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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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经费质认定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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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第 X累裁X

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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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h捕肺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累月12页
权签字人及领域表

地址: 上淘i]J平凉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 批准授权签字领域 备注

陈小诚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工(研究员)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2 
杨怕 检测员，主管/高 本次批准的化纤原料、纤维检验检测项目

工(副教授)

3 
彭慧静 综合业务部部长助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理/中级(工程师)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4 

曹垦鸿 综合业务部部长/高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工(副教授)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5 
杨海英 报告审核员/高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工(副教授〉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6 
计芬芬 检测员，主管/高 本次批准的微生物检验检测项目

工(副教授〉

7 
张文君 综合业务部部长助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

理/中级(工程师)

8 牟晓菲 报告审核员/中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级(工程师)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9 张虹 报告审核组主管/初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级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10 
高文卿 报告审核员/初级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11 
丁若圭 技术研发部部长/高 本次批准的微生物、食品、化妆品检验检测

工(副教授〉 项目

12 盛勤 报告编制员/初级 本次批准的全部领域检测项目(微生物、食
品、化妆品项目除外)

2019年 10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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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准上海纺织集闭检测标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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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检峨检测地址:上海市平凉跻988号 26幢 (2号楼)、 351~窗口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项同/参 产品/J9i Fl /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j予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成说明

主ï-主任/蛮丝 I f3 1反率 |查丝4刮-2目00率9试验万法FZlT 司 J负

4000 

2 纱线/棉本色纱线 1 全部参数 棉本色纱线GB/T 398-2018 变更

纱线/缝纫线 2 全部参数 缝纫线GB/T 6836-2018 变更

纱线/染色桑蚕捻 3 部分参数 染色桑蚕捻线丝GB/T 不测纤皮、断裂目i
线丝 22859-2018 度变更

纱线/涤纶本色纱 4 全部参数 涤纶本色纱线FZ!T 12019-2018 变更
线

纱线/莫代尔纤维 5 全部参数 莫代尔纤维本色纱线FZ/T 变更
本色纱线 12021-2018 

纱线/精梳大麻棉 6 全部参数 精梳大麻棉泪纺色纺纱FZ/T 扩琐
混纺色纺纱 32022-2018 

3 纺织品及其制 1 长度和宽度 机织物长度的标准测试方 只测方法A 变更
品/机织物 法ASTM

03773/03773M-10(R2019) 
纺织品及其制 2 断裂强力 标准试验方法纺织品断裂强力 变更
品/纺织品 和伸长率测定(条样法) ASTM 

05035-2011 (R2019) 

纺织品及其制 3 拉仲弹性 弹力纱机织物拉1rJl性能的标准 变更
品/弹力纱机织物 试验方法ASTM

03107-07 (R2019) 
纺织品及其制 4 撕破强力 织物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标 变更
品/织物 准测试方法(埃尔曼多夫落锤

法) ASTM 01424-09(R2019) 

纺织品及其制 5 尺寸变化 纺织品织物军11服装的专业维 扩项
品/织物和服装 护、干洗不11温洗第2部分:使

用四氯乙烯干洗和整烫时性能
试验的程序ISO 3175-2:2017 

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 扩项
护、干洗和湿洗第2部分:使
用四氯乙烯干洗和整烫时性能
试验的程序BS EN ISO 
3175-2:2018 

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II~纠t 扩项
护、干洗和湿洗第2部分:使
用四氯乙烯干洗和整烫时性能
试验的程序JIS L 1931-2:2014 

纺织品及其制 6 |肢湿速干性 纠j~(品 l但也ï?址:干性的ìt1定 变更
品/纺织品 第2部分: ï9J态水分传递法GB/T

21655.2-2019 

纺织品及其制 7 继迹伸长率 毛针生().t l\-M自应111'长半试验方 扩项
品/毛针织品 法FZ!T 20031-2017 

8 领圈拉开 毛针织品销闹拉开试验方 扩项
法FZ!T 20032-2017 

纺织品及其制 9 远红外性能 纺织品远红外性他的检测和1 1，lf 扩Jj)t
品/纺织品 价GB/T 30127-2013 

10 i时唾液包牢度 纺织品也平皮试验 IrÏl~瞄准也 变更
牢度GB/T 18886-2019 

纺织品及其制 11 纤维鉴别 纤维分析 : 定性MTCC 20-2018 不测"折射率、密
品/纤维 度、染色法" 变

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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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巾i ß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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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检验检测地址-'海市平掠路988-%26帧 (2号楼)、 35幢( 1 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决划(产品/rrJí F1 / 参 产品/rm Fl /参数 {次w: 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或说明

