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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威联合中检深圳成功亮相第 37 届香港秋电展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主办的“第 37 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于 10 月 16 日成功落下帷幕，华通威联合上级总公司——中国检验

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成功亮相此次展会，为众多买家、采购商以及制造商企业提供一站式检测认证产品服务。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37 届，目前已跃居全球最大电子展，展会规模不断壮大。此次展会时间为 10 月 13 日-16 日四天时

间，期间受台风天气影响，于 10 月 15 日暂停开放一天，由为期四天的展期改为三天。展会共汇聚了来自 25 个国家及地区的约 4300 家参展商，

较上年多了上千家企业参展，三天展期有效吸引了来自 139 个国家及地区，约 86000 名买家入场参观采购，与 2016 年相比，多了近 20000 名参

观买家参与此次展会。

秋电展以不同板块划分多个展馆，包括集合超过 550 个品牌的“品牌荟萃廊”；结集近 150 家尖端创科类别参展商的“科技馆”；按地区划

分的展馆——中国内容、韩国及台湾展馆等。是全球各品牌、科技、技术的集合盛典。

在展会期间，华通威专业的销售人员积极为各位光临展位的的商客答疑解惑、详细介绍各类电子类产品的各种检测认证要求，展示出华通

威及中检的综合服务能力。

通过此次展会，华通威及中检进一步了解了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竞争对手的近期动态，旨在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使服务

企业产品快速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与更多客户有了进一步沟通、交流，有利于进一步打开国外市场；并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进一步

了解华通威及中检，华通威是您进入市场最强有力的支柱。

华通威检验认证，一直在您身边！

华通威 新闻



华通威顺利通过 CBTL 年度评审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华通威顺利通过了由NCB UL 委派的评审组对华通威实验室进行的为期三天的CBTL年度评审。

评审组对华通威实验室所有相关技术运作、检测设备、质量管理等进行全面审核。三天时间，让评审组看到到了华通威内部有序的工作运

行制度、合理的工作流程、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专业的检测人员。

结束三天的考察评审，由NCB UL 委派的评审组表示华通威实验室的综合实力非常满足 CBTL 评审相关要求，认为华通威在实验室人员、

设备、测试方法、运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能够持续有效地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并不断改进，保证了检测工作的质量。

华通威作为中检集团下属实验室，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以专业的检测实力、先进的检测设备等赢得众多机构的高度认可。

能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

华通威检验认证，一直在您身边！

华通威 新闻



澳洲插头标准 AS/NZS 3112 更新

直插式的电源适配器（Plug-in Power Adapter）在申请澳洲国际认证时，插头须符合澳洲最新标准版本AS/NZS 3112:2017（Edition 8th）。

澳洲于 2017-08-24 公布直插式电源适配器新标准AS/NZS 3112:2017（Edition 8th）开始实施，并将于 18 个月后取代之前AS/NZS

3112:2011+A1+A2+A3 的版本。

对比 标准 日期

新标准 AS/NZS 3112:2017 实施日期：2017-08-24

旧标准 AS/NZS 3112:2011+A1+A2+A3 版本失效日：2019-02-24

标准更新

华通威解决方案：

直插式电源适配器厂商在转澳洲认证时请注意 AU plug 版本到期

问题，且如后续再申请版本更新需提供样品针对版本差异的部分进行

测试。华通威一贯积极关注本行业动态，认真研究最新动态解决方案，

努力为客户带来一站式服务，帮助广大客户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欢迎您选择华通威咨询及认证！



音视频与信息通讯技术设备 安全标准 EN 62368-1 版本说明

最新版标准EN62368-1:2014+A11：2017 将部分 EN 62368-1:2014 已经规范的欧盟国家差异删除，从而EN 62368-1: 2014+A11 这个新版本

