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SCL03H000597007C                                       第 1页 共 9页 

 

 
申请单位   联冠(中山)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广福大道 68号 
 
以下测试之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并确认 
样品名称           镀铝 PET面不干胶贴纸 
样品颜色 光银/哑银 
样品接收日期   2015.02.02 
样品检测日期       2015.02.02－2015.02.12 
 
检测要求       1.根据客户要求，对所提交样品中的铅(Pb)、镉(Cd)、汞(Hg)、六价铬 

(Cr(Ⅵ))、多溴联苯(PBBs)、多溴二苯醚(PBDEs)、六溴环十二烷(HBCDD)、 
邻苯二甲酸盐进行测试； 
2.根据欧盟法规（EC）No.1907/2006 (REACH)及修正案 No.552/2009附录 
17(2005/84/EC)，测定玩具和儿童护理品中的六种邻苯二甲酸盐（酯）； 
3.根据美国消费者玩具安全规范- ASTM F963-11测定总铅含量和特定元 
素的迁移； 
4.根据欧洲玩具安全标准 EN 71-3: 2013 测定特定元素的迁移。 

 
检测依据      请参见下页 
 
检测结果            请参见下页 
 
 
 
 
 
 
 
 
 
 

主    检：                                         审    核：                       

签    发：                                         日    期：      2015.02.12               

万庆红 
技术经理                                            No. R106100365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道东 8号之二永盈大厦 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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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测试仪器 
铅(Pb) IEC 62321-5:2013 Ed.1.0 ICP-OES 
镉(Cd) IEC 62321-5:2013 Ed.1.0 ICP-OES 
汞(Hg) IEC 62321-4:2013 Ed.1.0 ICP-OES 

六价铬 Cr(Ⅵ) IEC 62321:2008 Ed.1 Annex C UV-Vis 
多溴联苯(PBBs) IEC 62321:2008 Ed.1 Annex A GC-MS 
多溴二苯醚(PBDEs) IEC 62321:2008 Ed.1 Annex A GC-MS 

六溴环十二烷(HBCDD) 
参考 US EPA 3540C:1996  

& US EPA 8270D:2007 
GC-MS 

邻苯二甲酸酯 参考 EN 14372:2004(E) GC-MS 
 

检测结果 1：  
 

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测限 
94/62/EC指令 & 
TPCH指令限值# 

2011/65/EU指令 
限值 # 

铅(Pb) N.D. 2mg/kg 
（铅+镉+汞+六价
铬）含量总和<100 

mg/kg 

1000 mg/kg 

镉(Cd) N.D. 2mg/kg 100 mg/kg 

汞(Hg) N.D. 2mg/kg 1000 mg/kg 

六价铬(Cr(VI)) N.D. 2mg/kg 1000 mg/kg 

 
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测限 2011/65/EU指令限值#  
多溴联苯(PBBs) 
一溴联苯 N.D. 5 mg/kg 

1000 mg/kg 

二溴联苯 N.D. 5 mg/kg 
三溴联苯 N.D. 5 mg/kg 
四溴联苯 N.D. 5 mg/kg 
五溴联苯 N.D. 5 mg/kg 
六溴联苯 N.D. 5 mg/kg 
七溴联苯 N.D. 5 mg/kg 
八溴联苯 N.D. 5 mg/kg 
九溴联苯 N.D. 5 mg/kg 
十溴联苯 N.D. 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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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测限 2011/65/EU指令限值#  
多溴二苯醚(PBDEs) 
一溴二苯醚 N.D. 5 mg/kg 

1000 mg/kg 

二溴二苯醚 N.D. 5 mg/kg 
三溴二苯醚 N.D. 5 mg/kg 
四溴二苯醚 N.D. 5 mg/kg 
五溴二苯醚 N.D. 5 mg/kg 
六溴二苯醚 N.D. 5 mg/kg 
七溴二苯醚 N.D. 5 mg/kg 
八溴二苯醚 N.D. 5 mg/kg 
九溴二苯醚 N.D. 5 mg/kg 
十溴二苯醚 N.D. 5 mg/kg 

