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美玩具标准

(化学部分)



内 容

• CPSC/ASTM  F963/Canada

• AS/NZS ISO 8124-3/EN71-3

• EN71-9/10/11

• Phthalates 邻苯二甲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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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对儿童的危害

–婴儿和幼童对铅的毒性特别敏感。

–幼童喜欢吮手指和咬非食物的习惯

–发育中的儿童对铅的吸收率高达50%

–血铅量越高智商越低



2007年6月中国玩具在美被召回案例

• 品名：多款Thomas & Friends™木
制铁路玩具

• 数量：约150万

• 危害：召回玩具的表面涂料中含过

量的铅，铅是有毒物质，如
果儿童吸入，有损身体健

康。

• 品名：儿童首饰

• 数量：约20,000套

• 危害：召回的金属首饰中的铅含
量过高，铅是有毒物质，
如果被儿童吸入，有损身
体健康。



欧美玩具标准

CPSC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ASTM              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Material

美国材料实验协会

ASTM F963    Standard Consumer Safety Specification for Toy 

Safety

消费者安全规范标准: 玩具安全

Canada         Hazardous Products ACT R. S. c. H-3
危险产品法案
Hazardous Products （toys) Regulations 
危险产品（玩具）条例

EN     European Standard

欧洲标准

EN71 Safety of Toys

玩具安全标准



美国玩具法规

CPSC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所制定的美国联邦消费品安全法规

– CPSC 16 CFR是针对儿童用品的机械、物理性
能、易燃性能、化学性能及安全标示等方面的
要求

此法规属美国国家强制性规定, 具有联邦法律的
地位, 任何玩具生产商、销售商都必须严格执
行。



 CPSC 16 CFR 1303

用于消费品的油漆以及类似的表面涂层材料中铅及

铅的化合物总含量不得超过0.009% (按干油漆的重

量计).

Pb 90ppm

美国玩具法规



美国玩具标准

ASTM F963-08

– 美国玩具安全标准

–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的强制性要求而制定的

– 针对14岁以下各年龄的儿童使用的玩具而做出的技术
要求和测试方法

非强制性的, 是玩具生产商、销售商自愿执行的玩具标
准。



ASTM F963-08 4.3 Toxicology (毒性)

4.3.5 油漆和类似的表面涂层材料

• 用于玩具的油漆以及类似的表面涂层材料必须符合
CPSC中16CFR1303 关于铅及铅化合物含量的要求

铅及铅的化合物总含量不得超过0.009% (按干油漆的重量计).

• 此外, 表面涂层材料中可溶性的锑Sb, 砷As, 钡Ba, 镉
Cd, 铬Cr, 铅Pb, 汞Hg和硒Se的溶出量不得超过下表

中最高限量



总铅测试程序

Wet paint: dry by IR machine or electrical oven 

湿油：用红外线或电炉烤干

Coating: removed by scrapping 0.1-0.2 g sample 

表面涂层：使用刀片刮下0.1-0.2g样品

Total lead content:

总铅含量：

acid digestion method 

(by microwave or by hot plate)

用酸消化的方法

（使用微波炉或电热板）

Determin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Spectrometry

(ICP) or by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er (AAS)

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或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

样品准备
Sample Preparation

样品处理
Sample Treatment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测试

模拟物质在吞咽后与胃酸接触的情况

Simulate the material remain in contact with stomach 
acid after swallowing

具体测试方法：

在37摄氏度下（类似人体体温）

用0.07摩尔浓度盐酸（类似人体

胃酸的酸度）萃取测试样品两小时

（1小时摇动，再静止1小时）。

用ICP或AAS测定其中重金属元素含量。



Canada

加拿大法规

Hazardous Products ACT R. S. c. H-3

油漆以及类似材料的表面涂层中铅及铅化合物含

量和可溶性重金属的管控

Soluble elements 
content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5% hydrochloric acid 
after shaking for 10min 
at 20 ℃

