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试耗材
⽤于标准测试的标准耗材

符合����������������������⼀致����������������������信任



质量的⼀致性

批次不同，质量不变。
锡莱亚太拉斯(SDL�Atlas)⽣产的每批耗材均已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不同批次产品间
的⼀致性，使⽤⼾对于⾃⾝进⾏的标准测试保持绝对的信⼼。我们销售的所有耗材质
量上乘，满⾜国际标准和零售商标准的要求。

SDL�Atlas供应⽤于纺织及家电市场最全⾯的耗材。我们⼀应俱全的库存可以为⽤⼾提
供⼀站式解决⽅案。此外，我们的技术专家能⽀持⽤⼾进⾏更加⾼效、精确并且符合
标准要求的测试。

我们可供应⽔洗⾊牢度测试⽤的多纤布与洗涤剂，和⽤于其它测试设备的摩擦耗材、
负载物、磨擦和起球耗材及其它特殊的耗材，及家电测试⽤的各类耗材等。

每个耗材均配有官⽅合格证书，注明耗材符合标准的详情。
每批次的产品均有记录与存档，以保证不同批次产品间的⼀致性。
证书可从www.sdlatlas.com直接下载。



订购信息

2” x 2” 摩擦测试仪方布块

安装在测试仪上的方布块

耐摩擦测试耗材
SDL�Atlas⽣产的优质预切耐摩
擦布符合主要的国际标准，包括
AATCC、 ISO、 NEXT与M&S�等
标准。为了⽅便使⽤，我们还供
应摩擦测试仪⽤验证布料、绿⽑
毡及砂纸等耗材。

SDL�Atlas供应的每批耐摩擦测
试布料均已经过严格细致的测
试，以确保不同批次产品间的⼀
致性，使⽤⼾对于基于标准的测
试保持绝对的信⼼。

美国标准⽤摩擦测试仪⽅布块,��
2”x�2”，1000⽚

美国标准⽤摩擦测试仪⽤布料，每码

欧洲标准⽤摩擦测试仪⽅布块,��
2”x�2”，1000⽚

欧洲标准⽤摩擦测试仪⽤布料,�每⽶

摩擦测试仪⽤验证布料,�每码

绿⽑毡，2”x�2”,�1000⽚
砂纸,�25张

摩擦测试仪⽤验证布料，50�x�150�mm,�25⽚



酚黄测试耗材

酚⻩测试耗材
酚⻩测试⽤于评估⽩⾊、浅⾊或粉彩纺织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是否会泛⻩。SDL�
Atlas可以供应根据ISO、Next及M&S等标准进⾏酚⻩测试�所需的耗材。

订购信息

ISO酚黄测试进行中

⻩变试纸，30张/包
⻩变试纸，150张/包
酚⻩测试⽤控制布，30⽚/包
酚⻩测试⽤软塑料膜，不含丁烯羟基
甲苯(BHT),760毫⽶宽，(双层)，15张/包

酚⻩测试玻璃板，10块/包
薄膜切割模板

酚⻩测试⽤软塑料膜，不含丁烯羟基
甲苯(BHT)，400毫⽶�x�200毫⽶，100张/包



洗涤测试耗材
SDL�Atlas⽣产各种⽤于缩⽔率与耐久性测试的负载物与洗涤负载。此外我司还供应⽤
于⽔洗与⾊牢度测试的全系列洗涤剂。

100％纯棉负载物

负载物订购信息

ECE与AATCC标准洗涤剂

洗涤剂订购信息
ISO�3类型聚酯负载物�-�20×20cm
�ISO�3类型聚酯负载物�-�30×30cm
AATCCⅠ类型100%编织棉负载物�-�
36×36�in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L)
2157�100%负载物，
双重卷边�-�22”×�34”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L)
2157�100%负载物，
双重卷边�-�10”×�10”

