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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玩具安全標准 (EN71:1988)

此歐洲標准由 CEN于1988年12月20日通過 , CEN成員有義務執行 CEN/CEN ELEC規則之

要求 ,將此歐洲標准作為國家標准 .与此標准相關的書目和參考文獻可由 CEN中秘書處

或CEN成員處獲得 .此歐洲標准有三种正式文本 (英﹑法﹑德 ). 由CEN成員負責翻譯成的

其他語言文本 ,如已通過 CEN中心秘書處備案 ,也具有同樣的地位 . 

CEN成員是下述國家的標准組織 : 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

希腊﹑盧森堡﹑意大利﹑冰島﹑愛爾蘭﹑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

士和英國 . 

第一部分 机械和物理性能

簡 史

歐洲共同体委員會 ( CEC)于1985年3月向 CEN技術部通報了該委員會關于玩具安全

領域的新 EEC指令的準備活動 (現公布為理事會指令 88/378/EEC,1988-05-03 ). 

1987-02-20 ,委員會向 CEN遞交了一份標准化要求草案 ,要求 CEN對歐洲標准 EN71

第一﹑二部分作修改 ,使之成為构成玩具安全要求草案的安全標准和總的尺度 . CEN技

術部于 1987/03/19~20 接受了此標准要求的草案 . 1987/4/1 前, CEN/RTC52秘書處就要求委

員會成員考慮 EN71的第一﹑二部分 ,還是相應的 ISO提議草案將成為貫徹 CEN指令的

基礎 .征詢的結果表明 ,只有微弱多數製成把 ISO提議草案作為修改的基礎 .但据秘書

處估計 ,如果按這樣來修改 ,勢必超出 CEC所規定的時限 .于是 , EN71第一﹑二部分于

1987/07/15 被拿出來征詢討論 .同時 , ECN/TC52組織了工作小組實施修改 . 1987/10 曼徹

斯特會議中 , EN71第一﹑二部分的第一此修訂版被提交出來 .

1988/3/15 , CEN/TC52同意向 CEN中心秘書處提交修訂過的草案作為歐洲標准正式投

票之用 .根据CEN/CENELEC的共同規則 ,下述國家有義務實施此歐洲標准織 :奧地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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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腊﹑盧森堡﹑意大利﹑冰島﹑愛爾蘭﹑荷蘭﹑

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 . 

前 言

本歐洲標准由以下部分組成 : 

第1部分 :机械和物理性能

第2部分 :易燃性

第3部分 :特定元素的轉移 . 

一般說來 ,玩具是為不同類別的儿童設計制造的 ,不同的年齡和發育階段的不同

特點決定了對玩具不同層次的要求 .有些玩具在使用時帶有明顯的危險性 (比如踏板

車不穩定﹑縫紉箱里的尖針等 ), 但假如按指示來使用 ,玩具不應對它設計的服務對象

造成進一步的危害 .然而 ,小孩子總不象成年人那樣小心細致 ,設計者應考慮到小孩

子的正常行為 ,給玩具留下可能被用于其它的合乎情理的目的之余地 . 

意外的事故發生常常是因為把玩具給錯了對象 ,或是因為使用不當 ,其使用的目

的已非原設計的目的 .因此在選擇玩具或游戲時一定要小心謹慎 ,應考慮到使用該玩

具的小孩的智力和体格發育狀況 .雖然個各類玩具确定了標准要求 ,但父母和其他監

護人仍然有義務和責任在孩子們玩耍時嚴加看護 . 

適用于玩具的新標准要求 ,考慮到了玩具在實際使用中會經受一定的磨損和撕

扯的事實 .但監護人仍需确保孩子們在給予玩具后的安全 . 

本標准不包括玩具的電氣安全 .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法定要求 . 

修訂后的第一部分主要修改在于 : 

---- 一些要求被更新了 ; 

---- 包括了對擴張性材料﹑柔韌性材料制造的玩具 .響鈴玩具和水上玩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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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 包括了對擴張性材料﹑ 可触性利邊﹑利角﹑縫隙﹑折疊机械 .不可分离部件 .

嚮鈴和齒喫玩具的測試 ; 

---- 包括了組裝玩具﹑溜冰鞋﹑滑板﹑水上玩具﹑玩具雷管﹑搖床和童車上懸

掛玩具的標志及其使用說明要求 ; 

---- 刪除了對燃料使用裝備的要求 . 

1. 目的

本標准規定了為孩子們制造的玩具的要求 ,描述相應的測試方法 .旨在盡可能減

少可能給玩具使用者帶來的潛在危害 ,但不包括那些固有的對小孩或其監護人都顯

而易見的危險 . 

