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质检系统国家级技术机构风险分析报告

国家功能纤维及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徽）

一、总体状况（明确环境信息）

（一）机构发展状况

国家功能纤维及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经国家质检总局（国质检科〔2013〕13号）批准筹建，依托法人单位

为安徽省纤维检验局，2014 年 8月 10日通过了国家认监委组织的资质认定现

场评审，2014 年 11 月 2 日获得认监委授权(国认实函〔2014〕101号)。2019

年 12月 17-18日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进行了预验收。2020年中心向市场

监管总局申请将依托法人单位变更为安徽省质检院，2020年 5月获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批准主体承担单位变更，2020年 11月向总局递交了变更筹建任务书申请。

2021年 4月筹建任务书变更获总局批准，2021年 11月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交

了验收申请。

中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延安路 13号，中心现有人员 29

名，技术人员 22名，其中博士 2名、硕士研究生 14名、本科 10名，研究生及

以上人员比例达到 55.2%；教授级高工 3名、高级工程师 8名、中级职称 5名，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例达到 55.2%。经国家认监委组织的资质认定评

审，中心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的能力包括：化纤、纱线、纺织品、土工合成材料、

皮革箱包等五大类共 229个参数 363个产品。2021年新申报全年新增医用一次

性和外科口罩、针织运动护具、凉感面料/床上用品、机织地毯等个项目，均已

取得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范围覆盖功能纤维及纺织产品绝大部分领域。

中心 2021年科研工作（1）在研省部级科研项目 3项，地厅级项目 1项，新

申请省部级项目 1 项，新增横向科研和成果转化 3项。包括主持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技术保障专项《民用口罩熔喷法非织造布质量等级评定及关键性能指标检测方

法研究》1项；参与省重点研发《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智慧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及

示范应用》1项；新申报并获立项省重点研发标准化专项《复合灾害环境下个体

防护服整装测试评价技术与标准研究》1项。主持省局科技项目《新生儿纺织品

安全性能评价及关键技术研究》1项。与安徽工程大学联合申报 2022 年省重点



研发项目《羽毛球品质及羽毛制品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1项。新增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技术改造和质量提升》横向科研项目 3项。去年签订的横向

科研《安徽省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望江）建设项目》进入第二实施

阶段。（2）新增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 4项、省地方标准 3项、团体标准 2

项、标准样品 3 个。经过这几年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传帮带活动，全所标准人才

得到进一步充实，全年标准项目成果丰硕。参与的国家标准《化学纤维 溶剂残

留量的测定》、行业标准《粘胶短纤维》、《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纤

维中锑含量试验方法》、《新生儿纺织产品》、《废旧纺织品再生托盘》均通过

审定，已提交报批。参与的 3项安徽省地方标准《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第 1部

分：服务规范》、《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第 2部分：用户管理规范》、《新能

源汽车分时租赁 第 3部分：运行管理技术规范》已通过审定并提交省局待发布。

全年主持安徽省团体标准 2项，分别是《口罩过滤用聚丙烯熔喷法非织造布过滤

性能试验方法》、《口罩过滤用聚丙烯熔喷法非织造布标准样品》。研制口罩过

滤用聚丙烯熔喷法非织造布标准样品 3个（90%、95%、100%）（3）发表研究论

文 2篇，申请发明专利 2项，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项，获软件著作权 5 项。以

方法研究、产业调研、生产工艺创新、质量分析与提升、标准解读等立足点，围

绕纤维纺织专业特色全年相继发表《安徽省筛网特色产业质量状况及市场前景》、

《口罩用熔喷法非织造布生产质量控制之探讨》论文 2篇。全所围绕科研课题和

专业特色申请发明专利 2项，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项，获软件著作权 5项。（4）

科技周和科普活动喜获嘉奖。我所组织的《真假蚕丝被鉴别》科技周活动获国家

科技部荣誉证书，表彰我院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及重大示范活动中“积极参与，热

情服务，表现优异”。我所提交的《快速鉴别市售真假蚕丝被》科普视频获评安

徽省科技厅《安徽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三等奖、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科学实验

展演汇演“十佳优秀作品”。（5）对外合作有成果。我所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

安全研究院、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在科研项目上

积极合作与交流，已联合申报省部级科研项目 5项，获批准 2项；联合申报地厅

级科研项目 1项，立项 1项。相关联合研究成果已发表论文 4篇，发布团体标准

5项。与中纺联、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上海质检院、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

督所、江苏纺检院、广检集团在标准制修订、标准方法研制与验证上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合作，今年合作开展了 5项标准的调研、论证、验证、文本编制工作。

与长三角 3省 1市省级质检院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联动抽查、能力验证、

项目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合作。今年与安徽工程大学等单位联合申报的“安

徽省生态纺织印染制造业创新中心”获安徽省经信厅批准。国家中心批筹以来，

按照中心总体建设目标和计划，以《科技管理工作办法》、《科技工作实施方案》

以及《人员培训实施方案》等制度为抓手，进一步加强科技工作。积极发挥科技

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强化了科研攻关小组、博士团队的力量，保证了科研工作

的顺利开展，带来了科研工作的新面貌。相关科研成果如下：

（1）完成的科研项目、科研项目储备情况

项目名称 起止日期
本单位参

加人位次

经费

(万元)

