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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属箍 

2. 螺丝扣 

3. 钢丝绳手握部分 

图 22：金属箍；螺丝扣；钢丝绳手握部分的范例 

4.2.12.4 带有护套的钢丝绳 

当带护套的钢丝绳用作爬绳，爬网，悬绳或其他类似部件时，每

股绳子需要带合成或天然的护套， 护套不能有单纤维或裂开的

纤维。 

注：绳子中钢丝使得绳子不易损坏，减小了危险。 

4.2.12.5 纤维绳（纺织品） 

纤维绳应 

a) 符合 EN ISO 9554 或 EN ISO 2307 的要求，或 

b) 生产厂家应该出具证书，表明使用的材料及其安全工作负载。 

当用作爬绳，爬网，悬绳或其他类似部件时，每股绳子应该有柔

软的，不会开裂的护套，如麻类或相类似的材料 

单纤维塑料绳和相类似的材料不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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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链条 

用于游乐设备的链条应该满足 ISO 1834，同时在任何方向上最

大开口不大于 8.6 毫米（在连接处开口应大于 12 毫米，或小于

8.6 毫米）. 

4.2.14 地基 

地基应该不会产生危险（绊倒，撞击）。在疏松地面（如沙地上）， 

地基应该如下安装： 

a) 基架，底脚和固定件应在地面下 400 毫米; 或 

b) 如果地基的顶部如图 23， 需要至少在地面下 200 毫米; 或 

c) 被游乐设备或游乐设备部件所覆盖（如：转椅的中心地基）。 

任何从地基上突出的部件，如螺丝端，必须在地面下至少 400

毫米 （除非此部件被有效覆盖和处理，可以通过 4.2.5 的测试。） 

当游乐设备仅仅依靠一个面来保持稳定，则需要考虑附加的要

求。 

注：部件安装在地基里，存在锈蚀或腐烂的危险。在动载情况下

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锈蚀或腐烂，从而危害到地基的稳定性（地

基可能是单点，两点或多点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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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柱 

2. 玩耍面 

3. 地基 

4. 基准线标记 

5. 地基顶部 

注：由生产厂家给出的在游乐设备上的基准线标记给出了玩耍面

的位置，应该维护好此基准线。 

图 23： 地基示例 

4.2.15 重型悬杆 

如果悬杆重量大于 25 公斤，则悬杆被定义为重型悬杆。 

重型悬杆离地面距离必须大于 40 毫米 (参见图 24)。（从悬杆的

最底点开始测量）。 

重型悬杆的各个面的弧度都应在 50 毫米以上。 

运动路径（图 24 里面的 a）不能超过 100 毫米, 不能超过立柱



 EN1176-1:2008 (东铭仪器翻译件) 

第 56  页，共 109页 

的位置。 

立柱和重型悬杆(b)的距离(在悬杆的整个运动轨迹内)不能小于

230 毫米。 

 

h: 离地面距离 

a: 运动轨迹 a1+a2200 毫米 

b:与固定部件距离230 毫米 

1: 最大偏转 

图 24： 重型悬杆示例 

5.测试方法和报告 

除非另有要求，否则第四部分中的所有要求都需要通过测量，目

视测试，或实际测试来实现。 

在测试前，应该根据生产厂家的说明书安装好设备，使设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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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使用时相类似的情况。 

测试报告应该包括： 

a) 此欧洲标准的号码和日期：即 EN1176-1:2008 

b) 测试的游乐设备的一些细节 

c) 设备的基本情况，和在测试前观察到的缺陷 

d) 测试后观察到的游乐设备的变化 

6.需生产厂家/供货商提供的信息 

6.1 需生产厂家/供货商提供的有关游乐设备的信息 

6.1.1 产品总体信息 

生产厂家/供货商需提供游乐设备安装使用国家的语言书写说明

书，说明书应该符合下面的要求： 

a) 信息必须清晰，可读，简洁明了。 

b) 如可能，需使用图示 

c) 说明书应该包括至少下列信息： 

1） 安装、运营、检查和维护此产品的具体细节 

2） 必须有一条提醒运营者，如果此产品经常使

用，必须加大检查和维护的力度。 

3） 要运营者注意，如果安装不善（不完全）或拆

除不完全或在维护时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危

险。 

注： 生产厂家/供应商应该提供测试报告复印件 

6.1.2 售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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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产品、签合同前，需要提供有关安全的信息（包括数据表），

