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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标准的目的 
本标准旨在定义操作的要求以确保纺织品从原料收获，到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加工，再至标识的整个过程能够保持有机状态，从而

向 终消费者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  
 
1.2 适用范围 
本标准涵盖了至少含 70%有机天然认证纤维的各种纺织品的加工、制造、包装、标识、贸易和分销活动。终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纤

维产品、纱线、面料、服装和家用纺织品。 
本标准只关注强制性要求。其中，一部分要求规定了加工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GOTS）产品的整个工厂要满足（第 2.4.10 节环境管

理，第 2.4.11 节污水处理，第 3 节 低社会标准和第 4.1 节加工、制造和贸易活动的审核），而其余要求只针对具体的认证产品（本

标准第 2 节和第 4.2 节的要求）。 
鉴于当前纺织行业生产纺织品不可能不使用化学品的现状，本标准目前采取的方法是：为根据本标准生产和标识的纺织品，定义满足

残留低和环境影响小的可用天然投入物和合成化学品投入物（如：染料、助剂和整理剂）。 
 
1.3 资质证书 
加工者、制造商和贸易商在 GOTS 被授权认证机构确认其有能力满足 GOTS 认证程序的相关要求后，会获得一张 GOTS 资质证书

（即，操作证书或范围证书）。该证书注明了满足 GOTS 标准的认证产品（及生产活动）。 
 
1.4 标签等级和标识 
本标准将标签分为两个等级。它们唯一的区别是“有机”或“有机转换”原料在认证产品中占有不同的 小比例。只有在纤维生产认

证所依据的标准（农业标准）允许该纤维标识为“转换”的前提下，才可能将产品标识为“转换”产品。 
被认证实体在描述、标识或销售根据本标准生产的被授权认证机构认证的纺织品（终产品或中间产品）时，可使用下列用语： 
 
a） “有机”或“有机转换” 
或 
b）“由 x%有机原料制成”或“由 x%有机转换原料制成” 
并注明认证标准：“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或缩写 “G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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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内容必须能够完整体现 GOTS 认证产品的被授权认证机构的信息（如：认证机构的名称或标志（logo））和被认证实体的信息

（如：被认证实体的名称或证书号）。 
对于设计的标识，在使用前须经过被授权认证机构的审核，只有在批准后才能使用。 
若需使用 GOTS 标志，则必须满足 “许可和标识指南”的要求。 
任何情况下，只有被认证实体才可以应用 GOTS 标识。 
 
1.5 指导文件 
国际工作组，除制定本标准外，还发布了下列官方的指导文件，这些文件规定了被授权认证机构和 GOTS 使用者应履行的责任： 

- 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实施手册： 
对 GOTS 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以防止出现对本标准不一致和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本手册还包括使用 GOTS 标

准的条件和详细的使用说明，以及认证机构对相关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 
- 许可和标识指南： 

详细说明了实施 GOTS 认证体系的许可条件，规定了许可费用。该指南还规定了使用“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注册商标

（GOTS 标志）的要求，从而确保产品、宣传材料、产品手册或其它出版物能够正确一致地使用该标志。 
- 关于认证机构的认可程序与条件： 

详细说明了认可和监控程序，阐述了认证机构实施 GOTS 认证和质量保障体系的相关要求。 
 
2 要求 
 

2.1 有机纤维的农业生产要求 
接受由 IFOAM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认可的或国际公认的（根据 ISO65）认证机构按公认的国际或国家有机农业标准进行认证

的有机天然纤维和转换纤维，其中，认证机构在实施认证时，必须具有该公认标准的有效认可认证资质。只有在纤维生产的认证所依

据的标准允许该纤维标识为“转换”的前提下，才可能将产品认证为“转换”产品。纤维的转换性质须根据本标准第 1.4 节加以描

述。 
 
2.2 原料成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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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用“有机”或“有机转换”描述、标识或销售的产品 
产品中 95%以上（含 95%）的纤维（不包含辅料）必须是认证过的有机原料或来源于“转换” 期的原料（符合本标准第 1.4 节、第

2.1 节标识要求的原料）。产品中 多可以含有 5%的第 2.4.9 节列出的非有机纤维，但不得含有任何转基因纤维。同一产品中不允

许含有与有机纤维属于同类别的常规纤维。百分比数值表示特定条件下产品中所含纤维的重量。 
 
2.2.2 用“由 x%有机原料制成”或“由 x%有机转换原料制成”描述、标识或销售的产品 
产品中 70%以上（含 70%）的纤维（不包含辅料）必须是认证过的有机原料或来源于“转换” 期的原料（符合本标准第 1.4 节、第

2.1 节标识要求的原料）。产品中 多可以含有 30%的第 2.4.9 节列出的非有机纤维，但不得含有任何转基因纤维。除袜子、护腿和

运动装外，产品中 多可以含有 10%的第 2.4.9 节列出的再生纤维或合成纤维（袜子、护腿和运动装 多可含 25%）。同一产品中不

允许含有与有机纤维属于同类别的常规纤维。百分比数值表示特定条件下产品中所含纤维的重量。 
 
2.3 各加工阶段所用化学品投入物的总要求 
 

2.3.1 禁用和限用投入物 
下表列出了常规纺织品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投入物，这些投入物因不能满足环境和毒理规定而被明确禁用或限用于 GOTS 产品