3 纺织品杜;tt:制| 12 化学法 纺织l日1 比丑化学分析; m21部 变更
品/纺织品 纤维含量 分:含氯纤维、某也改性聚丙

烯脂纤维、某曲弹性纤维、醋
醋纤维、三醋醋纤维与某且其
他纤维的混合物(环己酣
法) ISO 1833-21:2019 

纺织品及其制 12 化学法 纤维分析: 定量MTCC 变更
品/纤维 纤维含量 20A-2018 

纺织品及其制 12 化学法 纠织品定f丑'化学分析第 18部 变更
品/纺织品 纤维含量 分: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

纤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ISO 
1833-18:2019 

纠织品丙定烯盐纤化维学与分某析些第16部 变更
分:聚 其他纤
维的混合物(二甲苯法) ISO 
1833-16:2019 
纺织品店盘化学分析第10部 变更
分:三醋酣纤维或聚乳酸纤维
与某且其他纤维的泪合物(二
氯甲:皖法) ISO 1833-10: 2019 
纺织品定盘化学分析第3部 变更
分:醋醋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
的混合物 (丙阴法) ISO 
1833-3: 2019 
纺织品应丑化学分析柴|毗亚 扩I贝
肢纤维与某且其他纤维的泪合
物GB/T 36976-2018 

13 炕基酷和炕基勘搜夺或乙 纺织品表而活性剂的测定:Il~ 不测HPLC和HILIC
烯隧 基酣合炕基酣聚氧乙烯酷GB/T 变更

23322-2018 
纺织品及其制 14 i时腐蚀性 轻工产品余Jr.司徐层和化学处理 扩项
品/轻工产品金属 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中性盐雾
涂层和化学处理层 试验 (NSS) 法QB!1' 3826-1999 
纺织品及其1M 15 耐 J向也Il't主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站 扩项
品/轻工产品金属 果的评价QB/T 3832-1999 
镀层

纺织品及其制 16 抗滑移 机织物和H织物试输方法]IS L 扩项
品/机织物和1针织 1096:2010 
物 8.23抗滑移B法

约1织 I\-~及其制 17 部分参数 棉本包布GB/T 406-2018 不测外观质量变
品/棉本色布 更

纺织'ft， )}.其制 18 全部参数 旗袍GB/T 22703-2019 变更
品/旗袍

如织怕且其制 19 全部参数 H生H运动JJIiGß/T 22853-2019 变更
品/针织运动服

纺织品及其制 20 全部参数 );: 1是花棉本色布FZ/T 变更
品/大提花棉本色 13005-2018 
布

纺织，fIr )Jt..其*tl 21 全部参数 英1-~尔纤维本色布FZ!T 变更
品/莫代尔纤维本 13023-2018 
色布

纺织品&其JPIJ 22 全部参数 · 棉~m本色有îFZ!T 13042-2017 扩项
品/棉双层本色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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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平凉跻988~导261幢 (2号楼)、 351幢(1号楼)、 621隘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J页Il/参 产品/JDi EI /参数 依据的标准 (}i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成说明