让大部分的国家更容易可以国内化标准EN 62368-1，在标准制定单位CENELEC的规划中，因为新版本要求相对有弹性，会较EN 62368-1: 2014

提早一年取代EN60950-1/EN60065。见下图：

由此，EN 62368-1: 2014 的有效期会跟 EN 62368-1: 2014+A11 一样，已经取得EN 62368-1:2014 的制造商不必担心其证书有效性较

EN62368-1: 2014+A11 短。

华通威 解决方案

华通威解决方案：

华通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一直以来实时关

注标准更新修订，具有该标准的测试能力，凭借丰富的测试和认证

经验， 及拥有专业的标准检测设备，可满足客户的检测需求， 我们

将为您提供专业、 周到的服务。

欢迎您来华通威咨询及认证！



CPSC 对儿童玩具和护理品中邻苯的新要求

2017 年 8 月 30 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最终规则《禁止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含有特定邻苯二甲酸酯：

某些塑料的测定》(16 CFR 1308)。本规则豁免了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中含有特定添加剂的七种塑料的第三方邻苯二甲酸酯检测要求。

以下是含有特定添加剂的塑料列表：

 聚丙烯(PP)，含以下添加剂：

增塑剂：聚丁烯，癸二酸二辛酯，树脂酸异辛酯，链烷烃，环烷烃，矿物增塑油和多元醇；

未还原的催化剂；填料；初级和次级抗氧化剂；中和剂；防静电剂；滑爽剂；金属钝化剂；淬灭剂；紫外线稳定剂；成核剂；阻燃剂；吹制或

发泡剂；防粘剂；润滑油；着色剂。

 聚乙烯(PE)，含以下添加剂:

增塑剂：三苯甲酸甘油酯，聚乙二醇，葵花油，石蜡，石蜡油，矿物油，甘油，EPDM橡胶和 EVA；

聚合物；引发剂；促进剂；未还原的催化剂；填料；抗静电剂；阻燃剂；防粘剂；滑爽剂；发泡剂；交联剂；抗氧化剂；炭黑；着色剂。

 通用聚苯乙烯(GPPS)，中等强度聚苯乙烯(MIPS)，高抗冲聚苯乙烯(HIPS)，和超高抗冲聚苯乙烯(SHIPS)，含以下添加剂:

未还原的催化剂；内部润滑剂；链转移剂；稳定剂；稀释剂；着色剂；氯化铝，氯乙烷，盐酸；氧化铁，氧化钾，氧化铬；双功能过氧化物；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含以下添加剂:

增塑剂：烃加工油，磷酸三苯酯，间苯二酚双(磷酸二苯酯)，低聚磷酸酯，长链脂肪酸酯和芳香族磺酰胺；

稳定剂；润滑油；抗氧化剂；分子量调节剂；引发剂/未还原的催化剂；活化剂；乳化剂；着色剂。

这一规则将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生效，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制造商在使用上述含有特定添加剂的塑料时，豁免免除了需在CPSC 认可

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邻苯二甲酸酯测试的强制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第三方检测要求被免除，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仍必须满足

CPSIA第 108 节中对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限制。此外，制造商必须出具证书(儿童产品符合性证书)以证明产品满足CPSC 要求。

2017年10月27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发布一则最终规则，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中关于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中

的邻苯要求获得修订，联邦法案中也新增16 CFR 1307一节对该要求进行阐述。自2018年4月25日（联邦公报发布180天后）起，儿童玩具和儿童

护理产品如含有超过1000ppm的8项邻苯，将不得在美国市场销售。

美国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邻苯要求新旧对比如下：

华通威 解决方案

CPSC 将 CPSIA 中邻苯要求正式增至 8项

CPSC豁免 CPSIA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中七种塑料的强制第三方邻苯测试：

