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ＷＷ．ｃｄｆｎ．ＣＯｌｌｌ．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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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一一：飞ＲＥＡＣＨ法规与纺织印染助剂中的高度关注物质（一）
弋．ｏ．ｏ．ｏ．ｏ·∥

陈荣圻
（上海纺织职工大学，上海２０００８０）

摘要：针对ＲＥＡＣＨ法规中的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和欧盟７６／７６９／ＥＥＣ指令，以及４０余个修改令中已经
限制或禁用的化学品，为明确纺织印染助剂中的有害物质，根据已经发表的有关法规及已掌握的资料作详细
分析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替代品及其趋向。
关键词：法规；高度关注物质；纺织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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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法规中的高度关注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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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ｒｅ

ｏｆ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ＡＣＨ法规是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法
规，是一个包括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和社会壁垒的新型贸易壁

（５）某些物质虽不属高度关注物质，但具危险性，如剧毒物
质、皮肤和呼吸道过敏物质，以及易燃、易爆物质。１９８１年后生
产和上市的新物质中，危险品物质约占７０％。

垒，其目的是保护人类健康的环境和市场，以及增强欧盟化学

（６）高度关注物质也包括了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发布的斯德

工业的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盟将建立统一的化学品

哥尔摩公约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１２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监控管理体系，将欧盟市场上约３万种化学品及其下游产品纳

（ＰＯＰｓ），如多氯二嗯英、多氯联苯等。
据估计，现在约有９００种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原定２００８

入注册、评估和授权等三个管理系统。
ＲＥＡＣＨ法规已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生效，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

年６～７月间发布第一批ＳＶＨＣ“黑名单”。以后将逐步对外公

日起，现有化学品开始预注册。预注册后的产品可继续在欧盟

布“黑名单”，在实施后的１１年内，通过收集新的数据，鉴别出

市场销售，并同时准备注册资料，在规定年限前完成注册。注

另外６００种ＳＶＨＣ，确定约１ ５００种ＳＶＨＣ。

册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安全数据（ＭＳＤ）、产品中有无高度关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ＥＣＨＡ）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根据由欧盟各

注物质、欧盟７６／７６９／ＥＥＣ指令，以及４０余个修改令中已经限

国权威组织于６月２３日提交了１６种化学品定为ＳＶＨＣ。

制或禁用的化学品。

ＥＣＨＡ正在邀请有关组织对这批名单进行评估，最后确定的

ＲＥＡＣＨ法规把高度关注化学物（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ｙ Ｈｉｓ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ＶＨＣ）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主要指下列物质：

甲烷、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环十二烷、二氯化钴、五氧化二砷、三

（１）致癌、致突变或对生殖系统有毒性的物质（ＣＭＲｓ，Ｃａｒ－

氧化二砷、重铬酸钠、二甲苯麝香、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即Ｉ类和Ⅱ类物

酯、六溴环十二烷、氯代ｃｍ。，烷烃、双三丁基氧化锡、酸式砷酸

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Ｍｕｔａｇ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

ｔｏ

铅、三乙基砷酸酯和邻苯二甲酸丁苄酯。其中５种为无机化合

质）。
（２）持久稳定存在，生物积累和毒性物质（ＰＢＴ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ｙ

物，４种化合物涉及砷元素。
对于ＳＶＨＣ，规定只有获得授权后方可在欧盟市场上销售。

Ｔｏｘｉｃ）ｏ

（３）非常持久稳定和高生物积累的物质（ｖＰｖＢｓ
ｔｅｎｔ

ＳＶＨＣ可能会有所变化。这１６种化学品为：蒽、４，４一二氨基二苯

Ｖｅｒｙ Ｐｅｒｓｉｓ．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ｏ

企业可以申请为期１８个月的授权，并提供所有相关的文件，授
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４）经科学评价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物质，

