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州 亿 泰 华 检 测

此检测申请表的传真件、复印件均有效,检验单位仅对来样负责,检测结果仅反映对该样品的评价,并不表示对该检测结果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

的后果作任何承诺。The fax and copy of the application are also effective. The testing party is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sample(s) received, and the
test result(s) only show the comments on the sample(s), without bearing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of products upon the product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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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检测通用申请表
CHEMICALTESTING APPLICATION FORM

Name 销售工程师： Start Date 开案日期：

Tel 电话： Approved By 核准：

请用英文/中文完整填写，带有★的栏目为必填项目。以下信息将体现在报告中，请仔细填写，报告签发后如需更改，收取更改费 RMB

100 元 /份 Please fulfill in English/Chinese, column with ★ must be fulfilled. Information above will be reflected in report, please fill in

carefully. You have to pay RMB 100 yuan/report for the change fee if you need to change after issued.

★Applicant Name 申请公司 英/中文：

★Address 英/中文地址：

Contact Person 联系人： Tel 电话： E-MAIL：

★Report Delivered To报告寄往申请地址 or If different from applicant, please provide address & contact information若不

同于申请公司，请提供地址及联系息:

★Service Required 服务要求：

Regular Service 标准服务， 个工作日完成

Express Service (50%Surcharge) 加急加收 50%费用， 个工作日完成

Emergency Service(100% Surcharge) 特急加收 100%费用， 个工作日完成

★Special Service 特殊服务要求 (FIT
填写): working days 个工作日

完成

surcharge 加收 % fee 费用

★Report Service
报告服务

Chinese Report 中文报告 English Report 英文报告 Chinese-English Report 中英文对照报

告

If you requir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reports will need to charge more RMB 100 yuan／report
如出两种以上报告需另加收 100 元／份

One Report 所有样品出一份报告 Series report 不同样品分开出具报告 Series items 不同

项目分开出具报告

Other, please specify 其他请说明：

Testing Report 检测报告： （Sets 份）

★Sample Kept
样品保存

Sample kept for 30 days样品保存 30 天 Sample Return 样品退回（快递到付）

FIT disposal FIT 自行处理

★普通固体样品保存期限为 30 天；液态样品（油漆、油墨、助剂等）保存期限为 10 天

★Test Requirement
测试要求

Liquid、ink sample 液态、油墨类样品：

Drying 烘干测试 Direct 直接测试 FIT 自行决定

Whether legal dispute is involved or not.此次申请是否涉及法律纠纷、实验室间比对等。 Yes No （如未选择,
默认为不涉及）

★Authorized Signature 申请人签名(盖章)：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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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检测通用申请表
CHEMICALTESTING APPLICATION FORM

样 品 清 单（Sample List）
★检测样品要求：请务必提供不少于指定重量（或表面积）的样品，如因样品不足补样导致的的测试延误或因样品

不足导致数据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检测方法首选客户指定的方法，如无指定，FIT 默认采用以下参考方法；参考方法的含义为：参考某标准测试方法

的原理进行检测，相关的参数（如称样量、稀释倍数）与标准方法相似但不完全一样；

★客户在第一页的签章代表接受 FIT 的说明；

★Declaration：The submitted samples with声明：送测的样品具有 Fatalness危险性 Corrosion 腐蚀性

Toxicity毒性 Flammability易燃易爆 Radioactivity放射性 Others 其他请注明：

No.

序号

Sample Name
样品名称

Testing Item
申请检测项目

Test Method

测试标准

Conclusion

是否判定

Decision

Method

判定方法

Model
型 号

Lot No.

批 号

Materia
材料

Supplier
供应商

Remark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