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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短袖常服体恤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男短袖常服体恤衫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男短袖常服体恤衫的订做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250－2008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1－2008  服装号型男子 
FZ/T 81007－2012  单、夹服装 
GB/T 2912.1－2009  纺织品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 5296.4－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T 6836－2007  涤纶缝纫线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628－2013  纺织品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17  纺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2013  纺织品洗涤和干燥时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8685－200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80002－2016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3  要求 

3.1  标样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按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确定的实物样品为该产品的标样。 
3.2  样式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的样式如图示 1 所示。 
3.3  号型及规格 

3.3.1  号型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采用 GB/T1335.1－2008 标准。身高以 5.0cm 分档，胸围以 4.0cm 分档，腰围以

4.0cm 分档，身高与腰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号型用身高、腰围、体型表示。示例：175/96C 男常服

体恤衫基础号型成品规格尺寸、极限偏差及档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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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1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样式图 

 
 

表 1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表 

                                                                                         单位为厘米 

编号 部位 

规格尺寸 

极限偏差 档差 
175/96C 

1 衣长 70 +1.2、-1 ±2 

2 胸围 104 ±2 ±4 

3 腰围 101 ±2 ±4 

4 脚围 102 ±2 ±4 

5 前胸宽 39 ±1 ±1.5 

6 后背宽 41.5 ±1 ±1.5 

7 肩宽 45 ±1 ±1.5 

8 袖长 21.5 ±0.5 ±0.5 

9 袖肥 41.5 ±0.5 ±1.5 

10 袖口宽 16.5 ±0.5 ±0.5 

11 领长 41 ±0.5 ±1 

12 门筒长 15 ±0.5 —— 

 



 7 

3.3.2  成品规格尺寸测量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位置如图示 2 所示。 

 
图示 2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图 

3.4  颜色 

3.4.1  面料颜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必选色）、白色（可选色）、蓝灰色（可选色）。 

 
 

图示 3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颜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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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为顺面料色。 
 

3.4.3  纽扣颜色 

纽扣为树脂纽扣，纽扣颜色为顺面料色，建议纽扣上凹刻 AVIC。 

 
图示 4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纽扣示意图 

3.4.4  粘合衬颜色 

粘合衬颜色为本白色。 
3.4.5  绣花线颜色 

胸标绣花线为顺面料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蓝灰色时，后背英文绣花线为白色；面料颜色为白色时，后背英文绣花线为标

准蓝色（潘通色 2925C)。 
3.5  材料规格及用途 

材料规格及用途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材料规格及用途 

名称 规格 执行标准 用途 

粘合衬 

PE 粉点粘合衬 
28tex/28tex，148g/m2 

GB/T 31904-2015 
翻领衬、座领衬 

PE 粉点粘合衬 
13tex/13tex，88g/m2 门襟衬 

涤纶缝纫线 
11.8tex×2 

GB/T 6836－2007 
缝纫、环缝、锁眼 

11.8tex×3 钉扣 

树脂纽扣 φ11.0mm —— 门襟、备用扣 

粘胶长丝绣花线 —— —— 胸标、后背字母刺绣 

3.6  裁剪 

3.6.1  成品色差及下料规定 

成品表面颜色与面料标样对比色差应不低于 4 级，领面、明门襟贴边与大身色差不低于 4 级，评定

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规定。 
3.6.2  裁片下料方向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裁片下料方向 

                                                                                     单位为厘米 

类别 裁片名称 下料方向 允斜极限 要求 

面料 
前身 经 前襟边顺经纱 —— 

后身 经 背中缝顺经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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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襟明贴边 经 前边顺经纱 —— 

袖子 经 以袖中线为准 —— 

翻领面 经 —— —— 

翻领里 经 —— —— 

座领面 经 —— —— 

座领里 经 —— —— 

衬布 

翻领衬 斜 —— —— 

座领衬 经 —— —— 

门襟明贴边衬 经 1.0 —— 

3.6.3  外观疵点规定 

外观疵点按 FZ/T 81007－2003 中 3.8 的规定执行。 
3.7  敷衬 

敷衬工艺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敷衬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敷衬要求 图示 

明门襟贴边 明门襟贴边敷衬一层(净样宽)，居裁

片中间 
 

翻领面 翻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座领面 座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3.8  缝制 

3.8.1  缝纫针距 

3.8.1.1  明线针距：(15～16)针/3cm。 
3.8.1.2  暗线针距：(15～16 针)针/3cm。 
3.8.1.3  坎车线针距：(13～14)针/3cm。 
3.8.1.4  锁眼针距：(13～14)针/1cm。 
3.8.1.5  钉扣：10~12 根线/眼。 
3.8.2  缝制工艺 

3.8.2.1  缝制工艺应符合表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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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缝制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 工序名称 缝头 缝制形式 
及缝线道数 

明线 
距边 要求 

领子 

钩压翻领 0.4 暗线一道 
明线二道 

0.1/0.5 里外一致，宽窄均匀 

扎领座下口明线 1.0 明线一道 0.1/0.5 － 

上下领结合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反面上炕 0.1－0.15 

绱领子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底领面上炕 0.1－0.15 

前后身 

绱左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男锁眼) 

绱右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女锁眼) 

合肩缝 0.8 暗线一道 —— 前后对正 

合侧缝、袖缝 0.8 暗线一道 —— 袖底缝对正 

袖子 
绱袖子 0.8 暗线一道 —— 袖山无吃势 

短袖袖口线 2.0 明线二道 1.5/2.0 袖口折边 2.0 

商标 扎产品标签 － 两端明线各一道 － 领下口居中向下 2.5，两头扎缝 

号标 扎规格标签 1.0 － － 后领中间绱领时夹住 

水洗标 扎水洗标签 1.0 － － 夹缝于左侧缝，净下摆向上 14.0 
处 

 

3.9  锁钉 

锁扣眼应美观、规整、牢固、不歪斜。钉扣反面留扣线结长 0.5cm～1.0cm，扣面图案端正。锁钉

工艺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锁钉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扣眼尺寸 
要求 

锁眼 钉扣 

门襟 1.8 座领取中，距左前端 1.5cm 横锁直眼一

个；左门襟距居中竖锁直眼二个 右门襟与扣眼对正，距襟边 1.5 钉扣 3 粒 

备用扣 —— —— 备用扣钉在洗水唛上 

3.10  航空工业标志 

3.10.1  刺绣标志用线应符合 FZ/T 63002－2009 的规定。 
3.10.2  短袖上衣左胸刺绣标志如图示 5 表示。 



 11 

 
 

图示 5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左胸刺绣标志规格图 

 

3.10.4  短袖上衣后背刺绣表示如图示 6 表示。 
 

 
图示 6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后背刺绣标志规格图 

 

 

3.11  产品整烫及外观质量 

3.11.1  产品整洁美观，各部位熨烫平服、折叠端正、包装后领型圆顺对称。 
3.11.2  敷粘合衬部位不应有脱胶、渗胶及起皱现象。 
3.12  成品理化性能 

3.12.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应符合表 7 规定。 
 

表 7  成品主要部位洗涤尺寸变化率 

部位名称 水洗后尺寸变化率(%) 

领子 ≥－0.5 

胸围 ≥－1.5 

衣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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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 

                                                                                        单位为级 

部位名称 洗涤前起皱级差 洗涤后起皱级差 

领子 ≥4－5 ≥4 

摆缝 ≥4 ≥3－4 

底边 ≥4 ≥3－4 

3.12.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应不高于 150mg/kg。 
3.12.4  成品 PH 值限量应为 6.0～7.5。 

4  检测方法 

4.1  检验工具 

4.1.1  钢卷尺、游标卡尺。 
4.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0－2008。 
4.1.3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4.1.4  常服体恤衫外观起皱样照。 
4.1.5  常服体恤衫外观疵点样照。 
4.2  外观测定 

4.2.1  成品色差应符合 3.6.1.1 的规定，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标准规定。 
4.2.2  成品纱向测定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4.2.3  成品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应符合 FZ/T 81007－2012 的规定。 
4.2.4  成品缝纫针距应符合 3.8.1 的规定，在成品上任取 3.0cm 测量(厚薄部位除外)，缝制工艺应符合

表 5 的规定。 
4.2.5  成品整烫外观应符合 3.11 的规定。 
4.3  规格测定 

4.3.1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3.2  成品主要部位的测量方法应符合图 3 规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4  理化性能测定 