（１）通报产品中的ＳＶＨＣ，明确来源，确认含量是否超过质

除上述类别外，某些会造成内分泌失调的物质，如环境激素等。

量分数０．１％（ｗ／ｗ），并保证向下游用户提供的化学品中含有

这些物质的确认，将通过个案分析鉴别进行。

足够的ＳＶＨＣ等安全使用信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２５

可以获得更安全的替代物质和替代计划等。如果没有合适的

作者简介：陈荣圻，男，江苏太仓人，教授，长期从事染料、助剂、印染和生

选择，则必须告知相关的研发计划。ＲＥＡＣＨ授权制度的目的

态纺织晶的教学和研究，论著众多。

在于，确保越来越多的高度关注物质能被替代。

（２）提出高度关注物质的替代物，包括替代物的分析，何处

万方数据

铘染ｔ２００９ Ｎｏ．５、

ＲＥＡＣＨ法规弓纺织印染助剂中的高睦关注物啧（一）
（３）对某些致癌、致突变和对生殖系统有毒的物质

ＲＥＡＣＨ正式注册后，欧洲化学管理局对所递交的技术文

（ＣＭＲｓ），无合适替代物可用时，如果生产商和进口商能够证明

件进行评估，确定企业提供的信息是否满足要求，并决定是否

其应用风险可以充分控制，则可授权使用。这意味着要给出一

需要迸一步测试和评估。其要求是欧盟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名为“限

个极限值，在此极限值以下，某物质的使用不会对人体或环境

制某些危险物质及制剂的使用和销售”１３ ｏ）及其４８次修改令，

造成负面影响。欧盟以前的有关法规对致癌芳香胺、ＡＰＥＯ和

涵盖欧盟现有的化学品法规和法令。与纺织印染助剂有关的

ＰＦＯＳ等都给出了一个极限值。

修改令举例如下：

（４）对有些ＣＭＲ物质、ＰＢＴ物质和ｖＰｖＢ物质等，由于无法

因致癌芳香胺而禁用的偶氮着色剂有６７／６４８／ＥＣ，２００１／

进行有效控制，只有当没有更安全的选择，且存在或使用这些

Ｃ９６Ｅ／１８．２００４／２１／ＥＣ和２００３／３／ＥＣ；含溴阻燃剂有７９／６６３／

物质的社会经济利益超出风险，才会被授权使用。因此，申请

ＥＥＣ，８３／２６４／ＥＥＣ，２００３／１

者应承担举证，以表明使用目标物质的风险可被充分地控制，

（ＰＣＰ）有９１／１７３／ＥＥＣ，１９９９／５１／ＥＣ；含氯有机溶剂有９６／５５／

或其社会经济利益高于风险本身。

ＥＣ；关于多氯联苯（ＰＣＢ）有８５／４６７／ＥＣ；关于短链氯化石蜡

（５）纳米级物质也被纳入ＲＥＡＣＨ法规授权的范围，对于年

１／ＥＣ和２００２／９５／ＥＣ；关于五氯苯酚

（ＳＣＣＰ）有２００２／４５／ＥＣ；关于有机锡化合物有２００２／６２／ＥＣ；关

生产或进口１ ｔ以下的纳米级物质也需授权和许可。这类物质

于甲苯和三氯苯有２００５／５９／ＥＣ；关于稠环芳烃（ＰＡＨ）有２００５／

的危害鉴别和风险评估方法还需在今后几年内进一步细化，欧

６９／ＥＣ；关于壬基酚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ＮＰＥＯ）；邻苯二甲酸

盟委员会已正式发起一个研究项目，来评估纳米级物质对人体

酯增塑剂有２００５／８４／ＥＣ；全氟辛基磺酰基化合物（ＰＦＯＳ）有

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２００６／１ ２２／ＥＣ。

我国纺织印染助剂生产企业约２ ０００家，以民营企业居多，

到目前为止，有关纺织品生态安全性的监控项目基本来自

形成规模生产的企业较少，所生产的纺织印染助剂可满足国内

于欧盟７６／７６９／ＥＥＣ法令及各次的修订，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

纺织印染市场７５％一８０％的需求。这些产品应用性能尚可，但

整的纺织品生态安全性能质量监控体系，在全球纺织品生产和

精细化程度，包括原料控制、制造技术、污染排放等都存在一些

国际贸易中被广泛引用。这些限制主要涉及致癌、致突变、对

问题，特别是产品透明度不够。生产企业本身包括下游用户必

生殖系统有害和致敏等危险物质。

须清楚原料和产品中可能存在哪些高度关注物质，用什么取代

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及其各次修订的指令将成为ＲＥＡＣＨ法规的
附件，并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 １３起生效。因此，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 １３

