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19277-2003/ISO 14855:1999

oil 吕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14855:1999《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和崩解能力的测定 采

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英文版)。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中心生物可分解材料工作组在

1999年一2002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室试验，在验证试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绿维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内蒙古蒙西高新技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丹海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斯普林降解制品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翁云宣、陈学军、孔 力、王世和、张先炳、刘嘉藩、陈家琪、叶新建、毛国玉、

李金惠、杨惠娣、刘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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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台

    随着塑料使用量的增加，回收和处理已变成一个热点。但塑料要完全回收是困难的，另外，一些难

回收的塑料如渔具、农业用覆盖物和水溶性的聚合物等，常常从封闭的垃圾处理循环系统中泄漏到环境

中去。采用可生物分解材料是解决这类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被送至堆肥设备的产品或包装材料

应尽可能地生物分解。所以测定这些材料可能的生物分解能力和获得在自然环境中它们生物分解能力

的指标就很重要 为了规范测定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和崩解能力的方法，特制定本

标准

    替告:废水、活性污泥、土壤和堆肥中可能含有潜在致病菌，因此，处理时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处理毒性试验化合物或性质未知的化合物时须特别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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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和崩解能力的测定

            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测定方法，用于将材料作为有机化合物在受控的堆肥化条件下，通过测定其排放

的二氧化碳量来确定其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同时测定在试验结束时材料的崩解程度。本方法模拟

混人城市固体废料中有机部分的典型需氧堆肥处理条件。试验材料曝置在堆肥产生的培养土中，在温

度、氧浓度和湿度都受到严格检测和控制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堆肥。本方法测定试验材料中碳转化成释

放出的二氧化碳的转化百分率

    本标准所述的条件并不总是相当于出现最大生物分解时的最佳条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5663:1994 水质 凯氏定氮法(硒矿化作用法)

    ISO 8245:1999 水质 总有机碳(TOC)和溶解有机碳('roc)的测定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最终需氧生物分解 ultimate aerobic biodegradation

    在有氧条件下，有机化合物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02 )、水(H(力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

以及新的生物质。

3.2

    堆肥化 composting

    产生堆肥的一种需氧处理方法。

    注:堆肥是混合物生物分解得到的有机土壤调节剂。该混合物主要由植物残余组成，有时也含有一些有机材料和

        一定的无机物

3.3

    崩解 disintegration
    材料物理断裂成为极其细小的碎片

3.4

    总干固体 total dry solids
    将已知体积的材料或堆肥在l 0;i 0C温度下干燥至恒重所得到的固体量

3.5

    挥发性固体 volatile solids

    将已知体积的材料或堆肥的总干固体量减去在大约5500C温度下焚烧后得到的残留固体量所得

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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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氧化碳理论释放量 theoretical amount of evolved carbon dioxide, Th(刀2

    试验材料完全氧化时所能生成的二氧化碳理论最大值，可由分子式计算得到，以每克或每毫克试验

材料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的毫克数表示(mg COz/g或mg试验材料)。

3 7

    迟滞阶段 lag phase
    从试验开始一直到微生物适应(或选定了)分解物，并且试验材料的生物分解程度已经增加至最大

生物分解率10%时所需要的天数.

3.8

    最大生物分解率 maximum level of biodegradation
    试验中，试验材料不再发生生物分解时的生物分解程度‘以百分率表示

3.9

    生物分解阶段 biodegradation phase
    从迟滞阶段结束至达到最大生物分解率的90%时所需的天数。

3. 10

    平稳阶段 plateau phase
    从生物分解阶段结束至试验结束时所需的天数。

4 原理

    本测定方法在模拟的强烈需氧堆肥条件下，测定试验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和崩解程度。使

用的培养土来自于稳定的、腐熟的堆肥，如可能，从城市固体废弃物中有机物的堆肥中获取。

    试验材料与培养土混合，导人静态堆肥容器。在该容器中，混合物在规定的温度、氧浓度和湿度下

进行强烈的需氧堆肥。试验周期不超过6个月。

    在试验材料的需氧生物分解过程中，二氧化碳、水、矿化无机盐及新的生物质都是最终生物分解的

产物。在试验中连续监测、定期侧量产生的二氧化碳，累计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试验材料在试验中实际