AATCC�3类型50/50%编织聚酯/
棉负载物�-�36�x�36�in

ECE无磷标准洗涤剂A - 15公斤

ECE含磷标准洗涤剂B - 2公斤

ECE含磷标准洗涤剂B- 15公斤, 
用于ISO C06标准

IEC无磷标准洗涤剂A - 2 公斤

IEC无磷标准洗涤剂A - 15 公斤

TAED漂⽩剂-250克

Perksheen洗涤剂, 1加仑

过硼酸钠四水合物, 1公斤

AATCC 1993标准洗涤剂，
含荧光增白剂, 7.3 公斤

AATCC 1993标准洗涤剂，
不含荧光增白剂, 7.3 公斤

ECE无磷标准洗涤剂A - 2公斤



软⽊内衬 棉条 试样管

订购信息
乱翻式起球测试仪用耗材

软木内衬（50/包） 200771

棉条（9米） 202324

白胶 400112

RotaPill起球及勾丝测试仪用耗材

试样管（4个/包） 101026

软木内衬（6个/包） 101027

钩针（6个/套） 107701

M&S试样管与锁环（8个/套） 106841

起球及勾丝测试筒用M&S内衬与踏板 106885

八角勾丝测试筒用毛毡 200947

起球及勾丝测试仪⽤耗材

⽩胶

乱翻式起球测试仪带软⽊内衬

测试箱带软⽊内衬与试样管

起球与勾丝测试耗材

SDL�Atlas可供应RotaPill起球及勾丝测试仪及乱翻式起球测试仪所需的耗材，以满⾜所
有主要测试标准。

我们提供的优质的产品如软⽊内衬、
棉条、试样管、模板、安装夹具及其
它产品能够使⽤⼾对测试充满信⼼，
它们可以保证多批测试的⼀致性。



订购信息
403253

毡⽚碟，直径90毫⽶�(20⽚/包)���� 200910
毡⽚碟，机织物，直径140毫⽶�(20⽚/包) 200971
毡⽚碟,�⾮织造布，直径140毫⽶�(20⽚/包) 200946
⽑毡,�机织物,�1⽶�x�1.5⽶ 200947
⽑毡,�⾮织造布,�1⽶�x�1.5⽶ 200945
标准泡沫衬 108179

Trizact合成织物摩擦⽚,绿⾊,�
35微⽶(25⽚/包) 201077

⻢丁代尔耐磨及起球性测试仪
准备进⾏磨损测试

切割⾄适当尺⼨的耐磨⾯料

⻢丁代尔测试耗材
SDL�Atlas可供应专⽤于⻢
丁代尔 (Martindale)�耐磨
及起球性测试仪的各类耗
材。从标准的耐磨起球测
试到对各种材料的特殊测
试，如地板、⼿套、袜
⼦、抛光表⾯等，我们的
耗材均可确保每次测试的
可靠性。

SM25⽺⽑摩擦布，5⽶

试样定位环�(20个/包)��� 105136
PL3IB�Grit180摩擦纸�(50张) 107765
碳化硅纸⽚�(25⽚/包) 200943

Trizact合成织物摩擦⽚,�橙⾊,�
5�微⽶�(25⽚/包) 203289

马丁代尔测试耗材



    

配合Rotawash⽔洗⾊牢度测试仪
使⽤的已测试多纤⾯料 每盒均配有一致性证书

卷装盒包装的多纤布特别的抽取式设计，
⽅便使⽤和保护产品SDL�Atlas多纤⾯料的特写

⽤于AATCC与ISO标准的多纤⾯料
SDL�Atlas供应各种尺⼨的多纤⾯料，以⽅便⽤⼾根据AATCC与ISO标准的要求评估⾊牢度测试
的颜⾊转移。我们能提供冷切、热封与包边的多纤⾯料，所有⾯料已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不同
批次产品间的⼀致性，从⽽保证客⼾对其基于标准测试的绝对信⼼。AATCC多纤⾯料已预先切
割好，有盒装产品或45英⼨（115厘⽶）每卷的卷装产品，卷装产品按“⽶”出售。

此外，SDL�Atlas的DW和LW多纤布符合国际标准和零售商的标准，已被实验室接受并等同于其
他现有品牌。



  

