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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成分含量不合格为何成针织内衣产品“顽疾”

有的成心撒谎 有的稀里马虎
本期
针织内衣
关注
合格率：90%（2015 年国家监督
抽查数据）
不合格项目：纤维成分含量
解读专家：张玉莲（国家纺织服
装产品质检中心（福建）工程师）

相关报道
新浪网 2004 年 2 月 23 日报
道，质检总局开展的针织内衣国
抽合格率为 72.8%。其中纤维含
量不合格问题严重。
华商报 2007 年 1 月 25 日报
道，西安市质监局抽检大型超市
内销售的针织内衣合格率仅为
23.53%。纤维含量和 pH 值是主
要不合格项目。
深圳新闻网2011年12月1日
报道，
广东省质监局对针织内衣产
品抽查结果显示，
22种问题产品中
有17种纤维含量存在虚标问题。
中国经济网 2013 年 2 月 1 日
报道，上海市质监局抽检市售针
织（保暖）内衣结果显示，多批次
产品纤维含量不合格。

□ 本报记者 张文礼
日前，质检总局公布了 2015 年第 1 季
度针织内衣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
果。结果显示，纤维成分含量不合格成为
此次抽查的主要不合格项目之一。纤维

成分有何作用？其不合格会对消费者产
生哪些影响？中国质量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检中心（福建）张
玉莲工程师。
“几乎所有类型的纺织品都可能存在
纤维成分含量不合格的情况。”采访刚开
始，张玉莲便语出惊人。
“但这个问题实际
上也没有那么严重。”话锋一转，她解释
道，按照标准规定，产品用了什么材料是
要明示的，如果明示内容和检测结果不一
致或者有差异，
就可判定为不合格。
“最直观的就是买到价高质次的产
品。”张玉莲说，比如，若产品标示的是纯
棉而实际上是纯涤纶的产品，舒适度和纯
棉产品相比会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小孩穿
着时，由于不吸汗、闷热、摩擦刺激皮肤
等，
有可能出现皮肤瘙痒发红的情况。
据专业人士介绍，
服装面料中棉、
羊毛等
原料含量减少10%或者更多，
消费者一般难
以辨别，
穿着舒适度差别也不大，
但对于生产
企业来说，
生产成本区别则很大。纤维含量不
合格主要有实测的纤维含量与标注值不相符、
实测的纤维与标注的纤维成分名称不相符、
产
品无纤维成分含量标识3种表现。
“整体来说，
纤维成分含量不合格是一个
多发的现象。
”
张玉莲告诉中国质量报记者，
导
致这个项目不合格有多种原因，
有些厂家以次
充好，
以劣充优，
这属于主观故意的情况；
另外
一种情况则是因为企业生产工艺上的变化和
波动导致出现微小的不合格。比如当氨纶和
锦纶交织的时候，
氨纶因为弹性特别大，
延伸
性很好，
在制作过程中，
有时会因为张力的微
小变动而导致氨纶的含量不足或者过多。单
从检测数据上看，
这些产品应该被判定为不合
格，
“但我个人的看法是，
这种情况不应该算以
次充好。
”
她说。

说，若产品标明 50%的棉和 50%的涤纶，
而实际检测中棉的含量是在 45%～55%
之间，则是允许的，这也就是标准规定的
允差范围。如果允差超过±5%，就会被判
定为不合格。
“ 只要能进行相应的质量把
关，我相信产品都是能合格的，但有些企
业不根据自身实际，仅根据原料提供方提
供的信息随便打一个标识，生产出不合格
产品的情况就会很普遍。”张玉莲说。

