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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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资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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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回

3. 本附表无批准部门骑缝章无效.

生本附表页码必须连续编号，每页右上方注明=第 X惠基支X

页，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2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li. Ì'Ji~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 1 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项目/参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舍年号) 限制范罔1.1且说明

l 去l-tUU入j秘主十垠 I!l~~号 |分λJ以纤细度维试网验验万方陈法GB:1/34T部
18147.4-2015 

纤维/时细化黄麻 2 全部参数 精细化~J~￥纤维FZ!T
纤维 31003-2009 

纤维/毛绒纤维 3 1到1至 :r.毛纤维]主任试验方法投路显
微镜法G8/T 10685-2007 

羊毛纤维宵.径试验方法投影显
微镜法ISO 137:2015 

兔二巳纤维试验方法第6部
分:直径投影显微镜法G8/T
13835. 6-2009 

羊毛纤维点径的测定投影显微
镜法TWC-TM24:2009

使用投影显做锐测定羊毛和其
他动物纤维的直径分布参数和|
有髓纤维百分率的方
法IWTO-8:2011

4 L()Jr 纤继 KI且:及其分布参数的)9J1J定
方法阿尔米特法G8/T
21293-2007 

羊毛纤维氏度试驰方法梳片
法G8/T 6501-2006 

兔毛纤锥试验方法第2部
分:平均氏度和11;豆毛率手排
法G8/T 13835.2-2009 

洗净马海毛纤维氏度试验方法
手排法G8/T 16255.3-2008 

测定纤维氏度分布参数的方
法IWTO-17:2011

5 断裂强度 纯毛纤维试验方法第5部
分:单纤维断裂强度和|断裂仲
K率G8/T 13835.5-2009 

6 疵点及重量 毛条、洗净毛疵点及蓝士试试验
方法G8/T 24443-2009 

7 含杂率 兔毛纤维试验厅法第3部
分:含杂率、粗毛率不11松毛
率G8/T 13835. 3-2009 

洗净马海毛含草、杂率试验方
f去G8/T 16255.2-2008 

8 lñl甜l率 毛绒纤维网潮率试验方法烘相
1去G8/T 6500-2008 

9 用潮率 兔毛纤维试验方法第4部
分:问潮率烘箱法G8/T
13835.4-2009 

10 类刑f斗力t 毛绒纤维类刑含量试验方
法G8/T 14270一2008

11 萃取物含量 兔毛纤维试验方法第8部
分:乙醋萃取物含量G8/T
13835. 8-2009 

12 京取物舍址 洗净羊毛乙醉革取物、灰
分、植物性杂质、总碱不济物
t含十r:!: ì式!检方法GB!T 6977-2008 一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3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人惊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另Ij (产品/项t=l/参 产品/项日/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i此说明

1 纤维/毛绒纤维 13 7号碱量 羊毛含碱茸的测定GB/T
7569一2008

14 含酸主主 羊毛肯酸茧的测定GB/T
7570-2008 

15 碱榕解度 芋毛在碱中榕解度的测定GB/T
7571-2008 

纤维/山芋绒 16 部分参数 山羊绒GB 18267-2013 只测"分梳山芋
绒"

纤维/马海毛 17 全部参数 马梅毛GI3月 16254-2008

纤维/洗净马海毛 18 全部参数 jJt~争马海毛GB/T 16255.1-2008 

纤维/洗净绵羊毛 19 部分参数 洗净绵芋毛GB/T 19722-2005 不洲"公量"

纤维/骆驼绒 20 部分参数 II币4它如此Gß/'l、 21977-2008 不洲"洗净率"

纤维/白梳外毛毛 21 全部参数 白梳外毛毛条FZ!T 21001-2009 
条

纤维/国产细羊毛 22 全部参数 国/';~l l 羊毛&;j'Çt&良毛洗附
及其改良毛洗净毛 毛FZ!T 21002-2009 

纤维/分梳山芋绒 23 全部参数 分梳 1 11 来绵阳/T 21003-2010 

纤维/国产细羊毛 24 全部参数 国产细羊毛及改良毛毛条FZ/T
及其改良毛毛条 21004-2009 

纤维/分梳兔绒 25 部分参数 分梳兔缎FZ/T 21011-2017 不洲"公量"

纤维/骆马绒条 26 全部参数 骆马绒条FZ/T 21012-2017 

纤维/马海毛毛条 27 全部参数 马海毛毛条FZ/T 21013-2017 

纤维/兔毛毛条 28 全部参数 纯毛毛条FZ/T 21014一2017

纤维/丝 29 长度 蚕丝绵纤维长度试验方法以/'1'
40009一2017

纤维/化学纤维 30 长度 化学纤维短纤雄氏度试验万
1去GB/T 14336-2008 

31 氏度 纠纠纤维短纤维氏度平11 氏度分 只测 "A法玻璃板
布的测定(单纤维测定)ISO 测定法"
6989:1981 

32 拉伸性能 化学纤维短纤维拉伸性能的验
方法GB/T 14337-2008 

33 拉仲性能 化学纤维L<:丝拉1rf1性能试验方
1去GB/T 14344-2008 

34 拉伸性能 高强化纤 K丝拉伸性能试验方 不动叫"拉伸蜗变'r.1:
法GB!T 19975-2005 A目 KE ,, 

35 拉仲性能 氨纶丝拉1'11 性能试验方法IìZ/T
50006-2013 

36 弹性 氮纶丝弹性试验方法FZ/T
50007-2012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4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n，~~路988号 26幢 (2号楼)、 35幢( 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51J (产品/项国/参 产品/项日/参数 依据的怀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厅，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uJ(.说明

纤维/化学纤维 37 卷曲性能 合成纤维变形丝卷封11性能试验
方法GB/T 6506一2017

38 卷|剧性能 化学纤维妞纤维卷曲性能出验
方法GB/T 14338-2008 

39 卷曲性能 11'1空涤纶短纤维卷曲性能试验
方法FZ/T 50009. 3-2007 

40 卷曲性能 化学纤维 J1U3体 K丝 CBCF) 热
卷曲伸长率试验方法FZ/T
50030-2015 

41 )膨松性 「h Eii栋纶姐纤维膨松性矛11纤维
弹性试验方法FZ/T
50009.4-2007 

42 线密度 化学纤维短纤维线密度试验方
法GB/T 14335-2008 

43 线密j立 化学纤维 K丝绒密度试验方
法GB/T 14343-2008 

44 线密且r 氨纶丝绒密度试验方法FZ!T
50005一2013

45 捻度 化学纤维民丝捻应试验方
法GB/T 14345-2008 

46 热1&缩率 化学纤维|乏丝热L&细率试验方 不洲"仪器法"
法GB/T 6505-2017 

47 热1&缩率 i悔纶扭纤维干热l!5{销率讯验方
法FZ!T 50004-2011 

48 异收缩率 涤纶预取向丝/\车·仲丝嗣纤丝异
收缩率试验方法FZ!T
50023-2014 

49 [fi l潮率/ 化学纤维fil1 ì~~J卒试验方法GB/T
含水率 6503-2017 

50 同制率/ f陇纤维含水率和l饱和 1 1血水率试
含;j(率 验方法FZ!T 50031-2015 

51 疵点 化学纤维短纤维疯点试验方 只洲"方法B手拣 l
法GB/T 14339-2008 法"

52 网络应 合成纤维~丝网络度试验方 不测"方法C仪器 |
法FZ!T 50001-2016 移针法"

53 异形1St. 化学纤维异形度试验方法fìZ/T
50002-2013 

54 比山阻 化学纤维短纤维比 l址阻试验方 不洲"附录A也桥
法GB/T 14342-2015 法"

