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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TI承检抽检的任务介绍
2017年，华测检测认证集团（下面简称CTI）与全国各地的省（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质监局/消费者协会等政府部门开展了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抽检的受托合作，共
抽检了9089批次，检出不合格1635批次（注：此处统计的不合格批次不包括由于部分
承检合同尚未完结，或者有复检的情况），共承担了来自全国24个省（详见图1.1）122
个地级市的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与抽查检验工作，主要涉及商品种类有：日用及纺
织品、电子电器产品、轻工产品、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和电工及材料等5大类商品。

1 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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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字的单位是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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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7年CTI承检政府项目的抽检区域分布



1.2 承检抽检涉及的主要商品类别情况
本分析报告对商品类别的分类统计是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2015版》

的产品目录分类标准，据此统计，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产品共涉及5类一级产品，27
类二级产品，136类三级产品，具体如下：

 ●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带电玩具、非电玩具、学生用品和休闲服装等33类日用
及纺织品；

 ● 移动电话、移动电源、电热水壶和LED照明灯具等65类电子电器；
 ● 纸尿裤（片、垫）、卫生巾(含卫生护垫)等11类轻工产品；
 ● 陶 瓷 砖 、 合 成 树 脂 乳 液 内 墙 涂 料 、 陶 瓷 片 密 封 水 嘴 和 无 规 共 聚 聚 丙 烯

（PP-R）管材等23类建筑装饰装修材料；
 ●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电力电缆等4类电工及材

料。

按照产品的一级分类来划分，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5类产品的批次比例，见图
1.2。由图可见，2017年度CTI承检抽检的日用及纺织品的批次最多，占2017年全年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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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5类产品的批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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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抽检数量最多的产品——日用及纺织品类，分析了其中具体涉及的二级产品
种类，包括：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带电玩具、非电玩具、学生用品等其他种类，详细
产品抽检数量构成比例见图1.3。由图可见，政府十分关注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的商品质
量，抽检批次占日用及纺织品的23%。此处，图1.3饼图中的“其他”包括：皮鞋、皮
凉鞋、儿童推车、童鞋、西服大衣、内衣、休闲鞋等等。

04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23.30%

带电玩具
16.45%

非电玩具
14.23%

学生用品
12.55% 休闲服装

8.33%

皮鞋、皮凉鞋
3.49%

儿童推车
3.08%

童鞋
2.38%

西服、大衣
2.21%

内衣
2.21%

休闲鞋
1.44%

羽绒服装等其他22类
10.34%

其他

25.14%

图1.3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主要的日用及纺织品



2.2 不同售卖场所的抽检合格率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流通环节售卖场所主

要包括超市、专业市场、商场、专卖店、小商
铺、集贸市场、网抽、其他共八类场所，这八类
售卖场所的商品质量抽检合格率情况具体见表
2.2。根据表2.2的统计数据，2017年CTI承检的
抽检场所中，商场和专业市场的抽检合格率较
高，网抽、专卖店和超市的抽检合格率持平，集
贸市场和小商铺的抽检合格率最低。

以产品抽检合格率高于80%的产品为例（详

见表2.1中的十类产品），分别统计了十类产品

在八种售卖场所的质量状况特征，不同产品监督

抽检的重点售卖场所有哪些，见表2.3。

2.1 商品抽检合格率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产品（此处按照产品的二级分类来划分）中人造板、水泥、

新型墙体材料、电器附件、家用纸制品、陶瓷砖6种产品的抽检合格率在90%以上；学
生用品、其它日用消费品、建筑钢材、家用电器4种产品的抽检合格率在80%和90%之
间，详见表2.1。除上述产品，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其他产品，包括玩具、电线电缆、
珠宝类产品、塑料管材及管件、电子产品、鞋类、纺织品、婴童用品、服装等17类产品
的抽查合格率不到80%。

2 承检抽检的商品质量状况分析

表2.1 2017年CTI承检抽检产品的合格率

表2.2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不同售卖
场所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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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合格率 产品分类 合格率

人造板 100.00% 陶瓷砖 91.06%

水泥 100.00% 学生用品 89.54%

新型墙体材料 100.00% 其它日用消费品 86.36%

电器附件 97.73% 建筑钢材 85.29%

家用纸制品 93.02% 家用电器 84.48%

抽检场所 抽检合格率

集贸市场 61.90%

小商铺 63.86%

其他 66.89%

网抽 68.02%

专卖店 69.70%

超市 69.77%

商场 71.20%

专业市场 75.31%



以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电器类产品在不同售卖场所的抽检合格率为例，其中
在超市、小商铺和集贸市场抽检的家用电器合格率低于80%，在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
的合格率较高，详见图2.1。故购买家用电器此类产品，建议去专业市场或商场。

表2.3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产品在不同售卖场所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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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抽检场所 抽检合格率 产品分类 抽检场所 抽检合格率