六种纤维附布，每2英寸重复：包括醋酸纤维、漂白棉、锦纶尼龙6.6、
涤纶、腈纶及精纺羊毛。提供热封（HS)、冷切（CC)或拷边(OE)加工。

六种纤维附布，每10厘米重复：包括醋酸纤维、漂白棉、
锦纶尼龙6.6、涤纶、腈纶及精纺羊毛。提供热封 HS)、冷切 CC)( (
或拷边(OE)加工。

六种纤维附布，每1.5厘米重复：包括醋酸纤维、漂白棉、锦纶尼龙6.6、
涤纶、腈纶及精纺羊毛。

用于高温洗涤测试，六种纤维附布，每1.5厘米重复：包括

醋酯纤维、漂白棉、锦纶尼龙6.6、涤纶、腈纶及粘胶短纤纱。

4 cm X 10 cm -250片 403279

5 cm X 10 cm -200片 403280

10 米/卷 403277

50 米/卷 403278

45” (115 cm), 米

2” X 2” # 10 -1000片  

2” X 4” # 10 -1000片 

2” X 6” # 10 -1000片 

200883 (米)

200882 (HS), 203064 (CC), 401725 (OE)

300294 (HS), 300292 (CC), 401718 (OE)

300297 (HS), 300295 (CC), 300296 (OE)

45” (115 cm) , 米 

4 cm X 10 cm # 10A -1000⽚
5 cm X 10 cm # 10A -1000片  

200881 

200879 (HS), 300298 (CC), 400890 (OE)

300302 (HS), 300300 (CC), 400891 (OE)

4 cm X 10 cm -1000片

5 cm X 10 cm -1000片

10 米/卷

300317

300319

200828

符合M&S及零售商标准。六种纤维附布，每种纤维布宽度为15毫⽶；包括：
再⽣纤维、漂⽩棉、锦纶尼⻰6.6、涤纶、晴纶与精纺⽺⽑。

10 米/卷

50 米/卷

403281

403282

订购信息



染⾊和变⾊测试的灰卡

⽤于⾊牢度测试的滚球

液态⽔分管理控制⾯料

胀破强度测试仪校准布 替换⼑⽚

Shirlastain®�A�纤维鉴定剂

通⽤磨损性能测试仪⽤耗材

其它耗材
除了本⼿册详细介绍的耗材，SDL�Atlas还供应各类多样化的耗材，以满⾜⽤⼾的⼀站
式采购需求。本⼿册仅涵盖了少量耗材样本。有关SDL�Atlas耗材的更多信息或报价要
求，请联系我们的解决⽅案专家。



欲下载完整的耗材彩⻚，
请访问我司⽹址:�www.sdlatlas.com.�

燃烧性测试耗材 ⽊框

特种切割⾯料 耐光性测试耗材

勾丝测试耗材 胀破强度测试隔膜



织物与耗材
耗材是许多纺织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SDL�Atlas⽣产并销售全套的耗材。
每批耗材均经过全⾯检测以确保不同批次耗材间的⼀致性。

我们供应的耗材包括：
多纤维布
软⽊内衬
磨料
酚⻩测试耗材
洗涤剂
负载物
摩擦⾯料

校准与服务
UKAS校准
ISO校准
服务⽀持
⼯⼚培训的代表
SDL�Atlas�维修技术⼈员

60多年来，基于专业知识及与全球伙伴的合作，锡莱亚太拉斯(SDL�Atlas)公司⼀直致⼒于通过测试使
客⼾对标准充满信⼼。我们的客⼾可以放⼼地根据精确的测试结果做出明智的决策。

SDL�Atlas专家与标准委员会及零售商密切合作来开发新标准。我们的⼯程师根据这些标准来研发设
备。我们的服务团队严格根据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的标准及企业内部标准校准设备。SDL�
Atlas⽣产并分销优质的耗材，并保证不同批次耗材间的⼀致性。

SDL�Atlas是UKAS认可的No.0688校准实验室。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我们均派驻有经过全⾯培训的技
术⼈员�，并致⼒于帮助客⼾维护他们的投资及其对测试设备的信⼼。

通过专业知识和全球伙伴关系为标准测试提供信⼼

 

SDL�Atlas�Ltd.�锡�莱�亚�太�拉�斯�有�限�公�司
美国:����电话：+1�803�329�2110������������������
中国⾹港:����电话:��(852)�3443�4888�������������������
深圳:����电话:��86�(755)�2671�1168�������������
�����������

北京:����电话:��86�(10)�6581�5766��������������
上海:����电话:��86�(21)�6121�3788�������������
����� �

电邮:����info@sdlatlas.com.cn
⽹址:����http://www.sdlatlas.com����

信⼼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