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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项目的进展情况
「功能性加工纺织品的试验方法及认证方法

在APEC区域内的能力建设」

2019年10月24日

于：江西省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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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団法人 繊維評価技術協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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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EC

「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是指被太平洋包围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

（2）组织成员

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印度尼西亚、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美国、

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秘鲁、俄罗斯、越南

（3）APEC的基本理念

□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商贸的便利化 (Business Facilitation)

□经济、技术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为实现基本理念给予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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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

SCSC 01 2018T-功能性加工纺织品的试验方法及认证方法在APEC区域内的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 on Testing Methods for Functionality Finishing on Textile Products and

Certification Methods within the APEC Region）
SCSC:标准和一致化分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Standard and Conformance)

（2）项目的内容和目的

通过组织开展有关纺织品的4个ISO标准试验方法（抗菌性试验、消臭性试验、防螨性试验、抗病毒性
试验）的讲座，并组织实施这些试验方法的联合试验，使得试验方法在APEC区域内达成统一，提高技术力。
同时对于ISO17065（合格评定 - 机构认证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的要求）进行解释说明，促进纺织品产品认
证的公正化及明确化。

从而达到推进功能性纺织品的认证及标识，有助于在APEC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壁垒和消除消费的不利因素。

（3）共同提案成员

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
泰国、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

（4）预算金额
USD 199.784

（5）期限

通过日：2018.7.23

项目期限：2018年8月～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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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讲座
(基础篇 1)

2018.11.8-9
华盛顿DC

2nd 讲座
(基础篇2)

2019.2.20-21 
雅加达

联合试验

2019.7-9

4th 讲座
(实践篇)

2019.11.20-21
上海市

联合试验
的统计分析

2019.10

3rd讲座
（应用篇）
2019.6.5-6
台北市



（1）日期：2018年11月8日～9日

（2）场所：美国总统府内、美国通商代表部的会议室

（3）内容：

・「功能性纺织品概述」・「关于美国功能性纺织品概述」

・AATCC100（抗菌性试验方法/美国）・ISO20743（抗菌性试验方法）

・ISO17299-1～5（消臭性试验方法）・ISO13629-1（防霉试验方法）

・ISO18184（抗病毒试验方法）

・ISO/IEC17065（合格评定 - 机构认证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的要求）

・参观白宫

（4）举办结果：

越南、秘鲁、菲律宾、俄罗斯、美国、日本的6个国家12人参加。

参会人员中女性5名、政府机关人员6名。

但是，预定参加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3人由于未能及时获取签证缺席了此次会议。

总统府／通商代表部的Mr.Kent C. SHIGETOM为此次会议安排了无偿的会议室和话筒，还安排了参观

白宫等环节， 全力支持了本项目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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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期：2019年2月20日～21日

（2）场所：JETRO雅加达会议室

（3）内容：

基本与第一次讲座内容相同。

・「功能性纺织品概述」 ・「关于雅加达功能性纺织品概述」

・AATCC100（抗菌性试验方法/美国）・ISO20743（抗菌性试验方法）

・ISO17299-1～5（消臭性试验方法）・ISO13629-1（防霉试验方法）

・ISO18184（抗病毒试验方法）

・ISO/IEC17065（合格评定 - 机构认证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的要求）

（4）举办结果：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中国台北

美国、日本的9个国家・地区48人参加。

其中女性29名，政府机关人员28名。

但是，原本预定出席的2名墨西哥代表，由于上层正值轮替期间未获批，

缺席了本次讲座。

此外，在申请日期截至后仍收到报名申请，由于名额已满拒绝了申请。

此次，纤技协的辻本裕会長自费参加了本次讲座，并发表了致辞。

更有马来西亚4名和台湾3名也自费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举办期间，得到了PT．MERTEX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局（BSN）