                             
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测限 
六溴环十二烷(HBCDD) N.D. 5 mg/kg 

 
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测限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BP) CAS #:84-74-2 N.D. 50 mg/kg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BP) CAS #:85-68-7 N.D. 50 mg/kg 
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DEHP) 
CAS #:117-81-7 

N.D. 50 mg/kg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CAS #:84-69-5 N.D. 50 mg/kg 
 
测试样品/部位描述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和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注释:   1.对于检测铅, 镉, 汞之样品已完全溶解。 
        2.根据客户要求，对样品进行混合测试，测试结果不代表混合测试样品中任何一种单 

一材质的含量。 
-#  = 此限值仅适用于均质材料。 
-N.D. = 未检出 (小于方法检测限) 
-mg/kg = ppm = 百万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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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2： 
 
▼玩具和儿童护理品中的邻苯二甲酸酯 
根据欧盟法规（EC）No.1907/2006 (REACH)及修正案 No.552/2009附录 17的条目 51和 52，参
考 EN 14372:2004(E)的测试方法，邻苯二甲酸酯通过适当的有机试剂进行萃取，并采用气相色
谱质谱联仪（GC-MS）进行分析测定。 
 

测试物质 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

和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ND 50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ND 50 -- 

邻苯二甲酸苯基丁酯 (BBP) ND 50 -- 

总和(DEHP+DBP+BBP) ND -- 1000 
 

测试物质 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和

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NP) ND 50 --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DNOP) ND 50 --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DP) ND 50 -- 

总和(DINP+DNOP+DIDP) ND -- 1000 
 

客户对其他邻苯二甲酸酯(盐)的附加要求 

测试物质 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客户限值#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和

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邻苯二甲酸正二己酯 (DNHP) ND 50 1000 
 

备注： 
- mg/kg = 百万分之一 = ppm 
- ND = 小于检出限 
- 1000mg/kg = 0.1% 
- #  = 此限值仅适用于均质材料。 



 

 

  
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SCL03H000597007C                                       第 5页 共 9页 

 

- 根据客户要求，对样品进行混合测试，测试结果不代表混合测试样品中任何一种单一材质的含

量。 
 
检测结果 3： 
 
▼重金属元素测试 - 总铅含量（条款 4.3.5） 
根据美国玩具安全标准－消费者玩具安全规范 ASTM F963-11，参考条款 8.3 中描述的测试方
法，样品用酸消解, 然后用 ICP-OES/AAS分析测定。 
玩具上的基材： 

测试物质 结果 (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 

和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总铅(Pb) ND 5 100 

 
 
▼重金属元素测试 – 特定元素的迁移（条款 4.3.5） 
根据美国玩具安全标准－消费者玩具安全规范 ASTM F963-11，参考条款 8.3 中描述的测试方
法，样品用盐酸萃取, 然后用 ICP-OES/AAS分析测定。 
 

测试物质 
结果 (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 
和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可迁移元素锑 (Sb) ND 5 60 
可迁移元素砷 (As) ND 2.5 25 
可迁移元素钡 (Ba) ND 5 1000 
可迁移元素镉 (Cd) ND 5 75 
可迁移元素铬 (Cr) ND 2.5 60 
可迁移元素铅 (Pb) ND 5 90 
可迁移元素汞 (Hg) ND 2.5 60 
可迁移元素硒 (Se) ND 5 500 

 
备注： 

- ND = 小于检出限 
- mg/kg = 百万分之一= ppm 
- 显示可迁移元素测试结果的校正值 
- 实验室采用普通定量滤纸代替 0.45微米滤膜进行测试。 
- #  = 此限值仅适用于均质材料。 
- 根据客户要求，对样品进行混合测试，测试结果不代表混合测试样品中任何一种单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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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含量。 

 

检测结果 4： 

 

▼特定元素的迁移 
 根据欧洲玩具安全标准 EN 71-3:2013 的要求，采用酸萃取的方法，毒性元素的迁移量分别通过

ICP-OES，ICP-MS，HPLC-ICP-MS，UV-VIS和 GC-MS分析测试。 
 

 类别Ⅲ：玩具中可刮取材料 

 测试物质 结果 (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mg/kg)  混测，带粘胶的银色薄膜和带粘胶的银灰色薄膜 
 铝  (Al) ND 50 70000 

