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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基本信息 

赵振东 男

研究生博士

研究员室主任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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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表彰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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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标准制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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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标准化科研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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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表标准化论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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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表标准化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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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标准中关键技术获得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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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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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情况证明 



ICS 65.050
B 7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8145-2003
代替GB/T 8145-1987

脂 松 香

Gum rosin

2003-08-25发布 2003-12-01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质 量 监 督检验 检 疫 总 局

发 布



GB/T 8145-2003

前
                          ．J日．
                                                  ．．．．．
                                                          ． ．． ．．

                    暇习

    本标准代替GB/T 8145-1987《脂松香》。

    GB/T 8145-1987《脂松香》颁布实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应用，松脂加工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了

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脂松香产量和出口量不断提高。现根据实际生产和应用水平并按GB/T 1. 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原标准GB/T 8145-1987进行修订。

    本标准与GB/T 8145-1987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 将规定级别以外的松香规定为等外品，取消了不合格品的规定，增加了中国脂松香级别与美国

        ASTM D 509-1998《松香取样及定级的标准试验方法》规定级别的相似性说明（见3.2);

    — 改变了技术规格表的表示方式（见表1)，修改了酸值的单位符号；

    — 增加了表1的注，提示南亚松松香的酸值较高，湿地松松香的不皂化物含量较高；

    — 增加了试验方法一章（第5章）；

    — 在标志中具体化了批号的标识方法，使得产品具有可朔源性质（见7. 1);

    — 松香包装桶的要求改为引用行业标准LY/T 1145（见7. 2. 1) ;

    — 增加了每桶松香的最大允许称量误差（见7.2.2);

    — 增加了运输的相关规定（见7. 3) ;

    — 将有关结晶现象判断和松香含硫定性方法的内容转移到GB/T 8146-2003((松香试验方法》。

    — 将“严重结晶”修改为“部分结晶”，取消了“严重结晶”松香为不合格品的描述，但要求在外包装

        上进行标注（见A. 1. 2)；

    — 将含硫的松香规定为“含硫松香”，取消了不合格品的规定，但要求在外包装上进行标注（见

          A. 2 )。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归口和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振东、刘先章、曹向民、李冬梅。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8145-198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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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脂

2006-08-28 发布

噩噩
共和国国家标准

-•• 丁3松

Gum turpentine 

GB/T 12901-2006 
代替 GB/T 12901-1991 

油

2007-03-01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前言

本标准代替 GB/T 12901-1991《脂松节油》。

本标准与 GB/T 12901-1991 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一增加了脂松节油的定义（第 3 章）；

GB/T 12901-2006 

一一简化了颜色的要求，采用目测结果，用表注的形式规范颜色级别要求的具体数值作为参考（见

表 1);

一一－小幅调整了优级脂松节油的折光率上限值（见表 1);

二一增加了孩烯含量（色谱法）的要求（见表 1);

一一取消了重级松节油的相关表述；

一一增加气相色谱组成及含量测定和报告的可选要求（见 6. 1. 1. 2); 

一一将“170℃锢出体积”简化表示为“馆程”，再加注的方式说明；

一一增加了试验方法（第 5 章）；

一一增加了检验分类（见 6. 1); 

一一增加了附录 A。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振东、李冬梅、毕良武、刘先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z

一－GB/T 12901-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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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turpentin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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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of turpentine and related terpene products- 
Test methods of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湖南松本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Q/CBCA 009—2018

1，8-对孟烷二胺
p-Menthane-1,8-diamine

2018-01-06 发布 2018-02-01 实施

湖 南 松 本 林 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布

备
案
   2018年

03月
19日

 14点
59分

备
案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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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实际生产并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制订而成。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和湖南松本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湖南松本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归口和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振东、史权、薛艳华、王婧、徐士超、李翼、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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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018年

03月
19日

 14点
59分

备
案
   2018年

03月
19日

 14点
59分



ICS67．220．10B36中华人民共禾口LY国林业行业标准LY／T1930—2010用于生产精油和抗氧化剂的迷迭香干叶Driedleavesofrosemary(RosmarinusofficinalisL．)forproductionofessentialoilandantioxidant2010-02-09发布2010-06-01实施国家林业局发布 食品伙伴网http://www.foodmate.net



www.bzfxw.com

刖吾LY／T1930—2010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提出。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归LI。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厦门劲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毕良武、赵振东、刘先章、张秋格、李冬梅、王婧、古研、李大伟。食品伙伴网http://www.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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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

LY/T2705—2016

樟 脑 磺 酸

Camphorsulfonicacid

2016-07-27发布 2016-12-01实施

国 家 林 业 局 发 布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亚细

亚化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冬梅,赵振东,古研,王婧,毕良武,陈尚和,赵光明。

Ⅰ

LY/T2705—2016







 
 

湖南松本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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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萜烯树脂 

 
 
 
 
 
 
 
 
 
 
 
 
 
 
 
 
 
 
 

 

 

2017-11-17 发布                                     2017-12-01 实施 

湖 南 松 本 林 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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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BCA008—2017 

 

                                

前     言 

 

本标准根据实际生产并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制订而成。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和湖南松本林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湖南松本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和湖南松本林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振东、史权、薛艳华、王婧、李冬梅、李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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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科研情况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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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任务参加人员基本情况 

  项目任务编号： 2012104006-5 项目任务名称： “双打”中重要林化产品鉴别方法研究 

填表说明： 1.职称分类：A、正高级 B、副高级 C、中级 D、初级 E、其他； 

 

2.人员分类代码：A、项目负责人 B、项目骨干 C、其他研究人员； 

3.是否有工资性收入：Y、是 N、否； 

4.项目固定研究人员需填写人员明细。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技术

职称 

投入本项目的

全时工作时间

（人月） 

是否有工

资性收入 

人员 

分类 

1 赵振东 32010219600814321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A 18 Y A 

2  毕良武 32010619660715043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A 18 Y B 

3  蒋剑春 32010219550209323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A 12 Y B 

4  邓先伦 32010219560624323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A 12 Y B 

5  李冬梅 32010219571029322X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B 18 Y B 

6  谭卫红 23102719710516504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B 18 Y B 

7  戴伟娣 32010219540706324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B 18 Y B 

8  孙 康 34052119760530003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B 18 Y B 

9  戴 燕 43042119810803514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C 18 Y C 

10  王 婧 14232619830502052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C 18 Y C 

11  卢言菊 37132719820212372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D 18 Y C 

12  卢辛成 15022119850302621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D 18 Y C 

13  沈娟章 34242319850808588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D 18 Y C 

14  王宏晓 41018519820213539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D 18 Y C 

15  蔡燕燕 37108119831229562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D 18 Y C 

16 胡亿明 35082219830306223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17 李 静 32010219840803382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18 韩路路 41032219871226683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19 张平辉 36028119891201191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20 邢雅丽 41132819870416278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21 张海波 37292619891114541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 8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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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编号：2007FY230200 

项 

 

 

目 

名

称 

中文 林产化工标准样品研制与体系构建 

英文 
Prepar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of Forest Chemical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System 

专项经费预算额  189 万元 其中第一年      60 万元 

起止年月 2007 年 12 月 至  2010 年 11 月 

依托部门 国家林业局 

第一承担单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承担单位数 1 

项目 

负责人 

姓 名 赵振东 性别 男 专业 应用化学 
身份证

号码 

32010219600814

3218 

单 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每年工作 

时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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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研 

 

究 

 

人 

 

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专    业 单   位 

每年工

作时间

(月) 

陈笳鸿 320102194908233279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郭长泰 32010219410918321x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毕良武 320106196607150431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汪咏梅 320102196406063264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王振洪 320102591023325 有机化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刘军利 610326197401041416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4 

李冬梅 32010219571029322X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吴冬梅 320102195702073243 分析化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6 

