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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测试要求 结论

01-02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号提案）- 产品中的铅含量要求。 合格

01-02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号提案）- 产品中的镉含量要求。 合格

02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号提案）-邻苯二甲酸酯 (DBP, BBP, DEHP,
DnOP, DINP, DIDP,DnHP) 含量测试。

合格

详细测试内容请参看下页。

深圳市天麒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授权签字

申请方 ： 深圳市百霖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观平路 243 号 B 栋 2楼

样品接收日期 ： 2017年 07月 20日

测试周期 ： 2017年 07月 20日 至 2017年 07月 23日

本测试报告是基于申请方所提供的样品进行测试，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 真皮表带

型号 ： WB-38-GL-lvoryWhitez
制造商 ： 深圳市百霖鸟科技有限公司

买家 ： 深圳市沃德丰科技有限公司

原产地 ：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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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结果

1.1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 号提案）- 产品中的铅含量要求

检测试验方法/仪器：

检测方法：CPSC-CH-E1001-08.3&CPSC-CH-E1002-08.3

检测仪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
限值要求

（mg/kg）01 02

总铅 (Pb) 16 ND 5 100

备注：

- 1mg/kg = 百万分之一=1ppm；

- ND = 没有检出 (小于方法的检出限)；

1.2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 号提案）- 产品中的镉含量要求

检测方法/仪器：

检测方法：CPSC-CH-E1001-08.3&CPSC-CH-E1002-08.3

检测仪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
限值要求

（mg/kg）01 02

总镉 (Cd) ND ND 5 300

备注：

- 1mg/kg = 百万分之一=1ppm；

- ND = 没有检出 (小于方法的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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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规协议（65号提案） -邻苯二甲酸酯 (DBP, BBP, DEHP, DnOP, DINP, DIDP,DnHP) 含

量测试。

检测方法/仪器：

检测方法：CPSC-CH-C1001-09.3

检测仪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备注：

- 1mg/kg = 百万分之一=1ppm；

- ND = 没有检出 (小于方法的检出限) = 50/200 mg/kg；

测试项目 CAS No
测试结果(mg/kg) 检出限

(mg/kg)
限值

(mg/kg)02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DBP) 84-74-2 ND 50 1000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85-68-7 ND 50 1000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 117-81-7 ND 50 1000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 117-84-0 ND 50 1000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NP) 28553-12-0
68515-48-0

ND 200 1000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DP) 26761-40-0 ND 200 1000

邻苯二甲酸正二己酯(DnHP) 84-75-3 ND 50 1000

结论 -- 合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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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样品描述

01金属

02 皮料

样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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