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鞋类产品检验



我省鞋类产品出口基本情况

 鞋类产品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品种之一。而我
省以一般贸易形式出口的鞋类产品虽然不多，但
我省对俄边境贸易、商业性包裹、旅客携带包裹
中，鞋类产品却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我省出口鞋类品种主要以各式皮鞋为
主，对俄出口的鞋类产品多数为市场采购产品。

 因此加强鞋类产品检验，可以促进对俄边境
贸易的发展，提高商业性包裹、旅客携带包裹的
整体质量。



第一节概述

一、《鞋类检验规程》的发展过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商检

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仅对出口鞋类产品中的皮鞋、运动鞋等
少数产品实施法定检验。并无统一的检验、抽样、判定标准。检验
主要依据是工贸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鞋类
产品的检验工作。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出口鞋类产品的质量，对外
经贸部于1987年发布了首项鞋类检验规程——《出口训练鞋检验规
程》（ZBY78001-87）。这一标准的发布实施，结束了我国出口鞋
类产品无检验规程的历史，也促进了鞋类产品整体质量的提高。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出口鞋类产品无论是数量和品种上
都不断扩大，为了适应进出口贸易的需要，继1992年以来国家又陆
续发布了《出口玩具鞋检验规程》、《出口羊剪绒鞋检验规程》、
《进出口童鞋检验规程》、《出口EVA沙滩鞋检验规程》、《出口
人造革鞋检验规程》等鞋类检验规程。



二、2003年以前版的鞋类标准的不足
我国03年以前版本的各类鞋类标准,存在以下的不足:

1、分类不科学。由于没有一个系统科学的分类方法，因此造
成了简单品种标准太多，特殊、新品种又没有标准的矛盾。

2、引用和采用的标准大部分已被修订或废止。如《出口胶鞋
检验规程》中采用的GB318、GB319等标准已于1993年就已经废
止。

3、不合格分类不科学。部分标准将不合格分为A、B、C三
类，另外一些标准又将不合格分为A、B两类，合格质量水平的确定
方法也不一致，有些是按不合格类型来确定的，有的则又是以A+B

或B+C类来确定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和标准。
4、标准仅仅涉及外观检验内容。近年来国外对安全、卫生、

环保方面的要求不断增多，而对外观的要求却相对在减少，但当时
的国内鞋类标准仅规定了出口鞋的外观要求，不能满足进口国的实

际需要，也起不到促进出口的作用。
以上情况客观上促使了，2003版鞋类产品检验系列规程的诞生。



第二节2003版《鞋类检验规程》

一、新版检验规程的制订过程

——1998年国家对鞋类检验规程进行修订。
——2000年7月，国家局在新疆组织召开了出口鞋类商

品检验监管工作会议，成立了鞋类商品检验规程修订专家
组。

——2001年在福建召开的出口鞋类商品检验监管工作
会议上再次研讨，并对标准制修订工作进行了分工，同年获
国家局立项。

——2003年1月上报国家认监委，认监委在上海组织召
开了标准审定会，并通过审定。

——2003年8月18日发布，2004年2月1日实施。



二、2003版《鞋类检验规程》的特点

1、科学分类、结构合理
新版标准采用的是我国鞋类产品通用的以鞋面主要材料为主

线、结合对出口量大、用途特定鞋特别考虑的原理进行分类划分，
在每类鞋产品中将各种用途不同的产品特征和要求分别进行描述。
形成了一套由一个抽样规程和6个产品检验规程组成的系列标准：

SN/T1309.1-2003鞋类检验规程 抽样检验规程
SN/T1309.2-2003鞋类检验规程 皮鞋检验规程
SN/T1309.3-2003鞋类检验规程 塑料鞋检验规程
SN/T1309.4-2003鞋类检验规程 胶鞋检验规程
SN/T1309.5-2003鞋类检验规程 运动鞋检验规程
SN/T1309.6-2003鞋类检验规程 室内鞋检验规程
SN/T1309.7-2003鞋类检验规程 布鞋检验规程



2、首次导入了健康、安全和环保的理念
以往的标准无论是鞋类检验规程，还是产品标准，都未规定对

安全、卫生、环保方面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商检法》要求，该系
列检验规程首次导入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及
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3、增加了常规物理性能要求
原鞋类检验规程中未规定具体的常规物理性能要求，新版标准