3 纺织品及其制 23 全部参数 灯芯绒涤棉混纺印染布FZ/T 扩项
品/:J:T芯绒涤棉混 14041-2018 
纺iflJ染布

纺织品及其制 24 全部参数 棉与幸|飞胶纤细-氨纶包芯纱交织 扩I贝

品/棉与粘胶纤维 弹力印染布FZ/T 14042-2018 
氨纶包芯纱交织弹
力印染布

纺织品及其制 25 全部参数 羊绒机织超薄披肩FZ/T 扩琐
品/羊绒机织超薄 24026-2018 
披肩

纺织品及其制 26 部分参数 蚕丝绵FZ/T 41005-2017 不测荧光增白
品/蚕丝绵 剂、柬纤维强度

扩项

纺织品及其制 27 全部参数 缔丝FZ/T 43047-2017 扩项
品/纬丝

纺织品及其制 28 全部参数 化纤，民丝免缝防钻绒织物FZ!T 扩项
品/化纤 l支丝免缝 43048-2018 
防钻绒织物

纺织品及其制 29 全部参数 铜氨丝织物FZ/T 43049-2018 不测外观疵点经向
品/铜氨丝织物 验布机法扩项

纺织品泣其制 30 部分参数 埔布FZ!T 44003-2018 不测甲醒释放速
品/墙布 率、总挥发性有ML

化合物释放速
率、燃烧性能等
级、氧指数和防罹
性能扩项

纺织品及其制 31 全部参数 丝绸床上用品FZ!T 44004-2018 扩项
品/丝绸床上用品

纺织品及其制 32 部分参数 布艺类产品第1部分t 帷 不测遮光率变更
品/帷幢 幢FZ/T 62011.1-2016 

纺织品及其制 33 部分参数 卷帘窗饰面料FZ/T 62025-2015 不测遮光率变更
品/卷帘窗创i面料

纺织品及其制 34 全部参数 经编网眼织物复合凉席FZ!F 扩项
品/经编网 R~织物 62035-2017 
复合凉席

纺织品及其制 35 全部参数 灯芯、绒床单FZ/T 62038-2017 扩项
品/灯芯绒床单

纺织品及其制 36 全部参数 金银丝绒带FZ/T 63037-2018 扩项
品/金银丝绒带

纺织品及其制 37 全部参数 桑蚕约~t~PFZ/T 63038-2018 扩项
品/桑蚕丝织带

纺织品及其制 38 全部参数 白 [IJ ~占针织面料FZlT 扩JDl
品/自由裁针织面 72023-2017 
料

纺织品及其制 39 部分参数 自 fÿ!l问制于fl~FZ/T 74006-2017 不测减震性能扩
品/自行车骑行服 项

纺织品及其制 40 全部参数 机织厨用川的市FZ/T 81022-2018 扩Jiji
品/机织厨用服饰

纺织品及其制 41 全部参数 机织阻饰品FZ!T 82006-2018 扩项
品/机织配饰品

4 产业用纺织品/非 I 透气性 纺织品非织盐布试验方法 扩项
织造布 第 15部分:透气性的测定Gß/T

24218. 15-201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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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检验检测地址 L海市平:中、路988号 26帧 (2号楼)、 35脱口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项Fl/参 产品/JDl fI /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围成说明

5 皮革和毛皮及其flj~ 撕裂力 皮革物理和机械试验针孔撕 变]i
品/皮革 裂强力的测应IS0 23910:2019 

2 抗张强度 皮革物理和机械试验抗张强度 变更
和伸长率的测定QB/T
2710-2018 

3 耐折牢度 皮革物理和机械试验耐折牢 变更
度的测定QB/T 2714-2018 

皮革和毛皮及其制 4 耐折牢度 皮件带类产品动态耐折试验方 扩现
品/皮件 法QB/T 5246-2018 

皮革和毛皮及其制 5 耐汗渍色牢度 毛皮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方 ~fJDi 
品/毛皮 法QB/T 2924-2007 

皮革和毛皮及其制 6 甲酶含量 皮革甲醇含量的化学测定 变更
品/皮革 第1部分:高效掖相色谱法IS0

17226-1: 2018 
皮革甲醒含量的化学测定 变更
第1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BS
EN ISO 17226-1:2019 
皮革甲醒含量的化学测定 变E
第2部分:比色分析法IS0
17226-2:2018 
皮革甲自主含量的化学测定 变更
第2部分:比色分析法BS EN ISO 
17226-2:2019 