学生用品

超市 100.00%

其它日用消费品

超市 85.00%

集贸市场 0.00% 专业市场 100.00%

其他 85.19% 总计 86.36%

商场 80.65%
水泥

小商铺 100.00%

网抽 82.76% 总计 100.00%

小商铺 91.03%

建筑钢材

其他 69.23%

专卖店 97.06% 小商铺 95.24%

专业市场 66.67% 总计 85.29%

总计 89.54%

人造板

小商铺 100.00%

家用电器

超市 65.66% 专业市场 100.00%

集贸市场 75.00% 总计 100.00%

其他 93.08%

陶瓷砖

其他 88.10%

商场 94.86% 小商铺 87.95%

网抽 84.21% 专卖店 100.00%

小商铺 66.97% 专业市场 98.04%

专卖店 92.86% 总计 91.06%

专业市场 100.00%
新型墙体材料

其他 100.00%

总计 84.48% 总计 100.00%

家用纸制品

超市 93.09%

电器附件

网抽 100.00%

其他 100.00% 小商铺 95.65%

商场 98.36% 专卖店 100.00%

小商铺 90.37% 专业市场 100.00%

专卖店 85.00% 总计 97.73%

专业市场 100.00%

总计 93.02%



以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纸制品类产品在不同售卖场所的抽检合格率为例，其
中在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的合格率较高，详见图2.2。因此专业市场或者商场中的家用
纸制品相对比较有质量保障。

图2.1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电器在不同售卖场所的抽检合格率

图2.2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纸制品在不同售卖场所的抽检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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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17年CTI承检抽检产品的原产地的抽检合格率

2.3 抽检产品原产地的合格率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27类产品（按照产品的二级分类来划分）的原产地覆盖包

括27个省、直辖市。以产品抽检合格率较高的产品（合格率高于80%）为例（详见表
2.1中的十类产品），分别统计了十类产品的原产地及其对应的抽检合格率情况，详见
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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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产品原产地 抽检合格率 产品分类 产品原产地 抽检合格率

学生用品

安徽省 100.00%

其它日用消费

品

安徽省 100.00%

福建省 100.00% 福建省 50.00%

广东省 90.41% 广东省 100.00%

河南省 100.00% 湖北省 100.00%

湖北省 100.00% 江苏省 100.00%

吉林省 100.00% 山东省 100.00%

江苏省 88.00% 山西省 0.00%

山东省 100.00% 浙江省 66.67%

上海市 85.29% 总计 86.36%

未知 93.55%
水泥

陕西省 100.00%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0% 总计 100.00%

浙江省 85.71%

建筑钢材

安徽省 100.00%

总计 89.54% 河北省 100.00%

家用电器

安徽省 100.00% 湖北省 100.00%

北京市 33.33% 江苏省 100.00%

广东省 69.70% 江西省 100.00%

河北省 66.67% 山西省 100.00%

江苏省 100.00% 陕西省 33.33%

江西省 100.00% 四川省 62.50%

山东省 90.00% 天津市 100.00%

上海市 91.49% 重庆市 100.00%

四川省 50.00% 总计 85.29%

未知 87.37%

人造板

江苏省 100.00%

浙江省 87.10% 浙江省 100.00%

总计 84.48% 总计 100.00%



由表2.4可见，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电器原产地包括10个省（直辖市），其
中安徽省、江苏省和江西省生产的家用电器类产品合格率为100%。但抽检的家用电器
的产地属于这三地的批次不多，故此处产品原产地抽检合格率数据结合其他抽检信息
来运用更合理。

由表2.4可见，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家用纸制品原产地包括23个省（直辖市），
其中有18省（直辖市）生产的家用纸制品类产品合格率为100%，可再结合其他抽检信
息来运用产品原产地抽检合格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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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产品原产地 抽检合格率 产品分类 产品原产地 抽检合格率

家用纸制品

安徽省 100.00%

陶瓷砖

福建省 75.00%

北京市 100.00% 广东省 95.39%

福建省 92.21% 湖北省 50.00%

广东省 88.00% 江西省 55.56%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00% 香港特别行政区 50.00%

贵州省 100.00% 云南省 100.00%

河北省 60.00% 浙江省 100.00%

河南省 100.00% 总计 91.06%

黑龙江省 100.00%

新型墙体材料

福建省 100.00%

湖北省 85.71% 广东省 100.00%

湖南省 100.00% 总计 100.00%

江苏省 94.74%

电器附件

广东省 95.45%

江西省 100.00% 河北省 100.00%

辽宁省 100.00% 江苏省 100.00%

山东省 100.00% 上海市 100.00%

陕西省 100.00% 未知 100.00%

上海市 100.00% 浙江省 100.00%

四川省 100.00% 总计 97.73%

天津市 100.00%

未知 100.00%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00%

云南省 100.00%

浙江省 87.88%

重庆市 100.00%

总计 93.02%



表2.5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电热水壶户的价格分

布及抽检合格率

表2.6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纸尿裤（片、垫）

的价格分布及抽检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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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商品不同价格区间的抽检合格率
由于CTI获取数据的局限性，不一定能够获得所有抽检产品的准确销售单价，因