的各个加工阶段。本表并没有列出所有 GOTS 禁用或限用的化学品投入物，未列在本表中的禁用或限用物质的类别及具体物质将在第

2.3.2 节“关于危害和毒理的规定”以及其它要求中有更详细的规定。 
物质类别 要求 
芳香族溶剂 禁用 
氯酚（包括氯酚盐和氯酚酯） 禁用（诸如 TeCP、PCP） 
络合剂和表面活性剂 禁用物质包括： 

-所有 APEO 类物质（如：壬基苯酚、辛基苯酚、端基有功能团的 APEO 类物质、

APEO 聚合物) 
-EDTA、DTPA、NTA 
-LAS、MES 

碳氟化合物 禁用（诸如 PFOS 和 PFOA） 
甲醛及其它短链醛 禁用 
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物（包括转基因生物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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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类别 要求 
衍生的酶） 
卤化溶剂 禁用 
重金属 禁用，投入物必须“不含重金属”。重金属杂质含量不得超过附录 A 中的限值。 

染料和颜料的特殊要求列在第 2.4.6 节和 2.4.7 节。 
含有有效纳米颗粒的投入物（颗粒大小在

1-100 纳米之间） 
禁用 

含卤素化合物的投入物 禁用导致原生废水生成超过 1% 永久性 AOX 的投入物 
有机锡化合物 禁用（诸如 DBT、MBT、TBT、DOT、TPhT） 
塑化剂 禁用物质包括：PAH、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 及所有含有干扰内分泌的塑化剂 
季铵盐化合物 禁用物质包括：DTDMAC、DSDMAC、DHTDMAC 
国际公认的或有效的国家法律条文规定禁

用于纺织品的物质及制剂 
禁用 

国际公认的或国家法律条文规定限用于纺

织品的物质和制剂 
若本标准还未将此类物质和制剂列为禁用或更为严格的限用，则执行与这些条文相同的

限用规定。禁用列在欧盟法规 552/2009（修订的欧盟法规 EC1907/2006(REACH) 附件

XⅦ）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高度关注物质候选清单”中的物质。 
 
2.3.2 关于危害和毒理的规定 
物质类别 要求 

标有有关危害健康的特殊危险警语（危险说

明）的投入物 
禁用任何标有下列危险警语或组合危险警语的物质（根据欧盟 67/548EEC 指令分

类）： 
 
R26： 吸入时有剧毒 
R27： 与皮肤接触有剧毒 
R28： 吞食时有剧毒 
R39： 能引起极严重的不可逆后果的危险 
R40： 部分证据表明有致癌作用 
R45： 可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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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类别 要求 

R46： 可能造成遗传基因损害 
R48： 长期接触严重危害健康 
R49： 吸入可能致癌 
R60： 可能损害生育能力 
R61： 可能对胎儿造成伤害 
R62： 有损害生育能力的危险 
R63： 可能有对胎儿造成伤害的危险 
R68： 可能有不可逆后果的危险 
 
禁用含有标有上述任何一种危险警语或组合危险警语的物质的制剂，禁用直接标有上

述任何一种危险警语或组合危险警语的制剂 （根据欧盟 1994/45 EC 指令分类和补充

的欧盟 2006/8/EC 指令）。对于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评估的

投入物，则参照（GHS 附录 3）中对应的危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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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类别 要求 

标有与环境危害有关的特殊危险警语（危险

说明）的投入物 
禁用标有任何下列危险警语（组合危险警语）的制剂（根据欧盟 1999/45 EC 指令分类

和补充的欧盟 2006/8/EC 指令）： 
 
R50： 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 
R50/53： 对水生生物有剧毒，可能对水生环境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 
R51/53： 对水生生物有毒，可能对水生环境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 
R54： 对植物有毒 
R55： 对动物有毒 
R56： 对土壤生物有毒 
R58： 可能对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R59： 对臭氧层有危害 
 
若作为纯投入物使用，则禁用标有任何这类危险警语（组合危险警语）的物质（根据欧

盟 67/548EEC 指令分类）。若作为制剂的成份使用，只要制剂本身的分类不会被标示

上述危险警语（因为物质在制剂中的浓度要低），则不禁用。 
对于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评估的投入物，则参照（GHS 附录

3）中对应的危险说明。 
 
使用的各种制剂还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项目 要求 
口服毒性 1) 半数致死量（LD50） > 2000 mg/kg 2)

水生生物毒性 3) 半数致死浓度（LC50），半数效应浓度（EC50），半数抑制浓度（IC50）> 1 mg/l 
生物降解能力/去除能力 4) 与水生生物毒性

的关系 3) 
仅在以下条件允许： 
< 70% 对应 > 100 毫克每升 
> 70% 对应 >   10 毫克每升 
> 95% 对应 >     1 毫克每升 

生物累积性/生物降解能力 禁用已知的属于不可降解 6)的“生物累积性”5)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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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采用新的动物实验检测未知的 LD50值。可以采用其它替代方法（如：由类似物质决定、由已知数据计算、体外试验）来判定未知值。 
2) 只是因酸碱值而不符此要求的物质和制剂（如酸碱）除外。 
3) 检测方法 [时间]：鱼类 LC50：禁止用新鱼类实验去检测未知的鱼的 LC50值，可用其它替代 OECD203 [96 小时]的方法（由类似物质决定、由已知数据计算、鱼卵试验、体外试

验）来判定未知值； 
水蚤 EC50：OECD 202 [48 小时]；藻类 IC50：OECD 201 [72 小时] 
4) 检测方法：OECD 301 A, OECD 301, E, ISO 7827, OECD 302 A, ISO 9887, OECD 302 B, ISO 9888 or OECD 303A；若进行的是 OECD 303A 或 ISO 11733 检测，则必须达