7 pH 皮革化学试验 pH及稀释差的 变更
测定BS EN ISO 4045:2018 

皮革化学试验 pH的测定QB!T 变1f
2724-2018 

8 挥发物 1支且在化学试验挥发物的测 变豆
定QB/T 2717-2018 

9 一氯甲炕可溶物 皮革化学试验 一氯甲炕萃取 变主巨
物的测定QB/T 2718-2018 

皮革平11毛皮及其制 10 全部参数 日用皮手套Qß月 1584-2018 扩I页
品/日用皮手套

皮革和毛皮及其制 11 部分参数 皮革服装QB/T 1615-2018 不抽出毛皮领子耐"
品/皮革服装 晒包非应变更

皮革和1毛皮及其制 12 部分参数 毛皮服柴QB/T 2822-2018 不测毛皮领子耐 |才
品/毛皮服装 晒'邑汁:度扩项

皮革和毛皮及其制 13 全部参数 吊面毛皮服装QB/T 5244-2018 扩项
品/吊面毛皮服装

皮革和1毛皮及其制 14 部分参数 充绒内 l归皮革服装Qß/1' 不刷毛皮领于~ lfúH:l
品/充绒内胆皮革 5245-2018 酬色半皮扩项
服装
皮革和毛皮及其flj~ 15 部分参数 东具用皮革GB/T 16799-2018 不测挥发性有机物
品/家具用皮革 变更

6 鞋/鞋 l 耐折性能 鞋类耐才开测试方法SA1'RA 扩琐
TM92:2016 

2 耐磨性能 鞋类甜íni、衬里和内垫试验方 扩布i
法耐踏性能GB/T
3903. 16-2008 

3 产品标识 幢类产品标识QB/T 2673-2013 不核实内容的其实
性扩J~i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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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柿验检测地址:七海市平凉跻988号26幢 (2号楼)、 35帷(1号楼)、 62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Jjjj fI /参 产品/Jyj El /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序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用或说明

7 塑料/浆柏/塑料 乙醒含量 塑料瓶用聚对苯=Ifl酸乙一 扩1页
醋 (PET) 树脂中残留乙醒含量的
测定顶空气相色谱法SH/T
1817-2017 

塑料/浆柏/生活用 2 甲醒含量 生活用纸及纸制品 甲醒含量 只测乙毗丙嗣-百J
纸及纸制品 的测定GB/T 34448-2017 见分光光度法扩

工负

塑料/浆柏/瓶用聚 3 部分参数 瓶用聚对苯一甲酸乙一 不测食品包装
对苯二甲酸乙二 酣 (PET) 树脂GB/T 17931-2018 用PET树脂卫生要
国旨 (PET) 树脂 求、熔融峰温、伴i

度变更

8 箱包/扣件 1M'牛 箱包扣件试验方法QB/T 扩项
5084-2017 

箱包/箱包配件 2 耐用性能 箱包配件塑料插口耐用性能试 扩项
验方法QB/T 524.7-2018 

箱包/拉杆 3 耐疲劳 箱包拉籽耐疲劳试验方法QB/T 变更
2919-2018 

箱包/箱包 4 行走 箱包行走试验方法QB/T 变更
2920-2018 

5 震荡冲击 箱包振荡冲击试验方法QB/T 变更
2922-2018 

箱包/背提包 6 部分参数 背提包QB/T 1333-2018 不测包锁、磁力
扣、拉链、五金-At!
件、箱包用胶粘剂
有害物质限量和l 'I'于
带耐折性能扣件
耐用性能、限制，插
扣耐用性能扩项

箱包/于包 7 部分参数 手包QB/T 5243-2018 不测包锁、磁力
扣、五金配件、也l
用粘胶剂有科物屈l
限量扩项

9 浆柏/纸/纸和纸板 尺寸及偏斜度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 扩项
定GB/T 451. 1-2002 

2 定量 纸和生[~板定盐的测定GB/T 扩项
451.2-2002 

浆柏/纸/卫生纸及 3 定量 JJ.'-E纸及其tlitl品第5部分:定 扩项
其制品 量的测定GB/T 24328.5-2009 

浆柏/纸/纸和纸板 4 吸液向度 纸和纸报毛虫11 1血液/i坷T度的测 扩项
定(克列姆法) GB 
461. 1-2002 

5 抗张强度 纸和纸版畏水后抗张强度的测 扩项
定GB/T 465.2-2008 

纸和生民版抗张强度的测定恒 不测弹性模量扩
速拉仰法 C20mm/min) GB/T 项
12914-2018 
纸和1班版抗张强度的测定Gß/T 只测恒迪拉仲法中
1291 4.-2008 抗张强度、裂断时