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与该材料可以产生的二氧化碳的理论量之比为生物分解百分率

    根据实际测量的总有机碳(TOC)含量可以计算出二氧化碳的理论释放量。生物分解百分率不包

括已转化为新的细胞生物质的碳量，因为它在试验周期内不代谢为二氧化碳。

    此外，在试验结束时可以确定试验材料的崩解程度，也可以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

5 试验环境

微生物的培养应放在容器或室内、在黑暗或弱光下进行，没有任何会影响微生物生长的蒸汽，并保

持恒温58℃士2℃。在特殊情况一F

保持恒定在士20C。如有温度变化

，比如材料的熔点很低，则可以选择其他温度，但试验期间该温度要

，应当进行调节，并且要在试验报告中明确注明。

6 试荆

使用分析纯级试剂

使用薄层色谱级(TLC)纤维素作为正控制参比材料，粒度小于20 I'M.

7 仪器

    确定所有的器皿完全清洗干净，尤其不能附着任何有机物或毒性物质。

7. 1 堆肥容器

    采用玻璃容器或不影响堆肥效果的其他材料制成的器皿，要保证气体均匀往L流出，并要满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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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3的要求，其容积视试验材料而异，但至少要2L。如果只是定性分析试验材料的生物分解能力，

可选用容积较小的容器。如果试验要求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则应称取每一个堆肥容器的空重。

7.2 供气系统

    能够以预定的流量向每一个堆肥容器输送千燥的或水饱和的、或者无二氧化碳的(如果需要)空气。

该空气流量应在试验期间提供充分的需氧条件(见附录A) a

7.3 测定二氧化碳的分析仪器

    用于直接测定二氧化碳，或者用碱性溶液完全吸收后再通过测定溶解无机碳(DIC)来计算二氧化

碳量(见附录A)。如果用连续红外分析仪或气相色谱仪直接测量排放气中的二氧化碳量，需要精确控

制并测量空气流量。

7.4 气密管
    用于连接堆肥容器与空气系统和二氧化碳侧量系统。

7. 5  pH计

7. 6 分析仪器

    用于测定干固体(在105,C)、挥发性固体(在550'C )、总有机碳，用于材料的元素分析，必要时，还用

于测定溶解无机碳(DIC)

7.7 夭平(可选项)

    用于测定盛放了堆肥和试验材料的试验容器的质量，其量程一般为3 kg--5比，精确到。. 01 g,

7.8 分析仪器(可选项)

    用于测定空气中的氧浓度、湿度、挥发性脂肪酸和总氮含量(采用ISO 5663:1994凯氏定氮法)。

8 程序

8. 1 培养土制备

    正常运行的需氧堆肥装置产生的充分曝气的堆肥可以用作培养土 培养土应均匀、没有大的惰性

物质，比如玻璃、石块、金属件 手工去除这些杂质后用孔径。. 5 cm-1.0 cm的筛子将堆肥进行筛选。

    注1:为了保证微生物的多样I'4 ,建议使用城市固体废弃物中有机物在堆肥装置中产生的堆肥。堆肥肥龄最好2个

          月-4个月。没有这样的堆肥，则可采用园林和农田废料，或者园林废料和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混合物在堆肥

          装置中产生的堆肥。

    注2:为了尽可能维持良好的曝气条件，建议加人多孔、惰性或难以生物分解的结构性材料，以阻止堆肥在试验期间

          粘连和堵塞。测定培养土中的总干固体含量和挥发性固体含量。总干固体含量应当是湿固体量的50%-

          55 %，挥发胜固体含量不超过干固体量30%，或不超过湿固体量的15%.必要时，在使用堆肥前加水，或进行

          适当的干燥(比如用干燥空气对堆肥进行曝气处理)，从而对水分含量进行适当调节.制备I份培养土与5份

          无离子水的混合液，将它们充分震荡均匀后立即测pH值，其值应在7. 0-9.。之间

    注3:为了进一步表征培养土，可以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另外再测定总有机碳、总氮或脂肪酸含量。在试验期间用