歐洲標准的這一部分規定了對玩具物理及机械性能的要求和相應的測試手段方

法 ,還規定了包裝標志及使用說明書的一些要求 . 

2. 適用范圍

本標准適用于為 14歲以下的儿童設計的玩具 (產品或材料 ), 對36個月以下的儿童

玩具的特定要求也作了規定 .本標准不包括下述本標准認為不是玩具的項目 : 

---- 圣誕禮品 ; 

---- 成人收藏者收集的精細縮微模型 ; 

---- 在娛樂場所組合使用的玩具 ; 

---- 運動設施 ; 

---- 深水中使用的水中玩具

---- 成人收藏者收藏的民俗娃娃或裝飾性娃娃和其它類似物 ; 

---- 安裝在公共場所的 (如購物中心﹑車站等 )的“職業”玩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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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專業人員使用 ,帶有500條以上迷面 ,又無輔助圖形的謎語玩具

---- 汽槍和汽手槍

---- 焰火﹑雷管 (作為玩具特別設計的除外 ) 

---- 投石器和彈弓 ; 

---- 帶有金屬銳角的標槍 ; 

---- 使用電壓超過 24V的電烤爐﹑電熨斗和其他功能產品 ; 

---- 應在成人的指導及監護下使用的帶有加熱零件的產品 (教學使用 ); 

---- 帶有燃燒發動機的汽車

---- 玩具蒸汽馬達

---- 車座高度達到 635㎜的自行車 (那些被認為是玩具的除外 ). 

---- 能夠接連電視屏幕 ,使用電壓超過 24V的錄像玩具 . 

---- 嬰儿橡皮奶嘴

---- 火器的精巧复制品 ; 

---- 小孩使用的首飾珠寶 . 

如果玩具是由儿童自己組裝的 ,則此要求同時針對各組裝部件及組裝后的玩具

(見6.2 ). 如玩具是由成人組裝后使用 ,那么此要求只适用于組裝后的玩具 (見6.2 ). 

3. 要求

3.1. 材料

玩具的設計制造應符合清洁衛生之要求 ,以避免受到感染或疾病 .有毒的危害 .

材料應看起來干淨無贓物 . 

3.1.1. 柔軟塑料薄膜

柔軟塑料薄膜面積大于 100㎜*100㎜,若無襯墊 (例如用來作圍裙時 ), 其平均厚度

應不低于 0.038㎜ .在薄膜的對角線上取十處厚度 ,求平均值來确定 .厚度的要求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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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布片 ,因為小孩子可通過布片進行呼吸 ,這樣布料就不可能形成真空緊貼在小孩的

臉上 .為適用此厚度要求 ,在任何最大面積為 30㎜*30㎜的區域內 ,必須至少開一個尺寸

為該面積的 1%的孔 . 

3.1.2. 木材

木材上不能有虫蛀孔 ,木節不能松動 .木制玩具可能触及的邊及面 (見3.2.1.1 )不

能有木刺 . 

3.1.3. 玻璃

為36個月以下的儿童制作的玩具不能使用玻璃 ,除非是用作撥浪鼓的玻璃球和

實心玻璃眼 . 

為36個月以上的儿童制作的玩具 ,只有當對整個玩具的作用必不可少時 (比如在

光學玩具中 ), 玻璃才可以用來加強效果或用作紡織品玩具中的玻璃或制作實心玻璃

球 . 

科學儀器箱和縮微模型可能會含有小玻璃器皿 .在需受熱的場合使用的玻璃器

皿 ,只能用硅酸鹽玻璃 . 

使用的玻璃 ,邊必須磨圓 .如需要 ,則加以防護 ,但顯微鏡的載波片或蓋玻片不在

此列 . 

3.1.4. 填充材料

軟填充材料中不應含有硬物或者尖銳的物品 ,如金屬顆粒﹑釘子﹑針以及木料﹑

玻璃和塑料等物品中的尖刺 . 

若填料是細顆粒 ,其長度最大為 3㎜或不到 3㎜ ,則應把它安裝在內層套子里 ,且

該套子不得用作玩具的表層 . 

若玩具是由象紡織品這樣的柔軟材料制作 ,里面填塞尺寸小于 3㎜的細顆粒 ,在

按4.13方法測試時 ,至少一層套子的縫口處和其它各部位能經受任一方向 70N的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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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拉伸材料 (膨脹性材料 ) 

种子或其它可拉伸﹑膨脹的材料 ,若按 4.16方法測試時 ,体積比初始尺寸增大 5%

以上 ,不能用于玩具 . 

