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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报告介绍了 近一项关于中国市场上溶剂型磁漆装饰涂料中总铅

含量研究的结果。尽管中国已于2001年实施了旨在控制室内外涂料铅含量

的法规，但自那时以来所做的两项研究（结果均于2009年发布）表明：许

多溶剂型装饰涂料仍含有大量的铅。本项研究旨在提供更多关于中国市场

2014年溶剂型涂料含铅量的信息。

本报告包含了一些背景信息，用于解释使用含铅量高的涂料为何会引

起严重担忧，尤其是对于儿童健康的担忧。本报告还对目前实施的旨在禁

止或限制含铅家用涂料的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的国家政策框架做了评

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导有关方面采取行动来保护儿童和更多人，使

之免受涂料所含铅的危害。

本项研究是亚洲消除含铅涂料项目（2012至2015年实施）的一部

分。亚洲消除含铅涂料项目旨在消除涂料中的铅，并使企业家和消费者普

遍认识到家用含铅磁漆涂料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6岁以下儿

童的健康影响。亚洲消除含铅涂料项目由IPEN在7个重点国家（孟加拉、

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实施，为期3年

（2012至2015年），并由欧盟（EU）提供资金，总额为140万欧元。该项

目还为在中国进行类似调查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以评估相关倡导行动在

中国开展的必要性。本研究报告的制作过程获得了纽约社区信托基金的资

助。尽管本研究报告的出版工作是在欧盟和纽约社区信托基金的协助下完

成的，但其内容由源头爱好者和IPEN完全负责，并不反映上述资助机构的

观点。

IPEN是由全球各地区的多个健康和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组成的国

际NGO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机构，IPEN努力制定并实施安全化学品

政策和做法，以便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它的使命是为所有人建设不受有

毒物质危害的美好未来。IPEN帮助其成员组织开展能力建设，以便实施现

场活动，从彼此的工作中学习经验，并且在国际层面确定优先任务并实施

新政策。

欧盟目前由28个成员国组成，这些国家决定把各自的专业知识、资源

和命运逐步联系在一起。欧盟在过去50年日益壮大，其成员国共同建设了

一个稳定、民主、可持续发展并且保持着文化多样性、宽容和个人自由的

区域。欧盟致力于和非欧盟的国家和人民分享其成就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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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铅暴露方面，尽管成年人同样是受害者，但使儿童受害的铅含量比

前者低得多，并且相关健康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可能造成终生影响。儿

童的年龄越小，铅的危害可能就越大，并且营养不良的儿童会以更快的速

度吸收摄入铅。胎儿 易受到伤害，而孕妇则可能会把积累于自己体内的

铅转移给正在发育的孩子。如果哺乳期的母亲体内含铅，则铅也会通过母

乳转移。

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的铅暴露会导致智力下降。这促使世界卫生组

织（WHO）把铅引起的智力下降列为一种公认的疾病。WHO还把它列为“儿

童健康负担由可改变环境因素导致”的十大疾病之一。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都实施了相关法规来

控制装饰涂料——即在住宅、学校和其它有儿童使用的设施的内部和外

部使用的涂料——铅含量。中国于2001年实施了一项室内涂料和装饰涂

料含铅量限制法规。该法规把这些涂料的允许含铅量限制在90 ppm可溶

性铅，即可被某种标准化酸处理方法提取的铅的量，该方法旨在模拟特

定情形（如带含铅涂料的玩具被放在嘴里）下可被人体吸收的铅的量。

根据较早一些研究的估算结果，90 ppm的可溶性铅浓度对应的总铅约为

600 ppm (涂料干重)。

2014年9至11月，源头爱好者在中国8个城市（北京、沈阳、郑州、南

昌、广州、厦门、上海和昆明）购买了47个品牌的141罐溶剂型装饰磁漆

涂料。意大利一所获得认证的实验室对这些涂料样品做了总铅含量分析。

本项涂料研究是亚洲消除含铅涂料项目（2012至2015年实施）的一部

分，该项目由欧盟提供资金，总额为140万欧元。

结果

在141罐涂料当中，70罐涂料（占所有涂料的50%）的总铅含量超过

600 ppm。根据已有研究，总铅含量达到600ppm的涂料，对应的可溶性铅

浓度大约为90ppm，这意味着本调查所检测的涂料产品中大约有一半可能

会超出中国的标准限值。48罐涂料（占34%）的总铅含量达到危险程度，

超过10,000 ppm，在任何限制装饰涂料铅含量的国家都是不允许销售的。

检测出的 高总铅含量为116,000 ppm。  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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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在47个品牌中, 有42个品牌（占这些品牌的89%）的至少一罐涂

料的总铅含量低于600 ppm（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表明中

国存在生产达标涂料的技术。另一方面，39个品牌（占这些品牌的

83%) 的至少一罐涂料的总铅含量达到危险程度，超过10,000 ppm。

颜色

在抽样的141罐涂料中, 有128罐 (占所有涂料的91%) 是白色, 黄色

或红色。

在45罐白色涂料中, 只有5罐 (占11%) 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在白色涂料中检测出的 高总铅含量是

1,440 ppm。45罐白色涂料的平均总铅含量为193 ppm。

但是, 黄色涂料的铅含量则高得多。在42罐黄色涂料中, 有

38罐 (占90%) 的总铅含量超过10,000 ppm。黄色涂料的平均总铅

含量为43,800 ppm。40罐 (占95%) 黄色涂料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41罐红色涂料的平均总铅含量为4,100 ppm。15罐 (占37%) 红色