55 向l豆色皮 纺织纤维内皮包庇试验方
~!GB/T 17644-2008 

56 产|皮包度 纤维亲化学纤维向度试验方法
监光漫反射冈数法FZ!T
50013-2008 

57 染色性能 涨纶LC:丝染色均匀JJn式验方
法GB/T 6508-2015 

58 染色性能 锦纶LC:丝染色均匀度试验方
f去FZ!T 50008-2015 

59 染色性能 中I!i股民丝染色均匀j支出验牙1 1评
定FZ!T 50015-2009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5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l' 出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项目/参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JJi;说明

纤维/化学纤维 60 染色性能 阳离子染料可染己史性涤纶染色
饱和|值试验方法FZ/T
50019-2013 

61 染色性能 阳离子染料可染改性涤纶上色
率试验方法FZ/T 50020-2013 

62 含油率 化学纤维含油率试验方法GS/T 不动w附录A、附
6504-2017 录B、附录C

63 残硫量 纤维素化学纤维残硫量测定方
法直接腆量法FZ/T 50014-2008 

64 脱乙酌度 先聚糖纤维脱乙酌度试验方 不测方法A
法FZ/T 50037-2017 

65 蛋白质含量 蛋白粘胶纤维蛋白质含量试验
方法FZ/T 50018-2013 

66 二氧化铁含量 化学纤维 L氧化铁含量试验方
法FZ/T 50027-2015 

67 耐氯性能 氨纶长丝耐氯性能试验方
法FZ/T 50034-2016 

68 电阻 合成纤维|乏丝电阻试验方
法FZ/T 50035-2016 

纤维/化纤毛条 69 条重变异系数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5 

70 氏度偏差率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6 

71 短毛率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6 

72 K毛率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6 

73 长度离散系数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6 

74 毛粒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 2014/ 7 

75 毛片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8 

76 疵点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9 

77 大于200mm[三纤维含量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一2014/10

78 热收缩率 化纤毛条试验方法FZ/T
50022-2014/ 11 

纤维/涤纶牵仲丝 79 全部参数 涤纶牵仲丝GS/T 8960-2015 

纤维/粘胶 l三丝 80 全部参数 粘胶:K丝GS/T 13758-2008 

纤维/涤纶低弹丝 81 全部参数 ?条纶低弹丝GS/T 14460-2015 

纤维/粘胶短纤维 82 全部参数 粘胶短纤维GB!T 14463-2008 

纤维/涤纶短纤维 83 全部参数 涤纶短纤维GB/T 14464- 2017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6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儿出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 1号楼)、 62幢 (9号楼)

厅，号 类别(产品/项国/参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细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llX说明

纤维/腊纶短纤维 84 全部参数 睛纶短纤维矛11丝 ;且还GB!T
矛11丝* 16602-2008 

纤维/锦纶牵伸丝 85 部分参数 锦纶莓'伸丝GB/T 16603-2017 不洲"条干不匀
率"

纤维/涤纶T业民 86 部分参数 涤纶 L业 K丝GB/T 16604-2017 不洲"干热收缩
生生 率"方法B

纤维/超向分子量 87 全部参数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GB/T
聚乙烯纤维 29554-2013 

纤维/聚乙烯醇水 88 部分参数 聚乙烯醇水浴短纤维GB/T 不洲"溶断温度"
溶短纤维 30101-2013 

纤维/竹炭涤纶低 89 部分参数 竹炭涤纶低弹丝GB/T 不测"氨吸附率"
弹丝 30124-2013 

纤维/竹炭涤纶短 90 部分参数 竹炭涤纶短纤维GB/T 不洲"氨吸附率"
纤维 30125-2013 

纤维/聚酌职肢短 91 部分参数 聚田先币丰胶短纤维GB/T 不测氧指数、耐紫
纤维 33617-2017 外辐射强力保持率

军n热失重5%的航度

纤维/聚酌1fI~安民 92 部分参数 聚酌亚肢 K丝GB/T 3544卜2017 不测氧指数、 i时紫
生生 外辐射断裂强力保11才

持率、热央主5%
泪度

纤维/对位芳纶短 93 全部参数 川位芳纶短纤维GB/T
纤维 35442-2017 

纤维/聚四氟乙烯 94 全部参数 聚四抵乙烯 lC:丝Gß/T
K丝 35748-2017 

纤维/锦纶66弹力 95 全部参数 锦纶66弹力丝GB/T 35749-2017 
生生

纤维/筒子染色涤 96 全部参数 筒子染色涤纶低抽丝FZ!T
纶低弹丝 12058-2017 

纤维/大豆量向复 97 全部参数 大豆蛋向复合纤维毛条FZ!T
合纤维毛条 21005-2009 

纤维/毛用粘胶纤 98 部分参数 毛川j粘胶纤维精梳条FZ!T 不测公定重量
维精梳条 2 1015一2017

纤维/锦纶短纤维 99 全部参数 锦纶短纤维FZ!T 52002-2012 

纤维/丙纶短纤维 100 全部参数 丙纶短纤维rZ!T 52003-2014 

纤维/充填J+1 中空 101 全部参数 充填H:I中空涤纶短纤维FZ!T
涤纶短纤维 52004一2007

纤维/缝纫线用涤 102 全部参数 缝纫线J-8涤纶短纤锥FZ!T
纶短纤维 52005-2014 

纤维/竹材粘胶短 103 全部参数 竹材h!it交 'Jï纤维FZ!T
纤维 52006-2006 

纤维/维纶短纤维 104 全部参数 纠I~纶知纤维FZ/T 52008一2006

纤维/再生涤纶短 105 全部参数 再生涤纶规纤维FZ/T
纤维 5201 0- 201 4 

纤维/~II 离子染料， 106 全部参数 问 |离子染和1.可染战性涤纶短纤
可染改性涤纶短纤 在佳FZ!T 52011一2011
维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7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λ谅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顷1=1/参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制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l!x说明

l 纤维/先聚精短纤 107 全部参数 先聚糖短纤维FZ!T 52012-2011 
维

纤维/无机阻燃粘 108 部分参数 无机阻燃粘胶短纤维FZ!T 不协1m "氧~;旨数"
胶短纤维 52013-2011 

纤维/竹炭粘胶短 109 部分参数 竹炭粘胶短纤维FZ!T 不抽出 "氨吸附率"
纤维 52014-2011 

纤维/涤纶超短纤 110 全部参数 涤纶超短纤维FZ!T 52015-2011 
维

纤维/芳tilXl纶短纤 111 全部参数 芳酬L纶短纤维FZ!T 52016-2011 
维

纤维/聚苯硫酷短 112 全部参数 聚苯硫酷短纤维FZ!T
纤维 52017-2011 

纤维/有色涤纶短 113 全部参数 有色涤纶短纤维FZ!T
纤维 52018-2011 

纤维/莱赛尔短纤 114 部分参数 ~足赛尔短纤维FZ!T 52019-2018 不测 "湿腊损协〈
维 数 " 变更

纤维/1曾向涤纶短 115 全部参数 增向涤纶短纤维FZ!T
纤维 52020-2012 

纤维/牛奶蛋白改 116 部分参数 牛奶蛋白玫性聚丙烯脂短纤 不训 。总氨基西安含
性聚丙烯睛短纤维 在住FZ!T 52021-2012 址"
纤维/阻燃涤纶短 117 部分参数 阻燃涤纶短纤维FZ!T 不袖m "氧指数"
纤维 52022-2012 

纤维/向强局棋聚 118 部分参数 高强同棋聚乙烯醇超短纤 不也w夕|、才1bli\蚓嗣
乙烯醇超短纤维 乡佳FZ!T 52023一2012 度、分散性

纤维/聚乙烯/聚丙 119 全部参数 聚乙烯/聚丙烯 (PE/PP) 复合
烯 (PE/PP) 复合 短纤维FZ!T 52024一2012
短纤维

纤维/再生有色涤 120 全部参数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FZ!T
纶短纤维 52025-2012 