鉴定或验收意见

中对项目水平的

认定

复合灾害环境下个体防护服整装

测试评价技术与标准研究

2021年-2023
年

3 80
省重点研发项目

获科技厅立项

新生儿纺织品安全性能评价及关

键技术研究

2021 年 -2022
年

1 5
省市场监管局立

项

民用口罩熔喷法非织造布质量等

级评定及关键性能指标检测方法

研究

2020年 1 45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立项

安徽省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望江）建设项目
2019年 1 30 横向科研

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智慧管理关

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质量基

础 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

2018 年-2020
年 2 30

省重点研发项目

获科技厅立项

功能汽车内饰件催化降解有机污

染物（VOCs）机理研究及质量效

果 评价

2018 年 1 24
申报省自然科 学

基金（储备项 目）

应急救灾物质（纺织品）产品技

术改造和质量提升
2018 年 1 0.8 横向科研

功能内衣技术改造和质量提升 2018 年 1 4 横向科研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技术改造和质

量提升
2018 年 1 1 横向科研

湿巾中异噻唑啉酮类防腐剂检测

技术研究

2016年 4月
-2017年 12月

1 8 国内领先水平

碳纤维运动器材中碳纤维含量的

测定

2014年 3月
-2015年 12月

1 20 国内领先水平

箱包产品拉链寿命试验装置
2014年 5月
-2015年 8月

1 15 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名称 起止日期
本单位参

加人位次

经费

(万元)

鉴定或验收意见

中对项目水平的

认定

铺地材料防滑性能测试方法及防

滑安全等级研究

2014年 5月
-2015年 12月

1 15 国内领先水平

食品包装材料中苯二甲酸酯检测

技术研究

2014年 6月
-2015年 12月

1 6 国内领先水平

高效利用纺纱落棉生产高档水刺

无纺布工艺及技术研究

2012年 03月
-2013年 12月

3 50
国家质检总局科

技项目

（2）近几年参与制修订的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情况：

标准（规程）名称 标准（规程）编号 本单位参加人位次

化学纤维 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国家标准待发布 5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内部质量控制实施

指南 报告定性结果的方法
GB/T 35656-2017 12

蹲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GB 30717-2014 4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纤维中锑

含量试验方法
行业标准待发布 8

新生儿纺织产品 行业标准待发布 4
《化学纤维 氨基酸含量试验方法》 FZ/T 50049-2020 3
《再生纤维素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着色后

显微镜法》
FZ/T 50053-2020 3

棉及化纤纯纺、混纺纱线标志与包装 FZ/T 10008-2018 3
高模量纤维 单纤维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FZ/T 50046-2019 3
棉与涤混纺本色灯芯绒 FZ/T 13046-2017 4
棉与锦纶长丝交织本色布 FZ/T 13043-2017 4
《口罩过滤用聚丙烯熔喷法非织造布技术

规范》
T/AQB 3-2020 1

《普通防护口罩》 T/AQB 2-2020 1
《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 T/AQB 1-2020 5
学生军训服面料检测方法 DB34/T 3602-2020 1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 第 4部分：垫被套 DB34/T 890.4-2017 1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 第 5部分：中空棉盖被

胎
DB 34/T 890.5-2017 1

宾馆（酒店）用纺织品洗涤质量规范 DB 34/T 2804-2016 1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 第 2部分：蚊帐 DB34/T 890.2-2015 1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 第 3部分：毛巾、枕巾 DB34/T 890.3-2015 1
水洗圈圈羽绒 DB34/T 2435-2015 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聚丙烯腈纤维、某

些改性聚丙烯腈纤维与棉的混合物（甲酸/
氯化锌法）

DB34/T 2434-2015 1



标准（规程）名称 标准（规程）编号 本单位参加人位次

学生公寓用梳棉胎 DB34/T 891-2014 1

学生公寓用纺织品 第 1部分：配套床上用

品
DB34/T 890.1-2014 3

包装用聚酯打包丝（绳） DB34/T 1952-2013 2



（3）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论文（著作）名称
本单位作

者位次

学术刊物名称

（出版社）

发表（出版）

日期

卷期

（书刊号）

口罩用熔喷法非织造布生产质

量控制之探讨
1 中国检验检测 2021.2 第 4 期

安徽省筛网特色产业质量状况

及市场前景
1 化纤与纺织技术 2021.3 第 6 期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wholly aromatic phosphorus-

containing thermotropic

liquid crystal copolyesters

with excellent fiber

formation ability

3
SCI 期刊 Liquid

Crystals
2020.7 在线发表

Preparation and

photochromic properties of

phosphomolybdic acid/rare

earth strontium aluminate

luminous fiber

2
SCI 期刊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2020.6 在线发布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polyvinyl alcohol

