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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玩具标准简介

（一）玩具概述



• 顾名思义，是指供人玩乐的器具

• 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主要是少年儿童

• 主要针对的测试年龄群体：14 以下的少年儿童

玩具的概念 玩具的分类

• 根据使用对象分：

婴儿玩具、幼儿玩具、学龄前玩具、

少儿玩具、青少年玩具和成人玩具；

• 根据制作材料分类：

竹木玩具、布绒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电动玩具等

• 根据用途分类：

骑乘玩具、弹射玩具、玩具乐器、益智玩具、模型玩具、

体育玩具、整蛊玩具等类别

（二）欧盟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二）欧盟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第一节 欧盟玩具安全法规概述

第二节 欧盟与玩具有关的新方法指令和协调标准

第三节 与CE 标志无关的欧洲新方法指令和协调标准

The letters CE stand for "Conformité
Européenne" which means "European 
Conformity". 



第一节 欧盟玩具安全法规概述

1.欧盟成员国：

目前有27个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卢森

堡、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爱沙尼亚、希腊、西
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
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瑞典、斯洛文
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2.欧盟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

3.欧盟有五种不同性质和效力的法规文件：法令、指令、决

议、建议和意见

4. 88/378/EEC《玩具安全指令》：针对特定产品的指令

第二节 与玩具有关的欧盟

新方法指令和协调标准

第二节 与玩具有关的欧盟新方法指令和协调标准

2.1 旧玩具指令88/378/EEC

2.2 新玩具指令2009/48/EC

2.3 与玩具相关指令



2.1 旧玩具指令88/378/EEC
2.1.1 简介

2.1.2 基本要求

2.1.3 玩具标准EN71

2.1.1  简介

• 欧共体形成后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市场；

• 1985年以前制定的产品指令包含了很多详细繁杂的技
术细节在里面；

• 1985年5月欧共体理事会批准的《技术协调与标准的新
方法》决议，该决议订立了制定新方法指令的原则，玩
具指令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出来；

• 玩具指令88/378/EEC于1988年7月6公布于联合公报上
并于1990年1月1号强制执行。

主要包括玩具的机械与物理性能、燃

烧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电气安全
性能等安全要求

2.2.2 基本要求

儿童按预定方式使用玩具，或考虑到儿童的行
为并按可预见的方式使用玩具时，不得损害使
用者或第三方的安全和健康；

2.1.3   玩具标准 EN71

产生：

1.欧委会作为立法机构通过指定88/378/EEC《玩具安全指令》对玩
具产品提出强制性的基本安全要求（大纲性的）和合格评定程
序；

2. 再授权标准组织（CEN）根据该指令的基本安全要求编写协调标
准，给出具体细致的技术要求（EN71和EN62115等）。

3. 协调标准如果公布在官方公报上，那么则作为强制执行标准执行。



该部分规定了玩具的可触及部件或材料中

可迁移元素（锑、砷、钡、镉、铬、铅、

汞、锡）的最大限量和测试方法

玩具安全

第3 部分 特定元素

的迁移

EN 71-3:1994
EN 71-3:1994/A1:2000
EN71-3:1994/A1:2000/
AC:2000
EN 71-3:1994/AC:2002

CEN

该部分规定了所有玩具禁止使用的易燃材

料种类及对某些小型火源的玩具的燃烧性

能要求。并详细规定了5 类玩具材料的燃

烧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玩具安全

第2 部分 燃烧性能

EN 71-2:2006+A1:2007CEN

该部分规定了从新生婴儿至14 岁儿童使

用的不同年龄组玩具的机械与物理性能的

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也规定了对包

装、标记和使用说明方面的要求

玩具安全

第1 部分 机械和物

理性能

EN 71-1:2005+A9:2009CEN

主要内容标准名称标准号标准

组织

欧委会在官方公告中确认的玩具协调标准

该部分规定了特定的指画颜料的安全技术

要求和测试方法

玩具安全

第7 部分 指画颜料-
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EN 71-7:2002 CEN