林云露 320102560401322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4 

王  丹 230107197902210416 林产化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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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 2000DEB20059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 

合  同 书 

 

 

 
项 目 名 称：  林化产品质量标准制订与升级 

项目承担单位：  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  宋湛谦  储富祥 

单 位 代 码：     3   5   0   0   8  

通 讯 地 址：   南京锁金五村 16 号 

联 系 电 话：   025-5412131-2535 

电 子 信 箱：   ricpufp@public1.ptt.js.cn 

归 口 部 门：  国家林业局 

 

科 学 技 术 部 编 制 



科技基础性工作参加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职    称 工作单位 承担工作 

１ 宋湛谦 院士、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负责全面工作 

2 储富祥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  组织协调 

3 陈晓鸣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资昆所 协调、白腊标准 

4 蒋剑春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协调、活性炭标准 

5 陈笳鸿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单宁酸标准 

6 赵振东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节油标准 

7 刘军利 助  研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管理、活性炭标准 

8 戴伟娣 副  研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活性炭标准 

9 王金秋 副  研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针叶叶绿素标准 

10 石  雷 副  研 中国林科院资昆所 管理、紫胶标准 

11 刘  娟 副  研 中国林科院资昆所 印楝标准 

12 高  宏 助  研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香标准 

13 唐元达 工程师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香标准 

14 叶伯蕙 实验师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香标准 

15 周永红 副  研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香标准 

16 蔡  杰 初  级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香标准 

17 李冬梅 实验师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节油标准 

18 刘先章 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节油标准 

19 王  婧 初  级 中国林科院林化所 松节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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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论著情况的证明 



第 22卷 第 4期 

2002年 12月 

林 产 化 学 与 工 业 
Chemistry and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 

V01．22 No．4 

Dec。 2002 

1995—2002年中国脂松香质量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 

赵振 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 产化学工业研 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42) 

ZHAO Z D 

摘 要 ： 从各种不同渠道详细调查了 1995年至 2002年中国脂松香的质量状况。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 

析 ，并将调查结果与脂松香国家标准(GB／T 8145—1987)的各项主要技术指标进行 了相应的对 比研究。结果 

表明，单就技术指标的统计平均结果而言 ．各个级别的脂松香质量均优于 目前的国家标准要求 ，而且仍然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但是 ，”混合松香”等质量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根据 中国采脂树种和客户实际 

需求的不断变化，按照不同树种或不同用途分别制定分类松香标准或专用松香标准将是未来质量要求 的发 

展 趋 势 。 

关键词 ： 脂松香；品质调查 ；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 ：TQ3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3-2417(2002)04-0071-04 

脂松香是我国的主要林化产品之一，年产量约 4O一45万 t，年出口量约 25—3O万 t，创汇约 1．5亿 

美元 ，对于山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近几 年来 ，松香 的生产企业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已经 由过 去单一 的国营企业 ，逐 步变成 了 国营企 

业、中外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虽然生产工艺上仍然是蒸汽法为主，但是滴水 

法生产方式也占有相当的比重。由于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在生产管理和经营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 ，对 

产品的质量意识也各不相同，尽管各企业都在执行《脂松香》国家标准⋯ ，松香产品的质量仍然存在参 

差 不齐的现象 。 

近几 年 ，由于引种的湿地松逐步进入采脂年龄 ，湿地松 松脂 的 比例逐年增 加 ，有 的地 区马尾 松松脂 

所 占的比例已经很低 ，取而代之的是湿地松松脂。但由于各方面对于湿地松松香的认识不足，不经意将 

湿地松松脂和马尾松松脂混在一起采收和加工 ，从而生产出“混合松香”，出现了所谓“混合松香”的质 

量 问题 ，给外 贸销售和用户带来 了麻烦和损失。 

自《脂松香》国家标准 GB／T 8145—1987颁布实施 以来 ，松香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没有停止 

过，前些年还偶尔有质量评比活动，对脂松香的生产统计年年在进行 ，但是，对于全国松香生产质量却始 

终 没有做过深 入、认真 的调查分析 和总结 。 

为了对中国松香质量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以修订《脂松香》国家标准为契机。对 1995年 

以来的中国脂松香质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然而，由于研究经费的限制，调查范围、调 

查对象等也不可能很全面。现就有关的调查工作进行总结和分析。 

1 调查 工作 

以《脂松香》国家标准 GB／T 8145—1987的主要技术指标为调查内容，从各个渠道调查并收集了从 

收稿 日期 ：2002—10—10 

基 金项 目 ：国家标 准 资助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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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分析中影响不皂化物含量的关键因素及机理研究 

ZHAO Zhen—dong 

赵振东。，何祖群 ，李冬梅。，王 婧。，毕良武 ，古 研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42；2．中国金龙松香集团公司，北京 100029) 

摘 要： 研究了在脂松香分析测定过程中影响松香不皂化物含量测定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机理， 

讨论 了树脂酸在皂化过程中的形态变化特征及其导致不皂化物需要进行树脂酸校正操作和计算的 

理论依据。结果表明，马尾松松香的不皂化物中易挥发组分最多，湿地松松香的不皂化物含量较 

高，易挥发组分含量也相对较高，加勒比松松香和南亚松松香不皂化物中可挥发性物质较 少。随着烘干温度的提高，松 

香中不皂化物的含量降低，但高温可能明显地使松香不皂化物中易氧化的醛类物质等发生了部分氧化，致使 4种松香不 

皂化物的酸价则呈增加的趋势，但是，松香不皂化物中存在的酸性应主要来源于由强碱和弱酸形成的松香树脂酸盐类与 

松香树脂酸之 间的电离平衡反应。 

关键词： 不皂化物；松香分析；树脂酸；电离平衡 

中图分类号：TQ35l、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417(2006)03—0001—05 

Studies on Key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fluencing the Content of 

Unsaponifiable Matter during Rosin Analysis 

ZHAO Zhen—dong’
，
HE Zu—qun ，LI Dong—mei’

，
W ANG Jing’，BI Liang—WU’，GU Yan’ 

(1．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 

Nanjing 210042，China；2．China Gold Dragon Rosin Group Corp．，Bering 100029，China) 

Abstract：Key factor and mechanism influencing the content of unsaponifiable matter were investigated，during rosin analyisis 

using ether extraction from its soap solution．The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in acid，as well as titration correc— 

tion of the unsaponifiable matter during rosin saponification were discussed theoretically．As results，there are the highest content 

of volatile matter in the unsaponifiable matter of masson pine rosin，high contents of unsaponifiable matter and volatile matter in 

slash pine rosin．and less contents of volatile matter in P．caribaea Morelet and P．1atteri Masson rosins．The content of unsaponi— 

fiable matter becomes decreasing while drying temperature is increasing．On the contrast，acid values of the unsaponifiable matter 

of these 4 kinds of rosin get increasing because hi gh drying temperature results in autoxidation of diterpene aldehydes．However， 

the acidity of the unsaponifiable matter would mainly originated from the ionization equilibrium between resin acid and its potassium 

salt．Therefore，the content of unsaponifiable matter must be corrected during rosin analysis． 

Key words：unsaponifiable matter；rosin analysis；resin acid；ionization equilibrium 

脂松香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林化产品之一，脂松香和松香试验方法两项国家标准则是指导其生产、销 

售和应用的基础标准，是保证我国每年约6O万吨脂松香产品质量的基础。经过修订的脂松香(GB／T 

8145—2003)。。 和松香试验方法(GB／T 8146—2003) 两项国家标准已经于2003年 l2月 1 13开始实 

施，赵振东等专门详细介绍了新标准的重要特点 j。松香不皂化物是《脂松香》国家标准中的重要技 

术指标之一，直接关系到松香品质的评价，其具体测定方法由《松香试验方法》国家标准进行规定。在 

现行的松香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中，松香不皂化物的测定采用乙醚萃取皂化液的溶剂萃取法，并以氢氧化 