纤维/再生阻燃涤 121 部分参数 再生阻燃涤纶短纤维FZ!T 不洲"氧指数"
纶短纤维 52026-2012 

纤维/非织造J+1涤 122 全部参数 非织造用涤纶知.纤维FZ!T
纶短纤维 52027-2012 

纤维/麻浆粘胶短 123 全部参数 J.fA(浆和l i胶短纤维FZ/T
纤维 52029-2013 

纤维/异形涤纶短 124 全部参数 异形涤纶短纤维FZ!T
纤维 52030-2014 

纤维/聚对苯一二甲 125 全部参数 M\~对兰~.....: 甲酸- 1 ， 3-丙J醇
酸-1， 3一丙一二醇 酣 (PTT) 短纤维FZ!T
自旨 CPTT) 短纤维 52031-2014 
纤维/聚乙烯/聚丙 126 全部参数 聚乙烯/聚丙烯 (PE/PP) 1曾向
烯 (PE/PP) 1曾向 复合短纤维FZ!T 52033-2014 
复合短纤维

纤维/聚乙烯/聚对 127 全部参数 聚乙烯/聚对苯L甲r段乙二胖
苯一 甲酸乙.....:~享 醋 (PE/PET) 复合短纤维FZ!T
醋 (PE/PET) 复合 52034-2014 
短纤维

纤维/有色缝纫线 128 全部参数 有色缝纫线J-I-j涤纶短纤维rZ!T
}↓J涤纶短纤维 52036-2014 

纤维/有色脯纶短 129 全部参数 有色肺纶短纤雄平1 1丝 ?kFZ!T
纤维辛11丝. ?k 5204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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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聚乳酸短纤 130 部分参数 聚乳限短纤维FZ/T 52041-2015 不~yllJ " 生物分解
维 率"

纤维/再生异形涤 131 全部参数 再生异形涤纶短纤维FZ/T
纶短纤维 52042-2016 

纤细v克代尔妞纤 132 全部参数 英代~J\妮坷~~，佳FZ/T 52043-2016 
维

纤维/聚毗肢醋短 133 全部参数 聚削; 1眩酣短纤维FZ/T
纤维 52044-2017 

纤维/打色骤对林 134 金制i参数 有色聚对苯一二甲般-1 ， 3一丙J醇
J 甲酸、 1 ， 3 丙二 自旨 (PTT) 短纤维FZ/T
醇西旨短纤维 52045-2017 
纤维/有包异形烧 135 全部参数 有色异形涤纶矩纤维FZ/T
纶短纤维 52046-2017 

纤维/聚乙烯/聚对 136 全部参撒 聚乙烯/束对苯二甲酸乙____:_rl悖
苯二甲酸乙____:_I!i享醋 醋 (PE/PTT) 增向复合短纤
i曾自复合短纤维 维FZ/T 52047-2017 
纤维/有机阻燃和1 137 部分参蚊 有机阻燃粘j旋短纤维FZ!T 不测"氧指数"
胶短纤维 52048-2017 

纤维/JJ阳台毛条 138 部分参数 腑纶毛条FZ/T 53002-2012 不测"汽蒸收缩"

纤维/涤纶毛条 139 全部参数 栋纶毛条FZ/T 53003-2012 

纤维/有色悔纶毛 140 全部参数 有色涤纶毛指FZ!T 53004-2014 
条

纤维/聚对苯一」甲 141 全部参数 果对兰在二」甲酸丙二醇
酸丙-醇 醋 CPTT)毛条FZ!T
醋 CPTT)毛条 53005-2015 
纤维/导山涤纶毛 142 全部参数 导山涤纶毛条FZ!T 53006-2017 
~ 、

纤维/导 1 ~1m纶6毛 143 全部参数 导也锦纶6毛条FZ!T
条 53007-2017 

纤维/冈纶膨体氏 144 全部参数 丙纶)J也体 K丝 CBCF) FZ!T 
丝 CBCF) 54001-2012 

纤维/涤纶预取向 145 部分参数 涤纶预取向丝FZ/T 54003-2012 不洲"条干不匀
生生 率"

纤维/有色悔纶低 146 全部参数 有色涤纶低弹丝FZ/1'
弹丝 54005-2010 

纤锥/有包涤纶牵 147 全部参数 有色梅纶司2付1丝 FZ/T
伸丝 54006-2010 

纤维/锦纶6弹力丝 148 全部参数 锦纶6弹力丝FZ/T 54007-2009 

纤维/丙纶牵11j~ 位 149 全部参数 丙纶牵仲丝FZ!T 54008一2012

纤维/丙纶弹力丝 150 全部参数 丙纶协力丝fZlT 54009-2012 

纤维/氨纶 K丝 151 部分参数 氨纶 K丝FZ/T 54010-2014 不洲 "20D以川弗
水收缩"

纤维/1主续纠粘胶 152 全部参数 .ii续纠帕j院l(丝FZ/T
民丝 54011-2014 

纤维/竹浆粘胶氏 153 全部参股 竹奴制[胶 K丝FZ/T 54012-2007 
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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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纤维/锦纶661 ~业 154 部分参数 锦纶66 1 ~业}↓J长丝FZ!T 不抽'W "干热收缩
J-Ij K丝 54013-2009 率"

纤维/锦纶661单力 155 全部参数 锦纶66弹力丝FZ!T 54014-2009 
生生

纤维/超细涤纶低 156 全1íiS参数 }自纠11梅纶低弹丝FZ/T
弹丝 54018-2009 

纤维/柴对#二甲 157 全部参数 聚对苯ι二甲酸丙;二醉
酸丙二」醇 醋 (PTT) 牵忡丝FZ/T
醋 (PTT) 牵伸丝 54019-2009 
纤饿/束对·苯二甲 158 全部参数 聚对均EJ甲酸丙二醇
酸丙~ì'i享 醋 CPTT)弹力丝FZ!T
醋 (PTT)弹力丝 5402。一2009

纤维/聚对苯J甲 159 部分参数 束对苯二」甲酸丙兰醇 不测"条干不匀
酸丙-二醇 醋 (PTT)预取向丝FZ/T 率"
醋 (PTT) 1吸取向丝 54021-2009 
纤维/有色捺纶 r 160 全部参数 有色涤纶1业 i夭丝FZ!T
业民;丝 54022-2009 

纤维/锦纶6预取向 161 部分参数 fI扭纶6顶l仅向丝FZ/T 不~W "条干不匀
生生 54024-2009 率"

纤维/锦纶661丑取 162 部分参数 锦纶66预取向丝FZ!T 不洲"条干不匀
向丝 54025-2009 率"