到至少 80%的生物降解能力才能达到制剂中 70%生物降解能力的规定。若进行的是 OECD 301 B, ISO 9439, OECD 301 C, OECD 302 C, OECD 301 D, ISO 10707, OECD 301 
F, ISO 9408, ISO 10708 or ISO 14593 检测，则必须达到至少 60%的生物降解能力。任何上述针对 95%生物降解能力规定的检测，其检测的生物降解能力必须达到 95%。检测

持续时间为 28 天。 
5) 若某物质的 BCF（生物浓度系数）大于 100 或 log Pow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 大于 3，则被视为生物累积性物质。 
6) 检测要求：OECD 301A [28 天] 或等同检测 （见脚注 4）大于 70%，生物去除能力检测方法（OECD 302）除外。 
 

2.3.3 化学品投入物的评估依据 
所有化学品投入物（物质和制剂）的评估都是基于适用的公认标准或规范编制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被授权认证机构

对有关成份或认为有必要的成份，应获取更多的信息（如：助剂中特定成份的毒性与环境数据、检测报告和独立客观的实验室分析报

告）实施评估。 
被批准有此项服务的认证机构有权向化学品供应单位出具合格证明，该证明上会列出经评估后符合 GOTS 标准要求的制剂的商品名

称。所有用于加工 GOTS 产品的化学品投入物，在使用前，都必须事先获得 GOTS 被授权认证机构的批准。 
 
2.4 具体的加工及检测参数要求 
 

2.4.1 分隔和识别 
加工链各阶段必须建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有机纤维不会与常规纤维混合，确保有机纤维和 GOTS 产品不会受到禁用物质的污染。 
必须对加工链各阶段的所有有机原料进行清楚的标识和识别。 
 
2.4.2 纺纱 
只允许使用满足第 2.3.1 节和 2.3.2 节基本要求的辅助用剂。使用的石蜡产品必须是完全经过提炼且残油不超过 0.5%。 
 
2.4.3 上浆、梭织和针织 
允许使用的上浆剂包括淀粉、淀粉衍生物、其它天然物质和 CMC（羧甲基纤维素）。可以使用聚乙烯醇（PVA）和聚丙烯酸酯

（PAC），但只能与天然物质组合在一起使用，且占总浆量的比例不得超过 25%（以无水化学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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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油和梭织油不得含重金属，其它投入物只有当其是来源于天然原料时才可以使用。 
 
2.4.4 无纺布制造 
无纺布的制造加工只允许机械加固、成网和缠结，如水刺法。 
 
2.4.5 预处理阶段的湿加工 
预处理阶段 要求 
氨处理 禁止 

- 若毛的后处理是在封闭系统中操作则除外。 
漂白 只允许氧漂（过氧化氢、臭氧等）。对于非棉纤维产品，若氧漂不能满足要求，则被授权认证

机构可以特批其它满足第 2.3.1 节和 2.3.2 节基本要求的漂白法。 
煮、漂、洗 只允许使用满足第 2.3.1 节和第 2.3.2 节基本要求的助剂。洗涤剂不得含磷酸盐。 
毛的氯化处理 禁止 
退浆 只允许使用非转基因生物的酶进行退浆，且助剂必须满足第 2.3.1 节和第 2.3.2 节的基本要求。 
机械处理和热处理 允许 
丝光 只允许使用满足第 2.3.1 节和第 2.3.2 节基本要求的助剂。碱液必须能够回收使用。 
荧光增白 允许使用完全满足第 2.4.6 节关于（染色）染料和助剂的选择要求的荧光增白剂。 
其它未列出的预处理方法 允许使用基于天然原料的物质进行机械的预处理和热预处理。 
 
2.4.6 染色 
项目 要求 
染料和助剂的选择 只允许使用满足第 2.3.1 节和第 2.4. 2 节要求的天然染料、合成染料和助剂。 

禁用会释放可致癌芳香胺化合物的偶氮染料（MAC III 第 1、2、3 类）。 
禁用属于致敏性的（分散）染料。 
禁用由重金属构成染料分子的染料（如：重金属染料和某些活性染料），但： 
- 铁：一般情况下除外 
- 铜：特定情况下除外；蓝色、绿色和青绿色染料中允许含有以重量计不超过 5%的铜。 
禁用来源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上被列为受威胁物种的天然染料和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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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印花 
项目 要求 
染料、颜料和助剂的选择 只允许使用满足本标准第 2.3.1 节和第 2.3.2 节要求的染料、颜料和助剂。 

允许使用满足第 2.4.16 节残留限值的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的植绒印花。 
氨作为必不可少的缓冲剂时，才允许在涂料色浆中使用。 
禁用由重金属构成染料分子的染料（如：重金属染料、某些活性染料），但： 
- 铁：一般情况下除外 
- 铜：特定情况下除外；对于蓝色、绿色和青绿色染料允许其中含有以重量计不超过 5%的铜。 
禁用芳香族溶剂进行的拔染印花法。 
禁用邻苯二甲酸盐和 PVC（聚氯乙烯）进行的胶浆印花法。 
禁用会释放可致癌芳香胺化合物的偶氮染料和颜料（ MAC III 第 1、2、3 类） 
禁用来源于 IUCN 红色名录上被列为受威胁物种的天然染料和助剂。 

