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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工作来源 

我国有纳米钙国标，但标准要兼顾全国各地实际情况，是最低标准，往往指标过于宽泛

且不够细化，与市场应用脱节，且又不是强制性实施标准，实际上无论是上游生产厂家，还

是下游应用厂家，都不使用纳米钙国标。 

此次编制一是指标实用。纳米钙团体标准完全从市场应用角度出发分类编制，在准确把

握下游使用企业使用纳米钙粉体痛点和关键指标基础上，简单实用确定指标，成为下游企业

选择纳米钙粉体、上游碳酸钙生产企业生产加工以及上下游企业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依

据，力戒指标多或全。 

二是检测方法简单快速。标准编制提供简单快速检测方式，让纳米钙上下游以及第三方

检测机构使用方便，尽力避免高大上昂贵检测仪器，中小企业买不起也不能操作到位。 

2、主要工作进程 

2018 年 7 月 1 日借粤港澳大湾区碳酸钙团体标准交流会暨广东省碳酸钙镁分会成立之

际，在广东连州红楼宾馆召开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工作会议，广泛听取碳酸钙企业、协会、

院校代表意见，立项并形成征集起草单位通知，并于 7 月 6 日通过矿材网微信公众号刊发，

征集标准起草单位。  

筹备《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秘书处，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广东总队总工

陈永桂牵头，广东省碳酸钙镁分会秘书长刘平协助，组织标准起草秘书处，征集遴选标准起

草主编参编单位，成立《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10 月 31 日上午，《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编制大纲研讨会在广州逸丰酒店举行。本次会

议涵盖高校、粉体企业、检测企业、下游用户四大群体，开创纳米碳酸钙标准制定参与单位

范围之广先河。会议由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朱勇博士对纳米碳酸钙实用标准编制大

纲进行讲解说明，与会专家分别针对协会组织的编制大纲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组成编

制小组，由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朱勇博士为编制小组组长，吸纳全产业链专业人员

组成编制小组，分配任务，确定标准草案的完成时间。 

2019 年 3 月 15 日，由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碳酸钙行业分会、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和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指导，广东建材地质勘查局牵头，广东省碳酸钙镁分会组织广西华

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连州市凯恩斯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联合编制的《纳米碳酸钙》团体标

准终稿审定会在广西华纳召开。 

会议由广东省碳酸钙镁分会秘书长刘平主持，刘秘书长代表分会十分感谢广西华纳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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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为参会嘉宾提供食宿和会务协助；随后广西华纳黄安定董事长首先致欢迎辞，黄

董期望纳米碳酸钙行业一定要更好的融合与团结，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竞争对手应该是兄弟，

而不是冤家，只有齐心协力共同抱团，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因此回归本质，编撰纳米

碳酸钙实用标准，是行业基础性大事，华纳愿与国内纳米碳酸钙同行一道共同制定标准、宣

传标准和贯彻标准，让纳米碳酸钙行业走向规范，实现高质量发展。华纳技术总监朱勇博士

以中国纳米钙龙头企业引领行业进步的责任担当和博大胸怀，在充分检测验证基础上，用详

实的数据支撑，将多年理论和生产实操宝贵经验与行业共享，对原纳米钙国标 GB/T 19590-

2011 做出大幅修订，出台新的《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形成报批稿。 

 

3、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工作 
 

二、制定的基本原则 

标准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的成果总结，这次纳米钙汇集大学和科研院所专家、

上游生产厂家、下游应用厂家以及设备和检测企业，保证标准起草工作的科学性、真实性、

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总结碳酸钙行业最新理论研究和应用成果，以实用为准则，做纳米

钙实用团体标准。 
 

工作阶段 序号 工作内容 负责人 参加人 

准备阶段 

1 提出项目计划 刘平 刘莲香、赵建国 

2 起草会议通知 刘平 刘莲香、赵建国 

3 分发通知并准备开会 刘平 刘莲香 

立项阶段 

4 征求企业、协会、院校和政府部门建议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 

5 发征集主编参编单位通知 刘平 赵建国、刘莲香 

6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 

起草阶段 

7 确定标准编制组工作分工及计划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主编参编人员、朱勇 

8 起草标准初稿，并讨论修改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朱勇、主编参编人 

9 对标准进行验证再讨论再修改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主编参编人 

10 开标准初稿讨论会，形成征求意见稿 赵建国 刘莲香、刘平、主编参编人 

征求意见 

11 确定征求意见范围，发布征求意见稿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2 回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3 起草标准编制说明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4 开征求意见稿定审会议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5 提交标准送审稿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审查阶段 

