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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由CEN/T252婴儿及婴儿用品技术委员会拟稿, 由AFNOR小孩物品监控处监控其所
在秘书处工作. 
本标准将提供国内标准的形势.它已发行及认可,2004年 3月为最新版,如与 2004年 3月版相
抵触的,将被取消. 
本标准由欧洲标准委员会授权。° 
任何由于秋千的连接装置所引起的危险不包含在此测试标准之内。 
根据 CEN 内部规定,以下国家的国内标准机构必须执行这个标准: 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丹
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新
西兰,英国等. 
 
1、范围 
 
本标准详细描述了婴儿秋千的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婴儿秋千的使用对象是头部可以直立
的，最大的重量是 12KG。 
本测试标准并不包含有关婴儿秋千设计方面的内容。 
 
2、参考文件 
 
此标准涵盖了那些由其他出版社提供的注明了日期或未注明日期的文件，此标准中的某此方
面引用这些参考文件并附列清单。对标注了日期的文件,仅引用其版式本,.而对于更新的参考
文件,应提供最新版本(含修订本). 
对于现行参考,最新引用版如下: 
BS EN71-1：2001 玩具安全——第一部分：机械和物理特性 
BS EN71-2：1994 玩具安全——第二部分：可燃性  
BS EN71-3：1995 玩具安全——第三部分：某些元素转移的规范 

 
3、定义   
 
为此欧洲标准，特应用以下的定义。 

3.1 婴儿秋千   
在垂直的位置可以支撑婴儿重量的，婴儿的脚可以接触到地面进而使秋千运动的产品。 
3.2 连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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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悬挂物连接在支撑结构上的一种装置。 
3.3 悬挂系统 
设计用来十产品垂直摇晃的一种装置 
3.4 婴儿支撑系统 
婴儿秋千的一部分，可以把小孩放在里面的一种装置。 
3.5 支撑悬挂系统 
把支撑系统连接在悬挂系统的一种装置。 
3.6 框架 
可以自由站立的支撑婴儿秋千的结构。 
 
4、材质的特性 
 
4.1 化学测试 
任何部分的油漆、清漆或类似物质的涂层包含有的可溶性锑、砷、钡、镉、铬、铅、汞、硒
或任何这些元素的可溶性化合物不应该超过表 1 所规定的量。                            

表 1 
成分 最大含量（MG/KG） 
锑 60 
砷 25 
钡 1000 
镉 75 
铬 60 
铅 90 
汞 60 
硒 500 
如果涂层是多层的，那么，应该刮掉涂层再测试基材部分的含量。 
测试顺序按照 EN71-3 的要求。 
4.2 防火性 
按照 6.2 的测试条件，依据 EN71-2 进行测试，婴儿秋千的任何部分不能有闪火存在。 
 
5、结构 
 
5.1 婴儿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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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支撑系统应该可以固定测试治具。 
5.2 直径 
为了防止小孩从秋千上跌落，当按照 7.1 进行测试时，秋千支撑系统侧边的最小的高度是
200 毫米。 
5.2.2 当按照 7.1 进行测试时，为了防止窒息，秋千支撑系统前面的最大的高度是 250 毫米。 
5.3 陷入危害 
5.3.1 绳子、绳索 
当按照 7.2 进行测试时，绳子的最大的长度不能超过 220MM。 
5.4 窒息危害 
5.4.1 小零件 
为了防止小零件被小孩吞食或吸入，任何可分离的；零件都不能放进 EN71-1 中的小物体测
量筒内。 
不可移除的零件或元件，应至少满足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 
a) 零件被固定在产品上，当按照 7.3 进行扭力和拉力测试时，零件不可以分离； 
b) 任何可分离的；零件都不能充分的放进 EN71-1 中的小物体测量筒内。 
5.4.2 塑料印花 
当按照 7.4.1 和 7.4.2 进行测试时，塑料印花或塑料印花的零件不能分离或者用手移动。 
5.5 边缘、突出物、拐角 
为了防止刮伤或磨损，产品的表面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毛边的。 
婴儿经常接触的边缘或拐角部位应该如图 2 进行倒角，这些要求是针对边缘或拐角的角度小
于 120 度的，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小孩可以接触到的。 
其他部位的所有边缘或拐角部位都应该倒角。 
EN71-1 中定义的保护性零件也应该满足以上的要求。 
铰链或钩子之类的不需要满足图 2 中的最小半径的要求。 
5.6 可移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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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剪、切、压的危险，任何部位的间隙要么大于 12 毫米，要么小于 5 毫米。 
注释：成人安装或折叠的过程中产生的剪、切、挤压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危害成人是
可以预料到的，进而会有意识的控制。 
5.6.2 支撑悬挂系统 
5.6.2.1 婴儿支撑悬挂系统 
支撑悬挂的绳索的最小的直径是 10 毫米，或者最小的宽度是 20 毫米。 
5.6.2.2 婴儿秋千在旋转的过程中，绳索不能有收合，或产生间隙。 
5.6.2.3 悬挂系统 
螺旋弹簧两个相邻组件之间的间隙，在 15 千克重物的作用下，不能超过 3 毫米，在 66 千
克重物的作用下，不能超过 5 毫米。 
5.6.3 锁定机制 
当秋千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安装好后，锁定机制小孩是不能操作的，需要满足以下的任
何一个条件： 
a) 当两个独立的动作被同时操作时，锁定机制是可以打开的 
b) 释放锁定机制至少需要 50 牛的拉力或者是需要使用工具才能打开所定机制。 
c) 打开锁定机制至少需要两个相继的动作，当第二个动作在实施时，第一个动作仍然在维