 
2.4.8 整理 
项目 要求 
整理方法和助剂的选择 允许采用机械整理、热整理和其它物理整理的方法。 

允许使用满足第 2.3.1 节和第 2.3.2 节基本要求的天然和合成投入物。 
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合成投入物做抗菌整理（包括防虫整理）、涂层、充填硬挺、光亮、消

光和增重处理。 
禁止采用被认为对工人身体健康有危害的服装整理方法（如：牛仔裤的喷沙处理）。 

 
2.4.9 其它原料和辅料的要求 
其它原料 要求 
第 2.2.1 节和第 2.2.2 节产品中可接

受的非有机纤维原料成份。 
允许使用： 
- 常规的天然纤维（各种非转基因（GMO）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 
- 矿物纤维（石棉除外） 
- 再生纤维（纤维素纤维（如粘胶纤维、莫代尔、天丝和醋酸纤维）和蛋白纤维；所用原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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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GMO 成份 
- 合成（聚合）纤维：仅限于聚酰胺纤维、聚酯纤维、聚丙烯纤维和聚氨酯（弹性纤维）， 
这些其它纤维原料可与有机纤维混合后用于生产面料或产品的某个部分。自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使用的任何聚酯纤维都必须来源于消费后回收的原料。 
所有辅助原料必须满足第 2.4.16 节的残留限值。 

 
辅料 要求 
一般原料 允许使用天然原料，包括生物原料（如：天然纤维、木材、皮、角、骨头、石头及壳类）和无

机原料（如：矿物和金属）。 
允许使用辅料清单中未明确限用的再生原料和合成原料。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的任何聚酯纤维都必须来源于消费后回收的原料。 
禁用： 
- 铬（如：铬金属部件） 
- 镍（如：铬金属部件） 
- 来源于受危胁动物、植物和木材的原料 
- PVC  
所有辅料使用的原料不得含任何第 2.3.1 节所列的禁用投入物，且必须满足第 2.4.16 节的残留

限值。 
贴花、镶边、带扣、绳带、帽带、蕾

丝、里布、支撑体和框架体 
允许使用第 2.2.1 节和第 2.2.2 节 GOTS 产品标签等级所允许使用的天然原料和原料成份。 

纽扣、按扣、边材、松紧带、松紧

线、绣花线、扣件与锁扣系统、镶

饰、内贴、标、衬、口袋、缝贴、缝

纫线、肩垫和拉链 

符合“一般原料”的规定要求。 

其它未列出的辅料 允许使用第 2.2.1 节和第 2.2.2 节 GOTS 产品标签等级所允许使用的天然原料和原料成份。当

天然原料不能满足所需特性时，被授权认证机构有权对其它原料进行特别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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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环境管理 
操作者必须以书面形式制定环境方针。该方针应根据所涉及的加工活动来制定，内容包括： 
-  负责人 
-  平均每公斤纺织品产出所消耗的水能和电能数据 
-  减少平均每公斤纺织品产出所消耗的水能和电能的目标值和程序 
-  对废弃物及排放的监控 
-  大限度减少废弃物以及排放的程序 
-  废弃物及污染事故应急程序 
-  员工培训记录：节水、节能、合理使用化学品、 大限度少用化学品以及正确处理废弃化学品的方法 
-  改进计划 
湿加工单位必须对化学品、电能和水的使用，以及污水处理（包括污泥处置）情况进行完整的记录，尤其需持续监测污水的温度、pH
值和沉淀物数量。 
 
2.4.11 污水处理 
所有湿加工场所产生的污水排入地表水之前，必须先经过一个有效运转的内部或外部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经过处理的污水必须达到所

在国和当地政府法定的污水处理的要求（包括 pH 值、温度、TOD、BOD 和残留物）。洗毛厂（原料为含脂原毛）经过处理（场内或

场外）排入地表水的污水，其每公斤纺织品的 COD 值必须小于 45 克。大麻纤维水沤产生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其 COD 值（或 TOC）

必须至少降低 95%，其它韧皮纤维至少降低 75%。对于其它类型的湿加工场所，经过处理（场内或场外）排入地表水的污水，其年

平均每公斤纺织品的 COD 值必须小于 20 克。任何污水在排入地表水时，其 pH 值不得超出 6~9（除非受纳水体的 pH 值超出了该范

围），温度必须小于 40 度（除非受纳水体的温度高于该温度）。铜含量不得超过 0.5 毫克/升。 
在生产能力正常的情况下，生产单位必须定期分析和记录污水情况。 
 
2.4.12 储存、包装和运输 
储存和运输有机纺织品时，必须确保有机纺织品不会受到禁用物质的污染，不会与常规产品发生混合或被替换。 
包装材料不得含 PVC。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任何用于包装材料、吊牌、吊卡等的纸或纸板，必须是消费之后再回收利用的或者是

经过 FSC 或 PEFC 认证的材料。 
必须记录使用的运输工具及运输线路。 
若仓库和运输工具不得不使用杀虫剂或杀菌剂，则使用的制剂必须符合相关的国际或国家的有机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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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一种不符合国际或国家的有机生产标准的物质对原始的有机纤维进行处理，而该处理是进口国对此产品的法定要求（如：政府

的植物检疫法规），则进口商的 GOTS 被授权认证机构可对这种禁用物质的使用进行特别审批，但需满足下列条件： 
a）进口国政府所属的对口主管部门明文规定了进口国法律（如：植物检疫法规）不允许使用其它的处理方法；且  
b）在 GOTS 认证的进口商接受用这种方法处理原始的有机纤维之前，处理的产品必须在进口商的 GOTS 授权的认证机构的监督下进