3.2. 結構

3.2.1. 通用要求

3.2.1.1. 邊

按4.17要求可接触的全局的邊應滿足下述要求 (例外見后 ): 

a)厚度小于 0.5㎜的可觸及的邊 ,應 : 

1)不是按 4.18測量所決定的利邊 ; 

2)可折疊﹑卷起或螺旋狀 ,見圖 1;

3)用塑膠表層加以防護 . 

b)金屬或塑膠可觸及的邊不應有毛口 . 

玩具中用于切削的邊只能為大于 36個月的儿童使用設計 .必須讓玩具使用者注

意到這种邊所產生的潛在危險 .導電板的切邊 (比如電動火車金屬鐵軌的接合板 )可

以被認為是上述功能性切邊 . 

3.2.1.2. 搭接

若金屬片和其下面的金屬片之間間隙 (見圖 2)大于 0.7㎜ ,則金屬片的邊應適用

3.2.1.1 之規定 . 

圖1  邊

折邊小于2 70
L= 0. 7 MM( 最大)

折邊在2 70和360之間
L= 0. 15 MM( 最大)

螺旋狀卷邊大于3 60
L不受限制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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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搭接

3.2.1.3. 緊固件

玩具制造中使用的螺絲 .釘子及類似緊固件應不可觸及 (按4.17測量 ). 緊固件可

觸及的部分應無毛刺 .若緊固件的頭部須作埋頭處理 ,則該頭部的任一部分不得突出

于成品玩具之表面 . 

此要求適用于根据標准規定 ,測試前和測試后的任何有關玩具 . 

3.2.1.4. 尖端和金屬線

按4.17規定可觸及的尖端和線材 ,應 : 

1)沒有4.19規定的利點 ; 

2)帶有保護物 . 

3)磨圓、磨鈍或彎曲成球狀 . 

此要求適用于根据標准規定 ,測試前和測試后的任何玩具 . 

此要求不適用于給 36個月以上儿童使用的 ,且尖點是功能或設計必須的玩具 . 

應讓使用者主意到此類利點產生的潛在危險 (見6.3 ), 除非此尖點作為電氣接點

而被上段認為是功能必須之尖點 . 

可能被小孩子彎曲的線 ,按4.1測試 ,應不折斷 . 

若玩具的金屬線﹑ 金屬條或訂 (比如音樂報時機构 )帶有銳頭但不能直接觸及 ,按

4.3測試時 ,容納此銳頭的防護罩應不損坏 .在按 4.3測試后 ,若無損坏 ,則再進行 4.14的

測試 ,也應無損坏 . 

3.2.1.5. 管子和類似尖硬物

從玩具中伸出來的管﹑條﹑杆和其他類似尖硬物 ,其直徑或長度足以讓跌到在其

上的儿童受傷 ,則應加以防護 .若此防護是由另一獨立的部件构成 ,按4.2方法測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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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應不可分离 . 

3.2.1.6. 折疊机构

有活動或折疊机构的玩具 ,應按摔碎時仍然能防止受到傷害的方式設計 .折疊式

玩具中的折疊机构 (例如玩具熨燙板﹑玩具手推椅 )應有安全制動或鎖定裝置 ,用以防

止此物件折疊机构意外或者突然的運動 . 

玩具應有間隙 ,在此類玩具折疊部件受到沖擊或撕裂而突然運動起來時保護手

指﹑手或腳趾 . 此間隙應能插入直徑 12㎜的圓棒 . 

按4.20.2 進行測試 ,負載后 ,應無塌陷或傾斜 .此塌陷或傾斜會使人被夾住而產生

對人的傷害 . 

按 4.20.1.a) 測試手推椅或類似物 ,安全制動或鎖定裝置應不失效 , 框架應不彎

曲 . 

按4.20.1.b) 測試折疊机构或其他可折疊玩具 ,安全制動或鎖定裝置應不失效 , 框

架應不彎曲 . 

3.2.1.7. 鉸鏈

若玩具的兩部分是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鉸鏈連接 (如有門或蓋的玩具 ), 且被連

接的兩邊留有間隙的話 ,此間隙在門或蓋的任何位置均應小于 5㎜或大于 12㎜ . 

此要求不適用于用鉸鏈的質量小于 250g的部件 . 

3.2.1.8. 驅動机构

驅動机构 (如齒輪﹑帶﹑風動机械 ,無論其是由電動﹑摩擦或發條驅動 ,但積木類

玩具和 3.2.2.7 所涵蓋的玩具不在此列 ), 若是玩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必須密閉 ,且可

能夾住手指或傷害儿童的運動部分不可觸及 . 

