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

识、贮存条件等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清洗剂适用于带有漆膜涂层的动车组或其他轨道交通车辆的外表面清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63    氧化铁颜料 

GB/T 4294    氢氧化铝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6368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13173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GB/T 20020   气相二氧化硅 

GB/T 24265   硅藻土助滤剂 

GB/T 35759   金属清洗剂 

MH/T 6065   飞机清洗及化学维护用品对飞机涂漆表面影响的试验方法 

GJB 5974    飞机外表面水基清洗剂规范 

JB/T 4323.2  水基金属清洗剂 试验方法 

TB/T 2393    铁路机车车辆用面漆 

3 产品分类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产品状态无论是液体、膏状或固体、粉（粒）状，按照其溶液

的 pH 值分为 A 型、B 型、C 型。 

A 型：酸性清洗剂 pH 值在 2.0~6.0； 

B 型：中性清洗剂 pH 值在 6.1~8.0； 

C 型：碱性清洗剂 pH 值在 8.1~12.0。 

4 技术要求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的技术要求 

项  目 
指标 

试验方法 
A 型 B 型 C 型 

外观 液体产品 均匀，不分层，无沉淀 JB/T 4323.2 第 4 章 



膏状或固体 均匀，无结块，无明显离析 

粉（粒）状产品 松散，无结块 

pH[5%水溶液] 2.0~6.0 6.1~8.0 8.1~12.0 GB/T 6368 

净洗力[5%水溶液，40℃]/% ≥80 ≥80 ≥85 第 5 章 5.4 

水溶解性[5%水溶液] 
产品应可完全溶解， 

溶液放置无分层、无浑浊、无沉淀 
第 5章 5.5 

泡沫性能[5%水溶液，（40±2）℃]/mm 即时高度≤80，5min 高度≤20 GB/T 13173 第 11 章 

漆膜涂层影响性 

[5%水溶液] 

厚浆型醇酸涂料 漆膜无裂纹、起泡，无明显变色、失光， 

表面硬度变化不超过 1个铅笔硬度单位 
第 5章 5.7 

聚氨酯类涂料 

腐蚀性 

[5%水溶液， 

（40±2）℃，4 h] 

45 号钢 
外观/级 ≤1 

第 5章 5.8 

腐蚀量/mg  ≤5 

H62黄铜 
外观/级 ≤1 

腐蚀量/mg  ≤5 

LY12铝合金
外观/级 ≤1 

腐蚀量/mg  ≤10 

高温稳定性[（50±2）℃，6 h] 均匀、无分层 

GB/T 35759 第 5 章 5.12

低温稳定性[（-5±2）℃，24 h] 均匀、无分层、无结晶或沉淀析出 

漂洗性能 易漂洗，无可见清洗剂残留 第 5章 5.11 

注：对泡沫性能的要求，只适用于自动化清洗机机洗的产品。 

5 试验方法 

5.1 金属试片 

5.1.1 试片材质和规格 
试片尺寸如图1，试验需用到的试片材质及规格包括： 

a）45号钢，50 mm×25 mm×（3~5）mm 

b）H62黄铜，50 mm×25 mm×（3~5）mm 

c）LY12铝合金，50 mm×25 mm×（3~5）mm 

d）1Cr18Ni9Ti不锈钢，50 mm×25 mm×（3~5）mm 



 

