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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标准制定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

科〔2018〕3号）而制定的，项目计划编号：2018-0098T-QB。项目名称：“卫生纸厚度测定

仪”。主要起草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轻工业自动化研

究所。计划应完成时间 2019 年。2020年 7月已办理延期申请。 

2.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我国卫生纸标准中一直以来没有厚度指标的测试，因此也没有相应的检测仪器标准。2009

年我国修改采用了 ISO标准，制定了针对卫生纸及其制品的厚度测定方法 GB/T 24328.2-2009

《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部分：厚度、层积厚度和表观密度的测定》。与此相对应一些仪器厂

家按 GB/T 24328.2-2009《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和表观密度的测定》

测试方法标准中规定的要求设计生产了卫生纸厚度测定仪，同时一些卫生纸企业做为内控标

准也开始使用。2020年全国造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 GB/T 24328.2-2009标准进行了重新修

订，发布了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积紧

度和松厚度的测定》，修改了部分定义和技术要求。本项目参照新修订标准中的技术参数制

定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行业标准。 

本项目计划原第一起草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在筹建起草组过程中，考虑到中建材轻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专业研发和生产企业，熟悉产品的技术质量

问题，有较强的项目实施能力。经协商，计划项目调整为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

司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华南理工大学为第二起草单位。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更名为中建材智能自动化研究

院有限公司。 

起草小组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标准技术归口单位的要求和标准项目建议书的内容

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并对卫生纸厚度测定仪国内的技术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在

此基础上，初步编制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组于 2020年 7月 3日召开了计划项目调整后的标准讨论会，会上各位

技术人员对《卫生纸厚度测定仪》行业标准草案稿逐条逐句地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提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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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意见。讨论会后，标准起草人根据讨论会上的修改意见，对标准做了修改和完善，形成

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标准由中建材智能自动化研究院有限公司主持，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所做的工作：XXX 负责工作安排、协调和标准审核，XXX 负责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参数

确定以及文件起草，XXX 负责外联工作和技术资料收集，XXX 负责国内外相关仪器的资料

收集和部分测试工作，XXX 负责技术文件整理和部分测试工作。 

二、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制定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

的原则，在确定标准的技术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

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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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3306 标牌 

——GB/T 14253 轻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积紧度

和松厚度的测定》 

——QB/T 1588.5 轻工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2. 标准主要内容和编制依据 

2.1 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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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用于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测量系统、测量头升降系统、座体、加工、装配和外

观质量、电气设备等方面要求进行了规范。 

2.2 标准的编制依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本标准中的技术指标主要参考了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

制品 第 2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标准中对仪器的技术要求。

本次制定的标准对仪器产品规定了要求，说明如下： 

① 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工作环境要求 

本标准对卫生纸厚度测定仪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提出了要求，工作环境条件既是仪器能

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又是仪器检验时的测试环境条件。 

② 测量面平面度 

方法标准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

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中未对仪器平面度作量化要求，本标准结合生产工艺要求和方法标

准相关要求，对仪器总装前和总装后分别规定了检验方法。 

③ 测量面平行度 

方法标准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

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中仪器两个测量面间的平行度及测定方法有明确要求，本标准符合

该要求。 

④ 测量误差和零点稳定性 

本标准参考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

层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中的要求，结合国内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现有技术状况，规定了

卫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示值误差、示值重复性误差及零点稳定性要求。 

⑤ 测量头升降系统 

方法标准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其制品 第 2 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

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中规定了测量头下降速度及其允许误差范围，本标准在此基础上，

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对测量头升降控制的便利性、测量头升起高度、运行噪音规定了要求。 

另外本标准中规定厚度仪的安全卫生、加工装配、外观质量、电气设备等应符合 GB/T14253

《轻工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和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

分：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规定了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等方法应符合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3306《标牌》、QB/T 1588.5 《轻工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

要求》。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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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充分反映了当今产品的技术水平，参考 GB/T 24328.2—2020《卫生纸及

其制品 第 2部分：厚度、层积厚度、表观层积紧度和松厚度的测定》方法标准的要求，解决

了国内无统一的产品行业标准问题，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对

规范市场，指导生产，提高产品的准确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要，

提升我国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对制造厂和使用单位新制造和使用中的卫生纸厚度测定仪抽取共八台按本标准规定的方

法对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表 1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平面度检验 

（总装后） 

用 1 级以上精度、长度

为 75 mm 或 125 mm 的刀

口形直尺检测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平面度检验 

（总装后） 

符合 GB/T 24328.2-2020 

附录 B 中 B.4 要求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目测 

合格 

平行度检验 mm ≤0.006 0.0011 0.0011 0.0018 0.0014 0.0011 0.001 0.002 0.002 

接触面积 
测量头直径是否符合

(35.7±0.1)mm 
35.68 35.66 35.64 35.66 35.68 35.66 35.72 35.68 

接触压力 (2.0±0.1)N 1.99 N 2.06 N 2.02 N 1.98 N 1.96 N 1.96 N 2.01 N 1.94 N 

分辨率 ≤0.001mm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零点稳定性 mm 不超过给定分辨率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示值误差 mm 
±0.003 或读数的 

±0.5%，取较大值 

+0.003 

+0.23% 

-0.002 

-0.15% 

-0.003 

-0.14% 

-0.003 

-0.14% 

+0.001 

+0.09% 

+0.001 

+0.15% 

-0.001 

-0.14% 

+0.001 

+0.31% 

示值重复性误差 

mm 

±0.003 或读数的 

±0.5%，取较大值 

0.002 

0.15% 

0.001 

0.09% 

0.003 

0.23% 

0.003 

0.24% 

0.001 

0.07% 

0.001 

0.15% 

0.001 

0.06% 

0.001 

0.05% 

下降速度 mm/s 2.0±0.2 2.01 1.99 1.94 1.91 1.96 1.98 1.98 1.96 

噪声 dB(A) ≤60 46.1 42.5 48.2 50.3 44.3 44.6 43.7 46.5 

加工、装配和外

观质量 

符合 GB/T 14253-2008

第 5 章、第 6 章规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电气设备 

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的 18.3和 GB/T 

5226.1-2019 中的 18.4

规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八台卫生纸厚度测定仪主要技术指标全部达到本标准要求，表明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合理、检验方法科学可行。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的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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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充分吸收了近年来产品的新技术、新工艺等先进技术成果，解决了最新的

卫生纸厚度测定方法标准相对应的仪器制造参数的确定。引导和规范产品的技术发展，提高

制造者产品设计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使用者可依据标准对产品进行质量控制；检验机构可依据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本标准

的制定对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品设计以及国际上的技术交流和国际贸易的往来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样品、样机。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体系框架见图 1： 

 

图 1 轻工装备体系框架 

本标准属于 04轻工装备行业、01轻工机械大类、02制浆造纸机械中类、05造纸试验检

测设备小类。 

在标准体系中的编号为：041010001020400004CP。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的我国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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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标准由全国轻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等机构组织宣贯实施，各企业

可按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本企业的企业标准进行修订，或根据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定企业

标准整改过渡措施。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 本项目计划原第一起草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在筹建起草组过程中，考虑到中建材轻

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卫生纸厚度测定仪的专业研发和生产企业，熟悉产品的技术质

量问题，有较强的项目实施能力。经协商，计划项目调整为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

公司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华南理工大学为第二起草单位。 

2、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月 15日更名为中建材智能自动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 

3、 因第一起草单位的更换，标准的制定进度受到了影响。因此提出了延期申请。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