中队常规物理性能进行了规定，其中皮鞋中含有11项，塑料鞋10

项，胶鞋11项，运动鞋12项，室内鞋6项。
4、科学划分年龄组
为了更好地保护婴儿和儿童鞋类使用的安全，首次在鞋类标准

中，提出了对年龄组进行划分的概念，本规程参照国内外的标准科
学地将3岁以下（内底长为小于170mm）为婴儿鞋；三岁以上14岁
以下（内底长为170-260mm）为童鞋，各相关检验规程分别对这两
类年龄组的鞋类品种，提出了具体的检验要求。



5、将普通穿用与专业穿用鞋的要求一并列入标准中，
有效减少了标准的数量

为了有效减少标准的数量，提高标准实用性，在科学分
类的基础上，对每类鞋可能涉及到各类专业穿用鞋的要求，
一并在标准进行规定，增强了标准的兼容性。

6、抽样规程与检验规程分离
由于原标准中规定的各类鞋的抽样方法和要求相差不大。

为了避免各类标准重复规定抽样方法和判定准则，减少标准
的篇幅，新版规程采用了将各原标准中抽样方法与判定准则
分离出来，独立形成抽样规程方式，有效提高了标准的实用
性。

7、引用标准较为全面
这套标准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当今国内外鞋类产品的相关

要求，编写过程中收集了上百种国内外鞋类产品标准，并进
行科学评价和分析，最终近80多个国内外标准被引用， 从而
提高了该规程的整体水平。



第三节《鞋类检验规程——抽样规程》
SN/T1309.1-2003标准内容讲解

一、《鞋类检验规程——抽样规程》的特点

（一）本规程是鞋类检验规程系列中的第一项，
实现了对鞋类外观质量检验的抽样与判定的统一。

（二）提供了适用于连续批抽样判定方法和适用于孤立
批抽样判定方法的两种模式。

（三）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鞋类检验抽样规程



二、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鞋产品，各类检验项目的抽样方案、抽样
方法、检验水平、合格质量水平、不合格的分类、极限质量
判定等技术特征值；

适用于连续批和孤立批的外观检验抽样；
本标准适用于鞋类产品的健康安全性能（含有毒有害物

质和物理机械安全性能）、常规物理性能和外观检验等项目
的抽样和检验结果的判定；

本规程不仅适用于进出境的鞋产品，同样也适用于国内
贸易。



三、术语、定义和符号
（一）定义
检验批：为实施抽样检验汇集起来的单位鞋类产品的集合，称

为检验批，简称批。
连续批：待检鞋类产品批，可利用最近已检鞋类产品批所提供

质量信息的连续提交的检验批，称为连续批。
孤立批：脱离已生产或汇集的鞋类产品批系列，属于当前检验

批系列的批。
样本：单位鞋类产品的全体，称为样本。
样本大小：样本中所包含的鞋类产品的单位数量，称为样本大

小。
不合格：单位鞋类产品的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称为不合格。
不合格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合格的单位鞋类产品，称为不

合格品。
A类不合格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A类不合格，也可能还有B类

不合格的单位鞋类产品，称为A类不合格品。
B类不合格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B类不合格品，但不包含A类

不合格的单位鞋类产品，称为B类不合格品。



C 类不合格品：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C类不合格品

（二）符号

N：批量；
n：样本量；
Ac：合格判定数；
Re：不合格判定数；
（Ac，Re）：一次抽样方案的判定数组；
AQL：合格质量水平；
LQ：极限质量；
IL：检验水平。



四、检验的实施

（一）抽样方案的确定程序
按照GB/T2828-1987要求，一般抽样方案的确定程序如下：
1、明确检验批的形成条件：通常每个检验批应当由工艺、结

构、用料相同或基本相同，且生产条件和生产时间基本相同的单位
产品组成。

2、列出抽样数量；根据确定的检验水平和抽样方案，从
CB/T2828-1987标准表2和表3可查得抽样数量。

3、样本的抽取
①抽样方法：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代表性样本，当检验

批由若干层组成时，则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代表性样本。
②随机抽样——单纯随机抽样法（抽签、查随机抽样表）

——分层随机抽样法
③抽样的时机：样本既可在生产过程中随机抽取，也可在批组

成后，随机抽取。



4、结果判定

样品的每项指标都必须符合产品质量特性的要求即国家技术规
范强制性要求、检验规程及贸易合同的要求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
格品。