          可生物分解参比材料(见6)，再测定空白容器释放的二氧化碳，从而来检验培养土的活性。在试验结束时，参

          比材料应至少分解70 %(见10)在试验开始的10 d内，容器内的培养土相对每克挥发性固体产生的二氧化

          碳大约为50 mg--150 mg(见10) 如果二氧化碳释放量太高，则堆肥应当曝气几天，再用于新的试验。如果

          活性太小，则应选用其他堆肥作培养土。

8.2 准备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

    按照ISO 8245测定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总有机碳(TOC)，以每克总干固体的总有机碳的克数来

表示。或者 如果材料不含有无机碳，则可以用元素分析法测定其含碳量。试验材料应含有足够的有机

碳，以便产生适合于测定所需的二氧化碳 一般，每个容器50 g总干固体至少含有20 g总有机碳 如

果要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火，则应当测定试验材料的总干固体含量和挥发性固体含量。

    注:试验期间测定的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质量损失.可用作补充资料。如附录C的示例，在试验开始时测定试验

        材料的挥发性固体含量，将它与试验结束时的挥发性固体含量进行对比，

ww
w.
bz
fx
w.
co
m



GB/T 19277-2003/ISO 14855:1999

    试验材料的型式包括粒状、粉末状、薄膜·或简单形状(比如哑铃型)·每一件试样的最大表面积大
约为2 cmX2 cm。如果试样原件超过该尺寸，则应加以减小。

8‘3 试验步骤

    至少准备下列数量的堆肥容器(见7.1 ):

    a)  3个装试验材料的容器;

    b)  3个装参比材料的容器;

    C) 3个空白容器

    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试验棍合物的量，取决于试验材料的性质和堆肥容器的尺寸。培养土的干重

与试验材料的千重比大约为6:1。应保证每个容器中堆肥的量都相同。如果加人惰性材料(见8.1注

2)，则不考虑该比例。试验混合物的体积不得大于堆肥容器容积的3/4.以留下足够的顶部空间，使得

试验混合物能够进行人工振荡。一个大约3L的容器，可装人约600 g总干固体的培养土和约100 g干

固体的试验材料。试验混合物水分含量约50 (见8.1)e混合物应感到有点发粘，或者用手稍稍一压

有游离水出来。如有必要，可适当加水或用干燥空气进行曝气处理来调节混合物的水分含量。将混合

物充分混匀后装人堆肥容器。
    注1:试验混合物中的有机碳与氮的比(C: N)应适当，以保证进行良好的堆肥 其值在10-40之间。必要时可以

          用尿素来进行调节。从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总有机碳(TOC)可以计算出有机碳含量。用试验混合物的代表

          性试样可以测定总氮含量(采用ISO 5663规定的凯氏法测定)。把堆肥容器放置在58℃士2'C的试验环境中

          (见5),用水饱和的、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进行曝气 将空气通过灌满氢氧化钠溶液的洗瓶就可以得到所需

          的水饱和的、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t见附录A)

    注2:如果直接测量排放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则可以使用一般的空气，而不是没有二氧化碳的空气.此时，建议侧

          量每一个容器进出口的二氧化碳浓度。为了校正，将出口的二氧化碳浓度减去进口的二氧化碳浓度。应当采

          用足够大的空气流量 以保证在整个试验期间每一个堆肥容器都能维持曝气条件。应当定期检查(可采用空

          气流量计)每一个出口的空气流量，以保证系统任何部分都没有泄漏。

    注3:定期测量堆肥容器排出气中的氧气浓度有助于维持曝气条件，氧气浓度应不低于6%。第一个星期应当密切

          监测氧气浓度，至少每天测量2次，以后，测量次数可以减少。必要时.调节空气流量。参比材料的处理方法

          与试验材料的处理方法相同。空白容器只含培养土。空白容器与试验材料容器中培养土的总干固体的量应

          当相等。

8.4 培养阶段

    在试验期间定期用气相色谱仪、总有机碳分析仪或红外分析仪测量每个堆肥容器排放气中的二氧

化碳的含量，或者按照ISO 8245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后，测量溶解无机碳(DIC)，作为累计放出的二氧