20度下在5%的盐酸溶液
中搅拌10分钟

Elem ents(元素) Canada 

Total lead(Pb) 总铅含量 0.06 

Total M ercury(Hg) 总汞含量 Not detected 

Soluble Cadm ium (Cd) 可溶性镉 0.1 

Soluble Antim ony(Sb) 可溶性锑 0.1 

Soluble Selenium  (Se) 可溶性硒 0.1 

Soluble Barium (Ba) 可溶性钡 0.1 

Soluble Arsenic(As) 可溶性砷 0.1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do-bunkyodai.ac.jp/kokusai/kokusai_imj/flag_canada.gif&imgrefurl=http://www.do-bunkyodai.ac.jp/kokusai/kokusai_fronttop.htm&h=232&w=350&sz=5&tbnid=kXzv4xy1lXAJ:&tbnh=76&tbnw=116&hl=zh-CN&start=6&prev=/images%3Fq%3D%25E5%258A%25A0%25E6%258B%25BF%25E5%25A4%25A7%25E5%259B%25BD%25E6%2597%2597%26svnum%3D10%26hl%3Dzh-CN%26lr%3D%26newwindow%3D1


Standard Summary (CPSC/ASTM/Canada)



欧洲玩具标准
EN 71 玩具安全标准

Part 1 : Mechan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机械和物理的特性

Part 2 : Flammability
可燃性

Part 3 : Migration of certain elements
某些元素的迁移

Part 4 : Experimental sets for chemistry and related activities
化学和相关活动的试验装置

Part 5 : Chemical toys (sets) other than experimental sets 
化学玩具 (装置) 而非试验装置

Part 6 : Graphical symbols for age warning labelling
年龄警告标签的图示符号

Part 7 : Finger paints—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手指涂料的要求和测试方法

Part 8 : Swings, slides and similar activity toys for indoor and outdoor family domestic use
使用于室内和室外家用的摇摆, 滑动和类似活动性的玩具

Part 9 : Organic Chemical Compounds---Requirement
有机化合物的要求

Part 10 : Organic Chemical Compounds---Sample Preparation and Extraction
有机化合物的样品准备和提取

Part 11 : Organic Chemical Compounds---Methods of Analysis
有机化合物的分析方法



EN 71 PART 3:1994 and AMENDMENT A1:2000

Scope  测试范围(accessible可接触到的)

A. Coatings of paint,varnish,lacquer.printing ink,

polymer and similar coating

油漆，清漆，真漆，印刷油墨，聚合物及类似的表面涂
层

B. Polymeric and similar materials,including laminates,whether 
textile reinforced or not,but excluding other textiles

聚合物及其相似物，包括分层制品，无论纺织物是否被加
强处理，但不包括其它的纺织物



EN 71 PART 3:1994 and AMENDMENT A1:2000

C. Paper and paper board

纸张和纸板（其最大重量应为0.04g/cm2,否则视为其它

材料）

D.  Textile,whether natural or synthetic

纺织品，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

E.  Glass/ceramic/metallic materials

玻璃/ 陶瓷/ 金属材料（如果玩具或测试组分是可接触

的，可拆除的以及可完全进入小部件测试圆筒）

F. Other materials whether mass colored or not(e.g. Wood, 
fiber board, hard board, bone and leather)

其他材料，无论是否被颜料渗透（木材，纤维板，硬

板，骨头和皮革）



EN 71 PART 3:1994 and AMENDMENT A1:2000

G. Materials intended to leave a trace (e.g. The graphite materials
in pencil and liquid ink in pen)

可留下印迹的材料（如铅笔芯和钢笔用的墨水）

H. Pliable modeling materials ,including modeling clays and gels

柔性模型材料，包括模型粘土，软胶件

I.  Paint,including finger paints , varnishes, lacquers, glazing 
powders and similar materials in solid or in liquid form 
appearing as such in toy

在玩具中以液体或固体等形式出现的油漆，包括用手来玩
的油漆，清漆，真漆，釉质粉和类似物料



ASTM F963 / EN 71 PART 3 limit (限量要求)

    EN 71-3（mg/kg 毫克/千克） Standard(标准) 
 
 
 

Elements(元素) 

       
      
 CPSC
（%）           

 
ASTM
（ppm 

百万分之

一） 
   

Any materials except 
modelling clay  
除模拟粘土 

Modelling clay  
 
模拟粘土 

Total lead(Pb) 
总铅含量 

 0.009 90         - -      -- 

Soluble Barium(Ba) 
可溶性钡 

  --  1000        1000     250 

Soluble Lead(Pb) 
可溶性铅 

  --   90         90     90 

Soluble Cadmium(Cd) 
可溶性镉 

  --  75         75     50 

Soluble Antimony(Sb) 
可溶性锑 

  --  60          60     60 

Soluble Selenium (Se) 
可溶性硒 

  --  500        500     500 

Soluble Chromium(Cr) 
可溶性铬 

  --   60        60     25 

Soluble Mercury(Hg) 
可溶性汞 

  --  60        60     25 

Soluble Arsenic(As) 
可溶性砷 

  --  25        25     25   

 