图1 试片尺寸 

5.1.2 试片打磨和清洗 

按照GB/T 35759中第5章中5.1.2规定，对试片进行打磨和清洗。  

5.2 试液的制备 

5.2.1 用于pH值、净洗力、漆膜涂层影响性、腐蚀性和漂洗性试验的试液用蒸馏水或去离子

水（新煮沸冷却后）按5%（m/m）浓度配制。 

5.2.2 用于泡沫性试验的试液用GB/T 13173第11章中规定的硬水按5%（m/m）浓度配制。 

5.2.3 用于高温稳定性和低温稳定性试验的试液用清洗剂原液。 

5.3 外观 

按照JB/T 4323.2中第4章外观检查试验方法，分别按液体、膏状或固体、粉（粒）状进

行评定。 

5.4 pH 

按照GB/T 6368规定，用试液（5.2.1）进行测定。 

5.5 净洗力 

5.5.1 原理 

   用清洗剂溶液浸泡、摆洗涂覆人工油污的漆膜涂层金属试片，通过洗去的油污量计算净洗

力。 
5.5.2 试剂和材料 

a）气相二氧化硅（型号：A200）； 

b）氢氧化铝（型号：AH-1）； 

c）硅藻土助滤剂（型号：DS-D-I）； 

d）氧化铁红（型号：A-I-1-V1-a）； 

e）机械油（型号：32 号）； 

f）无水乙醇，分析纯。 

5.5.3 仪器和设备 

a）烧 杯，500 mL，或搪瓷药物缸 D90 mm X 90 mm，带盖； 

b）金属试片，不锈钢试片(5.1.l d)；  

c）试片架； 

d）S 形挂钩，用不锈钢丝弯制； 

e）摆洗机，摆动频率（40 士 2）次/min，摆动距离（50 士 2）mm； 



f）烘箱，能控温于（40 士 2）℃； 

g）水浴锅，能控温于（40 士 2）℃； 

h）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i）研钵，容积 500 mL； 

j）干燥器。 

5.5.4 试验程序 

5.5.4.1 人工污垢的配制 

人工油污的成分按质量比配方如下： 

气相二氧化硅，6%； 

氢氧化铝，2%； 

硅藻土助滤剂，6%； 

氧化铁红，6%； 

机械油，80%。 

按配方比例，分别称取气相二氧化硅、氢氧化铝、硅藻土助滤剂和氧化铁红，混合后充

分研磨，置于烧杯中并加入机械油搅拌，使固体颗粒与机械油充分接触并混合均匀，贮存于5～

10 ℃冰箱或干燥器中备用。 

5.5.4.2 漆膜试片的制备 

   将不锈钢试片按照5.1.2规定进行处理，待干燥后喷涂符合TB/T 2393规定的面漆（面漆的

种类也可和客户协商），面漆干膜厚度为（20～30）μm，自然干燥7 d以上。 
5.5.4.3 污垢试片的制备 

将涂覆漆膜试片经无水乙醇擦拭后置于(40±2)℃的烘箱中干燥30 min，然后移入干燥器

内，冷却至室温后称重。将称量后的试片浸入人工污垢内，进入深度如图2所示，并用滤纸擦

去试片两侧和底边多余的污垢，每片试片上的污垢量为(0.0800±0.0200)g。浸涂完毕后，用

S形钩挂在试片架上放入烘箱，在(40±2)℃的条件下烘干30 min后取出，用滤纸擦去底边的

油污，移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后称量。 

 

图 2 人工油污涂布部位图 

5.5.4.4 试片摆洗 

在3个500 mL烧杯或搪瓷药物缸内，分别倒入400 mL试液（5.2.1），然后将3个烧杯放置

于(40±2)℃水浴锅中，使试液温度保持在(40±2)℃。将涂覆污垢的试片夹在摆洗机的摆架



上，使试片表面垂直于摆动方向。在试液中浸泡5 min，然后立即开启摆洗机摆洗5 min。摆

洗结束后，连同挂钩取出试片，在(40±2)℃，400 mL去离子水中漂洗30s。漂洗结束后，将

试片放入(40±2) ℃的烘箱中烘干2 h，移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重，计算洗净力。在三

个试片平行试验所得净洗力值中，应保证有两片的数值相差不超过3%，否则应重新试验，取

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净洗力X1以洗去油污的质量百分数表示，按式(l)计算。 

 

 

