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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羽绒制品市场占据国际市场约70%的份

额,火爆的羽绒市场,不统一的检测手段和标准理解,
甚至是钻标准的漏洞空子,使得羽绒服装问题层出不

穷。假冒伪劣产品让消费者对羽绒产品信任度不断降

低,严重破坏了羽绒制品市场,行业发展陷入恶性循

环,良心企业要么背负巨大压力坚守品质,要么承受不

住市场压力而被迫降低品质。
因为羽绒标准的过时和漏洞,严重制约行业发展,

无法满足羽绒制品的发展需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2016年底联合发

布了羽绒行业中最重要的测试标准 GB/T10288-
2016和原料标准GB/T17685-2016,并已于2017年

7月正式实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也制定并推出羽绒

团标TB/TCFDIA001-2016《羽绒分级标准》。本文

重点解读羽绒检测标准术语变更、新增检验项目和检

验项目方法的变更,以便使相关人员更好地理解、利用

好标准。

1 羽绒检测标准内容

为了方便技术交流、检测人员教育培训,帮助企业

跨越贸易技术壁垒,根据多方面积累的经验,作为羽绒

羽毛标准物质,相关标准取消了原旧标准中规范性附

录A中的《类似绒样照》,采用GSB16-2763《羽绒羽

毛标准样照》。
增加大毛片、羽毛绒的定义。大毛片是长度≥12

cm或羽根长度≥1.2cm的毛片;羽毛绒是长在水禽

动物身上的羽绒和羽毛的统称。值得注意是,“绒子含

量”标称值≥50%称为“羽绒”;而绒子含量”标称值<
50%则称为“羽毛”。新标准对陆禽毛重新定义,以陆

地为栖息习性的禽类羽毛,取代龙腾的尖嘴禽类羽毛

表述,明确杂质内容及范围。对羽绒品质要求也有一

定的变化(见表1)。

2 检测方法差异研究

2.1 抽样要求

羽绒羽毛测试相关样品抽取必要条件为一定要有

代表性,样品来源通常三个途径:(1)临时包(泛指尚未

打包样品);(2)已打包好的包装中抽取;(3)羽绒羽毛

相关成品中取样。抽样手法:绒包需按照上、中、下位

于单个包装的对应不同部位进行分别取样;成品如标

称充绒量为500g及以上需从3个不同部位分别取样,
其余相关制品则取全部填充物为试验样品。

混样缩样:“先拌后铺”,抽取样品置入混样槽,手
动将槽中的样品搅拌均匀,铺绒方式为左起右落、右起

左落、交叉的方式逐层铺平,铺平后四角对分反复直到

缩至100g,于样品取样区均匀分布的5点用手指夹取

取样,取样顺序应由顶部逐渐至底部。若缩样后的样

品不均匀,可反复缩样直至达到规定的试样质量,剩余

样品可作留样(见表2)。按标准相关要求,在保证检测

结果准确性的前提下,羽绒检测取样量较少,可减轻企

业品控成本。

2.2 羽绒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包括绒子、绒丝、羽丝、水禽羽毛、水禽损

伤毛、陆禽毛、长毛片、大毛片、杂质的分离。初步分拣

需要分离出包含绒子/绒丝/羽丝的混合物、水禽毛、水
禽损伤毛、陆禽毛(含陆禽损伤毛和陆禽丝)、长毛片、
大毛片、杂质;第二步分拣需从包含绒子/绒丝/羽丝的

混合物中分离出绒子、绒丝和羽丝,如第二步分拣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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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水禽羽毛、杂质等其他成分,则需进一步分离(样
品如为纯毛片,不需要进行第二步分拣)。试样比照

GSB16-2763的规定进行归类分离。需要注意的是,

第二步分拣时,成分分析检测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羽绒样品取样量减少了一半,增加了大毛片含量的检

验,采用“四角对分法取样”,能使取样更均匀。

表1 合格品质量要求

标称绒子
含量/%
≤

绒子含量
允许偏差
/%≤

羽绒+
羽丝
/%≤

水禽损
伤毛/%
≤

陆禽毛
/%≤

长毛片
/%≤

杂质/%
≤

蓬松度/cm≥

鸭绒 鹅绒

耗氧量
/mg·(100g)-1

≤

清洁度
/mm≥

残脂率
/%≤

鹅毛绒
含量/%≥

50 -3.0 10.0 3.0 2.5 2.0 1.2 11.5 12.5 5.6 500 1.2 85.0
60 -3.0 10.0 3.0 2.0 1.0 1.2 12.5 13.5 5.6 500 1.2 85.0
70 -3.0 10.0 2.0 1.5 0.5 1.2 13.5 14.5 5.6 500 1.2 85.0
75 -3.0 10.0 2.0 1.5 0.5 1.2 14.0 15.0 5.6 500 1.2 85.0
80 -3.0 10.0 2.0 1.0 0.5 1.2 14.5 15.5 5.6 500 1.2 85.0
85 -3.0 10.0 2.0 1.0 0.5 1.0 15.5 16.5 5.6 500 1.2 85.0
90 -3.0 10.0 2.0 1.0 0.5 1.0 16.0 17.0 5.6 500 1.2 85.0
95 -3.0 5.0 2.0 1.0 0.0 1.0 16.5 17.5 5.6 500 1.2 85.0