4.4.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7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8628－2013、GB/T 8629
－2017、GB/T 8630－2013 的规定。 
4.4.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4.4.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3 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2912.1－2009 的规定。 
4.4.4  成品 PH 值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4 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7573－2009 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质量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按照产品不符合标准和对产品的性能、外观的

影响程度，缺陷分为三类 
a)  严重缺陷 

严重降低产品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  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缺陷，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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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缺陷。 
c)  轻缺陷 

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5.2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男短袖常服体恤衫质量缺陷判定依据按表 9 的规定执行，表 9 中未规定的其它判定依据按 FZ/T 
81007－2012 中 5.2.3 的规定执行。 

表 9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外观质
量及缝
制质量 

1 标签不端正，明显歪斜；扎标签线与标签底色
不适应 标签内容不准确 无标签 

2 
领型左右不一致，折叠不端正，互差 0.6cm 以
上(两肩对比，门里襟对比)；领窝、门襟轻起
兜，不平挺；底领外露，袖头不平服、不端正 

领窝、门襟严重起兜 － 

3 熨烫不平服、有亮光 轻微烫黄、烫变色 － 

4 表面有死线头长 1.0cm、纱毛长 1.5cm，2 根以
上；有轻度污渍，污渍≤2.0cm2，水花≤4cm2 

有明显污渍，污渍≥2.0cm2，水
花＞4.0cm2 － 

5 领子不平服，领面松紧不适宜；豁口重叠 领面起泡、渗胶、领面反翘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起泡 

6 

缝制线路不顺直、宽窄不均匀、不平服，接线
处明显双轨＞1.0cm，起落针处没有回针；毛脱
漏≤2.0cm2，30.0cm 二处单跳线；上下线轻度
松紧不适宜 

1.0cm≤毛脱漏＜2.0cm，上下线
松紧严重不适宜，影响牢度 

毛脱漏≥2.0cm；
链式线路跳线；
断线；破损 

7 
领子止口不顺直、反吐、领尖长短不一致。互
差 0.3cm～0.5cm；绱领不平服，绱领偏斜
0.6cm～0.9cm 

领尖长短互差＞0.5cm；绱领偏
斜≥1.0cm；绱领严重不平服；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有接线、
跳线 

领尖毛出 

8 压领线宽窄不一致，下炕；反面线距边＞0.4cm
钉眼外露 － － 

9 盘头：探出 0.3cm；止口反吐、不整齐 － － 

10 门、里襟不顺直；长短互差 0.4cm～0.6cm；两
袖长短互差 0.6cm～0.8cm 

门、里襟长短互差≥0.7cm；两
袖长短互差≥0.9cm － 

11 针眼外露 针眼外露 － 

12 绱领不圆顺；吃势不均匀，袖窿不平服 － － 

13 十字缝：互差＞0.5cm － － 

14 肩、袖窿、袖缝、侧缝、合缝不均匀；倒向不

一致；两肩大小互差＞0.5cm 两肩大小互差＞1.0cm － 

15 底边：宽窄不一致；不顺直；轻度倒翘 严重倒翘 － 

色差色

牢度 
16 表面部位色差不符合规定 1 级以内；衬布影响 

色差低于 3 级 
表面部位色差超过规定 1 级以

上 － 

辅料 17 缝纫线色泽色调与面料不相适应；钉扣线与扣 
色泽不适应 － － 

疵点 18 FZ/T 81007－2012 中的 2、3 部位超该标准规定 FZ/T 81007－2012 中的 1 部位

超该标准规定 － 

针距 19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上 － 

规格允 20 超过规定 50%以内 超过规定 50%及以上 超过规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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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许偏差 及以上 

锁眼 21 锁眼间距互差≥0.4cm；偏斜≥0.3，纱线绽出 跳线、开线、毛露 － 

钉扣 22 扣与眼位互差≥0.4cm；钉扣不牢 扣掉落 － 

    注 1：以上各项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 2：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少部件为严重缺陷。 
    注 3：本规则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标准判断。 
    注 4：理化性能一项不合格即为该产品不合格。 

5.3  抽样规定 

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10 件(套)。 
500 件(套)以上至 1000 件(套)[含 1000 件(套)]抽验 20 件(套)。 
1000 件(套)以上抽验 30 件(套)。 
理化性能抽样按项目抽 4 件(套)。 

5.4  判定规则 

5.4.1  单件产品的判定： 
优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6  
一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8  
合格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10 

5.4.2  批量产品的判定优等品批： 
优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优等品≥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优等品指标

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一等品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

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样本中的合格品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不含严重缺陷不合格品)。

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5.4.3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上述规定为等级品出厂。 
5.4.4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进行第二次抽检，抽检数量应增加一倍，如仍不符

合标准规定，应全部整修或降等。 

6  标签 

6.1  标签应符合 GB 5296.4－2012 规定。标签包括产品标签、规格标签、洗涤标签。 
6.2  产品标签为生产企业商标。 
6.3  洗涤标签应符合 GB/T 8685－2008 规定，标注产品名称、原料成分、含量、洗涤方法。 
6.4  规格标签应标注号型规格。 
6.5  标签上的文字应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直观、规范，文字图形符号的颜色与背景、底色应为对

比色。 
6.6  产品上的标签缝制要牢固。 
6.7  成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FZ/T 80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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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短袖常服体恤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女短袖常服体恤衫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女短袖常服体恤衫的订做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250－2008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2－2008  服装号型女子 
FZ/T 81007－2012  单、夹服装 
GB/T 2912.1－2009  纺织品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 5296.4－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T 6836－2007  涤纶缝纫线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628－2013  纺织品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17  纺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2013  纺织品洗涤和干燥时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8685－200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80002－2016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3  要求 

3.1  标样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按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确定的实物样品为该产品的标样。 
3.2  样式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的样式如图示 1 所示。 
3.3  号型及规格 

3.3.1  号型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采用 GB/T1335.2－2008 标准。身高以 5.0cm 分档，胸围以 4.0cm 分档，腰围以

4.0cm 分档，身高与胸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身高与腰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号型用身高、腰围、

体型表示。示例：160/88C 女常服体恤衫基础号型成品规格尺寸、极限偏差及档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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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1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样式图 

 
 

表 1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表 

                                                                                         单位为厘米 

编号 部位 

规格尺寸 

极限偏差 档差 
160/88C 

1 衣长 58 +1.2、-1 ±1.5 

2 胸围 88 ±2 ±4 

3 腰围 82 ±2 ±4 

4 脚围 83 ±2 ±4 

5 前胸宽 44 ±1 ±2 

6 后背宽 44 ±1 ±2 

7 肩宽 38 ±1 ±1.2 

8 袖长 16.5 ±0.5 ±1.5 

9 袖肥 32.5 ±0.5 ±1 

10 袖口宽 15 ±0.5 ±1 

11 领长 37 ±0.5 ±1 

12 门筒长 15 ±0.5 —— 

 

3.3.2  成品规格尺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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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位置如图示 2 所示。 

图示 2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图 
 
3.4  颜色 

3.4.1  面料颜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必选色）、白色（可选色）、红色（可选色）。 

 
图示 3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成品颜色示意图 

 
3.4.2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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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线、锁钉线颜色为顺面料色。 
 

3.4.3  纽扣颜色 

纽扣为树脂纽扣，纽扣颜色为顺面料色，建议纽扣上凹刻 AVIC。 

 
图示 4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纽扣示意图 

3.4.4  粘合衬颜色 

粘合衬颜色为本白色。 
3.4.5  绣花线颜色 

胸标绣花线为顺面料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红色时，后背英文绣花线为白色；面料颜色为白色时，后背英文绣花线为标准

蓝色（潘通色 2925C)。 
3.5  材料规格及用途 

材料规格及用途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材料规格及用途 

名称 规格 执行标准 用途 

粘合衬 

PE 粉点粘合衬 
28tex/28tex，148g/m2 

GB/T 31904-2015 
翻领衬、座领衬 

PE 粉点粘合衬 
13tex/13tex，88g/m2 门襟衬 

涤纶缝纫线 
11.8tex×2 

GB/T 6836－2007 
缝纫、环缝、锁眼 

11.8tex×3 钉扣 

树脂纽扣 φ11.0mm —— 门襟、备用扣 

粘胶长丝绣花线 —— —— 胸标、后背英文刺绣 

3.6  裁剪 

3.6.1  成品色差及下料规定 

成品表面颜色与面料标样对比色差应不低于 4 级，领面、明门襟贴边与大身色差不低于 4 级，评定

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规定。 
3.6.2  裁片下料方向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裁片下料方向 

