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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蜻床上用品

1 菇圄

本标准规定了前蜻床上用品的要求、检测方法启l定规则、标志和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被、被套、床单、桃、毛毯、垫类产品等防蜻床上用品。 其他纺织产品的前蜡佳能可参

照执抒。

2 想范性主I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挥准的引用黯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E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政单〈不包括勤误的内容〉或修订服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擂，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褂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薪藏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8401 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道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挥稚。

3. 1 

蜻 mite

一类体型微小的节鼓动物，属于节肢动物门蛛形绢(Arachnida)中的蝉蜻亚缉(Acari)，彭态、生活

司性相居住地多样，体长遇常为O. 1 mm�O. 5 mm，需要带助显辙镜才能观察其形态。

3.2 

黯尘蜡 Dermatop加goides f arinae 

本测试标准采用的精尘蠕以粉末性物质为食〈如动辑皮屑、面粉、棉籽赞和真蕾等〉。 粉坐蠕主要草

生在居室的地面、被梅、床垫、拉头、毛毯、沙发及地毯等尘埃中F也可草生在者是食如工厂毛中药替等仓库

的精尘中。 其分泌与排泄物及其尸体是一种致敏教极强的过敏摞。 可引起人体呼吸系统的过敏性鼻炎

和支气管哮喘，人摄入被勒尘蠕污染的食物可引起弱蜡症、皮炎和尊麻彦等。

3.3 

黯蜻性能 姐告mite activity 

也叫抗蟠、驱蠕，指产品具有的驱避粉尘辅的能力。

3.4 

驱蜡率 anti幽mit出ratio

在规定的报程度条件下，帮尘满培养24 h后，空白对照样品组活蜻数与测试样品辑活蜡数之慧与

空白对照样品组活蜻数的比值。

3.5 

黯蜻床上用品 anti-皿te bedding 

经过防蜡处理的具有前蜡性酶的床上商品，主要指数、被套、床单、桃、毛毯、垫类产品等床上用品m

4 襄求

4. 1 黯蠕庭上用品的内在质景、外观质量、工艺震量等应符合相应床上用品现行便用的国家挥准或行

业标准规定。

4.2 前蜡床上用品的防蠕性能按不同前擦次数后的瑕蠕率分为 A援、AA级两个摄别，指标见表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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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 黯蠕捧上用品的事在蠕率摇韩

仁仁 二础。
-T 法时

10次二…二十一一
AA级 20次 I 部

4.3 醋蜿床上m品蔚蓝盟的黯罐剖班主圣经相关部门摇撞并具有资霸单位的按捕摄食〈蹄鳞强化学含量

棱耀方法、急住口服毒性、皮鼓现激性、眼麟激辑、致突变性lJ.t及与其产品要求秸肆班的实验报告〉及其

生产厂家提供的使府说辑错若厂家对其产品作防蠕功能3支持的，还应该出杀与其功能宣传摇对应的读

鼓内容的撞事曾援费精

…-7二 驱蟠星移1%

4.唾 黠蠕5装上黯品主运符合GB18毒的的赘求告

5 棱巍方法

5. 1 能蠕床上路品的内班主意楚、外棋盘盘和工艺撞撞撞撞按朝磁跟上黯品的璃特使用的黯家幸福准或行

盘舔准恶有棱雄。

5.2 防赣撞撞的事哥定

5.2. 1 黯蠕库上用品的法搔方法接，本辉撞的黯送A挠行第

5.2.2 黯蟠床上用品的前蟠赞摇摇定接事藤摸酣录B进有雄事毒e

6 到建兢J!lJ

6. 1 能蠕5鞋上用品的摇梓数囊及魏蹬，接相应寐上用品瑛行有效的黯袭至栋准或行业标准执行，其结性

撞撞相应寐j二F毒品的国家标撞或行鱼都灌进行判定暂

§宿2 髓能搞取前草草蠕床上路品按本i摇摇表l巍定的尊重蟠率摆栋，部赞防蟠毅果。

7 栋志、程提

助蠕床上路品要靠应辛苦桂床上路品所或者的林志及胡应前包装盖要求，还靡挺住防鳝辍jJt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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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附 录 A