式中：X1—净洗力，%； 

m0—试片质量，g； 

ml—涂覆油污试片清洗前的质量，g； 

m2—涂覆油污试片清洗后的质量，g。 

5.6 水溶解性 

将200 g试液（5.2.1）于具塞广口玻璃瓶中，充分搅拌后，在室温下静置4 h后，目测观

察溶液外观。 

5.7 泡沫性能 

按照GB/T 13173中第11章规定，用试液（5.2.2）进行测试。 

5.8 漆膜涂层影响性 

5.8.1 试剂和材料 

a）无水乙醇，分析纯。  

5.8.2 仪器和设备 

a）烧 杯，500 mL； 

b）金属试片，45号钢(5.1.l a)；  

c）试片架； 

d）S形挂钩，用不锈钢丝弯制； 

e）烘箱，能控温于（40士2）℃； 

f）干燥器。 

5.8.3 漆膜试片的制备 

按照5.5.4.2中规定方法制备漆膜试片。 

5.8.4 试验步骤 

将涂覆漆膜试片用无水乙醇擦拭干净，水平放置于（40士2）℃的烘箱烘干后，再将试液

（5.2.1）涂抹于试片上，涂抹面积大于试片的一半以上，试液在试片上保留30 min，然后将

试片从烘箱中取出，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放置于干燥器中24 h后，观察试片的外观，按照

MH/T 6065规定的方法测量漆膜试片的铅笔硬度。同时用两片试片作平行试验，按照技术要求

评定。 

5.9 腐蚀性 

5.9.1 原理 

    将金属试片浸入规定温度和浓度的清洗剂试液中，经过规定的时间后，以金属试片的外

观变化和腐蚀量来评定清洗剂对金属腐蚀性。 
5.9.2 试剂和材料 

a）丙酮，分析纯； 

b）无水乙醇，分析纯。 

5.9.3 仪器和设备 



a）搪瓷药物缸 D90 mm X 90 mm，带盖； 

b）金属试片，45 号钢、H62黄铜、LY12铝合金（5.1.l 中 a、b、c）；  

c）试片架； 

d）S 形挂钩，用漆包线弯制； 

e）缸口横梁，D2 mm 不锈钢条弯成； 

f）烘箱，能控温于（40±2）℃； 

g）水浴锅，能控温于（40±2）℃ ； 

h）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i）秒表； 

j）干燥器。  

5.9.4 试验步骤 

将5.1.2规定准备好的试片（连试片架）置于(40±2)℃烘箱中干燥30 min，移入干燥器

内，冷却至室温后称量。在3个500 mL的搪瓷药物缸中分别加入400 mL试液（5.2.1），放入(40

±2) ℃的水浴锅中加热，达到温度后，每个搪瓷药物缸中放入三种试片各一片，吊挂于横放

在搪瓷药物缸口的横梁上，试片应全浸于试液中（试片之间不可接触）。恒温静态放置，4 h

后取出试片，立即用蒸馏水漂洗（摆洗10次），再用无水乙醇或丙酮清洗两遍，热风吹干，检

查外观。再将试片（连试片架）置于（40±2）℃烘箱中干燥30 min，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称重，计算每种试片实验前后重量变化，每种金属取其平均值为试样对金属的腐蚀性

量值 。 

试片的金属腐蚀量以毫克数表示，可以根据公式（2）计算。 

P=（P1-P2）*1000....................................(2) 

