初蚯蚓质量之比

应大于或等于 90%。 

4.4 内在质量要求 

生态工程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的内在质量指标由生产方与使用方协议约定。 

5 检验（试验）方法 

5.1 取样 

按GB/T 13760的规定取样。 

5.2 重金属及特定元素含量 

将样品经高压系统微波消解，然后用原子吸收仪按GB/T 15337进行测试，或者用四极杆电感耦合等

离子质谱仪按照GB/T 37837 进行检测。仲裁时按照GB/T 15337进行检测。 

5.3 生物降解性 

在距布边100mm以上的区域取样，避开沾污、瑕疵的部分，将试样剪成约5mm*5mm的小片，测试过程

按GB/T 22047的规定执行。 

5.4 生态毒性 

将生物降解性试验后的混合物，按EN 13432:2000中附录E的规定进行植物毒性测试，按ASTM E 1676

的规定进行蚯蚓试验。 

6 包装、标识、运输和储存 

6.1 包装 

包装内应附有下列文件： 

a) 装箱清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6.2  标识 

应在每件制品上明确标注“废旧纺织品再生制品”及“非生活用制品”，并按照GB/T 29862的要求

标注纤维含量。 

6.3 运输和储存 



T/CACE XXXX—XXXX 

4 

运输和储存中应保证不破损、不受潮、不长期暴晒，注意防雨、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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