http://www.cirs-ck.com/service/childrens-products/usa-cpsia


邻苯
现行要求 新要求

不可入口儿童玩具 可入口儿童玩具 儿童护理产品 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

DEHP 0.1% 0.1% 0.1% 0.1%

DBP 0.1% 0.1% 0.1% 0.1%

BBP 0.1% 0.1% 0.1% 0.1%

DINP --- 0.1% 0.1% 0.1%

DNOP --- 0.1% 0.1% ---

DIDP --- 0.1% 0.1% ---

DIBP --- --- --- 0.1%

DPENP/DnPP --- --- --- 0.1%

DHEXP/DnHP --- --- --- 0.1%

DCHP --- --- --- 0.1%

注：根据CPSIA，儿童玩具指设计或预定用于 12 岁及以下儿童玩耍的产品；

儿童护理产品是设计或预定用于帮助 3岁及以下儿童睡眠、喂食、吮吸、磨牙等的产品。

华通威建议：

邻苯二甲酸酯作为常见的塑化剂，广泛用于塑胶类玩具及玩具部件，儿童玩

具和儿童护理产品的所有塑化部件都将受到 CPSIA 邻苯条款的修订的影响。玩具

生产企业，改良产品配方，优化生产工艺，积极寻找新的替代物，华通威可以提

供专业全面的产品中邻苯检测业务，协助客户排除产品中的邻苯超标隐患。

华通威 解决方案



欧盟拟加严玩具安全指令部分要求

2017 年 9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向WTO递交了 G/TBT/N/EU/504 号通报，拟对玩具安全指令(2009/48/EC)中六价铬在可刮取玩具材料中的迁

移限量进行修订。如果被批准，欧盟可刮取玩具材料中的六价铬迁移限值将由 0.2mg/kg 降至 0.053mg/kg，其他玩具材料的限值保持不变。该提

案预计在 2018 年第一季度采纳，并于 2019 年第三季度生效。

根据修订草案，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附件 II 第三部分第 13 点，将被修订为：

元 素
干燥、易碎、粉末状

或柔软的玩具材料

液体或黏性

玩具材料

可刮去的

玩具材料

提议要求 六价铬 0.02 mg/kg 0.005 mg/kg 0.053 mg/kg

现行要求 六价铬 0.02 mg/kg 0.005 mg/kg 0.2mg/kg

2017年10月20日，欧盟委员会独立科学委员会(SCHEER)发布关于玩具中铝的限制值的摄入量的最终意见，对玩具安全指令2009/48/EC中针

对玩具材料铝迁移限值的摄入量上限作出了规定。SHEER建议将每天0.03mg/kg的摄入量设定为铝的每日可摄入量上限，并基于该建议摄入量上

限和2010 SCHEER意见计算出玩具中铝的迁移限制值。

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TSD)与 SCHEER最终意见玩具中铝的迁移限制值要求对比如下：

法规标准

迁移量限值要求

类别Ⅰ：干燥的，易碎的，粉末

状的或柔软可塑的材料(mg/kg)

类别Ⅱ：液体或粘性的材料

(mg/kg)

类别Ⅲ：可刮取的材料

(mg/kg)

2009/48/EC(TSD) 5625 1406 70000

SCHEER 最终意见

2250 560 28130

注：SCHEER建议考虑到食品等其他来源的暴露量可能已经超过了EFSA和 JECFA所能承受的

摄入量，应尽量减少玩具中铝的暴露。

行业资讯

拟加严对铝的要求

拟加严对六价铬的要求



FZ/T 01026-2017 新标准的应用与解释
——纺织品检测系列

2017 年 4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第 2017 年第 14号公告（9月 11 日行业标准备案公告 2017 年第 8号，总第

212 号）中，FZ/T 01026-201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替代标准 FZ/T 01026-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四组分纤维混

合物》，于 10月 1 日正式实施。

 FZ/T 01026-93 《四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是 1993 年发布实施的关于四组分纺织纤维混纺和交织产品的含量分析方法，

填补了当时 GB 2910 《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与GB 2911 《三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析方法》的方法空白。该方

法定义了四组分纤维混纺产品中不同的溶解方案以及相应的计算公式，并且将常见纤维组合一一举例并给出相应溶解试剂及修正系数。

 FZ/T 01026-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四组分纤维混合物》于 2010 年发布实施，替代 FZ/T 01026-93 并做了部分修改。由于GB 2010

