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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ＳＮ／Ｔ３７０４《进出口纺织服装检验规程》分为７个部分：

———第１部分：梭织服装；

———第２部分：针织服装；

———第３部分：皮革服装；

———第４部分：裘皮服装；

———第５部分：真丝服装；

———第６部分：功能性服装；

———第７部分：服饰。

本部分为ＳＮ／Ｔ３７０４的第５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姚琦华、窦明池、田宇晨、林红、涂红雨、刘琴、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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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纺织服装检验规程

第５部分：真丝服装

１　范围

ＳＮ／Ｔ３７０４的本部分规定了对进出口真丝服装实施检验的基本要求、程序性要求和技术步骤。

本部分适用于进出口真丝服装的检验，是对进出口真丝服装实施合格评定活动的技术性指南和规

范性要求，也可作为进出口真丝服装企业的技术指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ＳＮ／Ｔ１６４９　进出口纺织品安全项目检验规范

ＳＮ／Ｔ２７５５．４　出口工业产品分类管理办法　第４部分：检验监管方式基本要求

ＳＮ／Ｔ２８７２　进出口纺织品标识检验规范

ＳＮ／Ｔ３３１７．９　进出口纺织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第９部分：服装

ＳＮ／Ｔ３４７５　进出口纺织品质量符合性评价方法　服装　真丝服装

ＳＮ／Ｔ３７７５．５　进出口纺织品质量符合性验证规范　第５部分：纺织服装

ＳＮ／Ｔ３７７６．４　出口纺织品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评价规范　第４部分：纺织服装

ＳＮ／Ｔ３７７７．５　纺织产品出口企业分类规范　第５部分：服装

ＳＮ／Ｔ３７８２　进出口纺织品生产企业实验室检测能力验证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企业分类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分类评定，对分类评定结果进行审核并告知生产企业，

对企业类别进行动态调整的过程。

３．２

风险分级　狉犻狊犽狉犪狋犻狀犵

根据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结果确定产品风险等级的过程。

３．３

法规性要求　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

相关法律、法规、法令、条例、官方公报、强制性标准中明示的要求。

注：可在诸如法律、法规、法令、条例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中对规定要求做出明确的说明。本部分特指部分国家或地

区及我国对纺织品中相关技术项目规定的法规性要求。包括输入国与我国政府签订的双边检验协定，协定中

所规定的所有技术项目均视为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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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非法规性要求　狀狅狀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

不具有法的属性，一般是指相关组织、企业、贸易关系人相互约定的技术要求。

注：本部分特指部分国家或地区（组织）以推荐性标准、产品安全声明等对纺织品中相关技术项目规定的非法规性

要求。

３．５

检验监管方式　犿狅犱犲狊狅犳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狌狆犲狉狏犻狊犻狅狀

根据企业分类和产品风险等级，对出口服装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和对其进出口的服装产品实施

检验的方法。

３．６

符合性评价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系统性检查某个产品、过程或服务满足规定要求的程度。

注：本部分特指通过系统性技术抽样、检验、检测评价进出口服装的技术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即通过技术检

测验证手段评价进出口服装的技术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

３．７

符合性验证　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检查和提供证据来证实规定的要求已得到满足。

注：本部分特指通过书面验证或技术验证的方法证明进出口服装的质量满足规定的要求，即通过检查符合性声明、

检测报告以及检测项目的完整性、有效性、可靠性、可追溯性、合法性等书面验证的方法证明进出口服装的技术

要求满足规定的要求，或通过技术抽样、检验、检测等技术验证的方法证明进出口服装的质量满足规定的要求。

３．８

技术验证　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技术抽样、检验、检测等方法证明进出口服装的质量满足规定的要求，即通过质量符合性评价

方法判断服装类产品质量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

３．９

书面验证　狑狉犻狋狋犲狀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检查符合性声明、检测报告以及检测项目的完整性、有效性、可靠性、可追溯性、合法性等方法

证明进出口服装的质量满足规定的要求。

４　检验的基本要求

４．１　实施检验的一般要求

４．１．１　企业要求

进口真丝服装的进口商应备案登记；出口真丝服装生产企业应按要求配合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分类