钾标准滴定溶液作滴定剂进行校正测定。 

收稿日期：2006—01—10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建设资助项目(2004DEA70900)的部分内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无编号)中的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赵振东(1960一)，男(白族)，云南昌宁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萜类和奠类化学研究及利用 ．松树病虫害化学研究等方 

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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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脂含量快速评估模型的研究与应用

赵振东1,2,李冬梅*，张春玲3, 毕 良 武 王 婧 '  古 研 陈 玉 湘 u

a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_ 林产也学_工业研究新;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粗实验耄；国_家林业局林产 

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窒：江苏省生物盾巍源与_材料重点实验室，江 农 南 京 210042:

2 .中国林业科学斫究魔.林业新技术研究.所，北 京 100091;

3.福建省香产品质量隹■验中心，福建泉州:3626〇0)

ZHAO Zhendong 摘 要 ： 在针对我国松脂—行业生产.实_际和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松躐掺.杂评估方法国家标 

准的研究与制定任务，设计和研■制了一种在松脂生产、收购过程中能有效进行快速评估松.膊含量的.测定装置，并威用:该 

装置完.成了松臢含量袂速评依模型的建模工作。为适J ■我国主要松賸产地和采避季节的气候挣点，分酿建立了在 25 _和 

3 0 弋气溢条件■下可正常使用的松.微质量分数(踢与松脂液体积<m L)之间的定量评估模型，其数学方程式分别为：知 = 

4 .2 4 & - 2 1 6 .3 和 ；y3。=4.211:1. - 2 1 5 .3 。应用所得的松腹含量简单快速评估壤型及测定方法，.定了国家标本.《，松 _掺  

杂评估方法为规范松脂行业生产秩序、打击假冒妫劣产品和现场评判.松脂品质等提供了技木支雜。

关键词： 掺杂松腹.1松擬含量:松腐.液体积;评估模型

中图分类号:TQ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3-2417(:2017_)01-0021-06

引文格式：权振东，李冬椽，张泰玲，等松脂含量故遠评估楼漤的妍究与应林产*学与工业，2〇17_,37 (1_) :2i-26-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Rapid Evaluation Model of Oleoresin Content
ZHAO Zhendong1,2, LI Dongmei1, ZHANG Chunling3, BI Liangwu1,2,

WANG Jing12, GU Yan12, CHEN Yuxiang12
( 1 .  Institu 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 roducts, C A F；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 for Biomass Chem ical U tilization；
Key and Open Lab. of Forest Chemical E ng in eerin g ,S F A ； Key Lab. of Biomass Energy and M aterial,Jiangsu  Province, 

N anjing 2 1 0 0 4 2 , C h ina； 2 . R esearch Institu te of Forestry New Technology, C A F, Beijing 100091 , C h ina；
3. Fujian  Quality Inspection Center for Incense P roducts, Quanzhou 3 6 2 6 0 0 , C hina)

Abstract：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ual production situation , an  apparatus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for quick  and 
effective analysis of oleoresin content during production and trade. A sim ple and quick  evaluation model of oleoresin content was 
established by applying the apparatus. In  o rder to adapt for the clim ate features of m ain oleoresin production season and regions in  
C hina , two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leoresin content ( % )  and volume ( m L )  of oleoresin solution were obtained as 
equations as y 25 = 4 . 248尤- 2 1 6 .  3 and y 30 二4. 211% - 2 1 5 .  3 a t 25 丈 and  30  丈 ，respectively. As a  resu lt for applying the quick 
evaluation models and the related  determ ination m ethod of the oleoresin co n ten t, a  national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as 
" Evaluation m ethod for adulterated oleoresin"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s for standardizing the industry o rd er, battling 
counterfeit and  shoddy products, and rapid on-site evaluation of oleoresin.
Key words： adulterated o leoresin ； oleoresin co n ten t； volume of oleoresin solu tion ；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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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标准样品的制备和定值研究 

赵振东 ，李冬梅 ，毕良武 ，王 婧 ，曹向民 ，古 研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 

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2．九江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 ： 研究了樟脑标准样品的制备、均匀性和稳定性及其定值方法。采用天然樟脑经过 乙醇重 

结晶和化学除杂相结合的方法制备樟脑标准样品，采用气相 色谱 面积归一化法测定含量。本批次 

制备的樟脑标准样品通过了均匀性检验，且至少在 24个月内是稳定的。樟脑标准样品的多实验室联合定值结果表示 

为：樟脑含量的标准值 99．91％ ；标准不确定度0．04％；扩展不确定度(95％ 置信率)0．09％。 

关键词： 樟脑；标准样品；制备；定值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3—2417(2007)03—0001—05 

Study on Prepa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 of Camphor 

ZHAO Zhen—dong ，LI Dong—mei ，BI Liang—WU ，WANG Jing ，CAO Xiang—min ，GU Yan 

(1．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 

Nanjing 2113042，China；2．General Technical Center of Jiujia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Jiujiang 332000，China) 

Abstract：Preparation，homogeneity，stability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 of camphor were studied．The reference 

material of camphor was prepared by re—crystallization in ethanol combined with chemical impurity—elimination．The content of 

camphor in reference material was measured by gas chromatographic area normalization．The reference material of camphor passed 

the test of homogeneity，and has been stable for more than 24 months at least．The united certification results of camphor reference 

material through multiple lab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 value of camphor content was 99．91％ with the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04％ ．and the expanded uncertainty of 0．09％ under the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95％ ． 

Key words：camphor；reference material；preparation；certification 

樟脑为无色透明或 白色结晶块状或粉末状物质，分子式 cmH O，相对分子质量 152．24，熔点 

179．8 c【=，沸点204℃(升华)，折光率 1．546 2，闪点64℃，密度0．990 g／cm，比旋光度 +44．3 oL卜 ，易溶 

于氯仿、乙醚、乙醇、丙酮、乙酸、苯，不溶于水、碱和甘油，在常温下升华，点火易燃烧产生大量黑烟及有 

光的火焰，可以人药 J。我国1991版《合成樟脑》国家标准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出口 

芳香油、单离和合成香料樟脑含量的测定(重量法)》 中，樟脑含量测定是采用化学法(樟脑与2，4一二 

硝基苯肼形成“腙”沉淀)，不需要樟脑标准样品。新制定的《日用樟脑》行业标准 和新修订国家标准 

《合成樟脑》 中，已经分别建议或强制使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樟脑含量，其中需要“标准樟脑”作为参照 

物 j。德国《合成(消旋)樟脑》标准(DAB10)中 j，也是使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樟脑含量，但不需要樟 

脑标准样品(使用的是类似物水杨酸甲酯)作内标。文献研究报道中的樟脑含量测定方法，除少量提到 

收稿日期：2006—10—18 

基金项目：国家标准样品研制计划项 目(1999一标样一131)；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项 目(2000DEB20059) 

作者简介：赵振东(1960一)，男(白族)，云南昌宁人 ，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萜类化学、松树病虫害化学、天然产物化 

学、应用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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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的制备和定值研究 

ZHAO Zhen—dong 

赵振东 ，李冬梅 ，毕良武 ，王 婧 ，曹向民 ，古 研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 究所；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42；2．九江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 研究了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的制备、均匀性和稳定性及其定值方法。乙酸龙脑酯标准样 

品的制备采用高纯度天然龙脑的乙酰化法，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的含量测定采用气相色谱面积归 

一 化法，制备得到的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通过了均匀性检验，且至少在 24个月内是稳定的。乙酸 

龙脑酯标准样品的多实验室联合定值结果表示为：乙酸龙脑酯含量的标准值 99．93％；标准不确定度 0．08％；扩展不确 

定度(95％ 置信率)0．16％。 

关键词： 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定值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417(2007)02—0011—05 

Study on Prepa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Substance of Bornyl Acetate 