该部分规定了除化学及相关活动的实
验玩

具以外的其他特定的化学玩具的安全
技术

要求

玩具安全

第5 部分除实验装置

外的化学玩具（装置）

EN 71-5:1993 
EN 71-
5:1993/A1:2006 
EN 71-
5:1993/A2:2009 

CEN

该部分规定了特定的化学及相关活动
的实

验玩具的安全技术要求

玩具安全

第4 部分化学及与化

学相关的实验装置

EN 71-4:2009 CEN

主要内容标准名称标准号标准

组织

欧委会在官方公告中确认的玩具协调标准（续）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范围覆盖了从小到钮扣

电池工作的灯具，大到铅酸电池供电的

乘骑玩具等所有电玩具的关于电方面的安

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主要内容包括：

标志和说明，输入功率，温升及非正常操

作，电气强度，机械强度，结构，电线、

螺丝及元器件，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防

火、耐热。有毒以及类似危害等

电玩具安全EN 62115:2005 
IEC 62115:2003 
(Modified) + 
A1:2004

CENELEC 

该部分规定了特定的家庭室内或室外用的

秋千、滑梯及类似玩具的安全技术要求和

测试方法，主要为机械与物理方面的内容

玩具安全

第8 部分 家庭室内

或室外用的秋千、滑
梯及类似玩具

EN 71-
8:2003+A4:2009 

CEN

主要内容标准名称标准号标准组织

欧委会在官方公告中确认的玩具协调标准（续）

该部分主要确定了玩具的标签符号—
年龄警告，包括图示及其意义等

玩具安全

第6 部分 年龄警告的

标签符号

EN71- 6:1994CEN 

主要内容标准名称标准号标准组织

该部分规定了玩具中有机化合物的分析

测试方法。

玩具安全

第11 部分: 有机化合

物-分析方法

EN 71-11:2005CEN

该部分规定了从新生婴儿至14 岁儿童使

用的不同年龄组玩具的机械与物理性能
的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也规定了
对包装、标记和使用说明方面的要求

玩具安全

第1 部分 机械和物

理性能

EN71-
1:2005+A6:2008

CEN

该部分规定了玩具中有机化合物的制样

方法和提取方法。

玩具安全

第9 部分: 有机化合

物-制样及提取

EN 71-10:2005CEN

该部分对玩具中所含的有机化合物提出

了总体要求，以保证这些物质不会危及

玩具使用者的健康

玩具安全

第9 部分: 有机化合

物-要求

EN 71-9:2005
EN 71-
9:2005/AC:2007

CEN

未经欧委会公告为协调标准的玩具标准



玩具安全标准EN71
EN71-1 :玩具机械物理性能要求:

1、材料要求

玩具本身和用于制造玩具的所有材料目视检查应清洁干净，无污染；材料的检
查应凭正常视力检查，而不是放大检查;

2、组装玩具

3、柔韧塑料薄膜:厚度大于0.038mm；

4、玩具袋:玩具袋开口周长大于380mm，并用束带作收口.
5、玻璃：

6、膨胀物质

7、边缘

8、尖端和金属丝

9、突出物

….

EN71-2 玩具燃烧性能要求
一般要求：

下列材料不能用于制造玩具：
(1)赛璐珞（亚硝酸纤维）及在火中具有相同特性的材料，但

是在清漆，涂料，胶水
或者乒乓球或类似游戏中使用的球类除外；
(2)遇火后产生表面闪烁效应的毛绒面材料；
(3)高度易燃的固体；

有毛绒或纺织材料面料的软体填充玩具：
测试时，玩具表面的火焰蔓延速度不能超过30mm/s

玩具安全标准EN71（续）

玩具安全标准EN71（续）

905002525502502560造型粘土（mg/kg）

9050060607510002560玩具材料的最大迁移
量（mg/kg）
（造型粘土和指画颜
料除外

铅Pb硒Se汞Hg铬Cr镉Cd钡Ba砷As锑Sb元素

玩具材料中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EN 71-3玩具对可迁移元素的要求
要求测试玩具上所有可触及材料，具体包括：
—油漆、清漆、油墨、聚合物涂层和类似的涂层；