管理。

４．１．２　进出口真丝服装质量总体要求

４．１．２．１　法规性要求

进口真丝服装应符合我国的相关法规性要求，出口真丝服装应符合输入国（地区）的法规性要求，具

体要求按照ＳＮ／Ｔ１６４９及ＳＮ／Ｔ２８７２执行。

４．１．２．２　非法规性要求

非法规性要求包括外观质量、规格、尺寸、数量、搭配、理化性能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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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真丝服装按我国相关标准执行；出口真丝服装依照贸易关系人相互约定的技术要求执行。中

国主要真丝服装及相关标准参见附录Ａ。

４．１．３　检验机构和人员要求

４．１．３．１　检验机构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实施法规要求的进出口真丝服装质量符合性验证和批准程序。

检验检疫机构或由其依法指定的技术机构负责实施企业等级评价、诚信评价、产品风险评价。

实施企业体系认证、产品认证的机构应获得国家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ＣＮＡＢ）认可。

实施实验室检验、检测的机构应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ＮＡＳ）认可。

４．１．３．２　人员要求

进出口真丝服装的检验人员应取得相关资质，进口商及出口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人员应进行培训

并能胜任工作。

４．２　检验的程序性要求

４．２．１　企业分类的要求

出口真丝服装企业分类的实施是在对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有效性验证和自检自控能力验证的基础

上，依照ＳＮ／Ｔ３７７７．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并确定企业类别。同时，将企业分类的结果以书面文件

告知企业。

出口真丝服装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有效性验证依照ＳＮ／Ｔ３７７６．４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出口真丝服装企业自检自控能力验证依照ＳＮ／Ｔ３７８２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４．２．２　产品风险分级的要求

进出口真丝服装按照ＳＮ／Ｔ３３１７．９规定的程序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分级，具体确定产品风险等级

和对应产品的项目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包括高风险、较高风险和一般风险。

当风险分级中涉及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对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动态调整。

４．２．３　检验监管方式的确定

进口真丝服装检验监管方式采用企业备案和企业提供符合性声明及检验检疫机构符合性验证相结

合的合格评定方式。

出口真丝服装检验监管方式按照ＳＮ／Ｔ２７５５．４的规定程序和要求确定。依据企业分类的企业类

别和产品风险等级情况的不同采取五种不同的检验监管方式，包括特别监管、严密监管、一般监管、验证

监管和信用监管。

４．２．４　质量符合性验证的要求

４．２．４．１　基本要求

在企业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符合性声明基础上，对申报的进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

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风险项目进行书面验证及技术验证。

书面验证按照ＳＮ／Ｔ３７７５．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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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验证按照ＳＮ／Ｔ３４７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４．２．４．２　特别监管

对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高风险项目、较高风险项目和一

般风险项目进行书面验证，验证符合要求后，再对出口真丝服装进行全数、全项目的技术验证。

４．２．４．３　严密监管

对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高风险项目、较高风险项目进行

书面验证，验证符合要求后，再对出口真丝服装逐批次进行技术验证。

４．２．４．４　一般监管

对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高风险项目、较高风险项目进行

书面验证，验证符合要求后，再对出口真丝服装按比例进行技术验证。

４．２．４．５　验证监管

对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高风险项目、较高风险项目进行

书面验证，验证符合要求后，再对出口真丝服装按比例进行对高风险项目进行技术验证。

４．２．４．６　信用监管

对出口真丝服装所涉及的所有法规性要求、非法规性要求所涉及的高风险项目、较高风险项目进行

书面验证，验证符合要求后，一般不再对出口真丝服装进行技术验证。但在符合性声明的支撑性报告存

在疑点或其他必要的情况下，再实施技术验证。

５　结果评定与不合格处置

５．１　书面验证的结果评定

书面验证的内容包括证单之间的符合性以及书面材料与法规性要求和非法规性要求的符合性。全

部项目都满足要求时，书面验证通过，任何一个项目不满足要求时，书面验证不通过。

５．２　技术验证的结果评定

技术验证应对进出口真丝服装的部分或全部项目进行检验检测，检验检测的所有项目都满足要求

时，技术验证通过，该批产品合格；其中任何一个项目不满足要求时，技术验证不通过，该批产品不合格。

５．３　不合格的处置

５．３．１　书面验证不合格处置

书面验证不符合要求时，退回申报单位并由其重新提供合格保证。

５．３．２　技术验证不合格处置

对涉及法规性要求不合格的进出口真丝服装，可以进行技术处理。处理后重新验证，符合要求的，

验证通过，该批产品合格；无法进行技术处理或重新验证不符合要求的，验证不通过，该批产品不合格。

对涉及非法规性要求不合格的进口真丝服装，可以进行技术处理。处理后重新验证，符合要求的，

验证通过，该批产品合格；无法进行技术处理或重新验证不符合要求的，验证不通过，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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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非法规性要求不合格的出口真丝服装，可以进行技术处理或与收货人协商更改约定的技术要求，

