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革行业的部分产品，特别是鞣剂和复鞣剂中包含甲醛，从而使皮革产品中遗留可检测水平的游离甲醛 —— 游离甲
醛为遗留在皮革中的残留、未结合化合物。甲醛会刺激眼睛、粘膜和皮肤，并且会引起过敏反应。众多权威人士将甲
醛归类为致癌物质。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不含游离甲醛的皮革。

当今的制革行业中，有多种可最小化甲醛含量的方法，而 Buckman 的理念尤佳。在一开始就不让其存在。 
Butan“F 系列”能使产品不含游离甲醛，并保证质量。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 Buckman 的 Butan™“F 系列”高级化学品。

为您去除甲醛的顾虑并保证质量。



Butan™ “F 系列” 解除您的
甲醛顾虑并 保证质量。

为何游离甲醛如此重要？

尽管甲醛可在极低浓度的环境下自然生成，但是这种高活性的化合物
也可广泛用于化工行业的通用建筑模块，以合成更复杂的材料。甲醛
的化学式为 HCHO，是最简单的醛。

即使在低密度下，游离甲醛也能刺激眼睛和粘膜。如较大量游离甲醛
与皮肤接触，则可能会造成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某些机构已将甲醛
归类为“可能”或“已知”的人类致癌物。当今全球皮革市场需要无
甲醛皮革产品。



皮革中游离甲醛的来源
皮革中游离甲醛最常见的来源是鞣剂或复鞣剂。甲醛通常用于生产合成鞣剂和树脂，其在缩合或聚合反应中加入小分
子，以形成较大的分子结构。这些合成的化合物用于制作各种类型的皮革。

可能包含甲醛的产品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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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的甲醛可造成最终材料中遗留未反应或不完全结合（未交联）的甲醛。例如，如在缩合鞣剂生
产过程中使用过量甲醛，则可能在最终产品中留下残留、未反应的游离甲醛。材料中含有的未反应游离甲醛成为皮革
外壳或皮革成品中甲醛的主要来源。标准分析方法检测不到完全反应和交联的 HCHO，该 HCHO 也不会造成健康
或安全问题。

甲醛具有活性；其可与蛋白质结合，并在过去一直用作鞣剂。合成鞣剂中包含的松散结合或游离甲醛可与胶原结合，
但是通常联系较弱，因此可能在分析测试的提取阶段分解。从而导致皮革被检测到含有游离 
甲醛。

游离甲醛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和报告皮革或皮革化学品中 HCHO 水平的分析方法有很多。这些方法多数通过在提取阶段移除皮革或化学基质
的 HCHO，而后通过不同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检测方法采用的技术包括从轻度提取 HCHO 技术（仅检测部分游
离甲醛含量）至更为严苛的移除所有游离甲醛和部分结合物（非交联 HCHO 除外）。

专门用于皮革行业的分析方法见表1。其他方法也可能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通常源自纺织行业 
（例如：ISO 14184-2、Japan Law 112），或汽车制造商要求（例如：VW、Toyota、Audi），但是无论是何种规
定，均需要满足客户要求。

表1：皮革行业 HCHO 方法
方法 描述 当量

IUC 19-1 皮革中甲醛含量测定。第 1 部分：通过 HPLC 定量。
通过水中浸泡进行测定。

ISO 标准：ISO 17226-1:2008 
欧洲标准：EN ISO 17226-1 
（取代 DIN 53315）

IUC 19-2 皮革中甲醛含量测定。
第 2 部分：比色分析定量。
通过水中浸泡进行测定。

ISO 标准：ISO 17226-2:2008 
欧洲标准：EN ISO 17226-2 
（取代 DIN 53315）

IUC 26 皮革处理化学品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 ISO 标准：ISO FDIS 27587:2009 
欧洲标准：EN ISO 27587

减少皮革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方法
工艺条件控制和有效清除剂的使用有助于减少甲醛含量，但是这些方法不可能始终可靠并保持一致，当在使用更积
极的分析方法时可能会导致失败。在满足客户“皮革中无可检测到的 HCHO”要求方面，选择正确的化学品是最简
单、也是最佳的方法。



Butan®“F 系列”解决方案可在保证皮 
革质量的同时移除 HCHO。

Butan 1906F
该合成鞣剂基于双氰胺(DCD)。 
Butan 1906F 专门用于保留自然填充
和密封特性，但是不包含通常可与这种
类型合成鞣剂关联的高水平甲醛。产品
测试和制革时使用 Butan 1906F 可达
到检测不出甲醛的效果。通过与其他低
甲醛 DCD 产品比较试验，可看到较劣
质的皮革与使用 Butan 1906F 生产出
的充分和紧密皮革质量的不同。

Butan 1907F
该合成鞣剂基于三聚氰胺。三聚氰
胺与甲醛反应，生成填充效果较好
的树脂。Butan 1907F 的生产过程
中使用独特技术，保留了选择填充和
柔软特性，但不包含常规含量的甲
醛残留。当使用标准分析测试方法
时，Butan 1907F 和树脂制成的皮革
显示无甲醛。

Butan 1908F
该产品为蛋白填充剂，隐藏松动部分含
有有效和可选择的填充物。填充物无法
百分之百通过甲醛测试，但是 Butan 
1908F 因其未使用甲醛生产，因此可
安全用于各种范围的作业。

Butan 1913NF
该产品为替代合成鞣剂，可为皮革成品
带来优质的结构和饱满度，以及柔软的
手感。这些类型的合成鞣剂中通常含
有较高水平的残留甲醛，但是 Butan 
1913NF 可轻易通过化工产品和皮革制
品的标准分析测试。

Butan 7802
该产品为两性合成鞣剂，可在保持颗粒
细度和光滑度的同时赋予产品柔软性、
饱满度和圆度。该产品和皮革将通过
甲醛测试。Butan 7802 可用于广泛的 
PH 范围，从较低 PH 值的铬鞣到较高 
PH 值的复鞣阶段。

Butan 7843
Butan 7843 为不含甲醛的预鞣制合成
鞣剂产品。该合成鞣剂具有较高的分散
性，有助于处理不同类型的皮革，如必
要的高剂量复鞣或低铬鞣或高植物鞣。 
Butan 7843 有助于合成鞣剂和植物鞣
剂的分散和均匀渗透，从而使皮革颗粒
更光滑。由于合成鞣剂和植物鞣剂具有
较好的渗透性，因此可减少粒面开裂、
染色不匀、粗破和松动。

Butan 7844
Butan 7844 为当前 Buckman 合成鞣
剂范围内的新添加剂。Butan 7844 具
有优良的光热牢度性能，可用于复鞣所
有类型皮革。使用 Butan 7844 可赋
予皮革极高的饱满度和紧密度，并提
升圆润度。Butan 7844 可用作各种以
牛、山羊、绵羊、水牛和猪等作为基材
的所有类型皮革的 
生产。

Butan 7845
Butan 7845 为特制合成鞣剂，专门用
于所有类型基材的白色和柔和颜色皮革
的生产。Butan 7845 有助于生产优质
的白色皮革，其具有较高的耐光性和较
高的耐热度。Butan 7845 还可为皮革
成品提供极高的紧密度、饱满度以及优
质的质量。

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Buckman 代表，我们将
协助您免除甲醛的顾虑，并确保您生产
出高质量皮革。只需一个简单的电话，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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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man 的皮革无甲醛解决方案
Buckman 的“F系列”生产线可为制革行业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从而使皮革制造商满足
最严格的甲醛要求以及当前的 REACH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