张玉莲表示，这种非主观不合格还和
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意识淡薄有关。若
企业每一批次的原料生产出来后都进行
相应的检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
非主观不合格情况。
“目前来说，大企业对
质量把控相对比较好，但整体情况还很严
峻。”张玉莲说，质量把关能力和企业的规
模、品牌的知名度、企业自身的质量控制
体系建设直接相关。一般来说，一些大型
企业的质量把关还是比较严格的。但内
衣产业门槛低，产业集中度也很低，很多
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质
量把关的能力或意识。
记者查阅近几年的国家抽查数据发现，
从2009年到2014年，
针织内衣产品国抽合
格率分别为 90.3%（2009 年）、95%（2010
年）、
92.7%（2011年）、
90%（2014年）。针织
内衣产品的主要质量问题涉及纤维成分含量、
pH值和耐洗色牢度等项目。而综合其他各
级监管部门多年来的监督抽查数据不难发现，
纤维含量不合格已然成为针织内衣产品的
“顽
疾”
，
包括不少品牌服装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
题。
“在一些生产集中地的内衣企业像蚂
蚁一样，遍地都是。”谈及我国目前的针织
内衣产业现状时，张玉莲这样表述。据她
介绍，整个行业目前小企业、尤其是微小
企业特别多。在部分内衣生产企业集中
地，绝大多数企业规模都很小，连标准是
什么或生产过程大致有什么要求都不知
道，就更无法谈及按照标准来生产。这也
是目前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从标准上来讲，没有规定某种内衣
必须要使用何种纤维，但是企业必须要标
明使用的材料。其次标准对于纤维含量
也有一个允许偏差的数值。”张玉莲举例

安全选购
纤维成分含量是服装产品的重要品
质指标之一，也是决定产品价值的重要因
素之一，消费者往往依据明示纤维成分含
量来选购产品。因此，掌握必要的选购常
识非常重要。
●首选大牌企业和知名品牌，相对来
说，大企业自我管理能力较强，抽查率较
高，标示内容可信度比较高。
●看标签内容，产品名称、厂名厂址、
纤维含量、洗涤保养方法等是否正确合
规。
●在选购时，留意产品是否有发酸、
刺鼻等不正常或刺激性气味。若有，则尽
量不选购该产品。
●检查缝线部位是否有针洞或缝线
开裂破损的迹象，因为生产中缝针若出现
问题后，某些部位的纱线会被扎断，导致
后续出现线圈脱套的现象，属于比较严重
的缺陷。
●不要一味追求高价产品。因为针
织内衣产品属于价格开放的产品，其产品
定价更多是根据目标消费群来进行，因此
大品牌和小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并不能
完全反映质量差距。

一周盘点

这些小家电存在大隐患

这些电动车质量“电力”不足
近日，山东省消费者协会与山东省
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对济南市场上销
售的部分电动自行车开展了比较试验，
结果显示，20 个样品中有 15 个样品部分
项目检测不符合标准，不符合率为 75%。
据了解，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山东
品牌

LOGO

新日

省消费者协会与山东省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协会工作人员在济南市场随机采购，
基本涵盖了消费者熟知的国内外知名品
牌以及大众消费的主流品牌。产地涉及
天津、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市，共计 17 家
企业 17 个品牌 20 个品种。
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原因

TDR64-7Z

说明书的要求

近五成热水器产品发现不合格、26%
电话机有问题、23%卫浴产品不达标……
近日，广东省质监局最新发布 16 种产品
2014 年质量抽查结果，涉及消毒柜、加湿
机、消毒剂、液体加热器、不锈钢焊缝钢
品牌

管、豆浆机、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热水
器、电池、劳保用品、电源适配器、人民币
鉴别仪、卫浴产品、电话机、PVC 管材、声
频功率放大器等产品，bossini、飞利浦、
飞毛腿等品牌
“上榜”。