化碳量(见附录A) 测量的次数取决于所用的方法、所需的生物分解曲线的精度以及试验材料的可生

物分解性 如果采用直接测量法，在生物分解阶段至少每天测量2次，时间间隔大约6h，在平稳阶段，

每天至少测量1次。如果采用累计法，则在生物分解阶段每天测量溶解无机碳1次，在平稳阶段，每周

测量2次。

    堆肥容器每周振荡一次，防止板结，保证微生物与试验材料充分接触。

    注1:建议先断开供气系统，然后振荡堆肥容器

    应经常进行直观检查，保证堆肥容器中试验混合物的湿度适当，没有任何游离水或料块。一般，堆

肥容器顶部没有冷凝水说明系统处于很干燥的状态。可以用适当的仪器测量水分含量并将其保持在大

约50 (见8.1)。用湿空气或干空气可以调节系统至所需的水分含量。从进气口排水或加水可以使水

分含量发生明显变化。每周振荡一次堆肥容器有助于保证水分的均匀分布。如果进行调节，则应当密

切监测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堆肥容器每周振荡时及试验期结束时，应当记录堆肥性状直观观察结果，比

如结构、水分含量、色泽、霉菌生成、排放气的气味，以及试验材料的崩解程度。

    堆肥周期不超过6个月，温度要保持58℃士20C，这是实际堆肥处理的代表性温度。如果还能观测

到明显的生物分解现象，则试验期应当延长到恒定平稳阶段为止。如果平稳阶段提前出现，则可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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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周期

    试验开始后，应定期测量pH值(见8.1)

    注2:如果pH值低于7. 0，是因为容易分解的试验材料迅速分解使堆肥酸化，这会抑制材料的生物分解。此时，建

          议测量挥发性脂肪酸含量，检查堆肥容器中组分的酸化情况。如果每千克总干固体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含量

          超过29，则由于酸化及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该试验必须视作无效 要防止酸化，可增加所有堆肥容器中堆

          肥的量，或者减少试验材料、增加堆肥，再重复试验

8.5 结束试验

    如果要测定试验材料的质量损失(见8. 2注)，则称重每一个盛放试验混合物的堆肥容器。

    从每个容器取出试验混合物的试样。测定总干固体和挥发性固体。

    记录每次试验材料性状直观观察结果的详细情况，以确定其崩解程度。
    注:建议进一步研究剩下的试验材料，比如测量有关的物理性质、化学组分及照相

9 计算与结果的表示

9. 1 计算二氟化碳理论释放量

    按式(1)计算每个堆肥容器中试验材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理论释放量(ThCO)，以克(9)表示:

                                  ThCO:一M X CTO1 X 44/12 ······························⋯⋯(1)

    式中:

    MTOT— 试验开始时加人堆肥容器的试验材料中的总干固体，单位为克(g);

    CTOT— 试验材料中总有机碳与总干固体的比，单位为克每克(9/9);

  44和12— 分别表示二氧化碳的相对分子质量和碳的相对原子质量。

9.2 计算生物分解百分率

    每个测量期间用方程式((2)根据累计放出的二氧化碳的量，计算试验材料生物分解百分率D‘(%):

                              D，一 {(CO,)T一(C02).} / ThCOI X 100 ························⋯⋯(2)

    式中:

    (C02)丁— 每个含有试验混合物的堆肥容器累计放出的二氧化碳量，单位为克每个容器(9/容

器);

    (CO,)n— 空白容器累计放出的二氧化碳量平均值，单位为克每个容器(9/容器);

      ThCO2— 试验材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理论释放量，单位为克每个容器(9/容器)。

    如果每个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20%，则计算平均生物分解百分率，否则，单独使用每一个堆肥容器

的数值。

9.3 计算质量损失

    根据挥发性固体含量，按示例计算质量损失，见附录C.

9.4 结果表示

    填好每天有关试验材料、参比材料和空白材料的测量俏和计算值的表格，见附录E.