－聚合物和类似材料，包括不论是否有纺织物增强的层压材料，但不包括其他纺织物；
－最大质量不超过400g/m2 的纸和纸板；

－天然或合成纺织物；
－玻璃/陶瓷/金属材料，用于电气连接的铅焊剂除外；

－其他可浸染色材料，不管是否被浸染色（如木材、纤维板、硬质板、骨头和皮革）；
－会留下痕迹的材料（如铅笔中的石墨材料和钢笔中的液体墨水）；
—软性造型材料，包括造型粘土和凝胶；

－用在玩具中的颜料，包括指画颜料、清漆、釉粉及固态状的其他类似材料；
－所有供与食物/嘴接触的玩具、化妆品玩具和属玩具类的书写工具；

－供六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即所有可能与嘴接触的可触及部分和部件

玩具安全标准EN71（续）
EN 71-4：化学及与化学相关的实验装置

该标准规定了化学实验设备和有关活动使用的某些物质和制剂要求的最大剂量。该
标准用于化学设备和补充设备。包括玩具的试验，其中有矿物学、生物学、物理学、显微

术学和环境学等各方面；

EN 71-5： 除实验装置外的化学玩具（装置）
该标准规定了除化学及与化学相关的实验装置以外的化学玩具（装置）中使用的物
质及原料的要求。该标准适用于：
—石膏模型装置；
—与小型模型制作装置随同附带的陶瓷釉彩和玻璃釉彩；
—烘箱增塑硬化PVC 模型粘土装置；
—塑胶模型装置；
—嵌入装置；
—显影装置；
—供模型玩具使用或模型玩具附带的粘合剂、油漆、硝基漆、清漆、稀释剂和清洁

剂。



EN 71-6：年龄警告的标签符号

本标准规定了不适合3 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年龄警告标签图标

的使用和设计要求。

年龄警告标签的图标的设计要求 图标的设计形式如图所示：

玩具安全标准EN71（续）

EN 71-7：2002 指画颜料—要求和测试方法

a) 说明了指画颜料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的成分；
b) 指明指画颜料中所含杂质、防腐剂、特定元素迁移的限

量和其他特征；
c) 规定了用于指画颜料的物质和材料的限量；
d) 附加规定了标记、标识和包装的要求

EN 71-8： 家庭室内或室外用的秋千、滑梯及类似玩具

适用范围：

用于家庭户外或室内的大型娱乐设施或设备，此类设施亦可安装地公
共场所、幼儿园内，如滑梯、秋千等。

EN 71-9，EN71-10，EN71-11: 玩具中有机化合物的要求和测试方法简介
EN 71-9 限制的有机化学物质可以归为以下几组：

－溶剂

－防腐剂

－增塑剂（不包括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阻燃剂

－单体

－生物杀灭剂（木材防腐剂）

－染料

EN 71-9, 10, 11 应配合使用，先根据玩具的类型和用到的材料从EN 71-9 找出

需要测试的项目（以及限量，然后按EN 71-10 和11 对玩具样品进行提取和测试。

玩具安全标准EN71（续）

2.2  新玩具指令2009/48/EC

简介

与旧玩具指令88/378/EEC的主要差异

简介

适用范围：
适用于为14 岁以下儿童设计，或供其玩耍用的产品，无论是否专门为其

设计或供其使用；

生效日期：
2009 年7 月20 日生效，但是化学品只要达到了《第88/378/EEC 号指

令》附录二第三部分规定的要求并且是在2013 年7 月20 日前投放市

场的还是有效的；

特别安全要求：物理和机械特性、易燃性、化学性能、电气性能、卫
生、放射性



与旧玩具指令88/378/EEC的主要差异
物理机械方面新增：

食物中或与食物混在一起的玩具必须单独包装。为其提供的包装的大小必须合适，
以避免其被吞咽和/或被吸入；

在食用时紧密附着在食品之上，并且如欲直接接触到玩具必须先吃掉该食品的玩
具，应予以禁止。

化学性能方面：
1.从旧玩具指令中的8种可迁移性重金属玩具增加到19种；

2.增加了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和11种需加贴标签的致敏性芳香

物质；

3.亚硝胺和亚硝胺化合物
适用范围：

口含玩具和供36 个月以下婴儿玩耍的玩具

限量：
亚硝胺迁移量≤0.05mg/kg，亚硝胺化合物迁移量≤ 1 

mg/kg
♣ cosmetic kit

化学性能方面- 19种可迁移性金属

10

9

8

7

6

5

4

3

2

1

序
号

7700 

130 

0.2 

460 

23 

15000 

56000 

47 

560 

70000 

玩具表面刮出
物 (mg/kg) 

