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大）麻棉》（（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标委发[2019]29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由黑龙江省纤维检验局（现
更名为：黑龙江省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尚志圆宝纺织有限公司、山西绿洲纺织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修订推荐性国家标准《亚（大）麻
棉》，计划编号为 20193336-T-424。

2 目的、意义及依据

亚麻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植物纤维，具有柔软、吸湿透气、细度好、拉力强等
特点，可纺高支纱。亚麻喜凉爽、湿润的气候。我国境内多地皆有栽培，其中黑龙江、
新疆、云南种植较多。亚麻棉是我国亚麻产业的一种重要产品，其规模和产量在亚麻
产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亚麻纤维综合加工利用的重要体现。亚麻棉作为天然纤
维，其特点具有其他人造纤维无法替代的功效，产品深受全球广大消费者青睐，是国
家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近几年，受原料来源和加工方式变化的影响，亚麻棉的主要技术指标产生了很大
变化，修订《亚麻棉》标准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该标准的修订和完善从提高检测、
检验、验收依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入手，为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助推亚麻产业发展
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将进一步规范生产活动和市场行为，为提高管理效率、调整产
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提供助力。

3 修订过程

由全国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13）牵头成立项目组，对亚麻棉和大
麻棉的生产、加工，以及其质量状况进行研究。本项目经国家标准委审批立项后，项
目组通过走访企业、现场调研，与行业专家和生产一线技术人员探讨立项申请的《亚
（大）麻棉》草案初稿，发现相关方对于本项目的内容有许多共识：一是，认为目前
棉型大麻纤维已有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而本项目要调研的中长型大麻棉在实际生产
中应用极少，不适合在本项目中列入大麻棉的内容；二是，由于国内亚麻种植极度萎
缩，亚麻棉原料主要依赖进口，亚麻棉的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需要对 2002 版
标准进行修订，以规范行业生产；三是，随着麻纺技术的提高，一些平均长度比较短
的亚麻棉纤维已可以应用于生产中，对于这样的产品在标准中也应有所覆盖；四是，
认为 2002 版标准中的技术指标需要调整或完善。

2020 年 7月，项目组针对前述反馈情况，通过查阅国际和国外标准、中外文献，
经过反复讨论，调整了项目的范围，制定了验证试验方案，对《亚（大）麻棉》（草



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亚麻棉》（草案）修订稿。受疫情影响，验证试验的进程
有延迟。经过项目组的多方努力，在 2021 年 3月初完成了全部验证试验。经过对验
证试验数据进行分析，项目组经过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亚麻棉》（征求意见稿）。

4 修订的内容

除了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变化有：更改了文件名称
的英文；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的部分内容及英文； 删除了“4
产品分类”； 更改了要求，增加了棉型亚麻纤维的分等和“断裂强度”，调整了技
术要求指标；更改和调整了试验方法，增加了“断裂强度”和 “公定重量”的试验
方法； 更改了“抽样规则”； 删除了“成包净重的验收”；更改了“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A和规范性附录B。

4.1 术语和定义

“亚麻棉”是行业内的一种习惯用语。亚麻棉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原则进行分类。
本次修订，删除了 2002 版标准的第 4章“产品分类”，将关于分类的内容放在亚麻
棉的术语中进行描述，并增加了“注”，明确亚麻二粗为何物。2002 版的亚麻棉采
用的英文翻译为“Cotton flax”，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不能反映产品的特点。
项目组通过查阅英文文献、英文版标准、英语国家从事亚麻贸易的网站，亚麻棉作为
亚麻纤维原料（raw material）与最终产品（finished products）之间的过程产品，
常见表述为 cottonised flax 或者 cottonized flax。本文件采用了 cottonized flax。

“棉型亚麻纤维”、“中长型亚麻纤维”较 2002 版进行了编辑性修改，增加了
对纤维状态的描述：“经加工呈松散状态”。“短纤维率”、“超倍长纤维率”较
2002 版，直接指向产品质量要求的技术指标。

4.2 要求

较 2002 版的第 5章，本次修订的技术变化主要为：扩大了棉型亚麻纤维产品的
覆盖范围，将平均长度由原来的 30mm-40mm扩大为 26mm-40mm；将棉型亚麻
纤维分为三个等级，并分别确定了技术指标；棉型亚麻纤维增加了断裂强度的技术指
标。

4.2.1 平均长度

682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的平均长度的均值为 26.6mm，按照平均长度分段进
行统计（见图 1），平均长度≥30mm且＜40mm的样品占 32.11%，平均长度≥
26mm且＜40mm的样品占 49.41%。从数据上看，平均长度≥20mm且＜26mm
的样品占比最大，达到 43.26%，这反映了亚麻棉上游原料的质量状况。另外，相对
于二粗为原料加工的亚麻棉，以落麻为原料加工的亚麻棉各项技术指标明显要好。



图 1 棉型亚麻纤维平均长度分段统计

随着麻纺技术的提高，麻纺行业对 26mm-30mm的棉型亚麻纤维有实际应用和
需求。将这部分产品纳入标准范围内，对于规范生产、便利贸易、避免监管空白均有
益处。考虑麻纤维平均长度在成纱过程中对产品制成率的影响，将平均长度
26mm-30mm的棉型亚麻纤维纳入三等品中进行考核。另外，为了与“棉型亚麻纤
维”、“中长型亚麻纤维”定义的内涵一致，本次修订在技术要求中明确了棉型亚麻
纤维不包括平均长度为 40mm的情况。