当不合格数小于合格判定数时，该批产品判定为合格批：当不
合格数大于等于不合格判定时，则该批判定为不合格批。

检验严格度的确定：检验的严格度是指提交所接批所受检验的
宽严程度，本标准规定有正常、加严、放宽三种不同的严格度的检
验，并按下述原则确定提交检验批的接受何种检验。

检验的开始：无特殊规定，检验一般从正常检验开始，在特殊
情况下，可以加严或放宽开始。

检验的继续：除需按转移规则改变检验的严格度外，下一批检
验的严格度保持不变。



转移规则：

①从正常检验到加严检验：连续不超过五批中有两批经
初次检验不合格；

②从加严检验到正常检验：连续五批中经初次检验（不
包括再次提交的检验批）合格

③从正常检验到放宽检验：连续10批或按GB/T2828-

1987界限数表中所述更多批，经初次检验合格；连续10批或
按GB/T2828-1987界限数表（表一）中所述更多批抽取的样
本中，不合格品（或不合格）总数小于或等于界限数表的界
限数。

④从放宽检验到正常检验：一批放宽检验不合格.



（四）孤立批外观检验的实施

孤立批外观检验的实施是本标准的又一重要特色，使用前大家
应熟悉它的概念，对报检批要加以识别，选择正确的抽样方案，现
对孤立批的抽样方案介绍如下：

产品质量的特性：应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检验规程
或贸易合同的要求。

不合格的分类：本标准同样将鞋类外观不合格分为三类：A类
不合格、B类不合格、C类不合格。

检验批的形成：通常每个检验批应由工艺、结构、用料相同
或基本相同，且生产条件和生产时间基本相同单位产品组成。



抽样方案的选定：采用一次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的确定：根据确定的检验水平、极限质量和抽

样方案，从GB/T15239-1994标准表1和表2中可查得抽样数
量。

批的检验结果判定：样本的每项指标都符合国家技术规
范强制性要求、检验规程及贸易合同的要求为合格品否则为
不合格品。当A、B、C类不合格品数都小于等于A、B、C类
合格判定数时，该批产品判定为合格批；当A、B、C类不合
格品数有一项大于等于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批。



第四节《鞋类检验规程 皮鞋检验规程》
SN/T1309.2-2003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皮鞋的抽样、检验、结果判定及不合格处

理。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皮革和人造革、合成革为鞋面主要
材料的鞋类的检验（包括一般穿用和特种作业穿用的鞋）。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天然皮革和人造革、合成革为鞋面的运动
鞋及室内鞋的检验。

二、检验
（一）检验内容
检验内容分为健康安全性能（包括有毒有害物质和物理

机械安全性能）、常规物理性能和外观质量。
1、有毒有害物质的检验
本标准根据进口国和我国强制性要求共列出了七种通用

要求，如下表：



表1有毒有害物质的检验项目和检测方法

检验项目 部件名称 被检测材料 检测方法

pH值 鞋面、鞋里和衬底 皮革 QB/T3812.19

人造革、合成革、纺织
材料

QB/T7573

Cr(VI)含量 鞋面、鞋里和衬底 皮革 SN/T0704

游离甲醛含量 鞋面、鞋里和衬底 皮革、人造革、合成革、
纺织材料

GB/T2912.1

五氯苯酚（PCP） 鞋面、鞋里和衬底 皮革、纺织材料 GB/T 18414.1或
GB/T18414.2

还原条件下可分解有
毒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AZO)和可致癌染料

鞋面、鞋里和衬底 皮革 SN/T1045.1、
SN/T1045.2或
SN/T1045.3

人造革、合成革、纺织

材料

GB/T17592.1、
GB/T17592.2或
GB/T17952.3 

铅(Pb)、镉（Cd）
和砷（As）含量

鞋面、鞋里、衬底
和鞋底

人造革、合成革、纺织
材料、皮革、橡胶、塑
料

GB/T17593

金属附件镍（Ni）释
放量

金属附件、配件 金属附件、配件涂层
EN12472，EN1811

EN12472，
EN1811



上述检验项目的限量要求应符合我国技主规范强制性要
求或进口国技术法规要求。

2、物理机械安全性能
本标准共列出了包括特殊用途的鞋的物理机械安全性能

检验项目十九项，并明确检验方法和要求，详见表3-3-2。



表2物理机械安全性能检验项目、测试方法和要求

检验项目 测试方法 要求

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GB6675 婴儿鞋、童鞋中的附件不应有中触
及锐利尖端和税利边缘