EN71-3 毒性元素分析程序

模拟物质在吞咽后与胃酸接触的情况

具体测试方法：

在37摄氏度下（类似人体体温）

用0.07摩尔浓度盐酸（类似人体

胃酸的酸度）萃取测试样品两小时

（1小时摇动，再静止1小时）。

用ICP测定其中重金属元素含量。



ISO 8124-3

• 国际玩具标准化组织制定的《玩具安全》标
准

• 号召各国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但不强制，
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如
何采用。

•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采用ISO8124 作
为本国玩具标准( AS/NZS ISO 8124)

• ISO 8124是在EN71基础上制定的，ISO 
8124-3 与EN71-3完全一样。



欧盟指令2005/84/EC

- Phthalates  邻苯二甲酸酯



邻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What is phthalate ?什么是邻苯二甲酸酯?

• A group of chemical compounds

一组化学化合物

• Clear liquids resembling common vegetable oil

类似普通植物油的清澈液体

• Have little or no smell

有少许或者没有气味

• Mainly used as plasticizers (substances added to plastic to increase their 
flexibility)

主要用作增塑剂 (一些物质添加于塑料制品来增加它们的弹性)

• Chiefly used to turn PVC from a hard plastic into a flexible plastic

主要用于聚氯乙烯材料,令聚氯乙烯由硬塑胶变为有弹性的塑胶

• Also used in nail polish, adhesive, paint pigments.

也用于指甲油, 胶粘剂, 颜料色素

• Most widely used phthalates are DEHP, DIDP & DINP.

最常用的邻苯二甲酸酯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和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Phthalates邻苯二甲酸酯

Health effects健康影响

• Show hormonal activity

影响荷尔蒙的活动

• Damage to the liver, the kidneys, the lungs and 
the developing testes.

损害肝, 肾, 肺和发育中的睾丸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欧盟)

1999/815/EC

• “Old” directive
旧的指令

• 最后的延期指令是2004/781/EC

• Applicable to toys and childcare articles made of soft PVC, 
intended to be placed in the mouth by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应用于拟供放入三岁以下儿童口中的柔软聚氯乙烯玩具
和儿童护理物品

• Limit : 0.1 % (total) of six phthalates 
限制: 0.1 % 六个邻苯二甲酸酯(总数)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aboyuncak.com/first/a/k/1453-Bristle-Buddy-teether.jpg&imgrefurl=http://www.aboyuncak.com/list-firs.htm&h=200&w=367&sz=17&hl=zh-CN&start=64&tbnid=4iNIIuqJ8uCxaM:&tbnh=66&tbnw=122&prev=/images%3Fq%3Dteether%26start%3D60%26ndsp%3D20%26svnum%3D10%26hl%3Dzh-CN%26lr%3D%26newwindow%3D1%26sa%3DN


Phthalates邻苯二甲酸酯 (欧盟)
2005/84/ EC

• Published on 14 December 2005.
在2005年12月14日发表

• Effective from 16 January 2007.
在2007年01月16日生效

• Applicable to all toys and childcare articles made of plasticised
material.
适用于所有由可塑材料制造的玩具和儿童护理物品

• Childcare articles means any product intended to facilitate sleep, 
relaxation, hygiene, the feeding of children or sucking on the part of 
children.
E.g. pacifiers, feeding teats, high chairs.

儿童护理物品指任何产品拟帮助儿童睡眠, 松弛,保持卫生, 进食或吸奶
例如: 橡皮奶嘴, 摄取食物的奶嘴, 高椅子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Requirement要求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Limit 限制 

DEHP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BBP 邻苯二甲酸苯基丁酯 

0.1 % on plasticized material  
0.1  % 在可塑性材料中 

DIN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D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NOP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0.1 % on plasticized material which 
can be placed in the mouth 
0.1 % 在儿童可放进口的可塑性材料

中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document issued by European Commission,

“Placing in the mouth” means that the article or parts of an article can actually 
be brought to the mouth and kept in the mouth by children so that it can be 
sucked and chewed. If the object can just be licked, it can not be regarded as 
“place in the mouth”.