信息至少包括下列几条： 

a)安装所需最小空间 

b)地面要求（包括跌落高度） 

c)最大部件的尺寸 

d)最重的部件（或组件）的重量（以千克来表示） 

e)适合儿童年龄段 

f)此产品是否只适用于室内使用、或在大人监护下使用 

g)产品零部件的可获取性 

h)产品符合欧洲标准的符合性证书 

6.1.3 安装信息 

生产厂家/供应商必须提供产品零部件清单 

生产厂家/供应商必须提供有关正确安装、放置的安装信息，此

信息至少包括下列几点： 

a)安装所需最小空间和安全间隙 

b)产品和零部件的型号 

c)安装步骤（安装指导书和安装细节） 

d)安装帮助（如与指导书相适应的零部件上的标记） 

e)任何特殊的工具，如提拉装置，模板或其他安装帮助和安装保

护措施。 如果需要还要提供扭力值。 

f)安装所需的建筑面积 

g)朝向（即与太阳和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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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有关在正常情况下安装地基的细节要求，地面的固定、设计和

地基位置（注明对不正常的情况要重视） 

i)对特殊地面的特殊要求需特别指出（如跌落高度） 

j)跌落高度（对防跌倒击地面的要求） 

k)油漆和其他处理的可行性和细节 

l)在产品投入使用前，有关安装辅助设备的拆除 

在图纸和图表上应清晰标明主要零部件的尺寸和其相应的空间，

高度和安装所需空间 

生产厂家/供应商必须提供在第一次使用前必须进行的检查细节 

6.1.4. 检测和维护信息 

注：参照 EN1176-7 

6.1.4.1 生产厂家 /供应商必须提供维护的指导书（标明

EN1176）。包括：检查的周期会随产品的型号不同（如游乐设备

仅仅依靠一个立柱支撑），材料不同，或其他因素（如，频繁使

用，滥用等级，海边位置，空气污染或产品的使用年限） 

必须提供维护，检查和检查正确使用、维修必须的图纸和图表、 

6.1.4.2 必须包括产品和零部件的检查和维护频率，包括下列： 

a)日常目视检测(参见 3.25) 

注 1：频繁使用或被滥用的游乐设备需每日进行此类检查 

注 2：日常目视和运营检查包括：设备的清洁程度，设备离地面

距离，地面，裸露的地基，尖利边缘，缺少的部件，特别磨损（尤

其是运动部件），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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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运行检测(参见 3.26) 

此项检查每 1-3 月进行一次，或由生产厂家在说明书中给出具体

时间段 

特别要注意那些密封部件和稳定性依靠一个立柱的设备。 

c)年度主要检测 （参见 3.27） 

特别要注意那些密封部件和稳定性依靠一个立柱的设备。 

注：年度主要检查可能会需要拆开某些部件检查。 

6.1.4.3 说明书还必须有下列的信息 

a) 需提供维护的重点和方法，如润滑、拧紧螺栓、重新拉紧绳

子等 

b) 更换的零部件需要符合生产厂家的规格要求 

c) 是否对此产品或其零部件报废时有特殊处理方法 

d) 零部件型号 

e) 在试运行期的任何附加要求。如加固紧固件，拉紧绳子等 

f) 保持排水孔清洁的要求 

g) 地面的维护，尤其在疏松地面 

h) 对于玻纤加强塑料，在玻纤由于磨损或损坏裸露之前，此部

件必需更换，此规定尤其是针对滑梯的 

6.2 生产厂家/供应商需提供的防跌倒地面的信息 

6.2.1 售前信息 

在客户下订单前，生产厂家 /供应商需提供防跌倒地面根据

EN1177 测试出的临界跌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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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安装 

游乐设备防跌倒地面的供货商需要提供正确安装的说明书。 

6.2.3. 检测和维护 

游乐设备防跌倒地面的供货商需要提供维护和检测程序。 

6.2.4 防跌倒地面的标识 

生产厂家/供应商应对防跌倒地面作出标识，或给出有关地面型

号和性能书面的信息。 

7. 标识 

设备必须带有易读的，永久的标识，从地面上应该可以清楚看到

此标识，并包括： 

a)生产厂商或其代表的名字和地址 

b)产品型号和生产年份 

c) 标准号和日期：EN1176-1:2008 

7.2 基准面标记 

设备应该永久，清晰标注有基准面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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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负载 