ZHAO Zhen—dong ，LI Dong．mel ，BI Liang—WH ，WANG Jing ，CAO Xiang—min。，GU Yan 

(1．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 

Nanjing 210042，China；2．General Technical Center of Jiujia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Jiujiang 332000，China) 

Abstract：Preparation，homogeneity，stability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substance of bornyl acetate were studied．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of bornyl acetate was prepared by acetylation of highly pure borneo1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a natural 

borneol product．The content of bornyl acetate in reference material was measured by gas chromatographic area normalization．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of bornyl acetate passed the test of homogeneity，and it was stable during 24 months at least．The joint 

certification results of bornyl acetate reference substance through multiple lab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 value of bornyl acetate 

content was 99．93％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08％ ．extended uncertainty of 0．16％ and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95％ ． 

Key words：bornyl acetate；reference substance；certification 

乙酸龙脑酯(bornyl acetate或 1，7，7 trimethylbicyclo[2．2．1]heptan一2一ol acetate)，分子式 c12H20O2， 

相对分子质量 196．29，无色液体，具有较强的松林香气，清凉辣味，26～27℃ 以下整体结晶，凝固点 

25℃，熔点 29℃，沸点 223～224 oC(或 106～107 oC，200 Pa)，密度p 0．992 0 g／mL，折光指数 n 

1．462 0～1．465 5，比旋光度[ ] (一39。～一45。或 +44。23 )̈ 。乙酸龙脑酯标准样品是合成樟脑国 

家标准 和日用樟脑行业标准 中有关樟脑或莰酮一2的含量分析的参考标准化合物或者内部标准化 

合物，也可作为气相色谱外标或内标法测定樟脑含量的外标或内标化合物；可以用于测定樟脑和乙酸龙 

脑酯的分离度；可用于评价气相色谱分析柱是否满足分析测定要求；可以用于测验气相色谱分析系统是 

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可用于测定樟脑及其异构体的相对保留时间，从而进行樟脑的定性分析；可用 

于测定乙酸龙脑酯的相对保留时间，从而进行其他需要乙酸龙脑酯作为定性鉴定或定量的相关分析等。 

国际上，德国的药用樟脑标准(DABIO)中规定使用标准乙酸龙脑酯作为内标化合物 ，但是购买和使 

收稿日期：2006—10一l8 

基金项目：国家标准样品研制计划项目(1999一标样 一131)；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项目(2000DEB20059) 

作者简介：赵振东(1960一)，男(白族)，云南昌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萜类化学、松树病虫害化学、天然产物化 

学、应用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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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松香》和《松香试验方法》国家标准 

2003修订版的变化及特点 

赵振东，李冬梅，刘先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GB／T 8145—2003(／]~松香>和GB／T 8146—2003(松香试验方法>两项国家标准已经于2003 

年 12月1日开始实施，新版标准与1987版标准相比，具有许多明显的变化和不同。本文主要针对 

新版标准的变化特点和修订过程中的主要修订依据进行简要介绍，以便于标准得到更好的宣贯、 

实施和应用。 

关键词：脂松香；松香试验方法；标准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33(2004)06—0010—06 

脂松香是我国最重要的林产化工产品之 
一

，年产量50余万t，出口量30余万t。松香 

的生产、应用、销售、外贸、教学、科研等各个 

环节，都离不开《脂松香》和《松香试验方法》 

这两项松香行业基础性国家标准。由于GB／ 

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 20001．4— 

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四部分：化学分析方 

法》分别于2001年6月1日和l2月1日实 

施。加之松香行业的迫切需求和支持，使用时 

间长达l6年之久的GB／T 8145—1987《脂松 

香》和GB／T 8146-1987《松香试验方法》得 

以顺利修订。2003版新标准是本着质量要 

求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则，在广泛进行国 

内外相关标准资料、国内主要厂商产品质量 

调研、对比分析以及实验研究和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成的。 

已经完成的1995—2002年中国脂松香 

质量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软 

化点、酸价、不皂化物含量等各种技术指标 

上，我国的脂松香产品质量目前仍然处于比 

较好的水平，具有较高的质量竞争力l1】。只 

是近两年来由于有部分湿地松松脂与马尾松 

松脂相混而产生了所谓的“混合松香”l2】，造 

成了一些使用和销售上的麻烦。只要能够认 

真地进行不同树种分别采脂、分别加工，生产 

比较纯的某一树种的松香，并且进行分别销 

售和分别利用，中国脂松香就不容易出现大 

的质量方面的问题。 

GB／T 8145—2003《脂松香》和 GB／T 

8146—2003(松香试验方法》两项国家标准已 

经于2003年6月和8月公布，并且已经从 

2003年l2月1日开始实施，分别代替GB／T 

8145—1987和GB／T 8146—1987。为了更好 

地宣贯和实施新的国家标准，使我国松香工 

业继续保持良好的质量水平和在国际市场上 

基金项目：国家标准资助项目(无编号) 

作者简介：赵振东(1960一)，男(白族)，云南昌宁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萜类和奠类化学研究和利 

用、松树病虫害化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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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介绍

我国首部《日用樟脑》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主要特点及用途简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赵

振东研究员主持制订的我国首部《日用樟脑》行

业标准 LY /T 1645 - 2005已经于 2005年 8月 16

日由国家林业局发布并于 2005年 12月 1日开始

实施。

为了规范日用樟脑制品的生产、销售并进行

有效的市场监督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尽量杜绝假

冒伪劣产品的存在及滋生 ,同时也为了贯彻执行

1999年 3月 23日国家环保局批准 、发布和实施

的 “安全型防虫蛀剂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要求 ”

H JBZ 32 - 1999,经过课题组多年研究后制订了该

标准。对于促进日用樟脑制品的生产 、销售和应

用 ,对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无论从使用历史 ,还是从环境卫生来看 ,已证

明樟脑对人体安全 、无毒 、可靠且便于推广使用。

无论从回归自然还是从使用安全性考虑 ,作为衣

物 、书籍 、档案和居室的防虫 、防蛀功能制剂 ,日用

樟脑是首选的安全性防虫蛀产品 。 HJBZ 32 -

1999已经明确规定樟脑为安全型防虫蛀剂环境

标志产品 ,但其中不得含有萘和对二氯苯 。但是 ,

由于过去长期使用的萘制品 (俗称 “卫生球 ”,并

长期被误称为 “樟脑丸 ”),已在大众中留下了深

刻印象 ,并且由于其廉价 ,至今仍有销售 ,尤其是

在城郊和农村 ,市场上仍经常出现大量假樟脑制

品 ,既干扰了日用樟脑产品的市场销售 ,同时也有

害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 。

《日用樟脑》行业标准具有如下主要特点和

用途:

1　主要特点

1)主要规范内容　 《日用樟脑》行业标准是

作为日用樟脑制品的一般性产品技术标准制订

的 ,并以推荐性标准的形式发布和实施的 ,其主要

内容包括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外

观性状嗅味感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形状大

小包装及标志 、贮存及运输 、卫生及管理等共 10

章 ,另外还附有 4个资料性附录 ,即附录 A ～ D。

2)规范了主要技术要求 　根据日用樟脑制

品的产品特征和目前生产的产品的调查和抽样检

验的结果确定了主要技术要求为:外观为无色或

有色的 、有表面光泽的透明或半透明固体;嗅味感

为樟木样香气或者添加香料的香气;相对密度 ρ
23

应在 0. 872 ～ 0. 982 g /cm
3
之间;主成分樟脑 (总

酮 , GC)含量应不低于 92%;主要杂质异龙脑最

大允许含量为 2%;不挥发物最大允许含量为

1%;功能性添加剂最大允许添加量为 5%。

3)用气相色谱方法作为测定相关成分含量

的基本方法　根据合成樟脑是生产日用樟脑主体

原料 ,而且 ,同时可能添加了少量不挥发性的功能

添加剂等事实 ,选定了气相色谱内标法 (也可以

使用外标法 )作为测定主成分和相关成分的基本

定量分析方法。这样可以减少由于这些杂质成分

的存在而可能带来的干扰 。

4)用相对密度来辅助规范其杂质成分及功

能添加剂的组成和添加量　日用樟脑作为防虫蛀

剂的商品已广为人们接受 。为进一步增加产品的

吸引力和提高使用效果 ,在日用樟脑中添加极少

量添加剂是允许的 ,如添加极少量的色素 ,可使产

品展现五彩缤纷的美感。添加少量香精可以改善

或改变香型 ,以适应于消费者的不同喜好。若增

添安全性优良的少量高效防霉剂、杀虫剂等 ,则可

提高日用樟脑的综合应用性能 。为此 ,在制定日

用樟脑标准时适当留出了添加剂的含量空间。为

了限制一些不利的和没有功能作用的物质的随意

添加 ,本标准使用了密度的要求 ,其数值范围是根

据目前日用樟脑的生产实际以及市场销售产品的

调查和取样分析结果经过统计分析而确定的。

5)给日用樟脑生产商预留了适当的自主空

间　日用樟脑产品主要用于衣物 、书籍等的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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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樟脑》行业标准的研制及应用 

赵振东 ，李冬梅 ，刘先章 ，毕良武 ，曹向民 ，王 婧 ，古研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2．九江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根据市场需求研究制定了林业行业标准《日用樟脑》。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日用樟脑的外观、性状、嗅味感、要求、 

试验方法、功能添加剂、形状、大小、包装、标识、贮存、运输、卫生和管理，适用于以合成樟脑或者天然樟脑为基本原料制 

得的各种不同形状的日用樟脑制品。研究建立了以气相色谱分析为主的相应检测和分析试验方法，确定了含量、密度等 

主要技术参数及取值范围。同时还研究了日用樟脑中相关掺假制假物质的分析检验方法。 

关键词：日用樟脑；标准；鉴别；合成樟脑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54(2007)叭 一0009—05 

Study on Standardization of Domestic Camphor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ZHAO Zhen．dong ，LI Dong．mei ，LIU Xian-zhang ，BI Liang．WU ， 

CAO Xiang．min ，WANG Jing ，GU Yan 

(1．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Nanjing 

210042。China；2．General Technical Center of Jiujia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Ji~iang 332000，China) 

Abstract：Standardization of domestic camphor was worked ou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 as a 

forestry—industrial standard．The standard specified appearance，character，odor，specifications，test and analytical methods， 

functional additives，shapes，sizes，packing，marking，storing，transportation，sanitation，and management，and the standard is 

the same for domestic camphor products made of synthetic or natural camphor in different shapes．The analytieal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were established in which GC was the mai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guishing of the domestic camphor．Then，the 

specifications such as camphor content，density，etc．and their value ranges were studied and confirmed．At the same time，the 

test and analytical methods for sophistication and the sophisticated impuritie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Key words：domestic camphor；standardization；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gu ishing；synthetic eamphor 

民间应用樟木制品储存衣物和书籍等防止虫 

蛀已有悠久的历史，主要是利用樟科植物精油主要 

成分天然樟脑的防虫蛀特性及其特殊的芳香气味 

和清凉感。樟脑对人体安全、无毒、可靠且便于推 

广使用。1999年3月23日国家环保局批准、发布 

和实施的安全型防虫蛀剂环境标志产品的技术要 

求 ⅢBZ 32—1999_】J，已经明确规定樟脑为安全型 

防虫蛀剂的成分之一，且明文规定其中不得含有萘 

和对二氯苯。无论从回归自然还是从使用安全性 

考虑，日用樟脑是首选的安全性防虫蛀产品。 

日用樟脑是以合成樟脑或者天然樟脑为基本 

原料，必要时添加一定比例的功能添加剂如色素、 

香精或香料等，然后经过冲压成形等工艺过程制 

得的具有各种不同形状和不同大小的，主要用于 

衣服、织物、书籍、档案、纸张、木材等物品的防蛀、 

驱虫、防腐、熏香等的樟脑制成品。功能添加剂应 

对人体无毒、无害，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 

近年来，我国在禁止生产和销售萘制品，提倡 

收稿日期：2006—11-02 

基金项目：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基金项目(2000DEB20059)；国家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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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樟脑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赵振东，毕良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 

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 南京 2l0042) 

摘 要：详细研究了合成樟脑行业的发展现状，探讨了促进和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内外合成樟脑的生产能力为 

3．235万t，但正常生产的企业仅9家。2o08年全球合成樟脑产量约2．365万t，其中国内生产量约1．63万t，印度的产量 

O．735万 t。2008年中国出口量O．81万 t，出口价格 3 546 usD／t，出口到7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度、泰国、德 国、美 

国、日本居前 5位，近6年几乎没有变化。消费量相近且最大的国家为印度和中国。合成樟脑的生产主要有2种工艺方 

法，以传统的酯化一皂化法和一步水合法合成中间体异龙脑为区别，传统工艺方法仍是主流。质量控制标准体 系中有工 

业品国家标准、民用品行业标准和药用产品的药典标准，以及为标准服务用的标准样品。已经有环境标志产品等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和文件为合成樟脑行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而民用品市场的发展依然有赖于大众生活水平 

和健康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 

关键词 ：合成樟脑；松节油利用；行业现状；发展分析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54(2009)04—0oo1—08 

Industri习Ll Status and DeVelopmem 0f Syntlletic CaIIlphor 

ZHA0 Zhen—d0ng，BI Liang—wu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Iy of F0rest Pm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ab．fl0r Biomass Chemical 

Umization；Key and 0pen La}】．on Fbrest Chemical En neering，sFA，Nanjing 2lO042，C hina) 

Abstract：The dVe0lopment status of synthe Eic camphor industry was researched in detail，and some imp0rtant fact0rs to innuence 

and impr0ve the industry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Nowadays，the pmducti0n abiIity of synthetic camphor alI over the wor1d 

approaches t0 32，35 kt，to howeVer there are only 9 companies in n0nnal 0utputting． The tota1 output of synthetic camphor was 

about 23．65 kt in 2008，in which 16．30 kt wer℃produced in domestic and 7．35 kt in India． Chinese synthetic camph0r was 

exported in amount of 8．10 kt at an aVerage price of3 546 USD／t in 2008 t0 m0Ie than 7O countries and I℃gions，in which India， 

Thai1and，Ge珊 any，United States of Ame rica and Japan ranked the top ve c0untries that kept a1most stable f0r 6 years． The 

most consumption countries are India and China in almost balanced amounts． There are two major pr0cesses to synthesize 

camphor：the one is through esterificati0n and s印oni6cation，which is the so·called traditi0na1 process，and the other is thmugh 

a one—step hydration to give the intermedjate isobomeoI． The traditional way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process． QC standard system 

of the synthetic camphor consist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0f China f0r the industrial—gI_ade camphor，the Industry Standards f0r 

d0mesljc camphor，pharrnac0poeias f0r pha肿 aceutical—grade camphor and the re rence camphor serving f0r genera1 standards． 

Some 1aws，regulations，policies and g0vemment les，marked with HJ／T 217—2005“Technical Requirement f0r Envimnmental 

Label1ing Pmducts—Products Mothproof Agent”support and guarantee f0r the development of camphor industry，but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domestic camphor market is stij1 relying on th。promote of public daily—life and he alth awareness，as weU as on the 

guidance via pub1ic policy． 

Key wOrds：synthetic camph0r；utilization of turpentine oil；industrial status；develop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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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香工业标准现状及发展需求分析 

赵振东 ，曹向民。，毕良武 ，陈玉湘 ，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 

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91；3．黄埔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东 广州 510730) 