表2 检测项目重量要求

检验项目 单份试样质量/g 试样份数/份

成分分析 绒子含量≥50% ≥2 3(2份用于检验,1份备用)
绒子含量<50% ≥3 3(2份用于检验,1份备用)
纯毛片 ≥30 3(2份用于检验,1份备用)

蓬松度 30±0.1(前处理:40) 1
耗氧量 10±0.1 2
浊度 10±0.1 2
残脂率 绒子含量≥50% 2~3 2

绒子含量<50% 4~5 2
气味 10±0.1 2
酸度(pH值) 1±0.01(样品准备:5) 2
水分率/回潮率 绒子含量≥50% ≥25 2

绒子含量<50% ≥35 2
 注:表中“绒子含量”均为标称值。

  种类鉴定要求:(1)样品标称为鸭毛(绒),无需鉴

定种类。(2)样品标称为鹅毛(绒),需进行鹅、鸭毛绒

相关种类鉴定。(3)如鹅绒标称绒子含量≥80%,仅需

鉴定绒的种类。
按照 GB/T10288-2016标准要求进行相关操

作,将镊取的绒子和毛片分别整理,去除黏着的绒丝等

物,放置于投影仪或显微镜下比照,以标准GSB16-
2763相关 内 容 进 行 分 类 鉴 定,分 别 将 确 定 的 鸭 毛

(绒)、鹅毛(绒)和“不可区分毛(绒)”置于容器中,将容

器中的样品进行称取记录,质量需精确至0.0001g,计
算出各所占百分比含量(见公式1~7)。不可区分毛

(绒)分别按已鉴定的鹅鸭比例归类,原“含绒量”和现

在的“绒子含量”无法按照简单的方式换算,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行业内掺杂掺假的现象和某些恶性竞争的做

法。同样,在同一份样品,按GB/T10288-2003标准

进行测试(不可区分绒全部划入鹅绒),羽绒种类是鹅

绒,但按新版标准GB/T10288-2016进行测试,羽绒

种类可能是鸭绒(表3、表4)。
初步结果计算:
鹅 毛 绒 (%)= (鹅 绒% ×D %/100+ 鹅 毛%

×F %/100)×100 (1)
鸭 毛 绒 (%)= (鸭 绒% ×D %/100+ 鸭 毛%

×F %/100)×100 (2)
不可区分毛绒(%)=(不可区分绒%×D %/100

+不可区分毛×F %/100)×100 (3)
其中:

D (%)=(绒子%+绒丝%/100-杂质%-陆

禽%)×100 (4)

F (%)=(水禽羽毛%+羽丝%+损伤毛%+长

毛片%+大毛片%/100-杂质%-陆禽%)×100 (5)
最终结果不可区分毛绒分别按已鉴别的鹅鸭比例

归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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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鹅毛绒(%)=(鹅毛绒%+不可区分毛绒%
×鹅毛绒%/鹅毛绒%+鸭毛绒%)×100 (6)

最终鸭毛绒(%)=(鸭毛绒%+不可区分毛绒%
×鸭毛绒%/鹅毛绒%+鸭毛绒%)×100 (7)

表3 种类判定测试

初始计算 质量/g 试样结果/%

鸭 绒 0.0243 14.8
鹅 绒 0.1115 67.7
无法区分绒 0.0289 17.5
鸭 毛 0.0819 7.2
鹅 毛 0.7600 66.5
无法区分毛 0.3000 26.3
绒子质量/g 0.1647 毛片质量/g 1.1419