當按 4.3測試此類机构時 ,應無按 4.17規定的可觸及性 . 

發條﹑鈅匙和啟動操作杆的形狀尺寸應是 : 鈅匙或杆到玩具殼體的距离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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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于 12㎜. 

若在為 36個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机构中使用了直徑小于 1.5㎜的啟動線 ,則啟

動机构的反彈力不得超過 4.5N. 

3.2.1.9. 彈簧

按4.17規定可觸及的彈簧 ,若在使用時會夾住儿童的手指或以其他方式傷害儿童 ,

則應加以保護 . 

若螺旋彈簧在非工作態時 ,相鄰兩圈的間距大于 3㎜ ,應加以防護 . 

若拉伸彈簧受 40N拉力和去負載回原位時 ,相鄰兩圈的間距 ≧3㎜ ,應加以防護 . 

若壓縮彈簧在非工作態時 ,相鄰兩圈的間距大于或等于 3㎜ ,應加以防護 . 

若彈簧在玩具中使用 ,壓力應≧40N. 

3.2.2. 某些特定類型玩具的要求

3.2.2.1. 小玩具和可分离部件

為36個月以下儿童或玩具的可分离部分 ,無論其處于何种姿態 ,均應不能全部放

入4.15所規定的小物件筒內 . 

3.2.2.2. 不可分离部件

為36個月以下儿童設計的玩具 ,若附有用玻璃﹑金屬﹑木料或其它類似非柔軟材

料制成的部件 ,應 : 

a)此部件須嵌入玩具中 ,使儿童用手或牙齒無法抓住 (咬住 ); 

b)牢固地安裝 ,按4.21測試方法不可分离 ; 

c) 若按 4.21測試可分离 ,應不能完全放入 4.15規定的圓筒那內 ,應無按 4.18和4.19

測試的利邊﹑利點 . 

軟体玩具 (如填充的﹑長毛的和紡織品動物﹑軟体玩偶﹑可抓住或抱住的人物娃

娃或特性簡單的紡織品玩偶 )被看作是 36個月以下儿童可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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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可放入口內的玩具

含有未固定物体 (如哨子里的小球或插件 ,如喇叭里的簧片等 )用嘴吹吸的玩具 ,

應不能散出可裝入 4.15的小物件筒內的物件 (用10KPa壓力之气体吹或吸 ). 若空气出口

可插入嘴中或用嘴蓋住 ,則此過程還適用于出气口 . 

此要求適用于喇叭等重复吹吸的玩具 ,不適用于某些在充气后連續使用的可充

气玩具 . 

3.2.2.4. 用在搖籃﹑吊床或手推車中的玩具

用在搖籃﹑吊床或手推車中的玩具上的繩子 ,若非固定在搖籃﹑吊床或手推車上 ,

則其自由端長度應不超過 300㎜ ,且環狀繩子周長不超過 350㎜. 此要求也适用于用 25N

力拉伸的彈性繩子﹒

固定于搖籃﹑ 吊床或手推車上的彈性繩子 ,在用 25N的力拉伸時 ,不超過 750㎜長度 ,

此條件下之長度應不超過其自由長度的 40%.應有警告說明 (件6.12 ). 

3.2.2.5. 可以被儿童拉著一起走的玩具

玩具之拉繩不應有滑扣或形成滑扣的緊固件 .此外 ,為36個月以下儿童使用玩具

的拉繩不應低于 1.5㎜厚 . 

3.2.2.6. 儿童可進入之玩具

若玩具大到足以容納儿童 ,且有門﹑有蓋或類似裝置 ,應能使儿童從內部用 50N的

力即可輕易打開門﹑蓋或類似裝置 .此要求明顯排除使用扣﹑拉鏈或類似緊固件 . 

當門﹑蓋或類似裝置關閉時 ,應确保有通風孔 . 

3.2.2.7. 可承載儿童重量的玩具

3.2.2.7.1. 儿童自己驅動之玩具

由儿童自己發動 ,且承受其重量的玩具 ,應適用下述要求 : 

A)玩具按 4.4和4.5測試 ,不應斷裂 ,還須適用本標准中相關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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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4.6測試 ,玩具應不傾倒 .此要求不適用于有兩個在一直線上的輪子的玩具

(如摩托車﹑自行車 ,甚至于平衡器 ). 注:若一組輪子中 ,最外端兩個輪子的中

心距小于或等于 150㎜,則此輪子當作單個輪子看待 . 