(PVA)textile material

degradation by ozone

oxidation process

2

SCI 期刊 The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2020.5.20 在线发表

Preparation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multicolored

SrAl2O4:Eu2+,

Dy3+/SiO2-coated

red-emitting coumarin color

converter/polyamide 6

luminous fiber with warm-

toned luminescence

2
SCI 期刊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2020.5 在线发表

Fabrication of new

conductive

surface-metallized UHMWPE

fabric with improved

thermal resistance

3

SCI 期刊

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20.5 在线发表

Electrocatalytically

Active Fe-(O-C2)4

Single-Atom Site for

Efficient Reduction of

Nitrogen to Ammonia

7
SCI 期刊 Angewandte

Chemie
2020.8

Volume59,

Issue32

铋粉对ＰＰ熔融流变性能及成

纤性能的影响
3 化工新型材料（核心） 2020年 3月 第 3 期

淋雨及不同温度条件对消防员

防护服各部位热阻的影响
3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

术（核心）
2020年 1月 第 1 期

改性芳纶与环氧树脂复合体的 2 纺织学报（核心） 2019 年 12 第 23 期



论文（著作）名称
本单位作

者位次

学术刊物名称

（出版社）

发表（出版）

日期

卷期

（书刊号）

制备及其防刺性能 月

网购服装质量维权任重道远—

基于网购服装质量状况的调查

报告

1 中国纤检 2018年 2月

亚麻纤维防臭御菌性能检测分

析
1 化工管理 2017年 8月

洗染行业质量状况及标准需求

分析
1 中国纤检

2016 年 11

月

真丝织物辐射接枝 N-N’亚甲

基双丙烯酰胺抗皱性能的研究
1 纺织报告 2016年 9月

浅谈安徽省高校学生床上用品

集团采购质量监控
1 中国纤检 2015 年 第 19 期

腈纶/棉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

析方法研究
1 中国纤检 2015 年 第 17 期

抗菌纤维的抗菌机理、加工方

法与生态安全性分析
1 中国纤检 2015年 1月 第 1 期

《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新

旧标准的比较和探讨
1 中国纤检

2014 年 10

月
第 10 期

纺织品实验室化学检测领域内

部控制的探讨
1 中国纤检 2014年 8月 第 8 期

杨树绒毛纤维的定性分析方法

研究
1 中国纤检 2014年 2月 第 2 期

聚偏氟乙烯熔纺纤维的结构性

能和相转变测试
1 中国纤检

2013 年 11

月
第 11 期

功能纤维的概念、分类及发展

方向
1 中国纤检 2013年 7月 第 7 期

EDDHA-Na在活性染料皂洗中对

色牢度影响的研究
1 安徽化工 2013年 5月 第 5 期

锦纶/氨纶混纺产品四种定量

化学分析方法比较研究
2 中国纤检 2013年 5月 第 5 期

化学合成纤维在水泥混凝土中

的应用
1 中国纤检 2013年 3月 第 3 期

退捻加捻法测定纱线捻度的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
1 纺织标准与质量 2013年 3月 第 3 期

检验结果数据交换与汇总的自

动化处理模型
1 针织工业 2013年 2月 第 2 期

浅谈阻燃纤维的分类与发展 1 中国纤检 2013年 1月 第 1 期

FZ/T81008《夹克衫》新旧标准

差异
1 中国纤检 2013年 1月 第 1 期



（4）专利申请情况：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本单位发明人位次

纺织品纤维含量水分测定仪 实用新型 1
一种纺织纤维含量多功能测定仪 实用新型 1
电磁波防护功能面料 实用新型 1
具有除甲醛功能面料 实用新型 1
具有导电功能涤纶纤维 实用新型 1
具有辐射防护功能多层结构面料 实用新型 1
具有自清洁功能面料 实用新型 1
抗菌除臭棉袜 实用新型 1
用于检测纺织品中重金属离子纤维 实用新型 1
一种非均相氧化壳聚糖接枝羊绒制备抗

菌羊绒纱线的方法
发明专利 2

（5）科研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排名

安徽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安徽省标准创新贡献

奖个人奖
2021.8 1

坐 便 器 水 效 限 定 值 及 水 效 等 级

（GB25502-2017 ）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二等奖
2020.10 2

乳及乳制品的品质提升与安全控制关

键技术集成创新及应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2020.1 4

食品包装材料中小分子有机化合物的

检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安徽省质监局优秀

科研成果/一等奖
2018.1 1

智能化自动控制风动式空气焓值风机

盘管性能测试装置

安徽省质监局优秀

科研成果/三等奖
2018.1 1

烟花发射安全测量装置
国家质检总局科技

兴检奖/三等奖
2014.1 1

用水生活器具强制性节水标准和标识

前期研究

国家质检总局科技

兴检奖/三等奖
2014.1 1

在能力建设方面，国家中心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完善检测能力。根据中心

项目建设总体规划和三年发展行动计划，积极推动新项目建设和技改落实。对技

改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不断跟踪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实时更新，通过调研和

论证，全年新增可降解与绿色环保纺织品（不可再生材料替代品）检测能力建设、

纤维纺织产品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新能源汽车电池用纤维材料检测能力建设 3项

技改项目储备，目前我所在库项目待申报技改项目 4项，为中心未来项目建设做

足了储备。全年完成《细菌过滤效率测试仪》和《箱包背提包检测技术能力提升》



2项技改项目，预算金额 67.5万元。目前，中心的重要产品及参数均配置了进口

的高、精、尖设备，筹建任务书中拟购的按国际及国外标准进行检验的主要关键

设备全部配置到位。中心配置了美国英斯特朗万能材料试验机、安捷伦气质联用

仪、赛默飞世尔高效液相质谱仪、日本岛津的分光光度计等大型、关键仪器设备

69台（套），不仅满足检测工作需要，更具备了科技研发和前瞻性试验性需求，

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所有设备已经检定/校准，在用完好率 100%。

在品牌培育、信息化建设方面，中心通过网站、专业杂志、会议交流、实验

室互认、制作中英文宣传片和宣传图册等多种举措，积极培育中心品牌，提高本

中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走产学研相给合的道路。

我中心依据按照 CNAS-CL01、CNAS-CL10、CNAS-CL18 等要求发布的第

十二版 AHXJ/QM-2020《质量手册》和 AHXJ/QP-2020《程序文件》，内容完整，

涵盖了准则的全部要素，作业指导书和操作规程等三层次文件具有可操作性，体

系文件之间能协调一致，能服务于质量方针和目标，具有自我完善机制，能满足

所申请检测运作的需要。我中心一贯以“科学、公正、高效、满意”为质量方针，

立足安徽，检测业务覆盖山东、浙江、江苏、河南、江西等地。中心以建设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的检测实验室为目标，以服务政府、服务产业、服务民生为宗旨，