式中：P—试片腐蚀量，单位为毫克； 

P1—试片腐蚀前的质量，单位为克； 

P2—试片腐蚀后的质量，单位为克。 

5.9.5 金属腐蚀外观评级 

按照GB/T 35759第5章中5.9.5.2进行外观评级。 

5.10 高温稳定性 

    按照 GB/T 35759 第 5 章中 5.12.3.1 规定的试验方法，取试样（5.2.3）约 50 mL 于 100 

mL 无色具塞广口玻璃瓶中，加塞后置于(50±2) ℃恒温箱，6 h 后取出，立即观察外观。 
5.11 低温稳定性 

   按照 GB/T 35759 中第 5 章 5.12.3.2 规定，用试液（5.2.3）进行测试和观察外观。 
5.12 漂洗性能 

5.12.1 原理 

将涂覆漆膜的金属试片浸入规定温度的清洗剂溶液中，取出干燥，使表面覆盖清洗剂干

膜，然后在水中漂洗，干燥后，检查试片表面有无残留物。 

5.12.2 仪器和设备 

a）烧 杯，500 mL； 

b）金属试片，1Cr18Ni9Ti 不锈钢（5.1.1 中 d）；  

c）试片架； 

d）S 形挂钩，用不锈钢丝弯制； 

e）烘箱，能控温于（40 士 2）℃； 

f）水浴锅，能控温于（40 士 2）℃。 

5.12.3 试片打磨和清洗 

试片的打磨和清洗按照5.1.2中规定的进行处理。 



5.12.4 漆膜试片的制备 

漆膜试片的制备按照5.5.4.2中规定的进行制备。 

5.12.5 试验程序 

将 400 mL 试液（5.2.1）放入烧杯中，然后于（40 士 2）℃水浴锅中恒温。按规定准备

好漆膜试片，挂在 S 形挂钩全浸在试液中 5 min 后取出，立即用滤纸吸去试片下端及孔眼的

液体，垂直悬挂于试片架上，放入(40±2)℃烘箱中干燥 30 min。取出试片后，在（40 士 2）℃

蒸馏水中来回摆动 10 次(往返为一次)，摆洗时间不得超过 10 s，然后用热风吹干，检查试片

外观。同时用两片试片作平行试验，按照技术要求评定。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每批次产品须经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取样按 GB/T 4756 执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2。 

表 2出厂检验项目 

6.2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应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1）新产品试制或定型鉴定； 

  2）产品结构、原材料、工艺设备或制造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的主要性能； 

  3）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一次； 

  4）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又恢复生产； 

  5）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 判定 

  若检验结果中存在不合格项，可从同批产品中抽取 2~4 个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

若复检结果中仍存在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包装、标识、贮存 

7.1 包装 

包装容器的大小、形状由制造商根据用户的需求而定，包装容器所用材料不应与清洗剂

产生任何化学作用。 

7.2 标识 

包装容器上至少应标明： 

a）产品名称、型号； 

b）批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试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外观 √ 

pH 值[5%水溶液] √ 

水溶解性 √ 



c）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邮编。 

7.3 贮存 

清洗剂应储存在通风、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不应挤压，不应与强腐蚀性物品、易燃、

易爆物品堆放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起草组讨论修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轨道交通是基于固定线路的轨道，通过专用的轨道运输车辆，实现旅客及货

物运输的交通方式，主要包括传统铁路（以传统铁路、高铁等为代表）和城市轨

道交通（以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为代表），潜在的清洗市场非常巨大。以城市

轨道交通为例。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大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35

座城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线路，共 171 条线路，总里程高达 5083.45 公里。 

轨道交通车辆作为铁路客货运输的工具，全天候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运行，

环境因素和人为的污染，都会对轨道交通车辆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行环境带来

不利影响，同时轨道交通车辆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受到紫外线照射、雨水冲刷、

风沙侵蚀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机车漆面的亮度、厚度都大打折扣，致使轨道交

通车辆漆面慢慢发白、发乌、无光泽，进而形成氧化层，缩短了轨道交通车辆使

用寿命。 

此外，轨道交通车辆在行驶中因空气摩擦产生强烈的静电层，并吸附大量灰

尘、油污和化学粉尘，时间久了会形成一层坚硬的“交通膜”。“交通膜”如果得

不到及时清除，极易使轨道交通车辆漆面氧化腐蚀、剥落。针对上述情况，急需

优质、高效的清洗剂产品对轨道交通车辆外厢进行清洗维护，清洗维护后的漆面

不仅能使轨道交通车辆整洁、亮丽，而且具有耐污、耐腐等功能，可进一步提升

轨道交通车辆外厢运行质量。              

作为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一要考虑被清洗部位的材质及应用特点，不

能对其表面造成腐蚀、损害；二要考虑清洗效果，去污速度快，清洗效率高；三

要操作简单，省时省力，适合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使用。目前，对轨道交通车

辆外部的清洗主要采用自来水、有机溶剂、水基类清洗剂。用水清洗，耗水量大，

且很难达到理想效果，造成水资源浪费严重；使用有机溶剂，存在使用成本高、

火灾隐患，且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水基类车辆外部清洗剂具有环保、

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已被轨道交通市场广泛认可和使用，但是行业内没有

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对水基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产品进行统一的规范，这