                                                                                     单位为厘米 

类别 裁片名称 下料方向 允斜极限 要求 

面料 

前身 经 前襟边顺经纱 —— 

后身 经 背中缝顺经纱 —— 

门襟明贴边 经 前边顺经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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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 经 以袖中线为准 —— 

翻领面 经 —— —— 

翻领里 经 —— —— 

座领面 经 —— —— 

座领里 经 —— —— 

衬布 

翻领衬 斜 —— —— 

座领衬 经 —— —— 

门襟明贴边衬 经 1.0 —— 

3.6.3  外观疵点规定 

外观疵点按 FZ/T 81007－2003 中 3.8 的规定执行。 
3.7  敷衬 

敷衬工艺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敷衬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敷衬要求 图示 

明门襟贴边 明门襟贴边敷衬一层(净样宽)，居裁

片中间 
 

翻领面 翻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座领面 座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3.8  缝制 

3.8.1  缝纫针距 

3.8.1.1  明线针距：(15～16)针/3cm。 
3.8.1.2  暗线针距：(15～16 针)针/3cm。 
3.8.1.3  坎车线针距：(13～14)针/3cm。 
3.8.1.4  锁眼针距：(13～14)针/1cm。 
3.8.1.5  钉扣：10~12 根线/眼。 
3.8.2  缝制工艺 

3.8.2.1  缝制工艺应符合表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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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缝制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 工序名称 缝头 缝制形式 
及缝线道数 

明线 
距边 要求 

领子 

钩压翻领 0.4 暗线一道 
明线二道 

0.1/0.5 里外一致，宽窄均匀 

扎领座下口明线 1.0 明线一道 0.1/0.5 － 

上下领结合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反面上炕 0.1－0.15 

绱领子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底领面上炕 0.1－0.15 

前后身 

绱左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男锁眼) 

绱右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女锁眼) 

合肩缝 0.8 暗线一道 — 前后对正 

合侧缝、袖缝 0.8 暗线一道 — 袖底缝对正 

袖子 
绱袖子 0.8 暗线一道 — 袖山无吃势 

短袖袖口线 2.0 明线二道 1.5/2.0 袖口折边 2.0 

商标 扎产品标签 － 两端明线各一道 － 领下口居中向下 2.5，两头扎缝 

号标 扎规格标签 1.0 － － 后领中间绱领时夹住 

水洗标 扎水洗标签 1.0 － － 夹缝于左侧缝，净下摆向上 14.0 
处 

 

3.9  锁钉 

锁扣眼应美观、规整、牢固、不歪斜。钉扣反面留扣线结长 0.5cm～1.0cm，扣面图案端正。锁钉

工艺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锁钉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扣眼尺寸 
要求 

锁眼 钉扣 

门襟 1.8 座领取中，距右前端 1.5cm 横锁直眼一

个；右门襟距居中竖锁直眼二个 左门襟与扣眼对正，距襟边 1.5 钉扣 3 粒 

备用扣 —— —— 备用扣钉在洗水唛上 

3.10  航空工业标志 

3.10.1  刺绣标志用线应符合 FZ/T 63002－2009 的规定。 
3.10.2  短袖上衣左胸刺绣标志如图示 5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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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5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左胸刺绣标志规格图 

 

3.10.4  短袖上衣后背刺绣表示如图示 6 表示。 

 

图示 6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后背刺绣标志规格图 

 

 

3.11  产品整烫及外观质量 

3.11.1  产品整洁美观，各部位熨烫平服、折叠端正、包装后领型圆顺对称。 
3.11.2  敷粘合衬部位不应有脱胶、渗胶及起皱现象。 
3.12  成品理化性能 

3.12.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应符合表 7 规定。 
 

表 7  成品主要部位洗涤尺寸变化率 

部位名称 水洗后尺寸变化率(%) 

领子 ≥－0.5 

胸围 ≥－1.5 

衣长 ≥－1.5 

3.12.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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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 

                                                                                        单位为级 

部位名称 洗涤前起皱级差 洗涤后起皱级差 

领子 ≥4－5 ≥4 

摆缝 ≥4 ≥3－4 

底边 ≥4 ≥3－4 

3.12.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应不高于 150mg/kg。 
3.12.4  成品 PH 值限量应为 6.0～7.5。 

4  检测方法 

4.1  检验工具 

4.1.1  钢卷尺、游标卡尺。 
4.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0－2008。 
4.1.3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4.1.4  常服体恤衫外观起皱样照。 
4.1.5  常服体恤衫外观疵点样照。 
4.2  外观测定 

4.2.1  成品色差应符合 3.6.1.1 的规定，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标准规定。 
4.2.2  成品纱向测定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4.2.3  成品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应符合 FZ/T 81007－2012 的规定。 
4.2.4  成品缝纫针距应符合 3.8.1 的规定，在成品上任取 3.0cm 测量(厚薄部位除外)，缝制工艺应符合

表 5 的规定。 
4.2.5  成品整烫外观应符合 3.11 的规定。 
4.3  规格测定 

4.3.1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3.2  成品主要部位的测量方法应符合图 2 规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4  理化性能测定 

4.4.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3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8628－2013、GB/T 8629
－2017、GB/T 8630－2013 的规定。 
4.4.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4.4.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3 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2912.1－2009 的规定。 
4.4.4  成品 PH 值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4 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7573－2009 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质量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按照产品不符合标准和对产品的性能、外观的

影响程度，缺陷分为三类： 
a)  严重缺陷 

严重降低产品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  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缺陷，称为

重缺陷。 



 24 

c)  轻缺陷 
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5.2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女短袖常服体恤衫质量缺陷判定依据按表 9 的规定执行，表 9 中未规定的其它判定依据按 FZ/T 
81007－2012 中 5.2.3 的规定执行。 

 

表 9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外观质
量及缝
制质量 

1 标签不端正，明显歪斜；扎标签线与标签底色
不适应 标签内容不准确 无标签 

2 
领型左右不一致，折叠不端正，互差 0.6cm 以
上(两肩对比，门里襟对比)；领窝、门襟轻起
兜，不平挺；底领外露，袖头不平服、不端正 

领窝、门襟严重起兜 － 

3 熨烫不平服、有亮光 轻微烫黄、烫变色 － 

4 表面有死线头长 1.0cm、纱毛长 1.5cm，2 根以
上；有轻度污渍，污渍≤2.0cm2，水花≤4cm2 

有明显污渍，污渍≥2.0cm2，水
花＞4.0cm2 － 

5 领子不平服，领面松紧不适宜；豁口重叠 领面起泡、渗胶、领面反翘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起泡 

6 

缝制线路不顺直、宽窄不均匀、不平服，接线
处明显双轨＞1.0cm，起落针处没有回针；毛脱
漏≤2.0cm2，30.0cm 二处单跳线；上下线轻度
松紧不适宜 

1.0cm≤毛脱漏＜2.0cm，上下线
松紧严重不适宜，影响牢度 

毛脱漏≥2.0cm；
链式线路跳线；
断线；破损 

7 
领子止口不顺直、反吐、领尖长短不一致。互
差 0.3cm～0.5cm；绱领不平服，绱领偏斜
0.6cm～0.9cm 

领尖长短互差＞0.5cm；绱领偏
斜≥1.0cm；绱领严重不平服；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有接线、
跳线 

领尖毛出 

8 压领线宽窄不一致，下炕；反面线距边＞0.4cm
钉眼外露 － － 

9 盘头：探出 0.3cm；止口反吐、不整齐 － － 

10 门、里襟不顺直；长短互差 0.4cm～0.6cm；两
袖长短互差 0.6cm～0.8cm 

门、里襟长短互差≥0.7cm；两
袖长短互差≥0.9cm － 

11 针眼外露 针眼外露 － 

12 绱领不圆顺；吃势不均匀，袖窿不平服 － － 

13 十字缝：互差＞0.5cm － － 

14 肩、袖窿、袖缝、侧缝、合缝不均匀；倒向不

一致；两肩大小互差＞0.5cm 两肩大小互差＞1.0cm － 

15 底边：宽窄不一致；不顺直；轻度倒翘 严重倒翘 － 

色差色

牢度 
16 表面部位色差不符合规定 1 级以内；衬布影响 

色差低于 3 级 
表面部位色差超过规定 1 级以

上 － 

辅料 17 缝纫线色泽色调与面料不相适应；钉扣线与扣 
色泽不适应 － － 

疵点 18 FZ/T 81007－2012 中的 2、3 部位超该标准规定 FZ/T 81007－2012 中的 1 部位

超该标准规定 － 

针距 19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上 － 

规格允 20 超过规定 50%以内 超过规定 50%及以上 超过规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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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许偏差 及以上 