搭建检测、标准、技术服务功能的高端公共服务平台。坚持以科学的方法、先进

的技术，做到数据准确；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以客户满意为

目标，不断改进，满足不断变化的要求。2021年未发生任何质量事故，在体系

运行和质量管理均正常。

（二）行业整体情况

1. 行业概况

功能纤维的研究和开发始于二十世纪 60年代，并在 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

到 80年代，功能纤维的研究和开发达到高峰期，具有各种功能的纤维大量出现，

随之大量涌现各种高技术纤维衍生品。

1.1国外功能纤维产业发展状况

国外功能性纤维的生产、发展与应用

1.1.1超微细纤维

随着复合纺丝技术的成功研发与应用，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成

功使用剥离法、海岛法等生产出了的细旦丝,并成功实.现工业化生产。发展至今，



日本已经能成功生产的超微细纤维。这种超微细纤维主要用来制造柔软、蓬松的

真织物以及具有防渗特性的高密度织物和具有书写效应的人造麂皮在化学纤维

行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微细旦丝却以其独特的功能特性在众多纤维产品中一

枝独秀。

1.1.2防护功能纤维

1)抗紫外线、防辐射功能性纤维。通过在聚合或者纺丝加工过程中，添加定

量的具有防辐射功能或者具有防紫外线吸收功能的元素，一般情况下为有机化合

物或者复合性的无机粉体，最终制成具有防护功能特性的纤维。

2)抗静电纤维。针对化学纤维及由其制造的织物可能引起的静电问题，国内

外都开展了大量研发工作。随着化学纤维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复合纺丝法、共混

法的出现与应用，使化学纤维的抗静电特性有了明显提升，并且经久耐用。国内

关于抗静电化学纤维的研发也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抗静电丙纶的体积比

电阻已降到 108 cm以下:是由山东化学纤维研究所研发成功，现已正式进入规模

化的工业生产。

3)导电纤维。导电纤维是通过将导电物质添加到化学纤维中，使其具有导电

的特性。其主要用于抗电、防爆工作服以及及相关工业材料生产中，在精密仪器、

计算机、半导体以及生物医学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市场。4)阻燃纤维。阻燃纤

维主要是通过物理改性方法和化学改性方法来获得。前者主要包括表面涂布型和

添加型阻燃剂;而后者主要包括表面反应阻燃剂和接枝、共聚阻燃单体。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阻燃剂主要有英国的 Probon、山东省纺织科学院的复合阻燃剂等。

1.1.3高吸湿导湿纤维

高吸湿导湿纤维也是采用化学与物理改性的方法获得。通过化学改性方法的

应用，将极性基团引入到聚合物的大分子上，可以有效提高其吸湿特性。由山东

化学纤维研究所研发的“四叶中空涤纶和丙纶长丝”是化学与物理改性两种方法

的结合，由其生产、制造的织物具有舒适性好等特点。

1.1.4卫生保健功能性纤维

1)远红外功能纤维。远红外功能纤维具有良好的保健理疗作用，又称为陶瓷

纤维。其生产主要是在化学纤维其中添加特殊的陶瓷成分来实现。这种陶瓷成分



能有效吸收人体释放出来的热量，也能从自然界中吸收 4~14 um波长的远红外线

供人体使用，对人体有明显的保健理疗作用。

2)芳香型功能纤维。

芳香型功能纤维能够给人带来舒适、享受等环境效果，有愉悦身心、陶冶性

情等功能。其生产主要是把芳香微胶囊或者香料添加到纺丝切片中，或将香料放

入化学纤维芯层中，最终获得芳香型纤维。日本芳香型纤维及其产品生产最为发

达，如钟纺的“花之精系列";国内由上海石化、东华大学等单位研发的皮芯型聚酯

也属于该类纤维。

1.1.5智能型功能纤维

1)形状记忆功能纤维。形状记忆功能纤维主要用于服装领域。其是通过将纤

维进行定型处理，改变其原始的形状并固定，然后通过再次加热等外部处理手段，

恢复其初始形状;具有免烫、耐洗和防皱等功能特性。

2)光敏与热敏功能纤维。光敏与热敏功能纤维在航海、冷库以及军事领域应

用较多。其生产是在纺丝加工过程中加入光、热致变色体来制得能够随着光线强

度变化，或者温度高低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的纤维。

1.2我国功能纤维产业发展状况

1.2.1 纺织行业

2021年全国化学纤维产量继续保持增长，近年来全国化学纤维产量保持稳

定增长。

2021年 12月全国化学纤维产量为 585万吨，同比下降 2.8%。2021年全国

化学纤维产量为 6709万吨，同比增长 9.1%，保持稳定增长。

表 1 2016-2021年全国化学纤维产量及增长情况



表 2 2021年 12月全国化学纤维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1.2.3功能纤维行业