LOGO

家家乐
HERPUSI

雅迪
富士达

TDR529Z、

欠压、过流保护功能、

TDR441Z

说明书的要求

TDR69Z

把立管静负荷、
说明书的要求

珑玥

TDR1403Z

PHILIPS

黑马

未标注

立马

TDR726Z

说明书的要求

轻骑

TDR81Z

说明书的要求

阿米尼

TDR7037Z

把立管静负荷、

三枪

TDR-13Z

高温食具消毒柜

食具消毒柜的

ZTP108V-2

物理、化学性能

豆浆机

对触及带电

HD-750E

部件的防护

电源适配器

耐异常热

ZFX060050Z
超强兼容电源

飞毛腿
bossini

按键电话机

说明书的要求

最高车速、把立管静
负荷、说明书的要求

宝岛

TDR1439Z

把立管静负荷

追风鸟

TDR-08Z

把立管静负荷、

宝悦

未标注

欠压、过流保护功能

漏电流

HCD133(18)TSD

最高车速、

说明书的要求

耐异常热

SC-09

最高车速、
说明书的要求

不合格原因

不合格产品

（以上为部分抽查产品）
食具消毒柜的物理、化学性能不合
格直接影响消毒柜的消毒能力。食

具消毒柜是采用物理、化学或两者结合
为手段来消毒餐具的装置。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是防止人
体因触及到电器产品的带电部件
导致触电身亡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该项

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部分企业对标准
不够理解；部分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偷工
减料。

耐异常热不合格易导致火灾，国家
强制性标准规定对固定带电部件
的热塑性塑料应能耐异常热。耐异常热

指标要求低压电器的绝缘材料外壳应有
阻燃性能，如果着火后不能自行熄灭，可
能会造成火灾等。

漏电流是指电器在正常工作
时，其火线与零线之间产生的

极为微小的电流，相当于一般电器的
静电一样。

最高车速、

这些酒喝起来“味儿不对”

把立管静负荷
（以上为部分抽查产品）
最高车速是反映电动自行车骑行性
能的主要指标，
也是电动自行车安全
性能的重要体现。国家标准规定该项指标
应不大于20km/h，
车速高于20km/h的电动

自行车因其动能随车速变大而增加导致制
动距离增长，
危及电动骑行者安全，
同时也增
加了对车架的冲击强度，
降低了其安全性
能。速度过低也不便于消费者使用。

把立管静负荷主要是考核把立管
的强度。正常骑行时，把立管主要
起到支撑人体上肢力量，控制方向的作
用。国家标准规定在施加 2000N 的力，

方向与把立管体的轴线成 45 度角，把立
管不应断裂。如该项指标不符合标准，
可能导致在紧急制动时，方向失控，骑行
者失去平衡，
容易酿成事故。

欠压、过流保护功能主要是考核对
整车电器安全的保护。骑行时，
控制
器的欠压、
过流保护功能主要是通过断电或
限流，
起到保护电机、
电池及其他电器件的作
用。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应

具有欠压、
过流保护功能和短路保险装置，
在
电动骑行时调速应稳定、
可靠。如产品不符
合标准，
在极端天气环境下，
一些不限流或限
流值过大的产品可能导致整车线路过热而
起火，
危及骑行者安全。

说明书的要求主要是介绍整车功能、
性能及整车的相关事项。
正确介绍产
品，
可以有效指导消费者正确使用电动自行
车，
避免消费者因误操作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国家标准规定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附有说

明书，
并符合 GB17761-1999 中 5.6 条款
规定。
如说明书不符合标准，
消费者阅读说明
书后无法正确使用电动自行车，
出现问题无
法识别或处理，
甚至无法追溯相关责任，
无法
挽回损失。

本版责任编辑 王 嘉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公布的监督抽检结果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都市食品 中，多款酒类产品位列“黑榜”。
LOGO