就导致许多品牌、成分、质量、性能参差不齐的产品进入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

消费市场，其中有些产品在毒性、清洗能力低及安全可靠性差等方面给客户造成

诸多困扰，也对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这类产品信任度与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

响。 因此，迫切需要规范水基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产品，制定相应的技术要



求，以指导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生产，监督清洗剂产品质量，促进轨道交

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健康发展。 

为了规范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产品质量，稳定性和提高轨道交通车辆

外部清洗剂的应用效果，科学地评价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性能，同时改善

操作环境和保障操作者的安全，建立完整统一的清洗剂标准。因此，我们建议制

订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团体标准。 

经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建议书，

并报经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7 年工作会议讨论，予以批准立项

（项目编号为 QX/T-2017-02）。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实用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保证标准

内容科学、合理，标准起草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借鉴国内外成熟标准并确定标准结构 

为保证标准的制定能够对我国工业清洗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有效应对，

标准起草组对日本《机车车辆外部清洗剂》(标准:JRS69238-3A-11AR5S)进行了系

统学习，并结合《飞机外表面水基清洗剂规范》（GJB 5974-2007）、《飞机外表

面水基清洗剂》（MH/T 6090-2013）及《金属清洗剂》（GB/T 35759-2017）等国

家、行业标准基础上确定了《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标准各部分按照相

关的章节内容进行划分，共分为 7个部分： 

——第 1 部分：范围；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产品分类； 

——第 4 部分：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检验规则； 

——第 7 部分：包装、标识、贮存。 

（2）多次召开编制组会议，研讨标准内容 

 2017 年底，标准编制组对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进行立项评估，针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邀请了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制造企业、使用单位及

管理机构等各方代表进行了研讨，明确了需要应对的问题。 

2018 年 1 月，项目组召开了标准修订的研讨会，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原则，并

对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2018 年 7 月，项目组组织专家对前期形成的标准初稿逐条进行了研讨，根据

专家意见形成了起草组讨论修改稿。 

2018 年 9 月，协会组织起草组人员，并邀请专家对前期形成的标准初稿中各

项技术要求及编制说明逐条进行了研讨，对专家意见进行了仔细研究，根据专家



意见明确了标准编制下一步工作内容和试验验证方向。 

2019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通过试验验证，完成了标准起草讨论修改稿，并在

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期间提交参会理事会代表进行修改意见征集。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相关论据 

（一）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本着内容科学、合理、协调、可行，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操作性等，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借鉴国内标准，参考国外标准，根据国内工业用轨道交通

车辆外表面水基清洗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的内容，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和前

瞻性。 

（二）相关论据 

本标准借鉴了日本《机车车辆外部清洗剂》(标准：JRS69238-3A-11AR5S)，

并结合《飞机外表面水基清洗剂规范》（GJB 5974-2007）、《飞机外表面水基清

洗剂》（MH/T 6090-2013）及《金属清洗剂》（GB/T 35759-2017）等国家、行业

标准技术要求项目，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业清洗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调整。 

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和标识、包装、贮存条件等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清洗剂适用于带有涂层的动车组或其他轨道交通车辆的外表面