涂料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4罐 (占

10%) 超过10,000 ppm。

与较早研究的对比

两项于2009年开展的研究一共分析了122罐涂料。二者早于本项研究, 

但晚于中国的装饰涂料铅含量限制法规的颁布时间。多数样本的品牌不在

本项研究的覆盖范围内。虽然这些较早研究覆盖的品牌较少, 但三项研究

在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和10,000 ppm的样本比例方面比较接近。

建议

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建议:

• 通过各个利益相关方 (如相关政府部门、涂料行业、民间组织和其它

相关部门) 的参与, 对各项用于确保国家现行涂料铅含量控制法规得

到执行和遵守的管理制度开展评审;  CRX

• 制定有效规程来监测并确保国家现行的国内制造和销售的涂料铅含量

控制法规得到完全遵守;  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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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对现行涂料铅含量控制法规实施修订, 与国际接轨, 增加涂料总

铅含量标准限值, 并要求在标签上包含铅尘危险警告。 CRX

对涂料行业的建议:

• 停止把铅系颜料和铅系催干剂作为涂料成分;

• 参与第三方认证项目, 确认本公司涂料不含添加的铅化合物;

• 在产品标签上提供涂料铅含量信息;

• 提供警告标签, 提醒使用者在去除旧漆面时提防潜在的铅尘危险。

对个人、家庭和机构消费者的建议:

• 寻购无铅涂料, 只惠顾出售无铅涂料的企业;

• 提防含铅涂料和铅尘危险, 并采取预防措施把暴露概率降至 低程

度。

对公共卫生组织的建议:

• 对各项终止含铅涂料制造、销售和使用的努力提供支持;

• 对各项旨在根除儿童铅暴露的政策措施提供支持;

• 为公众提供与含铅涂料和铅尘相关的儿童健康和职业健康风险信息;

• 推动各项旨在提供血铅检验的努力;

• 鼓励学校、托儿所和住宅业主或管理者等涂料消费者在采购订单上注

明“无铅涂料”。

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建议:

• 对各项终止含铅涂料制造、销售和使用的努力提供支持;

• 对各项旨在根除儿童铅暴露的政策措施提供支持;

• 共同行动起来, 为公众提供与含铅涂料和铅尘相关的儿童健康和职业

健康风险信息;

• 支持“无铅涂料”采购政策;

• 支持第三方认证和标识方案, 确保市面上所有涂料均符合监管标

准, 并帮助消费者在购买涂料时做出明智选择。 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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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铅暴露的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

当墙壁、窗户、门或其它涂漆表面的含铅涂料开始剥落或老

化时, 由于这会使铅进入灰尘和土壤中, 因此会使儿童暴露于来

自涂料的铅。当涂有含铅涂料的表面被打磨或刮削以便再次喷涂

时, 会产生大量铅尘, 它们在扩散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危险。[1]

在室内或室外玩耍的儿童会在手上沾染灰尘或土壤, 随后通过正常的

手口接触摄入这些灰尘或土壤。如果灰尘或土壤已被铅污染, 则儿童会摄

入铅。手口接触在6岁以下儿童当中尤其多见, 该年龄组 易遭受铅暴露

的危害。1岁至6岁的儿童每天一般会摄入100至400毫克灰尘和土壤。[2]  

CRX

在某些情况下, 儿童会捡起涂料碎屑, 并把它们直接放入嘴中。由于

涂料碎屑的铅含量往往远高于灰尘和土壤, 因此这种行为尤其有害。如果

玩具、家具或其它物品涂有含铅涂料, 那么儿童在用嘴啃咬这些物品时可

能会直接摄入被铅污染的干燥涂料。但是, 儿童摄入铅的 常见途径是通

过手上被铅污染的灰尘和土壤。[3]  CRX

在铅暴露方面, 尽管成年人同样是受害者, 但使儿童受害

的铅含量比前者低得多。此外, 儿童把摄入的铅吸收进体内的数

量可达成年人的5倍。营养不良儿童的摄入铅的吸收速度甚至更

快。[2] 儿童的年龄越小, 铅的危害可能就越大, 并且相关健

康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 可能造成终生影响。胎儿 易受到伤

害, 而孕妇则可能会把积累于自己体内的铅转移给正在发育的孩

子。[4] 如果哺乳期的母亲体内含铅, 则铅也会通过母乳转移。[5]

一旦铅通过摄食、呼吸或胎盘进入儿童体内, 它就有可能损害若干

生物系统和通路。首要目标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 但也可能影响血液系

统、肾脏和骨骼。[6] 铅还被归类为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 (EDC)。[7]

人们普遍认为铅毒性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它能够取代神经传输系统、

蛋白质和骨骼结构中的钙, 改变相关功能和结构, 并由此导致严重的健康

影响。此外, 人们已经知道铅还会影响并损害细胞结构。[8]  CRX

WHO曾表示, 铅在人体内部的作用并不重要, 但铅中毒却占全球疾病

负担的比例约为0.6%。[2] 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的铅暴露会导致智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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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这促使WHO把铅引起的智力下降列为一种公认的疾病。WHO还把它列

为“儿童健康负担由可改变环境因素导致”的十大疾病之一。[9]  CRX

近年来, 医学研究者们一直在用文字记录日益降低的铅暴露水平对儿

童的重大健康影响。[2,6] 根据WHO的铅中毒和健康资料表, 尚未有任何

一个铅暴露水平被视为安全水平。1  CRX

当年幼的儿童暴露于铅时, 他们的神经系统所受伤害会使他

们日后在学校遇到困难, 并且表现出冲动和暴力行为。[10] 年

幼儿童当中的铅暴露还和日后更高的多动、分心、高中肄业、

行为障碍、青少年犯罪、吸毒和监禁比率有关。[2] 铅暴露对

儿童的影响会持续终生, 对他们日后的工作表现产生长期影

响, 并且平均而言, 会使他们日后的经济成就低于其他人。

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儿童时期的铅暴露在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国

