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3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猪肉 样品编号 FAP00746013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畜禽肉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

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莱克多巴胺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沙丁胺醇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盐酸克伦特罗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4 氟喹诺酮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5 新鲜度 mg/kg 阴性 0.05 比色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80μg/kg；恩诺沙星：80μg/kg；诺氟沙星：80μg/kg；培氟沙星：90μg/kg；噁喹

酸：80μg/kg；达氟沙星：100μg/kg；氟甲喹：100μg/kg；洛美沙星：100μg/kg；氧氟沙星：100μg/kg；沙

拉沙星：100μg/kg。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3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4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牛肉 样品编号 FAP00746014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畜禽肉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天津翠锦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莱克多巴胺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沙丁胺醇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盐酸克伦特罗 μ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4 氟喹诺酮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5 新鲜度 mg/kg 阴性 0.05 比色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80μg/kg；恩诺沙星：80μg/kg；诺氟沙星：80μg/kg；培氟沙星：90μg/kg；噁喹

酸：80μg/kg；达氟沙星：100μg/kg；氟甲喹：100μg/kg；洛美沙星：100μg/kg；氧氟沙星：100μg/kg；沙

拉沙星：100μg/kg。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4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5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禽肉 样品编号 FAP00746015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畜禽肉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姜广顺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氯霉素 μg/kg 阴性 0.1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氟喹诺酮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四环素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4 磺胺类 m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5 五氯酚钠 μg/kg 阴性 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80μg/kg；恩诺沙星：80μg/kg；诺氟沙星：80μg/kg；培氟沙星：90μg/kg；噁喹

酸：80μg/kg；达氟沙星：100μg/kg；氟甲喹：100μg/kg；洛美沙星：100μg/kg；氧氟沙星：100μg/kg；沙

拉沙星：100μg/kg。

2**四环素类：四环素：10μg/kg；金霉素：1000μg/kg；土霉素：10μg/kg；强力霉素：1000μg/kg。

3***磺胺类：磺胺甲基嘧啶：0.1mg/kg；磺胺二甲基嘧啶：0.1mg/kg；磺胺邻二甲基嘧啶：0.1mg/kg；磺胺间甲

氧嘧啶：0.1mg/kg；磺胺对甲氧嘧啶：0.1mg/kg；磺胺嘧啶：0.3mg/kg。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5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6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绿豆芽 样品编号 FAP00746016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果蔬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宏发林莫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4-氯苯氧乙酸钠 μg/kg 阴性 30-5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6-苄基腺嘌呤 μg/kg 阴性 1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7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速冻玉米粒 样品编号 FAP00746017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果蔬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金色楚邦食品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mg/kg 阴性 *
酶抑制（率）法（分

光光度法）

2 灭蝇胺 m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啶虫脒 mg/kg 阴性 0.2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4 菊酯类 m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敌百虫：0.1mg/kg；丙溴磷：0.5mg/kg；灭多威：0.2mg/kg；克百威：0.02mg/kg；

敌敌畏：0.2mg/kg。

2**菊酯类:高效氯氟氰菊酯:0.5mg/kg;氟氯氰菊酯:3mg/kg;溴氰菊酯:2mg/kg。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7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8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圆白菜 样品编号 FAP00746018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果蔬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世纪长喜蔬菜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mg/kg 阴性 *
酶抑制（率）法（分

光光度法）

2 灭蝇胺 mg/kg 阴性 0.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啶虫脒 mg/kg 阴性 0.2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4 菊酯类 m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敌百虫：0.1mg/kg；丙溴磷：0.5mg/kg；灭多威：0.2mg/kg；克百威：0.02mg/kg；

敌敌畏：0.2mg/kg。

2**菊酯类:高效氯氟氰菊酯:0.5mg/kg;氟氯氰菊酯:3mg/kg;溴氰菊酯:2mg/kg。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8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19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木耳 样品编号 FAP00746019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彩运如一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二氧化硫 mg/kg 阴性 30 比色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0C                                                     第 1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鸡蛋 样品编号 FAP00746020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蛋类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绿都峪口兴合养殖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氟喹诺酮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甲硝唑 μg/kg 阴性 5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3 磺胺类 μg/kg 阴性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备注:

1*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10μg/kg；诺氟沙星：10μg/kg；达氟沙星：15μg/kg；氧氟沙星：30μg/kg；依诺

沙星：50μg/kg；氟甲喹：60μg/kg；麻保沙星：60μg/kg；二氟沙星：60μg/kg；恩诺沙星：10μg/kg；培氟

沙星：15μg/kg；洛美沙星：20μg/kg；司帕沙星：40μg/kg；噁喹酸：50μg/kg；氨氟沙星：60μg/kg；萘啶

酸：60μg/kg；沙拉沙星：60μg/kg。

2**磺胺类：磺胺二甲基嘧啶：10μg/kg；磺胺邻二甲氧嘧啶：10μg/kg；磺胺甲基嘧啶：20μg/kg；磺胺对甲氧

嘧啶：10μg/kg；磺胺间甲氧嘧啶：10μg/kg；磺胺嘧啶：50μg/kg。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0C                                                     第 2 页 共 2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1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北豆腐 样品编号 FAP00746021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绿耕商贸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二氧化硫 mg/kg 阴性 30 比色法

2 吊白块 mg/kg 阴性 15 比色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2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鲜米线 样品编号 FAP00746022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显磊东齐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二氧化硫 mg/kg 阴性 30 比色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3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面粉 样品编号 FAP00746023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本乡玉粮油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吊白块 mg/kg 阴性 15 比色法

2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阴性 1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4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玉米面 样品编号 FAP00746024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世纪绿源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吊白块 mg/kg 阴性 15 比色法

2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阴性 1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5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大米 样品编号 FAP00746025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庆安双洁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阴性 1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2 新鲜度 / 阴性 / 比色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食品快速检测数据单

数据单编号：A2230074715101026C                                                     第 1 页 共 1 页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号 21幢                   电话：010-56930563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食用油 样品编号 FAP00746026

送检单位名称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平台

送检单位地址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街口外大街金丰和商务苑 D座 102

工作单编号 /

样品量 500g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生产商 / 生产日期 /

收样日期 2023.02.24 检测日期 2023.02.28

样品状态 完好 样品类别 其他

备注 1.抽样地点：清华大学    2.供应商：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检测结果（定性）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1 过氧化值 g/100g 阴性 0.0635 比色法

2 酸价 （KOH）mg/g 阴性 0.3 比色法

以下空白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2023.02.28

***数据单结束***

声明：

1.数据单无批准人签字、快速检测专用章，或经涂改，以及复印数据单未加盖红色快速检测专用章均视作无效；

2.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数据单；

3.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本数据单检测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4.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5.如果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数据单时起四个小时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本数据单中的全部检测结果仅供企业内部科研、教学、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