C)若机械或電動的玩具能自由滑動或有空擋 (即按4.6負載后能在 10°的坡上自由

跑動的玩具 ), 必須有剎車裝置 .注:該要求不适用于下述條款 : 

1) 直接用手或腳傳給輪子或者通過机械傳給輪子動力而發動的玩具 (比如腳踏小汽車 ). 
2) 可騎在上面的電動玩具 .且該玩具在無負載時最大速度為 1M/S,座位高度低于 300㎜ ,儿童

雙腳可自由活動 .此裝置應确保玩具在按 4.7測試時 ,不應移動 .可騎的電動玩具應由開關控制 .開關
松開時 ,能自由切斷動力 ,且玩具無傾斜 . 

D)傳動鏈條 ,在儿童腳可擦著鏈條的一側 ( SIDE A)從曲柄軸至齒輪應有防護 .在

相對的另一面 ( SIDE B)曲柄軸應有防護 .見圖3,且不用工具不能打開 . 

E)用踏板啟動的輪子應是一“無縫整体 ”,除非此縫或孔的寬度小于等于 5mm. 

F)輪子与玩具車体或部件 (如擋灰版 )間的間隙應小于 5㎜或大于 12㎜. 

3.2.2.7.2. 非儿童啟動的玩具

玩具不是由儿童啟動 ,但按設計應承受其重量 (如搖木馬﹑滑動梯﹑翹翹板等 ),

但不包括秋千 .應適用下述標准要求 : 

A)按4.4測試玩具 ,其應不斷裂 ,還須符合本標准的相關要求 ; 

B)按4.6測試玩具 ,其應無傾倒 .此要求不适用于專門固定在地上 (如滑梯 )的玩

Side   A

圖3  傳動鏈條及鏈條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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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不适用明顯地被認為不穩定的玩具 (如大球﹑軟体玩具動物等 ); 

C)若玩具為露天使用而設計 ,應采取措施 ,使玩具內徑常積存的水得以排除 . 

3.2.2.7.3. 秋千

秋千應適用下述標准 : 

A)秋千按 4.8測試應不折斷 ,還須符合本標准的相關要求 ; 

B)懸索(如繩子﹑鉸鏈 )的直徑最小平均值為 10㎜.懸索上的鉤子至少彎曲 540°

C) 若有安全裝置 ,此裝置能防止儿童從托位上摔下來 .下述方式被認為是比較合

适的 : 

---- 在托位上方 200~300㎜處安一防護條 . 

---- 將儿童緊固在托位上的裝置 (如), 若秋千為 36個月及以下儿童使用 ,則還須

采用交叉皮帶 . 

D)使用者應注意要定期檢查懸索 . 

3.2.2.8. 較重的不可移動玩具

不可移動的玩具 ,其重量大于 5kg,但又不能承受儿童的重量 ,按4.19測試 ,不能翻

倒 . 

3.2.2.9. 含有熱源的玩具

含有熱源的玩具 ,在連續工作時 ,不能引致著火 .可用手觸及部分如手柄﹑按鈕﹑

控制鍵﹑抓手等的溫升 ,不能超出下列數值 (玩具按 4.10操作 ): 

---- 金屬部件              25K 

---- 玻璃﹑陶瓷部件        30K 

---- 塑膠﹑木料部件        35K 

按4.17可觸及的玩具的其它部分溫升 ,不能超出下列數值 : 

---- 金屬部件            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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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材料部件        55K 

含有熱源的玩具中的液體和气体 ,它們的溫升和壓力應不能使它們從玩具中漏

出而引起燃燒﹑燙傷或其它人身傷害 ,除非玩具的功能要求它漏出 . 

3.2.2.10. 玩具投擲器及含有投擲器的玩具

3.2.2.10.1. 通用要求

所有堅硬的投擲物 ,末端半徑不小于 2㎜. 

緊貼在表面上的彈性材料 ,按4.2測試 ,加60N的拉力后 ,應不脫落 . 

若發射机构能發射与玩具一起提供的發射物以外的東西 ,則應讓使用者注意到

使用錯誤發射物的內在危險 .任何能夠發射能量大于 0.08J的玩具 ,應帶有不能近距离

發射的警告 (見6.6 ). 

注 :建議玩具制造厂家不要設計能發射与玩具相配的發射物以外東西的玩具 . 