的大力支持。JETRO（日本贸易振新机构）提供了会议室。

7



（1）日期：2019年6月5日～6日

（2）场所：长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

（3）内容：

第1次的基础篇、第2次讲座的应用篇

・「纺织品及服装的世界贸易最新情报」

・「关于台湾功能性纺织品的试验方法和评价方法」

・「联合试验用试样的制作方法」

・「抗菌联合试验的实施方法」

・「消臭联合试验的实施方法」

・「ISO/IEC17065的事例」

（4）举办结果

中国、中国台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越南、俄罗斯、智利、日本的10个国家・地区的74人参加，

是一场气氛活跃的讲座。

其中女性32名，政府机关人员20名。

本次为应用篇，不仅仅通过照片或者插图的形式讲解试验方法，

还利用动画、实际试验中使用到的实验器具或试剂进行现场模拟操作，

进一步加深对标准的理解。

本次讲座得到了台湾纺检及台湾标准检验局（BSMI）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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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核进展及成功率，所设定的目标及进展如下。

Ａ．＜总参加人数：93人＞

Ｂ.＜女性参加者比例：30％＞

Ｃ．＜女性演讲人数：2人（个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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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合计

总计
目标：93人

目标值 17 25 25 26 93

实际值 12 48 74 134

其中APEC
资金

目标值 11 11 10 10 42

实际值 4 8 10 22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合计

参加者人数 12 48 74 134

女性参加者人数 5 29 32 66

女性比例（30％） 42％ 60％ 43％ 49％

演讲 目标值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回 合计

全部人数 6 5 6 6 6 6

女性:目标2人 2 1 1 2 2



为了考核进展及成功率，所设定的目标及进展如下。

Ｄ．＜参加成员数：7国＞

Ｅ．＜讲解标准数：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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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合计

参加成员
（目标值：7国）

中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秘鲁 智利
菲律宾 俄罗斯 泰国 越南 美国
中国台北 日本 中国香港（仅联合试验）

13国

澳大利亚 文莱 加拿大 韩国
墨西哥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新西兰 新加坡

8国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合计

标准
（目标值：6个）

☑AATCC100    ☑ISO20743  ☑ISO17299-1～5
☑ISO13629-1   ☑ISO18184  ☑ISO/IEC17065

6个标准



＜参加讲座的效果／Q1、Q4、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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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much very

问卷调查回收率
第1次：4/12 33％
第2次：27/48 56％
第3次：32/74 43％

您与贵国的关心程度

参加前的知识与技能

参加后的知识与技能

第1次(华盛顿)

第2次(雅加达)

第3次(台北)



（1）试验项目：
□ ISO 20743:2013（抗菌试验）

菌液吸收法、混合稀释平板培养法、金黄色葡萄球菌(WDCM code 00193)
□ ISO 17299-1~5:2014（消臭试验）

检知管法、氨气（NH3）

（2）参加者：7/24截至
中国、泰国、秘鲁、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北的
8个国家・地区的31家试验室参加。
抗菌试验8个国家・地区的28家试验室、消臭试验5个国家・地区的15家试验室参加。

其中，抗菌试验和消臭试验均参加的有12家试验室。

（3）日程安排
□ 试验试样等的投递：8月中旬
□ 试验结果的提交期限：9月30日
□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10月
□ 统计分析结果的报告：11月预定刊登在SEK主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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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期：2019年11月20日～21日

（2）场所：一般财团法人纺检品质评价机构 上海试验中心（上海爱丽纺织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3）日程安排（计划方案）

①近年来的纺织品技术开发

②中国功能性纺织品（设想主题）

③联合试验的统计结果解析及启动（抗菌试验）

④联合试验的统计结果解析及启动（消臭试验）

⑤SEK标识认证体系的现状

⑥参观一般财团法人纺检品质评价机构 上海试验中心（上海爱丽纺织技术检验有限公司）

⑦参观毛检试验认证中心 上海事业所

毛检试验认证中心 上海事业所 纺检品质评价机构 上海试验中心（上海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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