    将每一个含有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堆肥容器及空白堆肥容器放出的累计二氧化碳释放量相对时

间作曲线(见附录B)，作出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生物分解曲线(生物分解百分率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见附录B)。如果各个测量值的偏差不超过20 ，则采用平均值，否则，作出每一个堆肥容器的生物分

解曲线。

    从生物分解曲线的平坦部分读取平均生物分解率值，将它标为最终试验结果。

    如果试验材料由离散的物片组成，则应定性描述试验材料的崩解程度。如果可能，还可以进一步提

供其他资料，如照片、相关物理性质的实测值。

10 结果的有效性

只有试验符合下列事项，才可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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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d后参比材料的生物分解率超过70%;

在试验结束时每个堆肥容器的生物分解百分率之间的相对偏差不超过20%;

在培养前10 d内，空白容器中培养土产生50 mg-150 mg CO,/g挥发性固体(平均值)。

、
廿

、J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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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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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当列出所有有关资料，尤其是下列资料:

    a) 引用的标准;
    b) 所有标识和描述试验材料所需的资料，比如:干固体含量、挥发性固体含量、有机碳含量、形状

        或外观;

    C) 标识和描述试验参比材料所需的任何资料及其有机碳含量;

    d) 堆肥容器的容积、试验材料、参比材料和培养土的量，以及用来测定二氧化碳和碳的仪器的主

        要特征;

    e) 堆肥的资料，比如来源、肥龄、接种日期、存储、处理、稳定、总干固体、挥发性固体、悬浮液的

        pH值、总氮含量或挥发性脂肪酸;

    f) 每一个堆肥容器测出的释放的二氧化碳和生物分解百分率及其平均值，可以采用图表形式，也

        可以采用曲线形式，以及试验材料和参比材料的最终生物分解程度和培养土的活性(空白容

        器10 d后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9)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结束后培养土和试验材料的直观检查的结果，如水分含量、霉菌生长、色

        泽、结构、气味、崩解程度以及物理测量值和/或照片;

    h) 在试验开始和试验结束后每一个堆肥容器的质量如测量质量损失，则注明详细的质量损失

        ,清况;

    i) 试验结果不合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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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验系统原理

    恒定低压输送不含二氧化碳的空气或压缩空气。如果使用压缩空气，则将它通过适当的二氧化碳

吸收系统来除去二氧化碳。如果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则空气应同时增湿。可使用一个含有氢氧化钡

溶液的吸收器来显示是否存在二氧化碳。

    1一一空气;

    z一 无二氧化碳的空气;

    3 一排放气;

    ， 一顶部空间;

    5-— 试验混合物;

    6 氢氧化钠溶液;

    7一 二氧化碳吸收系统;

    8一 堆肥容器;

    9-一 二氧化碳测量系统

                                    图A. 1 试验系统布置

    用来曝气处理堆肥容器中试验混合物的空气最好从该容器的底部导人，并且尽可能均匀分布。如

果产生生物分解，则产生的二氧化碳就随排放气排出。排放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直接测量.如用连续红

外分析仪或气相色谱仪，此时，应当精确地测量空气流量。视测量仪器而异，可以用冷却的方法去除空

气中的水分 如果几个堆肥容器同时连接一台测量仪器，则需要使用适当的气体开关。

    每一个容器排放气可以用20 g/L的氢氧化钠溶液来吸收二氧化碳，然后采用总有机碳(TOC)分析

仪或用滴定等方法来测定溶解无机碳(DIC)，以确定二氧化碳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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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表示释放的二级化碳及生物分解的曲线示例

0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1— 二氧化碳释放量(9/容器)

2-— 时间(d);

3一 试验材料;

4- 空白 图 B. 释放的二氧化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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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解率(%);

一时间(d)1

3— 迟滞阶段;

4— 生物分解阶段;

5一 平稳阶段;

6一 平均生物分解率((65%)

图B.2 生物分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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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测量质量损失示例

    测量堆肥处理期间试验材料中有机物质的质量损失可以提供定性资料，它有助于说明主要从释放

的二氧化碳的测量值导出的生物分解率。下列方法就是根据试验开始和试验结束时试验材料和接种堆

肥中的挥发性固体的测量值，计算出质量损失。

    缩写:com=培养土，mat=试验材料，mix一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混合物，ves=试验容器，wat一水

    下标:w二潮湿材料，d一总干固体，v=挥发性固体，d/w一总干固体与潮湿材料之比，v/d=挥发性

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deg=分解的试验材料，1=试验容器，s=试验开始，e=试验结束，Y=空试验容器

(空重),a=增加检查，add=加的水·B一空白(仅培养土),m=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混合物，mean=平

均值

    1.称重每一个空试验容器，得出空重(ves') ;
    2.取约10 g试验材料，测定其潮湿材料质量(mat�)、总干固体(mats)和挥发性固体(mat)，计算