持其作用。 
5.7 框架的稳定性 
当按照 7.5 进行测试时，和地面连接的框架从原始位置开始计算移动量不能超过 10 毫米。 
5.8 静态强度 
当按照 7.6 进行测试时，婴儿秋千不能翻倒，连接部分仍然和支撑杆相连接，并且功能仍然
正常。 
固定装置不能分离，并且功能应该正常。 
5.9 跌落强度 
当按照 7.7 进行测试时，婴儿秋千的结构不能损坏，仍然和支撑杆相连，并且功能应该正常。 
固定装置不能分离或松动，并且功能应该正常。 
 
6、一般测试条件 
 
6.1 误差 
除非有特别的说明，否则误差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 
力度 ±5% 
模块 ±0.5% 
直径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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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1º 

6.2 测试顺序 
除非有特别的说明，否则，测试的顺序应该按照本测试标准的顺序进行 
当做如下的测试时，需要准备另外的样品： 
4.1 化学测试 
4.2 防火性 
6.3 测试条件： 
6.3.1 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清洗和晾干布料两次。 
6.3.2 当按照 7.6 和 7.7 进行测试时，把连接装置从支撑装置上安装和拆卸 10 次。 
连接的螺丝不需要满足以上的要求。 
 
7、测试方法： 
 
7.1 支撑系统的测量 
7.1.1 设备 
直径是（120±5）毫米，高度是（180±5）毫米的圆柱体，重量是 9 千克，重力的中心在圆
蛛体的中心位置，所有的边缘都有 5 毫米的倒角。 
7.1.2 测试方法 
把婴儿秋千按照正常的使用位置固定在支撑架上，悬挂一个重 9 千克的婴儿假人，并且确定
婴儿假人处在垂直的位置，测量前边和侧边的最小的高度。 
7.2 陷入绳索、绳子的缠绕 
绳子自由长度的测量应该从固定点开始计算，并施加 25N 的力，如果绳子的固定点和绳子
的形状是相同的，那么，应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进行测量。 
7.3 小物件测试 
7.3.1 拉力测试 
通过夹具或其他的合适的装置对小零件施加 90N 的拉力，在 5 秒内均匀施加拉力，并另外
维持 60 秒。如果零件脱落，检查零件能否放进 EN71-1 的小物体测量筒内。 
明显不能放进小物体测量筒内的不需要进行拉力测试。 
7.3.2 扭力测试 
如果零件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抓住，那么，对小零件施加 0.34N.M 的扭力或从原始位置旋转
到 180 度，维持最大扭力 10 秒，然后，允许零件恢复到自然状态，再沿逆时针方向施加扭
力。 
围绕转动轴转动的突出物、零件或附接物，在测试扭力时应使用夹具，防止其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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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零件是用螺丝连接的，在测试的过程中螺丝松动了，仍然继续施加扭力，直到达到最大
的扭力，或者明显看出零件不会脱落。 
7.4 印花测试 
7.4.1 浸泡测试 
把婴儿秋千或需要测试的部分浸泡在容器中，水的温度是（20±5）℃，测试的时间是
4min±10s，取出产品，把水甩干，让产品在室温中保持 10min±30s.  
实施以上的动作 4 次。 
在最后一次测试之后，检查分离的零件能否放进 EN71 规定的小物体测量筒内。 
7.4.2 附桌力测试 
按照 7.4.1 的要求，从产品 0-10 度
的角度，把塞规用（10±1）N 的力，
插进间隙里，检查塞规深入的深度
是否超过 2 毫米。 
实施以上的测试共 30 次，测试之
后，重复拉力测试。 
7.5 结构稳定性 
把 7.7.1 描述的 15KG 的重物，放
在测试架上，把秋千从垂直的状态
提升到 45±5℃，允许秋千恢复到
自然状态，测试在不同的方向进
行。 
7.6 静态强度测试 
7.6.1 设备 
水平的支撑杆，是光滑的坚硬的木材，或者其他的类似的材质，尺寸如下图所示。 
7.6.2 测试方法： 
把秋千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固定在支撑杆上，确定在测试的过程中，产品的任何位置都不能
和地面相接触。 
注释：如果产品本身提供的有支撑杆，那么，这个应该不影响秋千测试的实施。 
在腿部开口放一个（50±1）毫米长的杆或棍子，把 66KG 的重物放在杆或棍子上，静态负
重 1H±1MIN。 
7.7 跌落强度 
7.7.1 测试圆柱体 
直径是（200±5）毫米，高度是（300±5）毫米，重量是（15+0.01/-0）KG，重力的中心是
圆柱体的中心。所有的边缘应该有（5±1）毫米的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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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测试方法 
按照 7.6.1 把秋千放在测试架上，或者是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把秋千放在自身提供的
支撑杆上。把 15KG（7.7.1）的圆柱体放在秋千上，把测试重物固定好。 
把秋千从原始位置提升（500±10）毫米，允许秋千弹跳的时间最多是 10 秒，实施测试 10
次。 
 