依照欧盟委员会出版的指导文件中提出, “放进口里”表示那
件物件或物件的部分可以被儿童放到口里及留在口里, 因此
可以吸入和咀爵; 如果那物件只是可以被舔, 那么它不能被视
为“放进口里”;

Articles which exceed a size of 5 cm in all dimensions can as a starting point 
not placed in the mouth by children. If an article or a part of article in one 
dimension is smaller than 5 cm, it can be taken into the mouth.

将物件的所有尺寸都超越5厘米作为判断不能被儿童放进口
里的出发点; 那么如果物件或物件的部分其中有一个尺度少
于5厘米, 它就认为能放进口里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Example 1 例子 1 玩具割草机

• Parts can be placed in the mouth :

Green handle, orange key

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绿色的手柄, 橙色的钥匙

• Parts can not be placed in mouth :

Main body, wheels

不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主体, 轮子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Example 2 例子 2 洋娃娃
• Parts can be placed in the mouth :

Hands, feet, other body parts if < 5 cm 
in one dimension

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手, 脚, 有一个尺度少于5厘米
的其他身体部分

• Parts can not be placed in mouth :
Head, other body parts if > 5 cm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不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头, 所有尺度都超越5厘米的其他身体部分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酯
Example 3 例子 3 软垫子

• Parts can be placed in the Mouth :

All parts can be accessed by child and 
could be mouthed.

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所有可以被儿童接触和可以放

进口里的部分

• Parts can not be placed in mouth :

None

不可以放进口里的部分:

一个也没有



加利弗尼亚(California)

• 加州议会提出一项限制在儿童产品中使
用６种邻苯二甲酸盐的法案。

•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

– 禁止DEHP、DBP或BBP含量超过0.1%的玩具
及儿童产品

–禁止DINP、DIDP或DNOP含量超过0.1%、的
能被放入儿童口中的玩具和适用于三岁以
下儿童的玩具。



美国《2008消费产品安全加强法》

• 是1972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立以来最严厉的
消费者保护法；

• 对儿童产品实施更加严格的铅含量限制；

• 同时还对玩具和儿童护理品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使用进
行了限制。

含铅或带有含铅涂料的儿童产品：

–含铅涂料（修改16CFR1303.1）

• 将铅含量限制从0.06%降至0.009%，法规生效1年后开始实
施（2009年8月14日）

–可接触部分总铅含量的限制：

• 0.06%（600ppm），法规生效180天后开始实施（2009年2月10日）

• 0.03%（300ppm)，法规生效1年后开始实施（2009年8月14日）

• 0.01%（100ppm)，法规生效3年后开始实施（2011年8月14日）



美国《2008消费产品安全加强法》

禁止销售某些含有特定邻苯二甲酸盐的产品

– 从法规生效180天后开始（2009年2月10日），
任何人提供以下产品属违法行为：

1.DEHP、DBP或BBP含量超过0.1%的玩具及儿童护理产品

2.DINP、DIDP或DNOP含量超过0.1%、并且能被儿童放入口
中的玩具及儿童护理产品



加拿大 Canada

• 加拿大最近有提案要求，健康部应将有关化妆品中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的要求添加入
《食品及药品法规》中，限制可能与三岁以下儿童
嘴部接触的产品中DEHP的使用

• 如果某产品中DEHP含量少于该产品质量的0.1%，则
该产品可被视为不含有这些邻苯二甲酸盐

• 另外，环境部和健康部应评估在使用包括化妆品在
内的消费品时，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和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的暴露情况，和评估这些邻苯二甲酸
盐的累积影响对人类的影响。但目前尚无对这些邻
苯二甲酸盐的限制



Japan 日本

• Japan Food Sanitation Law
日本食物卫生法律

• 范围: 6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所有聚氯乙烯玩具

• Requirement 要求

–对于聚氯乙烯玩具,邻苯二甲酸二己酯（DEHP）
的含量要少于0.1 %

–对于可放进口里的聚氯乙烯玩具,邻苯二甲酸二
异壬酯（DINP）的含量要少于0.1%。



邻苯二甲酸酯 Phthalates

• 测试标准

– 参照美国标准ASTM D3421

– 参照 EN14372:2004

– 用GC-MS分析测定样品中的邻苯二甲酸酯含
量.



High risk materials

• 1676 components failed (12%)

Soft plastics (52%)

PVC (25%)

Hard plastics (10%)

3% 4%1%

25%

10%

52%

2% 3%

Blended material

Polymeric coating

PU

PVC

Unknown-hard

Unknown-soft

Wet pain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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