/

/

60

75

/

1000

25

60

/

所有材料
(mg/k
g)

/156 622.5 铜

/2.6 10.5 钴

0.005 0.02 
四价

铬 25

9.4 37.5 
三价

铬

500.5 1.9 镉

/300 1200 硼

2501125 4500 钡

250.9 3.8 砷

6011.3 45 锑

/1406 5625 铝

造型黏土和
指画颜
料
(mg/kg) 

液态或粘稠的
玩具材料
(mg/kg) 

干燥，粉末状或
柔软的玩具
材料 (mg/kg)元素

化学性能方面- 19种可迁移性金属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序号

46000 

12 

180000 

56000 

460 

930 

94 

15000 

160 

可刮取材料

(mg/kg) 

/

/

/

/

500

/

60

/

90

玩具材料
（mg/kg）

造型粘土
（mg/kg）

液态或粘稠
的玩具
材料
(mg/kg) 

干燥，粉末状
或柔软的
玩具材料
(mg/kg)元素

/938 3750 锌

/0.2 0.9 有机锡

/3750 15000 锡

/1125 4500 锶

5009.4 37.5 硒

/18.8 75 镍

251.9 7.5 汞

/300 1200 锰

903.4 13.5 铅

化学性能方面-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

40607-48-5 3,7-Dimethyl-2-octen-1-ol (6,7-Dihydrogeraniol) 3,7-二甲基-2-
辛烯-1-醇（6,7-二氢香叶醇）

（10）

6248-20-0 2,4-Dihydroxy-3-methylbenzaldehyde 2,4-二羟基-甲基苯甲醛（9）

119-84-6Dihydrocoumarin 二氢香豆素（8）

141-05-9 Diethyl maleate 马来酸二乙酯（7）

4756-19-8 Cyclamen alcohol 兔耳草醇（6）

8006-99-3 Chenopodium oil 荆芥油（5）

98-54-4 4 tert-Butylphenol 4-叔丁基苯酚（4）

140-29-4 Benzyl cyanide 苯乙腈（3）

1957-6-7 Allylisothiocyanate异硫青酸烯丙酯（2）

97676-35-2 Alanroot oil (Inula helenium) 土木香（1）

CAS 编号致敏香料名称序号



化学性能方面-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
CAS 编号致敏香料名称序号

531-59-9 7-Methoxycoumarin 7-甲氧基香豆精（24）

34131-99-2 6-lsopropyl-2-decahydronaphthalenol 6-异丙基-2-十氢萘酚（23）

622-62-8 4-Ethoxy-phenol 4-乙氧基-苯酚（22）

13393-93-6 Hydroabietyl alcohol 氢化松香醇（21）

18318-83-7 trans-2-Hexenal dimethyl acetal 反式-2-庚烯醛二甲基缩醛（20）

67746-30-9 trans-2-Hexenal diethyl acetal 反式-2-庚烯醛二甲基缩醛（19）

18829-55-5 trans-2-Heptenal反式-2-庚烯醛（18）

68916-52-9 Fig leaf, fresh and preparations 无花果叶子，新鲜的或制剂（17）

140-88-5 Ethyl acrylate 丙烯酸乙酯（16）

122-39-4 Diphenylamine 二苯胺（15）

141-10-6 6,10-Dimethyl-3.5,9-undecatrien-2-one 6,10-二甲基-3.5,9-十一
三烯 -2-酮

（14）

26651-96-7 7,11-Dimethyl-4.6,10-dodecatrien-3-one 7,11-二甲基-4.6,10-十
二烷三烯-3-酮

（13）

617-54-9 Dimethyl citraconate二甲基柠檬醛（12）

17874-34-9 4,6-Dimethyl-8-tert-butylcoumarin 4,6-二甲基-8-叔-丁基香豆精（11）

化学性能方面-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

CAS 编号致敏香料名称序号

8007-00-9 Peru balsam, crude (Exudation of Myroxylon pereirae (Royle) Klotzsch) 
秘鲁香膏(秘鲁香树渗出物) （35）