民经济的影响, 其估算的总累计成本负担为每年9,770亿美元。[11] 该研

究考虑了铅暴露对儿童神经发育的影响 (衡量方式为智商的降低值), 并

且它把由铅暴露导致的儿童智商的降低程度与终生经济生产率 (表示为终

生收入能力) 的降低程度关联起来。该研究确定了多个不同的儿童铅暴露

源, 其中含铅涂料是一个主要来源。该研究按地区划分的儿童时期铅暴露

的经济负担估算值如下:  CRX

非洲: 经济损失为1,347亿美元, 占GDP的4.0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经济损失为1,423亿美元, 占GDP的2.04%;

亚洲: 经济损失为6,999亿美元, 占GDP的1.88%;

中国: 经济损失为2,270亿美元, 占GDP的2%。

1.2 铅在涂料中的用途

当涂料制造企业出于某种目的, 有意向涂料中添加一种或多种含铅

化合物时, 涂料就会含有大量的铅。如果使用了被铅污染的涂料成分, 

或者涂料与同一工厂的其它产品线之间存在交叉污染, 则涂料产品也可

能会含有一定量的铅。水性涂料由于其化学属性, 很少含有有意添加的

铅, 但人们已经发现, 许多国家的溶剂型搪瓷涂料含有大量的铅。[12-14]

常添加到涂料中的一类含铅化合物就是颜料。颜料被用来给涂料上

色, 使其变得不透明 (以实现良好覆盖), 并且保护涂料和底面, 使其不

1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7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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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于日光的照射而退化。铅系颜料有时是单独使用, 有时与其它颜料搭

配使用。  CRX

含铅化合物还可能被添加到磁漆涂料中, 用作干燥剂 (有时称作   

“催干剂”)。含铅化合物有时还被添加到用于金属面的涂料中, 以防止

生锈或腐蚀。 常用的这类化合物是四氧化三铅, 有时也被称为“红铅”

或 “铅丹”。  CRX

无铅替代颜料、干燥剂和抗腐蚀剂已普及数十年, 被制造企业用来生

产 高品质的涂料。如果涂料制造企业不在其涂料配方中有意添加含铅化

合物, 并且小心避免使用被铅污染的涂料成分, 那么涂料的铅含量就会很

低——总铅含量低于90 ppm (干重), 经常仅为10 ppm或更低。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 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都实施了相关法规来

控制装饰涂料的铅含量。许多国家还施行了控制措施, 来限制玩具和其

它可能导致儿童遭受铅暴露的物品所用涂料的含铅量。这些监管行动是

基于如下科学和医学调查结果——含铅涂料是儿童时期铅暴露的主要来

源, 并且儿童时期的铅暴露会导致严重损害, 尤其是对6岁以下儿童。

欧盟是通过消费品安全相关法规和针对多数含铅原料的禁令来禁止在

装饰涂料的生产过程中使用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颁布了装饰

涂料含铅成分使用限制法规的国家, 均出台了含铅量标准限值。美国和加

拿大现行的家用涂料标准是总铅含量不得超过90 ppm, 并且遵守该项标准

的制造企业可以把其涂料销往世界任何地方。其它一些国家制定的标准是

总铅含量不得超过600 ppm。  CRX

1.3 中国的涂料市场和监管框架

中国于2001年出台了室内涂料和装饰涂料含铅量限制法

规, 对1986年出台的儿童玩具含铅量安全标准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两项法规都把含铅涂料的可溶性铅含量上限定为90 ppm, 即可

被某种标准化酸处理方法提取的铅的量, 该方法旨在模拟特定情

形 (如带含铅涂料的玩具被放在嘴里) 下可被人体吸收的铅的量。

中国目前是唯一一个以可溶性铅含量上限的形式限定装饰涂料含铅量

的国家。由于若干原因, 各国更多地采用总铅含量上限或禁止添加含铅化

合物。这些原因包括：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 总铅含量上限能够有效降

低风险；分析成本更低；制造企业更容易根据涂料成分的含铅量来预测涂

料 终的含铅量。此外, 可溶性铅含量不反映暴露路径, 并且多个因素都

会影响来自涂料、灰尘和土壤等源头的铅的浸出毒性和生物可获得性,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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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分析结果变化很大。[15] 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干燥涂料膜的铅的浸出

毒性在4%至100%之间变化。[16]  CRX

但是, 只有很少的几项研究对干燥涂料膜的总铅含量和可溶性铅含

量之间的关联及这种关联与法律措施的牵连做了比较。由于缺乏可溶性铅

含量和总铅含量之间的一致关联, 使得中国在把涂料出口到那些颁布了总

铅含量上限法规的国家时面临贸易壁垒——涂料的总铅含量需要额外确

认。  CRX

根据涂料行业杂志Coatings World的说法,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涂料生

产国和消费国, 国内的涂料生产企业可能多达8,000家。此外, 中国涂料

市场过去10年的销量和需求增长迅速, 2009年达到年产量增速峰值, 约为

16%。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减速, 新建筑用涂料需求 近开始下降, 但现有

建筑和住宅修缮用涂料需求正在增加。2  CRX

2015年1月, 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2015年2月1日

起, 对蓄电池和涂料的生产、加工和进口征收4%消费税。新的税收政策

将不包括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低于420克/升的涂料。据说新的消费税

政策为那些经营环保型涂料的企业提供了间接支持, 并将对其它企业施

压, 迫使它们效仿前者, 满足市场对这类涂料日益增长的需求。3

2 http://www.coatingsworld.com/issues/2011-01/view_china-report/the-chinese-coatings-
market-/