纤~fU超刮分子扯 163 全部参数 超高分f址骤乙烯长丝FZ/T
聚乙烯 K丝 54027-2010 

纤维/蛋向质粘胶 164 全部参敬 量归质粘胶短纤维FZ/T
短纤维 54028-2010 

纤饿/沓 I气质粘j民 165 全部参数 蛋向质粘胶 K丝FZ/T
K丝 54029-2010 

纤维/有色粘胶短 166 全部参数 有也~~I~JJ交细纤推rZlr
纤维 54030-2010 

纤维/有色粘胶 K 167 全部参数 有色粘)庶民丝FZ/T 54031-2010 
生生

纤纠UYí占7予高向度 168 全部参数 i古rJl 高1' 1 应:粘肤短纤维FZ/T
粘胶短纤维 54032-2010 

纤维/锦纶6高取向 169 全部参数 丰41纶6高取向丝 (HOY) FZ/T 
丝 CHOY) 54033-2010 

纤维I~rl离子染料 170 全部参数 阳离子染料可染梅纶牵frr
可染涤纶牵伸丝 丝FZ/T 54037一2011

纤维/异形涤纶低 171 全部参数 异形涤纶低弹丝l丑11"
弹丝 54038-2014 

纤维/有光异形涤 172 全部参数 有7't异形涤纶牵伸丝FZ/T
纶牵仲丝 54039-2011 

纤维/聚对林二 甲 173 企制i参数 聚对苯二甲酸 r~醇
酸T~醇 醋 CPBT) 弹力丝FZ/T
酣 (PBT) 弹力丝 54040-2011 
纤纠Jj束对苯L甲 174 全部参数 聚对王在一」甲股丙-醇四旨I~对苯
酸丙二」醇醋/聚对 一」甲酸乙L醇酶 (PTT/PET) 复
苯二」甲酸乙ι二醇 合弹力丝FZ/T 54041-2011 
醋 (PTT/PET) 复合
弹力丝

纤维/导山涤纶牵 175 全部参数 导山涤纶牵伸丝FZ/T
伸丝 5404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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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缝纫钱用涤 176 全部参数 缝纫绒川j涤纶K:丝FZ/T
纶K:丝 54043-2011 

纤维/仰纶6曾 I ~~I~ l( 177 部分参数 俯纶6T业 K丝FZ/T 不测"干热收缩"
生生 54044-2011 

纤维/异形涤纶预 178 部分参数 异J在涤纶顶ltx向丝FZ!T 不测"条干不匀
取向丝 54045-2012 率"

纤维/再生将纶预 179 部分参数 再生、涤纶?吸取向丝FZ!T 不洲"条干不匀
取向丝 54046-2012 率"

纤维/T吓住楼纶低 180 全部参数 再生涤纶低弹丝FZ!T
弹丝 54047一2012

纤维/再生涤纶牵 181 全部参数 再生涤纶牵伸丝FZ!T
伸丝 54048-2012 

纤维/悔岛涤纶低 182 全部参数 海岛涤纶低仲地FZ/T
弹丝 54049-2012 

纤饿/海岛梅纶牵 183 全部参数 海岛涤纶牵1'11丝FZ/T
伸丝 54050-2012 

纤维/有色聚对苯 184 全部参数 有色聚对菲二甲酸-1 ， 3 丙二醉
二甲酸-1 ， 3一丙λ 醋 (PTn 牵伸丝FZ/T
醇西旨 (PTT) 54051-2012 
牵仲丝

纤维/有色涤纶牵 185 全部在数 有色诲纶牵制lJ孚丝FZ/T
仲单丝 54052-2012 

纤维/有光异形锦 186 全部参数 有光异形销纶63单力丝FZ!T
纶6弹力丝 54053-2012 

纤维/有光异形锦 187 部分参故 有光异形锦纶6华仰丝FZ!T 不测"条干不匀
纶6牵伸丝 54054一2012 率"

纤维/缝纫线剧锦 188 食部参数 缝纫线}↓J 甘n纶66牵伸丝FZ!T
纶66牵伸丝 54055-2012 

纤维/;阻高分子ltl: 189 部分参数 超高分于量聚乙烯/碳纳米管 K: 不测"抗老化"
聚乙烯/碳纳米管 丝FZ!T 54056一2012
民丝

纤维/聚对苯一」甲 190 部分参数 聚对苯二;甲股丁二醉 不洲"条干不匀
酸 r~1!i享 醋 (PBT) 预取向丝FZ!T 率"
酣 (PBn 预取向 54057-2012 
生生

纤维/梅纶顶1l'X 向 191 全部参数 涤纶预取向丝/牵制1
丝/牵伸 丝 (POY/FDY) 异收缩1l:B纤
丝 (POY/FDY) 异收 丝FZ!T 54058-2012 
缩嗣纤丝

纤维/涤锦复合预 192 部分参数 t品销草什顶取向丝FZ!T 不测"条干不匀
取向丝 54059-2012 率"

纤维/炼钢复合牵 193 全部参数 将锦复合牵伸丝FZ!T
伸丝 54060-2012 

纤维/涤锦复合低 194 全部参数 涤锦复合低弹丝FZ/T
弹丝 54061-2012 

纤维/淘岛涤纶诩 195 部分参数 海岛?条纶T吸取向丝FZ/T 不测"条干不匀
取向丝 54062-2012 率"

纤维/有包涤纶预 196 部分参数 有色涤纶7吸取向丝FZ!T 不洲"条干不匀
取向她 54063-2012 率"

纤维/涤纶单丝 197 全部参数 涤纶坤，丝FZ!T 5406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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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聚丙烯睛基 198 部分参数 聚丙烯JJ育基服纤雄原丝FZ/T 不测"辞辛剂残留
碳纤维原丝 54065-2012 率"

纤维/~II 离子染料 199 部分参数 阳离子染料可染战性涤纶预取 不动叫"条干不匀
可染改性涤纶预取 向丝FZ/T 54066-2013 率"
向丝

纤维/阳离子染料 200 全部参数 阳离子染料可染d立性情纶低~!:(.t
可染改性涤纶低弹 丝FZ/T 54067-2013 
生生

纤维/聚苯硫酷牵 201 全部参数 瑕菲布ti耻帮1f~丝FZ/T
忡丝 54068-2013 

纤维/弹性涤纶卒' 202 全部参数 弹性涤纶牵伸丝FZ/T
仲丝 54069-2014 

纤维/涤纶粗单纤 203 全部参数 涤纶粗ß~L纤牵11'1 1丝FZ!T
牵伸丝 54070-2014 

纤维/锦纶6单丝 204 部分参数 制纶6单丝FZ/T 54071-2014 不洲"条干不匀
率"

纤维/有光异形锦 205 部分参数 有光异形锦纶6高取向丝FZ/T 不袖'1U "条干不匀
纶6高取向丝 54072-2014 率"

纤维/有光异形锦 206 部分参数 有光异7啊!il纶6预i仅向丝FZ/T 不洲"条干不匀
纶6t页取向丝 54073-2014 率"

纤维/丙纶单丝 207 全部参数 丙纶单丝FZ/T 54074-2014 

纤维/再生丙纶牵 208 全部参数 再生丙纶'卒吁中丝FZ/T
伸丝、 54075-2014 

纤维/对位芳 209 全部参数 对位芳纶 (1414) 长丝FZ/T
纶 (1414) 民丝 54076-2014 

纤维/一维卷曲涤 210 全部参数 J维卷曲 '据纶'和1'1 1丝FZ/T
纶牵仲丝 54077-2014 

纤维/再生涤纶预 211 全部参数 再1二栋纶预取向丝/牵伸
取向丝/牵伸丝异 丝 CPOY/FDY) 异收缩旧纤
收缩泪纤丝 丝FZ!T 54078-2014 

纤维/粘胶丝束 212 全部参数 粘胶丝~FZ/T 54079-2015 

纤维/有光异形锦 213 全部参数 有光异形锦纶669申力丝FZ/T
纶66弹力丝 54080-2015 

纤维/锦纶66膨体 214 全部参数 锦纶66 )Ji)j体长丝 CBCF) FZ!T 
|主丝 CBCF) 54081-2015 

纤维/锦纶6膨体长 215 全部参数 锦纶6膨体|乏丝 CBCF) FZ/T 
丝 CBCF) 54082-2015 

纤维/聚氯乙烯/聚 216 部分参数 聚氯乙烯/聚对非J甲醋乙一二醉 不动lU "氧指数、!昕
对苯一」甲酸乙___:~享 醋 (PVC/PET) 复合包覆丝FZ!T 裂强力保持率"
醋 CPVC/PET)复 54083-2015 
合包覆丝

