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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ITTC用户们，
2019财年伊始，我们想诚挚地对每一位ITTC的
客户表达感谢：感谢大家与ITTC携手并肩，共同
走过了8年的风雨！
ITTC是宜家设立在中国的测试及培训中心，并
获有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和
CPSC（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资质。

快捷通道：
测试
- 宜家规范更新内容
- 最近获得认可的测试方法
- MYLIMS更新内容
培训
- FY19培训服务
联系我们

IKEA TEST LAB & TRAINING CENTRE, CHINA

我们致力于提供一站式服务，能够为宜家商场
大部分在售产品提供全套测试。
同时，为了给所有宜家产品类别部门和供应商
提供更便捷超值的服务，我们正在建立一站式
服务窗口。欲知更多信息，敬请关注下一期
ITTC业务期刊（2019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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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规范更新内容
编号 规范号

上次更新日期

1

IOS-PRG-0027 2018年6月20日

2

IOS-MAT-0010 2018年6月20日

注意： 我们仅列出了和测试要求相关的更新。

2. IOS-MAT-0010 的主要更新
1. 增加纺织品，聚合物包含塑料，硅树脂和
橡胶/弹性体/乳胶，和聚氨酯泡沫的物质要求
2. 有些物质设置了更低的限量

1. IOS-PRG-0027 的主要更新
1. 增加《加利福尼亚65提案》中列出的所有材料
2. 对于聚合物包含塑料，硅树脂和橡胶/弹性体/乳胶：
- 增加三氧化锑，聚氯乙烯和全部溴化阻燃剂；
- 增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DnHP”
3. 对于电子元件包含了印刷电路板：
- 增加三氧化锑，聚氯乙烯和全部溴化阻燃剂；
- 全部溴化阻燃剂的新测试方法；
- 全部溴化阻燃剂的要求从0.1%变成900mg/kg

<具体细节如下表>
附录 F

变化的物质

相关描述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

删除烷基酚亚磷酸盐类要求。

烷基酚类 (AP)

更新方法 ISO 18254-1

双酚A，双酚S 和 双酚F
表4
纺织材料

双酚S和双酚F的新要求
三种双酚物质总和限值更新为0.6 mg/L

甲醛

限值从100ppm更新为75ppm

重金属 (可提取)

六价铬限值从3.0mg/kg更新为1.0mg/kg

汞及汞化合物

限值从10 mg Hg/kg更新为0.5 mg Hg/kg

有机锡化合物

更新方法ISO 16179

邻苯二甲酸酯类

更新方法ISO 8124-6

多环芳烃

18种多环芳烃的总和限值为10 mg/kg和每个优先级的
多环芳烃限值为0.2 mg/kg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
烷基酚类(AP)

更新方法ISO 18254-1

烷基酚亚磷酸盐类
表5
聚合物包含塑料，
硅树脂和橡胶/弹性
体/乳胶

表6
聚氨酯泡沫

附录 F

二苯甲酮

新要求，限值 0.1%

双酚A，双酚S 和 双酚F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氯化石蜡

MCCP有要求，限值100mg/kg

钴及其化合物

新要求，限值100 mg Co/kg

重金属 (可提取)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汞及汞化合物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有机锡化合物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邻苯二甲酸酯类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2,4- 和 2,6-TDA

增加 Europur 方法作为选择

4,4’- 和 2,2’- 和 2,4’-MDA

增加 Europur 方法作为选择

氯化石蜡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有机锡化合物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邻苯二甲酸酯类

与纺织材料中要求相同

阻燃剂

增加MCCP 和 LCCP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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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获得认可的测试方法
以下规范中的测试能力已获得了认可，现已开放测试服务。
IOS-MAT-0103 塑料的食品接触材料 - 化学要求
IOS-MAT-0112 纸张和纸板的食品接触材料 - 化学要求
IOS-MAT-0135 染色和漆皮软木的黄化
IOS-MAT-0137 乳胶泡沫填充物 - 机械/物理要求
如需咨询相关问题，
欢迎联系ITTC客服。