3 http://www.coatingsworld.com/issues/2015-04-01/view_china-report/china-architectural-
coatings-market-enters-a-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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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和方法
2014年9月至11月, 源头爱好者在国内8个城市 (沈阳、北京、南昌、

郑州、广州、昆明、厦门和上海) 的多家商店购买了141罐溶剂型磁漆装

饰涂料。这些涂料代表了36家知名制造企业和3家不知名制造企业的47个

不同品牌。  CRX

源头爱好者在多数情况下选购了一罐白色涂料和至少一罐红色或黄

色等亮色涂料。这些涂料可在零售店买到, 说明它们是用于家居环境。  

CRX

在涂料样品准备期间, 记录了涂料罐标签上提供的信息, 比如颜色、

品牌、制造国和其它详情。记录了涂料颜色的通称, 例如“黄色”, 而非

诸如“向日葵色”之类的名称。对于所有彩色涂料, 分析实验计划要求尽

可能获取亮红色或亮黄色涂料。  CRX

涂料抽样准备工具包带有编有号码并且未经处理的木器、一次性漆刷

以及用未经处理的木棍制成的搅拌器, 由IPEN的合作伙伴——捷克共和国

的Arnika协会——的工作人员装配并发运给源头爱好者。  CRX

源头爱好者的工作人员对每罐涂料都做了彻底搅拌, 随后用

不同的未使用过的一次性漆刷涂抹到编有号码并且未经处理的木

器 (一式三份) 上。

每个搅拌器和漆刷都只使用一次, 并且特别小心地避免交叉污染。

所有样品随后在室温下干燥五六天。干燥后, 每罐涂料的一件涂漆木器被

单独放置在可反复密封的塑料袋中, 并发往意大利认证机构Certottica 

Scarl的实验室。每罐涂料的另外两件涂漆木器被运往IPEN的瑞典办事处

保存。该实验室参与了美国工业卫生协会 (AIHA) 开展的环境铅精确分析

测试 (ELPAT) 项目。此外, 较早利用含铅量已知的涂料样品完成的质量

保证工作表明：该实验室提供的分析结果可靠。  CRX

利用CPSC-CH-E1003-09方法 (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ICP) 

光谱法) 对涂料样品做了分析。WHO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均认为该方法适合此用途。[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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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2014年9月至11月, 购自中国8个城市的总计141罐溶剂型磁漆装饰涂

料接受了总铅含量分析。结果是以ppm为单位, 基于涂料的干重。详细分

析结果请见附录A。  CRX

在141罐涂料当中, 70罐 (占所有涂料的50%) 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根据已有研究，总铅含量达到600ppm的涂料，对应的可溶性铅浓度

大约为90ppm，这意味着本调查所检测的涂料产品中大约有一半可能会超

出中国的标准限值。48罐涂料 (占34%) 的总铅含量达到危险程度, 超过

10,000 ppm, 在任何限制装饰涂料铅含量的国家都是不允许销售的。检测

出的 高总铅含量为116,000 ppm。附录A的表1、表3列出了所有141罐涂

料的详细结果。  CRX

3.1 品牌

附录A的表3列出了按品牌划分的总铅含量分布。47个品牌中, 有42

个品牌 (占所有品牌的89%) 的至少一罐涂料的总铅含量低于600 ppm (对

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表明中国存在生产达标涂料的技术。另一方

面, 39个品牌 (占这些品牌的83%) 的至少一罐涂料的总铅含量达到危险

程度, 超过10,000 ppm。

3.2 颜色

在抽样的141罐涂料中, 超过90%的涂料是白色、黄色或红色。附录A

的表4列出了所有颜色的结果。  CRX

在45罐白色涂料中, 只有5罐 (占11%) 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

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在白色涂料中检测出的 高总铅含量是1,440 

ppm。45罐白色涂料的平均总铅含量为193 ppm。  CRX

但是, 黄色涂料的铅含量则高得多。在42罐黄色涂料中, 有38罐    

(占90%) 的总铅含量超过10,000 ppm。黄色涂料的平均总铅含量为43,800 

ppm。40罐 (占95%) 黄色涂料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CRX

41罐红色涂料的平均总铅含量为4,100 ppm。15罐 (占37%) 红色涂料

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对应于大约90 ppm可溶性铅), 4罐 (占10%) 超

过10,000 ppm。  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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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溶性铅含量与总铅含量对比

Lin等人的一项研究确定了干燥涂漆膜的可溶性铅含量和总铅含量, 

并且表明600 ppm总铅含量和90 ppm可溶性铅含量之间存在关联。在该项

研究的29个总铅含量不低于600 ppm的涂料样本中, 可溶性铅含量低于90 

ppm的样本仅占3%。同样, 在该项研究的29个总铅含量低于600 ppm的样本

中, 可溶性铅含量低于90 ppm的样本数量为23个 (占80%)。[19]这说明如

果涂料的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 那么它的可溶性铅含量不大可能低于90 

ppm, 因此不大可能获准在中国销售。在本项研究分析的141罐涂料当中, 

70罐 (占50%) 的总铅含量不低于600 ppm。  CRX

3.4 与较早研究的对比

两项于2009年开展的研究一共分析了122罐涂料。二者早于本项研究, 

但晚于中国的装饰涂料铅含量限制法规的颁布时间。多数样本的品牌不在

本项研究的覆盖范围内。虽然这些较早研究覆盖的品牌较少, 但三项研究

在总铅含量超过600 ppm和10,000 ppm的样本比例方面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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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建议
本项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出台了装饰涂料含铅量限制法规, 但在中