摘 要：总结和分析 了中国松香、松节油及其深加工产品相关标准的现状、构成特点以及与国外先进标准的差距和差异。 

探讨了行业内主要基础标准在执行过程 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分析 了导致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因素，根据调查 

结果分析初步提出了我国松香松节油行业近期的标准发展需求。 

关键词：松香工业；标准；现状与需求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54(2011)04—0006—05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mand of Standards for 

Rosin Industry in China 

ZHAO Zhen．dong ' ，CAO Xiang．rain ，BI Liang．WU ， ，CHEN Yu．xiang ， 

(1．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ab．for Biomass Chemical Utilization； 

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Key Lab．of Biomass Energy and Meterial，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42，China；2．Institute of New Technology of Forestry，CAF，Beijing 100091，China； 

3．Huangpu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Guangzhou 510730，China) 

Abstract：About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about processing and quality controlling of rosin and turpentine products as well as their 

derivatives，its present status，non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differences from exotic advanced standards we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Some problems occu~ed during application of these standards were discussed and relative possible 

reasons were analyzed，as wel1．Furthermore，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were suggested． 

Key words：rosin industry ；standard；situation and demand 

松香和松节油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林产化工产品之一，也是重要的出口产品，更是我国特色的资源产 

品。中国松香工业近些年发展很快，但是产销量起起落落，变化幅度很大，价格变动也很大。我国松香年 

产量从 2002年的52万t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很快发展到了2006年的81万 t，近两年来虽然生产量大幅下 

降但仍然保持在 60万t上下。随着美元快速贬值和人民币强劲升值，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松香松 

节油产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2010年 10月份这一个多月时间更是轻松超越2万元／t大关 ，至201 1年 

1月底，马尾松松香达到2．13万元／tl2 J，再创历史新高。松香工业行情看好，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在产销各 

环节一路追逐利益的同时，往往忘却了严格执行标准或者故意不执行相应的标准，丧失了标准所应该发挥 

的监督指导作用，比如在原料中掺假，在生产和销售中投机取巧，该分别利用或分离利用的产品变成了统 

货，更甚者将分离出来的东西甚至其他来源的东西随意掺入产品中，只要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检测不出来或 

者哪怕是被检验出来了但指标还处于“合格”的状态就行。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下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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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松香、松节油标准化建设现状及发展 

赵振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oo42) 

摘 要：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松香、松节油及其深加工产品的标准化建设现状及特点 ，通过与 国外先 

进标准进行对 比分析 ，探讨了我国松香、松节油及深加工产品的标准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松香 ；松节油 ；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 ：TQ351．47；N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33(2003)05 0l0一D4 

松香和松节油是我国重要的林产化工产 

品之一，也是重要的出口产品。目前 ，我国松 

香年产量约 50万 t，占世界松香产量的40％ 

以上 ，而且基本上都是脂松香 ，其中年出口量 

已经超过 30万 t。占世界松香贸易量的 50％ 

以上，在世界松香交易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松节油年产量约 6万 t，对于世界脂 

松节油市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松香、松节 

油以及相关再加工产品的品质将直接影响其 

出口销售及经济效益的发挥。而相关技术标 

准则是松香、松节油产 品质量的基本保证。 

因此，建立完善的松香、松节油及其深加工产 

品的标准体系，对于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及 

成本优势 ，继续保持最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创 

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我国松香 、松节油及其深 加工产品标 准化 

现状 

根据国家标准化法的要求。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四级。 目 

前松香、松节油及其再加工产品的标准主要 

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还有一部 

分企业标准，没有地方标准。根据国家标准 

化体系建设的要求 ，专业标准这一级将会被 

取消，相应的现行专业标准将逐渐被升级为 

行业标准等。 

我国松香、松节油及其再加工产品方面 

的有关标准经过多年的努力 ，取得 了较好的 

成果 。至今 已制定 国家标 准 9件 、行业标 准 

18件(详见表 1)。其 中，脂松香、松香试 验 

方法、脂松节油、松节油试验方法等 4件国家 

标准是松香、松节油的基础标 准。其他都是 

松香、松节油再加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标 

准。从数量上看，行业标准的件数最多。另 

外。尚有 1件专业标准正在修订为行业标准。 

2 国外松香 、松节 油标准化现状及特点 

松香、松节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具有一 

定的地域性特征 ，相关的国际标准数量 比较 

少。这些产品由于树种来源、产地、生产工艺 

等不一样 ，其产品特性不相同，难于使用统一 

的国际标准来衡量。需要有各 自的产品标准。 

相关的国外标准(详见表 2)是根据各个国家 

或地区各自不同的产品来制定和实施的。到 

目前为止，相关的国际标准数量状况为：ISO 

标准 1件 ；JIS标准(日本工业规格)中有效 

标准 1件 ；美 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ASTM)标 

准 18件；其它 的标 准(如 CSA，BSI，AWWA 

等)中，没有找到与松香、松 节油相关 的标 

准。木松节油标准也与松节油标准合并到了 
一 起 。 

在 ISO标准中，目前只有 1件海岸松型 

松节油的专用标准 ，于 1998年发布。对于其 

它树种来源的松节油只有参考作用。 

JSI标准(日本工业规格)：有关松香、松 

节油的标准 曾经有4件 ，目前有效标准只有 

作者简介 ：赵振东(1960一)，男(白族)。云南昌宁人，博士．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萜类和奠类化学研究和利 

用、松树病虫害化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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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樟脑中樟脑含量测定方法的对比研究 

赵振东，李冬梅，毕良武，王 婧，古 研，刘先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 

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用气相色谱(GC)法分析合成樟脑中莰酮一2的含量，用化学法测定合成樟脑中总酮的含量，并对化学法和 GC法 

测得樟脑含量的差别进行 了对比研究，其结果表明 GC法测得的莰酮一2含量与化学法测得的总酮含量之间具有数值上 

的近似性，并且这种近似性在标准规定不同品质级别的合成樟脑中表现一致。GC法可缩短分析时间，结果准确和可靠， 

此法已被《合成樟脑}GB／T 4895—2007国家标准引用，作为樟脑含量的测定方法之一。 

关键词：合成樟脑；莰酮一2；总酮；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TQ3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854(2008)01—0001—05 

Comparison of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Camphor 

Content in Synthetic Cam phor 

ZHAO Zhen—dong，LI Dong—mei，BI Liang—WLI，WANG Jing，GU Yan，LIU Xian—zha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Nanjing 2 10042，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 of 2-camphanone in synthetic camphor was determined by GC method，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 of 

total ketones in the synthetic camphor was determined by chemical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2-camphanone 

by GC area norm alization method was accordant with the content of total ketones by chemical method in numerical value after the 

content differenc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methods．They were suitable to synthetic camphor products in different grades of 

quality mentioned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GB／T 4895—2007．GC method could sho~en the analysis time with good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SO it is used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GB／T 4895—2007《synthetic camphor}a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 for synthe— 

tic camphor content，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on Mar 5，2007 and will be executed from September 1，2007． 

Key words：synthetic camphor；2一camphanone；total ketones；content determ ination 

合成樟脑是重要的松节油深加工利用产品之 
一

，可作为医药中间体和环境友好型防虫蛀剂 

(日用樟脑)的基本原料。我国是合成樟脑的主 

要生产国和供应国，随着合成樟脑生产技术水平 

和产品质量的进步和提高，合成樟脑的生产量和 

出口量不断增加 ，目前的年出口量已接近万吨。 

《合成樟脑》 国家标准 GB／T 4895—2007是我 

国生产和销售工业合成樟脑的基础标准，也是制 

定《日用樟脑》 行业标准的基本依据。《合成樟 

脑》国家标准 GB／T 4895—2007的颁布和实施， 

将会促进合成樟脑的生产、销售和应用，对市场的 

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合成樟脑中樟脑 

或者莰酮一2及其异构体的含量是衡量合成樟脑 

品质的关键技术指标。目前樟脑含量测定方法主 

要有两种，即气相色谱(GC)法和化学法(亦称重 

量法)。气相色谱法是基于樟脑中主成分莰酮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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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定值研究 