中国是化纤大国，但不是化纤强国，据统计，中国的高性能特种纤维的产量

仅为世界产量的百分之一。当今世界三大高性能纤维是：芳纶、碳纤维、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目前中国由于技术问题芳纶仅有小量生产；碳纤维尚处在初级



生产阶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 1999年突破关键性生产技术，现在已经形

成规模化生产条件。

1.3安徽省功能纤维产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安徽省内生产功能含量、高附加值的功能纤维产品企业应运而生，

并已初步形成规模化、集中化和产业化，如安徽巢湖的皖维集团，其生产的高强

高模 PVA纤维已居国内同行业之首，建有“安徽省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安徽桐城的丹凤集团，其生产的丹凤系列玻璃纤维产品在国内同行业中质

量评比处第一名；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的直纺差别化有色纤维是目前国内

在建项目中产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差别化生产项目，具备年产 20万吨差别化

有色短纤能力，预计年销售收入 22亿元。安徽蚌埠的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其下属子公司“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年产聚乳酸将达到 35万吨，

将成为世界产能最大的生产企业。其下属另外一子公司“安徽丰原生物纤维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年产聚乳酸短纤维 5000吨，年产聚乳酸长丝 1000吨，年产烟用

丝束 200吨。安徽功能纤维材料产业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大批沿海企

业迁至或在我省设立分厂，产业集群明显，而且发展势头迅猛。

2. 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分析

（1）检验检测工作开展情况

表 2 2021年检验检测工作开展情况汇总表

检验

类型
委 托 单 位 组 数 品 种

不合格

组数
主要不合格项目 备注

委

托

检

验

一般委托客户 2560 各类品种

安徽鼎信项目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142 学生公寓用品 13

尺寸、缝合强度、缝制

要求、吸水性、缩水后

尺寸、线密度、断裂强

力、外观及工艺质量、

纤维含量、面纱、经纱

招标样

品

全省部分高校 387 学生公寓用品 2 梳棉颜色级
批检样

品

芜湖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11 口罩 0 /

岳西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2 口罩 0 /

五河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2 口罩 0 /

天长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 口罩 2 过滤效率



（2）检测结果分析

泗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2 口罩 2 过滤效率

宁国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1 口罩 / /

六安市叶集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 学生服 / /

六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六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

2 婴幼儿服装 / /

六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 校服 2 使用说明

霍山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1 口罩 1 过滤效率

淮北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1 口罩 / /

怀宁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4 口罩 4 过滤效率

肥西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2 口罩 2 过滤效率

安徽好波国际内

衣有限公司
40 内衣、家居服、

毛巾
2 甲醛含量

安徽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195

毛巾被、空调

被、绒衣裤、折

叠床

3 单位面积质量、阻燃性能

安徽新大陆教育

有限公司
24 校服 / /

小计 3382

监

督

检

验

安徽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130）

70 口罩 15
过滤效率、防护效果、口罩

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

接处断裂强力

省级联

动监督

抽查

60 口罩 16 断裂强力、过滤效率

省级专

项监督

抽查

安徽省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控和

预警研究中心

85 婴幼儿服装 未作结论
省级风

险监测

合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3 口罩 2 过滤效率 网络商

品质量

抽查12 服装

20 口罩 3 断裂强力、过滤效率

市级监

督抽查
50 各类服装 5 色牢度、纤维含量、绳带要

求

10 箱包 2 振荡冲击性能

肥西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8 口罩 3 过滤效率
地方监

督抽查6 各类服装 1 绳带要求

明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4 服装
地方监

督抽查2 口罩 1 过滤效率

合计 3715



针对上述检验检测工作结果进行分析。

表 4 检测结果汇总分析

抽查产品 不合格项目 原因分析

纺织品 纤维含量
生产企业为降低进货成本，抬高销售价格而虚标产
品纤维的主要成分含量

学生公寓用
品

重量

学生公寓用品为短期大批量供货产品，生产企业为
节约成本，偷工减料，一味追求快速完成生产任务
导致品质参差不齐

尺寸

缩水后尺寸

原棉颜色级

包边面纱长度

面纱

筋纱

研磨率

吸水性

平方米重量

织物组织

缝制要求

外观

线密度

加工质量

箱包产品 振荡冲击性能
缝线质量差，针距稀疏；面料强度不够、背带厚度
或宽度不足

口罩

过滤效率 口罩核心原材料熔喷布质量不过关

断裂强力
生产工艺落后，导致口罩带与口罩体连接处强度过
低

学生校服 耐摩擦色牢度
面料的染色过程控制不当，染色后处理不好，使得
产品在使用中因为摩擦、水洗等原因掉色脱色，从
而影响消费者的正常使用。

（3）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问题

A.服装类产品的主要质量安全问题的分析

本年度监督抽查的服装类产品主要包括：单夹服装、童装、学生校服、泳装、

家居服、内衣、毛巾。原材料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例如毛巾的原材料包

括纯棉，涤棉，竹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等。他们的成本有差异，性质上有差别：

涤棉吸水性差，时间一久就会发硬，纯棉手感好，但是不坚实，不能长期使用，

易破损；竹木纤维吸水性别前两者都好，但是成本价格高了很多，用起来和普通

毛巾没多大区别，除非是特殊需要，比如美容类的需要。一些生产厂家在原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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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尽量选择成本低廉的原料来加工产品，以次充