以及如何避免等一系列问题。

起，７６／７６９／ＥＥＣ指令将被废止。
２

欧盟７６／７６９／ＥＥＣ法令中的禁用化学品
表１

欧盟优先控制的危险化学品名单（黑名单）

英文名

中文名

英文名

中文名

Ａ１ｄｒｉｎ

艾氏剂

１·Ｃｈｌｏｒｏｎａｐｈａｌｅｎｅ

１一氯萘

２－Ａｍｉｎ０４一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２一氨基４一氯苯酚

Ｃｈｌｏ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ｓ

氯萘

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

蒽

４．Ｃｈｉｏｒｏ－２一Ｎｉｔ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４一氯－２一硝基苯胺

ｍｉｎｅｒａｌ

砷（及其尢机化合物）

１．ＣＩｌｌｏｒｏ－２一Ｎｉｌ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一氯＿２一硝基苯

Ａｚｉｎｐｈｏｓ－ｅｔｈｙｌ

乙摹谷赛昂

ｌ—Ｃｈｌｏｒｏ－３一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一氯－３一硝基苯

Ａｚｉｎｐｈｏｓ—ｍｅｔｈｙｌ

甲基符赛昂（谷硫磷）

１一Ｃｈｌｏｒｏ－４一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一氯４．硝蕈苯

Ｂｅｎｚｅｎｅ

若

４．，Ｃｈｌｏｒｏ－２．．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４一氯－２．硝基甲苯

Ａｒｓｅｎｉｃ（ｐｌ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

联苯胺

Ｃｈｌｏｒｏ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ｓ

硝基氯甲苯

Ｂｅｎｚ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ｌｐｈａ—Ｃｈｌｏ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苄基氯／ａ一氯甲苯

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２．氯酚

Ｂｅｎｚｙｌｉｄｅ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ｌｐｈａ—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二氯甲苯一ａ／ａ．二氯甲苯

３－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３一氯酚

Ｂｅｎｔａｚｏｎｅ

苯达松，嚷草平

４－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４一氯酚

Ｂｉｐｈｅｎｙｌ

联苯

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ｅｎｅ／２一Ｃｈｌｏｒｏｂｕｔａ一１，３－Ｄｉｅｎｅ

２一氯丁二烯／２一氯丁基一１，３－二烯

Ｃａｄｍｉｕｍ（ｐｌ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镉（及其化合物）

３－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Ａｌｌ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３一氯丙烯／３一氯一１·丙烯

四氯化碳

２．Ｃｈｉｏ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２一氯甲苯

Ｃｈｌｏｒａｌ Ｈｙｄｒａｔｅ

水合三氯乙醛

３．Ｃｈｌｏｒｏｔｏｌｕｅｒｉｅ

３一氯甲苯

Ｃｈｌｏｒｏｄａｎｅ

氯丹

４．Ｃｈｌｏ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４．氯甲苯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氯乙酸

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２一氯一对一氨基甲苯

２一Ｃｈｉ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２一氯苯胺

ＣｈｌｏｒｏｔｏｌｕｉｄｉＢｅ

氨蕈氯甲苯

３－Ｃｈｉ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３一氯苯胺

Ｃｏｕｍａｐｈｏｓ

香豆磷，蝇毒磷

４一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４一氯苯胺

ＣＭｏｍｂｏｎｚｅｎｅ

氯苯

Ｃｙａｎｕｒ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２，４，６一Ｔｒｉｅｈｌｏｍ一１，３。５－Ｔｒｉａｚｉｎｅ