旧版GB/T10288-2003羽绒 羽绒种类鉴定结果 鹅绒

表4 新版GB/T10288-2016不可区分绒按比例分配

项 目 结 果

D/% 68.0
F/% 32.0

鹅毛绒/% 67.3
鸭毛绒/% 12.4

不可区分毛绒/% 20.3
最终鹅毛绒/% 84.4
最终鸭毛绒/% 15.6

GB/T10288-2016羽绒种类鉴定结果 鸭绒

2.3 绒子含量分析

绒子含量在已实施的羽绒团体标准 TB/TCF-
DIA001-2016取代了原含绒量的重要地位,成为了标

识部分所要求的强制标注的信息之一,直观地体现了

绒子含量与产品优质与否的对等关系。但含绒量与绒

子含量之间的关系却无法按照等同的概念来联系,含
绒量-绒丝含量≠绒子含量,且从现阶段开始类似绒

的定义涵括了过去一部分界定为毛片的绒毛,扩大了

类似绒与绒子含量的范畴,
含绒量=绒子(朵绒+未成熟绒+类似绒+损伤

绒)+占含绒量10%的绒丝。
绒子含量=朵绒+未成熟绒+类似绒+损伤绒。
商标中同样的含绒量,绒子含量的最终检测结果

可能是不一样的(见表5、表6)。
初步分拣:将检验试样及7个烧杯置于分拣箱内,

用镊子挑出各类毛片,将完整的水禽羽毛、水禽损伤

毛、陆禽毛、长毛片、大毛片、绒子/绒丝/羽丝的混合

物、杂质等7种成分分别置于不同容器中。
第二步分拣:将0.2g以上绒子/绒丝/羽丝的混合

物在混样槽中混匀,采用“四角对分法”进行分拣,将试

样中的绒子、绒丝、羽丝分拣放入不同容器中。如果仍

发现有水禽羽毛、陆禽毛、杂质等其他成分,应分别置

于不同容器中。
绒子含量(%)=mD/m1×mI/m2×100% (8)

式中  m1——— 初步分拣后所得的各种成分总质量,单
位为克(g);m2——— 第二步分拣后所得的各种成分总

质量,单位为克(g);mD———初步分拣后所得绒子/绒

丝/羽丝的混合物质量,单位为克(g);mI ———第二步

分拣后所得的绒子质量,单位为克(g)。
表5 绒子含量分析

第一阶段分析

初始质量/g 4.0587
成 分 质量/g 含量/%
绒子+绒丝+羽丝 3.9008 96.42
水禽羽毛 0.1449 3.58
陆禽毛 0.0000 0.00
杂质 0.0000 0.00
长毛片 0.0000 0.00
大毛片 0.0000 0.00
水禽损伤毛 0.0000 0.00
其他成分合计 --- ---
成分总合计m1 4.0457 100.00
异色毛绒 --- ---

第二阶段分析

初始质量/g 0.2057
成 分 质量/g 含量/%
绒子 0.1976 93.30
绒丝+羽丝 0.0058 2.74
水禽羽毛 0.0008 0.38
陆禽毛 0.0000 0.00
杂质 0.0000 0.00
水禽损伤毛 0.0000 0.00
其他成分合计 --- ---
成分总合计m2 0.2042 96.42
--- --- ---
--- --- ---

表6 绒子含量结果

检验项目 标准值 允差 实测值 单项判定

绒子含量/% 70 -3.0 64.2 不符合

(绒丝+羽丝)含量/% ≤10.0 7.2 符合

水禽羽毛含量/% 28.5 ---
水禽损伤毛含量/% ≤2.0 0.0 符合

陆禽毛含量/% ≤1.5 0.0 符合

长毛片含量/% ≤0.5 0.0 符合

大毛片含量/% ≤0.0 0.0 符合

杂质含量/% ≤1.2 0.1 符合

2.4 蓬松度

蓬松度作为体现成品羽绒服品质好坏的关键,其
数据值的高低与服装的保暖性息息相关,测试过程中

相对于其他羽绒性能指标误差较小,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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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0288-2016蓬松度项目采用蒸汽还原法,
有别于之前的烘干还原法,此方法更能将羽绒还原到

