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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白马包装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电信路222号.

.

以下测试之样品是由申请者所提供及确认 : 易先生保鲜袋.

SGS工作编号 :. TP18-003621 - TJ.

型号 :. M：200*300*0.01.

客户参考信息 :. 其他型号： S：170*250*0.01、L：250*350*0.01.

批号 :. 2018/5/8.

制造商 :. 烟台白马包装有限公司.

主要成份 :. PE.

买家 :. BAGMART.

样品接收日期 :. 2018年05月16日.

测试周期 :. 2018年05月16日 - 2018年05月25日.

测试要求 :. 根据客户要求测试.

请参见下一页.

请参见下一页.

测试方法 :.

测试结果 :.

备注: 根据客户申请, SGS出具了此中文报告, 英文版本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 (The Chinese test report is issu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nt’s reques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vailable from SGS if further needed).

Reabeca Zhou周艳.

批准签署人.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授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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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测试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SN1. TSN18-008728.002 透明塑料袋.

备注 :.

(1) 1 mg/kg = 0.0001%.

(2) MDL = 方法检测限.

(3) ND = 未检出 ( < MDL ).

(4) "-" = 未规定.

邻苯二甲酸酯.

测试方法 :. 参考EN 14372: 2004的方法测定, 采用GC-MS进行分析..

测试项目. CAS NO. 单位. MDL. 00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84-74-2.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丁酯苄酯 (BBP). 85-68-7.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 117-81-7.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NP). 28553-12-0/

68515-48-0.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 117-84-0.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DP). 26761-40-0/

68515-49-1.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DMP). 131-11-3.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EP). 84-66-2.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丙酯 (DPrP). 131-16-8.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 84-69-5.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 (支链与直链)戊基酯 (DPP). 84777-06-0.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二正己酯 (DnHP). 84-75-3.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DCHP). 84-61-7.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苯酯 (DPhP). 84-62-8.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苄酯 (DBzP). 523-31-9.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壬酯 (DNP). 84-76-4.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DIOP). 27554-26-3.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二(2-甲氧基乙基)酯 (DMEP). 117-82-8.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 (DAP). 131-17-9.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癸基辛基酯 (nDnOP). 119-07-3. %(w/w). 0.003.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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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CAS NO. 单位. MDL. 002.

邻苯二甲酸二癸酯 (DnDP). 84-77-5.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4-甲基-2-戊基)酯 (BMPP). 146-50-9.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2-乙氧基)乙酯 (DEEP). 605-54-9.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2-丁氧基)乙酯 (DBEP). 117-83-9.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异戊酯 (DIPP). 605-50-5.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 (C6-8支链)烷基酯(富C7) (DIHP). 71888-89-6.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双十一烷酯 (DUDP). 3648-20-2.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正戊酯 (DnPP). 131-18-0.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C7-11支链与直链)烷基(醇)酯 (DHNUP). 68515-42-4. %(w/w). 0.01. ND.

邻苯二甲酸二庚酯 (DHpP). 3648-21-3. %(w/w). 0.003. ND.

邻苯二甲酸二(2-丙基庚基)酯 (DPHP). 53306-54-0. %(w/w). 0.01. ND.

备注 :.

(1) DBP, BBP, DEHP参考信息: 1907/2006/EC Reach附录XVII的修正指令——552/2009/EC第51条

     (前身为2005/84/EC) 的要求:

     i) 不允许DBP，BBP, DEHP质量浓度高于0.1%的可塑性物料用于玩具和儿童护理品.

     ii) 当玩具和儿童护理品中的可塑性物料含DBP, BBP, DEHP质量浓度高于0.1%时,不得投放市场.

     详细信息请参见Regulation (EC) No 552/2009

     DINP, DNOP, DIDP参考信息: 1907/2006/EC Reach附录XVII的修正指令——552/2009/EC第52条

     (前身为2005/84/EC) 的要求:

     i) 不允许DINP, DNOP, DIDP质量浓度高于0.1%的可塑性物料用于可放入儿童口中的玩具和儿童

     护理品.

     ii) 当可放入儿童口中的玩具和儿童护理品中的可塑性物料含DINP, DNOP, DIDP质量浓度高于0.1%时,

     不得投放市场.

     详细信息请参见Regulation (EC) No 552/2009.

(2) 邻苯二甲酸二（2-丙基庚基）酯(DPHP)测试由SGS上海化学实验室操作。.

检测报告仅用于客户科研、教学、内部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仅供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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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hthalates测试流程图 
 
1) 分析人员: 高仰景/熊湘炜 

2) 项目负责人: 黄婷/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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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照片:.

TSNEC1800872802

TSN18-008728.002.

此照片仅限于随SGS正本报告使用.

*** 报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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