此，本章节以电热水壶和纸尿裤（片、垫）两种产品为例，分析在不同价格区间的产
品抽检合格率情况。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电热水壶类产品，最低的销售单价为10元，最高的销售单
价为339元，将价格分为3个区间，各价格区间的产品抽检合格率见表2.5。随着价格的
升高，电热水壶的抽检合格率越高。可见，“价廉”的产品不一定“物美”。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纸尿裤（片、垫）类产品，最低的销售单价为2元，最高的
销售单价为189元，将价格分为4个区间，各价格区间的产品抽检合格率见表2.6。
50-100元价格区间的抽检合格率高。因为不同的纸尿裤每包的数量不一样，此处的价
格以包为单位，分析结果仅作参考。

价格区间（元） 抽检合格率

≤50 45.45%

50-150 93.18%

＞150 100.00%

价格区间（元） 抽检合格率

≤50 85.09%

50-100 95.28%

100-150 91.49%

＞150 88.89%



表3.1 2017年CTI承检抽检产品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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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不合格产品详情
综合2017年CTI承检抽检产品目录，以及国抽重点产品目录（此处国抽重点产品目

录，包括2017年、2018年的国抽重点产品：参见2018年1月22日质检总局发布的2018
年第8号公告“2017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状况”，选取2017年国抽通报结果中合格
率较低的产品类别，以及2017年12月11日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发布的“2018年第
一季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承检机构入围招标公告”，针对入围2018年第一季度的
国抽产品目录），选取CTI在2017年曾承检抽检的相关产品检验结果，详见表3.1。从表
中可以直接看出国抽重点产品的主要不合格项目。

3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分析

产品分类 主要不合格项目

床上用品 使用说明、纤维含量、pH 值

衬衫 纤维含量、使用说明

背提包
震荡冲击、标识标志、缝合强度、

拉链耐用度

旅行箱包 振荡冲击性能、标识标志、行走性能、缝合强度、拉杆耐疲劳性能

电磁灶 标志和说明、热效率、接地措施

电压力锅 输入功率和电流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 输入功率和电流、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室内加热器
标记和说明、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对触及带电体部件的防护、输入功

率和电流

吸油烟机 标志和说明、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厨房机械 标志和说明、机械强度

休闲服装 使用说明、纤维含量、耐干摩擦色牢度

童鞋 重金属、标识标志、甲醛含量

电热水壶 标志和说明、接地措施、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卫生巾(含卫生护垫) 标志



表3.2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旅行箱包的主要不合格项目

3.2 不合格项目案例分析
下面将综合考虑抽检批次、不合格检出率、市场关注度、新兴产品、国抽重点

等等因素，选择产品——旅行箱包，进行具体的抽检结果统计与分析。

2017年CTI承检抽检的旅行箱包，该产品的不合格检出率为100%，不符合标准
QB/T 2155-2010《旅行箱包》的要求，主要不合格项目包括振荡冲击性能、标识标
志、行走性能、缝合强度、拉杆耐疲劳性能，详见表3.2。由表可以看出，2017年
CTI承检抽检的93%的旅行箱包的振荡冲击性能不合格，超过50%的旅行箱包标识标
志不合格。

（1）振荡冲击性能：振荡冲击性能是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箱包各部件经受振荡冲

击作用后能否保持其正常使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该项目不仅考核拉杆、背带、提

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的结合牢度，还考核这些部件本身的抗冲击强度，同时还考

核包体面料断裂性能、缝合工艺等综合性能。该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缝合问

题：背带、提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连接处的缝合不牢固；二是带袢问题：起连接

作用的各类带袢太窄、太薄或无增强基底使得带袢力学性能差；三是连接件问题：带

袢与包体的连接件装配不牢固，或是连接件的质量较差。该指标不合格，箱包可能无

法正常使用。箱包在振荡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合格情况，但改进方法

可归纳为两类：第一，选择质量较好的原料和配件。第二，对受力部位进行适当补

强。

（2）标识标志：产品标志标签是生产者、经销者向消费者(使用者)传达识别产

品、了解产品性能及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的窗口，是生产者、经销者传递产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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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项目 发生概率