A1 永久负载 

A.1.1 总述 

永久负载包括： 

a) 设备本身及其部件的重量 

b) 带有预张力的负载：如爬网，滑道等  

c) 水的重量（如果包括储水设备） 

A.1.2. 自重 

设备本身和部件的重量应计算出 

A.1.3 预张力负载 

预张力被认为是永久负载。需考虑最大和最小的预张力。 

注：在张紧和放松时预张力与时间有关，所以必须考虑两种情况： 

a) 初始预张力 

b) 结束时预张力 

A.1.4 水的重量 

要考虑储水设备的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 

A.2 可变负载 

A.2.1 总述 

可变负载包括： 

a) 使用者的负载 

b) 雪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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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风载荷 

d) 温度载荷 

e) 特殊载荷 

A.2.2 使用者负载 

游乐设备的使用者负载可以根据下面的算出： 

a) 总重量 

 

Gn 是 n 个儿童的体重（以千克表示） 

n 是在游乐设备上儿童的数量（参见 A3） 

m 是特定年龄段的儿童的平均体重 

 是此年龄段儿童的标准差 

注 1： 在公共场所和私人的游乐设备上，可以使用下列的数据： 

m= 53.8 公斤   =9.6 公斤 

此数据是基于 14 岁儿童的体重计算出的。不过此计算出的数据

包括安全因素后，也可以让成人使用。 

注 2： 对于年龄段有清楚区分区域的游乐设备（如幼儿园），可

使用下列的数据： 

-4 岁以内儿童： m=16.7 公斤, =2.1 公斤 

-8 岁以内儿童： m=27.9 公斤, =5.0 公斤 

-12 岁以内儿童： m=41.5 公斤, =7.9 公斤 

注：14 岁儿童体重是基于人体测量数据（年龄段-13.5 到 14.5

岁）包括 2 公斤的衣物。对于 4 岁组包括 0.5 公斤衣物，对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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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包括 1 公斤衣物，对于 12 岁组包括 1.5 公斤衣物. 

b) 动载因素 

Cdym=1+1/n                            (A.2) 

Cdym是由于使用者运动（奔跑，玩耍等）引起的载荷，包括撞击

情况下的材料性能 

n 在 a)里面给出了定义 

c) 总垂直载荷 

Ftot;v=gXGnXCdym                                (A.3) 

Ftot;v是 n 个儿童在设备上产生的总垂直负载，单位是牛顿 

g 是重力加速度 (10m/s2) 

Gn在 a)里面有给定 

Cdym在 b)里面有给定 

注 4： 在表 1 中有计算的范例 

表 1： 供所有儿童使用的游乐设备的总垂直负载 

使用者数

量 n 

n 个使用者

体重 Gn (公

斤） 

动载因素 

Cdym 

总垂直负

载 Ftot;v 

(牛顿） 

人均垂直

负载 F1;v 

(牛顿） 

1 69.5 2.00 1391 1391 

2 130 1.50 1948 974 

3 189 1.33 2516 839 

5 304 1.20 3648 730 

10 588 1.10 6468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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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68 1.07 9259 617 

20 1146 1.05 12033 602 

25 1424 1.04 14810 592 

30 1700 1.03 17567 586 

40 2252 1.025 23083 577 

50 2801 1.02 28570 571 

60 3350 1.017 34058 568 

  1.00  538 

注：在人数无穷多的时候人均垂直负载即为平均体重 

d)总水平载荷 

总水平载荷是根据 A.2.2c)计算出来的总垂直负载的 10%。 是与

垂直负载同时作用在设备上的。 

Ftot;h=0.1Ftot;v                          (A.4) 

注 5： 此负载考虑了儿童运动和设备的不精确性 

e) 使用者负载的分布 

使用者负载在设备中是如下分布的： 

1) 点负载：F=Ftot (单位：牛顿)             （A.5） 

F 是分布在 0.1 米 X0.1 米区域内的 

2）线负载：q=Ftot/L (单位：牛顿/米)           （A.6） 

L 根据 A3.3 来计算 

3）面负载：p=Ftot/A (单位：牛顿/平方米)        （A.7） 

A 根据 A3.4 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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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负载：q=Ftot/L (单位：牛顿/米)            （A.8） 