与 GB 2911 已更替至GB/T 2910-1997 及 GB/T 2911-1997，再后来为GB/T 2910-2009 系列标准，FZ/T 01026 相应修改了原有的计算公式，

便于方案理解而做了图示说明，附录给予计算实例。

 FZ/T 01026-201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于 10 月 1 日后实施，相较于 2009 版，最大的改变方法标准的适用范围，

四组分及以上纤维混合物纺织品的含量分析方法，并且调整了计算公式，修正值的计算方式与上个版本有所不同，但两种方式的计算结

果一致。

专题

前言：

前世今生：



2009 版修正系数算法：四组分（顺序溶解）

A B C D

试剂一 溶解 d1 d2 d3

试剂二 —— 溶解 d4 d5

试剂三 —— —— 溶解 d6

其中 d1、d2、d3 为试剂一对B、C、D的质量损失修正系数；d4、d5 为 C、D在试剂一、二中的质量损失修正系数，即当 C、D在试剂二

中的质量损失修正系数为 d4.2 和 d5.2，d4=d2×d4.2，d5=d3×d5.2；d6 为 D在试剂一、二、三中的质量修正系数，即 D在试剂三中修正为 d6.3，

d6= d5×d6.3=d3×d5.2×d6.3。

2017 版修正系数算法：四组分（顺序溶解）

A B C D

试剂一 溶解 d2,1 d3,1 d4,1

试剂二 —— 溶解 d3,2 d4,2

试剂三 —— —— 溶解 d4,3

其中所有的质量损伤修正系数均为试样在溶解过程中各纤维在不同试剂下的固定值（见GB/T 2910），由此，与 2009 版计算对应可知：

d1= d2,1 d2= d3,1 d3= d4,1 d4= d3,1×d3,2 d5= d4,1×d4,2 d6= d4,1×d4,2×d4,3

P4(2017)=�3×d4,1×d4,2×d4,3
�

×100=�3×d6
�

×100= P4(2009)

P3(2017)=（d3,1×d3,2）×（�2
�

×100 - P4

�d4,1×d4,2
）= d4×（�2

�
×100 - P4

d5
）=�4×�2

�
×100 - d4

d5
×P4= P3(2009)

P2(2017)= d2,1×（r1
�

×100 - P3
d3,1

- P4
d4,1

）= d1×r1
�

×100 - d1
d2

×P3 - d1
d3

×P4= P2(2009)

P1(2017)=100 - P2 - P3 - P4=100 -（ P2 + P3 + P4）= P1(2009)

专题

计算差异（2009 版与 2017 版）：



因此，2009 版与 2017 版虽然在修正系数的在描述上不同，但在最终的计算上结果相同。

当样品为五组分时，按照 2009 版的修正系数延伸应为：

A B C D E

试剂一 溶解 d1 d2 d3 d4

试剂二 —— 溶解 d5 d6 d7

试剂三 —— —— 溶解 d8 d9

试剂四 —— —— —— 溶解 d10

当样品为五组分时，2017 版的修正系数为：

A B C D E

试剂一 溶解 d2,1 d3,1 d4,1 D5,1

试剂二 —— 溶解 d3,2 d4,2 D5,2

试剂三 —— —— 溶解 d4,3 D5,3

试剂四 —— —— —— 溶解 D5,4

计算结果一致

专题

华通威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对粗纺及色织等多组分纤维组成的纺织面料，其使用测试方法大

都为参考GB/T 2910 或 FZ/T 01026，只对有损伤纤维做修正计算，或不做修正

处理，因此不同实验室之间对五组分以上的面料结果的差异除了因为溶解步

骤多且复杂外，计算同样是一个主要因素。新标准实施后，此类面料的含量

分析方法有明确的检测依据，在计算上回归到初始的试剂对纤维本身的损伤

修正，不再叠加损伤计算修正值，因此在公式上做了修改，有利于各实验室

之间的数据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