4.2.2 短纤维率

682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的平均短纤维率为 35.3%，其中，短纤维率≤30.0%
的样品占比为 26.83%，其余 73.17%的样品短纤维率均超过 30.0%。从数据（见表
1）看，不同样品间的短纤维率差异是比较大的；平均长度较长的区段的样品短纤维
率合格率要好一些。本次修订基本维持了 2002 版的短纤维率 30%的技术要求，对
一等品提高到 28.0%。

表 1 不同平均长度样品短纤维率比较

平均长度/mm 样品数量/批 极差值 平均短纤维率/%
短纤维率≤

30.0%的样品比
例/%

≥30且＜40 219 26.21% 26.09 69.41
≥26 且＜40 337 32.81% 28.65 53.11

4.2.3 超倍长纤维率

对平均长度 26mm-40mm的 232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数据进行分段统计（见
表 2），从趋势上看，相对于平均长度较长的棉型亚麻纤维，平均长度较短的棉型亚



麻纤维超倍长纤维率出现合格的比例要大一点儿。本次修订对棉型亚麻纤维的一等品
的超倍长纤维率技术要求提高到 7.0%、二等品为 8.0%。

表 2 不同平均长度样品超倍长纤维率比较

平均长度
/mm

样品数量/批
超倍长纤维率
平均值/%

不同超倍长纤维率要求的合格率/%
≤10.0% ≤8.0% ≤7.0%

≥30 且＜40 139 5.9 95.68 86.33 74.82
≥26 且＜40 232 4.9 96.98 90.09 83.19

4.2.4 线密度（分裂度）

从 682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分裂度的数据看，越短的麻纤维分裂度越大；原料
为落麻的麻纤维分裂度较大。

统计平均长度 26mm-40mm的 337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的数据，分段分布情
况见图 2，分裂度≥750Nm的样品占 88.43%，分裂度≥900Nm的样品占 53.71%，
分裂度≥1000Nm的样品占 37.69%，分裂度≥1500Nm的样品占 31.16%；分裂度
平均值为 1254Nm，分裂度≥1000Nm的样品的分裂度平均值为 1955Nm，其中，以
落麻为原料的 109批产品分裂度平均值为 2102Nm，其他 228 批产品的分裂度平均
值为 849Nm。据此，本次修订将一等品、二等品的分裂度要求分别提高至 1500Nm、
900Nm，三等品维持 2002 版的要求，即 750Nm。

图 2 棉型亚麻纤维平均长度分段统计

4.2.5 断裂强度

测试断裂强度的 568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平均值为 2.7cN/dtex，区分不同平
均长度统计断裂强度的结果见表 3。本次修订对棉型亚麻纤维区分等级，将一等品、



二等品、三等品断裂强度分别设定了≥2.2cN/dtex、≥2.1cN/dtex、≥2.0cN/dtex。

表 3 不同平均长度样品断裂强度比较

平均长度
/mm

样品数量/批
断裂强度平均
值/cN/dtex

不同断裂强度要求的合格率/%
≥

2.0cN/dtex
≥

2.1cN/dtex
≥

2.2cN/dtex
≥30 且＜40 138 2.16 91.30 71.74 57.25
≥26且＜40 232 2.17 88.36 71.98 56.90

4.2.6 含杂率

682 批棉型亚麻纤维样品含杂率的平均值为 3.3%，区分不同平均长度统计含杂
率的结果见表 4。本次修订基本维持了 2002 版的要求，将一等品的含杂率要求提高
至≤3.5%。

表 4 不同平均长度样品含杂率比较

平均长度
/mm

样品数量/批
含杂率平均值

/%
不同超含杂率要求的合格率/%

≤3.0% ≤3.5% ≤4.0%
≥30 且＜40 219 3.90 56.62 62.10 73.06
≥26 且＜40 337 3.86 54.90 60.53 74.18

4.2.7 回潮率

规定亚麻棉回潮率最高限度为 14.0%，主要是考虑控制一定的回潮率可以有效防
止贮存过程中发生霉变、腐烂等情况。实测回潮率可以用于贸易结算。

4.2.8 中长型亚麻纤维

由于中长型亚麻纤维使用得较少，项目组仅收集到 7批样品，测试结果显示平均
长度、短纤维率、超倍长纤维率、分裂度、含杂率的平均值均与 2002 版的要求基本
符合，测试断裂强度的平均值为2.8cN/dtex。考虑数据的代表性，本次修订维持2002
版对中长型亚麻棉的要求，不增加断裂强度的要求。

4.3 检验方法

与 2002 版相比，本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了结构调整和操作细化，将长度、线密
度（分裂度）的检验方法以规范性附录形式单独列出，将样品制备的描述进行细化，
以利于提高可操作性和操作的一致性；增加了断裂强度、公定重量的检验方法，断裂
强度采标了GB/T 18147.5《大麻纤维试验方法 第 5部分：断裂强度试验方法》；
本着协调一致和适应行业的原则，对亚麻纤维线密度的测试采用了分特克斯（dtex）
为单位的方式，并提供了分特克斯（dtex）与公支（Nm）的换算公式，以方便习惯
使用分裂度指导生产的企业。



4.4 其他

“检验规则”一章中，将 2002 版 6.1.1 的内容调整至“抽样规则”部分；考虑
检验方法增加了“公定重量”的内容，本部分删除了 2002 版的“成包净重的验收”。

5 说明和建议
本文件替代GB/T 18888-2002《亚麻棉》。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建议本文件一经实施，将GB/T 18888-2002《亚麻棉》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