小附件拉力 附录A 婴儿鞋中能进入GB6675规定的斜
截正圆筒的小附件，受70N拉力不
脱落

鞋跟的结合力 GB/T11413 ≥700N

鞋跟硬度（邵氏） GB/T3903.4 鞋跟高度为30-50mm,≥50;

鞋跟高度超50mm,≥75。

勾心纵向抗弯刚度 QB/T1813 鞋跟高度为25mm以下，
≥300kN.mm2;

鞋跟高度为25-30mm，
≥340kN.mm2;鞋跟高度为30-
50mm，≥500kN.mm2;

鞋跟高度超过50mm，
≥700kN.mm2。

皮凉鞋帮带拔出力 QB/T2307-1997标准
5.2.5条款

≥100N/cm

劳动防护皮鞋的外底、后跟
高度、鞋帮

GB/T3903.5 符合GB12623规定



表2物理机械安全性能检验项目、测试方法和要求

检验项目 测试方法 要求

劳动防护皮鞋的外底防滑性 GB12623 符合GB12623规定

劳动防护皮鞋后跟缓冲性 GB12623 符合GB12623规定

耐油防护皮鞋耐油性能 GB16756 符合GB16756规定

森林防火皮鞋阻燃性能 LD32 符合LD32规定

高温防护皮鞋、森林防火皮
鞋隔热性能

LD32 符合LD32规定

高温防护皮鞋、森林防火皮
鞋防水性能

LD32 符合LD32规定

焊接防护皮鞋耐热性能 LD4 符合LD4规定

防振皮鞋减振值 LD3 符合LD3规定



3、常规物理性能检验
本标准共规定了常规物理性能项目七大类，详见下表



表3常规物理性能检验项目、测试方法和要求

检验项目 测试方法 要求

外底耐折性能a GB/T3903.1或附录B 裂口长度≤12.0mm,

且无新裂纹和帮底开
胶现象

外底耐折性能b GB/T3903.2 磨痕长度≤10.0mm

GB/T1689 磨耗量
≤12cm3/1.6lkm

帮底结合牢度 c 帮底剥离强度 GB/T3903.3 男鞋≥90N/cm；女
鞋、童鞋≥60N/cm

帮底拉力强度 附录C 男鞋≥16.0kg;

女鞋≥12.0kg;

童鞋≥10.0gk

鞋面、鞋里和衬
底材料色牢度

耐摩擦色牢度 皮革按GB/T1327 干摩擦≥4级，湿摩
擦≥3级

耐水色牢度 人造革、合成革、纺织材料
按GB/T3920

人造革、合成革、纺织材料
按GB5713



表3常规物理性能检验项目、测试方法和要求

耐寒性能d 鞋面耐寒性能 参照QB 1471附录A规定，屈
挠试验，温度（-20±2）℃。
屈挠3.5万次

不允许有裂纹或其它
异状

耐寒性能 参照QB 1471附录B规定，屈
挠试验，温度（-20±2）℃。
屈挠2.5万次

割口长度≤6mm 

成鞋耐寒性能 遵照附录B规定，屈挠试验，
温度（-20±2）℃。屈挠2.5

万次

帮面、鞋底不允许有
裂纹或其它异状，帮
底不开胶，围条不胶
落

围条粘附强度 GB/T532 ≥2.0KN/m 

鞋内底纤维板屈挠指数 鞋内底纤维板屈挠指数 ≥2.9 

A内底样长小于或等于240mm的皮鞋不测试耐折性能。

B外底耐磨性能可选其中一种方法进行测试

C帮底结合牢度可选其中一种方法进行测试

D不能测试成鞋耐寒性能的测试鞋面和鞋底耐寒性能



4、外观质量检验
①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条件
货物数量应与申报资料相符。
外包装应干燥清洁，牢固完好，标识正确清晰。
②外观质量检验方法
对抽取的每件包装逐一进行配色配码检查。
皮鞋外观质量按GB/T3903.5规定进行检验。外观不合格

的特征确定对照GSB16-1450-2002《皮鞋外观缺陷标准样品
（样照）》进行。

③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不合格名称及不合格分类
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十一大项，六十类不合格，近百

个不合格名称，分为A、B、C三类不合各，详见表4。



表4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不合格名称及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不合格名称 不合格分类