国市场依然很容易买到含铅量超标的涂料。本项研究还表明：由于有几个

品牌的涂料仅含少量铅, 因此在中国生产不添加铅的白色和亮色涂料是可

行的。由于缺乏适当标签, 因此消费者无法区分含铅量高和含铅量低的涂

料。本项研究之前的若干研究检测出的铅浓度与 新数据比较接近, 这表

明铅浓度超标已有若干年。  CRX

很显然, 若想让现行法规得到普遍遵守, 就需要加强执法。此外, 中

国采用的可溶性铅含量限值导致了现行法规在降低相关风险方面的不确定

性, 并且导致涂料出口面临额外的贸易壁垒。  CRX

建议

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建议:

• 通过各个利益相关方 (如相关政府部门、涂料行业、民间组织和其它

相关部门) 的参与, 对各项用于确保国家现行涂料铅含量控制法规得

到执行和遵守的管理制度开展评审;  CRX

• 制定有效的规程来监测并确保国家现行的国内制造

和 (或) 销售的涂料铅含量控制法规得到完全遵守;

• 考虑对现行涂料铅含量控制法规实施修订, 与国际接轨, 增加涂料总

铅含量标准限值, 并要求在标签上包含铅尘危险警告。  CRX

对涂料行业的建议:

• 停止把铅系颜料和铅系催干剂作为涂料成分;

• 参与第三方认证项目, 确认本公司涂料不含添加的铅化合物;

• 在产品标签上提供涂料铅含量信息;

• 提供警告标签, 提醒使用者在去除旧漆面

时 (比如在为这些表面的重新涂漆做准备时) 提防潜在的铅尘危险。

对个人、家庭和机构消费者的建议:

• 寻购无铅涂料, 只惠顾出售无铅涂料的企业;

• 提防含铅涂料和铅尘危险, 并采取预防措施把暴露概率降至 低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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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卫生组织的建议:

• 对各项终止含铅涂料制造、销售和使用的努力提供支持;

• 对各项旨在根除儿童铅暴露的政策措施提供支持;

• 为公众提供与含铅涂料和铅尘相关的儿童健康和职业健康风险信息;

• 推动各项旨在提供血铅检验的努力;

• 鼓励学校、托儿所和住宅业主或管理者等涂料消费者在采购订单上注

明“无铅涂料”。

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建议:

• 对各项终止含铅涂料制造、销售和使用的努力提供支持;

• 对各项旨在根除儿童铅暴露的政策措施提供支持;

• 共同行动起来, 为公众提供与含铅涂料和铅尘相关的儿童健康和职业

健康风险信息;

• 支持“无铅涂料”采购政策;

• 支持第三方认证和标识方案, 确保市面上所有涂料均符合监管标准, 

并帮助消费者在购买涂料时做出明智选择。  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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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表 1. 本项研究涉及的溶剂型装饰磁漆涂料

样本号 品牌 制造企业 颜色
采购日期
(月/日/年)

标签
上是
否有
网
址？

CHN-100 JINGSHI-
LIANXING

北京西红门红联涂料厂 白色 10/31/14 否

CHN-101 JINGSHI-
LIANXING

北京西红门红联涂料厂 黄色 10/31/14 否

CHN-102 JINGSHI-
LIANXING

北京西红门红联涂料厂 红色 10/31/14 否

CHN-103 SHIJILIANSHI 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 白色 10/31/14 否

CHN-104 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漆业有限公司 黄色 10/31/14 否

CHN-105 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漆业有限公司 白色 10/31/14 否

CHN-106 红狮 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 白色 10/31/14 否

CHN-107 红狮 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 红色 10/31/14 否

CHN-108 红狮 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 黄色 10/31/14 否

CHN-109 真谛 北京壮大真谛工贸有限公司 红色 10/31/14 是

CHN-110 真谛 北京壮大真谛工贸有限公司 黄色 10/31/14 否

CHN-111 真谛 北京壮大真谛工贸有限公司 白色 10/31/14 否

CHN-112 QCH 北京神龙博发 黄色 10/31/14 否

CHN-113 QCH 北京神龙博发 红色 10/31/14 否

CHN-114 QCH 北京神龙博发 白色 10/31/14 否

CHN-115 大孚漆 香港大青马制漆集团 黄色 10/31/14 否

CHN-116 大孚漆 香港大青马制漆集团 红色 10/31/14 否

CHN-117 大孚漆 香港大青马制漆集团 白色 10/31/14 否

CHN-118 灯塔 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红色 10/3/14 否

CHN-119 灯塔 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白色 10/3/14 否

CHN-120 灯塔 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黄色 10/3/14 否

CHN-121 Jinliang (不知名) 黄色 10/3/14 否

CHN-122 Jinliang (不知名) 白色 10/22/14 否

CHN-123 Jinliang (不知名) 红色 10/3/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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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号 品牌 制造企业 颜色
采购日期
(月/日/年)

标签
上是
否有
网
址？

CHN-124 DIAOWANG 天津市宏光伟业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白色 10/3/14 否

CHN-125 DIAOWANG 天津市宏光伟业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黄色 10/3/14 否

CHN-126 DIAOWANG 天津市宏光伟业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红色 10/3/14 否

CHN-127 Yanta 保定市金乡涂料有限公司 黄色 10/3/14 否

CHN-128 Yanta 保定市金乡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3/14 否

CHN-129 Yanta 保定市金乡涂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3/14 否

CHN-131 Jinbao 沈阳市南阳化工厂 白色 10/3/14 否

CHN-132 Jinbao 沈阳市南阳化工厂 黄色 10/3/14 否

CHN-133 Jinbao 沈阳市南阳化工厂 红色 10/3/14 否

CHN-134 金飞马 沈阳金飞马制漆有限公司 白色 10/22/14 否

CHN-135 金飞马 沈阳金飞马制漆有限公司 红色 10/3/14 否

CHN-136 金飞马 沈阳金飞马制漆有限公司 黄色 10/3/14 否

CHN-137 Zhen Bao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黄色 10/23/14 否