出总干固体与潮湿材料质量之比(matdl力、挥发性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mat,,,) ;

    3.用试验开始时加人的潮湿材料的质量数值(ma tar, )，按式(C. 1)计算每一个试验容器的总挥发性

固体(mat")，单位为克每个容器((g/容器):

                                mat,;=mat- X matdiw X nuit,id ，·······················⋯⋯(C. 1)

    4.在试验开始前，取约10 g培养土，测定其潮湿材料质量(com�,)、总干固体(comd)和挥发性固体

(come)，计算总干固体与潮湿材料质量之比(com,,,i�, )、挥发性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com二二);

    5.用在试验开始时每一个试验容器加人的堆肥的潮湿材料质量数据(co-,,,)，按式(C.2)计算每一

个试验容器中堆肥的总挥发性固体(from )，单位为克每个容器(9/容器):

                                  C11- ,f,一，conz- X comma- X com-�,,; ·······················。⋯⋯(C. 2)

    6，在试验开始时和试验结束时称重每一个盛装培养土与试验材料的试验混合物的容器及只盛装

培养土的空白容器[(ves.和ves�)和(ves，和ves,) ]，单位为克每个容器(日容器);

    7.用式(C.3)计算加人堆肥容器的试验材料(mat,,, )、培养土(com',)和水(mat",)的正确数量

(ves,. )，用式(C. 4 )计算加人空白容器的试验混合物的数量((ves,� )

                        ms_，二LeS,.+}S_ = 7XSy+(0m w,，十mat�,,+wzt,aa ············⋯⋯(C. 3)

                            -S}7,=mss,十-1,、一ves'+com,,,,+matt ··················，·⋯(C. 4)

    S 每个容器按式(C. 5 )计算它在试验结束时剩下的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潮湿棍合物质量

(mix-)，空白容器用式(C. 6 )计算它在试验结束时剩下的培养土的质量(com- )，单位为克每个容器

(9/容器):

                                              MIX� = 7KS.。一ves ···········。·················。⋯⋯(C.5)

                                            Co m- 一 zess,一zes,. ·········。。。·······。··········⋯⋯(C. 6)

    9.在试验结束时从每一个试验容器中取大约10 g试验混合物的代表性的试样，测定其潮湿材料

质量(-ix-,)、总干固体(mix")和挥发性固体(mix�,)，计算出总干固体与潮湿材料质量之比(mixn�w,)

挥发性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 rn:二、d。)，用相同的方法确定空白容器中总干固体与潮湿材料质量之比

(Co-,-, )、挥发性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com、二);

    70.按式(C. 7 )计算试验结束时每一个试验混合物中挥发性固体(mi z,r )，按照方程式(C. 8 )计算

每一个空白容器培养土的挥发性固体((com,�, )，单位为克每个容器(9/容器):

                                    MILL, = nc"z� } X m22dNwe X mz,X�Iee ·····················‘··。··⋯(C. 7)

                                    com,�,. = com- X COMI-,Xcom 一〔!。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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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计算试验结束时空白容器中平均挥发性固体量(com-,.- ) ;

    12.按式(C. 9 )计算试验结束时每一个试验容器中试验材料挥发性固体量(ma t,f, )，单位为克每个

容器(9/容器):

                                            Mat', =mtx,一‘om,a二n ································⋯ (C. 9)

    13.按式((C.10)，根据挥发性固体量计算每一个试验容器中已分解的试验材料量(matd,} )，单位为

克每个容器(9/容器):

                                            ma t de:一 ma t,t，一mat, ·····。。·······················⋯⋯(C. 10)

    14.按式(C. 11)，根据试验材料挥发性固体的质量损失计算每一个试验容器中试验材料的生物分

解率 Dv:

                                      Dv一matnee X 100/mat‘、······························⋯⋯(C. 11)

    15.计算生物分解率的平均值(Dv.mean) ;

    16.如果需要的话，用同样的方法根据参比材料的质量损失计算生物分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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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循 环 试 验