700-82-3 Hexahydrocoumarin 六氢香豆素（34）

1987-5-8 7-Ethoxy-4-methylcoumarin 7-乙氧基-4-甲基-香豆精（33）

8023-88-9 Costus root oil (Saussurea lappa Clarke) 木香根油（32）

13706-86-0 5-Methyl-2,3-hexanedione 5-甲基-2,3-己二酮（31）

2445-83-2 7-Methylcoumarin 7-甲基香豆精（30）

92-48-8 6-Methylcoumarin 6-甲基香豆精（29）

623-43-8 Methyl trans-2-butenoate 甲基反式-2-丁烯酸（28）

104-27-8 1-(p-Methoxyphenyl)-1-penten-3-one 1-（对-甲氧基苯基）-1-戊烯-3-酮（27）

943-88-4 4-(p-Methoxyphenyl)-3-butene-2-one 4-（对-甲氧基苯基）-3-丁烯-2-酮（26）

150-76-5 4-Methoxyphenol 4-甲氧基苯酚（25）

化学性能方面-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

CAS 编号致敏香料名称序号

104-54-1 Cinnamyl alcohol 肉桂醇（45）

118-58-1Benzyl salicylate 水柳酸苄酯（44）

100-51-6 Benzyl alcohol 苯甲醇（43）

101-85-9 Amylcinnamyl alcohol戊基肉桂醇（42）

122-40-7 Amyl cinnamal 甲位戊基桂醛（41）

122-57-6 4-Phenyl-3-buten-2-one苯亚甲基丙酮（40）

83-66-9 Musk ambrette (4-tert-Butyl-3-methoxy-2,6-dinitrotoluene)
葵子麝香（2,6-二硝基-3-甲氧基-4-叔丁基甲苯）

（39）

8024-12-2 Verbena oil (Lippia citriodora Kunth) 马鞭草油（38）

1117-41-5 3.6,10-Trimethyl-3.5,9-undecatrien-2-one 3.6,10-硼酸三甲酯-
3.5,9-十一烷三烯-2-酮（37）

25677-40-1 2-Pentylidene-cyclohexanone 2-亚戊基-环己酮（36）

化学性能方面-55种致敏性芳香物质

CAS 编号致敏香料名称序号

90028-67-4 Treemoss extracts 树苔提取物（55）

90028-68-5 Oakmoss extracts 橡苔提取物（54）

97-54-1 Isoeugenol异丁子香酚（53）

31906-04-4 Hydroxy-methylpentylcyclohexenecarboxaldehyde羟基-甲基戊
基环已烯基甲醛（新铃兰醛）

（52）

107-75-5 Hydroxy-citronellal羟基香茅醛（51）

106-24-1 Geraniol 香叶醇（50）

97-53-0 Eugenol 丁香酚（49）

91-64-5 Coumarin 香豆素（48）

5392-40-5 Citral柠檬醛（47）

104-55-2 Cinnamal 亚肉桂基（46）



2.3  玩具相关指令

2004/108/EC 电磁兼容性EMC 指令
1999/5/EC 无线及电信终端设备指令（R&TTE 指令）
2002/95/EC《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简
称RoHS 指令）
欧盟2002/96/EC《关于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指令》（简称WEEE 指令）
REACH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1907/2006/EC）
94/62/EC《包装和包装废物指令》
2005/84/EC《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指令》
2002/61/EC《禁用有害偶氮染料指令》
2003/03/EC《禁用蓝色偶氮染料指令》
2003/11/EC《禁用两种含溴阻燃剂指令》
94/27/EC《镍释放指令》
91/338/EEC《镉含量指令》
91/173/EEC《五氯苯酚指令》
1935/2004/EC  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物质指令
2002/72/EC 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指令
…….