氰脲酰氯
／２，４，６一三氯一１，３，５－三嗪

１一Ｃｈｌｏｒｏ－２。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氯－２，４一二硝基苯

２，４一Ｄ

２。４－滴

２一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一氯乙醇

ＤＤＴ（ｐｌｕｓ ＤＤＤ＆ＤＤＥ）

滴滴涕（滴滴滴和滴滴伊）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ｈｌｏｔｏｆｏｒｍ

氯仿

Ｄｅｍｅｔｏｎ

内吸磷

４－Ｃｈｌｏｒｏ－３一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ｅｎｏｌ

４。氯．３．甲基苯酚

１，２一Ｄｉｂｒｏｍ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２－二溴乙烷

万方数据

印染（２００９

Ｎｏ．５）胛７矾ｃｄｆｎ．ｃｏｍ．ｅｌｌ
续表１
英文名

中文名

英文名

中文名

Ｄｉｂｕｔｙｌｔｉｎ Ｏｘｉｄｅ

二丁基锡氧化物

Ｍｅｒｃｕｒｙ（ｐｌ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汞（及其化合物）
甲胺磷

二丁基锡盐

Ｍｅｔｈａｍｉｄｏｐｈｏｓ

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ｓ

二氯苯胺

Ｍｅｖｉｎｐｈｏｓ

速灭磷

１，２一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２－二氯苯

Ｍｏｎｏｌｉｎｕｒｏｎ

单利农伦

１，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３－二氯苯

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萘

１，４一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４－二氯苯

Ｏｍｅｔｈｏａｔｅ

氧乐果

Ｄｉｂｕｔｙｌｔｉｎ

Ｓａｌｔｓ

Ｄｉｃｌｌ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ｓ

二氯联苯胺
一氲二舅丙醚

Ｅｔｈｅｒ

Ｄｉｃｈｉｏｒｏｄ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

１，１一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１－二氯乙烷

１．２－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ｅｔＩｌ∞ｅ

１，２一二氯乙烷

１，１一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Ｏｘｙｄｅｍｅｔｏｎ—Ｍｅｔｈｙｌ

氧化甲基内吸磷

ＰＡＨ（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 ｔｏ：３，４－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ｅｎｅ ａｎｄ ３。
４－Ｂｅｎｚｏｆｌｕｏｒａｎｔｈｅｎｅ）

ＰＡＨ（如３。４一苯并芘和３，
４一苯并荧蒽）

Ｐａｒ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ｃｌ．－Ｍｅｔｈｙｌ）

对硫磷（包括甲基对硫磷）

ＰＣＢ

多氯联苯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五氯苯酚

Ｐｈｏｘｉｍ

肟硫磷

Ｐｒｏｐａｎｉｌ

敌稗

１，１－二氯乙烯／氯乙烯
１，２－二氯乙烯

１，２－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Ｄｉｃｌｌ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二氯甲烷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ｓ

二氯硝基苯
２，４一二氯苯酚

２，４一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
１，２－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１，２．二氯丙烷

１，３－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ａｎ－２一ｏｌ

１，３－二氯之一丙二醇
１。３－二氯丙烯

１，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
２，３－Ｄｉｅｈｌｏｒｏｐｒｏｐｅｎｅ

２，３－二氯丙烯

Ｄｉｃｈｌｏｒｐｒｏｐ

２，４一滴丙酸

ＤｉｃｈｌＯｒＶＯＳ

敌敌畏

Ｄｉｅｌｄｒｉｎ

狄氏剂

Ｄ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二乙胺

Ｄｉｍｅｔｈｏａｔｅ

乐果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二甲胺

Ｄｉｓｕｌｆｏｔｏｎ

乙拌磷

Ｅｎｄｏｓｕｌｆａｎ

硫丹

Ｅｎｄｒｉｎ

异狄氏剂

Ｅｐｉｃｈｌｏｒｏｈｙｄｒｉｎ

环氧氯丙烷
乙苯

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Ｆｅｎｉｔｒｏｔｈｉｏｎ

杀螟松

Ｆｅｎｉｔｈｉｏｎ

非尼硫磷

Ｈｅｐｔａｅ［ｄｏｒ

七氯

Ｈｅｘｓ．ｅｈｌｏｒｏ［）ｅｎ７，ｅｒｉｅ

六氯笨

Ｈｅｘａｃｈｌｏｒｏ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

Ｐｙｌ＇ｔｔＴｍｎ

吡唑

Ｓｉｍａｚｉｎｅ

两玛津

２，４，５－Ｔ（ｉｎｃｌ．ｓａｌｔｓ＆ｅｓｔｅｒｓ）

２，４，５－滴（包括盐和酯）

Ｔｅｔｒａｂｕｔｙｌｆｉｎ

四丁基锡

１，２，４，５一Ｔｅｔｒａｅ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２，４，５－四氯苯

１，１，２，２－Ｔｅｔｍｅｈｌｏｒｏｃｔｈａｎｅ

１。１。２。２－四氯乙烷

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四氯乙烯

Ｔｏｌｕｅｎｅ

甲苯

Ｔｒｉ＆ｏｐｈｏｓ

三唑磷

Ｔｒｉｂｕｔ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君！｝髓＝Ｔ酯

Ｔｒｉｂｕｔｙｌｔｉｎ Ｏｘｉｄｅ

三丁基锡氧化物

Ｔｒｉｅｈｌｏｒｆｏｎ

敌百虫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三氯苯

１，２，４一Ｔｒｉｅ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２，４一三氯苯

１，１，１一Ｔｒｉｅ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１，１－三氯乙烷

１，１，２－Ｔｒｉｅ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１，２－三氯乙烷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三氯乙烯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ｓ