锁眼 21 锁眼间距互差≥0.4cm；偏斜≥0.3，纱线绽出 跳线、开线、毛露 － 

钉扣 22 扣与眼位互差≥0.4cm；钉扣不牢 扣掉落 － 

    注 1：以上各项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 2：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少部件为严重缺陷。 
    注 3：本规则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标准判断。 
    注 4：理化性能一项不合格即为该产品不合格。 

5.3  抽样规定 

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10 件(套)。 
500 件(套)以上至 1000 件(套)[含 1000 件(套)]抽验 20 件(套)。 
1000 件(套)以上抽验 30 件(套)。 
理化性能抽样按项目抽 4 件(套)。 

5.4  判定规则 

5.4.1  单件产品的判定： 
优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6  
一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8  
合格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10 

5.4.2  批量产品的判定优等品批： 
优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优等品≥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优等品指标

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一等品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

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样本中的合格品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不含严重缺陷不合格品)。

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5.4.3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上述规定为等级品出厂。 
5.4.4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进行第二次抽检，抽检数量应增加一倍，如仍不符

合标准规定，应全部整修或降等。 

6  标签 

6.1  标签应符合 GB 5296.4－2012 规定。标签包括产品标签、规格标签、洗涤标签。 
6.2  产品标签为生产企业商标。 
6.3  洗涤标签应符合 GB/T 8685－2008 规定，标注产品名称、原料成分、含量、洗涤方法。 
6.4  规格标签应标注号型规格。 
6.5  标签上的文字应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直观、规范，文字图形符号的颜色与背景、底色应为对

比色。 
6.6  产品上的标签缝制要牢固。 
6.7  成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FZ/T 80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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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蚕丝棉珠地面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服装用桑蚕丝棉珠地面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标签。 
    本部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服装用桑蚕丝棉珠地面料的订购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9862-201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250-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25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2910.2-2009 纺织品 三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GB/T3920-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3922-20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5713-20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6152-199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热压色牢度 
GB/T 8427-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 
FZ/T70010 针织物平方米干燥重量的测定  
FZ/T 01152-2019 纺织品 纬编针织物线圈长度和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GB/T 4666-2009 纺织品 织物长度和幅宽的测定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第 1 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FZ/T 01032-2012 织物及制品缝纫损伤的试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个弓纬试验方法 
    GB/T 3819-1997 纺织品 织物折痕回复性的测定 回复角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的测定(ISO 3071：1980；MOD)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3  要求 

3.1  品种规格 

    品种规格见表 1。 

表 1  品种规格 

产品名称 
项目 幅宽（cm） 

纱线线密度 纤维含量(%) 
质量（g/m2） 

纬编 棉 聚酯纤维 桑蚕丝 

桑蚕丝棉珠地面料 180 32S 49.3 44.9 5.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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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颜色 

    产品的颜色为藏青色、白色、蓝灰色、红色，实物颜色应符合航空工业司服面料样本中的短袖常服

体恤衫的标样。 
3.3  匹长及组成 

3.3.1  产品净长＜40m 为小匹，净长≥40m 为大匹。 
3.3.2  同规格产品、色泽一致时可进行拼匹，拼匹时可由两段组成，但最短一段应在 6m 以上。 
3.4  安全性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8401－2010 中 B 类的规定。 
3.5  实物质量 

    包含织物的布面、手感和光泽、以标样为准。 
3.6  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见表 2。 
 

表 2  理化性能 

项目 指标 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幅宽 cm 180 ±2％ GB/T 4467－2006 

质量 g/m2 185 ±4％ GB/T 4669－2008 

纤维含量% 
49.3%棉 

44.9%聚酯纤维 
5.8%桑蚕丝 

－3％ 

FZ/T01057.1-2007 
FZ/T01057.2-2007 
FZ/T01057.3-2007 
FZ/T01057.4-2007 
GB/T 2910.2-2009 

断裂强力 N 
经向 ≥140 － 

GB/T 3923.1－2013 
纬向 ≥200 － 

水洗尺寸变化率% 
经向 ≥－1.5 － GB/T 8629－2017 

GB/T 8630－2013 
纬向 ≥－1.5 － 

缝纫损伤率% ≤5 － FZ/T 01032－2012 

纬斜% ≤3 － GB/T 14801－2009 

缓折痕回复性 
经向 ≥300 － GB/T 3819－1997 

纬向 ≥300 － GB/T 3819－1997 

PH 值 6－7.5  GB/T 7573－2009 

甲醛含量 mg/kg ≤50  GB/T 2912.1－2009 

3.7  色牢度 

色牢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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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色牢度 

项目 试验方法 

耐光色牢度 ≥4 GB/T 8427－2008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 ≥4 

GB/T 3920－2008 
湿摩 ≥3－4 

耐热压色牢度 
色泽变化 ≥4－5 

GB/T 6152－1997 
涤布沾色 ≥4 

耐汗渍色牢度 
变化 ≥4 

GB/T 3922－2013 
沾色 ≥4 

耐洗色牢度 
变化 ≥4 

GB/T 3921.3－2008 
沾色 ≥4 

    注：耐光色牢度为保证指标，其它指标只允许有一个项目低半级。 

 

3.8  外观质量 

3.8.1  色差 

    产品颜色与标样对比左中右色差、前后色差不应低于 4－5 级，匹与匹之间的色差不低于 4 级。 
3.8.2  局部性疵点和散步性疵点 

    符合 GB/T 22848-2009 中评等要求，外观疵点轻微与明显区别：以沿定等方显 1m 远看的见，2m
远看不见为轻微，2m 远看的见为明显。 

4  试验方法 

4.1  匹长和组成用分度值为毫米的直尺及外观观察法测量。 
4.2  安全性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8401－2010 中 B 类的规定。 
4.3  理化性能和色牢度指标分别按表 2、表 3 中相应试验方法规定进行。 
4.4  外观质量的评等按 GB/T 22848-2009 规定执行。 
4.5  实物质量按标样执行。 
4.6  色差按 GB 250－2008 规定比照执行。沾色按 GB 251－2008 规定比照执行。 

5  检验规则 

5.1  样本单位 

    以交货数量为一批，样本单位为匹。 
5.2  抽验数量 

    抽验产品数量一般按交货批的 4%进行取样，批量小时，抽检不得少于 3 匹；批量在 300 匹以上时，

每增加 50 匹，加抽 1 匹。 
5.3  判定规则 

5.3.1  抽验的产品实物质量、物理性能、色牢度的外观质量符合规定者为合格品。 
5.3.2  实物质量、物理性能、色牢度有一项不合格，则全匹产品不合格。外观质量不合格率在 2%及

以内者，全匹产品合格。超过 2%时，则全匹产品不合格。 
5.3.3  复验 

    要求或对产品抽验质量判定有争议时，允许复验一次，复验时抽样数量应增加一倍进行重新检验，

结果按 5.3.1 和 5.3.2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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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长袖常服体恤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男长袖常服体恤衫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男长袖常服体恤衫的订做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250－2008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1－2008  服装号型男子 
FZ/T 81007－2012  单、夹服装 
GB/T 2912.1－2009  纺织品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 5296.4－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T 6836－2007  涤纶缝纫线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628－2013  纺织品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17  纺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2013  纺织品洗涤和干燥时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8685－200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80002－2016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3  要求 

3.1  标样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按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确定的实物样品为该产品的标样。 
3.2  样式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的样式如图示 1 所示。 
3.3  号型及规格 

3.3.1  号型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采用 GB/T1335.1－2008 标准。身高以 5.0cm 分档，胸围以 4.0cm 分档，腰围以

4.0cm 分档，身高与腰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号型用身高、腰围、体型表示。示例：175/96C 男常服

体恤衫基础号型成品规格尺寸、极限偏差及档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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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1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样式图 

 

 

