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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2、3 层厂房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

厂区 2 号楼 1 层厂房 

委托单位：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滨州工业园区梧桐五路 91 号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 谷朊粉 

CTI样品编号 ： QK05326001 

样品状态 ： 固体 

样品数量 ： 2kg 

生产日期 ： 2018/6/15 

品号 ： 1101051 

版本号 ： 11版 

样品接收日期 ： 2018年 07月 06 日 

样品检测日期 ： 2018年 07月 06 日～2018年 08月 01日 

 

检测项目： 硫酸铝钾(以 Al 计)，偶氮甲酰胺（偶氮二甲酰胺），过氧化钙（以钙计），2

甲 4 氯（钠），矮壮素等 45 项 

  

检测结果： 请参见下页。 

  

检测结论： 经检验，该产品以下项目符合客户提供限量的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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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2、3 层厂房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2 号楼 1 层厂房 

检测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限量要求 结论 检测方法 

1 
硫酸铝钾(以 Al

计) 
mg/kg 14.8 2 ≤20 符合 GB 5009.268-2016 

2 
偶氮甲酰胺（偶

氮二甲酰胺） 
mg/kg 未检出 1 ≤1 符合 SSF 0134-2014 

3 
过氧化钙（以钙

计） 
mg/kg 292 1.5 

不得添加

（≤600 mg/kg） 
符合 GB 5009.92-2016 

4 
硼砂（以硼酸

计） 
mg/kg 未检出 7.50 不得添加 符合 GB 5009.275-2016 

5 2甲 4氯（钠）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日本公定法 

6 矮壮素 mg/kg 未检出 0.05 ≤5 符合 日本公定法 

7 苯锈定 mg/kg 未检出 0.01 ≤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8 多菌灵 mg/kg 未检出 0.01 ≤0.5 符合 GB/T 20772-2008 

9 多杀霉素 mg/kg 未检出 0.01 ≤1 符合 GB/T 20769-2008 

10 精噁唑禾草灵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NY/T 1379-2007 

11 联苯三唑醇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日本公定法 

12 绿麦隆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GB/T 20770-2008 

13 

氯氟吡氧乙酸

和氯氟吡氧乙

酸异辛酯 

mg/kg 未检出 0.05 ≤0.2 符合 GB/T 20770-2008 

14 嘧菌酯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GB 23200.9-2016 

15 
萘乙酸和萘乙

酸钠 
mg/kg 未检出 0.05 ≤0.05 符合 日本公定法 

16 嗪氨灵 mg/kg 未检出 0.02 ≤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17 炔草酯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参考 GB 23200.8-2016 

18 杀虫双 mg/kg 未检出 0.1 ≤0.2 符合 GB/T 5009.114-2003 

19 生物苄呋菊酯 mg/kg 未检出 0.01 ≤1 符合 日本公定法 

20 双氟磺草胺 mg/kg 未检出 0.01 ≤0.01 符合 日本公定法 

21 酰嘧磺隆 mg/kg 未检出 0.01 ≤0.01 符合 参考 GB/T 20770-2008 

22 亚砜磷 mg/kg 未检出 0.01 ≤0.02 符合 GB/T 2077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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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2、3 层厂房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2 号楼 1 层厂房 

检测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限量要求 结论 检测方法 

23 乙羧氟草醚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24 乙烯利 mg/kg 未检出 0.01 ≤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94) 

25 毒杀芬 mg/kg 未检出 0.01 ≤0.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404) 

26 醚苯磺隆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GB/T 20769-2008 

27 烯效唑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GB 23200.8-2016 

28 硫酰氟 mg/kg 未检出 0.04 ≤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409) 

29 百草枯 mg/kg 未检出 0.01 ≤0.5 符合 日本公定法 

30 丙硫菌唑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31 单嘧磺隆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32 氟唑磺隆 mg/kg 未检出 0.01 ≤0.01 符合 日本公定法 

33 甲基二磺隆 mg/kg 未检出 0.01 ≤0.02 符合 日本公定法 

34 氯虫苯甲酰胺 mg/kg 未检出 0.01 ≤0.02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35 氯啶菌酯 mg/kg 未检出 0.01 ≤0.2 符合 

36 氯噻啉 mg/kg 未检出 0.01 ≤0.2 符合 

37 烯肟菌胺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38 氯氨吡啶酸 mg/kg 未检出 0.1 ≤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305) 

39 氟啶虫胺腈 mg/kg 未检出 0.01 ≤0.2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40 复硝酚钠 mg/kg 未检出 0.05 ≤0.2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352) 

41 甲哌鎓 mg/kg 未检出 0.01 ≤0.5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303) 

42 氰烯菌酯 mg/kg 未检出 0.01 ≤0.05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43 唑啉草酯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288) 

44 辛酰溴苯腈 mg/kg 未检出 0.01 ≤0.1 符合 参考 GB 2320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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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2、3 层厂房  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2 号楼 1 层厂房 

检测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限量要求 结论 检测方法 

45 溴甲烷 mg/kg 未检出 5 ≤5 符合 
实验室内部方法(Q/CTI 

LD-QDCFDD-1402) 

以下空白 

 

 

*** 报告结束 *** 

声明： 

1.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报告涂改无效。 

2. 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复制本报告，复印本报告未盖红色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3. 委托样品信息均由客户提供，检测结果仅对本次样品负责。 

4. 若有异议，请于收到本报告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提出异议，逾期不予受理。 

5. 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将此报告用于商业宣传等相关活动； 

6. 本报告中的数据结果供科研、教学、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企业产品研发等目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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