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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附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经资质认定部门批准的授权签字人及其授

权签字范围，第二部分是经资质认定部门批准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2．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

结果时，必须在本附表所限定的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内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或证

书，并在报告或者书中正确使用CMA标志。
 

           3．本附表无批准部门骑缝章无效。
 

           4．本附表页码必须连续编号，每页右上方注明：第X页共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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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批准授权签字领域 备注

1 张蕾 副总经理/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认可范围
内全部检测项目

2 鲍广友 部长/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认可范围
内全部检测项目

3 森上博史 副所长/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认可范围
内全部检测项目

4 乔铁军 副总经理/工程师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认可范围
内全部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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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一 纺织品及有关制品

1.1
机织物 单位长度

质量和单位面积质
量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1.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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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1.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1.4 洗涤后扭斜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1.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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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1.7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8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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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1.9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10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1.11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1.12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第5页共 64页

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1.13 保温性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1.14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19 只测8.1A（沉降法） 变更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09 只测7.1A（沉降法） 扩项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09 只测7.1A（沉降法） 扩项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1.15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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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16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19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1.17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1.18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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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1.19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 纺织品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1.20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1.21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1.22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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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1.23 耐氯化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1.24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0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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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20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08 扩项

1.25 拼接互染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1.26 纤维定性分析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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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1.27 纤维定量分析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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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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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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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1.28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1.29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1.30 纺织品  维护标签
规范  符号法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1.31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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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32 服装测量方法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1.33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2.1 部分参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2.2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2.3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2 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

2.4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2.5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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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2.6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2.7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2.8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3.1 部分参数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3.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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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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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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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项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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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3.3 洗涤后外观评定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3.4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3.5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3.6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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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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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3.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3.8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3.9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3.10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3 服装理化
性能

3.11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3.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3.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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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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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3.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3.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3.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3.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3.18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3.19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3.20 染料迁移性能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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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3.21 拼接互染程度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3.2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3.23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4.1 部分参数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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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4.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4.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4.4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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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4.5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4.6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4.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4.8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4.9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4.10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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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4 服装理化
性能要求

4.11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4.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4.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4.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4.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4.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4.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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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4.18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4.19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4.20 染料迁移性能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4.21 拼接互染程度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4.2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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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4.23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5.1 部分参数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5.2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5.3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5.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5
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

产品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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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5.5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5.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5.7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5.8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5.9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5.10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6.1 部分参数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9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变更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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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6.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6.3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6.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6.5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6.6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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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6.7 外观质量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9 变更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扩项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扩项

6.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6 婴幼儿针
织服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6.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6.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6.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6.12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6.13 拼接互染程度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附录 A 扩项

婴幼儿针织服饰  GB/T 31127-
2014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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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附录 A 扩项

6.14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6.15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6.16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7.1 部分参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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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7.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7.3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7.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7.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7.6 外观质量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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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7.7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7 棉针织内
衣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7.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7.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7.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7.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7.1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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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7.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7.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8.1 部分参数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8.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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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8.3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8.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8.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8.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8.7 外观质量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8 化纤针织
内衣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8.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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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8.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8.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8.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8.1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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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8.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8.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9.1 部分参数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9.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9.3 水洗后扭曲度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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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4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9.5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9.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9.7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9.8 外观质量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 针织家居
服

9.9 洗后外观质量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10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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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9.11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9.12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9.13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9.14 拼接互染程度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9.15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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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9.16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9.17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0.1 部分参数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10.2 寸法变化率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10.3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0.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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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0.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0.6 外观质量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10.7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0.8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 毛针织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9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10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0.11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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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0.1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10.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0.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1.1 部分参数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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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11.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11.3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1.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1.5 服装测量方法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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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11.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1 睡衣套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1.7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1.8 洗涤后外观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11.9 外观质量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11.10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1.11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1.12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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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1.13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1.14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1.15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1.16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2.1 部分参数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12.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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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12.3 水洗后扭曲度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4 水洗扭曲度移动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2.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2.7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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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2.8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12.9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2 牛仔服装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2.10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2.11 洗涤后外观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12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2.13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2.14 外观质量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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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12.15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2.16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2.17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2.18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2.19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2.20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2.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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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2.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3.1 部分参数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13.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3.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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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13.4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3.5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3.6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3.7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3.8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3.9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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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3 针织牛仔
服装