清洗，不适用于其他部位清洗。 

2、技术要求 

我国现行的通用水基金属净洗剂（QB/T 2117），其内容局限于金属表面油污

清洗剂的相关技术标准，包括 45 号钢、Z30铸铁、H62黄铜、LY12硬铝的腐蚀性，而

轨道交通车辆外部的清洗不仅涉及外部漆面上各种复杂污垢的清洗还要求对漆面

安全可靠性指标进行评价，两者在材质、外表面及污垢种类上存在本质性区别，

故该标准不适用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的技术要求。因此，在编制本标准过程

中，借鉴《机车车辆外部清洗剂》（JRS69238-3A-11AR5S）、《飞机外表面水基

清洗剂规范》（GJB 5974-2007）、《飞机外表面水基清洗剂》（MH/T 6090-2013）

及《金属清洗剂》（GB/T 35759-2017）等国家、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项目内容，

将外观、pH 值、净洗力、泡沫性能、漆膜影响性、腐蚀性、高低温稳定性、漂洗

性能等要求加入本标准中，这些都体现在机车车辆外部清洗的技术要求中。 

（1）外观  

产品外观是指指产品的外在造型、图案、颜色、结构、大小等方面的综合表

现。是产品质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生产、贮存、运输方面的重要控制指标。

通过控制可有效避免因机械杂质、沉淀过多引起质量问题，进而保证产品质量。

目前水基金属清洗剂按状态可分为液体、膏状或固体、粉状几种形式，对轨道交



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外观技术要求参照 JB/T 4323.2《水基金属清洗剂 试验方法》

中第 4 部分外观检查试验方法，分别按液体、膏状或固体、粉状进行评定，对于

液状产品检查清洗剂是否均匀，有无分层和沉淀；对于膏状或固体检查清洗剂是

否均匀，有无结块和明显分离现象；对于粉状产品检查清洗剂是否均匀、松散，

有无结块。 

（2）pH 值 

pH 值表示水溶液中氢离子的总数和总物质的量的比，它是水溶液最重要的理

化参数之一，用来判定产品的酸碱性。目前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产品有酸

性清洗剂、中性清洗剂、碱性清洗剂三类产品，因此，对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

洗剂根据 pH 值技术要求分为 A 型、B 型、C 型三大类，使清洗剂具有很广的适用

范围。A 型清洗剂为酸洗清洗剂，pH 值在 2.0～6.0；B 型清洗剂为中性清洗剂，

pH 值在 6.1～8.0；C 型清洗剂为碱性清洗剂，pH 值在 8.1～12.0。pH 值测定根据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GB/T 6368-2008）规定的方法测试。 

（3）净洗力 

净洗力表示清洗剂去污能力、其检测结果直接影响净洗剂去污能力的判别，

通过控制净洗力的大小，可以有效保障其去污能力。根据轨道交通车辆外面污垢

和常用清洗剂类型，将轨道交通车辆清洗剂净洗力分别按照酸性清洗剂、中性清

洗剂、碱性清洗剂三大类进行测试，具体技术要求如下：酸性清洗剂净洗力≥80%，

中性清洗剂净洗力≥80%，碱性清洗剂≥85%。净洗力测试方法首先采用将试片涂

上面漆模拟动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涂层，其次选择与轨道交通车辆车厢外表面化

学成分类似的化合物，经搅拌混合制作人工油污、最后根据实际清洗工艺确定试

验程序。 

（4）水溶解性 

水溶解性是物质在形成溶液时的一种物理性质，它是指物质溶解能力大小的

一种属性。在实际清洗过程中，无论是液体、膏状或固体还是粉状清洗剂都要将

清洗剂按照一定的重量比例加入水中，通过控制水溶解性可以判断清洗剂溶解能

力，防止清洗剂存在溶解不均匀，有沉淀等质量问题。因此，对于水溶解技术要

求无论是液体、膏状或固体还是粉状清洗剂产品应可完全溶解，溶液放置无分层、

无浑浊、无沉淀。 

（5）泡沫性能 

泡沫是一种气体分散在液体中的分散体系，泡沫的性能如产生泡沫的大小、

多少及泡沫的稳定性都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只有

采用自动清洗机清洗外厢才会考虑到清洗剂的泡沫性能，而泡沫的大小、多少及

泡沫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清洗剂的清洗剂效率，甚至可能出现清洗事故。因此，编

写标准时对于泡沫性能技术要求只适用于自动清洗机清洗，对人工清洗时泡沫性

能不作要求，对于泡沫性能技术要求如下：即时高度≤80mm，5min 高度≤20mm。



泡沫性能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按照《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GB/T 