行检测，并且没有检测出该禁用物质的残留。 
c）该物质的特别审批将一直有效，直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GOTS 允许的方法处理这种原始的有机纤维原料为止，或者该特别审批实

施满两年为止，二者取其较早者。 
 
2.4.13 记录保存与内部质量保证 
所有操作过程和活动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件控制体系和记录基础上，以便能够追溯下列信息： 
- 单位收到的有机产品的来源、性质和数量； 
- 单位发出的 GOTS 产品的性质、数量和收货人； 
- 合理的操作检查可能要求核查的其它各种信息，如：单位收到的原料、辅料和化学品投入物的来源、性质和数量及被加工的产品成

份。 
被认证实体在购买有机纤维时，对购买的所有有机纤维，必须获得和保存被公认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即证明纤维符合 1.4 章要求

的交易证（检查证书）。 
被认证实体在购买 GOTS 产品时，对购买的所有 GOTS 产品，必须获得和保存被授权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即证明该产品通过了

GOTS 的认证（如：交易证）。 
收货人在接收有机纤维和 GOTS 产品时，必须检查其包装或集装箱的完整性，根据产品上的信息与对应文件记录（如：发票、提单和

交易证）核查产品的来源和性质。 
若怀疑产品不符合 GOTS 要求，则只有在疑虑被消除后才能对该产品进行加工或包装。 
 
2.4.14 质量技术参数 
按照本标准标识的任何终产品应符合下列质量技术参数要求。对于任何（潜在的）不符合之处，终产品持有人必须在产品说明中予以

声明。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干磨擦牢度 
对于混纺纤维产品 

3-4 
3 

ISO 105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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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湿磨擦牢度 2 ISO 105x12 
酸碱汗渍牢度 
对于混纺纤维产品 

3-4 
3 

ISO 105 E04 

日晒牢度 3-4 ISO 105 B02 
水洗尺寸变化（动物纤维原料及其混纺产品：

30°C 水洗）  
该要求只针对服装。 
针织产品： 
梭织产品： 

 

 

 

大 8% 
大 3% 

ISO 6330 

耐唾液牢度 婴幼儿服装需达到

“牢固（FAST）”

LMBG B 82.10-1 

水洗牢度（60℃时水洗） 3-4 ISO 105 C06 C1M 
动物纤维及其混纺产品 30℃时的水洗牢度 3-4 ISO 105 C06 A1S，不用钢球，模拟降低温度洗涤 
 
2.4.15 GOTS 产品的残留限值 
由于无法避免的污染，根据本标准要求进行生产的纺织品仍有可能含有微量的残留物。下表列出了GOTS产品的有关限值：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致癌性的芳基胺（释放胺的偶氮染料，MAC III
第 1、2、3 类） < 20 mg/kg  欧洲标准 EN 14362-1 

AOX  < 5.0 mg/kg 沸水萃取，木炭吸收，AOX分析仪，按照ISO 9562 i.A. 1)

分散染料（致过敏性类或致癌性类） < 30 mg/kg 德国工业标准 DIN 54231 

甲醛 < 16 mg/kg   日本法规112， 
ISO 14184-1 i.A. 

乙二醛和其它短链醛类 < 20 mg/kg  萃取、HMBT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酸碱值 4.5 – 9.0  

（无皮肤接触） 
4.5 – 7.5（皮肤

德国工业欧洲标准DIN EN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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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接触和婴儿装） 

氯酚（氯酚盐、氯酚酯）  < 0.01 mg/kg   德国工程师协会 VDI 4301-3, i.A. 
邻苯基苯酚 < 1.0 mg/kg  萃取、德国科学基金会DFG/S19、 气相色谱 - 质谱法GC/MS 
杀虫剂总和  德国食品、烟草制品化妆品和其它日用品管理法§ 64 LFGB L 

00.0034 所有有机认证的天然纤维（剪下的羊毛除外） < 0.1 mg/kg 
剪下的有机认证羊毛 < 0.5 mg/kg 
重金属 洗脱液中：每千

克纺织品中含的

重金属毫克值 

洗脱 德国工业欧洲标准DIN EN ISO 105-E04  
ISO17294-2 

锑（Sb） < 0.2 mg/kg 
砷（As） < 0.2 mg/kg 
镉（Cd） 

< 0.1 mg/kg 

铬（Cr） < 1.0 mg/kg  
四价铬（Cr-VI） 

< 0.5 mg/kg 
德国工业欧洲标准DIN ENISO 105-E04 
ISO 11083 

钴（Co） < 1.0 mg/kg  

 

铜（Cu） < 25 mg/kg  
铅（Pb） < 0.2 mg/kg 
镍（Ni） < 1.0 mg/kg  
汞（Hg） < 0.02 mg/kg 
硒（Se） < 0.2 mg/kg 
锡（Sn） < 2.0 mg/kg 
重金属 溶样中 ISO 105-E 04, 

ISO 11083 

镉（Cd） < 45 mg/kg 



GOTS 3.0 版  – 第 18 页，共 28 页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铅（Pb） < 50 mg/kg 
有机锡化合物 TBT、TphT, DBT、DOT 单个值