13.10 外观质量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13.11 洗涤后外观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13.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13.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3.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3.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3.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第49页共 64页

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3.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3.18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13.19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3.20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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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4.1 部分参数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14.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4.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14.4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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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4.5 洗涤后粘合衬质量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14.6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4.7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4.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4 茄克衫

14.9 外观质量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14.10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4.11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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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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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4.12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4.13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4.14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4.15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4.16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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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4.17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4.18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5.1 部分参数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15.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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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15.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15.4 洗涤后扭斜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15.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5.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5.7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15.8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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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5.9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5 衬衫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5.10 洗前起皱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15.11 洗涤后外观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15.12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5.13 外观质量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15.14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15.15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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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5.16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5.17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5.18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5.19 耐干洗染色堅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5.20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5.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5.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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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6.1 部分参数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16.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16.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16.4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6.5 洗涤后外观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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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16.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16.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6.8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16.9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6.10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6 针织运动
服 16.11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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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6.12 外观质量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16.13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6.14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6.15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6.16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6.17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6.18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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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16.19 拼接互染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16.20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6.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6.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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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7.1 部分参数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17.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17.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17.4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7.5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7.6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7.7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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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7.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7.9 洗涤后外观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17.10 外观质量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17.11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7.12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 针织T恤
衫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13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7.14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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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7.15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7.16 拼接互染色牢度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17.17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17.18
耐皂洗色牢度、印
（烫）花耐皂洗色

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19
耐摩擦色牢度、印
（烫）花耐摩擦色

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7.20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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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5号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7.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7.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二 皮革和毛皮

18 皮革和毛
皮 18.1 甲醛含量

皮革和毛皮 甲醛含量的测定 第
2部分：分光光度法  GB/T

19941.2-2019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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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批准授权签字领域 备注

1 张蕾 副总经理/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

2 鲍广友 部长/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

3 森上博史 副所长/无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

4 乔铁军 副总经理/工程师 认可范围内全部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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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一 纺织品及有关制品

1.1
机织物 单位长度

质量和单位面积质
量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
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4669-2008
只测方法5

1.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纺织品-家庭洗涤试验方法  JIS
L1930：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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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9 扩项

1.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
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褶裥外
观的试验方法  GB/T 13770-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1.4 洗涤后扭斜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1部分：针织服装纵行扭斜的变

化  GB/T 23319.1-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2部分：机织物和针织物  GB/T

23319.2-2009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1.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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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7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机织物的拉伸中的断裂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JIS L 1096：2010

8.14.1
只测A法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8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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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1.9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10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机织物及针织物的起毛起球试
验方法  JIS L 1076:2012

只测方法A(8.1.1)、方法
B（8.1.2）和方法J（8.2.2+

附录B）
扩项

1.11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纤维制品的防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092:2009 7.2 扩项

1.12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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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8830-2009 扩项

日光防护服评定和分级法
AS/NZS 4399:2017 扩项

纺织品 太阳紫外线防护性 第
1部分：外衣用织物的试验方法

BS EN 13758-1：2002
扩项

纤维制品的紫外线遮蔽评价方
法  JIS L 1925:2019 扩项

1.13 保温性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27.1 扩项

1.14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19 只测8.1A（沉降法） 变更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09 只测7.1A（沉降法）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GB/T 22799-2009 只测7.1A（沉降法） 扩项