振荡冲击性能 93.33%

标识标志 53.33%

行走性能 26.67%

缝合强度 13.33%

拉杆耐疲劳性能 6.67%

息和说明有关问题的信息桥梁。产品标志标签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生产者、经销

者对标注要求认识模糊不清、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以致造成有意或无意漏标、错

标。

（3）行走性能：行走性能是模拟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走轮与路面发生摩擦、碰撞

等机械作用，考核走轮和箱包整体对外界作用的抵抗力和耐久性能。不合格现象：一

是因发热轮架变形损坏，二是轮子磨损量大或塑料套脱落。导致不合格的原因：一是

选择耐热性能较差的材料，如聚丙烯(PP)，二是未在轮架衔接部位(轮子轴承处)增加起

保护的隔热层。

（4）缝合强度：缝合强度是箱包产品在正常负重下耐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此

项目不合格容易造成箱包缝合位置开裂或者面料破裂等问题，从而影响箱包的正常使

用。该项目不合格的原因：一是企业采用了较轻薄或者强力差的面料或缝线；二是企

业采用的车缝工艺不恰当。该指标不合格，包袋容易破损，影响箱包正常使用。

（5）拉杆耐疲劳性能：按照标准要求，拉合3000次，拉杆应无变形、卡阻、松

脱等现象。

针对旅行箱包的的不合格项目分析，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关注以下几方面：

（1）查看标签、标识及标样。一个合格的标签中应包含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尺

寸、面料和里料材质、检验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联系电话、保养维护说明等信息。

部分产品还会在箱体上悬挂标样，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标样对箱体面料有个大概的了

解与认识。标识和标样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的基本信息，帮助消费者选取适合

自己的旅行箱包产品，认清标签上标注的材料等信息是否与自己的要求相符，标注模

糊不清或未标注的尽量不买。

（2）查看皮具、箱包产品的缝线。查验是否有断线，缝合线是否整齐、平直，检

查包角缝边、提把等部件缝合是否牢固，不得有歪线、漏缝、跳线、浮线、双针眼等。

（3）查看外观。将皮具、箱包平放，从前后两个方向查看产品是否端正；查验面

料外观，皮革要求革面平整、厚薄均匀、无起壳、无裂浆、表面无严重折痕；人造革

和合成革不允许有明显凹凸、疙瘩和印道;纺织面料要求无断经、断纬，无明显疵点；

如箱包为硬箱时，箱壳表面应光洁、无伤痕，棱角光滑不粗糙，颜色搭配适宜，缝线

整齐，针脚长短均匀一致，没有线头外露，面料平整无瑕疵，没有鼓泡，没有裸露的

毛边。

（4）检查箱包的走轮、拉杆、拉链、箱锁等部件。查看走轮是否转动自如，查看

走轮时，可以将箱体倒放，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拨动轮子，使其空转，轮子转动要灵

活，轮与轮轴配合不紧不松，箱走轮应选择橡胶材质的，噪音小且耐磨，走轮应优先

选择带轴承的，这种走轮可以减少橡胶轮与中心轴的摩擦，防止因过热导致走轮变形;

拉杆是否拉合顺畅，查看拉杆时，可以反复伸缩拉杆，感受拉杆应顺滑、拉杆锁可正

常开关，还可以将拉杆倾斜至45°，轻轻按压拉杆，感受拉杆的强度;拉链是否拉合顺

滑，查看拉链时，可反复拉合拉链，拉链拉合应顺滑；箱锁闭合正常，查看箱锁时，

可反复开合箱锁，如为密码锁，可多设置几组密码，箱锁应闭合正常。

（5）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尽量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信誉评价

高的店铺中购买有较好信誉的品牌。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产品，其货源、质量较易得到

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一般也较高。选购时，应注意查看产品信息，如型号或规格、

颜色等，以便买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收到产品后，应仔细查看，如有问题及时退

换货。

（6）另外，请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不要购买抽检不合格商

品。选购到不合格商品时，可拨打12345或12315进行反映。

4 主要结论与CTI建议

4.1 主要结论

因CTI承检抽检的抽检区域和产品种类是有限的，并未涵盖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产

品类别，故存在原始大数据局限性，上述依据CTI承检抽检所得的抽检统计分析结果，

并不能完全地反映流通领域的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故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1）电器附件、家用纸制品、陶瓷砖、学生用品、其它日用消费品、建筑钢材、

家用电器的抽检合格率高，一方面说明这些类别产品管控较严格，产品质量相对较

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我司所抽检的对应类别的产品批次较少，局部不能完全反映

整体。

（2）CTI抽检的箱包类产品合格率较低，其中93%的旅行箱包的因振荡冲击性能

不合格，超过50%的旅行箱包因标识标志不合格。此外，CTI抽检的照明光源及灯具类

产品合格率也较低，其中LED照明灯具的不合格原因主要集中在标记和电源端子骚扰压

力项目。

（3）流通领域抽检所涉及的八类售卖场所中，“商场”和“专业市场”所抽检的

产品合格率较高。其他六类售卖场所所抽检产品的合格率，相对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所

抽检的产品合格率低。因此，建议消费者尽量去正规场所购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2 CTI建议

上述CTI总结的2017年承检抽检的产品类别、售卖场所、产品原产地、销售价格、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抽检合格率等统计分析结果，可作为全国各地政府执法机构进行

商品质量监管整治和供给侧改革的参考资料。

大数据的运用是没有边际的，在数据积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总结年度

的数据，同时可以具体统计到不同季节（或节假日）、不同地区、不同原产地、不同

价格、不同品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借力对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

果，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全国各地监督执法机构政府无论是制订未来的抽检计划，或

是进行风险监测，或是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商品质量，都能做到更加的有的放矢，最