古 研，赵振东 ，毕良武，李冬梅，王 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研究了马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均匀性、稳定性及其定值方法。马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中4种指标成分的含量 

测定采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法。制备得到的马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通过了均匀性检验，且在 36个月内是稳定的。马 

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多实验室联合定值结果为：d一蒎烯含量的标准值 84．63％，标准不确定度0．12％，扩展不确定度 

(95％ 置信率)0．24％ ；／3-蒎烯含量的标准值9．56％，标准不确定度 0．O7％，扩展不确定度(95％ 置信率)0．14％；芋 

烯含量的标准值 1．66％，标准不确定度 0．03％，扩展不确定度(95％ 置信率)0．06％；长叶烯含量的标准值0，43％，标 

准不确定度0．04％，扩展不确定度(95％ 置信率)0．08％。 

关键词：马尾松松节油；标准样品；定值 

中图分类号：TQ351．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54(2011)01—0021—04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of Turpentine Oil from 

Pinus Massoniana Lamb． 

GU Yan，ZHAO Zhen·dong，BI Liang—WU，LI Dong—mei，WANG Ji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ab．for Biomass Chemical Utilization；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Key Lab．of Biomass Energy and Material，Jiangsu Province，Nanji”g 210042，China) 

Abstract：Homogeneity，stability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masson pine(Pinus massoniana Lamb．)turpentine oil 

were carried out．The content of 4 indicating of components of the reference material was measured using gas chromatographic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The standard of turpentine oil reference of masson pine passed the test of homogeneity，and it was stable 

during 36 months at least．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reference by different labs show that the standard value of 4 indicating 

components contents were as follows： —pinene eontenl of 84．63％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12％ ．extended uncertainty of 

0．24％ and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95％ ；卢一pinene content of 9．56％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07％ ，extended 

uncertainty of 0．14％ and their confidence coefficient is 95％ ：limonene content is 1．66％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03％ ．extended uncertainty of 0．06％ and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95％ ：longifolene content is 0．43％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of 0．04 ％ ，extended uncertainty of 0．08％ and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95％ ．respectively． 

Key words：turpentine oil of masson pine(Pinus massoniana Lamb．)；reference materials；certification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Lamb．)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区，喜温暖湿润气候，宜酸 

性土，忌水涝和盐碱，耐瘠薄，深根性，生长快。马尾松是生态建设、景观建设、木材、纸浆和松脂等资源 

的重要树种，我国生产的松脂大部分来 自马尾松，一般成熟马尾松单株年产脂量约 3～5 kg，高的超过 

10 kg。但是由于近些年的引种等造成松树种植区域重叠，有些地方不同树种松树混杂，采脂品种常常 

难以获得单一树种的松脂产品，有时采脂人员或加工企业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生产出混杂的松脂，导致 

松节油产品的树种混杂和品质下降，对于松节油及其深加工利用产品的贸易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随 

着松节油及深加工产品市场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研制我国主要采脂树种的松节油标准样品及建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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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制备与定值研究 

王 婧，赵振东 ，毕良武，李冬梅，古 研，陈玉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研究了湿地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制备和稳定性、均匀性及其定值方法。湿地松松节油制备采用水蒸气蒸馏法， 

含量分析采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法。制备得到松节油标准样品在 36个月内保持稳定，通过了均匀性检验。多实验室 

联合定值结果为： 一蒎烯含量 X =62．41％ ，标准不确定度 U =0．15％，扩展不确定度 Uo．95=0．30％； 一蒎烯含量 

．标=31．66％，标准不确定度 ￡， =0，09％，扩展不确定度 Vo =0．18％；卢一水芹烯含量 =3．33％，标准不确定度 

=0．05％，扩展不确定度 95=0．10％O 

关键词：湿地松松节油；标准样品；定值 

中图分类号：TQ351．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854(2011)03—0011—04 

Sample from Pinus elliottii Engelm． 

WANG Jing，ZHAO Zhen-dong，BI Liang—WU，LI Dong-mei，GU Yan，CHEN Yu-xia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ab．for Biomass Chemical 

Utilization；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Key Lab．of Biomass Energy and 

Meterial，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42，China) 

Abstract：The reference turpentine oil sample from Pinus eUiottii Engelm．(slash pine)was prepared，and their homogeneity， 

stability，and method of its certification were studied．The turpentine oil WaS prepared through steam distillation from slash pine 

oleoresin．and measured by a gas chromatographic area normalization．The reference turpentine oil from P eUiottii Engelm．has 

passed the test of homogeneity，and it has kept tobe stable for at least 36 months．The cer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reference sample 

through multiple lab s co-work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 content values of 3 index components were：0f—pinene 62．41％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UA：0．15％ ，extended uncertainty 
．

95=0．30 ％ ； -pinene 31．66％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 

0．09％ ，and extended uncertainty u 
．

95=0．18％；卢-phellandrene 3．33％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0．05％，extended 

uncertainty 95=0．10％ ，respectively． 

Key words：turpentine oil of Pinus elliottii Engelm．；reference materials；certification ． 

湿地松(Pinus elliottii Engelm．)原产北美东南部亚热带低海拔的潮湿地带，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 

产脂量大等特点。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面积引种，至今种植面积已达 130万 hm ，目前已大 

面积进入松脂采脂利用期，湿地松松节油已经是我国松节油市场的重要部分。与其他种类的松节油相 

比，湿地松松节油的化学组成具有明显的不同，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中的 一蒎烯含量比较高，一般在 

20％ 以上 J，多的可达4O％～6O％ ⋯，可以很好地弥补我国乡土树种马尾松松节油中 一蒎烯含量 

较少 _3 的不足。由于 一蒎烯的独特化学结构及其高于 一蒎烯的反应性能，使湿地松松节油具有较好 

的经济价值 J。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采脂、收储、运输、销售及加工等过程中的不注意或者由 

收稿 日期：201l—Ol一2l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07FY230200)；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2010GB243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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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定值研究 

李冬梅，赵振东 ，毕良武，王 婧，古 研，陈玉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研究了作为云南省主要采脂树种的思茅松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制备和稳定性、均匀性及其定值方法。思茅松松节 

油制备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含量分析采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法。制备得到的松节油标准样品在 36个月内保持稳定， 

通过了均匀性检验。多实验室联合定值结果为：Ot一蒎烯含量X =75．30％ ，标准不确定度 U ：0．23％，扩展不确定度 

Uo 95=0．45％；卢～蒎烯含量X ：17．80％，标准不确定度 U =0．08％，扩展不确定度 u0 95=0．16％； 一水芹烯含量为 

X =3．50％，标准不确定度 U =0．08％ ，扩展不确定度 v0。5=0．16％。 

关键词：思茅松松节油；标准样品；定值 

中图分类号：TQ351．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5854(2011)05—0007—04 

Prepa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of Turpentine 

Oil from Pinus kesiya var．1angbiangensis 

LI Dong-mei，ZHAO Zhen—dong，BI Liang—Wtl，WANG Jing，GU Yan，CHEN Yu—xia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ab．for Biomass Chemical Utilization；Key and 0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Key lab．of Biomass Energy and Meterial，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42，China) 

Abstract：The reference material of turpentine oil from Simao pine(Pinus kesiya var．1angbiangensis)oleoresin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its preparation process，homogeneity，evaluation of stability and certification．Simao pine is the major tapping pine 

species in Yunnan Province．The turpentine oil was extracted from simao pine oleoresin using a steam distillation method，and the 

distillate was characterized by a gas chromatographic area normalization．The homogeneity test showed that reference materials of 

turpentine oil kept stable for 36 months or longer．The certifi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 content values of 3 indicating 

components were： —pinene s=75．30 ％ with standard uncertainty UA=0．23％ ，extended uncertainty 95=0．45％ ； 

pinene Xs：17．80％ ，UA=0．08％ ，and v0 95=0．16％ ； 一phellandrene s= 3．50％ ，UA=0．08％ ，Vo 95=0．16％
， 

respectively． 

Key words：turpentine oil of Pinus kesiya var．1angbiangensis；reference material；certification 