CHN-138 Zhen Bao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3/14 否

CHN-139 Zhen Bao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23/14 否

CHN-140 XYANG (看不到) 黄色 10/23/14 否

CHN-141 XYANG (看不到) 红色 10/23/14 否

CHN-142 XYANG (看不到) 白色 10/23/14 否

CHN-143 双塔 郑州双塔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3/14 否

CHN-144 华翔 长沙华翔涂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23/14 否

CHN-145 华翔 长沙华翔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3/14 否

CHN-146 Shanbao (不知名) 黄色 10/23/14 否

CHN-147 Shanbao (不知名) 红色 10/23/14 否

CHN-148 Shanbao (不知名) 白色 10/23/14 否

CHN-149 海星 淮安市造漆厂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50 海星 淮安市造漆厂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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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日期
(月/日/年)

标签
上是
否有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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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151 海星 淮安市造漆厂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52 Wuyu 苏州吉人漆业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53 Tongrun 长沙伊利技术涂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54 Tongrun 长沙伊利技术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55 青竹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56 青竹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57 青竹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58 吉人 苏州吉人漆业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59 吉人 苏州吉人漆业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60 吉人 苏州吉人漆业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61 祥虹 长沙华泰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62 祥虹 长沙华泰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63 祥虹 长沙华泰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64 JIATE 长沙伊利技术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65 金星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66 金星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67 金星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68 Duodeli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69 Duodeli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70 Duodeli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71 华涂士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72 华涂士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73 华涂士 佛山市高明华涂士化工有限
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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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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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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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174 五羊 广州市五羊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75 五羊 广州市五羊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76 五羊 广州市五羊油漆股份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77 尔星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升化工
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78 尔星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升化工
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79 尔星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升化工
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80 Sanyuan 广州市红棉长江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81 Sanyuan 广州市红棉长江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82 Sanyuan 广州市红棉长江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83 QSP 东兴化工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84 QSP 东兴化工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85 QSP 东兴化工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86 GANG WEI SHI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大生化工
有限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87 GANG WEI SHI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大生化工
有限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88 GANG WEI SHI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大生化工
有限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89 嘉利来 嘉利来化工厂 白色 10/21/14 否

CHN-190 嘉利来 嘉利来化工厂 黄色 10/21/14 否

CHN-191 嘉利来 嘉利来化工厂 红色 10/21/14 否

CHN-192 YECAI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93 YECAI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中国磁漆装饰涂料的含铅量调查 (2016年1月) 23

样本号 品牌 制造企业 颜色
采购日期
(月/日/年)

标签
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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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194 YECAI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95 JINXIANGSHAN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196 JINXIANGSHAN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97 JINXIANGSHAN 佛山市南海星和化工有限
公司

白色 10/21/14 否

CHN-198 苹果漆 佛山市南海华仁化工有限
公司

红色 10/21/14 否

CHN-199 苹果漆 佛山市南海华仁化工有限
公司

黄色 10/21/14 否

CHN-200 龙江 福建省腾龙工业公司 白色 10/30/14 否

CHN-201 龙江 福建省腾龙工业公司 红色 10/30/14 否

CHN-202 龙江 福建省腾龙工业公司 黄色 10/30/14 否

CHN-203 QUANXIN 全信 湖南新田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红色 10/30/14 否

CHN-204 QUANXIN 湖南新田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30/14 否

CHN-205 QUANXIN 湖南新田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黄色 10/30/14 否

CHN-206 Shiny 汕头市大众光泽涂料有限
公司

红色 10/22/14 否

CHN-207 Shiny 汕头市大众光泽涂料有限
公司

黄色 10/22/14 否

CHN-208 Shiny 汕头市大众光泽涂料有限
公司

白色 10/22/14 否

CHN-209 Guxiang 湖南新田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白色 10/22/14 否

CHN-210 Guxiang 湖南新田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黄色 10/22/14 否

CHN-211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绿色 9/22/14 否

CHN-212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黑色 9/22/14 否

CHN-213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白色 9/22/14 否

CHN-214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红色 9/22/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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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215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16 Katefu 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新化工涂
料有限公司

蓝色 9/22/14 否

CHN-217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蓝色 9/22/14 否

CHN-218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19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白色 9/22/14 否

CHN-220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绿色 9/22/14 否

CHN-221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黑色 9/22/14 否

CHN-222 Bullhead Shark 佛山市南海华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红色 9/22/14 否

CHN-223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绿色 9/22/14 否

CHN-224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白色 9/22/14 否

CHN-225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蓝色 9/22/14 否

CHN-226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27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红色 9/22/14 否

CHN-228 华仁 华仁化工有限公司 黑色 9/22/14 否

CHN-229 攀枝花 攀枝花荣鑫油漆有限责任
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30 攀枝花 攀枝花荣鑫油漆有限责任
公司

白色 9/22/14 否

CHN-231 攀枝花 攀枝花荣鑫油漆有限责任
公司

黑色 9/22/14 否

CHN-232 攀枝花 攀枝花荣鑫油漆有限责任
公司

蓝色 9/22/14 否

CHN-233 攀枝花 攀枝花荣鑫油漆有限责任
公司

红色 9/22/14 否

CHN-234 彩燕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樵牌化工
有限公司

白色 9/22/14 否



  中国磁漆装饰涂料的含铅量调查 (2016年1月) 25

样本号 品牌 制造企业 颜色
采购日期
(月/日/年)

标签
上是
否有
网
址？

CHN-235 彩燕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樵牌化工
有限公司

红色 9/22/14 否

CHN-236 彩燕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樵牌化工
有限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37 彩燕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樵牌化工
有限公司