终提升流通领域整体商品质量，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



（1）振荡冲击性能：振荡冲击性能是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箱包各部件经受振荡冲

击作用后能否保持其正常使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该项目不仅考核拉杆、背带、提

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的结合牢度，还考核这些部件本身的抗冲击强度，同时还考

核包体面料断裂性能、缝合工艺等综合性能。该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缝合问

题：背带、提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连接处的缝合不牢固；二是带袢问题：起连接

作用的各类带袢太窄、太薄或无增强基底使得带袢力学性能差；三是连接件问题：带

袢与包体的连接件装配不牢固，或是连接件的质量较差。该指标不合格，箱包可能无

法正常使用。箱包在振荡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合格情况，但改进方法

可归纳为两类：第一，选择质量较好的原料和配件。第二，对受力部位进行适当补

强。

（2）标识标志：产品标志标签是生产者、经销者向消费者(使用者)传达识别产

品、了解产品性能及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的窗口，是生产者、经销者传递产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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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说明有关问题的信息桥梁。产品标志标签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生产者、经销

者对标注要求认识模糊不清、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以致造成有意或无意漏标、错

标。

（3）行走性能：行走性能是模拟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走轮与路面发生摩擦、碰撞

等机械作用，考核走轮和箱包整体对外界作用的抵抗力和耐久性能。不合格现象：一

是因发热轮架变形损坏，二是轮子磨损量大或塑料套脱落。导致不合格的原因：一是

选择耐热性能较差的材料，如聚丙烯(PP)，二是未在轮架衔接部位(轮子轴承处)增加起

保护的隔热层。

（4）缝合强度：缝合强度是箱包产品在正常负重下耐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此

项目不合格容易造成箱包缝合位置开裂或者面料破裂等问题，从而影响箱包的正常使

用。该项目不合格的原因：一是企业采用了较轻薄或者强力差的面料或缝线；二是企

业采用的车缝工艺不恰当。该指标不合格，包袋容易破损，影响箱包正常使用。

（5）拉杆耐疲劳性能：按照标准要求，拉合3000次，拉杆应无变形、卡阻、松

脱等现象。

针对旅行箱包的的不合格项目分析，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关注以下几方面：

（1）查看标签、标识及标样。一个合格的标签中应包含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尺

寸、面料和里料材质、检验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联系电话、保养维护说明等信息。

部分产品还会在箱体上悬挂标样，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标样对箱体面料有个大概的了

解与认识。标识和标样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的基本信息，帮助消费者选取适合

自己的旅行箱包产品，认清标签上标注的材料等信息是否与自己的要求相符，标注模

糊不清或未标注的尽量不买。

（2）查看皮具、箱包产品的缝线。查验是否有断线，缝合线是否整齐、平直，检

查包角缝边、提把等部件缝合是否牢固，不得有歪线、漏缝、跳线、浮线、双针眼等。

（3）查看外观。将皮具、箱包平放，从前后两个方向查看产品是否端正；查验面

料外观，皮革要求革面平整、厚薄均匀、无起壳、无裂浆、表面无严重折痕；人造革

和合成革不允许有明显凹凸、疙瘩和印道;纺织面料要求无断经、断纬，无明显疵点；

如箱包为硬箱时，箱壳表面应光洁、无伤痕，棱角光滑不粗糙，颜色搭配适宜，缝线

整齐，针脚长短均匀一致，没有线头外露，面料平整无瑕疵，没有鼓泡，没有裸露的

毛边。

（4）检查箱包的走轮、拉杆、拉链、箱锁等部件。查看走轮是否转动自如，查看

走轮时，可以将箱体倒放，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拨动轮子，使其空转，轮子转动要灵

活，轮与轮轴配合不紧不松，箱走轮应选择橡胶材质的，噪音小且耐磨，走轮应优先

选择带轴承的，这种走轮可以减少橡胶轮与中心轴的摩擦，防止因过热导致走轮变形;

拉杆是否拉合顺畅，查看拉杆时，可以反复伸缩拉杆，感受拉杆应顺滑、拉杆锁可正

常开关，还可以将拉杆倾斜至45°，轻轻按压拉杆，感受拉杆的强度;拉链是否拉合顺

滑，查看拉链时，可反复拉合拉链，拉链拉合应顺滑；箱锁闭合正常，查看箱锁时，

可反复开合箱锁，如为密码锁，可多设置几组密码，箱锁应闭合正常。

（5）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尽量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信誉评价

高的店铺中购买有较好信誉的品牌。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产品，其货源、质量较易得到

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一般也较高。选购时，应注意查看产品信息，如型号或规格、

颜色等，以便买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收到产品后，应仔细查看，如有问题及时退

换货。

（6）另外，请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不要购买抽检不合格商

品。选购到不合格商品时，可拨打12345或12315进行反映。

4 主要结论与CTI建议

4.1 主要结论

因CTI承检抽检的抽检区域和产品种类是有限的，并未涵盖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产