纤维/阻燃涤纶预 217 部分参数 阻燃涤纶预取向丝FZ!T 不洲"氧指数、条
取向丝 54084一2016 干不匀率"

纤维/阻燃涤纶低 218 部分参数 阻燃揣纶低5时丝FZlT 不洲"氧指数"
弹丝 54085-2016 

纤维/阻燃涤纶牵 219 部分参数 阻燃涤纶牵仲丝FZ!T 不洲"氧指数"
伸丝 54086-2016 

纤维/粘合活化刑 220 部分参数 粘合~ifr化刑栋纶 I :~I~ L(丝FZ/T 不洲"粘合强力"
涤纶J:业长丝 5408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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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成说明

纤维/锦纶6全带{1j1 221 部分参数 锦纶6全半1111 q~丝FZ/T 不~~!II "条干不匀
单丝 54088-2016 率"

纤维/有色听i纶6弹 222 部分参数 有包俯纶6弹力丝FZ!T 不动w外观
力丝 54089-2016 

纤维/缝纫线用锦 223 全部参数 缝纫线J-H锦纶6:丰仲丝rZlr
纶6牵仲丝 54090-2016 

纤维/导山倒纶6?p: 224 全部参数 导 1 U#!29仓6牵仲丝FZ!T
伸丝 54091-2016 

纤维/弹性悔纶牵 225 全部参数 ?咱性捺纶牵伸丝/涤纶预取向
伸丝/涤纶预取向 丝 (EDY/POY) 泪纤丝FZ!T
丝棍纤丝 54093一2017

纤维/聚对苯-甲 226 全部参赞Í(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固自/聚对苯
酸丙二醇醋/聚对 二甲酸乙L醇醋 (PTT/PET) 复
苯二甲酸乙二;醇酶 合牵伸丝FZ!T 54094-2017 
复合牵伸丝

纤维/再生有色涤 227 全部参数 再生有色栋纶低弹丝FZ!T
纶低弹丝 54096-2017 

纤维/再生有色涤 228 全部参数 再生有色涤纶牵1Frl丝FZ!T
纶牵伸丝 54097-2017 

纤维/聚乳酸牵制1 229 全部参数 果乳陵牵仲丝FZ!T 54098-2017 
生生

2 纱线/纱线 1 捻度 纺织品纱线捻肢的测定第1部
分 t 直接计数法GB/T
2543. 1-2015 

纺织品纱线捻度的测定 t-l-民
计数法ISO 2061:2015 CE) 

纺织品纱线捻度的测定mz部
分:ill捻力日捻法GB/T
2543. 2-2001 

纺织品纱线捻度的测定
i且捻力日捻法ISO 17202:2002 

纺织品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怯
第4部分:织物中拆 F纱线捻度
的测定GB/T 29256.4-2012 

纺织品机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4部分:织物中拆 F纱线捻度
的测定ISO 7211-4: 1984 

纺织品机以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4部分:织物中拆 F纱线捻度
的测定BS IS0 7211-4:2002 

主运j胶纱线、缆绳平1 1帘线捻度试
验方法GB/T 33338-2016 

特杯纠纱捻度的测定 i且抢力11抢
法FZ!T 10001-2016 

2 线密度 纺织品卷装纱绞纱法线密度
的测定GB/T 4743-2009 

纺织品卷装纱绞纱法线密度
的测定IS0 2060: 1994 

纠生JtIH1 机织物纣构分析方法
第5部分:织物中拆 F纱线线密
JJr i'I{J ~Þ!~定GB/T 29256.5-2012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站) 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

证书编号: 180911341646 第 13页共101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平{JÌ{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号楼 )

序号 ~~别(产品/项目/参 产品/项日/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X说明

2 纱线/纱线 2 线密度 纺织liltlj1 1 .织物gfj构分忻方法
第5部分:织物中拆卡.纱线线密
度的测定IS0 7211-5: 1984 
纺织品机织物主斗的分忻方法
第5部分:织物中拆卡.纱线线密
度的测定BS IS0 7211-5:2002 
杯忏且试验方法绞纱法测定纱线 变更
密度(纱支数) ASTM 
01907/01907M-12 (R2018) 
tìF明纤维、纱中间产品和|纱线
线性密度的TEX系统的使用规
手~~ASTM 0861-07 (2013) 

3 十万米纱疵 纺织品纱绒疵点的分级izj检验
方法电容式FZ/T 01050一 1997

4 断裂强力 纠织品卷挝纱单椒纱线断裂
强力军11断裂伸民率的测
定 (CRE法) GB/ T 3916一2013
纺织品卷装纱单根纱线断裂
强力和|断裂仲|主率的测
定 (CRE法) IS0 2062:2009 
设j皮芳纶纱线、钱细和|帘线拉
伸性能的试验方法GB/T
30311-2013 
设j战线纯、纱线矛11帘线拉w性
能的试验方法GB/T 32108-2015 
绞纱断裂强度试驹方法MìTM
01578-93(2016) 
纱线拉例l性能的标准试验方法
单纱法ASTM
02256/02256M-I0(2015) 

5 条干 纺织品纱线条干不匀试验方法
第1部分:山容法GB/T
3292.1-2008 
纺织品纱线条干不生j试验方法
山与宇法1S0 16549:2004 

6 祟扳法夕|、观质量 棉及化纤纠纺、泪纺纱线外观
质量黑板检验方法第1部分:综
合评定法GB/T 9996. 1-2008 
棉及化纤纯纺、泪纺纱钱外观
质量黑板检验方法第2部分:分
别评定法GB!T 9996.2-2008 

7 断裂强力及断裂强力变 棉及化纤纠纠、 Yle纠本色纱线
异系数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1 
8 黑版条干均匀皮 棉及化纤纠纠、 M纺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2 

9 Ig内棉结粒数 棉及化纤纠纠、 ~h!;纠本色纱钱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 5. 1. 2 

10 I g内楠结杂质总粒数 棉A化纤ìlE纺、旧纠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PZ/T
10007-2008/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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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l!x说明

2 纱绒/纱线 11 抢& 相i及化纤纠纠、旧纺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3 

12 条干均匀JJr 棉及化纤纠纠、 11:il纺本包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4 

13 统密应 棉及化纤纯纺、嗣生:JÌ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5 

14 百米重量变异系数、国 fIij及化纤纠纠、地纺本色纱统
米重量偏差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 1. 5 
15 十万米纱疵 ~:I由及化纤纠纺、棍纺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 5. 1. 6 

16 成包附巫址偏差 棉及化纤纠纠、视纺本色纱线
检验规则FZ/T 10007-2008/5.2 

17 纱疵 棉及化纤纯纺、泪纺本色纱钱
检验规则FZ!T 10007一2008 附
录A

18 含油率 缝纫线含油率测定方法FZ/T
60001-2007 

19 常洲r轩 蚕丝7号如I1率试验方陆FZ/T 变更
40006-2018 

20 耐热稳定性 芳纶1313本色纱线FZ!T
12023-2011/附录C

21 附j应量 化学纤维帘线、纱线和|钱纯附
胶量测定的试验方法GB/T
30310-2013 

纱线/毛纱 22 问削* 毛纱试验方法FZ!丁
20017-2010/7 .1 

23 线密度 毛龙J市U金方法FZ/T
20017-2010/7 .2 

24 强7J 毛纱的验方怯FZ/T
20017-2010/7 .3 

25 缩/1<耶 毛纱试验方怯FZ/T
20017一2010/7.4

26 捻度 毛纱试验方法FZ!T
20017-2010/7.5 

27 条干均匀皮变异系数 毛纱试验方法FZ!T
20017一2010/7.6

28 纤维含址 毛纱试验方法rZ/T
20017-2010/7 .7 

29 含油脂率 毛纱!式验方法FZ/T
20017-2010/7.8 

30 染色牢度 毛纱试验方法FZ!T
20017-2010/7 .9 

31 司是面疵点 毛主l、试li金方法rZ/T
20017一2010/7. 10 

32 黑板条干 毛纱试验方法FZ/T
200] 7-2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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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纱线/针织和|揣纣 33 问潮率 针织和|轨i纣细线试验方法FZ/T
绒线 70001-2015/5.1 