伸长率、抗怅能量
吸收、抗张能量l缸
收指数.限特定产
品标准使用。 扩
I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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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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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页

检验枪测地址.上海市平凉跻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1幢 (9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X页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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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制范用或说明

9 浆柏/纸/卫生纸及 5 抗张强度 卫生纸及其制品第3部分:抗 扩项
其制品 张强度、裂断时伸长率和抗张

能量吸收的测定GB/T
24328.3-2009 

6 耐破度 卫生纸及其制品第7部分:球 扩项
形耐破度的测定GB/T
24328. 7-2009 

浆糊/纸/造纸原 7 灰分 造纸原料、纸浆、纸和纸报灼 扩项
料、纸浆、纸和纸 烧残余物(灰分)的测
板 定 C575.C和900.C) GB/T 

742-2018 
浆柏/纸/纸和纸板 8 尘埃度 纸和纸板尘埃度的测定GB/T 扩项

1541-2013 

浆柏/纸/纸、纸版 9 酸/碱度 纸、纸板和纸浆水抽提液酸度 扩项
手J]纸浆 或碱度的测定GB/T 1545-2008 

10 亮度 纸、纸板和纸浆蓝光漫反射 扩项
因数D65亮度的测定(漫射/垂
直法，室外日照条件) GB/T 
7974-2013 

浆柏/纸/纸平Il纸板 11 荧光增白剂 纸和纸板可迁移性荧光增白 只测定性扩项
剂的测定GB/T 2774卜2018

纸和生It板可迁移性吸光增白 只测定性。限特应
剂的测定GB/T 27741-2011 产品标准使用。

扩项

浆柏/纸/纸、纸板 12 铅含量 纸、纸板和纸浆铅含;匪的测定 只测做波消解法
和纸浆 石蛊炉原子吸收法GB/T 扩项

24991-2010 

13 呻含量 纸、纸板和纸诙IiIII含显的测 只测做波消解氢化
定GB/T 24992-2010 物原子荧光)'(:.皮法

扩项
浆柏/纸/纸 14 柔软度 纸柔软肢的泪IJ )'ËGß/T 扩项

8942-2016 

浆柏/纸/卫生 15 全部参数 卫生巾(护垫) GB/T 变更
巾〈护垫) 8939-2018 

浆柏/纸/纸巾纸 16 全部参数 航巾纸GB/T 20808-2011 扩项

2测可分散性扩浆柏/纸/卫生 17 部分参数 卫生纸(含卫生辄原生10 Gß/T 
纸(含卫生纸原 20810-2018 
纸)

浆柏/纸/擦手纸 18 全部参数 措手生民Gß/T 24455-2009 扩项

浆柏/纸/厨房纸 rl1 19 全部参数 厨房纸 I IJGB/T 26174-2010 扩项

浆柏/纸/湿 111 20 全部参数 湿 I ~GB/T 27728-2011 扩J)Ji

浆柏/纸/纸尿 21 全部参数 纸尿裤(片、挚) GB/T 扩项
裤(片、垫〉 28004-2011 

10 饲料/饲料 1 粗蛋白 饲料叶1粗蛋白的圳定凯氏定氯 扩项
法GB/T 6432-2018 

2 粗脂肪 饲料rt'粗脂肪的测定GB/T 扩项
6433-200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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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页共12页

枪验检测地址:上海市平惊跻988号26帷 (2号楼)、 35帧(1号楼)、 621幢 (9号楼)

序号 民别(产品/项问/参 产品/工页月/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j芋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或说明

10 饲料/饲料 3 粗纤维 饲料中粗纤维的含量测定过滤 不由!tl半 l~ í;lJ操作 }j
法GB/T 6434-2006 法扩项

4 水分 饲料中水分的测到二GB/T 扩Jjji

6435-2014 

5 钙 饲料中钙的测定GB/T 只测高锚酸何法
6436-2018 扩琐

6 总磷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分光光度 扩项
法GB/T 6437-2018 

7 粗灰分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GB/T 扩项
6438-2007 

8 水溶性氯化物 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的测 扩项
定GB/T 6439-2007 