纤维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  JIS L
1907：2010

只测方法7.1.1（吸水速度
法）、 7.1.2（吸水率法

）、7.1.3 （沉降法）
扩项

1.15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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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16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19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B02部分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灯法

ISO 105-B02:2014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紫外线碳弧灯照射试验方法　
JIS L 0842：2004

1.17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耐洗涤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4：2011 只测A法,不测仪器评级

1.18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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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水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6:2004 不测仪器评级

1.19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 纺织品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耐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8:2004 不测仪器评级

1.20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耐摩擦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49:2013 不测仪器评级、Ⅰ型设备

1.21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02 仅限特定委托方

1.22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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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B07部分
耐光 汗复合色牢度  ISO 105

B07:2009
扩项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8-2018 扩项

1.23 耐氯化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氯化水色
牢度(游泳池水)　  GB/T 8433-

2013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E03部分：
耐氯化水色牢度(游泳池水)

ISO 105-E03 ：2010
扩项

耐氯化水色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84:1996 扩项

1.24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0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20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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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
牢度  ISO 105 D01:2010 扩项

耐干洗染色坚牢度试验方法
JIS L 0860:2008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25 拼接互染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1.26 纤维定性分析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
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1-

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
分:燃烧法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
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007
不测 7.2(横截面观察）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
分: 溶解法  FZ/T 01057.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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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制品的混用率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纤维鉴别  JIS L 1030-

1:2012
不测红外吸收光谱法

1.27 纤维定量分析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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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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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
：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7-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
：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的混
合物（丙酮法）  GB/T 2910.8-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1-
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
：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
丙烯腈纤维、某些含氯纤维或
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
：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
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
：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
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乙酰胺法

)  GB/T 2910.20-2009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亚
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

锌法）  GB/T 2910.2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纤维混合物定量分析的
试验方法.第2部分:纤维混合物

定量分析的试验方法  JIS L1030-
2:2012

只测5.6.1，6.2.1、6.2.2、
6.2.5、6.2.8、6.2.18、

6.2.19、6.2.21、6.2.26、
6.2.27、6.2.28、6.2.30方法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
:试验通则  GB/T 2910.1-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
：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
：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3-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
：某些蛋白纤维与某些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次氯酸盐法）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
：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
尔纤维与棉的混合物（锌酸钠

法）  GB/T 291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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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
：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
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与棉
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6-2009

1.28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树脂加工织物和针织物的试验
方法  JIS L 1041:2011 8.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

：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  ISO 14184-1:2011

扩项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29 pH值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机织物和针织物试验方法  JIS L
1096:2010 8.37

1.30 纺织品  维护标签
规范  符号法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GB/T8685-2008 扩项

1.31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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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32 服装测量方法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1.33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2.1 部分参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不测 可分解芳致癌香胺染
料

2.2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2.3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2 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

2.4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2.5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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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2.6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2.7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2.8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3.1 部分参数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3.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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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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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产
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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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3.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3.4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3.5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3.6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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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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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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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项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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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3.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3.8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3.9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3.10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3 服装理化
性能

3.11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3.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3.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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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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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3.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3.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3.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3.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3.18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3.19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3.20 染料迁移性能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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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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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3.21 拼接互染程度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3.2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3.23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4.1 部分参数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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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1295-2014

只测尺寸变化率、洗涤后
外观纺织品评定、色牢度
、染料迁移性能、纤维含
量、防紫外线性能、吸水
性、拼接互染程度、pH、

异味

扩项

4.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4.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4.4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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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4.5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2部分
：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

测定  GB/T 3917.2-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4.6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4.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4.8 防紫外线性能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法
GB/T 18830-2009 扩项

4.9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4.10 防水性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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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沾水法  GB/T 4745-2012 扩项

4 服装理化
性能要求

4.11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4.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4.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4.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4.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4.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4.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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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扩项

4.18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4.19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4.20 染料迁移性能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A 扩项

4.21 拼接互染程度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4-2014 附录 B 扩项

4.2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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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4.23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5.1 部分参数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  GB 31701-2015