8、使用说明书 
 
说明书应该是销售秋千地区的官方语言，并且应该包含安全、使用、安装等方面的信息。 
说明书应标明“IMPORTANT！KEEP FOR FUTURE REFERENCE”，字母的高度不低于 5
毫米。 
说明书应包含以下的内容： 
a) 制造商、销售商的名字、商标等信息 
b) 产品的鉴别方法 
c) 清洁、清洗、晾晒的方法 
d) 产品安装、使用的正确方法以及图画描述。 
e) 产品使用的替代零件只能从制造商那里获得。 
f) 婴儿秋千和框架的检查和维修的方法 
g) WARNING！ NEVER LEAVE THE CHILD UNATTENDED 
h) WAENING！ DO NOT USE THE BABY BOUNCER AS A SWING  
i) WARNING！ ENSURE BABY BOUNCER IS POSITIONED CENTRALLY IN A DOOR 

FRAME。 
j) 描述：确保婴儿在秋千中的位置是正确和安全的语言。 
k) 婴儿秋千使用对象的年龄、重量 
l) A STATE TO MAKE SURE THAT THE DOOR CAN NOT CLOSE ON THE BABY 

BOUNCER。 
m) 婴儿秋千每一次使用时间最长是 20MIN。 
n) 婴儿秋千设计使用的门栏框架的厚度是多少。 
o) 当心附近的小孩会对秋千中的小孩造成伤害。 
 
9、购买信息： 
 
在销售时，以下的信息应该提供： 
a) 婴儿秋千使用对象的最大重量是 12 千克，并且婴儿可以独自支撑头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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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造商、销售商的名字或商标 
c) 参考标准的编号和日期。 
d) 适合秋千的门框 
 
10、标签： 
 
10.1 产品的标记： 
符合此标准的秋千应该永久标识以下的信息： 
a) 制造商、销售商的，名字、商标或其他的可鉴别产品的方法 
b) 本欧洲标准的编号和日期 
c) 型号的鉴别方法 
d) WARNING！NEVER LEAVE THE CHILD UNATTENDED 
10.2 产品的标签： 
任何永久性标签都应该是清晰的、可见的并且标签应该附接在产品上。 
当按照 10.3 进行测试时，任何标签都不能卷曲，仍然是清晰可见的。 
10.3 标签的永久性 
任何永久性的标签都应该在湿棉布上用手摩擦 20 秒，在测试之后，标签仍然是清晰可见的。 
 
11 包装 
 
包装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 
a) 包装塑料袋的直径应该大于 380 毫米，厚度不低于 0.038 毫米。 
b) 开口直径大于 380 毫米的塑料袋不应该用绳子或绳索作为捆绑的方式。 
c) WARNING！ KEEP PLASTIC COVERING AWAY FROM CHILDREN TO AVOID 

SUFFO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