MBT 单丁基锡 
< 0.05 mg/kg  
< 0.1 mg/kg 

萃取，按照E-DIN 38401-13 i.A. 
以气相色谱-质谱法定量 

邻苯二甲酸酯（ DINP 、 DNOP 、 DEHP 、

DIDP、BBP、DBP、DIBP）总和 < 100 mg/kg 德国工业欧洲标准DIN EN 15777:2009-12 

多环芳香烃 （PAH）： 
屈、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

苯并(a)芘、二苯并(a,h)蒽、萘、苊烯、苊、

芴、菲、蒽、荧蒽、芘、茚并(1,2,3-cd)芘、苯

并（g,h,i）芘 
总和 
单个值 

 
 
 
 
 
< 10 mg/kg 
< 1 mg/kg 

ISO 18287 

1) 纺织品卤代化合物残留的检测先由沸水萃取，萃取出的有机卤代化合物将吸附在木炭上，吸附在木炭上的可吸附有机卤代化合物将根据适用的ISO9562标准进行分析。 
 
2.4.16 其它材料和辅料的残留物限值 
若GOTS产品中使用了第 2.4.9 节所列的材料和辅料，则其必须满足下列残留限值：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致癌性的芳香胺（释放胺的偶氮染料, MAC 
III 第 1、2、3 类） < 20 mg/kg 欧洲标准EN 14362-1 

AOX < 5.0 mg/kg 沸水萃取，木炭吸收，AOX分析仪，按照ISO 9562 1) 
分散染料（类别为致过敏性类或致癌性

类） < 30 mg/kg 德国工业标准DIN 54231 

甲醛 < 300 mg/kg（无皮肤

接触） 
< 75 mg/kg（皮肤接

触） 
< 16 mg/kg（婴儿装）

日本法规 112， 
ISO 14184-1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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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乙二醛和其它短链醛类 < 300 mg/kg（非皮肤

接触） 
< 75 mg/kg（皮肤接

触） 
< 20 mg/kg（婴儿装）

萃取、HMBT、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酸碱值 4.5 – 9.0 (no skin con-
tact) 
（非皮肤接触） 
4.5 – 7.5 (skin contact 
and babywear) 
（ 皮 肤 接 触 和 婴 儿

装） 

DIN EN 1413 
德国工业欧洲标准 DIN EN 1413 

氯酚（(PCP、TeCP)） < 0.05 mg/kg 德国工程师协会VDI 4301-3 i.A. 
杀虫剂总和  德国工业标准DIN 38409-14 
所有有机认证的天然纤维（剪下的羊毛

除外） < 0.5 mg/kg 

剪下的有机认证的羊毛 < 1.0 mg/kg 
重金属 洗脱液中：每千克附

加材料或辅料中的所

含的毫克值 

洗脱德国工业欧洲标准DIN EN ISO 105-E04 
ISO 17294-2 

砷（As） < 0.2 mg/kg 
镉（Cd） < 0.1 mg/kg 
铬（Cr） < 1.0 mg/kg 

四价铬（Cr-VI） < 0.5 mg/kg 德国工业DIN 欧洲EN 国际标准ISO 105-E04 
ISO 11083 

钴（Co） < 1.0 mg/kg  
铜（Cu） < 5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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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铅（Pb） < 0.2 mg/kg  
Nickel (Ni)镍（Ni） < 1.0 mg/kg  
汞（Hg） < 0.02 mg/kg  
硒（Se） < 0.2 mg/kg  
锡（Sn） < 2.0 mg/kg  
重金属 溶样中 ISO 105-E 04,  

ISO 11083 镉（Cd） < 45 mg/kg 
铅（Pb） < 50 mg/kg 
镍释放 < 0.5 µg/cm2/周 欧洲标准 EN 12472，欧洲标准 EN 1811 
有机锡化合物 TBT、TphT, DBT、DOT 单

个值 < 0.05 mg/kg  萃取，按照E-DIN 38401-13i.A. 
以气相色谱-质谱法定量 

MBT < 0.1 mg/kg 
邻苯二甲酸酯（DINP、DNOP、DEHP、

DIDP、BBP、DBP、DIBP）总和 < 100 mg/kg 德国工业 DIN 欧洲标准 EN 15777:2009-12 

多环芳香烃(PAH):： 
屈、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
蒽、苯并 (a)芘、二苯并 (a,h)蒽、萘、苊

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茚并

(1,2,3-cd)芘、苯并（g,h,i）芘 
总和 
单个值 

 

 

 

 

 
< 10 mg/kg 
< 1 mg/kg 

国际标准 ISO 18287 

1)纺织品卤代化合物残留的检测先由沸水萃取，萃取出的有机卤代化合物将吸附在木炭上，吸附在木炭上的可吸附有机卤代化合物将根据 ISO9562 标准进行分析。 
 

3 低社会标准 
 

3.1 范围 
下列社会标准适用于所有纺织品的加工阶段。一旦公认的有机种植标准有了相应的 低社会标准的要求，也将会在农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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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实施和评估下列标准的具体要求，本标准明确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相关核心公约作为解释的依据。 
 
3.2 自由择业 
无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 
雇主不得要求员工交纳“押金”，不得扣押雇员的身份证件。雇员提交合理的离职通知后，就可自由地离开雇主。 
 
3.3 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所有工人应一视同仁地拥有自由选择加入工会、组建工会和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 
雇主应对组建工会和开展的活动持开明态度。 
不得歧视工人代表，在工作场所，工人代表拥有发挥代表作用的权力。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受到法律限制的地方，雇主要提供另外一种便于开展类似于自主结社和集体谈判活动的方式，而不是加