34 股挝 针织和|剧结绒线试验方法FZ/T
70001-2015/5.2 

35 围 K 带l '乡Ji矛II~Jìllg自绒线试验方法FZ/T
70001-2015/5.3 

36 线密度 针织和l编结绒线试验方法FZ!T
70001-2015/5.4 

37 捻度 针织和I~ìlj结绒线试验方法FZ/丁'
70001-2015/5.5 

38 起球 针织和I~;iù钻绒线试验方法FZ/T
70001-2015/5.6 

39 J单纱断裂灿!y. 针织和编纣绒线试验方法FZ/丁
70001-2015/5.7 

40 纤维含量 针织和制li纣绒线i式验方法FZ/T
70001-2015/5.8 

41 7号油脂率 针织和|编结绒线试验方法FZ/T
70001-2015/5.9 

42 条干均匀度变异系数 针织和1编钻绒线试验方法r:Z/T
70001-2015/5.10 

43 染色车IJ[ 针织和I~iu纣绒线.ì式验方法FZ/T
70001-2015/5. 11 

纱线/桑蚕绢丝 44 支数 桑蚕绢丝试验方法FZ/T
40003-2010/4. 1. 3 

45 捻度 桑蚕绢丝试验方法FZ/T
40003-2010/4. 1. 4 

46 断裂姐\JJ 亮资绢丝试验方法FZ/T
40003-2010/4. 1.5 

47 条干不勾度变异系数 桑蚕绢丝试验方怯FZ/T
40003-2010/4. 1. 6 

48 十万米纱疵 纺织品纱线疵点的分级l..j检验
方法电容式FZ/T
40003-2010/4. 1. 8 

49 纺;减率 桑蚕绚丝试验方法FZ!T
40003-2010/4. 1. 9 

50 亚最 桑蚕绢丝试验方法FZ!T
40003-2010/4.2 

纱线/特种工业J+.l 51 重量 特午11 1 r业 J-ldJ没线物理机械性能
股线 试验方法FZ/T 65003-1995/5.1 

52 晰裂强度'及何1长率 特和1 1 1:业户8股线物础机械性能
试验方法FZ/T 65003-1995/5.2 

53 捻度 特种1:业山股钱物理机械性能
试验方法FZ/T 65003-1995/5.3 

54 问潮率 特和1 1 1 :业川j股钱物理机械性能
试验方法FZ/T 65003-1995/5.4 

妙、线/1~il本巳纱线 55 全部参数 棉本色纱线GB/T 398-2008 

纱线/精梳涤棉泪 56 全部参数 柏才市栋棉?比纠本色纱线Gß/T
纺本色纱线 53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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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纱线/缝纫线 57 全部参数 缝纫线GB/T 6836-2007 

纱线/桑蚕捻线丝 58 部分参数 桑蚕捻线丝GB!T 14033-2016 不测纤度、断裂姐i
度

纱线/筒装桑蚕捻 59 部分参数 筒装桑蚕捻线丝GB/T 不测纤度、断裂iIJ1、
线丝 22857-2009 度

纱线/染色桑蚕捻 60 部分参数 染色桑蚕捻线丝GB/T 不测纤度、断裂1]11
线丝 22859-2009 度

纱线/针织片J筒子 61 全部参数 针织}↓J筒子染色纱线GB!T
染色纱线 24116-2009 

纱线/不锈钢纤维 62 全部参数 不锈钢纤维与棉涤~~纺本色纱
与棉涤泪纺本色纱 线GB/T 24125-2009 
线
纱线/机织用筒于 63 全部参数 机织用筒子染色纱线GB/T
染色纱线 24345-2009 

纱线/涤纶~丝绣 64 全部参数 涤纶民;丝绣花线GB/T
花线 28466-2012 

纱线/机制地毯ffi 65 部分参数 机制地毯山毛纺纱线GB!T 不动叫"有毒有窑物
毛纺纱线 28488-2012 质限量"

纱线/精梳棉粘泪 66 部分参数 ~1J梳棉1世i~纺本巳纱线GB/T 不训。"毛羽指数"
纺本色纱线 29258-2012 

纱线/转杯纠棉本 67 全部参数 转杯纺175本色纱rz/'I'
色纱 12001-2015 . 
生!、线/精梳棉本色 68 全部参数 1有梳棉本色缝纫专用纱线FZ/T
缝纫专m纱线 12002-2017 

纱线/粘胶纤维 69 部分参数 批)J交纤维本色纱线FZ/T 不洲"毛羽指数"
本色纱线 12003-2014 

纱线/涤纶14粘胶 70 部分参数 涤纶与粘胶纤维嗣纠本色纱 不洲"毛羽指数"
纤维lhl纺本色纱线 线FZ/T 12004-2015 

纱线/肾梳涤与棉 71 全部参数 怦梳描titj棉拙i纠本色纱线FZ!丁、
Yhl纺本色纱线 12005-2011 

纱线/精梳棉涤说 72 全部参数 柑j桥Wfl涤泪纺本色纱线f1Z/T
纺本色纱线 12006-2011 

纱线/普梳棉维持t 73 全部参数 将梳棉维视纺本色纱线FZ/T
纺本色纱线 12007-2014 

纱线/维纶本色纱 74 全部参数 维纶本色纱纯FZ!T 12008-2014 
线

纱线/睛纶本色纱 75 全部参数 j情纶本色纱FZ/T 12009-2011 

纱线/棉氨纶包芯 76 全部参数 棉氨纶包芯本色纱FZ/'f
本色纱 12010-2011 

纱线/棉脂旧约本 77 全部参数 楠j情泪纠本也纱线FZ/T
色纱线 12011-2014 

纱线/三点赛尔纤维 78 全部参数 )tË费力〈纤维本也纱线FZ/T
本色纱线 12013-2014 

纱线/针织J+l棉色 79 全部参数 针织}↓J棉色ÍJjtj、 f17./T
纺纱 12014-2014 

纱线/精梳夭然彩 80 全部参数 精:I1lr夭然彩色棉纱线FZ/T
色棉纱线 1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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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纱线/涤与棉泪纠 81 全部参数 涤itj棉1hl纺色纺纱FZ!T
色纺纱 12016-2014 