思茅松(Pinus kesiya vat．1angbiangensis(A．Chev．)Gaussen)是缅甸北部和越南北部的卡西亚松在 

云南的地理变种，是云南的特有树种，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思茅地区，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材质优良、松 

脂产量高等特点 ，是云南省主要采脂树种。思茅松树干富含松脂，且松脂不会产生结晶，松香和松节 

油质量之比约 i0：2．3，单株最高年产松脂 15 kg，一般3～4 kg，最低也有 1 kg。思茅松松脂中松节油含 

量较高，最高达 32％，平均 20％，最低8％，而且所产松节油全为优质油，云南 90％ 以上的松节油都 

产自思茅松 。思茅松松节油中卢一蒎烯含量介于马尾松和湿地松之间。在自然状态下，由于许多地方 

不同树种松树常有混交生长的情况，采脂时容易产生混杂。由于交通情况变好，贩卖和收购松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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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节油标准样品的制备及特征组分研究 

古 研，毕良武，赵振东，李冬梅，王 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局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对比研究了溶剂法和水蒸气蒸馏法制备马尾松、湿地松和恩茅松松节油的工艺，使用水蒸气蒸馏法制得的 3种 

松节油样品均符合国家标准《脂松节油》GB／T 12901—2006的质量指标要求。GC和GC—MS分析结果显示，3种松节油 

样品的主要特征组分有 一蒎烯、卢一蒎烯、争烯、卢一水芹烯和长叶烯、石竹烯等，而且含量差异比较明显．．主要成分 一蒎 

烯与卢一蒎烯相对含量之比分别为马尾松松节油8．5、湿地松松节油2．O和思茅松松节油4．0，该比值具有非常明显的差 

异性，其比值的大小有可能作为松树树种鍪别的一项重要判断依据。 

关键词：马尾松；湿地松；思茅松；松节油；标准样品 

中图分类号：TQ351．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54(2006)06—0001—05 

Study on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Constituents of 

Turpentine Reference Materials 

GU Yan，BI Liang-WU，ZHAO Zhen-dong，LI Dong-mei，WANG Ji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Engineering，SFA，Nanjing 210042，China) 

Abstract：The preparatm‘n processes of turpentine from masson pine，slash pine，and simao pine were studied comparati rely with 

solvent and steam distillation methods．The characteristic properties of three kinds of turpentine prepared by steam distillation 

method had all met the super grade requirements of China national standard— — CB／T 12901—2006 ”Gum turpentine“． l'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GC and GC—MS showed that the chemical characteristic compositions of three kinds of turpentine are separately 

一 pinene，卢一pinene，linmonene，jB—phyllendrene，longifolene and jB-carryophylene，etc．The obvious difference would he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content ratios of 一pinene and口一pinene，which are 8．5(masson pine turpentine)，2．0(slash pine turpentine)， 

and 4．0(Simao pine turpentine)，respectively，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difference of relative content ratio of 一pinene to 

卢一pinene would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ine species． 

Key words：masson pine(Pinus massoniana Lamb．)；slash pine(Pinus elliottii Engelm．)；Simao pine(Pinus kesiya vat．fang— 

biangensis(A．Chev)Gaussen)；turpentine oil；reference materials 

全世界共有松属树种 100多种，其中大约有 

80种可供采脂。由于树种不同，松脂的化学组成 

有所不同，使松香、松节油的质量有较大差异。前 

人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松节油化学组分是松树的一 

个遗传学的固定特征，每个树种的松节油成分不 

同，但基本上不受种植地区、生长季节和生态环境 

的影响  ̈。马尾松(Pinus massonlana Lamb．)、湿 

地松 (Pinus elliottii Engelm．)和 思 茅松 (Pinus 

esiya var．1angbiangensis(A．Chev．)Gaussen)是 

我国供采脂的3种主要的典型树种，由于松林面 

积广阔，松树种植区域重叠，许多地方不同树种松 

林混杂生长，采脂树种时有混杂，而且有的采脂人 

员或加工企业受利益驱使还人为掺假，导致松脂 

品种混杂和品质下降，松脂类产品及贸易也受到 

收稿日期：20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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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精油和抗氧化剂用迷迭香干叶标准的研制 

BI Liang-WU 

毕良武，赵振东，张秋格，刘先章，薄采颖， 

李冬梅，古 研，王 婧，李大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化学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林业局 

林产化学_32程重点开放性实验室；江苏省生物质能源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 ： 根据行业要求，研究和制定了林业行业标准——生产精油和抗氧化剂用迷迭香干叶。该 

标准主要规定了迷迭香干叶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取样、检验方法、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等， 

技术要求中包含外观、气味和风味、迷迭香茎秆含量、迷迭香棕色叶含量、外来物含量、水分含量、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 

挥发油含量、醇溶抽提物等技术指标，该标准适用于各种干燥方法得到的迷迭香干叶，可作为迷迭香精油和抗氧化剂生 

产用原料质量评价及贸易的依据。根据采样测试和结果分析，建议将迷迭香干叶设为 3个等级，即优级品、一级品和二 

级品，并规定了3个等级迷迭香干叶技术参数的取值范围。 

关键词： 迷迭香干叶；林业行业标准；技术要求 

中图分类号：TQ 3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417(2009)SO一0012—05 

Study on Standardization of Dried Leaves of Rosemary for 

Production of Essential 0il and Antioxidant 

BI Liang—WU，ZHAO Zhen-dong，ZHANG Qiu—ge，HU Xian—zhang，BO Cai—ying， 

LI Dong·mei，GU Yan，WANG Jing，U Da—wei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of Forest Products，CAF；National Engineering l ab．for Biomass Chemical Utilization；Key and Open 

Lab．on Forest Chemical Engineering，SFA；Key Lab．of Biomass Energy and Material，Jiangsu Province，N ing 21(1042，China) 

Abstract：Standardization of dried leaves of rosmary(Rosmarinus off~inalis L．)was studied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rosmary processing industry．The standard specified terms and definition，technical requirements， 

sampling，testing method，packing，marking，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cluded items such as： 

appearance，odour and flavour，content of broken stems and branches of rosemary，content of brown leaves of rosemary，content 

of extraneous matter，moisture content，total ash，ash insoluble in hydrochloric acid，volatile oil content and extract soluble in 

ethano1．The standard could be used for dried leaves of rosmary obtained by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The standard will be acted 

as a basis for quality evaluation and trading of dried rosemary leaves as raw material for production of essential oil and 

antioxidant．It is suggested to set three grades of dried rosemary leaves，namely：excellent grade，the first grade，and the second 

grade according to the testing results of rosemary samples．The value ranges of technical parameters for three grades of dried 

rosemary leaves were also specified． 

Key words：dried leaves of rosmary(Rosmarinus offwinalis L．)；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forestry；technical requirement 

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 L．)为唇形科鼠尾草属木本植物，2O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引种并取 

得成功，目前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福建和新疆等省区均有较大面积种植 l̈ 。随着种植和加工能力 

的不断扩大，很有必要对迷迭香干叶的质量进行标准化管理。国际上，特别是传统种植、加工和利用的 

欧洲国家已形成较规范的迷迭香干叶的标准，如：ISO 1 1 164：1995“Dried rosemary(Rosmarinus offw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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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42. 7 11967 510991 5.96 1777 10594 

2018 39.9 10769 429683 4.86 1743 8479 

2019 38. 7 8447 326899 3.54 1400 4945 

~ it 
996 9808 9693319 336 1471 40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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