〈巍蔬姓甜量提〉

黯辅捧上爵晶试样瓷器试磁方法

J且. 1 设备和材料

A. 1. 1 洗农挠z小型廉南xít梅〈黯2是我楠、魏水槽〉挂衣机，其被轮直程约34 cm ，转速约290 r/min" 帘

售各种型号家用寂榻戳在挠的鼓轮尺寸及转速基本相同，选捷衣播帮积在40 L，......80 L遮围内的…种型

号董事可缴

A. 1. 2 洗涤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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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3 陪捷棋辑z齿若干块离黯100%的涤纶针棋辑或涤棉提辈革就织物组成，其单载黯积E室最纯为试

验织物单位菌棋擂蠢的土25%，每块尺寸为(30 cm士3 cm) X (30 cm:f:3 cm)，摆摆织物的边臻应辑含在
一题。

A.2 捺灌茸的器襟条件及程撑

A. 2. 1 就法程序参照GB8629-2001 7日程序，蒋捷涤对闰改为5min.此程序相当于岳本辑推JISL0211 

的103 方法。

A. 2. 2 在寂用xít:辑捷衣就中加入本黯录蔚娥定提洗室装葬12 g/L及自来水，潜比1草30，水灌(40土3)"C， 

投入试 样，提捺5扭扭。 然后，于常温下用自来水清抗。

A.2. 3 第…谶清洗2mi泣，取出织物，羁*30 s，然后，于常摄下用翻来*进行第二遍播涯。

A.2.4 第二遍捕者它2 min.取出棋费，联水30 S. 

A. 2. 5 上述九2.2， A. 2. 3. A. 2. 4 步为…个裙环.tt为洗涤1次。 嚣复这三三个步藤，直票i蔑定的洗

搔次数。 为防止或蟹的洗捧剂干拉肆赣翻试，性意最黯一次洗涤采题大蠢前自来水将其翻成清除，然后

将飘物兢水黯熬干，即可用于防蟠桂能测试。

A. 3 简化的挠涤条件及程�

A.3.1 下述试验过程相当于5敌洗涤〈以10:g布 样为剖，实际试验脂根据试摔按比剖增如本最及挠

捧摇): 

A.3. 1. 1 握各试样10 g和搭载袋输90 如

A. 3. 1. 2 如3L自来*<40士的℃寐6g镜涤剂于洗衣就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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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主 撮人上述娱辑试挥辑搭没旗辑。

A. 3. 1.毒 草毛主集25 min，l:f�水像

A. 3. 1. 5 1;.( 3 L自来水柱挠2 min.然后取出辑物，离心脱水1 min，取出。

A. 3. 1. 6 再出3L自来水在就2 min.然后取出率只物，离心脱水1 mìn，取出。

A.3.2 上述A.3.1. 2.A. 3.1. 3，A. 3.1. 4，A. 3.1. 5，A. 3.1. 6这几个步器为…4个键环，计为法赣5次。

道菜这几个步薯，直到强定的榄涤fX歉。 为防止残嚣的搅毒剂干拉防蜡捕试，往露3最后一个键环采蔚文

盘的自来水将其翻成清除，然蹄将棋物脱水摇旗子，即可用于肆蜻镜锺黯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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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 擎 B