以阻挠。 
 
3.4 工作环境安全卫生 
必须提供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和考虑本行业常常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各种特殊危险因素，尽可能减少工作环境

中存在的安全危害，并充分做好防范措施，以防止工作中和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和事故。 
工人必须定期接受健康和安全培训，培训要有记录，对于新工人和重新上岗的工人，必须反复开地开展这类培训。 
公司必须提供干净的盥洗设施和饮用水；若条件允许，公司还必须提供休息场所、用餐区，以及干净卫生的食物储藏设施。 
若提供住宿，则宿舍必须卫生、安全且能够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公司在执行本准则时，必须指定一名高层管理者代表负责健康和安全工作。 
 
3.5 禁止使用童工 
不得继续招收童工。 
公司必须制定或采用过渡性政策和程序，为所有现有童工提供素质教育直到他们不再是儿童。 
不得雇用儿童和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夜间工作或在危险环境下工作。 
过渡性政策和程序中有关术语的 “儿童”和“童工”的解释，必须符合 ILO 公约（C138 和 C182）相关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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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低生活工资 
标准工作周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至少要达到国家的法定标准或行业基准，并以较高标准为准。任何情况下，工资应该足以满足工人

的基本生活需求，且有一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任何工人在被聘用时，雇主必须以简明易懂的书面形式告知其雇用条件（包括工资）。每次发放工资时，雇主也必须以简明易懂的书

面形式告知工人工资结算期内的工资明细。 
不允许以扣工资的形式作为惩罚措施，也不允许在工人本人未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工资进行国家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扣除。所有

惩罚措施均应有记录。 
 
3.7 工作时间不得过长 
工作时间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或行业基准，以能为工人提供更大的保护为准。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经常要求工人一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必须平均每 7 天至少有 1 天休息。加班必须自愿，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不得要求工人经常加班，加班必须按比例支付加班费。 
 
3.8 无歧视行为 
在雇用、薪酬、培训机会、升迁、解雇或退休等方面，不得有与种族、社会阶级、国籍、宗教、年龄、残疾、性别、婚姻状况、性取

向、工会会员身份或政治派别有关的歧视行为。 
 
3.9 提供正式雇用 
对于各种可能会存在的工作，都必须依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建立合法的雇用关系。 
不得采用纯劳务性的合约制、分包制或在家工作制，不得借助没有真正传授技能意图的学徒制，或无意提供正式雇用的学徒制逃避正

式雇用时应对雇员承担的劳动法或社保法规规定的义务，也不得利用固定期限雇用合同来逃避法定的义务。 
 
3.10 对待员工不得苛刻不人道 
禁止人身伤害或体罚，禁止人身伤害性的威胁、性骚扰或其它形式骚扰，禁止辱骂或其它形式的恐吓。 
 
3.11 社会责任管理 
操作者必须制定能够确保满足社会标准的社会责任方针，必须通过下列途径实现对社会标准的实施和监控： 
‐ 任命社会责任负责人 
‐ 监控工作场所社会标准履行情况的符合性并采取必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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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低社会标准的内容告诉工人 
‐ 为每个工人建档，记录其姓名、年龄、工作时间和支付的工资 
‐ 为工人提供适当的安全设施和劳保材料 
‐ 允许工人提名向管理层反馈社会标准履行情况的社会责任代表 

‐ 记录和调查工人或第三方提出的关于社会标准遵守情况的抱怨，保留所有关于这些抱怨所执行的必要纠正措施 
‐ 严禁对提出社会标准履行问题的工人施加纪律处分、解雇或其它形式的歧视 

 
4 质量保证体系 
 

4.1 加工、制造和贸易活动的审核 
GOTS 产品的加工者、制造商和贸易商必须持有有效的资质证书，且必须每年接受一次年度的现场检查（包括对操作者污染风险评估

后可能决定的飞行检查）。GOTS 产品年营业额少于 5000 欧元的贸易商和只向 终消费者销售产品的零售商，若其不对 GOTS 产品
进行包装或重新包装、贴标或重新贴标，可以免认证。GOTS 产品年营业额少于 5000 欧元的贸易商必须在被授权认证机构注册，一

旦其年营业额超过 5000 欧元时，必须立即通知该认证机构。 
对于在环境和社会标准方面潜在风险较低的小规模分包单位，被授权认证机构有权决定免除其年度的现场检查，但他们的身份必须明

确，他们必须与提供分包活动的被认证实体（负责该分包单位满足标准要求）签订合同，并且能够配合认证机构决定的各种形式的检

查。 
若实体的名称或商标要被标注在面向 终消费者的 GOTS 产品上，则该实体要负责履行应有的监管，确保产品符合全球有机纺织品国

际工作组（IWG）发布的标准、许可和标识指南及其它规定。 
认证机构必须就其提供的具体认证服务范围获得 IWG 的授权： 

 纺织品机械加工和制造活动及产品的认证 
 湿加工和整理活动及产品的认证 
 贸易活动及产品的认证 

IWG 的授权是基于其主要合作伙伴 IOAS 或其他公认的认可机构按照“关于认证机构的认可程序与条件”对认证机构所实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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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量技术参数和残留检测 
为了确保产品符合本标准，尤其满足本标准第 2.4.14 节（质量技术参数）、第 2.4.15 节和第 2.4.16 节的要求（GOTS 产品、其它材

料和辅料的残留限值），被认证实体需要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对产品进行检测。所有 GOTS 产品及其组成部分均应纳入风险评估范