16 会审送审稿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7 按照标准委员会意见，修改送审稿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18 形成标准报批稿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批准阶段 19 等待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负责人 赵建国、刘莲香、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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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条款的说明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纳米碳酸钙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用纳米碳酸钙粉体材料，该产品主要用于橡胶、塑料、密封胶、胶粘

剂、涂料和油墨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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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0—2011 纳米碳酸钙 

GB/T 16776—2005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GB/T 13477.3—2017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使用标准器具测定密封材料

挤出性的方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 3696:1987，MOD）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9281-2014 碳酸钙分析方法 

GB/T 19587-2017 气体吸附 BET 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ISO 9277:1995，NEQ） 

HG/T 3696. 1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HG/T 3696. 2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杂质标准溶液的制备 

HG/T 3696. 3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3 纳米碳酸钙的定义 

纳米碳酸钙的定义： 

结晶粒状碳酸钙（CaCO3），晶粒三维尺寸均小于 100 nm。 

相关方约定认可，晶粒三维尺寸至少有一维小于尺寸小于 100nm，即包括立方形、类立

方形、近球形或链状。 

4 要求 

4.1 外观 

白色粉末，无臭。 

4.2 技术指标 

纳米碳酸钙应符合表 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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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米碳酸钙检验项目及指标 

项目 指标 

成分（质量百分比）

(470±15℃灼烧后) 

CaCO3/%        ≥ 95.0 

MgCO3/         ≤ 0.7 

Fe2O3/%         ≤ 0.1 

形貌（SEM） 类立方形、近球形或链形 

平均粒径（SEM）/nm                   ≤ 100 

比表面积/（m2/g）(有机表面处理剂量大于 2.0%时) ≥ 16.0 

水分/%                   ≤ 1.0 

白度/%                    ≥ 92.0 

pH 值                     ≤ 10.5 

灼烧减量/%                ≥ 3.0 

SEM：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 

5 试验方法 

5.1 安全提示 

本试验方法中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操作时须小心谨慎！如溅到皮肤或眼

睛上应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立即就医。 

5.2 一般规定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 6682-2008 中

规定的三级水。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

求时，均按 HG/T 3696.1、HG/T 3696.2 和 HG/T 3696.3 之规定制备。 

5.3 碳酸钙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9281-2014 中 3.3 的规定进行测定。 

5.4 碳酸镁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9281-2014 中 3.4 的规定进行测定。 

5.5 氧化铁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9281-2014 中 3.6 的规定进行测定。 

5.6 SEM 平均粒径的测定 

   按 GB/T 19590-211 中 6.4 的规定的 SEM 方法进行测定。 

5.7 比表面积的测定 

按 GB/T 19587-2017 中 6.3 的规定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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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水分的测定 

5.8.1 水分仪测试 

5.8.1.1 仪器 

水分仪：室温- 200℃程序控温。  

5.8.1.2 测试环境 

环境温度：25.0±2.0℃。相对湿度：≤80.0 %。 

5.8.1.3 分析步骤 

水分仪测试程序设置：130℃，3min。 

称取 4.0 – 5.0 g 试样，平铺于托盘，称量精度 0.001 g。 

关闭加热器罩，测量水分，待指示灯灭并提示后，读取测量结果。 

5.8.1.4 结果计算 

水分仪内置水分计算程序。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 3 次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以水分计不