    用循环试验来验证此方法。使用的试验材料是纸、聚户经基丁酸醋和p4i基丁酸醋与9-经基戊酸

醋的共聚物。参比材料是粒度小于20 pm的纤维素。

    试验结果和试验人员的评价表明该方法切实可行，试验结果的预测性很强。试验结果发表在化学

世界31,(1995),pp4475- 4487《用实验室控制的堆肥试验测定聚合物材料需氧生物分解性》[PAGGA,

li. ,BEIMBORN,J. and DE WILDE,B.. Determination of the Aerobic Biodegradability of Polymeric

Material in a Laboratory Controlled Composting Test. Chemosphere,31(1995),pp 4475̂-4487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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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表 格 示 例

受控需氧堆肥试验— 试验报告

试验材料:

堆肥来源:

试验容器容积

参比材料:

堆肥肥龄:

测定二氧化碳方法

试验结果

出的二氧化碳 计

生物分解百分率
IIR A I*,X
{算平均r

/%

根据有机物质量计算

平均生物分解百分率

          /%

试验时间

    厂d
观 测

试验材料 }
            一

参 比材料

有效性判断依据:

    45 d后参比材料的生物分解百分率是否>70%9

                        ] 是 口 否

    试验结束时不同容器的参比材料的生物分解百分率的相对偏差是否<20%?

                        口 是 口 否

    试验前10 d内空白容器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的平均值是否在50 -ĝ-150 mg C02/9挥发性固体?

                          门 是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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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控需叙堆肥试验

根据释放出二氧化碳量计算的生物分解百分率

日

期

天

数

/

d

(CO )a/

(9/容器)

(CO,)az/

(9/容器)

(CO,)二/

(9/容器)

以〕功)。~ /

  (9/容器)

(以〕)a /

(9/容器)

(0h ),l/

(留容器)

(M ),,/

(9/容器)
D� /
  %
D,,
  %
D州
%

D lj

  %

(COl)a— 实测空白试验产生的累计二氧化碳量;

(C姚)— 在t时间实测的试验材料或参比材料所产生的累计二氧化碳量;

计算

(CO)。 。=仁(COO】+(CO)、十(COz).1/3

      D,=[(COI)。一(COz)-.. ] 17h(刀

            D,=/D� + D�+D。]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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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控需叙堆肥试验

根据有机物质量损失计算的生物分解百分率

试验材料

  (mat)

mat,

              H

，月ata

              H

niat,

              H

mate,�

              H

mat"e

              H

培养土，开始

  时(com)

‘0扮2钾人

              H

c0刀刁d.

              H

cc刀二，‘

              H

C- ."-

                g

- al,",

                H

试验混合物，

  结束时

  (.z")

刀之上s�,

              H

mrrd吧

              8

”万之工叱

              H

刀i- e- .

                H

刀子7z.. e.

                H

培养土，结束

  时(。0。)

cmn�,

              H

come,

              H

com甘 ,

              H

coma,,...

              H

CO汁 ℃犷d.

                H

试验

材料

mat‘/

(9/容器)

  ..t/

(9/容器)

-a r,,a /

(9/容器)

  vesm/

(9/容器)

  刀e‘  ,  刀e‘m /

(9/容器)

  ves/

(9/容器)

  ves，/

(9/容器)

miz-/

(9/容器)

mis'l

(9/容器)

  mat,, l

(9/容器)

mate,, l

(9/容器)
U/%

阴口t,

ma趁

爪口t,

mat ��.

空 白
Co阴 .阴 a,/

(g/容器)

cam、了

(9/容器)

-t,,,/

(9/容器)

  ves�,/

(9/容器)

  ves�,l

(g/容器)

  ves, /

(g/容器)

  ves、 /

(9/容器)

cvm�,y l

(9/容器)

fom��;

(只/容器)

con1上

fo刀了,

c口尹尹刁弓

Com ,�-

    缩写:corn二培养土 mat=试验材料，mix=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试验混合物，ves二试验容器，wat

=水

    下标:w一潮湿材料，d=总干固体，v=挥发性固体，d/w=总千固体与潮湿材料之比，v/d=挥发性

固体与总干固体之比，deg=分解的试验材料，f=试验容器 5=试验开始，e一试验结束，Y=空试验容器

(空重),a一增加检查，add=加的水，a一空白(仅培养土),m=试验材料和培养土的混合物，mean一平

均值。按照挥发性固体计算生物分解率:Dv=matare X 100/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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