3.2.2.10.2. 由儿童自己決定其發射能量的玩具 ,彈頭部不能用金屬制造 ,但尖

端安裝磁盤是允許的 .形狀似飛机或箭的投擲物 (如彈簧槍和手槍﹑弩及射豆槍 )不能

用金屬制造 ,其末端須磨鈍 .這類投擲物的沖擊面須用彈性材料 (如橡膠 )等防護 .彈

性材料受沖擊面積至少為 3CM2. 

3.2.2.10.3. 由玩具自身提供動力之發射玩具

按4.11測試 ,拋射物平均能量應不超過 : 

---- 無彈性沖擊面的硬拋射物 : 0.08J . 

---- 彈性拋射物或有彈性沖擊面的拋射物 : 0.5J . 

此外 ,箭 (如彈簧槍﹑手槍和弩 )應不用金屬制造 ,且尾端須磨鈍 .平均動能超過

0.08J的箭 ,其沖擊面應用彈性材料 (如橡膠 )防護 .按4.11測試 ,其單位面積上的動能應

不能超過 0.16J/CM2. 

3.2.2.11. 無發射物的仿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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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發射物的仿制武器 (如刀﹑劍﹑斧 )應無功能性的利邊利點 . 

3.2.2.12. 仿製的防護設備

至于仿制的防護設備 (如眼睛保護器﹑潛水面具 ), 按4.12測試 ,透明材料應不碎裂 .

仿製的保護頭盔 (如摩托車頭盔﹑工業用安全帽 )及眼睛保護器的仿製品 ,應作標記以

引起使用者注意這樣的事實 :這些設備無防護作用 (見6.7 ). 

3.2.2.13. 嚮鈴及齒喫玩具

先按 4.3 ,再按4.14測試 ,嚮鈴外殼應無碎裂 . 

用4.23方法測試裝水齒喫玩具 ,內裝物應不漏出 ,也應無引致內裝物泄漏之裂縫﹑

裂紋或其他損傷 .裝水齒喫玩具須作標志 (見6.13 ) 

按4.22測試 ,嚮鈴及裝水齒喫玩具突出部分應不能通過模板 A和B. 

3.2.2.14. 風箏及其它飛行玩具

風箏及其它飛行玩具的線應用非金屬材料制作 . 應讓使用者注意到在高壓線附

近放風箏的潛在危險 (見6.8 ). 

3.2.2.15. 水中玩具

水中玩具包括供儿童通常在大人監護下在淺水中玩耍的玩具 ,不管其能否充气 ,

玩具澡具不在此列 .手臂泳圈也屬水中玩具 ,除非每個泳圈至少有兩個充气室或一付

泳圈的浮力 (當玩具全部浸沒于水中時 ,它等于阿基米德浮力 )大于等于 30N. 

可充气水中玩具應有不可逆 (單向 )閥門 .應提醒使用者注意到使用水中玩具的

潛在危險 (見6.10 ). 

4.測試方法

除非條款 3中另有規定 ,則使用目視檢查 ,測量距离﹑間隙﹑拉力等是否符合標准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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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金屬線的柔韌性 (見3.2.1.4 ) 

用兩只直徑為 10㎜的圓管固定金屬線 ,由正直位置向一方彎曲 60°,再向相反方向

彎折 120°,最后回到初始位置 (一個周期 ). 每秒鐘一個周期 ,重复30次 .每10周期后停 20

秒 ,檢查線是否折斷 . 

4.2. 防護件對作用力之反作用力 (見3.2.1.5 ) 

測試拉力由玩具重量或 60N拉力來決定 ,取其中大者 .防護件應不脫離玩具 . 

4.3. 投擲強度 (見3.2.1.4; 3.2.1.8; 3.2.2.13 ) 

將玩具以其正常使用位置從 850±50㎜高度向 4㎜厚鋼板上投擲 5次 .此鋼板上覆蓋

至少 2㎜厚硬度為 Shore A 75 ±5的物品 ,鋼板安置在非彈性的水平面上 .檢查机械結构是

否有爆裂 ;對嚮鈴﹑外蓋是否破裂損傷 . 

4.4. 靜壓力強度 (見3.2.2.7.1 和3.2.2.7.2 ) 

在玩具可站立或坐著的表面上加 50kg負載 ,持續5分鐘 .除去負載后檢查玩具的各

部分是否有破損 .玩具還須适合本標准的其他相關要求 . 

4.5. 動態強度 (見3.2.2.7.1 ) 

給玩具裝上 50kg負載 ,重心位于儿童座位上方 150㎜處或站立位置上方 400㎜處 .固

定負載 ,使作用力与正常使用位置相一致 .驅動玩具以 2m/s的速度撞擊 50㎜高的非彈性

階梯 (連續3次). 除去負載 ,並檢查玩具是否有損傷現象 ,并且必須符合其他相關要求 . 