IOS-MAT-0149 石英复合材料 - 化学/机械/物理要求
IOS-MAT-0159 家具油毡 - 机械/物理要求

诺鲁克
吧台

IOS-PRF-0089 办公使用工作台 - 安全/强度/耐用性要求
IOS-PRF-0099 用于公共场所和办公室使用的办公桌/桌子 - 机械要求

IOS-PRG-0092 用于包的纺织材料 - 阻燃性/化学要求

索玛 2018

IOS-PRG-0093 用于包的纺织材料 - 机械/色牢度要求

背包

IOS-PRG-0094 肩包和背包 - 机械要求

MYLIMS更新内容

*MYLIMS系统=ITTC 在线测试订单系统

MYLIMS系统从2018年1月1日正式开放注册起，我们根据用户需求持续改进了该系统的功能。
例如：
1. 自动保留申请者信息，省去新建订单时重复输入的步骤。
2. 选定测试项目后，可预览测试单价，周期和样品需求量信息。
3. 取消ITTC预审核步骤，申请者下单即可送样。
4. 增加了电子申请单打印功能，便于文档管理。
5. 增加EXCEL导出功能，申请者可导出历史订单数据，便于管理。
MYLIMS 链接：https://www.ittc-lab.biz/mylims
欢迎大家持续使用并反馈，有任何问题请联系Chester Xu。
Chester Xu 邮箱：chester.xu@ik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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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9培训服务
ITTC也为宜家供应商及宜家员工提供一系列技术培训，使得宜家质量要求得到更好的落实，促进产品质量进
一步提高并提升对质量的信心。
*CN = 中文场次
EN = 英文场次

- 以下是 FY19的研讨会计划 ，欢迎宜家供应商及相关同事报名。
1. 食品接触材料

2. T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IOS-MAT-0103 塑料材质(CN)

2019.03.21

IOS-MAT-0103 塑料材质 (EN)

2019.03.22

TVOC (CN)

2018.11.28

IOS-MAT-0124/0125 硅橡胶 (CN)

2019.08.08

TVOC (EN)

2018.11.29

IOS-MAT-0124/0125 硅橡胶 (EN)

2019.03.20

TVOC (EN)

2019.07.31

3. 表面抗性及耐腐蚀性

4. 防火安全

表面抗性 (CN)

2018.10.23

软体家具防火安全要求 (CN)

2018.12.18

表面抗性 (EN)

2018.11.27

软体家具防火安全要求 (EN)

2019.03.21

耐腐蚀性 (EN)

2019.03.19

耐腐蚀性 (CN)

2019.04.25

6. 儿童产品

5. RoHS（电子电器化学测试）
RoHS PRG-0027(CN)

2018.12.18

7. 地毯
地毯 (PRG-0032) (CN)

2019.04.19

地毯 (PRG-0032) (EN)

2019.08.02

TM-0007 和儿童安全
(PRG-0026/0030/0050)(CN)

2019.04.18

TM-0007 和儿童安全
(PRG-0026/0030/0050)(EN)

2019.08.01

如何申请？ - 下载供应商申请表，点击此处至申请表下载页面。
填写完毕后发送至 ittc.cs@ikea.com.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
欢迎发送邮件至：
ittc.cs@ikea.com

- 除研讨会外，还有每个月一次，面向宜家供应商的 供应商开放日 。 欢迎大家带着测试方面的问题来到
ITTC，通过与实验室工程师的深入沟通，加强供应商对宜家产品质量要求的认识，更高效地改进产品质量。

如何申请？ - 点击此处进入供应商开放日在线报名链接。

ITTC客服联系信息
纺织品/玩具/皮革/人造革/拉链/包/窗帘测试：
Hyuki Xiang
Tel: +86-21-3755 4809, Email: hyuki.xiang@ikea.com

零配件/蜡烛/纸板包装材料测试：

Doria Zhang
Tel: +86-21-3755 4884, Email: doria.zhang@ikea.com

化学/食品接触材料测试：
Star Zhao
Tel: +86-21-3755 4869, Email: star.zhao@ikea.com

家具/海绵测试：

Phoenix Cai
Tel: +86-21-3755 4815, Email: phoenix.cai@ikea.com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