品类别，故存在原始大数据局限性，上述依据CTI承检抽检所得的抽检统计分析结果，

并不能完全地反映流通领域的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故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1）电器附件、家用纸制品、陶瓷砖、学生用品、其它日用消费品、建筑钢材、

家用电器的抽检合格率高，一方面说明这些类别产品管控较严格，产品质量相对较

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我司所抽检的对应类别的产品批次较少，局部不能完全反映

整体。

（2）CTI抽检的箱包类产品合格率较低，其中93%的旅行箱包的因振荡冲击性能

不合格，超过50%的旅行箱包因标识标志不合格。此外，CTI抽检的照明光源及灯具类

产品合格率也较低，其中LED照明灯具的不合格原因主要集中在标记和电源端子骚扰压

力项目。

（3）流通领域抽检所涉及的八类售卖场所中，“商场”和“专业市场”所抽检的

产品合格率较高。其他六类售卖场所所抽检产品的合格率，相对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所

抽检的产品合格率低。因此，建议消费者尽量去正规场所购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2 CTI建议

上述CTI总结的2017年承检抽检的产品类别、售卖场所、产品原产地、销售价格、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抽检合格率等统计分析结果，可作为全国各地政府执法机构进行

商品质量监管整治和供给侧改革的参考资料。

大数据的运用是没有边际的，在数据积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总结年度

的数据，同时可以具体统计到不同季节（或节假日）、不同地区、不同原产地、不同

价格、不同品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借力对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

果，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全国各地监督执法机构政府无论是制订未来的抽检计划，或

是进行风险监测，或是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商品质量，都能做到更加的有的放矢，最

终提升流通领域整体商品质量，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



（1）振荡冲击性能：振荡冲击性能是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箱包各部件经受振荡冲

击作用后能否保持其正常使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该项目不仅考核拉杆、背带、提

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的结合牢度，还考核这些部件本身的抗冲击强度，同时还考

核包体面料断裂性能、缝合工艺等综合性能。该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缝合问

题：背带、提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连接处的缝合不牢固；二是带袢问题：起连接

作用的各类带袢太窄、太薄或无增强基底使得带袢力学性能差；三是连接件问题：带

袢与包体的连接件装配不牢固，或是连接件的质量较差。该指标不合格，箱包可能无

法正常使用。箱包在振荡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合格情况，但改进方法

可归纳为两类：第一，选择质量较好的原料和配件。第二，对受力部位进行适当补

强。

（2）标识标志：产品标志标签是生产者、经销者向消费者(使用者)传达识别产

品、了解产品性能及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的窗口，是生产者、经销者传递产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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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说明有关问题的信息桥梁。产品标志标签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生产者、经销

者对标注要求认识模糊不清、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以致造成有意或无意漏标、错

标。

（3）行走性能：行走性能是模拟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走轮与路面发生摩擦、碰撞

等机械作用，考核走轮和箱包整体对外界作用的抵抗力和耐久性能。不合格现象：一

是因发热轮架变形损坏，二是轮子磨损量大或塑料套脱落。导致不合格的原因：一是

选择耐热性能较差的材料，如聚丙烯(PP)，二是未在轮架衔接部位(轮子轴承处)增加起

保护的隔热层。

（4）缝合强度：缝合强度是箱包产品在正常负重下耐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此

项目不合格容易造成箱包缝合位置开裂或者面料破裂等问题，从而影响箱包的正常使

用。该项目不合格的原因：一是企业采用了较轻薄或者强力差的面料或缝线；二是企

业采用的车缝工艺不恰当。该指标不合格，包袋容易破损，影响箱包正常使用。

（5）拉杆耐疲劳性能：按照标准要求，拉合3000次，拉杆应无变形、卡阻、松

脱等现象。

针对旅行箱包的的不合格项目分析，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关注以下几方面：

（1）查看标签、标识及标样。一个合格的标签中应包含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尺

寸、面料和里料材质、检验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联系电话、保养维护说明等信息。

部分产品还会在箱体上悬挂标样，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标样对箱体面料有个大概的了

解与认识。标识和标样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的基本信息，帮助消费者选取适合

自己的旅行箱包产品，认清标签上标注的材料等信息是否与自己的要求相符，标注模

糊不清或未标注的尽量不买。

（2）查看皮具、箱包产品的缝线。查验是否有断线，缝合线是否整齐、平直，检

查包角缝边、提把等部件缝合是否牢固，不得有歪线、漏缝、跳线、浮线、双针眼等。

（3）查看外观。将皮具、箱包平放，从前后两个方向查看产品是否端正；查验面

料外观，皮革要求革面平整、厚薄均匀、无起壳、无裂浆、表面无严重折痕；人造革

和合成革不允许有明显凹凸、疙瘩和印道;纺织面料要求无断经、断纬，无明显疵点；

如箱包为硬箱时，箱壳表面应光洁、无伤痕，棱角光滑不粗糙，颜色搭配适宜，缝线

整齐，针脚长短均匀一致，没有线头外露，面料平整无瑕疵，没有鼓泡，没有裸露的

毛边。

（4）检查箱包的走轮、拉杆、拉链、箱锁等部件。查看走轮是否转动自如，查看

走轮时，可以将箱体倒放，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拨动轮子，使其空转，轮子转动要灵