9 总呻 饲料中总畔的测定GB/T 不测删氧化物i圣 j贝
13079-2006 光度法扩项

10 铅 饲料中铅的测定原子吸收光谱 扩项
法GB/Tl 3080-2018

11 京 饲料中东的测 只测原子荧光光陆
定GB/Tl 3081-2006 分析法扩琐

12 f高 饲料中铺的测定方 扩项
法GB/Tl 3082-1991

13 氟 饲料中氟的测定离子选择性电 扩项
极法GB/T 13083-2018 

14 沙门氏菌 饲料中沙门氏菌的测定GB/T 不测血清学分型
13091-2018 扩项

15 细菌总数 饲料中细菌总数的测定GB/T 扩J])i

13093-2006 

16 黄曲在军毒素Bl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玉米赤每 扩项
烯E阳和T-2毒素的测定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NY/T 2071-2011 

饲料/犬粮 17 部分参数 全价宠物食品犬粮GB/T 不测赖氨酸、无机
31216-2011 时扩项

饲料/猫粮 18 部分参数 全价宠物食品猫粮GB/T 不测牛磺酸、无机
31217-2011 币市扩项

11 化妆品/化妆品 pH 化妆品通用试验方法 pH值的测 扩项
定GB/T 13531.1-2008 

2 浊度 化妆品通用试验方法浊度的测 扩项
定GB/T 13531.3-1995 

3 相对密度 化妆品通JH试验方法柑别 \W度 不测第二法扩项

的测定GB/T 13531.4-2013 

4 甲醇 国家食品到}r剧院科管理!总 不测气-液平衡法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扩项
(2015版)第4章2.22

5 f商 国家食品药品j!刷刷牙理总 扩项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4章1. 5

6 京 国家食品药品 11任何管理总 只测第一法扩项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4章1. 2

7 石中 国家食品药品监恃t曰:蚓总 只测第一法扩项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4 '辛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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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监督检验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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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页共12页

检验检测地址:七海市平凉路988号26幢 (2号楼)、 35幢(1号楼)、 62幢 (9 号楼)

序号 类别(产品/J页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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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范围或说明

11 化妆品/化妆品 8 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H由!9第世L 扩项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4章1. 3

9 菌落总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扩 J91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5章2

10 霉菌和酵母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扩JÍÎI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5章6

11 耐热大肠菌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r19i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5章3

12 铜绿假单胞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扩1jJi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5章4

13 金黄色葡萄球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扩项
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版)第5章5

14 酸度 按摩基础油、按摩油QB/T 扩项
4079-2010 

15 过氧化值 按摩基础油、按摩油QB/T 扩项
4079-2010 

16 标签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 不'核实内容的主L实
标签GB 5296.3-2008 卡1: 扩Jíli

17 包装外观 化妆品产品外观包装要求QB/T 不均1祖1I 11具报告
1685-2006 扩JDj

化妆品/润唇膏 18 全部参数 润唇膏GB/T 26513-2011 扩项!

化妆品/f睫毛膏 19 全部参数 睫毛膏GB/T 27574-2011 30页

化妆品/化妆 20 全部参数 化妆笔、化妆笔芯GB/T 扩项
笔、化妆笔芯 27575-2011 

化妆品/唇彩、唇 21 全部参数 唇彩、唇汕GB/T 27576-2011 扩项
汕

化妆品/护肤乳液 22 全部参数 护J1刘L液Gß/T 29665-2013 扩项

化妆品/洗面 23 全部参数 洗面奶、洗而宵Gß/T 也.项

奶、洗面青 29680-2013 

化妆品/润肤汕 24 全部参数 润肤汕GB/T 29990-2013 扩项

化妆品/润肤膏霜 25 全部参数 润肤膏霜QB/T 1857-2013 扩I页

化妆品/花露水 26 全部参数 花露水QB/T 1858.1-2006 扩项

化妆品/香水、古 27 全部参数 香水、古龙水QB/T 1858-2004 扩JÍÍl
龙水

化妆品/化妆粉块 28 全部参数 化;民粉块Qn月 1976-2004 扩Jjji

化妆品/指甲油 29 全部参数 扣吁 1袖QB/T 2287-2011 扩 1.!Ji

、
.
斗
.
啊
岭
、
Q
1

、

J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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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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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页共12页

检验检测地址 .1 :.海市平谅跻988 习26恼 (2 号楼)、 35帷(1号楼)、 62帷 (9号楼)

