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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原纸》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育苗纸是用来培育种子发芽的专用纸张，广泛应用于粮食、棉花、蔬菜、

水果、花卉等农作物的育苗。当代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广泛将育苗纸筒移栽技

术应用于农作物的育苗上,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88年黑龙江省

估计到1990年利用育苗纸筒移栽的甜菜种植面积可达40万亩。育苗纸的年需

求量约1000~1500吨。在国家大力推广育苗新技术的今天，育苗纸有利推动

了当代农业的发展。 

在植物种子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经常需要进行一些种子发芽的试验。

大多数的种子发芽试验都需要用到种子发芽纸作为种子的发芽床。为了使种

子正常发芽以及便于后面的及时检查发芽结果,对这类特殊的种子发芽纸通常

要求具有良好的理化特性，比如：纸张具有足够的强度,在发芽试验操作当中

不容易被撕破；其次纸张的质地要求通透多孔,但种子的幼根也不能轻易地穿

入纸中等等。若纸张容易出现水分短缺快、供氧不足、消毒不彻底而产生霉

变、畸形等现象，从而使得实验结果往往不可靠，影响了对种子批的正确评

价。 

育苗原纸是用以制作育苗纸的特种原纸。因育苗纸需求量大，市场需求

也十分巨大。当前行业中没有针对育苗原纸的标准，下游厂家育苗纸企业普

遍执行国家标准GB/T 26201 -2010《育苗纸》。标准针对育苗纸下游产品的

标准，对原纸并不适用。因此，本次结合当前市场需求，提出制定《育苗原

纸》标准，规定定量、抗张强度纵向、干耐破度、湿耐破度、吸水高度、吸

水量、水抽提液pH值、亮度D65、交货水分、尘埃都等技术指标要求，统一

和规范育苗原纸的制造，为下游厂家提供高质量产品。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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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如相关标准GB/T 26201-2010 《育苗纸》

和GB/T 26462-2011《种子发芽纸》，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 
 

三、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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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出立项申请，经中国国

际科技促进会论证通过并印发【2022】中科促标字第455号文件，项目名称：

《育苗原纸》。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杭州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试三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富阳北木浆纸有限公司参与起草。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团体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制重

点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

况。 

1.1 企业现场调研 

对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对团体标准立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1.2 成立标准工作组 

根据促进会下达的团体标准《育苗原纸》制订计划，杭州特种纸业有限

公司召集同行、标准化机构、检测机构等相关方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明确了

各参与单位及人员的职责分工。 

1.3 明确研制重点 

标准研制的重点包括：标准名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1.4 研制计划及时间安排（计划4个月内完成） 

第一阶段： 2022年8月成立工作小组，学习、研究国内外相关标准，确

定标准改进的路线和方向，明确指标。完成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团体标准项

目立项报告的撰写，提交立项申请。 

第二阶段：经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论证立项报告，完成立项。 

第三阶段：立项完成后一周内，组织相关单位，完成标准讨论，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第四阶段：向各有关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并完成各单位意见的征集。 

第五阶段：征求意见完成后一个月内，召开标准评审会，邀请行业专家、

同行代表、标准主要起草人等人员参加。 

第六阶段：评审会后一周内，完善标准，形成最终稿，并且发布实施。 

2 标准草案研制 

2.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全技术指标情况 

本标准（草案）基本确定了本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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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团体标准制订框架要求、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等，全面体现了标准的

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无同类国家、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GB/T 

26201—2010《育苗纸》和GB/T 26462-2011《种子发芽纸》，与 GB/T26201

和相比GB/T 26462，提取了部分通用技术指标，如定量、抗张强度等，删除

部分不适用指标如是施胶度，新增吸水高度、吸水量、干耐破度和湿耐破度

等指标。技术指标的设置与产品质量特性、当前行业内考量指标（如纸张定

量通用80g）以及国外先进同行技术要求(吸收高度和吸水量)同步。测试方法

均有相应的国内标准作支撑。项目的设置参考市场采购需求；同时从行业的

发展和产品应用领域的变化要求，真正体现了团体标准引领行业发展的理念。 

2.2 按照团体标准制订框架要求，及团体标准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研制

标准草案情况。 

按照团体标准制订框架要求，标准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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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GB/T 26201-2010 《育苗纸》和GB/T 26462-2011《种子发芽

纸》，主要结合考虑客户要求，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科学性：根据育苗原纸的质量特性，结合高端客户采购要求，规定了

定量、抗张强度、干耐破度、湿耐破度、吸水高度、吸水量、水抽提液pH值、

亮度D65、交货水分、尘埃度等技术要求。 

      适用性：本文件适用于育苗原纸的生产和销售。 

可操作性：本文件提出的技术指标要求均已验证，有相应的检测报告

作支撑。 

五、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育苗原纸要求、试验方法、抽样、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等内容。 

2.要求 

      分为外观和技术要求。技术要求见表 1。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要求 

定量 g/m²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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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张强度（纵向）               ≥ N/m 150 

干耐破度                       ≥ kpa 120 

湿耐破度                       ≥ mm水柱 180 

吸水高度                       ≥ mm/10min 50 

吸水量                         ≥ g/m² 140 

水抽提液pH值 / 6.5-7.5 

亮度D65                       ≥ % 80 

交货水分                      ≤ % 8 

尘埃度   ≤ 

0.3mm²-0.7mm² 

个 

30 

0.7mm²-1.5mm² 5 

＞1.5mm² 不许有 

 

3.试验方法 

       如表2所示： 

表2 测试方法 

指标名称 测试方法 

定量  GB/T 451.2 

抗张强度              GB/T 12914—2008  

干耐破度    GB/T 454 

湿耐破度 GB/T 465.1 

吸水高度 GB/T 461.1  

吸水量 GB/T 461.3 

水抽提液pH值 GB/T 1545 

亮度D65 GB/T 7974 

交货水分 GB/T 462  

尘埃度   GB/T 1541  

 

4. 抽样 

本文件规定了育苗原纸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规则，约定了抽样方案和

判定规则。 

5.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5.1 产品的标志和包装按 GB/T 10342 或订货合同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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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卷筒纸外包装物的材质及层数应确保外层卷筒纸完好无损。 

5.3 运输过程中，应使用有篷而洁净的运输工具。 

5.4 产品搬运时，不应将纸件从高处扔下，不应使纸件受冲撞。 

5.5 产品应妥善贮存、保管，严防受潮。产品不应与对作物种子有害

的物质混装、混放。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454 纸板 耐破度的测定 

GB/T 450  纸和纸板 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面的测定 

GB/T 451.1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定 

GB/T 45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 

GB/T 461.1 纸和纸板毛细吸液高度的测定(克列姆法) 

GB/T 461.3 纸和纸板 吸收性的测定(浸水法) 

GB/T 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 465.1  纸和纸板 浸水后耐破度的测定 

GB/T 1541  纸和纸板 尘埃度的测定  

GB/T 1545  纸、纸板和纸浆 水抽提液酸度或碱度的测定  

GB/T 1914  化学分析滤纸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7974 纸、纸板和纸浆 蓝光漫反射因数D65亮度的测定(漫射/垂

直法,室外日光条件) 

GB/T 10342  纸张的包装和标志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2914  纸和纸板 抗张强度的测定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后续贯彻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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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小组 

202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