13173-2008）中 11 部分确定的试验程序进行测试。 

（6）漆膜影响性 

漆膜是保护车组结构免于碰撞、压陷、擦划等机械力作用和腐蚀的重要保障。

漆膜的完整性和漆膜硬度是漆膜机械强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表示漆膜性能优

劣的重要指标之一。依据标准《铁路机车车辆用面漆》（TB/T 2393-2001）可知，

目前轨道交通车辆面漆主要有醇酸类涂料和聚氨酯类涂料两大类，所以制定清洗

剂对漆膜影响性技术指标要考虑清洗剂对醇酸类涂料和聚氨酯类涂料的影响，而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以聚氨酯面漆为主，所以在净洗力、漂洗性能、漆膜影响性中

均使用聚氨酯面漆进行考察。对漆膜影响性具体技术要求如下：漆膜无起泡，无

明显变色、失光，漆膜硬度无明显变化根据。具体试验方法结合实际工艺条件和

《飞机清洗及化学维护用品对飞机涂漆表面影响的试验方法》（MH/T 6065-2010）

规定的试验程序验证。 

（7）腐蚀性 

腐蚀性是指金属与环境间的物理和化学相互作用，使金属性能发生变化，导

致金属功能会受到损伤。轨道交通车辆车体结构大多采用钢或铝合金材料，其表

面做防腐涂装处理，除此之外，车体外表还有裸露的铝合金、铜等材质。因此，

在制定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腐蚀性主要考虑清洗剂对钢、铝合金、铜三种

金属的腐蚀性，通过对腐蚀性检验，可以判断清洗剂是否与车辆表面金属发生反

应导致腐蚀，可以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清洗剂，保证清洗安全，降低成本。在比较

苛刻的条件下，对于腐蚀性技术指标基本要求是腐蚀量小，外观变化小，具体验

证方法根据实际使用条件确定腐蚀性指标和试验程序。 

（8）高、低温稳定性 

高低温稳定性是指产品在高低温状态放置一定时间后产品产生的状态，它是

产品稳定性、可靠性的重要指标。通过对高低温稳定性进行把控，可有效控制稳

定性和可靠性，保证清洗剂和清洗的质量。良好的低温稳定性可以使产品在低温

条件不析出结晶物，提高产品的清洗质量和效率。因此，低温稳定性技术要求是

均匀、无分层、无结晶或沉淀析出。高温稳定性主要考虑在实际运输过程由于碰

撞、摩擦等因素导致温度突然升高可能会引起清洗剂变质影响清洗质量，对高温

稳定性技术要求是均匀、无分层。高低温稳定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根据《金属清洗

剂》（GB/T 35759-2017）中 5.12 规定的高低温稳定性试验程序制定。 

（9）漂洗性能 

漂洗性能可以用来判别清洗剂在油漆漆膜上的残留，是清洗性能优劣性的重

要指标。通过对漂洗性能检验，可以得知清洗剂清洗效果的优劣，可有效控制产

品质量。因此，对于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的漂洗性能要做到易漂洗，无可

见清洗剂残留，清洗剂漂洗性能测试方法要模拟动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涂层和根



据实际清洗工艺，同时参考《金属清洗剂》（GB/T 35759-2017）中 5.11 规定的

试验方法确定测试方法。 

3 试验分析、技术论证、预期效果  

本标准中各项技术要求均能通过实验进行验证和判定。标准提出外观、pH 值、

净洗力、泡沫性能、腐蚀性、高低温稳定性、漂洗性能等生产控制项目是借鉴国

内外相关标准，并依据产品生产、运输及应用的要求提出来的。外观、pH 值是车

辆外表面水基清洗剂本身固有的性质，不同类型的车辆外表面水基清洗剂，具有

不同限定值；而净洗力、泡沫性能、腐蚀性、高低温稳定性、漂洗性能是直接反

映车辆外表面水基清洗剂的品质好坏，部分检测项目能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所有

的测试监控项目是为了更好的保障生产、运输及应用的可靠性，可有效控制产品

质量，提高产品技术水平。由此可见，本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行业标准是

可行的，同时标准的实施也满足了企业生产监控及使用要求。 

本标准包括了定性和定量两类指标要求。其中定性指标主要从适用于工业清

洗的外观、高低温稳定性、漂洗性能、pH 值在范围上进行明确规定，通过对其固

有的特性指标进行控制，以保障其应用的可靠性。在定量指标方面，主要以工业