（三）美国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三）美国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第一节 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律法规简介

第二节 ASTM F963《玩具安全》

第三节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简介



第一节 美国的消费品安全法律法规简介

在美国消费品安全领域，与玩具有关的法案有5 个：

1. 《消费品安全法案》（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简 称：CPSA）

2. 《联邦危险品法案》(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 简称：FHSA)

3. 《可燃纺织品法案》(FLAMMABLE FABRICS ACT 简称：FFA)
4. 《包装防毒法案》(POISON PREVENTION PACKAGING ACT 

简称：PPPA)
5.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简称：FDCA)。

（一）美国联邦法规CPSC 第16 部分
1、16 CFR 1303 部分：关于含铅油漆和某些含有铅油漆消费品的禁令条款

供18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和其它物品正常使用和滥用模拟试验方法1500.51

供8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它物品的金属玻璃锐利边缘测试技术要求；

此部分规定锐利边缘测试所用的仪器规格、测试方法及判定锐利边缘的依据

1500.49

供8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它物品的锐利尖端测试技术要求

此部分规定锐利尖端测试所用的仪器规格、测试方法及判定锐利尖端的依据

1500.48

鉴别极易燃或易燃固体物质的方法；

此部分规定了固体物质进行测试的条件、方法以及判定易燃等级的标准

1500.44

测试内容法规条文

2、16 CFR 1500 部分：对危险物质和危险品管理及执行的法规

16CFR 1500 部分：对危险物质和危险品管理及执行的法规（续）

服装织物的易燃性标准1610 

电动玩具或预定供儿童使用电动商品的要求1505

供3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它物品是否因小部件而使

儿童发生窒息、吸入、咽入危险的鉴别方法

1501

供年龄18 个月以上、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和其它

物品正常使用和滥用模拟试验方法

1500.52

测试内容法规条文



（二） 禁令-儿童金属饰品铅含量禁令

2004 年，发布了儿童金属饰品铅含量禁令（Interim Enforcement Policy 
for Children’s Metal Jewelry Containing Lead）；

禁令规定：

（1）儿童金属饰品的任一部件铅含量不得超过600ppm；

（2）如果超过，则该饰品的可溶性铅的总量不得超过175ug。

该禁令从2005 年2 月3 日起生效。

（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要求

（四）艺术材料（LHAMA/ASTM D4236）
（五）美国涉及玩具的地方法规

宾夕法尼亚州

俄亥俄州

加利福尼亚州

包装材料法（CONEG）

（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无线电产品的规定

第二节 ASTM F963《玩具安全》

ASTM 963简介

测试年龄：14 岁以下各年龄组的儿童使用的玩具

性质：强制性；

一般而言，该标准的内容充分包含了CPSC 
16CFR 的有关技术要求，制造商能确保产品符合
ASTM F963 的要求，也就基本满足CPSC 
16CFR 的有关技术要求；

测试范围：包括机械物理安全，燃烧性能，化学

毒性，电安全和微生物安全；



ASTM F963机械物理性能要求

1、材料质量

2、填充材料

3、声响玩具

4、小零件

5、可触及锐利边缘

6、突起

7、可触及锐利尖端

8、金属丝和杆件

9、钉和紧固件

10、包装薄膜

11、电池驱动玩具

…

ASTM F963 燃烧性能要求

• 要求非纺织品(不包括纸)的燃烧速度应小于0.10in/s；
• 玩具中使用的任何纺织物应符合16CFR 1610 的要求；

• 玩具上所用的纺织材料的易燃性能只允许为一般易燃性

• 玩具整体易燃性要求其燃烧速度为小于0.10in/s；

•ASTM F963 的第4.25 条款是电池驱动条
款,是对电玩具的电性能和结构的技术要

求；
•第5.15 条款、第6.6 条款和第7.3 条款是标
识要求条款;
•第8.18条款和第8.19 条款是测试的方法;
•120V 市电供电玩具的安全性能要求要参考
联邦法规16 CFR 1505 要求