三氯苯酚

１，１，２－Ｔｆｉｅｈｌｏｒｏ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１，１，２－三氯三氟乙烷

７ｍｆｌｕｒａｌｉｎ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ｉｎ

六氯代丁二烯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Ｆｅｎｔｉｎ Ａｅｅｔａｔｅ

氟乐灵
醋酸三苯基锡／薯瘟锡

（Ｐｌｕｓ ＩＡｎｄａｎｅ）

六六六
（及高丙体６６６）

Ｈｅｘａ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

六氯乙烷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异丙苯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ｉｎ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Ｆｅｎｔｉｎ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Ｌｉｌｌｕｒｏｌｌ

利农伦，杜邦３２６（除草剂）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ｌｙｌｅｎｅ

氯乙烯

Ｍａｌａｔｈｉｏｎ

马拉硫磷

Ｘｙｌｅｎｅｓ

二甲苯

ＭＣＰＡ

２．甲基４一氯苯氧乙酸

ｌｓｏｄｒｉｎ

异艾氏剂

Ｍｅｃｏｐｒｏｐ

４一氯．邻苯基丙酸

Ａｔｒａｚｉｎｅ

莠去津

Ｈｅｘａｃｈｌｏｒｏ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表１所列的化学物质已被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７日发布的欧盟指
令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列入优先控制的“黑名单”，列入这一“黑名单”
的物质将不允许存在于任何最终产品中。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Ｆｅｎｔｉｎ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ｆｉｎ

氯化三苯基锡
氢氧化三苯锡／毒菌锡

（３）对未染色聚氨酯材料中含有致癌芳胺作出加强检测的
要求。
聚氨酯材料是一类新型纺织材料（如氨纶），广泛用于弹力
织物，也有用作纺织助剂，如聚氨酯涂层剂、聚氨酯（ＰＵ）和聚丙