活，轮与轮轴配合不紧不松，箱走轮应选择橡胶材质的，噪音小且耐磨，走轮应优先

选择带轴承的，这种走轮可以减少橡胶轮与中心轴的摩擦，防止因过热导致走轮变形;

拉杆是否拉合顺畅，查看拉杆时，可以反复伸缩拉杆，感受拉杆应顺滑、拉杆锁可正

常开关，还可以将拉杆倾斜至45°，轻轻按压拉杆，感受拉杆的强度;拉链是否拉合顺

滑，查看拉链时，可反复拉合拉链，拉链拉合应顺滑；箱锁闭合正常，查看箱锁时，

可反复开合箱锁，如为密码锁，可多设置几组密码，箱锁应闭合正常。

（5）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尽量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信誉评价

高的店铺中购买有较好信誉的品牌。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产品，其货源、质量较易得到

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一般也较高。选购时，应注意查看产品信息，如型号或规格、

颜色等，以便买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收到产品后，应仔细查看，如有问题及时退

换货。

（6）另外，请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不要购买抽检不合格商

品。选购到不合格商品时，可拨打12345或12315进行反映。

4 主要结论与CTI建议

4.1 主要结论

因CTI承检抽检的抽检区域和产品种类是有限的，并未涵盖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产

品类别，故存在原始大数据局限性，上述依据CTI承检抽检所得的抽检统计分析结果，

并不能完全地反映流通领域的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故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1）电器附件、家用纸制品、陶瓷砖、学生用品、其它日用消费品、建筑钢材、

家用电器的抽检合格率高，一方面说明这些类别产品管控较严格，产品质量相对较

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我司所抽检的对应类别的产品批次较少，局部不能完全反映

整体。

（2）CTI抽检的箱包类产品合格率较低，其中93%的旅行箱包的因振荡冲击性能

不合格，超过50%的旅行箱包因标识标志不合格。此外，CTI抽检的照明光源及灯具类

产品合格率也较低，其中LED照明灯具的不合格原因主要集中在标记和电源端子骚扰压

力项目。

（3）流通领域抽检所涉及的八类售卖场所中，“商场”和“专业市场”所抽检的

产品合格率较高。其他六类售卖场所所抽检产品的合格率，相对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所

抽检的产品合格率低。因此，建议消费者尽量去正规场所购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2 CTI建议

上述CTI总结的2017年承检抽检的产品类别、售卖场所、产品原产地、销售价格、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抽检合格率等统计分析结果，可作为全国各地政府执法机构进行

商品质量监管整治和供给侧改革的参考资料。

大数据的运用是没有边际的，在数据积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总结年度

的数据，同时可以具体统计到不同季节（或节假日）、不同地区、不同原产地、不同

价格、不同品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借力对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

果，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全国各地监督执法机构政府无论是制订未来的抽检计划，或

是进行风险监测，或是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商品质量，都能做到更加的有的放矢，最

终提升流通领域整体商品质量，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



（1）振荡冲击性能：振荡冲击性能是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箱包各部件经受振荡冲

击作用后能否保持其正常使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该项目不仅考核拉杆、背带、提

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的结合牢度，还考核这些部件本身的抗冲击强度，同时还考

核包体面料断裂性能、缝合工艺等综合性能。该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缝合问

题：背带、提把、侧提把等部件与包体连接处的缝合不牢固；二是带袢问题：起连接

作用的各类带袢太窄、太薄或无增强基底使得带袢力学性能差；三是连接件问题：带

袢与包体的连接件装配不牢固，或是连接件的质量较差。该指标不合格，箱包可能无

法正常使用。箱包在振荡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合格情况，但改进方法

可归纳为两类：第一，选择质量较好的原料和配件。第二，对受力部位进行适当补

强。

（2）标识标志：产品标志标签是生产者、经销者向消费者(使用者)传达识别产

品、了解产品性能及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的窗口，是生产者、经销者传递产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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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说明有关问题的信息桥梁。产品标志标签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生产者、经销

者对标注要求认识模糊不清、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以致造成有意或无意漏标、错

标。

（3）行走性能：行走性能是模拟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走轮与路面发生摩擦、碰撞

等机械作用，考核走轮和箱包整体对外界作用的抵抗力和耐久性能。不合格现象：一

是因发热轮架变形损坏，二是轮子磨损量大或塑料套脱落。导致不合格的原因：一是

选择耐热性能较差的材料，如聚丙烯(PP)，二是未在轮架衔接部位(轮子轴承处)增加起

保护的隔热层。

（4）缝合强度：缝合强度是箱包产品在正常负重下耐用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此

项目不合格容易造成箱包缝合位置开裂或者面料破裂等问题，从而影响箱包的正常使

用。该项目不合格的原因：一是企业采用了较轻薄或者强力差的面料或缝线；二是企

业采用的车缝工艺不恰当。该指标不合格，包袋容易破损，影响箱包正常使用。

（5）拉杆耐疲劳性能：按照标准要求，拉合3000次，拉杆应无变形、卡阻、松

脱等现象。

针对旅行箱包的的不合格项目分析，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关注以下几方面：

（1）查看标签、标识及标样。一个合格的标签中应包含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尺

寸、面料和里料材质、检验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联系电话、保养维护说明等信息。

部分产品还会在箱体上悬挂标样，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标样对箱体面料有个大概的了