表 1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表 

                                                                                         单位为厘米 

编号 部位 

规格尺寸 

极限偏差 档差 
175/96C 

1 衣长 70 +1.2、-1 ±2 

2 胸围 104 ±2 ±4 

3 腰围 101 ±2 ±4 

4 脚围 102 ±2 ±4 

5 前胸宽 39 ±1 ±1.5 

6 后背宽 41.5 ±1 ±1.5 

7 肩宽 45 ±1 ±1.5 

8 袖长 60.5 ±0.5 ±0.5 

9 袖肥 41.5 ±0.5 ±1.5 

10 袖口宽 10.75 ±0.5 ±0.5 

11 领长 41 ±0.5 ±1 

12 门筒长 15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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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成品规格尺寸测量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位置如图示 2 所示。 
 

图示 2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图 

3.4  颜色 

3.4.1  面料颜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必选色）、白色（可选色）、灰色（可选色）。 

 
 

图示 3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颜色示意图 
 

3.4.2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为顺面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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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纽扣颜色 

纽扣为树脂纽扣，纽扣颜色为顺面料色，建议纽扣上凹刻 AVIC。 

 
图示 4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纽扣示意图 

3.4.4  粘合衬颜色 

粘合衬颜色为本白色。 
3.4.5  绣花线颜色 

绣花线为顺面料色。 
3.5  材料规格及用途 

材料规格及用途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材料规格及用途 

名称 规格 执行标准 用途 

粘合衬 

PE 粉点粘合衬 
28tex/28tex，148g/m2 

GB/T 31904-2015 
翻领衬、座领衬、袖头衬 

PE 粉点粘合衬 
13tex/13tex，88g/m2 门襟衬 

涤纶缝纫线 
11.8tex×2 

GB/T 6836－2007 
缝纫、环缝、锁眼 

11.8tex×3 钉扣 

树脂纽扣 φ11.0mm —— 门襟、袖头、备用扣 

粘胶长丝绣花线 —— —— 胸标、袖口刺绣 

3.6  裁剪 

3.6.1  成品色差及下料规定 

成品表面颜色与面料标样对比色差应不低于 4 级，领面、袖头面、明门襟贴边与大身色差不低于 4
级，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规定。 
3.6.2  裁片下料方向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裁片下料方向 

                                                                                     单位为厘米 

类别 裁片名称 下料方向 允斜极限 要求 

面料 

前身 经 前襟边顺经纱 —— 

后身 经 背中缝顺经纱 —— 

门襟明贴边 经 前边顺经纱 —— 

袖子 经 以袖中线为准 —— 

翻领面 经 —— —— 

翻领里 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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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领面 经 —— —— 

座领里 经 —— —— 

袖头面 经 —— —— 

袖头里 经 —— —— 

长袖袖叉上牙条 经 —— —— 

长袖袖叉下牙条 经 1.0 —— 

衬布 

翻领衬 斜 —— —— 

座领衬 经 —— —— 

袖头衬 经 1.0 —— 

门襟明贴边衬 经 1.0 —— 

3.6.3  外观疵点规定 

外观疵点按 FZ/T 81007－2003 中 3.8 的规定执行。 
3.7  敷衬 

敷衬工艺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敷衬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敷衬要求 图示 

明门襟贴边 明门襟贴边敷衬一层(净样宽)，居裁

片中间 
 

翻领面 翻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座领面 座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袖头面 袖头面敷衬一层(净样)，居裁片中间 

 

3.8  缝制 

3.8.1  缝纫针距 

3.8.1.1  明线针距：(15～16)针/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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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  暗线针距：(15～16 针)针/3cm。 
3.8.1.3  坎车线针距：(13～14)针/3cm。 
3.8.1.4  锁眼针距：(13～14)针/1cm。 
3.8.1.5  钉扣：10~12 根线/眼。 
3.8.2  缝制工艺 

3.8.2.1  缝制工艺应符合表 5 要求。 
 

表 5  缝制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 工序名称 缝头 缝制形式 
及缝线道数 

明线 
距边 要求 

领子 

钩压翻领 0.4 暗线一道 
明线二道 

0.1/0.5 里外一致，宽窄均匀 

扎领座下口明线 1.0 明线一道 0.1/0.5 － 

上下领结合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反面上炕 0.1－0.15 

绱领子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底领面上炕 0.1－0.15 

前后身 

绱左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男锁眼) 

绱右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女锁眼) 

合肩缝 0.8 暗线一道 — 前后对正 

合侧缝、袖缝 0.8 暗线一道 — 袖底缝对正 

袖子 

绱袖子 0.8 暗线一道 — 袖山无吃势 

扎袖头面里口线 1.2 明线二道 0.1/0.8 － 

钩压袖头 0.4 明暗线各二道 0.1/0.5 里外一致 

缝袖叉 0.8 暗线一道 
明线一道 

0.1 袖叉缝包住袖叉中，袖叉反面定缝三 
角口 

夹绱袖头 1.0 明线一道 0.1 按袖口标印打活褶两个，面褶向后 
倒，反面上炕 0.1－0.15 

商标 扎产品标签 － 两端明线各一道 － 领下口居中向下 2.5，两头扎缝 

号标 扎规格标签 1.0 － － 后领中间绱领时夹住 

水洗标 扎水洗标签 1.0 － － 夹缝于左侧缝，净下摆向上 14.0 
处 

 

3.9  锁钉 

锁扣眼应美观、规整、牢固、不歪斜。钉扣反面留扣线结长 0.5cm～1.0cm，扣面图案端正。锁钉

工艺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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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锁钉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扣眼尺寸 
要求 

锁眼 钉扣 

门襟 1.8 座领取中，距左前端 1.5cm 横锁直眼一

个；左门襟距居中竖锁直眼二个 右门襟与扣眼对正，距襟边 1.5 钉扣 3 粒 

袖头(长袖) 1.8 袖头后宽取中，距边 1.0 横锁直眼一个 与眼对正，距边 1.5 钉扣一粒 

袖叉 1.8 袖叉上牙取中竖锁直眼一个 与眼对正 

备用扣 —— —— 备用扣钉在洗水唛上 

3.10  航空工业标志 

3.10.1  刺绣标志用线应符合 FZ/T 63002－2009 的规定。 
3.10.2  长袖上衣左胸刺绣标志如图示 5 表示。 

 
 

图示 5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左胸刺绣标志规格图 

 

3.10.3  长袖上衣袖口刺绣标志如图示 6 表示。 

 
图示 6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袖口刺绣标志规格图 

 

3.11  产品整烫及外观质量 

3.11.1  产品整洁美观，各部位熨烫平服、折叠端正、包装后领型圆顺对称。 
3.11.2  敷粘合衬部位不应有脱胶、渗胶及起皱现象。 
3.12  成品理化性能 

3.12.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应符合表 7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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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成品主要部位洗涤尺寸变化率 

部位名称 水洗后尺寸变化率(%) 

领子 ≥－0.5 

胸围 ≥－1.5 

衣长 ≥－1.5 

3.12.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 

                                                                                        单位为级 

部位名称 洗涤前起皱级差 洗涤后起皱级差 

领子 ≥4－5 ≥4 

袖头 ≥4－5 ≥4 

摆缝 ≥4 ≥3－4 

底边 ≥4 ≥3－4 

3.12.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应不高于 150mg/kg。 
3.12.4  成品 PH 值限量应为 6.0～7.5。 

4  检测方法 

4.1  检验工具 

4.1.1  钢卷尺、游标卡尺。 
4.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0－2008。 
4.1.3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4.1.4  常服体恤衫外观起皱样照。 
4.1.5  常服体恤衫外观疵点样照。 
4.2  外观测定 

4.2.1  成品色差应符合 3.6.1.1 的规定，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标准规定。 
4.2.2  成品纱向测定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4.2.3  成品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应符合 FZ/T 81007－2012 的规定。 
4.2.4  成品缝纫针距应符合 3.8.1 的规定，在成品上任取 3.0cm 测量(厚薄部位除外)，缝制工艺应符合

表 5 的规定。 
4.2.5  成品整烫外观应符合 3.11 的规定。 
4.3  规格测定 

4.3.1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3.2  成品主要部位的测量方法应符合图 3 规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4  理化性能测定 

4.4.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7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8628－2013、GB/T 8629
－2017、GB/T 8630－2013 的规定。 
4.4.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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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3 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2912.1－2009 的规定。 
4.4.4  成品 PH 值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4 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7573－2009 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质量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按照产品不符合标准和对产品的性能、外观的

影响程度，缺陷分为三类 
a)  严重缺陷 

严重降低产品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  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缺陷，称为

重缺陷。 
c)  轻缺陷 

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5.2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男长袖常服体恤衫质量缺陷判定依据按表 9 的规定执行，表 9 中未规定的其它判定依据按 FZ/T 
81007－2012 中 5.2.3 的规定执行。 