围，并确定需要检测的项目。检测频率和取样数目应根据该风险评估情况来确定。 
样品可以由检查员在执行的现场检查期间抽取，该样品可以作为检查过程和怀疑有污染或不合格情况时的检测备用样，样品也可在不

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从供应链中抽取其它样品。 
本标准接受 ISO/IEC 17025 认可的、具有丰富的纺织品残留检测经验的实验室进行的残留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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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定义  
本标准术语定义： 
术语 本标准的定义 

辅料 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时尚目的，在 GOTS 产品上起辅助作用的物料。 常用的辅料见第 2.4.9 节。辅料的加工

未直接纳入 GOTS 现场认证体系的范畴。GOTS 对辅料的要求见第 2.4.9 节和第 2.4.16 节。 

被授权认证机构 
经 IWG 批准，允许依据 GOTS 标准对相关范围活动进行检查和认证的认证机构。 
新的被授权认证机构名单及其认可范围可查询： 

http://www.global-standard.org/certification/approved-certification-bodies.html 
被认证实体 通过了被授权认证机构认证的 GOTS 产品加工者、制造商或贸易商。 
GOTS 产品 被认证实体根据 GOTS 标准生产的被授权认证机构认证的纺织品（终产品或中间产品）。 

“不含重金属” 

若投入物的有效成分部分不含重金属，且杂质部分的重金属含量不超过 ETAD 设定的下列限值，则本标准视其

“不含重金属”：  
锑:50ppm；砷:50ppm；钡:100 ppm；镉:20 ppm；钴:500 ppm；铜:250ppm；铬:100ppm；铁: 2500ppm；

铅:100ppm；锰:1000ppm；镍:200 ppm；汞:4 ppm；硒:20 ppm；银:100 ppm；锌:1500 ppm；锡:250 ppm 
“转换” 来源于某个操作单位的产品，至少进行了 12 个月的有机管理并且仍处于认证机构的监督之下。 
投入物 各种直接用作纺织助剂、染料或颜料的物质及制剂的通称。 
制造商 处于 GOTS 产品制造链（缝制业或所谓的 CMT 业（裁缝整）到标识和 终包装）中的实体。 

天然原料 天然原料是指任何来源于植物、动物或地下的产品和物质，包括从中提取的矿物和金属（如：天然纤维、皮、

木材、石头、壳类、金属、种子和植物油等）。 
“永久性 AOX” 若投入物的分子结构会导致纤维加工废水生成有机卤化物，则 AOX 为永久性的。 
制剂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 
加工者 处于 GOTS 产品加工链（收获后到制造前的加工操作）中的实体。 
物质 自然界存在的或者工业生产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 

运动装 运动装包括各种具有伸缩、防晒、防虫、防潮、抗皱和透气性，适用于行走、远足、跑动、健身、舞蹈和体育

等运动的功能性或技术性服装，不包括休闲服。 

贸易商 处在纤维生产者至终产品零售商之间的供应链中，从事 GOTS 产品贸易（买进和卖出），不论其本身是否接收

GOTS 实物的实体（如：进口、出口或从事批发的贸易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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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缩写词表 
组织机构/标准 
GOTS 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 
IWG GOTS 国际工作组（机构成员：IVN，JOCA，OTA，SA） 
IVN 国际天然纺织品工业协会，德国 
JOCA 日本有机棉协会，日本 
OTA 有机贸易协会，美国 
SA 土壤协会，英国 

ECHA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TAD 染料与有机颜料制造商生态学与毒物学协会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GH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IFOAM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OAS 国际有机认证服务部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EFC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REACH 有关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 ECC 法规 

Others: 其它： 
EC50 半数效应浓度(50%) 
IC50 半数抑制浓度（50%抑制） 
LC50 半数致死浓度（50%死亡率） 
a-MES -MES    a-甲酯磺酸盐(C16/18) 
AOX 可吸附卤代烃及其能导致其生成的物质 
APEO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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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P 邻苯二甲酸丁芐酯 
BOD 生物需氧量 
COD 化学需氧量 
DBP 酸二丁酯 
DBT 二丁基锡 
DEHP 二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盐 
DIBP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D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N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NO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TDMAC 二脂基二甲基氯化胺 
DSDMAC 二硬脂酰基二甲基氯化胺 
DHTDMAC 二氢化脂二甲基氯化胺 
DTPA 二亚乙基三胺五乙酸盐 
EDTA 乙二胺四乙酸 
GMO 转基因生物 
HMBT 2-肼基-2,3-二氢-3-甲基盐酸苯并噻唑 
MAC (工作区域某一物质的） 高容许浓度 
MBT 一丁基锡 
NTA 氮川三乙酸 
LAS 直链烷基苯磺酸盐 
PAH 多环芳香烃 
PCB 多氯化联苯 
PCP 五氯苯酚 
PFOA 全氟辛酸 
PFOS 全氟辛烷磺酸盐 
PVC 聚氯乙烯 
TBT 三丁基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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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P 四氯苯酚 
TOC 总有机碳 
TPhT 三苯基锡 

 
 
 
文件索取： 
本标准、指导文件及国际工作组发布的任何后续相关信息在www.global-standard.org网站上均有公布和下载。 
 
 
 
 
 
 
 
 
 
 
 
 
 
 
 
 
 
 
 
 
 
备注： 
本标准的中文翻译版是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理解。需指出，具有约束力的有效版本仍是英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