处理后重新验证，符合要求的，验证通过，该批产品合格；无法进行技术处理或重新验证不符合要求的，

验证不通过，该批产品不合格。

５．４　检验记录

检验记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进出口真丝服装检验记录参见附录Ｂ：

———进出口产品的识别信息；

———书面验证信息；

———技术验证信息；

———结果综合评判信息；

———检验人员、复核人员、批准人员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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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中国主要真丝标准一览

表犃．１　中国主要真丝标准一览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ＧＢ／Ｔ９１２７—２００７ 柞蚕丝织物

２ ＧＢ／Ｔ１０１０８—２００８ 出口桑蚕丝织物

３ ＧＢ／Ｔ１５５５１—２００７ 桑蚕丝织物

４ ＧＢ／Ｔ１８１３２—２００８ 丝绸服装

５ ＧＢ／Ｔ２４２５２—２００９ 蚕丝被

６ ＦＺ／Ｔ４３００１—２０１０ 桑蚕!丝织物

７ ＦＺ／Ｔ４３００４—２００４ 桑蚕丝纬编针织绸

８ ＦＺ／Ｔ４３００６—２０１１ 柞蚕绢丝织物

９ ＦＺ／Ｔ４３００８—２０１２ 和服绸

１０ ＦＺ／Ｔ４３００９—２００９ 桑蚕双宫丝织物

１１ ＦＺ／Ｔ４３０１０—２００６ 蚕丝绢丝织物

１２ ＦＺ／Ｔ４３０１１—２０１１ 织锦丝织物

１３ ＦＺ／Ｔ４３０１３—２０１１ 丝绒织物

１４ ＦＺ／Ｔ４３０１４—２００８ 丝绸围巾

１５ ＦＺ／Ｔ４３０１５—２０１１ 桑蚕丝针织服装

１６ ＦＺ／Ｔ４３０１６—２００３ 蚕丝被

１７ ＦＺ／Ｔ４３０１８—２００７ 蚕丝绒毯

１８ ＦＺ／Ｔ４３０１９—２００７ 蚕丝装饰织物

１９ ＦＺ／Ｔ４３０２０—２０１１ 色织大提花桑蚕丝织物

２０ ＦＺ／Ｔ４３０２１—２０１１ 柞蚕莨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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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进出口真丝服装检验记录

表犅．１　进出口真丝服装检验记录

生产企业 企业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品名／规格 产品风险 □高风险　□较高风险　□一般风险

报检数量／重量 生产批号

输往国别（地区） 包装种类 □纸箱　□挂装

检验监管方式 □特别监管　□严密监管　□一般监管　□验证监管　□信用监管
抽批

检验

是否现场检验

□是　□否

符
合
性
审
查

《出口产品质量符合性声明》： □有效　□无效

合同／信用证等贸易单证： □有效　□无效

厂检单： □有效　□无效

检测报告： □有效　□无效

所附其他单证审查： □有效　□无效

各项单证间相关联数据： □一致　□不一致

本项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现
场
检
验

堆放情况：□良好　□不良 标记唛头：□符合　□不符合 生产批号：

数量／重量：□符合　□不符合 内外包装：□符合　□不符合 包装使用鉴定：□合格　□不合格

抽样标准：　　　　　　　　　　抽样数量：　　　　　　　　　检验标准：

留样编号：　　　　　　　　　　样品数量：　　　　　　　　　保管地：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不合格原因、数量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不合格原因、数量

抽取检测样品数量及标记：　　　　　　　　　　实验室检测报告号（附件）：

评

定

□符合 标准要求及 合同；　　　□不符合 标准要求及 合同

□不合格原因： □允许返工整理　□不允许返工整理

批

准

签发

证单
□换证凭单　□通关单　□品质证书　□数（重）量证书　□不合格情况通知单　□兽医卫生证书　□

检验员 复核人 签发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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