解与认识。标识和标样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的基本信息，帮助消费者选取适合

自己的旅行箱包产品，认清标签上标注的材料等信息是否与自己的要求相符，标注模

糊不清或未标注的尽量不买。

（2）查看皮具、箱包产品的缝线。查验是否有断线，缝合线是否整齐、平直，检

查包角缝边、提把等部件缝合是否牢固，不得有歪线、漏缝、跳线、浮线、双针眼等。

（3）查看外观。将皮具、箱包平放，从前后两个方向查看产品是否端正；查验面

料外观，皮革要求革面平整、厚薄均匀、无起壳、无裂浆、表面无严重折痕；人造革

和合成革不允许有明显凹凸、疙瘩和印道;纺织面料要求无断经、断纬，无明显疵点；

如箱包为硬箱时，箱壳表面应光洁、无伤痕，棱角光滑不粗糙，颜色搭配适宜，缝线

整齐，针脚长短均匀一致，没有线头外露，面料平整无瑕疵，没有鼓泡，没有裸露的

毛边。

（4）检查箱包的走轮、拉杆、拉链、箱锁等部件。查看走轮是否转动自如，查看

走轮时，可以将箱体倒放，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拨动轮子，使其空转，轮子转动要灵

活，轮与轮轴配合不紧不松，箱走轮应选择橡胶材质的，噪音小且耐磨，走轮应优先

选择带轴承的，这种走轮可以减少橡胶轮与中心轴的摩擦，防止因过热导致走轮变形;

拉杆是否拉合顺畅，查看拉杆时，可以反复伸缩拉杆，感受拉杆应顺滑、拉杆锁可正

常开关，还可以将拉杆倾斜至45°，轻轻按压拉杆，感受拉杆的强度;拉链是否拉合顺

滑，查看拉链时，可反复拉合拉链，拉链拉合应顺滑；箱锁闭合正常，查看箱锁时，

可反复开合箱锁，如为密码锁，可多设置几组密码，箱锁应闭合正常。

（5）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尽量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信誉评价

高的店铺中购买有较好信誉的品牌。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产品，其货源、质量较易得到

保证，售后服务的质量一般也较高。选购时，应注意查看产品信息，如型号或规格、

颜色等，以便买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收到产品后，应仔细查看，如有问题及时退

换货。

（6）另外，请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不要购买抽检不合格商

品。选购到不合格商品时，可拨打12345或12315进行反映。

4 主要结论与CTI建议

4.1 主要结论

因CTI承检抽检的抽检区域和产品种类是有限的，并未涵盖全国所有地区的所有产

品类别，故存在原始大数据局限性，上述依据CTI承检抽检所得的抽检统计分析结果，

并不能完全地反映流通领域的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故所得的结论仅供参考。

（1）电器附件、家用纸制品、陶瓷砖、学生用品、其它日用消费品、建筑钢材、

家用电器的抽检合格率高，一方面说明这些类别产品管控较严格，产品质量相对较

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我司所抽检的对应类别的产品批次较少，局部不能完全反映

整体。

（2）CTI抽检的箱包类产品合格率较低，其中93%的旅行箱包的因振荡冲击性能

不合格，超过50%的旅行箱包因标识标志不合格。此外，CTI抽检的照明光源及灯具类

产品合格率也较低，其中LED照明灯具的不合格原因主要集中在标记和电源端子骚扰压

力项目。

（3）流通领域抽检所涉及的八类售卖场所中，“商场”和“专业市场”所抽检的

产品合格率较高。其他六类售卖场所所抽检产品的合格率，相对商场和专业市场抽检所

抽检的产品合格率低。因此，建议消费者尽量去正规场所购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2 CTI建议

上述CTI总结的2017年承检抽检的产品类别、售卖场所、产品原产地、销售价格、

产品的不合格项目、抽检合格率等统计分析结果，可作为全国各地政府执法机构进行

商品质量监管整治和供给侧改革的参考资料。

大数据的运用是没有边际的，在数据积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总结年度

的数据，同时可以具体统计到不同季节（或节假日）、不同地区、不同原产地、不同

价格、不同品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借力对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

果，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全国各地监督执法机构政府无论是制订未来的抽检计划，或

是进行风险监测，或是统计分析各行各业的商品质量，都能做到更加的有的放矢，最

终提升流通领域整体商品质量，同时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加实际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