 

表 9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外观质
量及缝
制质量 

1 标签不端正，明显歪斜；扎标签线与标签底色
不适应 标签内容不准确 无标签 

2 
领型左右不一致，折叠不端正，互差 0.6cm 以
上(两肩对比，门里襟对比)；领窝、门襟轻起
兜，不平挺；底领外露，袖头不平服、不端正 

领窝、门襟严重起兜 － 

3 熨烫不平服、有亮光 轻微烫黄、烫变色 － 

4 表面有死线头长 1.0cm、纱毛长 1.5cm，2 根以
上；有轻度污渍，污渍≤2.0cm2，水花≤4cm2 

有明显污渍，污渍≥2.0cm2，水
花＞4.0cm2 － 

5 领子不平服，领面松紧不适宜；豁口重叠 领面起泡、渗胶、领面反翘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起泡 

6 

缝制线路不顺直、宽窄不均匀、不平服，接线
处明显双轨＞1.0cm，起落针处没有回针；毛脱
漏≤2.0cm2，30.0cm 二处单跳线；上下线轻度
松紧不适宜 

1.0cm≤毛脱漏＜2.0cm，上下线
松紧严重不适宜，影响牢度 

毛脱漏≥2.0cm；
链式线路跳线；
断线；破损 

7 
领子止口不顺直、反吐、领尖长短不一致。互
差 0.3cm～0.5cm；绱领不平服，绱领偏斜
0.6cm～0.9cm 

领尖长短互差＞0.5cm；绱领偏
斜≥1.0cm；绱领严重不平服；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有接线、
跳线 

领尖毛出 

8 压领线宽窄不一致，下炕；反面线距边＞0.4cm
钉眼外露 － － 

9 盘头：探出 0.3cm；止口反吐、不整齐 － － 

10 门、里襟不顺直；长短互差 0.4cm～0.6cm；两
袖长短互差 0.6cm～0.8cm 

门、里襟长短互差≥0.7cm；两
袖长短互差≥0.9cm － 

11 针眼外露 针眼外露 － 

12 袖头：左右不对称；止口反吐：宽窄＞0.3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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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长短＞0.6cm 

13 袖开叉长短＞0.5cm － － 

14 绱领不圆顺；吃势不均匀，袖窿不平服 － － 

15 十字缝：互差＞0.5cm － － 

16 肩、袖窿、袖缝、侧缝、合缝不均匀；倒向不

一致；两肩大小互差＞0.5cm 两肩大小互差＞1.0cm － 

17 底边：宽窄不一致；不顺直；轻度倒翘 严重倒翘 － 

色差色

牢度 
18 表面部位色差不符合规定 1 级以内；衬布影响 

色差低于 3 级 
表面部位色差超过规定 1 级以

上 － 

辅料 19 缝纫线色泽色调与面料不相适应；钉扣线与扣 
色泽不适应 － － 

疵点 20 FZ/T 81007－2012 中的 2、3 部位超该标准规定 FZ/T 81007－2012 中的 1 部位

超该标准规定 － 

针距 21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上 － 

规格允

许偏差 
22 超过规定 50%以内 超过规定 50%及以上 超过规定 100%

及以上 

锁眼 23 锁眼间距互差≥0.4cm；偏斜≥0.3，纱线绽出 跳线、开线、毛露 － 

钉扣 24 扣与眼位互差≥0.4cm；钉扣不牢 扣掉落 － 

    注 1：以上各项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 2：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少部件为严重缺陷。 
    注 3：本规则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标准判断。 
    注 4：理化性能一项不合格即为该产品不合格。 

5.3  抽样规定 

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10 件(套)。 
500 件(套)以上至 1000 件(套)[含 1000 件(套)]抽验 20 件(套)。 
1000 件(套)以上抽验 30 件(套)。 
理化性能抽样按项目抽 4 件(套)。 

5.4  判定规则 

5.4.1  单件产品的判定： 
优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6  
一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8  
合格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10 

5.4.2  批量产品的判定优等品批： 
优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优等品≥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优等品指标

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一等品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

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样本中的合格品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不含严重缺陷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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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5.4.3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上述规定为等级品出厂。 
5.4.4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进行第二次抽检，抽检数量应增加一倍，如仍不符

合标准规定，应全部整修或降等。 

6  标签 

6.1  标签应符合 GB 5296.4－2012 规定。标签包括产品标签、规格标签、洗涤标签。 
6.2  产品标签为生产企业商标。 
6.3  洗涤标签应符合 GB/T 8685－2008 规定，标注产品名称、原料成分、含量、洗涤方法。 
6.4  规格标签应标注号型规格。 
6.5  标签上的文字应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直观、规范，文字图形符号的颜色与背景、底色应为对

比色。 
6.6  产品上的标签缝制要牢固。 
6.7  成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FZ/T 80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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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长袖常服体恤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女长袖常服体恤衫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女长袖常服体恤衫的订做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250－2008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2－2008  服装号型女子 
FZ/T 81007－2012  单、夹服装 
GB/T 2912.1－2009  纺织品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 5296.4－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T 6836－2007  涤纶缝纫线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628－2013  纺织品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17  纺织品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2013  纺织品洗涤和干燥时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8685－2008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80002－2016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3  要求 

3.1  标样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按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确定的实物样品为该产品的标样。 
3.2  样式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的样式如图示 1 所示。 
3.3  号型及规格 

3.3.1  号型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采用 GB/T1335.2－2008 标准。身高以 5.0cm 分档，胸围以 4.0cm 分档，腰围以

4.0cm 分档，身高与胸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身高与腰围搭配成 5·4 号型系列。号型用身高、腰围、

体型表示。示例：160/88C 女常服体恤衫基础号型成品规格尺寸、极限偏差及档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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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1  女长袖袖常服体恤衫样式图 

表 1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表 

                                                                                         单位为厘米 

编号 部位 

规格尺寸 

极限偏差 档差 

160/88C 

1 衣长 58 +1.2、-1 ±1.5 

2 胸围 88 ±2 ±4 

3 腰围 82 ±2 ±4 

4 脚围 83 ±2 ±4 

5 前胸宽 44 ±1 ±2 

6 后背宽 44 ±1 ±2 

7 肩宽 38 ±1 ±1.2 

8 袖长 56 ±0.5 ±1.5 

9 袖肥 32.5 ±0.5 ±1 

10 袖口宽 9 ±0.5 ±1 

11 领长 37 ±0.5 ±1 

12 门筒长 15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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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成品规格尺寸测量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位置如图示 2 所示。 

图示 2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规格尺寸测量图 
 
3.4  颜色 

3.4.1  面料颜色 

面料颜色为藏青色（必选色）、白色（可选色）、红色（可选色）。 

 
图示 3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成品颜色示意图 

 
3.4.2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 

缝纫线、锁钉线颜色为顺面料色。 



 46 

 
3.4.3  纽扣颜色 

纽扣为树脂纽扣，纽扣颜色为顺面料色，建议纽扣上凹刻 AVIC。 

 
图示 4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纽扣示意图 

3.4.4  粘合衬颜色 

粘合衬颜色为本白色。 
3.4.5  绣花线颜色 

绣花线为顺面料色。 
3.5  材料规格及用途 

材料规格及用途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材料规格及用途 

名称 规格 执行标准 用途 

粘合衬 

PE 粉点粘合衬 
28tex/28tex，148g/m2 

GB/T 31904-2015 
翻领衬、座领衬、袖头衬 

PE 粉点粘合衬 
13tex/13tex，88g/m2 门襟衬 

涤纶缝纫线 
11.8tex×2 

GB/T 6836－2007 
缝纫、环缝、锁眼 

11.8tex×3 钉扣 

树脂纽扣 φ11.0mm —— 门襟、袖头、备用扣 

粘胶长丝绣花线 —— —— 胸标、袖口刺绣 

3.6  裁剪 

3.6.1  成品色差及下料规定 

成品表面颜色与面料标样对比色差应不低于 4 级，领面、袖头面、明门襟贴边与大身色差不低于 4
级，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规定。 
3.6.2  裁片下料方向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裁片下料方向 

                                                                                     单位为厘米 

类别 裁片名称 下料方向 允斜极限 要求 

面料 

前身 经 前襟边顺经纱 —— 

后身 经 背中缝顺经纱 —— 

门襟明贴边 经 前边顺经纱 —— 

袖子 经 以袖中线为准 —— 

翻领面 经 —— —— 

翻领里 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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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领面 经 —— —— 