大于 0.05%。 

5.8.2 烘箱测试 

5.8.2.1 仪器 

电热恒温干燥箱：能控制温度在 130℃±2℃。 

5.8.2.2 测试环境 

环境温度：25.0±2.0℃。相对湿度：≤80.0 %。 

5.8.2.3 分析步骤 

称取 2.0 g 试样，称量精度 0.0001 g，置于已于 130℃±2℃下干燥至质量恒定的称量瓶

中，移入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在 130℃±2℃下干燥至质量恒定。 

5.8.2.4 结果计算 

130℃下水分以质量分数 ω 计，按式（1）计算： 

ω = 
𝑚1−𝑚2

𝑚
 ˟ 100%…………………………（1） 

式中： 

m1—干燥前称量瓶和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干燥后称量瓶和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 3 次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以水分计不

大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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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热重法 

5.8.3.1 仪器 

热重分析仪 

5.8.3.2 测试环境 

环境温度：25.0±2.0℃。相对湿度：≤80.0%。 

5.8.3.3 分析步骤 

热重分析仪测试程序设置：空气或氮气气氛，升温速率 10℃/min，温度范围：25℃-130℃。

称取 0.005-0.02 g 试样，称量精度 0.0001 g。根据失重曲线可计算出 130℃水分含量。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 3 次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以水分计不

大于 0.05%。 

5.9 白度的测定 

按 GB/T 23774-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10 pH 值的测定 

称取 0.5-1g 试样，称量精度 0.0001 g，按 GB/T 19281-2014 中 3.18 的规定进行测

定。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3。 

5.11 灼烧减量的测定 

5.11.1 仪器 

高温炉：可控制温度在 470±15 ℃。 

5.11.2 分析步骤 

称取约 0.5 g 试样，精确至 0.0002 g，置于预先于 470±15 ℃下灼烧 3 h 的瓷坩埚中，

于 470±15 ℃下灼烧 5 h。 

5.11.3 结果计算 

灼烧减量以质量分数 ω 计，按式（2）计算： 

ω=
m1-m2

m
×100%…………………………（2） 

式中： 

m1——灼烧前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灼烧后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平行测定结果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05%，

碳酸钙剩余量应≥90%。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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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本标准适用于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应用检验。 

6.1.1 型式检验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 6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

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b)更新关键试验设备； 

c)主要原料有变化； 

d)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合同规定。 

本标准未规定的试验方法按供需双方协议方法进行试验。 

6.1.2 出厂检验 

主含量、比表面积、白度、水分和 pH 值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6.2 批次规则 

生产企业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纳米碳酸钙为

一批，每批产品 30t-60t。 

6.3 取样规则 

按 GB/T 6678 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斜插至料层深

度的 3/4 处采样。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按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 500 g，分装于两个清洁干

燥的具塞广口瓶或密封袋中，密封。广口瓶和密封袋上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家、产品名

称、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或袋）用于检验，另一瓶（或袋）保存备

查。生产厂家可在包装线上取样或包装封口前采样。 

6.4 复检规则 

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袋中采样进行复验，复

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6.5 数值处理 

采用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 

7 标志、标签 

纳米碳酸钙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家、厂址、产品名称、净含

量、批号或生产日期和 GB/T 191-2008 中规定的“怕雨”标志。 

8 质检报告 

每批出厂的纳米碳酸钙都应附有质量报告，内容包括：生产厂家、厂址、产品名称、净

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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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装、运输、贮存 

9.1 纳米碳酸钙采用复合编织袋或纸塑复合包装袋，袋口严密封口。 

9.2 纳米碳酸钙在运输过程中应严密遮盖，轻装、轻卸，防止包装损坏，防止雨淋、受

潮，不得与酸混运。 

9.3 贮存环境温度：常温，贮存环境湿度：＜85%，贮存周期≤2 年。防止受潮，不得与

酸混贮。 

 

四、采用国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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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0—2011 纳米碳酸钙 

GB/T 16776—2005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GB/T 13477.3—2017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使用标准器具测定密封材料

挤出性的方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 3696:1987，MOD）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9281-2014 碳酸钙分析方法 

GB/T 19587-2017 气体吸附 BET 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ISO 9277:1995，NEQ） 

HG/T 3696. 1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HG/T 3696. 2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杂质标准溶液的制备 

HG/T 3696. 3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不涉及其他标准的废止。 

 

纳米碳酸钙团体标准工作组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