配色配码 包装箱中鞋码、颜色、款式配置错误 C 

标志 商标、鞋号和型体号不清，商标缝制不良 C 

标志不符 B

整体外观 帮歪，绷帮不平服，不端正，子口不严不齐，敞口，
底歪，鞋底突前，鞋底突后，不清洁

C 

发霉 A

帮面 环扣断裂 A

婴儿鞋、童鞋附件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锋利边缘 A

婴儿鞋小附件连接不牢 B

接帮不牢 B

鞋面皮革裂浆，裂面，严重松面，破损，白霜 B

帮面伤残，碰伤，钉伤，皱折，脱色掉浆 C

布面粗纱，乱纱，跳纱 C

鞋帮 人造革、合成革脱层、杂质，道痕 C

鞋面图案、文字印刷、刺绣、烫压不良 C



表4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不合格名称及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不合格名称 不合格分类

鞋帮 片边厚薄不匀，折边不齐，帮面裂边，接帮不平，沿口粗
细不匀

C

线道不齐，针码不匀，并线重针 C

跳线、断线、缝线越轨，翻线，露线头 C

配件不牢，错位，脱漆，锈蚀 C

鞋领口不圆顺 C

主跟、内包头 主跟、内包头装置不牢 B

主跟、内包头凹凸 C

坐跟 C

主跟、内包头软 C

主跟、内包头过高、过矮 C

主跟上口硬，内包头口厚 C

鞋里、衬底 衬底折边不齐 C

内里破损，污染 C

内里不平服 C

修边不齐，修边断线 C

衬底不符，皱折 C



表4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不合格名称及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不合格名称 不合格分类

鞋跟 鞋跟出钉 A

鞋跟不牢（鞋跟高度≥30mm的） A

鞋跟不牢（鞋跟高度﹤30mm的） B

鞋跟钉头不平 B

鞋跟偏左、偏右 B

鞋跟前移、后移 C

跟面（天皮）不牢、不平 C

包跟不平、刮痕、碰伤 C

刮痕裂缝，鞋跟口不严，不齐，过高、过低 C

鞋底 内底有钉 A

大底过硫，欠硫，喷霜 B

围条脱条 B

木底变形，可见的裂纹、瘤节、腐朽 B

勾心不正 B

大底漆脱落，可见的发质颗粒，碰伤，气孔，花纹缺料，
起泡，飞边

C

围条高低不匀 C



表4皮鞋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不合格名称及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不合格名称 不合格分类

鞋底 勾心软（鞋跟高度≥30mm的） A

勾心软（鞋跟高度﹤30mm的） B

帮底结合 开胶 B

断帮脚 B

缝底断线，缝底缺针跳线 B

缝底针码不齐、裂口 C

帮底结合处压条有间隙 C

沿条不平齐，没条接头不平 C

溢胶，溢料，露帮脚 C

对称 左右只款式不同，长短不同，单只，顺只 B

鞋跟大小、高低不一 B

左右只跷度不一 C

前帮盖大小不一，前帮围高矮不一，口门大小、深浅不一，
后帮高低、大小不一，内包头长短、大小不一

C

凉鞋前空不一，拖鞋夹趾带长短不一 C

鞋面色并，粒面、绒毛粗细不一 C



④除表4所列不合格外，其它影响穿用的不合格列为B类
不合格，影响美观的不合格列为C类不合格。

⑤外观质量不合格统计
一双鞋中有一只不合格的，按一双不合格统计。一双鞋

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的，以其中最严重的一项不合格进
行统计。包装件中配色不合格数量以将该包装箱调为正确配
置所应调换的最少双数统计。



第五节鞋类检验常见缺陷（疵点）解释

1、底歪：外底粘贴不正。
2、断底：外底折裂。
3、断线：鞋帮部件的缝纫线断裂。
4、跳线：缝纫针脚出现间断。
5、鞋里布破：鞋里布有破洞。
6、标志不正：标志为按规定部位贴正造成歪斜。
7、鞋眼不齐：鞋帮上鞋眼冲错位。
8、色差：同一双胶鞋中鞋帮或鞋的各部件的颜色深浅不一。
9、褶子：鞋帮的局部打裥起摺现象。



10、松面：检验时将革面（粒面）向内弯曲90度，粒面
上出现较大皱纹，放干后皱纹的不消失叫松面。

11、重皱：严重的松面现象。
12、裂面：革面经弯曲、拉伸或折叠时，鞋面上出现的

裂纹叫裂面。
13、油霜：革面上形成的白色粉状油脂渗出叫油霜。
14、盐霜：粒面上出现的一层灰白色霜状物。
15、裂浆：涂层裂开叫裂浆，也叫裂纹。



谢 谢！

欢 迎 批 评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