清洗剂的净洗力、泡沫性能、腐蚀性等指标来控制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清洗效果以

及对被清洗基材安全可靠性，更全面的保证车辆外表面水基清洗剂的产品质量。 

 根据调研统计分析本标准中有关产品要求，本项目调研了华阳新兴科技（天

津）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普罗米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清洗剂生产企业和多

家清洗剂使用企业，本标准控制监控项目可达到标准要求，本标准是可行的。 

四、预期社会效益 

《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是我国清洗行业的产品质量管理标准，是广

大生产、运输、储存及使用部门的准则。《轨道交通车辆外表面清洗剂 第四部分 

产品技术要求》通过产品技术指标规范产品使用要求及特定用途要求，提升了车

辆外表面清洗剂安全技术水平，保障中国工业清洗行业清洗剂质量的目标。 

五、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水平差距 

《机车车辆外部清洗剂》（JRS69238-3A-11AR5S）标准在分类中只分为草酸

和中性两类，适用范围较小而且对高低温稳定性、水溶解性技术指标没有做相关

要求；《动车组外表面清洗剂》(Q/CR 468-2015）标准中试用的pH值范围小（2.0~10）

对高低温稳定性、泡沫性等没有做相关要求；《金属清洗剂》（GB/T 35759-2017）

标准只适用于金属材料和其金属零部件的清洗，对于存在漆膜的轨道交通行业清

洗并没有涉及，而本标准将轨道交通车辆清洗剂参考了《动车组外表面清洗剂》

(Q/CR 468-2015）标准中的净洗力、谁溶解性，腐蚀性和漂洗性指标，同时将清

洗剂分为酸性、中性、碱性三大类，适用范围更广，同时对高低温稳定性、水溶



解性技术指标做了明确和规定。而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模拟实际清洗和应用过程，

比如净洗力、漂洗性能测试过程中采用涂层面漆进行测试、考虑清洗剂对漆膜影

响性，这就使得本标准更具有适用性和针对性。 

六、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下列相关的国内外标准存在关系。 

GB/T 1863    氧化铁颜料 

GB/T 4294    氢氧化铝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6368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13173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GB/T 20020   气相二氧化硅 

GB/T 24265   硅藻土助滤剂 

GB/T 35759   金属清洗剂 

MH/T 6065   飞机清洗及化学维护用品对飞机涂漆表面影响的试验方法 

GJB 5974    飞机外表面水基清洗剂规范 

JB/T 4323.2  水基金属清洗剂 试验方法 

TB/T 2393    铁路机车车辆用面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轨道交通列车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

如各种动车组列车、地铁(含轻轨)列车、磁悬浮列车的车辆外表面清洗及车辆内

饰板的清洗等，车辆外部清洗维护产品的使用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市场需求大。

水基类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作为已被市场广泛认可和使用的产品，目前仍存在

技术要求不明确，缺乏相应技术规范、没有统一行业标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

要对轨道交通车辆外部清洗剂产品，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以指导轨道交通车辆

外部的清洗生产，提升清洗剂产品质量。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相关内容的实施，需要在中国工业清洗主管部门配合，进行广泛的标

准培训和宣贯。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