好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导致纤维含量的标注与实测不符。伪劣产品鱼目混珠，

容易混淆消费者的视听，给消费者在选购过程中带来困扰。

B.学生公寓用品主要质量安全问题的分析

学生公寓用品包括床上三件套、垫被、盖被、枕芯、卧具包、蚊帐。色牢度

差的服装在穿着过程中容易褪色，通过摩擦会沾染穿在身上的其他衣物，或者与

其他衣物放在一起洗涤时沾染其他衣物，影响美观和服用性能。色牢度的好与坏

还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安全。染料为化学品，有的染料中含有重金属离子，色

牢度差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染料与人体皮肤接触，有可能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

而危害皮肤，甚至伤害身体健康。PH值与标准值之间发生偏离，造成服装的酸

碱不当，将导致皮肤表层的天然屏障遭到破坏，人体本身中性偏酸性的皮肤受到

刺激，产生灼伤感，滋生细菌，引起疾病。

C.学生校服主要质量安全问题的分析

学生校服产品是服装产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是广大在校学生日常穿着

使用的产品，该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安全。产品的纤维含

量与标注不符，主要是企业对产品使用说明、标识标注不够重视。色牢度不合格

会影响校服产品的日常穿着使用，导致色牢度不合格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

印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染料；二是面料的后整理工艺控制不严；

三是企业质量管理人员不足，质量安全意识不够，生产各环节缺乏必要的控制措

施等

D.口罩产品主要质量安全问题的分析

颗粒物过滤效率项目是口罩产品的主要功能性指标，该项目不合格直接导致

口罩防护效果差或无防护效果。一方面由于目前口罩过滤层（熔喷布层）原材料

价格飞涨且很难采购，大多生产厂家使用了医用一次性口罩、医用外科所使用的

医用熔喷布，而该两类医用口罩对颗粒物过滤效率要求低；另一方面大部分厂家

采购的熔喷布平方米克重只有 25克左右，导致颗粒物过滤效率不达标，一般熔

喷布平方米克重在 50克左右可达标；第三有些企业采购的熔喷布缺少最后加静

电工艺，导致颗粒物过滤效率不达标。口罩带与口罩体连接处断裂强力项目是口

罩产品使用性能指标，该项目不合格会导致在佩戴过程中断裂，导致直接暴露风



险，该项目出现的质量问题属于工艺控制问题。

二、风险监测情况汇总（风险识别）

（一）质检工作风险

在日常的质检工作中如果质检机构能力不足，如人员技术能力不够、设备不

维护保养、不计量检定、检验环境和能力不能满足检测条件要求等，就不能及时

为政府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有效技术支撑。如果管理不力，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不

严，程序执行力不够等都会带来的检测工作风险。下面分别从内部风险和外部风

险对质检工作存在的风险进行梳理。

1、内部风险

（1）人员能力

影响质检工作质量的技术人员主要有抽样人员、检验的主检、审核和批准人

员等。抽样人员对抽样基数、抽样方法和抽样的程序性的理解直接影响抽样的科

学性；检验人员对样品性能的了解、对标准的理解和检验方法的把握直接影响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审核和批准人员对整个检测工作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检验的风险程度。检测过程中人员能力与其承担的工作内容相匹配的程

度会给质检工作带来风险。

（2）设备

中心所用的检测设备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自行研制或采购。有完整的设备台

账，专人制定检定计划并负责检定工作，台账随时更新，做到设备的标识标签、

检定校准证书和原始记录关于设备的信息严格一致。检定证书因无不确定度，也

会产生一定风险。校准证书还必须根据标准的要求进行确认校准结果是否满足标

准的要求。确保所有的在用检测设备状态完好并在有效期内。使用频率高的设备

制定了期间核查计划以确认设备的准确性。检测设备制定操作规程、维护保养计

划，定期维护保养。以上对检测设备的管理严格按照程序要求以减少设备因素对

质检工作带来的风险。

（3）环境设施

环境实施如果不满足要求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给质检工作带来风险。纺织

品的运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满足要求运输到实验室的样



品，就可能被污染，测试的结果肯定和事实有差距，存在极大的风险。检测要求

的环境不能满足要求，同样会给检测工作带来风险。如羊毛衫的存放环境要求在

干燥、通风，如果长期吸潮就会发生霉变、虫蛀，从而会导致顶破性能等监测指

标不合格。

（4）试剂耗材

中心的试剂和耗材购买和领用都需由实验室提出申请，科技发展部递交审核

后，经中心领导同意后批准购买。供货单位均是我单位合格供应商。供应商具备

销售危险化学品资质，产品质量经过严格把关，质量稳定。实验室溶液配制均参

照相关标准和规程进行，并定期进行检查和校准。

（5）检测方法

中心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检测，标准更新后安排检测人

员参加相关培训，及时掌握新方法。2021年，中心继续与上海市质量与标准化

研究院签订合同，为其 A 类会员单位，这对标准的查询和购买有积极和促进作

用。

（6）内部管理过程

内部的管理对检测工作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心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按照认

可准则和认可准则在微生物、化学、纺织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及实验室资质认定

评审准则进行编写，于 2013年进行了修订换版，发布实施于 2013年 10月 28日，

2021年进行部分内容修订。体系文件内容涵盖了准则的全部要素，作业指导书

和操作规程等三层次文件具有可操作性，体系文件之间能协调一致，能服务于质

量方针和目标，具有自我完善机制。中心检测能力都在资质认定范围内，没有超

资质检测的现象发生，人员能力和设备能力均达到要求，能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中心制定并采取抽样、接样、检样、记录、报告等环节工作程序，