4.6. 穩定性 (見3.2.2.7.1 和3.2.2.7.2 ) 

按4.5方法加負載 ,在傾斜 10°的平面上,以最不利的位置放置玩具 ,檢查玩具是否

傾倒 . 

4.7. 車閘 (見3.2.2.7.1 ) 

按4.5方法加負載 ,將玩具放在傾斜 10°的平面上,且玩具長軸与傾斜線平行 .在制

動閘上加 50N力 ,檢查玩具是否移動 .若制動閘是由手柄操縱的 ,則在手柄中央与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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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成直角的方向上加 50N力 ;若制動閘是由踏板操縱的 ,則在剎車方向上 ,向車閘上加

50N力 ;若車子有好几個制動閘 ,則須逐個測試 . 

4.8. 秋千強度 (見3.2.2.7.3 ) 

將200kg重物加在秋千的踏板上或座位上持續一小時 ,對懸掛點与地面相距小于

120cm的框架上使用的秋千 ,此秋千有防止儿童由座位跌落的安全裝置 ,重量減至 66kg.

移開重物 ,檢查玩具各部分是否有破裂 ,是否還能適用本標准其他相關要求 . 

4.9. 重型玩具的穩定性 (見3.2.2.8 ) 

將玩具在傾斜 5°的平面上立于最不利的位置 ,調整玩具上各個可動的部分 ,使之

處于對穩定最不利的位置 ,檢查玩具是否傾倒 . 

4.10. 溫升（見 3.2.2.9 ）

在室溫（ 25±3℃）下﹐按說明書最大輸入操作玩具﹐直至溫度平衡﹐測量可觸及

部件之溫度﹐計算其溫升﹒檢查玩具是否著火﹒

4﹒11﹒拋射物（見 3.2.2.10 ）

測定拋射物的質量 . 

測量拋射物的速度﹐將拋射物發射至最大距离﹐用計時器或其他設備測定時間﹐

共5次﹒

用平均速度計算其能量（精确到 ±0.005J）﹒

4﹒12﹒仿製防護設備（見 3.2.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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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明材料從玩具中拆開﹐放入圖 4儀器中﹒沿其周圍有支撐﹐支撐物由与樣品

相适應的硬材料制造﹒在 20±3℃進行試驗﹐將一質量 1kg物体自距圓筒頂部 100㎜高度

自由跌落在圓筒上面﹐檢查被測材料有無碎裂﹒

4﹒13﹒接縫的拉力（見 3.1.4 ）

4﹒13﹒1.原理 :接縫進行張力測試﹒

4﹒13﹒2.儀器 :一臺張力測試机或一重錘﹐可加力 70±2N;夾具﹐帶有直徑 19㎜的

大力鉗﹐抓住縫線兩側﹐將夾具与力源連接﹒

4﹒13﹒3﹒程序 :用大力鉗夾住外套材料﹐ 19㎜直徑圓盤的外側靠近（最小 13㎜）

縫線﹒在 5S內加力至 70N﹐保持 10S﹒檢查縫線及外部材料是否有斷裂現象﹒若縫線處

的材料不足以被有直徑 19㎜圓盤的大力鉗抓住的話﹐ 就可不進行此類試驗﹐ 代之以在

玩具的手臂﹑腿或其他附屬部分測試﹒

4﹒14﹒玩具強度（見 3.2.1.4 和3.2.2.13 ）

將玩具置于一水平的鋼板上﹐ 從玩具上方 100㎜處投下一重量為 1kg分布在 50c㎡面

積上的金屬物﹐檢查玩具外殼是否破裂﹒

4﹒15﹒小玩具及可分离部件（見 3.2.2.1 和3.2.2.2 ）

無須加壓力﹐將玩具或可分离部件放入尺寸如圖 5所示的圓筒中﹐檢查玩具或可

分离部件是否完全放入﹒

圖4    仿製防護設備的測試

銅圓筒

2
0M
M

5MM支撐

樣品

5
M
M

5M
M

10MM

導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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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膨脹材料（見 3.1.5 ）

測量材料的尺寸后﹐將材料放入 20±3℃水中 24小時﹐再測量材料的尺寸﹒

4﹒17﹒玩具的可觸及部分和部件（件 3.2.1.1 ﹐3.2.1.3 和3.2.1.4 ）

4﹒17﹒1﹒原理 :用有指節的探針來測試此部分或部件﹐若能被探針觸及﹐此部

分或部件被認為可觸及﹒

4﹒17﹒2﹒儀器

“有指節的觸及探針”由硬材料制作﹐如圖 6所示﹒尺寸由表 1規定﹐尺寸的公

差為±0.125㎜﹒

a b c d e f g
適用于 3歲以下 A 2. 8 5.6 25.9 14.7 44.0 25.4 464.3

適用于 3歲以上﹐ 14歲以下 B 4. 3 8.6 38.4 19.3 57.9 38.1 451.6

適用于上述兩种年齡范圍 A&B

單位﹕MM

依上述規定

適用年齡 探針种類

表1觸及探針的尺寸

4.17.13. 程序 :移去玩具中設計不用工具就可移動的所有部件 . 