座领里 经 —— —— 

袖头面 经 —— —— 

袖头里 经 —— —— 

长袖袖叉上牙条 经 —— —— 

长袖袖叉下牙条 经 1.0 —— 

衬布 

翻领衬 斜 —— —— 

座领衬 经 —— —— 

袖头衬 经 1.0 —— 

门襟明贴边衬 经 1.0 —— 

3.6.3  外观疵点规定 

外观疵点按 FZ/T 81007－2003 中 3.8 的规定执行。 
3.7  敷衬 

敷衬工艺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敷衬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敷衬要求 图示 

明门襟贴边 明门襟贴边敷衬一层(净样宽)，居裁

片中间 
 

翻领面 翻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座领面 座领面敷一层主衬(净) 

 

袖头面 袖头面敷衬一层(净样)，居裁片中间 

 

3.8  缝制 

3.8.1  缝纫针距 

3.8.1.1  明线针距：(15～16)针/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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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  暗线针距：(15～16 针)针/3cm。 
3.8.1.3  坎车线针距：(13～14)针/3cm。 
3.8.1.4  锁眼针距：(13～14)针/1cm。 
3.8.1.5  钉扣：10~12 根线/眼。 
3.8.2  缝制工艺 

3.8.2.1  缝制工艺应符合表 5 要求。 
 

表 5  缝制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 工序名称 缝头 缝制形式 
及缝线道数 

明线 
距边 要求 

领子 

钩压翻领 0.4 暗线一道 
明线二道 

0.1/0.5 里外一致，宽窄均匀 

扎领座下口明线 1.0 明线一道 0.1/0.5 － 

上下领结合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反面上炕 0.1－0.15 

绱领子 0.6 明暗线各一道 0.1 底领面上炕 0.1－0.15 

前后身 

绱左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男锁眼) 

绱右门襟贴边 1.0 明线一道 0.1 止口里外一致，宽窄均匀(女锁眼) 

合肩缝 0.8 暗线一道 — 前后对正 

合侧缝、袖缝 0.8 暗线一道 — 袖底缝对正 

袖子 

绱袖子 0.8 暗线一道 — 袖山无吃势 

扎袖头面里口线 1.2 明线二道 0.1/0.8 － 

钩压袖头 0.4 明暗线各二道 0.1/0.5 里外一致 

缝袖叉 0.8 暗线一道 
明线一道 

0.1 袖叉缝包住袖叉中，袖叉反面定缝三 
角口 

夹绱袖头 1.0 明线一道 0.1 按袖口标印打活褶两个，面褶向后 
倒，反面上炕 0.1－0.15 

商标 扎产品标签 － 两端明线各一道 － 领下口居中向下 2.5，两头扎缝 

号标 扎规格标签 1.0 － － 后领中间绱领时夹住 

水洗标 扎水洗标签 1.0 － － 夹缝于左侧缝，净下摆向上 14.0 
处 

 

3.9  锁钉 

锁扣眼应美观、规整、牢固、不歪斜。钉扣反面留扣线结长 0.5cm～1.0cm，扣面图案端正。锁钉

工艺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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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锁钉工艺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扣眼尺寸 
要求 

锁眼 钉扣 

门襟 1.8 座领取中，距右前端 1.5cm 横锁直眼一

个；右门襟距居中竖锁直眼二个 左门襟与扣眼对正，距襟边 1.5 钉扣 3 粒 

袖头(长袖) 1.8 袖头后宽取中，距边 1.0 横锁直眼一个 与眼对正，距边 1.5 钉扣一粒 

袖叉 1.8 袖叉上牙取中竖锁直眼一个 与眼对正 

备用扣 —— —— 备用扣钉在洗水唛上 

3.10  航空工业标志 

3.10.1  刺绣标志用线应符合 FZ/T 63002－2009 的规定。 
3.10.2  长袖上衣左胸刺绣标志如图示 5 表示。 

 
 

图示 5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左胸刺绣标志规格图 

 

3.10.3  长袖上衣袖口刺绣标志如图示 6 表示。 
 

 
图示 6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袖口刺绣标志规格图 

 

3.11  产品整烫及外观质量 

3.11.1  产品整洁美观，各部位熨烫平服、折叠端正、包装后领型圆顺对称。 
3.11.2  敷粘合衬部位不应有脱胶、渗胶及起皱现象。 
3.12  成品理化性能 

3.12.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应符合表 7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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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成品主要部位洗涤尺寸变化率 

部位名称 水洗后尺寸变化率(%) 

领子 ≥－0.5 

胸围 ≥－1.5 

衣长 ≥－1.5 

3.12.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 

                                                                                        单位为级 

部位名称 洗涤前起皱级差 洗涤后起皱级差 

领子 ≥4－5 ≥4 

袖头 ≥4－5 ≥4 

摆缝 ≥4 ≥3－4 

底边 ≥4 ≥3－4 

3.12.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应不高于 150mg/kg。 
3.12.4  成品 PH 值限量应为 6.0～7.5。 

4  检测方法 

4.1  检验工具 

4.1.1  钢卷尺、游标卡尺。 
4.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0－2008。 
4.1.3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2008。 
4.1.4  常服体恤衫外观起皱样照。 
4.1.5  常服体恤衫外观疵点样照。 
4.2  外观测定 

4.2.1  成品色差应符合 3.6.1.1 的规定，评定级别应符合 GB 250－2008 标准规定。 
4.2.2  成品纱向测定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4.2.3  成品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应符合 FZ/T 81007－2012 的规定。 
4.2.4  成品缝纫针距应符合 3.8.1 的规定，在成品上任取 3.0cm 测量(厚薄部位除外)，缝制工艺应符合

表 5 的规定。 
4.2.5  成品整烫外观应符合 3.11 的规定。 
4.3  规格测定 

4.3.1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3.2  成品主要部位的测量方法应符合图 2 规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4  理化性能测定 

4.4.1  成品洗涤尺寸变化率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7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8628－2013、GB/T 8629
－2017、GB/T 8630－2013 的规定。 
4.4.2  成品洗涤外观质量允许程度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4.4.3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3 的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2912.1－200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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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成品 PH 值允许程度应符合 3.12.4 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7573－2009 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质量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按照产品不符合标准和对产品的性能、外观的

影响程度，缺陷分为三类 
a)  严重缺陷 

严重降低产品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  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缺陷，称为

重缺陷。 
c)  轻缺陷 

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5.2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女长袖常服体恤衫质量缺陷判定依据按表 9 的规定执行，表 9 中未规定的其它判定依据按 FZ/T 
81007－2012 中 5.2.3 的规定执行。 

 

表 18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外观质
量及缝
制质量 

1 标签不端正，明显歪斜；扎标签线与标签底色
不适应 标签内容不准确 无标签 

2 
领型左右不一致，折叠不端正，互差 0.6cm 以
上(两肩对比，门里襟对比)；领窝、门襟轻起
兜，不平挺；底领外露，袖头不平服、不端正 

领窝、门襟严重起兜 － 

3 熨烫不平服、有亮光 轻微烫黄、烫变色 － 

4 表面有死线头长 1.0cm、纱毛长 1.5cm，2 根以
上；有轻度污渍，污渍≤2.0cm2，水花≤4cm2 

有明显污渍，污渍≥2.0cm2，水
花＞4.0cm2 － 

5 领子不平服，领面松紧不适宜；豁口重叠 领面起泡、渗胶、领面反翘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起泡 

6 

缝制线路不顺直、宽窄不均匀、不平服，接线
处明显双轨＞1.0cm，起落针处没有回针；毛脱
漏≤2.0cm2，30.0cm 二处单跳线；上下线轻度
松紧不适宜 

1.0cm≤毛脱漏＜2.0cm，上下线
松紧严重不适宜，影响牢度 

毛脱漏≥2.0cm；
链式线路跳线；
断线；破损 

7 
领子止口不顺直、反吐、领尖长短不一致。互
差 0.3cm～0.5cm；绱领不平服，绱领偏斜
0.6cm～0.9cm 

领尖长短互差＞0.5cm；绱领偏
斜≥1.0cm；绱领严重不平服； 
FZ/T 81007 中的 1 部位有接线、
跳线 

领尖毛出 

8 压领线宽窄不一致，下炕；反面线距边＞0.4cm
钉眼外露 － － 

9 盘头：探出 0.3cm；止口反吐、不整齐 － － 

10 门、里襟不顺直；长短互差 0.4cm～0.6cm；两
袖长短互差 0.6cm～0.8cm 

门、里襟长短互差≥0.7cm；两
袖长短互差≥0.9cm － 

11 针眼外露 针眼外露 － 

12 袖头：左右不对称；止口反吐：宽窄＞0.3cm，
长短＞0.6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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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13 袖开叉长短＞0.5cm － － 