并能够严格依照执行。2021 年，中心制定并完成实验室质量控制计划，有效保

障了检验检测质量要求。

2.外部风险

（1）体制机制：质检机构的诚信意识、价值导向和绩效考核机制都将影响

机构运作的诚实性和检验结果的公正性。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和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不足也将影响管理的效率。同时，我单位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质检中心的母体是



安徽省纤维检验局，而安徽省纤维检验局是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这不利于国家

中心的发展。

（2）媒体宣传：为加强质检业务宣传，拓宽国家中心业务范围，我局通过

网站、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中心。而在被动宣传中，由于媒体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的不正确认识、误导性宣传、甚至恶意炒作，都将影响国家中心的整体形象。

（3）行政干预：今年全面开展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检测机构剥离工作，

目的是消除行政干预。行政机构对检验检测机构的干预，会形成地方保护和行业

垄断，这种运行机制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不利于检测资源有效配置，对于检

测机构资源整合、做大做强有阻碍作用。

（4）委托检验：国家中心委托检验只对来样负责，对于送样者的具体单位

和身份无法进行详细核查。而像职业打假人这样的群体分以盈利甚至勒索为目

的，“以假打假”，利用法律空白和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获得灰色收入。在这种情

况下，质检机构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由于法律对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尚存争议，

因此，检测机构也被至于尴尬的风险中。

（二）质检队伍风险

中心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等带来的潜在风险，属于隐形风险，是系统风险。

质检机构以技术立身，提升队伍素质是提高工作质量水平、确保科学公正的关键

条件。与质检队伍相关的风险主要表现在：采取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等形式

损害企业合法利益；技术服务乱收费；在技术服务过程中，不按收费标准收费，

没有技术服务协议，收费不规范；出虚假检测报告；在所出具的检验报告中存在

虚假检测数据，作出错误检测质量判定；擅自更改检验报告检验数据或更改检验

结果；不遵守中心“质量方针”和检验报告相关管理制度等。

1、 从业资格、法律知识、职业道德、人员技术水平

中心建立了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聘请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 名。2021 年

新聘用 2名硕士研究生。近三年来，中心加强自有人才的培养力度，自主培养了

高级工程师 3 名、工程师 3名、研究生 2 名。人才队伍结构合理，后备力量充

足。

2、人员管理制度、责任心、持续有效培训

2021年，中心组织口罩检测系列设备、气质联用仪等仪器设备操作培训、



重金属检测、微生物检测等检验技术培训、中小学生校服等标准培训。这些制度

的合理运行使得大家各司其职，能增强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

3、人员结构合理性

中心现有人员 29 名，技术人员 22名，其中博士 2名、硕士研究生 14名、

本科 10名，研究生及以上人员比例达到 55.2%；教授级高工 3名、高级工程师 8

名、中级职称 5名，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例达到 55.2%。人才结构较

为合理。

4、队伍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包括企业文化，编制问题、激励机制，检验

机构间竞争等因素

中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职工视为单位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关心职

工的安全和健康，维护职工的权利和权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从安全健康、职

业发展、福利待遇、专业培训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入手，开展生病困难慰问、生日

送上祝福、发放生日卡等活动，不断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为职工搭建施

展才华、成长、发展的广阔平台，最大限度将单位发展成果惠及全体职工，营造

了团结一致、干事创业的和谐氛围。中心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坚持

物质激励与事业激励、情感激励相结合，改善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靠事业留人、

感情留人和适当待遇留人，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人才。给予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的

工作环境，热情支持他们的工作，真诚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

困难，才能使他们在各自岗位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实现“人才强检”的战略。

（三）产品质量风险

（1） 内部风险

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上涨，企业缺乏对原辅料安全

质量的有效控制，廉价的原材料会使一些产品指标不合格。在生产工艺中，合理

的工艺流程、流程的管理和把关也间接影响到最终成品的质量。现在大部分小企

业都是贴牌加工，对生产过程疏于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纺织服装产品甲醛含量

超标、pH值偏高或偏低情况伴随发生。

（2）外部风险

在最近几年频发的纺织品安全问题中，监管者的责任首当其冲。“监管不力”

也是公众拷问的重点。不过，监管者也有着诸多的困境。我省纺织品监管的执法



队伍力量薄弱、纺织品企业数量众多是这一困境的关键。同时，许多中小企业诚

信体系尚未建立，生产经营者诚信不够，为谋取蝇头小利、降低成本不惜使用劣

质原料，存在假冒伪劣、违法作假等现象。

三、风险研判情况（风险分析和评价）

（一）质检工作风险研判情况

综合导致中心工作风险的原因和风险源、风险事件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及其

发生的可能性，对风险源进行分析并按照风险矩阵法，对风险进行评价定级如下：

质检工作风险：

风险内容

影响（正面、负面）

非常严重：高

严重：中

一般：低

发生的可能性

经常发生：高

偶尔发生：中

几乎不可能发

生：低

风险等

级

对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理解的不统一，可能

是：标准本身不完善，需要补充细则而本部

门并未做该工作。个别标准并没有对检验项

目规定方法，需要制定补充细则作为检测方

法。

低 低 低风险

未按照实验室操作规范要求，将整个检验的

原始记录表述详细，出现涂改等现象
低 中 低风险

（二）质检队伍风险研判情况

1、风险分析：中心的检验检测人员都经过严格上岗考核，取得上岗操作资

格，并有计划的接受内外部培训，以提升检验检测技能。质检机构以技术立身，

提升队伍素质是提高工作质量水平、确保科学公正的关键条件。因此，必须通过

学习，使自己熟知和掌握中心的管理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熟知和掌握本岗位的工作对报告质量影响的重