最初的状态,从而能得到更真实的蓬松度值,但此方法

与IDFBTestingRegulationsVersionJune201510-
B《国际羽毛羽绒局试验规则2015版》的蒸汽还原法有

所区别。GB/T10288-2016标准操作过程中将30g
通过蒸汽还原过的样品放置于标准大气环境中平衡,
时长达到24h以上,放置容器四周绷以100目不锈钢

纱网,最终取3次结果的平均值;IDFBTestingRegu-

lationsVersionJune201510-B《国际羽毛羽绒局试

验规则2015版》标准还原容器所采用的是1~1.19
mm尼龙或金属网(14或16泰勒网),大气环境下平衡

时长为48~72h,样品取样克数为(35±2)g,同样取3
次结果平均值,两组方法在取样和平衡时间上存在一

定的差异,且测试桶内径不同,导致相同质量的羽绒测

试的蓬松度高度值读数将不一样(表7),所以两者之间

所获得的数据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表7 蓬松度测试参数

项目标准 GB/T10288-2016 GB/T10288-2003 IDFBTestingRegulationsVersionJune2015

试样重量/g 30±0.1 28.4 35±2
试样数量/个 1 1 3
前处理箱/cm 内部尺寸 40×40×40 50×50×50 40×40×40

网面尺寸 35×35 -- 35×35
网孔目数 100目 -- 1~1.19mm或14.16泰勒网

还原方法 蒸汽还原 烘干还原 蒸汽还原

倒料桶/cm 圆桶内径 40±0.5 --- 40
圆桶高度 45±1 --- 46
底部内径 16±0.5 --- ---

蓬松度测试仪/mm 圆桶内径 ≥500 600 290±0.5
圆桶高度 288±1 245 ≥600
压盘直径 284±1 240 285±1
压盘质量 (94.25±0.5)g 68.4g (94.3±0.5)g

修约 0.1 0.01

  对比羽绒团体标准TB/TCFDIA001-2016,在羽

绒及制品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分级产

品需标注蓬松度、绒子含量、羽绒等级等内容,对羽绒

蓬松度提出更具体分级要求,依据蓬松度将羽绒划分

为A-AAAAA五个等级,AAAAA代表最高品质(表

8)。
表8 TB/TCFDIA001-2016分级产品蓬松度质量要求

产品等级 蓬松度≥/cm

A 12.0
AA 14.0
AAA 16.0
AAAA 18.0
AAAAA 20.0

  我们留意到,GB/T10288-2016与 TB/TCF-
DIA001-2016的蓬松度要求是有区别的(表1和表

8)。GB/T10288-2016标称绒子含量50%的鸭绒,
蓬松度达到11.25cm,若使用《羽绒分级标准》则A级

也达不到。羽绒种类标示鹅绒,无论绒子含量标示多

少,鹅绒含量最低需达到85%,否则直接判定不符合。

2.5 浊度

水萃取液的浊度是反映羽绒和羽毛表面存在(有
机和无机)杂质的一个指标。由于受到样品尺寸和光

源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高浊度值(>
500mm)羽绒样品萃取液的测试。新标准的浊度测试

有A法(目测法)和B法(专用浊度检测仪法),新增加

的专用浊度检测仪法,适用于发生争议和仲裁检测用。
在测试中,吸光光度法表现出很好的准确性、重现性和

灵敏性,特别是针对高浊度值,通过一条标准曲线或回

归方程,可以将羽绒浊度吸光值转换成 mm值。国标

GB/T10288-2016吸光法测试方法与IDFB测试方

法相同。

2.6 酸度

羽绒羽毛若用化学方法处理(或处理不当),蒸馏

水萃取液测定样品pH 值,可以考核羽绒原材料加工

信息。新标准增加pH值的检测要求,指标要求为4.0
~8.0。检测步骤和方法与IDFB相同,剪绒过程需带

手套,用150目标准筛过滤萃取液。标准GB/T1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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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规定了pH值的考核要求是4.0~8.0,相比于

GB18401的B类安全要求(4.0~8.5)更为严格。

3 结语

标准GB/T10288-2016采用国际羽毛局IDFB
测试规则测定羽绒的相关项目,取消微生物测试、不可

区分绒按鹅、鸭绒比例分摊、蓬松度前处理改用蒸汽还

原法测试,修改蓬松度测试桶、新增浊度和酸度的测

试,这些都体现了新羽绒标准向国际标准接轨。要注

意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鹅绒含量不要再图成本故意将

其含量调整在临界值中,因为根据新版检测,不可区分

绒的分配很可能导致按旧版本测试方法合格但是按最

新标准测试方法则不合格。
已于2016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实施的羽绒团

体标准TB/TCFDIA001-2016《羽绒分级标准》,强调

的是,上述四项GB和QB标准依然是对应羽绒及制品

市场准入执行的唯一标准,同时提高执行标准将把羽

绒及制品的品质、档次和价值挂钩,为不同层次消费者

选购不同档次的羽绒制品提供依据,扶优限劣,推广高

档羽绒制品,满足市场对高档羽绒商品的需求,对引导

市场健康发展,保护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GB/T17685-2016《羽绒羽毛》、GB/T10288《羽
绒羽毛检验方法》和TB/TCFDIA001-2016《羽绒分

级标准》标准的编制,旨在为精品和高端产品提供划分

准则,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羽绒及制品向高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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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ycomparingthedifferences,thedownandfeatherstandardsofGB/T17685-2016“downandfeather”,GB/T10288

-2016“testingmethodofdownandfeather”andTB/TCFDIA001-2016“gradingstandardfordownandfeather”wereanalyzed

and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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