ASTM F963 电性能要求

ASTM F 963 化学毒性

（1）禁止使用铅含量超过油漆总的非挥发性重量或干油漆膜重量
的0.009%（90mg/kg）的油漆或类似的表面涂层－
16CFR1303 的要求；
注：这部分技术要求将由美国H.R.《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所替代；
（2）表面涂层材料中可溶性的锑、砷、钡、镉、铬、铅、汞和硒

的重量与其固态（包括颜料和膜固态材料和干燥材料）重量的
比不应超过下表所给出的相应数值

5006060751000602590可溶性元素的最高限量

硒汞铬镉钡锑砷铅元素

表面涂层材料中可溶性元素的最高限量（mg/kg）

第三节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简介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概述

于2008年8月14日由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并生效，称之为美国《2008消费

品安全改进法案》；

主要内容：

1.拓展儿童消费品中含铅量的要求;
2.加严油漆油墨等涂层中铅含量要求;
3.增加对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限制;
4.对儿童产品包装及追溯标签的要求；

5.对消费品进行检验监管的措施和对美国国内的消费品法律措施等方面。

该法案主要针对玩具和儿童用品：指设计或预定用于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

的消费品

儿童产品中的铅(总铅)
基材中的铅

要求：儿童产品中铅的限量将建立以下的时间表

1、600ppm——法案生效后180天执行(自2009年二月十日起 )；
2、300ppm——法案生效后1年执行(2009年八月十四日 )；
3、100ppm ，由CPSC决定当时的技术水平是否有能力达到--法案

生效后3年执行（如果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满足，CPSC必须制定一个
能够达到的限量较低的技术水平，并且低于300ppm) (2011年八月十
四日 ) 。

涂料和表面涂层中的铅

要求：0.009% ( 90ppm)

禁止销售某些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的产品

1、范围：儿童玩具和儿童产品中的六种邻苯二甲酸酯。

2、要求：
2.1、永久禁令：从2009年2月10日开始，永久禁止商业性生产、供货销

售、商业批发、或者进口任何含有下列邻苯二甲酸酯浓度超过0.1%的
儿童玩具或者儿童保育用品：
DEHP: 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已酯，
D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者
BBP: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2.2、临时禁令：从2009年2月10日开始，暂时禁止商业性生产、供货销
售、商业批发、或者进口任何下列含有单项邻苯二甲酸酯浓度超过
0.1%的可以放入儿童嘴里的儿童玩具或者儿童保育用品：
DIN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D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nO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四）其它国家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四）其它国家有关技术法规、标准

第一节 加拿大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第二节 日本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第三节 澳大利亚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第四节 巴西玩具安全法律法规

第五节 中国玩具安全法律法规

第六节 其他国家玩具安全法律法规

第一节 加拿大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一、《危险产品法案》的主要内容
1、禁止类玩具产品
（1）Yo-Yo 球
（2）噪声强度超过100 分贝的玩具
(3）表面涂层材料的铅、汞、锑、砷、
钡、镉、硒元素含量超过规定限量的
玩具
……

2、限制类玩具产品

第一节 加拿大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续）
二、《危险产品（玩具）条例》
1、文字要求
2、机械危险
3、合理的可预见滥用试验
4、对所有年龄段儿童适用的保护要求
5、对小于三岁儿童的特殊保护
6、燃烧危害
7、毒性危害
…..

100010001000100010001090（1）限值

（mg/kg）

钡硒镉砷锑汞铅元素

Remrkt: (1)根据《表面涂层材料法规》第4(1)、5(1)和8部分的要求，新的总铅限值是90毫克/千
克,于2010年10月21日生效 ,同样适用于儿童家具和其它儿童产品(第2部分)、玩具，以及儿童学
习或玩耍时使用的设备和其它产品(第9部分)，铅笔，以及该法目录1第1部分包括的油画水彩笔
(第18部分) 