           或 p=Ftot/A (单位：牛顿/平方米)        （A.9） 

注：空间负载可以根据设备结构不同通过用线负载或面负载来确

定。 

A.2.3. 雪负载 

雪负载应该根据 EN1991-1-3 确定，根据 10 年内天气情况确定 

A.2.4. 风负载 

风负载应该根据 EN1991-1-4 确定，根据 10 年内天气情况确定 

A.2.5. 温度负载 

温度负载应该根据 EN1991-1-2 确定，根据 10 年内天气情况确

定 

A.2.6 特殊负载 

A.2.6.1 秋千座椅 

秋千座椅使用者数量应该如下确定： 

a) 传统秋千 n=2 

b) 船型秋千, n 应该按 A.3 来确定 

c) 单点固定秋千 n=L/0.6 (n 需要大于等于 2) 

L 是秋千平面的外部的尺寸（单位：米） 

秋千运动中应该考虑最不利的位置产生的力。 

A.2.2c)和 d)的使用者负载在这里不必考虑。 

注 1： 在秋千运动中，负载可以看成是在支撑点间平均分布的。 

最大角度max是指秋千的绳子/链条在与垂直方向成 80度角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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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注 2：在附录 B 给出了秋千运动的负载。同时也给出了一个范例 

A.2.6.2 转椅 

转椅上最多使用者数目由下面得出： 

a) 座位的数目，如 A.3.3 中给出的, Lpr为座位的长度 

b) 平台尺寸，如 A.3.4 中给出的, Apr为平台的面积 

对于转椅来说，要考虑到两种负载情况 

c) 总负载 Ftot, 平均分布在整个转椅上。 

d) 负载 Ftot,(1/2Lpr或 1/2Apr)平均分布在一半转椅面积上。 

注：垂直的和水平的使用者负载同时作用。 不需特殊考虑离心

力，因为水平负载中已经包括这块了。 

A.2.6.3. 滑道 

滑道的承载绳受力最大时候是使用者滑行到最中间时。 

A.2.2c)和 d)的使用者负载在这里不必考虑。 

地基最大受力时是使用者滑行到最中间位置时。 

在传统滑道使用者人数是 n=2 

注：在附录 B 中给出了滑道的负载，同时也包括了一个范例 

A.2.6.4 爬网 

爬网上最多使用者数目根据 A.3.5，基于爬网的外围体积 V 得出。 

对于爬网来说，要考虑到两种负载情况 

总负载 Ftot,(V) 平均分布在整个爬网上。 

负载 Ftot,(1/2V)平均分布在一半爬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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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5 梯子和楼梯 

梯子和楼梯的使用者数量应该根据 A3.3，按照所有横档和台阶

的长度得出。 

A.2.6.6 围栏和护栏 

围栏和护栏的水平载荷为 750 牛顿/米，作用在围栏和护栏的最

高横档上。 

A.2.6.7 座位 

座位上使用者数量由下面的最高值确定 

a) 一个使用者，此负载可以看做是点负载 

b) 在此标准里有特殊要求的，按特殊要求确定。负载可以看做

是平均分布的 

c) 根据 A.3.2.确定的人数 

A.2.6.8 滑梯的侧边保护 

A.2.2 给出了滑梯侧边保护的水平和垂直负载。 

A.3 设备上使用者数目 

A.3.1 总述 

计算每个部件可能的使用者负载 

此计算出数值（如果带有小数位）应该进到大的整数位 

注： 如 3.13 进到 4 

A.3.2 点负载 

除非在本标准另外有规定，在点负载上使用者人数为：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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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设备上每个站立，行走，爬行点，或倾斜角度在 30 度以内，

宽度大于 0.1 米的，都应该可以承受一个使用者的负载。 

注： 此要求也适用于使用者脚部支撑的横档或台阶 

A.3.3 线负载 

在线负载上使用者数量应该如下计算： 

a) 线状部件，倾斜角度小于 60 度 

n=Lpr/0.6                           (A.10) 

b) 线状部件，倾斜角度大于 60 度 

n=Lpr/1.2                          (A.11) 