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原因

武夷山

武夷山特曲

甜蜜素

蜀国春

虎砲泉酒

酒精度

天妃红

珍品枇杷酒

山梨酸

品牌

（以上为部分抽查产品）
山梨酸是一种良好的食品防腐剂，而
酒企超范围使用山梨酸。主要原因可

能是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为延长
产品保质期。

酒精度指标不合格的可能原因：生产
企业检验能力不足；包装封口不严密

造成酒精挥发；不排除企业为降低成
本，用低度酒充高度酒。

甜蜜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白色结晶粉
末状甜味剂。酒企违规向白酒中添加

一定量甜蜜素是为了改善酒的口感。
（本专栏由本报记者王嘉整理采写）

本刊电话：010
010－
－84636699-8047

电子信箱：zlbspxfp@163.com

拥有一颗文艺的心，永远都不嫌迟
□ 余方
微 信 朋 友 圈 新 近 崛 起 一 个 “ 屏 霸 ” —— 足 记
App，“电影宽画幅+中英文字幕”的效果，看起来很
像一张大片剧照。但其实“足记”曾经的标签是旅游
产品应用，设计团队原本的设想是，让用户在旅行和
生活中找到电影取景地拍摄合成照。按此思路，这款
应用本该是非常小众的，但 2 月 4 日更新增加的大片
功能却歪打正着地改变了“足记”的命运，把它从小
众推向大众，10 天之内它在 App Store 的排名从千名
之外火箭登顶免费分类全榜第一，蜂拥而来的用户甚
至搞瘫了服务器。
在喜新厌旧的网络时代，“足记”的爆红能持续
多久是有很大疑问的，事实上这几天它的排名已经在
下滑了。图文社交类应用近年来前赴后继地冒出不
少，对注意力很容易转移的用户来说多少有些审美疲
劳了，回想去年夏天“脸萌”是有多火，可如今有多
少人还能想起它？即便用户如此“残忍”，但“足
记”依然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追捧，必有缘故。“足
记”的口号“像电影一样去生活”、“没有故事的地点
终究是冰冷的”……多半是戳到了真文青或伪文青们
内心深处某处柔软的地方。“文艺范儿”的调调，使
得“足记”与其他类似软件拉开了一丁点距离，就像
网友的评论：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文艺的心，但是很
难拒绝如此简便易学的文艺表达。
怀揣文艺心的企业家经常会取得成功，而且是大
成功，比如资深文青乔布斯。拥有艺术家头脑的企业
家总能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这通常被认
为是成功的基础。即使没有成功，死于文艺，那也是
一种高雅的死法，不枉折腾一回。其实在消费社会
里，文化艺术与商业资本的联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跨
界，抑或如一贯对工业文明持批判立场的德国哲学家
阿多诺所言“是对世俗的救赎”。这种跨界是两厢情
愿的融合，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消费体验和审美
体验。对于商业而言，文化艺术要素则是非常好的营
销点，说到这个话题 15 年前 LV 与日本知名艺术家村
上隆的合作总是被人提及。2000 年，路易·威登设计
总监马克·雅克布邀请村上隆合作，村上隆钟爱的颜
色 以 及 樱 花 、 蘑 菇 等 多 彩 图 案 被 用 于 LV 的 经 典
Monogram 之上，为一向沉稳优雅的 LV 增添了清新
活力，销售额随即提升了 10%。
无论是直接邀请艺术家参与品牌设计、形象改
造，或是与某个艺术基金会合作推出产品，或赞助一
个或多个与自身品牌气质契合的艺术家来宣传自身品
牌，或者直接或间接赞助艺术活动吸引拥有文艺心的
消费群体，文化艺术与商业的合作可以有很多途径。
优衣库去年 3 月推出的“惊叹”（SPRZ） 项目就是一
次服装与艺术邂逅的实践，项目率先在纽约启动，逐
步向全球各地的优衣库店铺扩展，产品设计灵感来自
当代艺术家作品。“惊叹·纽约”（SPRZ NY） 系列去
年在北京的优衣库店铺也有发售，产品设计元素均源
于纽约现代艺术大腕，包括位列 20 世纪最具代表性
美国艺术家的安迪·沃霍尔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
街头艺术先驱凯斯·哈林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 MoMA） 以收藏
顶级的现当代美术作品而闻名，“惊叹·纽约”的
MoMA 特辑让消费者在购物同时还能拥有“以身边的
服饰，欣赏高雅的艺术”的乐趣。这些文艺范儿的服
装卖的都很好，一衣难求，有的死忠粉可能买回去就
收藏了，根本不舍得穿。
最后再补充一个小花絮：清明节假期里逛街，在
宜家食品部发现了来自瑞典的著名烈酒品牌“绝对伏
特加”（Absolut Vodka） 向安迪·沃霍尔致敬的限量
版，看着那魅惑的酒瓶，从来滴酒不沾的老余居然有
了买酒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