绿色 9/22/14 否

CHN-238 中华 昆明中华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白色 9/22/14 否

CHN-239 中华 昆明中华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黄色 9/22/14 否

CHN-240 中华 昆明中华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绿色 9/22/14 否

CHN-241 中华 昆明中华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红色 9/22/14 否

表 2. 溶剂型装饰磁漆涂料实验室分析结果

样本号 品牌 颜色

总铅浓度,  
干重 
(ppm)

品牌
总部
所在
国 制造国

罐上是否有
涂料铅含量
信息？

CHN-100 JINGSHI-
LIANXING

白色 4 中国 中国 否

CHN-101 JINGSHI-
LIANXING

黄色 69,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02 JINGSHI-
LIANXING

红色 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03 SHIJILIANSHI 白色 6 中国 中国 否

CHN-104 紫禁城 黄色 116,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05 紫禁城 白色 36 中国 中国 否

CHN-106 红狮 白色 7 中国 中国 否

CHN-107 红狮 红色 39 中国 中国 否

CHN-108 红狮 黄色 113,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09 真谛 红色 9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0 真谛 黄色 78,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1 真谛 白色 98 中国 中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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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112 QCH 黄色 45,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3 QCH 红色 36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4 QCH 白色 28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5 大孚漆 黄色 113,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6 大孚漆 红色 92,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7 大孚漆 白色 240 中国 中国 否

CHN-118 灯塔 红色 122 中国 中国 否

CHN-119 灯塔 白色 81 中国 中国 否

CHN-120 灯塔 黄色 66,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1 Jinliang 黄色 10,7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2 Jinliang 白色 39 中国 中国 否

CHN-123 Jinliang 红色 87 中国 中国 否

CHN-124 DIAOWANG 白色 31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5 DIAOWANG 黄色 12,2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6 DIAOWANG 红色 37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7 Yanta 黄色 28,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28 Yanta 白色 98 中国 中国 否

CHN-129 Yanta 红色 680 中国 中国 否

CHN-131 Jinbao 白色 62 中国 中国 否

CHN-132 Jinbao 黄色 29,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33 Jinbao 红色 198 中国 中国 否

CHN-134 金飞马 白色 < 4 中国 中国 否

CHN-135 金飞马 红色 52 中国 中国 否

CHN-136 金飞马 黄色 78,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37 Zhen Bao 黄色 43,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38 Zhen Bao 白色 280 中国 中国 否

CHN-139 Zhen Bao 红色 147 中国 中国 否

CHN-140 XYANG 黄色 41,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41 XYANG 红色 192 中国 中国 否

CHN-142 XYANG 白色 250 中国 中国 否

CHN-143 双塔 白色 76 中国 中国 否

CHN-144 Huaxiang 红色 3,000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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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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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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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制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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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145 Huaxiang 白色 91 中国 中国 否

CHN-146 Shanbao 黄色 31,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47 Shanbao 红色 3,4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48 Shanbao 白色 < 4 中国 中国 否

CHN-149 海星 黄色 50,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0 海星 白色 35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1 海星 红色 11,7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2 Wuyu 黄色 15,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3 Tongrun 红色 63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4 Tongrun 白色 < 4 中国 中国 否

CHN-155 青竹 红色 28 中国 中国 否

CHN-156 青竹 白色 51 中国 中国 否

CHN-157 青竹 黄色 11 中国 中国 否

CHN-158 吉人 红色 1,580 中国 中国 否

CHN-159 吉人 白色 64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0 吉人 黄色 50,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1 XIANGHONG 白色 < 3 中国 中国 否

CHN-162 XIANGHONG 黄色 38,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3 XIANGHONG 红色 66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4 JIATE 白色 24 中国 中国 否

CHN-165 金星 白色 5 中国 中国 否

CHN-166 金星 黄色 11,5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7 金星 红色 70 中国 中国 否

CHN-168 Duodeli 红色 48 中国 中国 否

CHN-169 Duodeli 黄色 13,5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0 Duodeli 白色 35 中国 中国 否

CHN-171 HTS 红色 15 中国 中国 否

CHN-172 HTS 黄色 10,6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3 HTS 白色 11 中国 中国 否

CHN-174 五羊 黄色 6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5 五羊 白色 1,03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6 五羊 红色 108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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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号 品牌 颜色

总铅浓度,  
干重 
(ppm)

品牌
总部
所在
国 制造国

罐上是否有
涂料铅含量
信息？

CHN-177 尔星 黄色 11,4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8 尔星 红色 270 中国 中国 否

CHN-179 尔星 白色 13 中国 中国 否

CHN-180 Sanyuan 红色 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1 Sanyuan 黄色 53,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2 Sanyuan 白色 33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3 QSP 黄色 50,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4 QSP 白色 31 中国 中国 否

CHN-185 QSP 红色 38 中国 中国 否

CHN-186 GANG WEI SHI 红色 51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7 GANG WEI SHI 黄色 2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88 GANG WEI SHI 白色 32 中国 中国 否

CHN-189 嘉利来 白色 62 中国 中国 否

CHN-190 嘉利来 黄色 12,8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91 嘉利来 红色 178 中国 中国 否

CHN-192 YECAI 黄色 17,4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93 YECAI 白色 28 中国 中国 否

CHN-194 YECAI 红色 36 中国 中国 否

CHN-195 JINXIANGSHAN 黄色 17,7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96 JINXIANGSHAN 红色 145 中国 中国 否

CHN-197 JINXIANGSHAN 白色 < 3 中国 中国 否

CHN-198 苹果漆 红色 2,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199 苹果漆 黄色 37,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0 龙江 白色 22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1 龙江 红色 31,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2 龙江 黄色 10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3 QUANXIN 红色 31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4 QUANXIN 白色 1,44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5 QUANXIN 黄色 42,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06 Shiny 红色 189 中国 中国 否