第二节 日本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1.《食品卫生法》

厚生劳动省1972 年颁布《食品卫生法》，适用于通过直接接触嘴部会对

幼儿健康造成伤害的玩具类型（幼儿一般指六岁及六岁以下儿童）

2.日本食品卫生法修订

2008 年3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就《食品卫生法》的玩具安全条款进行修改，

主要修改的是配饰玩具等范围，以及玩具涂料重金属说明；

3.《电器用品安全法》

4.童车与SG 标志：《产品安全法》

特定电器用品PSE 标志 非特定电器用品PSE 标志



第二节 日本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续）

5. 玩具标准ST2002 和ST 标志

性质：由日本玩具协会颁布的团体自愿性标准；
对象：适用于供14 岁及以下儿童玩耍的玩具；

主要内容：机械与物理性能、可燃性能和化学性能（化学性能见下）
• 1、颜料的迁移
• 2、八种有害重金属
• 3、卫生要求
• ①KMnO4 消耗量

• ②蒸发残渣
• ③重金属（As, Pb）
• ④Cd
• ⑤锌
• ⑥苯酚
• 4、表面活性剂、荧光增白剂、重金属、皂泡体积（对肥皂泡）
• 5、游离甲醛
• 6、邻苯二酸盐要求（6P）

符合ST2002的要求允许加上ST标志

第三节 澳大利亚玩具安全法规与标准

• AS/NZS ISO 8124 标准系列是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通用的
玩具安全标准。

• 取代了原来的玩具安全AS 1647 标准系列。

• 技术上采用等同采用ISO 8124，但作出一些修订

• 标准结构同样分为机械物理安全，燃烧性能，可迁移元
素，实验型玩具，化学玩具，指画颜料等几大部分。

• AS/NZS 61558.2.7:2001 是玩具用变压器安全标准；

第四节 巴西玩具安全法律法规

南方共同市场：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
拉、南美

南方共同市场的通用标准：2005 年1 月1 日起，通用NBR 
NM300“玩具安全技术标准”和NBR NM301“儿童童车安全标
准”。
巴西玩具协会（简称IQB）介绍符合ISO8124 标准的玩具也
能满足NM300 的要求，同时IQB 也接受按照ISO8124 进行测

试的报告。

第五节 我国与玩具有关法律法规介绍

与玩具产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
其《实施细则》、《强制性认证产品管理规定》、《玩
具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六项）》等；
强制认证的六大类玩具产品：塑胶玩具类、金属玩具
类、娃娃玩具类、弹射玩具类、童车类和电玩具类；
最基本的强制性标准：GB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技
术规范》
GB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是等同采用
IEC62115：2003《电玩具 安全》



GB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性质：强制性

技术要求基本等同采用了ISO8124 的要求；

内容：

1、机械物理的性能要求；

2、易燃性能的要求（等同EN71-2）
3、化学性能的要求（等同EN71-3）

第五节 我国与玩具有关法律法规介绍（续）

SS 474 PT.6：2000 玩具安全 第6 部分：用于年龄警告标签的图标

SS 474 PT. 5：2000 玩具安全 第5 部分：非实验装置的化学玩具（装置）

SS 474 PT. 4：2000 玩具安全 第4 部分：化学及相关活动实验装置

SS 474 PT. 3：2000 玩具安全 第3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SS 474 PT. 2：2000 玩具安全 第2 部分：可燃性

SS 474 PT. 1：2000 玩具安全 第1 部分：机械和物理性能

新加坡

泰国玩具工业标准 TIS 685-2540第2 部分：包装和标签（1997）
泰国玩具工业标准 TIS 685-2540第3 部分：测试方法和分析（1997）

泰国玩具工业标准 TIS 685-2540第1 部分：一般要求（1997）：强制标准
泰国

JS 90：1983 牙买加标准 玩具及玩耍物品的安全规范牙买加

ISO 8098：1989 自行车 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

ISO 8124-3：1997 玩具安全 第3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ISO 8124-2：1994 玩具安全 第2 部分：阻燃性

ISO 8124-1：2000玩具安全 第1 部分：与机械和物理性能相关的安全内容

国际标准

标准国家

第六节 其他国家玩具安全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