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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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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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9年浴室防滑垫行业成为政策红利的市场，国务院政府报告指出浴室防滑垫行业将会有利于提

高民众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浴室防滑垫的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显。

浴室防滑垫行业持续需求火热，行业发展长期向好。其中，天然软木浴室防滑垫利用软木自身的细胞结

构和化学成分等，达到了天然环保、自然纹理、肌肤触感、保温隔热、吸音降噪、恒温舒适、防腐抗菌、

防滑阻燃等良好效果。 

为进一步发挥标准化对天然软木浴室防滑垫产品的规范作用、对浴室防滑垫行业规范化建设的保

障作用，解决浴室防滑垫行业市场门槛低、产品缺乏统一的标准等问题，通过该产品标准，对天然软木

恒温浴室防滑垫进行相关要素指标的规范，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重视，减少消

费者在浴室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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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安全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软木为主要原料，以聚氨酯胶为粘合剂压制，辅以网格布、橡胶、PU、PVC、TPE增

强的浴室用软木垫，其他以软木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地毯、书桌垫、置物垫、餐桌垫、鼠标垫等也可参照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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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10294-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4833-2020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GB 15979-2002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7927.1-2011 软体家具 床垫和沙发 抗引燃特性的评定 第1部分：阴燃的香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天然软木 natural cork 

橡树树皮部分的木栓层，是一种天然多孔性绿色材料，软木独特的细胞构造及其化学成分使其具有

吸音减震、高摩擦力、隔热保温、滞火阻燃、耐酸碱、不易老化、富有弹性、重量轻且有浮力、无毒无

味等一系列优良特性。 

 

恒温 thermostatic 

软木由空心密闭细胞构成，内部充满空气，软木自身的结构特点致使软木导热性差，不会吸走人体

温度，人触摸软木时不会有冰凉的触感。 

 

浴室防滑垫 bathroom non-slip pad 

具有特定的防滑性能，可以降低滑倒风险的浴室用地垫。 

 

抗滑值 anti-skidding value 

在干燥或者潮湿状态下通过滑动摩擦力阻力吸收能量的程度。 

4 技术要求 

尺寸偏差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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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尺寸偏差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格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1 
长度（l）、宽度（w）、直径（d） 

mm 

＜500 ±1.5 

2 ≥500 ±5 

3 厚度（t） — ±0.3 

外观质量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孔洞、撕裂、割伤等破损 
不允许 

2 杂异物 

3 刀痕、划痕等疤痕 

不明显 

4 凹凸等垫面不平 

5 错色、色差 

6 胶斑、油污斑等污染斑点 

7 松角、松边、颗粒松散等松散现象 

8 不同粒径的软木粒分布不均匀，大小颗粒聚集 

内在质量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内在质量包括物理性能和生物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内在质量要求 

特性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物理机械性能 

1 耐污染性 级 ≥3-4 

2 耐热水性 — 不分层、不散解 

3 抗滑值 BPN ≥40 

4 
抗拉强度 

软木+、PU、PVC、TPE类 
N 

≥400 

5 软木+橡胶类 ≥200 

6 耐弯折性 — 180︒弯折100次，弯折部位无裂纹，无颗粒散落 

7 耐高温性 — 130℃，5分钟，无明显变色、变形，无松散现象 

8 耐低温性 — -40℃，8h，样品完好 

9 导热系数（平

均温度25℃） 

软木+PU、PVC、TPE类 W/

（m.K） 

≤0.065 

10 软木+橡胶类 ≤0.10 

生物学性能 

11 

微生物指标 

大肠菌群 — 不得检出 

12 致病性化脓菌 — 不得检出 

13 真菌菌落总数 
cfu/g 

≤100 

14 细菌菌落总数 ≤200 

5 安全要求 

有害物质限量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1 

可迁移元素 

铅（Pb） 

mg/kg 

≤90 

2 镉（Cd） ≤75 

3 铬（Cr） ≤60 

4 汞（Hg） ≤60 

5 甲醛释放量 mg/100g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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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性能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应符合阻燃1级要求。                                                                                                                                                                                                                                                                                                                                                                                                                                                                                                                                                   