３

涉嫌致癌芳胺的聚氨酯材料

烯酸酯（ＰＡ）的互穿网络涂料印花黏合剂、水溶性聚氨酯无甲醛

Ｏｅｋｏ－Ｔｅｘ标准１００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发布，２００７年修订

树脂整理剂和湿摩擦牢度增进剂等。

如下：

聚氨酯是由柔性链段（软段）和刚性链段组成的嵌段共聚

（１）将Ｃ．Ｉ．分散橙１４９列入禁用染料；

物，软段由聚醚或聚酯等多元醇组成，硬段由二异氰酸酯组成。

（２）对第１Ｉ类纺织品（与皮肤直接接触产品）中ＤＥＨＰ，

现有的二异氰酸酯有两类，一类是芳香族二异氰酸酯，如２，４

ＤＢＰ和ＢＢＰ等三种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使用作出限量要求；

和２，６－甲苯二异氰酸酯（ＴＤＩ），４，４．二苯甲烷异氰酸酯（ＭＤＩ）

４６

万方数据

ＲＥＡＣＨ法规ｓ纺织印染助渤中的高囊关注物曦ｔ一）

印染（２００９ Ｎｏ．５）

程１，５－萘二异氯酸蘸（筵Ⅸ）；另一炎舞ｌ蓦菸族二舜鬣酸酸，黧己

蠢视颜辩匿龟髑，检溅时发瑗致癌芳胺存在时，若撵除了着色

烷基二异氰酸酯（ＨＤＩ），４，６，６－三甲基一ａ－环己烯酮二异氰酸酯

荆产生的可熊性，则要注意因涂层剂树脂和助剂发生裂解而产

（又名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ＩＰＤＩ）和４，４－二环已基甲烷二昴氰

生的因素。

酸醛（Ｈ；：ＭＤＩ）。它髓憋分子结搀凌熟下：

拶Ｎ鼍Ｎ◇如◇黝
量差，

９

ＯＣＮ（ＣＨ２）＃ＮＣＯ
（ＨＤＩ）

Ｈ３

ＮＣＯ

４邻苯盖甲酸酯
邻苯二甲酸酯主要用作塑料增塑剂。近年潦随着塑料工
鼗戆飞速发矮，拉动了塑料增塑刘行烂以年驾１０．９％的逮搴增

ＮＣＯ

长。邻苯二甲黢酯也用于橡胶、润滑油、黏合制、涂瓣、高分子

（ＮＤＩ）

助剂、印刷油摄用软化剂及电容器油蒋。在纺织印染助剂也有
用终复配缌分。邻苯二甲酸蘸是含蘸秘苯嚣终构魄菲离予化

ＣＨ３

雅

会物，在分散染料染色时通过亲聚醺纤维达到缓染，超匀染作

Ｈ
ＮＣ０

用，是匀染剂的组分之一。在高温下利用分子量小将染料和水
同时带入纤维海部，并增强染料在纤维孛的扩散魅力，增进移

《ＩＰＤＩ）

絷效果。用俸染色载体融，对纤维超增塑作用，霹使分散染料

ｏｃＮ—＜Ｈ：＞—ｃＨ２—＜：Ｈ：＞一ＮＣＯ

染色在常压下进行，使涤范混纺织物的分散／酸性染料染色可
间涤进行。还可用于ＰＶＣ涂层织物和ＰＶＣ发泡印花等。

（Ｈ１２ＭＤＩ）

其中最鬻震懿是ＴＤＩ移ＭＤＩ。ＴＤＩ纛ＭＤｌ分嬲羧致瘢芳胺

热塑毪蠢分子讫舍秘蟾线性大分子之闻鑫予范德华力稷

２，４＝－－氨基甲苯和４，４一二氨基二苯甲烷为原料，通过光气化反

鬣键的存在会产生相互作用力，这种作用力的大小与聚合物的

应使氨基转变为异氰酸穗一］，反应如下：

化学结构有关。通过加热可增加聚含物的分子激动性，削弱其

ＣＨ３

ＣＨ３

￡疆·

◇‰ｋ◇／ＮＨＣ堑∥－－－－）∞

方式成型加工十分困难，且分子问的强作用力使得制成晶坚
硬，缺乏弹性和柔韧性。因此，几乎所有热塑性离分子材料的
热王都使震增塑裁。增塑熬的佟震在予楚弱分予阕戆终魇力，

ＮＣＯ

Ｈ：Ｎ—◇ｃＨ：—◇ＮＨ：＋２ｃｏｃｌ２—二骂
ＮＨＣＯＣＩ

ＮＨ２

分子阕作罴力。捷对热稳定瞧低的聚合魏嚣富，攀纯激搦热麓

ＣＩＯＨＮ＜？卜ｃＨ：＜？卜挺ＨＯＣｌ—兰堡
ＯＣＮ—？卜ＣＨ。＜？卜ＮＣＯ
焦这嚣个反应的产搴不褰，残熬在二异氰酸蘸内鲍未反应
物较多，而妊很难用常规分离方法去杂（２，４．二氨基甲苯的沸点
为２８３—２８５℃，ＴＤＩ的沸点为２５１℃）。现有报道称，用多级精
键分离霹使ＴＤＩ的纯度达劐９９。８％。帮使如就，因为聚鬣翡涂
层剂、树脂熬理荆或瀑摩擦牢度增进荆在后整瑷工艺中用蘸很
大，而纺织ｌｉｌＩ上致癌芳胺的限量为２０—３０ ｍｓ／ｋｓ，要想达标需
谨慎对待。若采用替｛弋敲，如ＨＤＩ则霹保证达标，但价格较贵。
ＭＤＩ涉嫌禽有未反应物４，４’一二氨基二苯甲烷，因英基列入
ＲＥＡＣＨ首批高度关注物质名单。织物上的聚氨酯材料经强烈
还原剂作用，或在碱性贪质中高瀣漫处理时，霹能会释放掇二
氮基诧舍物。如果可麓聚氨蘸的磴羧是ＴＤＩ袋ＭＤＩ，释放离的
则是致癌芳胺。反应式如下：
Ｈ０—－Ａ—“ＤＨ＋２０ＣＮ—Ｒｌ—ＮＣＤ——斗