L 指部件长度（单位：米） 

Lpr指部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长度（单位：米） 

线状部件是指梯子的横档，爬架的横档，立柱和绳子。 

A.3.4 平面的使用者数 

在平面上使用者数量应该如下计算： 

a)倾斜角度小于 60 度的平面 

n=Apr/0.36                           (A.12) 

c) 倾斜角度大于 60 度的平面 

n=Apr/0.72                         (A.13) 

A 指部件面积（单位：平方米） 

Apr指部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面积（单位：平方米） 

平面部件是指平台，格状平台，缓坡和网。 

平面的宽度需大于 0.6 米, 平面宽度小于 0.6 米的被认为是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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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当某类部件可以从两个方向使用时（如网或网格）儿童的数目 n

可以由一个方向来确定，因为这类部件不像平台那样使用的频

繁。 

A.3.5 空间里的使用者数 

在空间里使用者数量应该如下计算： 

-空间 V4.3 立方米: n=V/0.43                      (A.14) 

- 空 间 4.3 立 方 米 V12.8 立 方 米 : n=10+(V-4.3)/0.85       

(A.15) 

-空间 V> 12.8 立方米: n=20+(V-12.8)/1.46           (A16) 

V 是由游乐设备外围尺寸决定的体积数（单位：立方米） 

此体积决定空间中使用者人数（如在爬架，爬网内）。 

注：公式有下列尺寸决定： 

a) 0.60mX0.60mX1.20m=0.43m3 

b) 0.75mX0.75mX1.50m=0.85m3 

c) 0.90mX0.90mX1.80m=1.4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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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结构强度的测试方法 

B.1 总则：极限情况  

B.1.1 极限情况 

每个设备和设备部件（如连接部件，地基，支撑件）都必须按照

B.2 的负载合成计算 

计算方法依据总则和极限情况定义（参见相对应的欧洲法规） 

与此方法不同的其他技术规则和方法，如果是安全性的考量相当

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的。 

注：极限情况是指如果超过了，设备就不再符合 EN1176 了。 

用公式表示为： 

 

F 是指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 

M 是指材料的部分安全系数 

S 是指负载应力 

R 是指设备的反作用力 

为了防止计算模型得出的负载与实际负载有偏差，需要将计算负

载乘上一个部分安全系数F       

为了防止计算模型得出的负载与实际材料性能有偏差，需要将计

算负载除以一个部分安全系数M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计算公式不可用，因为实际的情况一般都是

非线性的，如大多数情况下都有负载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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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负载的极限情况 

负载极限情况需要考虑下列情况 

a) 设备或设备部件失去平衡（将整个设备看做是一个刚性个体） 

b) 由于大的变形，裂纹使设备失效，或设备（设备部件）失去

稳定性 

注：负载的极限情况是与倒塌或设备的其他形式的失效联系在一

起的，会危害到人的安全的。 

B.1.3 极限情况的可用性 

如果要求在极限情况的可用性，计算的方法要基于可用性的原则

（根据相关的欧洲法规） 

在相关的欧洲法规里面规定的在变形情况下设备还要有可用性，

对游乐设备不适用。 

注：极限情况的可用性是针对没有相关的可用性条例的情况。 

B.2 静载的合成载荷 

需使用以下的合成载荷： 

 

G 是 A1 中给出的永久负载 

Qi 是 A2.2 到 A2.6 给出的可变负载之一 

G;c 是在计算中采用的永久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  

Q;c 是在计算中采用的可变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              

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如下： 

G;c=1.0 （有利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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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1.35（不利条件下）             

   Q;c=1.0 （有利条件下）             

   Q;c=1.35（不利条件下）             

注：没有必要将独立的可变负载（如风和使用者负载）叠加，但

是同一负载作用于不同方向（如水平负载和垂直负载）需要叠加。 

B.3 使用者负载计算的范例 (不包括安全系数) 

B.3.1 总述 

此范例是一个带有梯子的平台承受负载的情况 (参见图 B.1) 

数据： 

平台： 

尺寸： 1000 毫米 X1000 毫米 

梯子： 

长度： 1770 毫米 

横档数量：6 

外部宽度：388 毫米 

内部宽度：350 毫米 

倾斜角： 760 

围栏：  

长度： 4X1000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