纱线/夭然彩色棉 82 全部参数 夭然彩色棉转杯纺纱FZ!T
转杯纠纱 12017-2016 

纱线/精梳棉本色 83 部分参数 精梳棉本色紧密纺纱线FZ/T 不洲"毛羽JR数"
紧密纺纱线 12018-2009 

纱线/涤纶本包纱 84 全部参数 涤纶本包纱线FZ/T 12019-2009 
线

纱线/竹浆粘胶纤 85 全部参数 竹浆粘胶纤维本色纱线FZ/T
维本色纱线 12020-2009 

纱线/莫代尔纤维 86 全部参数 英代尔纤维本色纱线FZ/T
本色纱线 12021-2009 

纱线/涤纶与粘纤 87 全部参数 涤纶与粘纤泪纺色纺纱线FZ!T
泪纺色纺纱线 12022-2009 

纱线/芳纶本色纱 88 全部参数 芳纶1313本色纱线FZ/T
线 12023-2011 

纱线/j贺蓝染色棉 89 全部参数 i旋监染色棉纱线FZ!T
纱线 12024-2011 

纱线/毛经用低捻 90 全部参数 毛经用低捻棉本色纱FZ/T
棉本色纱 12025-2011 

纱线/粘锦复合丝 91 全部参数 粘锦复合丝线FZ/T 12026-2011 
线

纱线/转杯纺粘胶 92 全部参数 转杯纺粘胶纤维本色纱FZ!T
纤维本色纱 12027-2012 

纱线/涤纶色纠纱 93 全部参数 涤纶色纺纱线FZ/T 12028-2012 
线

纱线/精梳棉与粘 94 全部参数 精梳棉与粘胶泪纠色纺纱
胶:1hl纺色纠纱线 线FZ!T 12029-2012 

纱线/转杯纺棉色 95 全部参数 转杯纺棉包纠纱FZ/T
纠纱 12030-2012 

纱线/紧密纺棉色 96 部分参数 紧密纠棉色纠纱FZ/T 不也叫 "毛羽"
纠纱 12031-2012 

纱线/纯棉竹节本 97 部分参数 纯棉竹 iY本色纱FZ/T 不洲"竹 '，'dJl!格仪
色纱 12032-2012 器法"

纱线/纯棉竹节包 98 部分参数 纯棉竹 it色纺纱FZ/T 不动w "竹-\~j规格仪
纠纱 12033-2012 带~法"

纱线/棉氨纶包芯 99 全部参数 *Ôl氮纶包芯色纠纱FZ/T
色纠纱 12034-2012 

纱线/精梳棉14英 100 全部参数 精梳棉与英代尔纤维泪纠色Mi
代尔纤维nt纺色纺 生j、线FZ!T 12035-2012 
纱线

纱线/精梳棉11· 于 101 全部参数 轩j梳棉与羊毛?比如〕色~fj纱
毛旧约色纠纱线 线FZ!T 12036-2012 

纱线/棉本色强捻 102 全部参数 棉本也i且她纱FZ/T 12037-2013 
纱

纱线/先聚糖纤维 103 全部参数 先聚糖纤维14棉 1ÞB纠本也纱
Lzj棉旧纺本色纱线 线FZ/T 12038-2013 

纱线/啧气洲流纺 104 全部参数 1吸气涡流纠和| i坷'纠纠及涤粘旧
粘纤纠纠及涤粘旧 纠本色纱FZ!T 12039-2013 
纺本色纱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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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j、线/涤纶(棉 105 全部参数 涤纶(锦纶) 1氨纶包疆丝线FZ/T
纶)1氨纶包覆丝线 12040-2013 

纱线/芳纶色纠纱 106 全部参数 芳纶色纠纷、钱rZlT 12041-2013 
线

纱线nw革硫回应坷' 107 全部参数 3在却耐t耻纤维( '1~ K到)本色
维(中 K刑)本色 纱线FZ/T 12042-2013 
纱线

纱线/精才1M自涤纶 108 全部参数 精梳棉涤纶frf~'yl丝包芯本色
低弹丝包芯本色纱 纱FZ/T 12044-2014 

纱线/啧气涡流纺 109 全部参数 11血气11~!J流纠粘胶纤维色纠
粘胶纤维色纺纱 纱FZ/T 12045-2014 

纱线/啧气涡流纠 110 全部参数 I阴气制流纠栋粘嗣纠色纠
涤粘泪纺色纺纱 纱FZ/T 12046一2014

生l、钱li1引/7.k附~I.:维 111 全部参数 棉/水溶性她纶本色线FZ/'J ‘
纶本色线 12047-2014 

纱线/精梳棉/罗布 112 全部参数 制梳棉/罗布麻包缠纱FZ/T
j有i包缠纱 12049-2015 

纱线/针织I+J JA\子 113 全部参数 针织j刊点子纱FZlT 12050-2015 
生)、

纱钱/腑纶粘胶纤 114 全部参数 脂纶ltl1 !出纤维视纠本色纱
维1Hl纺本色纱线 线FZ/T 12051-2016 

纱线/棉~Iìl旧纠本 115 全部参数 的锦泪纠AS:色纱线FZlT
色纱线 12052-2016 

纱线/聚对菲二甲 116 全部参数 聚对苯一二甲酸丙二醇酣/聚对苯
酸、丙二二醇自旨/聚对 二J 甲酸乙二醇醋 C PTT/PET) 复
苯ι二甲酸乙二」同事酣 合纤维与棉泪纺本色纱线FZ/T
复合纤维与棉泪纠 12053-2016 
本色纱线

纱线/怦梳棉与铜 117 全部参数 曾梳制主i铜氮纤~ff泪纺本色
氨纤维混纺本色纱 纱FZ/T 12054-2017 

纱线/柑梳棉与桑 118 全部参数 精梳梢11j桑蚕绢纺原料Yh~纺本
蚕绢纠原料泪纠本 色纱FZlT 12055-2017 
色纱

纱线/对优芳 119 全部参数 对位芳纶(中长J~~ ) *色纱
纶(中|夭刑〉本色 线FZlT 12056-2017 
纱线

纱钱11情纶羊毛泪 120 全部参数 腊纶羊毛?hWj本色纱FZlT
纺本色纱 12057-2017 

纱线/精梳机织毛 121 全部参数 稍梳机fJ'{毛主j、rZlT 22001-2010 
纱

纱线/扭JPft机组(毛 122 全部参数 丰H梳机织毛纱FZ!T 22002一2010
纱

纱线/、|气柑纺毛机 123 全部参数 中精纠毛机织生l、统FZlT
织纱线 22005-2008 

纱线/超高支精梳 124 全部参数 超高支将梳羊毛机织纱FZ/T
于毛机织纱 22006-2012 

纱线/j阻芮支柑梳 125 全部参数 超高支精梳芋绒相L织纱FZ/T
于.绒机织纱 22007-2012 

纱线/挠络纠机织 126 全部参数 ~绵纠机织毛纱FZlT
毛纱 22008-2014 



二、批准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上海市棉纺织印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毛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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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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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号 类别(产品/项目/参 产品/项日/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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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llX;说明

2 纱线/赛结非为〈机 127 全部参数 挠络菲尔机织毛纱FZ/T
织毛纱 22009-2014 

纱线/粗梳羊绒机 128 全部参数 粗梳羊绒~îL织纱FZ/T
织纱 22010-2014 

纱线/精梳羊绒机 129 全部参数 柑梳'1去，如~m.却!纱FZ/T
织纱 22011-2014 

纱线/筒染精梳机 130 全部参数 筒染精梳机织毛纱 FZ/T 
织毛纱 22012-2016 

纱线/超向支精梳 131 全部参数 超高支精梳=f'-绒针织生j、FZ/T
芋绒针织纱 22013一2017

纱线/芝|生精纠兔绒 132 全部参数 平稍纺兔绒例'以主l、线FZ/T
针织纱线 22014-2017 

纱线/马海毛拉毛 133 全部参数 马海毛拉毛纱FZlT 22015-2017 
纱

纱线/1fV扑不纱 134 部分参数 、1Jì.J.f.部纱 fìZ!T 32001-2018 不洲"黑板条干均
匀度" 变更

纱线/芮麻本色纱 135 部分参数 1穹麻本色纱FZ!T 32002-2014 不动叫"黑板条干均
匀皮、大-17、小

节、麻粒"

纱线/l条麻(1[在 136 部分参数 涤麻( SWJ冉)纱FZ/T 不测"黑板条干均
麻)纱 32003-2010 匀度"

纱线/可l胁棉~Þê纺 137 部分参数 眼!启~ ~;m旧纠本色纱线FZ!T 不洲"黑板条干均
本色纱线 32004-2009 匀度"