从而降低聚舍物的软化潞度、熔融温度和玻璃化温度，降低熔
体黏度，调整流变性能，最终改善聚合物加工性能和制品柔韧
饿。铡如，ＰＶＣ是一种强极性的聚合物，分子闻的俘用力缀隧，
必须秀嚣热到１６０℃以上才能显示国塑性，但它对熬又蔽冀敏
感，当加热到１３０—１４０ ｏｃ时，就开始发生严重的热降解。加入
增塑剂可使成型加工温度大大降低，同时制褥柔性的ＰＶＣ制
菇，但增塑裁糟盈必须这弼总量的钓％一５０％方能有效。其它
一些极性聚合物，如硝酸纤维素、醋酸纤维素、聚醋酸乙烯酯、
聚苯乙烯树脂、乙烯基树脂、丙烯酸树脂、天然张合成橡胶制品
等都离不矛邻苯二甲酸繇增鎏裁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瀚环境保护部门通过试验发现，邻苯二
甲黢酯类增塑剂会引发肝组织癌变，扰乱内分泌系统。随繁各
凿强镶意谖的璞强，嚣药、食瑟、嚣鹰蒜戆包装翻凌具等塑料裁
晶对增塑剂提出更高的黉求。有关增塑剂的环保法规也相继
出台。
美国巧壤保护局在１９９７年提交懿７０秘属予环境激素戆他
合物质中，有８种属邻苯二甲酸酯系列，它们是ＤＥＨＰ［邻苯二
甲酸二（２．乙燧）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丁酯苄酯），ＤＢＰ（邻苯二
甲酸二歪丁黪），ＤＣＨＰ（邻苯二甲酸二瑟己酯），ＤＥＰ（邻苯二擎

＃ＨＯ—Ｒ，—ＯＨ

ＯｃＮ—Ｒ１—－ＮＨ—ｅ—ｑ卜～Ａ——》—ｃ—州ＨＲｌ－－ＮＣＯＩｔ————＿＝—叫

酸二乙酯），ＤＨＰ（邻苯二甲酸二已酝），ＤＰＲＰ（邻苯二甲酸二丙
酯）和ＤＰＰ（邻苯二甲酸二戊酯）旧ｏ。

－∈伊Ａ棚■一匦逼三霎■—七ＯＲ２》■～蟹ｉ三嘲■遍

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子１９９２举６月２９霉发布的９２／５９／
ＥＥＣ指令申将ＤＥＨＰ，ＢＢＰ，ＤＢＰ，ＤＮＯＰ（邻苯二举酸二辛酯），

百嚣７Ｈ２Ｎ川１一ＮＨ２
聚氨醚涂屡剂或含这类助剂的纺织品，以及含有聚氨酯的

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和ＤＩＤ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等六种邻苯：甲酸酯增塑剂认定为对人体和环境有害。１９９９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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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染｛２００９ Ｎｏ．５｛
年１２月７日，欧盟又发布临时禁令１９９９／８１５／ＥＣ，有效期３个