只测甲醛含量、pH值、异
味、色牢度、绳带和绳圈

的长度
扩项

5.2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5.3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5.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5
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

产品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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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5.5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5.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5.7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5.8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5.9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5.10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6.1 部分参数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9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变更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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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6.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6.3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
：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

定(条样法)  GB/T 3923.1-2013

6.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6.5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6.6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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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6.7 外观质量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9 变更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扩项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扩项

6.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6 婴幼儿针
织服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6.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6.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6.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6.12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6.13 拼接互染程度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附录 A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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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25-
2013 附录 A 扩项

6.14 纤维含量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6.15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6.16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7.1 部分参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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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

7.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7.3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7.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7.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7.6 外观质量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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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棉针织内衣  GB/T 8878-2014 扩项

7.7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7 棉针织内
衣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7.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7.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7.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7.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7.12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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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7.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7.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8.1 部分参数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只测 纤维含量、甲醛含量
、pH值、异味、水洗尺寸
变化率、色牢度、外观质

量、起毛起球

8.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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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8.3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8.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8.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8.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8.7 外观质量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8 化纤针织
内衣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化纤针织内衣  FZ/T 73024-2014 扩项

8.8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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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8.9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8.10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8.11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8.12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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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8.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8.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9.1 部分参数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不测顶破强力、可分解芳
香胺染料

9.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9.3 水洗后扭曲度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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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4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9.5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9.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9.7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9.8 外观质量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 针织家居
服

9.9 洗后外观质量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扩项

9.10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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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9.11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9.12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9.13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9.14 拼接互染程度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针织家居服  FZ/T 73017-2014 附
录A 扩项

9.15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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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9.16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9.17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0.1 部分参数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只测 色牢度、异味、甲醛
、pH值、纤维含量、尺寸

变化率、外观质量
扩项

10.2 寸法变化率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毛纺织产品经洗涤后松弛尺寸
变化率和毡化尺寸变化率试验

方法  FZ/T 70009 -2012
扩项

10.3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0.4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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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0.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0.6 外观质量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毛针织品  FZ/T 73018-2012

10.7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0.8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 毛针织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9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0.10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0.11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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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0.12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0.13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0.14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1.1 部分参数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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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

扩项

11.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1.3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1.4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1.5 服装测量方法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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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服装测量方法  GB/T 31907-2015 扩项

11.6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1 睡衣套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1.7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1.8 洗涤后外观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11.9 外观质量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睡衣套  FZ/T 81001-2016 扩项

11.10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1.11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1.12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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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1.13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1.14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1.15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1.16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2.1 部分参数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不测缝子纰裂程度、工字
扣附着牢度、可分解致癌

芳香胺染料
扩项

12.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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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2.3 水洗后扭曲度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4 水洗扭曲度移动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2.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12.7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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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2.8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12.9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
长率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2 牛仔服装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2部分
：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

GB/T 3923.2-2013
扩项

12.10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2.11 洗涤后外观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12.12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2.13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2.14 外观质量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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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牛仔服装  FZ/T 81006 -2017 扩项

12.15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2.16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2.17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2.18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2.19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2.20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2.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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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2.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3.1 部分参数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只测 色牢度、纤维含量、
尺寸变化率、外观质量、
pH、甲醛含量、异味、洗
涤后外观、洗涤后扭曲度
、起毛起球、织物耐磨性

扩项

13.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3.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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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13.4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13.5 织物耐磨性能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
的测定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

定  GB/T 21196.2-2007
扩项

13.6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3.7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3.8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3.9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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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3 针织牛仔
服装

13.10 外观质量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扩项

13.11 洗涤后外观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针织牛仔服装  FZ/T 73032 -2017

13.12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3.13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3.14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3.15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3.16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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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3.17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3.18 纤维含量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13.19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3.20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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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4.1 部分参数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干洗
尺寸变化率、覆粘合衬部