14 绱领不圆顺；吃势不均匀，袖窿不平服 － － 

15 十字缝：互差＞0.5cm － － 

16 肩、袖窿、袖缝、侧缝、合缝不均匀；倒向不

一致；两肩大小互差＞0.5cm 两肩大小互差＞1.0cm － 

17 底边：宽窄不一致；不顺直；轻度倒翘 严重倒翘 － 

色差色

牢度 
18 表面部位色差不符合规定 1 级以内；衬布影响 

色差低于 3 级 
表面部位色差超过规定 1 级以

上 － 

辅料 19 缝纫线色泽色调与面料不相适应；钉扣线与扣 
色泽不适应 － － 

疵点 20 FZ/T 81007－2012 中的 2、3 部位超该标准规定 FZ/T 81007－2012 中的 1 部位

超该标准规定 － 

针距 21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 3.8.1 规定 2 针以上 － 

规格允

许偏差 
22 超过规定 50%以内 超过规定 50%及以上 超过规定 100%

及以上 

锁眼 23 锁眼间距互差≥0.4cm；偏斜≥0.3，纱线绽出 跳线、开线、毛露 － 

钉扣 24 扣与眼位互差≥0.4cm；钉扣不牢 扣掉落 － 

    注 1：以上各项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 2：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少部件为严重缺陷。 
    注 3：本规则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标准判断。 
    注 4：理化性能一项不合格即为该产品不合格。 

5.3  抽样规定 

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10 件(套)。 
500 件(套)以上至 1000 件(套)[含 1000 件(套)]抽验 20 件(套)。 
1000 件(套)以上抽验 30 件(套)。 
理化性能抽样按项目抽 4 件(套)。 

5.4  判定规则 

5.4.1  单件产品的判定： 
优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6  
一等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8  
合格品：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10 

5.4.2  批量产品的判定优等品批： 
优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优等品≥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优等品指标

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一等品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

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样本中的合格品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不含严重缺陷不合格品)。

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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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5.4.3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上述规定为等级品出厂。 
5.4.4  抽检中各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应进行第二次抽检，抽检数量应增加一倍，如仍不符

合标准规定，应全部整修或降等。 

6  标签 

6.1  标签应符合 GB 5296.4－2012 规定。标签包括产品标签、规格标签、洗涤标签。 
6.2  产品标签为生产企业商标。 
6.3  洗涤标签应符合 GB/T 8685－2008 规定，标注产品名称、原料成分、含量、洗涤方法。 
6.4  规格标签应标注号型规格。 
6.5  标签上的文字应清晰、醒目，图形符号应直观、规范，文字图形符号的颜色与背景、底色应为对

比色。 
6.6  产品上的标签缝制要牢固。 
6.7  成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FZ/T 80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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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航 空 工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服 装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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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地面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服装用珠地面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 
    本部分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服装用珠地面料的订购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9862-201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250-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25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3920-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3922-20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5713-20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6152-199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热压色牢度 
GB/T 8427-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 
GB/T 2910.4-20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FZ/T70010 针织物平方米干燥重量的测定  
FZ/T 01152-2019 纺织品 纬编针织物线圈长度和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GB/T 4666-2009 纺织品 织物长度和幅宽的测定 
GB/T 3923.1-2013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第 1 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8630-2013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FZ/T 01032-2012 织物及制品缝纫损伤的试验方法 

    GB/T 14801-2009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个弓纬试验方法 
    GB/T 3819-1997 纺织品 织物折痕回复性的测定 回复角法 
    GB/T 2912.1-2009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7573-2009 纺织品水萃取液 PH 的测定(ISO 3071：1980；MOD)  

GB/T 22848-2009 针织成品布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3  要求 

3.1  品种规格 

    品种规格见表 1。 

表 1  品种规格 

 

产品名称 
项目 幅宽（cm） 

纱线线密度 纤维含量(%) 
质量（g/m2） 

纬编 棉 聚酯纤维 

珠地面料 180 40S 64.8 35.2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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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颜色 

    产品的颜色为藏青色、白色、灰色、红色，实物颜色应符合航空工业司服面料样本中的常服体恤衫

的标样。 
3.3  匹长及组成 

3.3.1  产品净长＜40m 为小匹，净长≥40m 为大匹。 
3.3.2  同规格产品、色泽一致时可进行拼匹，拼匹时可由两段组成，但最短一段应在 6m 以上。 
3.4  安全性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8401－2010 中 B 类的规定。 
3.5  实物质量 

    包含织物的布面、手感和光泽、以标样为准。 
3.6  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见表 2。 

表 2  理化性能 

项目 指标 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幅宽 cm 180 ±2％ GB/T 4467－2006 

质量 g/m2 230 ±4％ GB/T 4669－2008 

纤维含量% 64.8%棉 
35.2%聚酯纤维 －3％ 

FZ/T01057.1-2007 
FZ/T01057.2-2007 
FZ/T01057.3-2007 
FZ/T01057.4-2007 
GB/T 2910.2-2009 

断裂强力 N 
经向 ≥140 － 

GB/T 3923.1－2013 
纬向 ≥200 － 

水洗尺寸变化率% 
经向 ≥－1.5 － GB/T 8629－2017 

GB/T 8630－2013 
纬向 ≥－1.5 － 

缝纫损伤率% ≤5 － FZ/T 01032－2012 

纬斜% ≤3 － GB/T 14801－2009 

缓折痕回复性 
经向 ≥300 － GB/T 3819－1997 

纬向 ≥300 － GB/T 3819－1997 

PH 值 6－7.5  GB/T 7573－2009 

甲醛含量 mg/kg ≤50  GB/T 2912.1－2009 

3.7  色牢度 

色牢度见表 3。 

表 3  色牢度 

项目 试验方法 

耐光色牢度 ≥4 GB/T 8427－2008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 ≥4 GB/T 39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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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摩 ≥3－4 

耐热压色牢度 
色泽变化 ≥4－5 

GB/T 6152－1997 
涤布沾色 ≥4 

耐汗渍色牢度 
变化 ≥4 

GB/T 3922－2013 
沾色 ≥4 

耐洗色牢度 
变化 ≥4 

GB/T 3921.3－2008 
沾色 ≥4 

    注：耐光色牢度为保证指标，其它指标只允许有一个项目低半级。 

 

3.8  外观质量 

3.8.1  色差 

    产品颜色与标样对比左中右色差、前后色差不应低于 4－5 级，匹与匹之间的色差不低于 4 级。 
3.8.2  局部性疵点和散步性疵点 

    符合 GB/T 22848-2009 中评等要求，外观疵点轻微与明显区别：以沿定等方显 1m 远看的见，2m
远看不见为轻微，2m 远看的见为明显。 

4  试验方法 

4.1  匹长和组成用分度值为毫米的直尺及外观观察法测量。 
4.2  安全性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8401－2010 中 B 类的规定。 
4.3  理化性能和色牢度指标分别按表 2、表 3 中相应试验方法规定进行。 
4.4  外观质量的评等按 GB/T 22848-2009 规定执行。 
4.5  实物质量按标样执行。 
4.6  色差按 GB 250－2008 规定比照执行。沾色按 GB 251－2008 规定比照执行。 

5  检验规则 

5.1  样本单位 

    以交货数量为一批，样本单位为匹。 
5.2  抽验数量 

    抽验产品数量一般按交货批的 4%进行取样，批量小时，抽检不得少于 3 匹；批量在 300 匹以上时，

每增加 50 匹，加抽 1 匹。 
5.3  判定规则 

5.3.1  抽验的产品实物质量、物理性能、色牢度的外观质量符合规定者为合格品。 
5.3.2  实物质量、物理性能、色牢度有一项不合格，则全匹产品不合格。外观质量不合格率在 2%及

以内者，全匹产品合格。超过 2%时，则全匹产品不合格。 
5.3.3  复验 

    要求或对产品抽验质量判定有争议时，允许复验一次，复验时抽样数量应增加一倍进行重新检验，

结果按 5.3.1 和 5.3.2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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