〈巍菇性酣骂是〉

防蜡底上房品黯蜡性撞撞撞方法

安金搜走民主本试验班鹅湖的辈辈尘蜻可对人员或军事毒有危害，黯此试验蓝囱能相关撞翻技求谛雄主主有

肇雄的检测人员从事。 本附录并未摆出新有可能韵安全问题e 使盟者有资任采取适当的柴盒、键康搓

施及具体黠护播擒，持镇董E符合国藏辑关法巍巍嚣的条件。

B. 1 原理

在试雄挥品及对照样品上鼓置赣尘蜻藤袭的食辑，琅过培捧试样对赣兰色蹒的摸索与味觉的作用，使

蜡不灌进入食物蓝壤，在规定的温灌度条件下，J.2Å培养24 h后的驱蟠寨等摸摸§试样品的肆鳞佳能。

践2 条件

B.2.1 设各和材料

B. 2. 1. 1 生位培葬籍，灌皮能提持在(25士1)"C。
黯. 2. 1. 2 董事剖镜，带玲党嚣的豆豆糯解吉普镜a

队2.1.3 电子天平，黯度壳。事。01ι

B.2. 1.4 提道汁，精度为土3%。

B.2. 1. 5 密实霜，连长不小子50 cm巍格，能保持相对器是康在(75士5)%嗡

B.2. 1. 6 饲料〈章程费主黯黯=1 : 韵。

鼠2.1.7 培养血，服魔直在4.5础，有盖。

B.2. 1. 8计数器。

虱2.1.9 有盖睿器，理韩、被璃、海瓷或搪甏材盟，边长20 cm """30 cm ，高5 cm""lO cm . 

B.2. 1. 10 新华一号定性端摇，要求攘黯未提任何黯蠕处理。

B.2.左 翼试蟠种z牵挂金蜻e

B.2.3 嚣试样品，随辑撞取草草试样，并截剪成图形片状，大小与培棒皿底画直径一激，共3片。

B. 2. 4 对照摔品，用于验证试赣赣尘蟠生长条件的材料。 将来经酣蜻处理的新华一号撞簸裁剪成圈

第，大小句培捧盟庭草草直径一毁，共3片。

注2 也可采用不经防蝙处理的1∞%糠织物作为对照样品格

B.2.5 中央撑锻片，将来经防蜻处理的新华一号楼摄载剪或直接为2.0 cm圈影撞黯片。

虱2 这赣步黯

B.3.1 从含;三章着全瞒的表爵金童摄取试壤，取200 只作为在试验中需攘攘斡要i葬品中的赣尘蠕

数量。

将雌雄成端在饲料中培养四周，待其繁殖到一定数簸后(0.5 g培养物今含有1000只粉金鳞以上) .方可进程

试毒集e

黯.3.2 将3片穗试样品与3片空白对原样品分到囊于6个培瓣血中，梓品中央分别放置1个中央捷挺

片，在中央撑鼓片肆醋的样品上均匀铺上饲料0.05 g。 然黯在中央撞纸片中夺位董敖入200 J主蠕，盖上

培养盟盖〈见图B.日。

虱3.3 捏盛放潮试样品与对照样品的培养盟分别放在不陆的有竟是容器中，边缘靡封。 熬后把容器放

进一盛有少量登过媲和食盘东的密实箱内，箱内器是度保持在(75:七日%。 置于(25:1::1) "c培葬籍中，金蜡环

境下培棒24 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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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血Z

S…锵料事

Y一一测试祥z

X……对照事学g

泛……咱中央滤纸片锣

$ 

P YorX 

z 

瞿 鼠1 辍蜻革试磁万法示雪慧题

践3.4 培捧结束， 取出培葬血，将带有幸营企铺的中央摇摇片取出并收集子…第杯中〈注意不得把掳础

上的蟠掉落到培彝盗的样品上〉。 向培赛llIl中漓如少量潜水，以视摄翻试样品反对黯样品。 将样品避个

置于解剖镜下辑妻离并计活鳞数，每三三个平行样品的活蠕数据招摇剪得到测试样品援黯孀数或空白延至装

组摇蟠数。

B.3.5计数完毕，把籍尘蜡与B.3. 4较集到的蜡一摇摇人少蠢糟本，恕热至� 100 "c持续10min，粉尘

满黯可被杀灭怨

盐. 3. 6 结果计算

辍赣事按式〈日.1)计算z

式中z

R一一俨写在精卒，;%;

B一←空启对黑样品级活螃数，单位为只z

C�嚼试样品组活蠕数，单位为只移

队3 .7 试 黯报告

8 

报告应部摇亨员i内容z

a) 试雄是按本栋准进行的z

h) 样品的描述z

c )  试验赣尘攘的来摞z

d) 试黯环攘的描述〈温度、握握)串

的 试黯中接人斡兰是蟠的数量去z

f) 试验方雄事

g) 驱蠕率$

h) 能蟠效果的评赞5

i) 试翰人员牵挂试按百期s

j) 任何铺离本标准的情员。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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