!于; 号 类别(产品/项同/参 产品/JÎji Fl /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j芋号 名称
号(含年号 ) 限制范罔或说明

11 化妆品/化妆水 30 全部参数 化妆水QB/T 2660-2004 书. .布i

12 食品/食品酬，化参 相对密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相对密 不测免了.法 天平
数/食品 度的测定GB 5009.2-2016 陆扩可i

2 水分 食品安全国家标价食品中水分 只洲第一 法 直接
的测定GB 5009. 3-2016 -I ~燥法、第三法

减l:l二干躁法扩r~t

3 蛋白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 只测m--法凯民
质的测定GB 5009.5-2016 定i民L怯扩T91

4 脂肪 食品安全罔家标准食品中脂肪 不洲第 IL4陆最勃
的测定GB 5009.6-2016 怯扩JijÎ

5 总石中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刑 不测m一篇第二地
及无机网的测定GB tU盐怯扩J1il
5009.11-2014 

6 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 不测第四法 二耐i
测定GB 5009.12-2017 j际比巳怯扩J1Jl

7 总隶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京 只~!lJm-和知一法
及无机京的测定GB 原 f荧光光i曾分析
5009.17-2014 法扩项

8 六六六(口-六六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细分残留 只协!lJt自一法 毛纠11
六、。-六六六、 y-六 量的测定GB/T 5009. 19-2008 管丰t气扑!色i带-rl_r.
ï主\aFL\- 、口ö -/\7主'\/主'\、} 子相i我检测棉怯

扩项

9 滴滴涕 (p， p' -滴滴 食品巾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 .R割.~第一法 毛纠11
伊、 p ， p' -滴滴 量的测定GB/T 5009. 19-2008 管性气相色由→U
滴、 o， p' -滴滴 子1ílì获检测部法
涕、 p， p' -滴滴涕) 扩项

10 苯甲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苯甲 儿测第- ' r)l 液才'6
酸、 111梨酸和糖精铀的测定GB 色讲法扩琐
5009.28-2016 

11 山梨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苯甲 JL测第一-法拙和 |
酸、IiJ梨酸和糖精铀的测定GB 色锵法扩r.oi
5009.28-2016 

12 糖精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来甲 只测第 ·法浓·中H
酸、 IJ-I梨酸和糖精铀的测定GB 也谱法扩琐
5009.28-2016 

13 拧朦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1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35-2016 

14 克莱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Tijl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35-2016 

15 1因 H旨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J})i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35-2016 

16 日落黄 食&1，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r!Jl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 35-2016 

1 丁 亮蓝 食品去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项i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35-2016 

18 新主r 食品去全|毛|家标准食品中合成 扩Jj)j

着色剂的测定GB 5009. 35-2016 

19 4内 食品安全阳|家标准食品中 不测m二法火焰
钢、铀的测定GB 5009.91-2017 原 -f发射光也13拙，

扩J!Jt



7、批准上海纺织集闭检测标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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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页共12页

检验检测地址 1 -.海市平谅阶988 号26帧 (2号楼〉、 35帷(1.14 楼)、 62帷 (9号楼)

!予 号 类别(产品/f!Îi Fì /参 产品/JlíJ 月/参数 依据的标准(杠法)名称及编
数)

)字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或说明

12 食品/食品现化参 20 押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 不i9W第 .法火焰
iJ&/食品 押、铀的测址_:GB 5009.91-2017 J以子在;剖'先讷蚀

而‘J!i!

21 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锚的 扩JJ)i
测定GB 5009. 123-2014 

22 过氧化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过氧 只测m~ .怯酬~fi1:
化氢残固量的测定GB 陆扩顷
5009.226-2016 

23 过氧化值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过氧 J广1!i[
化值的涮定GB 5009.227-2016 

24 酸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酸度的 ~PjJ( 
测定GB 5009.239-2016 

25 酸度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方法GB/T 扩项
12456-2008 

26 唰、制、锐、铝、饵、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多兀 +t明{
钙、铁、饥、铭、 tl 、 素的测定GB 5009.268-2016 
铁、钻、银、铜、悴、
肺、晒、 f忠、锢、锅、
锡、锦、坝、隶、钝、
铅、fØ~