6 实验方法 

尺寸偏差 

6.1.1 仪器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尺寸偏差的测量仪器如下： 

a) 游标卡尺：精度 0.02mm； 

b) 千分尺：精度 0.01mm； 

c) 卷尺：精度 1mm。 

6.1.2 测量 

6.1.2.1 长度、宽度、直径：＜500mm用游标卡尺测量；≥500mm用卷尺测量。 

6.1.2.2 厚度：测四条边的中点，取算术平均值。 

6.1.2.3 方形产品：每个试件测中间和距边 10mm（圆角产品避过圆弧）处各两次，取算术平均值。 

6.1.2.4 圆形产品：测互相垂直的直径两次，取算术平均值。 

外观质量 

在自然光下目测。 

内在质量 

6.3.1 耐污染性 

将咖啡、红茶、醋、酱油、植物油各0.5mL，分别滴至样品表面，签字笔在样品表面划线，5分钟后

用猪鬃刷蘸取适量餐具洗涤剂和水刷洗50次，并用自来水冲洗掉洗洁精残余，避免阳光暴晒，晾干后观

察残留痕迹，按照GB/T 251-2008进行评定。 

6.3.2 耐热水性 

6.3.2.1 实验设备  

水浴锅：可控温度100℃，精度±2℃。 

6.3.2.2 样品制备 

样品尺寸：50mm×50mm。样品数量：3个。 

6.3.2.3 实验步骤 

将试块置于（50±2）℃水浴中，试块应低于液面2cm，恒温6h，试块应无分层、散解现象。 

6.3.3 抗滑值 

按照GB/T 14833-2020附录D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3.4 抗拉强度 

6.3.4.1 实验设备 

拉力试验机：拉伸速率100mm/min。 

6.3.4.2 样品制备 

样品尺寸：25mm×100mm。样品数量：5个。 

6.3.4.3 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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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夹持间距50mm，以100mm/min拉伸速率拉伸试样至断裂，记录最大拉力，取5个试样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1N。如在夹持间距以外断裂，则重新制样进行试验。 

6.3.5 耐弯折性 

180︒弯折100次，弯折部位应无裂纹，无颗粒散落。 

6.3.6 耐高温性能 

取三个样品置于（130±2）℃的干燥箱中5分钟，取出冷却至室温，样品应无变色、变形、松散现

象。 

6.3.7 耐低温性能 

样品两个，-40℃保持8h，样品应和冷冻前无变化。 

6.3.8 导热系数 

按照GB/T 10294-20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样品厚度如不满足检测要求可用多张防滑垫叠加。 

6.3.9 微生物 

按照GB 15979-2002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安全要求 

6.4.1 可迁移元素 

按照GB 6675.4-201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测试样品的制备和提取按该标准8.1条款规定进行，

但样品不用刮取涂层，直接粉碎筛分。 

6.4.2 甲醛释放量 

按照GB/T 17657-2013中4.5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称样量20g～25g。 

6.4.3 阻燃性能 

按照GB 17927.1-201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的检验类别由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组成。 

检验项目 

7.2.1 出厂检验项目：外观、尺寸、耐热水性、耐弯折性。 

7.2.2 型式检验项目：本文件第 6章要求的全部项目。 

检验时机 

7.3.1 天然软木恒温浴室防滑垫在出厂前应按标准要求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由厂质检部门出具

合格证方可出厂。 

7.3.2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配方、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和质量时； 

c)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时； 

e)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组批与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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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组批：以同一批原料、同一配方且同一次投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7.4.2 抽样：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两组样品，一组样品用于检验，另一组样品封存备用。每组试样

不少于 22 块，放入洁净干燥密闭袋中，密封贮存，其中 10 块用于除微生物之外项目的检测，12 块用

于微生物的检测。 

判定规则 

7.5.1 尺寸:测量 10 块样品（成套产品共检测 10 块，应涵盖所有规格），全部合格则判尺寸为合格。

如有一块不合格，则用备样进行复验，如全部合格则判尺寸为合格，复验结果仍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批

产品尺寸不合格。 

7.5.2 其他项目：如检测不合格，则判该项目不合格。 

7.5.3 微生物：按照 GB 15979-2002中附录 B规定的方法进行判定。 

7.5.4 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文件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运输和贮存 

标志 

8.1.1 包装上标志应包括：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商标、产品规格、数量； 

c) 产品执行标准的信息； 

d) 生产日期及批号； 

e) 运输和存储注意事项等信息。 

8.1.2 每个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8.1.3 产品合格证的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标准编号、商标；  

b)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c) 生产日期及批号；  

d) 检验部门印章、检验人员代号。 

运输 

运输途中不应雨淋、受挤压，搬运时应避免污染、划伤。 

贮存 

应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室内仓库中，避免积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