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A-PO-006 ] 2020/08/20 

 美商通用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版本：3.0] 

 CNS 10145 合成聚合物薄片防水膠布委託試驗申請書 請 委託客戶 

填寫粗框內項目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 65 號 電話：02-22773996 傳真：02-22773596 

工程名稱： 

業 主： 

監造單位： 

承 包 商： 

供料廠商： 

加註項目： 

樣品名稱： 

取樣單位/人員：業主 監造 承商 □同送驗人員 取樣日期：    年   月   日 

單
位
及
人
員 

送
驗 

業主 監造 承商 其他 

    

會驗單位/人員： 

(需親自參與試驗，請於簽名後註明會驗日期及時間。) 

□是 □否 

並列為委託單位 

委 託 單 位： 委託者： 

聯 絡 方 式： 地址： 

 電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e-mail： (需親自簽名) 
※依 ISO/IEC 17025:2017 及 CNS 17025(2018)之規定，□是□否於報告中繕打聯絡資訊。(未勾選者，視同不繕打) 

 付費廠商： 聯絡人： 

統一編號： 電話： 傳真： 

地址： e-mail： 

報告領取：□自取；□郵寄  收件單位(人)/地址： 

※報告一式三份。如需增加份數請註明一式共_________份 

※樣品保留：□是 □否，留樣保存期限為七天，退樣之費用由顧客負擔。(未勾選者，視同不退樣) 

樣品種類 試驗項目 備註 

□均質薄片 

 

□複合薄片 

□硫化橡膠系 

□非硫化橡膠系 

□熱塑性彈性體系(TPE) 

□氯乙烯樹脂系(PVC) 

□乙烯醋酸乙烯酯樹脂系(EVA) 

委託項目 

請翻至背面勾選 
 

□補強複合型(材質：                    ) 

□特急件 3 天(試驗費+120% surcharge)    □急件 7 天(試驗費+50% surcharge)  簽名： 

附註：特急件及急件之試驗時間仍需依照該試驗所需之試驗日期執行，一般件依照本實驗室排程所排定之試驗時間。 

收件方式：□試驗室內收件 □郵寄/貨運收件 □外務收樣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 件 者： 

行政  試驗者  審核者  預出日期：    年    月    日 

※委託者茲申請上述之試驗並同意所有試驗依本公司服務通用條款履行，倘需此條款內容，請來電索

取或至 http://www.gsl-lab.com/list/cate-150386.htm 網站查閱。 報告編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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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通用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版本：3.0] 

CNS 10145 合成聚合物薄片防水膠布委託試驗申請書 

 

CNS 10145(2016)合成聚合物薄片系防水膠布 

試驗項目 勾選 

尺度 

厚度  

寬度  

長度  

單位面積質量  

拉伸性 
抗拉強度  

伸長率  

撕裂性 
直角形撕裂強度  

梯形撕裂強度  

溫度之影響 
試驗溫度 60℃ 抗拉強度  

試驗溫度-20℃ 伸長率  

加熱伸縮性 伸縮量  

老化處理後之拉伸性 

抗拉強度比 

加熱處理  

加速曝露處理  

鹼處理  

伸長率比 

加熱處理  

加速曝露處理  

鹼處理  

伸長時之老化性 

加熱處理  

加速曝露處理  

臭氧處理  

搭接性(均質、複合) 

無處理  

加熱處理  

鹼處理  

防水性試驗  

搭接拉伸性(補強) 搭接抗拉強度 

無處理  

加熱處理  

鹼處理  

※請勾選完畢後於下方簽名並押註日期確認，謝謝!! 

委託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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