 锑  (Sb) ND 5 560 

 砷  (As) ND 5 47 

 钡  (Ba) ND 50 18750 

 硼  (B) ND 50 15000 

 镉  (Cd) ND 1 17 

 铬  (Cr)#1 ND 0.2 -- 

 铬  (Cr3+)#2 -- -- 460 

 铬  (Cr6+) ND 0.2 0.2 

 钴  (Co) ND 5 130 

 铜  (Cu) ND 50 7700 

 铅  (Pb) ND 5 160 
 锰  (Mn) ND 50 15000 

 汞  (Hg) ND 5 94 

 镍  (Ni) ND 5 930 

 硒  (Se) ND 5 460 

 锶  (Sr) ND 50 56000 

 锡  (Sn) #3 ND 2 180000 

 有机锡(TBT) #4 ND -- 12 

 锌  (Zn) ND 50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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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 mg/kg = 百万分之一 = ppm 
 - ND = 未检出 (小于检出限) 
 - 实验室采用滤纸代替滤膜进行测试。 
 - #1 为符合 EN 71-3:2013可以通过铬含量来对六价铬和三价铬进行筛选测试。 
 - #2 铬含量=六价铬含量+三价铬含量，当铬含量超过六价铬和/或三价铬限值的时候，通过

HPLC-ICP-MS或 UV-VIS分析六价铬含量，并通过该公式计算三价铬含量。 
 - #3为符合 EN 71-3:2013可以通过锡含量来对有机锡进行筛选测试。 
 - #4 有机锡的迁移含量以三丁基锡含量表示。当锡的含量超过有机锡的限值时，通过 GC-MS分

析下表中的十种有机锡，客户应清楚可能有其它的有机锡会存在玩具材料中。 

EN 71-3:2013中测试的有机锡 

Methyl tin (MeT) 甲基锡 

Butyl tin (BuT) 丁基锡 

Dibutyl tin (DBT)二丁基锡 

Tributyl tin (TBT)三丁基锡 

Tetrabutyl tin (TeBT)四丁基锡 

n-Octyl tin (MOT)辛基锡 

Di-n-octyl tin (DOT)二辛基锡 
Di-n-propyl tin (DProT)二丙基锡 

Diphenyl tin (DPhT)二苯基锡 

Triphenyl tin (TPhT)三苯基锡 
 

 - #  = 此限值仅适用于均质材料。 
 - 根据客户要求，对样品进行混合测试，测试结果不代表混合测试样品中任何一种单一材质的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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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流程 
1. 铅(Pb), 镉(Cd) 

 
 
2. 汞(Hg)  

 
 
3. 六价铬(Cr(Ⅵ))  
  
 
 
 
 
 
 
 
 
4. 多溴联苯(PBBs)和多溴二苯醚(PBDEs) 、六溴环十二烷(HBCDD) 、邻苯二甲酸盐 
 
 
 
 
 
 

称量样品于微波消解容器中 加入消解试剂 在微波消解炉中消解样品 

过滤 

用碱煮/酸煮的方
法处理 

溶液 

用 ICP-OES  
分析 

去离子水 
定容 

残渣 

称量样品于容器内 加入消解试剂 消解样品 

过滤 

用灰化/碱煮/酸
煮的方法处理 

溶液 

用 ICP-OES  
分析 

去离子水 
定容 

残渣 

称量样品于套管中 

用 GC-MS分析 

用有机溶剂萃取 浓缩萃取液 

转移萃取溶液至容量瓶内 用有机溶剂定容 

称量样品于锥形瓶内 加入消解剂 90-95℃加热 3小时 

添加测试溶液 调整溶液 pH值 冷却，过滤 

调整溶液 pH值 用去离子水定容 用 UV-Vi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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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图片 

 

 
*** 报告结束 ***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及“报告专用章”无效，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未经 CTI书
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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