要性，熟知本岗位的作业指导书、检验项目、检验和判定依据，熟知和掌握本岗

位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的性能、量程、使用和维护方法等，特别是在实践操作方面

更要努力学习，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检验技能和水平，才能保证检验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

为体现科学、公正的质检精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各类与廉政有关的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我

们要增强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对重大质量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要从严惩处，深入开展行风检查、行

风评议活动，坚决整治严重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树立纤检部门的良好形

象。

2、综合导致质检队伍风险的原因和风险源、风险事件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

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对风险源进行分析并按照风险矩阵法，对风险进行评价定级

如下：

质检队伍风险：

风险内容

影响（正面、负面）

非常严重：高

严重：中

一般：低

发生的可能性

经常发生：高

偶尔发生：中

几乎不可能发

生：低

风险等

级

部分人员责任心不强，岗位职责落实不到

位，不能按规章制度办事；部分检测人员对

产品检验操作流程不熟悉，影响检测结果准

确性。

中 低 低风险

人员管理制度比较完善，中心依据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及《员工管理办法》，在人员

管理、职责及工作程序上均作出较为详细的

规定。

低 低 低风险

人才结构较为合理。 低 低 低风险

（三）产品质量风险研判情况

本中心涉及到的防护产品、纺织服装和絮用纤维制品等，大部分均有现行的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

定变色用灰色样卡》、《棉本色布》、《衬衫》、《西裤》等；单这些标准中大部分是

推荐性标准，对企业来说没有强制作用，只用参照执行，这就导致一些企业钻了

标准和法律的空子。

产品质量风险严重程度分级依据是：

等级 特征描述

非常严重 导致灾难性的伤害。该类伤害可导致死亡、身体残疾等。



等级 特征描述

严重
会导致不可逆转的伤害（如疤痕等），这种伤害应在急诊室治疗或住院

治疗。该类伤害对人体将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般 在门诊对伤害进行处理即可。该类伤害对人体造成的影响一般。

较轻
可在家里自行对伤害进行处理，不需就医治疗，但对人体造成某种程

度的不舒适感。该类伤害对人体的影响较轻。

微弱 伤害可以自行痊愈，无需治疗，该类伤害可以忽略

综合以上各类产品的质量分析，现对各类产品质量的风险进行等级判定如

下：

研究对象
危害

性

发生

可能

性

风险等级

序号 产品类别 风险来源 具体风险

1
服装类产

品

原材料环

节

企业对产品质量不重

视，原材料质量不稳定，

没有对进场原材料进行

严格的批次检验，造成

产品质量不稳定，甚至

出现不合格产品。

一般 Ⅱ 低风险

2 床上用品
生产工艺

环节

生产链较长，由于企业

疏于过程管理，缺乏对

生产过程的监管，可能

导致色牢度、甲醛含量

等产生不合格产品。

一般 Ⅱ 低风险

3 一次性卫生

用品
储存环节

环境的温湿度影响一次

性卫生用品的品质，一

些企业没有考虑到产品

的储存条件，导致一次

性卫生用品某些微生物

指标不合格。

一般 Ⅱ 低风险

4 纱线、本色

布等

原材料环

节

一些企业为降低成本，

尽量选择廉价的原材

料，原材料的选择直接

关系到成品的质量。
较轻 Ⅲ 低风险

5 口罩等防护

产品

原材料环

节

一些企业为降低成本，

尽量选择廉价的熔喷

布、无纺布原材料，原

材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

成品的质量。

一般 Ⅱ 低风险



四、风险处置情况（风险应对）

积极发挥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作用。加大对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的

覆盖面和力度，加大对不合格企业的处罚力度，促使企业和商家增强把关意识，

从而提高纺织服装产品的整体质量，通过整顿产品质量的来规范市场，引导产业

健康发展。

加强质量管理培训。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积极研究和推广

适合我国纺织品服装行业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让龙头企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

其企业战略、质量文化的影响力带动下游中小企业，形成质量保证共同体。促进

企业互惠共利，实现良性发展，从而降低行业的质量风险。

加强中心检验检测队伍建设。中心按照业务拓展的需求，贯彻落实人才引进

制度，配备足够数量的检验检测人员，确保各类人员的能力和资格，并进行适时

的培训和考核。制定年度人员培训计划、质量控制计划，广泛征求意见，让计划

落到实处。开展纺织品质检机构的同行技术交流，强化检测人员的技术能力；加

大科研力度，积极与各科研院所、国内先进纺织企业联系，开展技术交流活动，

不断提升中心的科研能力。

五、风险控制措施和建议措施（风险应对）

1、加强功能纤维、口罩等防护产品、纺织服装产品的抽样力度，让不合格

产品远离纺织品市场。

2、督促企业对原材料质量和出厂检验的把关工作。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注

重品牌意识。

3、对不合格企业，要通过煤体曝光，并加强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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