位剥离强度

扩项

14.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4.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洗涤后外观 纺织品 评定织物经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69-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14.4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第51页共 64页

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4.5 洗涤后粘合衬质量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14.6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4.7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4.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4 茄克衫

14.9 外观质量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茄克衫  FZ/T 81008-2011 扩项

14.10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4.11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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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4.12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4.13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4.14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4.15 耐干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4.16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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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4.17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4.18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5.1 部分参数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缝子纰裂程度 扩项

15.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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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15.3 洗涤后外观评定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纺织品 评定织物洗涤后接缝外
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3771-2009
扩项

15.4 洗涤后扭斜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19.3-2010
扩项

15.5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5.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5.7 织物撕破性能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
：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17.1-2009
扩项

15.8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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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5.9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5 衬衫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5.10 洗前起皱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15.11 洗涤后外观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衬衫  GB/T 2660-2017

15.12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5.13 外观质量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衬衫  GB/T 2660-2017 扩项

15.14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15.15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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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5.16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5.17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5.18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5.19 耐干洗染色堅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
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1-2015 扩项

15.20 耐唾液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
度  GB/T 18886-2019

15.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5.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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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6.1 部分参数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裤后裆接缝强力、顶

破强力
扩项

16.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
织物试验和服装的准备，标记

和测量  GB/T 8628-2013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
程序  GB/T 8629-2017 不测B、C型仪器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16.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16.4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6.5 洗涤后外观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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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16.6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
全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测量方法
GB/T 22702-2019 变更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  GB/T
22702-2008 扩项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GB/T 22705-2008 扩项

16.7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6.8 吸水性和吸湿速干
性评定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1-2008
只测8.2：滴水扩散时间 扩项

16.9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6.10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6 针织运动
服 16.11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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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6.12 外观质量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针织运动服  GB/T 22853-2019 扩项

16.13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16.14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6.15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6.16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6.17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6.18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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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16.19 拼接互染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
牢度  GB/T 31127-2014 扩项

16.20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6.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6.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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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青岛纺检检验有限公司机构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
证书编号：160011123837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5号乙

序号
类别(产
品/项目
/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17.1 部分参数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不测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顶破强力 扩项

17.2 水洗尺寸变化率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
的测定  GB/T 8630-2013

17.3 水洗后扭曲率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17.4 纬斜和弓纬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
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扩项

17.5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
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02.1-2008

17.6 异味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
范  GB 18401-2010 6.7

17.7 纺织品含量标识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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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纺织品含量标识  GB/T 29862-
2013

17.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
说明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  GB/T 5296.4-2012 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17.9 洗涤后外观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17.10 外观质量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扩项

17.11 耐光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变更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
色牢度:氙弧  GB/T 8427-2008 只测方法1、方法3和方法4 扩项

17.12 耐皂洗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 针织T恤
衫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13 耐水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7.14 耐汗渍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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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
度  GB/T 3922-2013 不测仪器评级

17.15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7.16 拼接互染色牢度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针织T恤衫  GB/T 22849-2014 附
录A

17.17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2009 扩项

17.18
耐皂洗色牢度、印
（烫）花耐皂洗色

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
度  GB/T 3921-2008 不测仪器评级

17.19
耐摩擦色牢度、印
（烫）花耐摩擦色

牢度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
度  GB/T 3920-2008 不测小面积和绒面样品

17.20 纤维含量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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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
维混合物  FZ/T 01026-2017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
验方法  FZ/T 01095-2002 只测6.1.1,6.3 ,6.4 扩项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57-20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0-2009

17.21 甲醛含量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
：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

法）  GB/T 2912.1-2009

17.22 pH值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7573-2009

二 皮革和毛皮

18 皮革和毛
皮 18.1 甲醛含量

皮革和毛皮 甲醛含量的测定 第
2部分：分光光度法  GB/T

19941.2-2019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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