27 邻苯-甲酸酣类物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巾邻苯 儿洲第二浊 气柑
工甲酸醋的测定GB 色i自-)ifi 前怯外标

5009.271-2016 极扩r!lì

28 富马酸 -甲酶 食品中富马酸. -甲酶的测定局 扩项
效液相色谱法NY/T 1723-2009 

食品/食品理化参 38 乳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食品 U 项
数/婴幼儿食品和 和乳品中乳糖、庶糖的测定GB
乳品 5413. 5-2010 

39 庶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食战 扩项
和乳品中乳楠、m;糖的测定GB
5413.5-2010 

食品/食品盟，化参 40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 食品去企国家标准乳和乳制品 扩布i
数/乳与乳制品 杂质度的测定GB 5413.30-2016 

41 非脂乳固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和乳制品 扩1J)(
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GB
5413. 39-2010 

食品/食品理化参 42 工聚氨肢 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二聚氨肢的 只洲m. 司法扩现
数/原料乳与乳制 检测方法GB/T 22388-2008 
日(:J口

食品/食品理化参 43 地塞米松 牛奶和奶粉I咛1 :1也远来~:~HJG留量 ~)'现
数/牛奶和奶粉 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GB/T 22978-2008 

食品/食品理化参 44 多氯联苯 乳与乳制品中多氯联米的测定 扩t'.!l!
数/乳与乳制品 气相色谱法NY/T 1661-2008 

13 食品/食品做生物 菌?也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节缸七物 扩顶
参数/食品 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GB

4789.2-2016 

2 大肠菌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做坐物 扩项
学检验大肠菌群计数GB
1789.3-2016 

3 大肠菌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恤生物 扩项
学检验大肠菌群测定GB/T
4789.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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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页共12页

检验检测地址:上海市平凉路988号26帧 (2号楼〕、 35幢(1号楼)、 621隘 (9号楼)

!予号 类别(产品/J页问/参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
数)

j于号 名称
号(含年号) 限制范罔或说明

13 食品/食品做做物 4 沙门氏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不测5. 5血m学将
参数/食品 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GB ;江 ~jJ~i

4789.4-2016 

5 金黄色葡萄球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不训5. 6嘀嘀]非商
学检验金黄色葡萄球商检验GB H岛司i 1累的检验扩
4789. 10-2016 :rÿi 

6 霉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只训部 ·法费1革I
学检验毒菌和酵母计数GB 和酵均平;在计数陆
4789.15-2016 扩' :rßi

7 酵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只抽!~第一法持南
学检验毒菌和酵母计数GB 和i附l导平版计数法
4789.15-2016 却''J

8 商业无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不和!IJ 附主政8异常'原
学检验商业无菌检验GB 回分析扩]茹
4789.26-2013 

9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做生物 不洲5.4.51办同踏
菌 学检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11试验和5. 6小 l在

菌检验GB 4789.30-2016 母力试验 扩项
10 乳酸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 不测8乳酸菌'鉴定

学检验乳酸菌检验GB 扩 1页
4789.35-2016 

14 食品/干酣 1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干酷GB 不测摊点扩项
5420-2010 

食品/炼乳 2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炼乳GB 不测 fl，/(#. 扩项
13102-2010 

食品/生乳 3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生乳GB 不测~)}\á 扩项
19301-2010 

食品/发酵乳 4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白 -1~测怵点扩项
19302-2010 

食品/乳粉 5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粉GB 不测冰JJI 扩J'~1
19644-2010 

食品/巴氏杀菌乳 6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巴氏杀菌 不ði!UiJJ< )拭扩项
军LGB 19645-2010 

食品/稀奶油、奶 7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稀奶 ~";iJI!IJ:X;水如训 1 1 中水
刻lJ和无水奶油 油、奶汕和无水奶汕GB 分扩项

19646-2010 

食品/灭菌乳 8 部分参数 食品19去0工企负}国家标准灭菌乳白 不测怵点扩项
25190":'ZOl 0 

食品/调制乳 9 部分参数 食品去企国家标准调制乳白 不诅IJ i7J< }.I:~ 扩硕
25191-2010 

食品/再制干酷 10 部分参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r-f~ 再制干 不恻冰点扩7页
酷GB 25192-2010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