属环境激素的邻苯二甲酸酯的生产。研究发现，当以ＤＮＯＰ为

月，规定禁止用于３岁以下婴幼儿可放入口中的玩具，或含荫

增塑剂的ＰＶＣ塑料袋贮存鲍搬液输入人体后，在肺郝发现有

软凌ＰＶＣ耪瓣戆纺织暴，魏ＰＶＣ人造摹、ＰＶＣ薄膜、ＰＶＣ辅辩

ＤＮＯＰ鹣存在。鼷ＤＮＯＰ释ＤＢＰ潮造酶ＰＶＣ傈簿袋（謦内金韭

和ＰＶＣ标签、帑牌中的六种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２０００年４月

绝大部分所用）用于包裹脂肪较高的肉炎制品或食晶，在微波

２６日，欧盟修订了７６／７６９／船汜指令和８８／３７８／Ｅ（玩具安全），

炉中加热时，增塑剂进入食物的机会增多，对人体健康存在潜

在３岁浚下婴幼，Ｌ霹放入麓孛戆较凌ＰＶＣ孛使簇六舞邻苯纛

在熬惫害。

甲酸酯的质量分数不超过０．１％。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欧盟发布

ＤＩＮＰ和ＤＩＤＰ主要应用予ＰＶＣ制品，涉及玩具、包装、化妆

２００３／１１３／ＥＣ指令，第１３次延长临时禁令，有效期至２００３年５

品和纺织品辅料等众多与消赞者密切接触的领域。欧盟委员

胃２０墨。２００５年１２秀１４器，欧洲议会粳欧翌委员会又发冷

会的许多摆关法令限裁了它钓懿应用，Ｏｅｋｏ－Ｔｅｘ标壤１００也馋

２００５／８４／ＥＣ指令，此禁令将一直延长到正式禁令出台为止。

了相应限制。但冀中对ＤＩＮＰ和ＤＩＤＰ的测试数据被多方质疑，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欧盟颁布新的指导标准，并延长３年，即到

因为该数据来源于瑞典一所鬃验室的极端情况，而这种极端情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６疆。欢盟委员会将对艨积累的科攀数掘进行分

况在交际中不可熊发生。一种助荆产品的危害性认定需要大

裾，以便裁订更势科学稀禽淫的指导标准ｐｊ。

量的蜜验和实际数据来证鼹，还需要遂纷长期环境鼹踪，因舔

Ｏｅｋｏ．Ｔｅｘ标准１００的２０００年版汗始规定，ＤＩＮＰ，ＤＮＯＰ，

认定周期一般在ｌＯ年以上。欧盟自１９９２年发布限制使用六种

ＤＥＨＰ，ＤＩＤＰ，ＢＢＰ和ＤＢＰ等六种ＰＶＣ增塑剂在ｌ类婴幼儿纺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后，十余年内陆续发布临时禁令。２００６年

织菇中质量分数不能超过０．１％。２００６年的修订叛提出，霹予

欧鼗发表声暖，确认ＤＩＮＰ稻ＤＩＤＰ对入侮健康稻环境均无风

以上六种邻苯二甲酸酯的测试，不仅仪限于ＰＶＣ产品，也适用

险，无需采取进一步措施，可以用于玩具和儿童用品。２００７年６

于其它塑料制晶。２００７年修订版提出，ＤＥＨＰ，ＢＢＰ和ＤＢＰ等

月国际玩具业协会（ＩＣＴＩ）就ＤＩＮＰ的安全阀题发表声明，指出

三稀邻苯二零羧蘸，除限孀予ｌ类纺织瑟，氇限薅警盔接接触皮

ＰＶＣ巍具雾震增塑裁ＤＩＮＰ对多Ｌ童没有危险。但是Ｏｅｋｏ－Ｔｅｘ标

肤的ｎ类纺织晶，可能因为这三种邻苯二甲酸酯是环境激

准１００对纺织品中的六种邻笨二甲酸酯增塑剂还没有松动的

素‘川。

声明。如果确认ＤＩＮＰ和ＤＩＤＰ是安全的，应可作为ＤＮＯＰ，ＤＥ—

长襄泼来，增塑蓑泼邻苯二甲酸酝类产品为主。ＰＶＣ爱晶
的增塑剂中，用蹩最大的晶种依次为ＤＮＯＰ，ＤＢＰ和ＤＩＮＰ。人

ＨＰ，ＢＢＰ翻ＤＢＰ鹃替代瑟。戴矮，ＤＯＡ（悉二酸二辛蘸）毫是一
种安全的替代晶。

们越来越重视对它们的毒性研究，其中ＤＢＰ为环境激素，它的

欧洲化学品篱理局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发布ＲＥＡＣＨ法规首批

危害性已被证实。１９８２年，权威性机构美国国家瘘瘥研究所对

蹇度关注物质提慈名蕈，其中包括邻苯二甲酸蘸增塑捌。它们

ＤＮＯＰ的致癌健进行了生物鉴定，结论是ＤＮＯＰ是老鼠和小兔

也是１９９７年美霞ＥＰＡ提出的环境激素。Ｏｅｋｏ－Ｔｅｘ标准１００的

的致癌物，能使啮齿类动物肝脏致癌。目前，ＤＮＯＰ是否致癌仍

２００７罐修正版将其扩大到ｎ类纺织品上，显示欧盟和美国对这

争论不体，但由乎其存在人体致癌嫌疑，各国都聚取了枢应的

三种化学晶的一数性规定。

限刘措施。美溺ＥＰＡ禳器研究结论，℃经停止７ ＤＮＯＰ和八种

（来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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