CHN-207 Shiny 黄色 60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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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号 品牌 颜色

总铅浓度,  
干重 
(ppm)

品牌
总部
所在
国 制造国

罐上是否有
涂料铅含量
信息？

CHN-208 Shiny 白色 19 中国 中国 否

CHN-209 Guxiang 白色 25 中国 中国 否

CHN-210 Guxiang 黄色 91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1 Katefu 绿色 102,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2 Katefu 黑色 77 中国 中国 否

CHN-213 Katefu 白色 19 中国 中国 否

CHN-214 Katefu 红色 2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5 Katefu 黄色 29,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6 Katefu 蓝色 1,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7 Bullhead Shark 蓝色 16,7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8 Bullhead Shark 黄色 42,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19 Bullhead Shark 白色 1,3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0 Bullhead Shark 绿色 42,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1 Bullhead Shark 黑色 9,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2 Bullhead Shark 红色 3,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3 华仁 绿色 2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4 华仁 白色 27 中国 中国 否

CHN-225 华仁 蓝色 37 中国 中国 否

CHN-226 华仁 黄色 97,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27 华仁 红色 96 中国 中国 否

CHN-228 华仁 黑色 27 中国 中国 否

CHN-229 攀枝花 黄色 76,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0 攀枝花 白色 86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1 攀枝花 黑色 96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2 攀枝花 蓝色 1,07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3 攀枝花 红色 1,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4 彩燕 白色 38 中国 中国 否

CHN-235 彩燕 红色 10,8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6 彩燕 黄色 6,1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7 彩燕 绿色 18,6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38 中华 白色 122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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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号 品牌 颜色

总铅浓度,  
干重 
(ppm)

品牌
总部
所在
国 制造国

罐上是否有
涂料铅含量
信息？

CHN-239 中华 黄色 9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40 中华 绿色 84,000 中国 中国 否

CHN-241 中华 红色 990 中国 中国 否

表 3. 按品牌划分的总铅浓度分布

品牌 样本数量

超过600 
ppm 的
样本数
量

超过
10,000 
ppm 的 
样本数量

最低铅浓
度 (ppm)

最高铅浓度 
(ppm)

JINGSHILIANXING 3 1 1 4 69,000

SHIJILIANSHI 1 (白色) 0 0 6 6

紫禁城 2 (黄色、
白色) 

1 1 36 116,000

红狮 3 1 1 7 113,000

真谛 3 2 1 98 78,000

QCH 3 1 1 280 45,000

大孚漆 3 2 1 240 113,000

灯塔 3 1 1 81 66,000

Jinliang 3 1 1 39 10,700

DIAOWANG 3 1 1 310 12,200

Yanta 3 2 1 98 28,000

Jinbao 3 1 1 62 29,000

金飞马 3 1 1 < 4 78,000

Zhen Bao 3 1 1 147 43,000

XYANG 3 1 1 192 41,000

双塔 1 (白色) 0 0 76 76

Huaxiang 2 (红色、
白色) 

1 0 91 3,000

Shanbao 3 2 1 < 4 31,000

海星 3 2 2 350 50,000

Wuyu 1 (黄色) 1 1 15,100 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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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样本数量

超过600 
ppm 的
样本数
量

超过
10,000 
ppm 的 
样本数量

最低铅浓
度 (ppm)

最高铅浓度 
(ppm)

Tongrun 2 (红色、
白色) 

1 0 < 4 630

青竹 3 0 0 11 51

吉人 3 3 1 640 50,000

XIANGHONG 3 2 1 < 3 38,000

JIATE 1 (白色) 0 0 24 24

金星 3 1 1 5 11,500

Duodeli 3 1 1 35 13,500

HTS 3 1 1 11 10,600

五羊 3 2 1 108 64,000

尔星 3 1 1 13 11,400

Sanyuan 3 1 1 100 53,000

QSP 3 1 1 31 50,000

GANG WEI SHI 3 1 1 32 24,000

嘉利来 3 1 1 62 12,800

YECAI 3 1 1 28 17,400

JINXIANGSHAN 3 1 1 < 3 17,700

苹果漆 2 (红色、
黄色) 

2 1 2,100 37,000

龙江 3 2 2 220 104,000

QUANXIN 3 2 1 310 42,000

Shiny 3 0 0 19 189

Guxiang 2 (黄色、
白色) 

1 0 25 910

Katefu 6 3 2 19 102,000

Bullhead Shark 6 6 3 1,300 42,000

华仁 6 2 2 27 97,000

攀枝花 5 5 1 860 76,000

彩燕 4 3 2 38 18,600

中华 4 3 2 122 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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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项研究与中国颁布涂料含铅量控制法规后开展的较早研究之间的总铅浓

度对比

研究 样本数量

超过 600 
ppm 的样
本数量 
(比例)

超过 
10,000 
ppm 的样
本数量 
(比例)

最低铅浓度  
(ppm) 

最高铅
浓度 
(ppm)

Lin等人 (2009年) 58 29 (50 %) 无数据 0.8 153,000

Clark等人 (2009) 64 21 (33%) 16 (25%) ≤33 207,000

本项研究   141 70 (50%) 48 (34%) <3 116,000

表 4. 按颜色划分的总铅浓度分布

颜色 样本数量

超过 600 
ppm 的样本
数量

超过 10,000 
ppm 的样本数量

最低铅浓
度 (ppm) 

最高铅浓度  
(ppm)

蓝色 4 2 1 37 16,700

黑色 4 2 0 27 9,100

绿色 5 5 5 18,600 102,000

红色 41 15 4 15 92,000

黄色 42 40 38 11 116,000

白色 45 5 0 <3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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