纱线/芮j和本色线 138 部分参数 其麻本色线FZ/T 32006-2016 不测x_)(股、 二)11:1: 1监
线粗节

纱线/气流纺南麻 139 部分参数 气前.纺7比 j部棉?国纠本色纱FZ/T 不动叫"黑板条干均
棉嗣纺本色纱 32007-2010 匀度"

纱线/针织JiHV麻 140 全部参数 针织J-I-nv麻纱FZ/T 32008-2011 
纱

纱线/气流纺黄麻 141 全部参数 气流纠政嗣iLzj1133届纠本色
与棉m纺本色纱 纱FZ/T 32010-2009 

纱线/火协纱 142 部分参数 人附i纱FZ/T 32011-2009 不洲"黑板条干"

纱线/气流纺丁响和 143 全部参数 气流纺班麻棉~Þê纺本色纱
棉~hl纺本色纱线 线FZ/T 32012-2010 

纱线/大麻棉泪纠 144 全部参数 大麻柑m~纺本色纱FZ!T
本色纱 32013-2011 

纱线/转杯纺太麻 145 全部参数 4专杯纠人: J~~;4s:色纱Fl/T
本色纱 32014-2012 

纱线/大麻涤纶~Þê 146 全部参数 大麻涤纶泪纠本包纱FZ/T
纺本色纱 32015-2012 

纱线/竹麻棉~hl纠 147 部分参数 竹嗣i抑制纠本色纱统rz/丁 不洲"毛羽"
本色纱线 32016-2014 

纱线/精梳可在外不棉 148 全部参数 精梳ÏfF. f际棉~Ii纠本色纱FZ!T
~hl纺本色纱 32017-2014 

纱线/精梳大)有{棉 149 全部参数 精梳)，:)，1情棉旧纠本色纱FZ/T
性t纺本色纱 32018-2014 

纱线/精梳\fV附棉 150 全部参数 精梳iWH~棉拙纺本色针织
~hl纠本色针织纱 纱FZ/T 32021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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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纱线/桑蚕绢丝 151 部分参数 桑蚕绢丝FZ!T 42002-2010 不协]u黑板条干均匀
度、沾净皮、千米
疵点

纱线/筒装桑蚕绢 152 部分参数 筒装桑蚕绢丝FZ!T 42003-2011 不协']U黑板条干均匀
生生 度、沾净皮、千米

疵点

纱线/桑蚕铀丝 153 部分参数 桑蚕铀丝FZ!T 42006一2013 不测黑板条干均匀
度、千米疵点

纱线/包纠桑蚕筒 154 部分参数 色纺桑蚕筒装绢丝FZ!T 不测黑板条干均匀
装绢丝 42011-2012 度、沾净度、千米

疵点

纱线/染色桑蚕绢 155 部分参数 染色桑蚕绢丝FZ/T 42012-2013 不测黑板条干均勾
生生 度、洁净度、千米

疵点

纱线/桑蚕落细绢 156 部分参数 桑蚕落绵绢丝FZ!T 42013-2013 不测黑板条干均匀
生生 度、洁净皮、千来

疵点

纱线/作蚕绢丝 157 部分参数 作蚕绢丝FZ/T 43005-2011 不测"洁净度、千
米疵点"

生j、线/高延伸耐热 158 全部参数 高延伸耐热的纶/棉包芯纱FZ/T
锦纶/棉包芯纱 54036-2011 

纱线/缝纫}↓J涤纶 159 全部参数 辑到J-Ij悔纶本色纱线FZ!T
本色纱线 63001-2014 

纱线/粘胶 K丝绣 160 全部参数 粘JJ交 l去丝绣花钱FZ/T
花线 63002-2009 

纱线/棉 I~艺绣花 161 全部参数 棉工艺绣花绞线FZ/T
绞线 63003- 2011 

纱线/维纶缝纫线 162 全部参数 纠t纶缝纫线FZ!T 63004-2011 

纱线/棉绣花线 163 全部参数 棉绣花线FZ/T 63007-2007 

纱线/锦纶 K丝缝 164 全部参数 锦纶L<:丝缝纫线FZ!T
纫线 63008-2009 

纱线/海棉包芯缝 165 全部参数 1条楠包芯缝纫线FZ!T
纫线 63009-2009 

纱线/涤纶|主丝绣 166 全部参数 涤纶|乏丝绣花线FZ!T
花线 63010-2007 

纱线/涤纶 K丝高 167 全部参数 涤纶 K丝而~1ì{缝纫线FZ!T
强缝纫线 6301 2-2009 

纱线/粘胶 K丝染 168 全部参数 111i)出 K丝染色单纱FZ/T
色单纱 63015-2012 

纱线/锦纶K丝邦 169 全部参数 锦纶 K丝tlH血雄纫线FZ!T
地缝纫线 63016-2012 

纱线/本色粘胶长 170 全部参数 本色丰rliJ庶民;丝绣花线FZ!T
丝绣花线 63018-2013 

纱线/芳纶 1313缝 171 全部参数 芳纶1313缝纫线FZ/T
纫线 63022-2014 

纱线/聚 172 全部参数 聚醋 CPTT) 忡力缝纫线FZ!T
醋 CPTT)弹力缝 63025-2015 
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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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纱线/涤纶 K丝邦 173 全部参数 涤纶|乏丝邦地缝纫线FZ/T
地缝纫线 63027-2015 

纱线/涤包涤包芯 174 全部参数 涤包涤包芯缝纫线FZ/T
缝纫线 63034-2016 

纱线/精梳毛针织 175 全部参数 精梳毛针织绒线FZ/T
绒线 71001-2015 

纱线/粗梳毛针织 176 全部参数 粗梳毛针织绒线FZ/T
绒线 71002-2015 

纱线/精梳编结绒 177 全部参数 精梳编纣绒线FZ/T 71004-2015 
线

纱线/针织用棉本 178 全部参数 针织用棉本色纱FZ/T
色纱 71005-2014 

在l、线/羊绒针织绒 179 全部参数 去在绒针织绒线FZ/T 71006-2009 
线

纱线/粗梳艳牛绒 180 全部参数 粗梳艳牛绒针织绒线FZ/T
针织绒线 71007-2017 

纱线/半精纺毛针 181 全部参数 主|气精纺毛针织纱线FZ/T
织纱线 71008-2008 

纱线/精梳丝光棉 182 全部参数 精梳丝光棉纱线FZ/T
纱线 7l009-2011 

纱线/纱线 183 全部参数 纱线TWC SY-1:2016 

3 纺织品及其制 l 长度和|宽度 纺织品织物长度和l帕宽的测
品/纺织品及其制 定GB/T 4666-2009 
nu n 

纺织品织物宽度手11长度的测
定ISO 22198:2006 

机织物长度的标准测试方 只洲"方法A"
法ASTM
D3773/D3773M一 10 (R2014) 

纺织品宽度的标准试验方
法ASTM D3774-96(2016) 

地毯尺寸及毯形测定QB/T
2214-1996 

2 厚度 纺织品和l纺织制品厚度的测
定GB/T 3820一1997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厚度的测
定 ISO 5084:1996 

涂层织物厚度试验方法FZ/T
01003-1991 

纺织材料厚度试验方法ASTM
Dl777-96 (2015) 

地毯毯基上绒头厚度的试验方
法QB/T 1555-2001 

橡胶0i;塑料涂覆织物卷绕性能
的测定第3部分:厚度的测定方
I去ISO 2286-3:2016 

3 在R织 纺织品 ~n织物结构分析方法
第1部分:织物组织国14穿
综、穿箱及提综圆的表示方
法GB/T 29256.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