25
.4
M
M

57
.1
M
M

31.7 MM

圖5  小物件筒 圖6  觸及探針

g

f

c b

球徑口﹐半徑a

轉軸

伸長部分

軸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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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若工具是玩具附帶的 ,則用此工具可移去的部分也應移去 .運用如下合适的

指節觸及探針以任何方便的姿勢 ,接近玩具被測試的部分或部件 ;如需要 ,探針可在

其連接上旋動以設法觸及玩具被測部位和部件 . 

注 :若此部件是一与一平面相鄰的利點 ,利點与平面間隙為 0.5㎜或更少 ,此利點

被看作是可觸及 ,無須適用 B)的程序 . 

a)對最小尺寸（見注 1）小于合适探針頸部尺寸的孔﹐入口或其他開口﹐插入探

針觸及深度至頸部﹒

注1﹕開口的最小尺寸的指可通過此開口的最大球尺寸﹒
注2﹕每個探針的連接可旋轉至少 90°以模擬關節動作﹒

b)對任何最小尺寸大于探針 A頸部尺寸但小于 187㎜的孔﹒入口或其他開口 （使用

探針A）﹔或任何最小尺寸大于探針 B頸部尺寸但小于 230㎜（使用探針 B時）﹐

按如下方式決定插入觸及深度﹔在任何方向上﹐用圖 6所示的延伸探針插入﹐

插入的深度為孔﹒入口或開口最小尺寸的 2.25倍﹐深度基准為開口平面上的任

一點﹒注﹕每個探針須旋轉 90°以模擬關節的運動﹒

c) 使用探針 A時﹐最小尺寸為≧ 187㎜的孔﹐入口或其他開口﹐或使用探針 B時﹐

最小尺寸為≧ 230㎜的孔﹑入口或其他開口﹐探針的插入深度不受限制﹒除非

遇到在此孔﹑入口或開口內的其他入口或開口尺寸适合本條的 a)或b)操作 .若

兩种探針都使用 ,則尺寸≧ 187㎜,觸及探針插入深度即不受限制﹒

4﹒17﹒4﹒對結果的解釋﹕

若被探針頸部前端及任何一部分接触 ,則認為玩具的此部分是可觸及的﹒

4﹒18﹒邊

4﹒18﹒1.原理 :將黏膠祇貼在軸上﹐此軸能沿被測試的可觸及邊作 360°旋轉﹒

檢查膠紙被割開的長度﹒

4﹒18﹒2.儀器（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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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1.軸﹒

用鋼制造﹒軸的表面應無刮痕、缺口和毛刺﹒表面粗糙度按 ISO4287-2.1984測量

不大于 0.4um﹒按 ISO6508:1986測量﹐表面硬度不低于洛氏 （Rockwell C ）4.0﹒

4﹒18﹒2 .2. 轉動軸和向軸上加力的設備

軸轉動机构使軸轉動過程中﹐ 75%的360°旋轉中應產生23±4㎜ /S的恆定切向速度﹐

且啟動制動平滑﹒袖珍式或非袖珍的任何此類設備應能在与軸垂直的方向上向軸施

至可大到 6N的力﹒

4﹒18﹒2﹒3.聚四氟乙烯 （PTFE）高溫電絕緣壓敏膠紙

聚四氟乙烯基層材料厚度在 0.066㎜至0.090㎜﹒粘接膠應是壓敏的硅高聚無﹐標

准厚度 0.08㎜﹐膠帶的寬度不低于 6㎜﹒在測試過程中﹐膠紙的溫度保持在 23±2℃﹒

4﹒18﹒3﹒程序

确定被測試的邊應按 4.17方法可觸及﹒

支撐玩具應按下述方式﹕被測試的可觸及的邊在受到來自軸上的力 （4.18.2.2 ）

時不會彎曲移動﹒确保被測試邊距支撐物間距不小于 15㎜﹒為測試一特定的邊須移開

90
±5° (被測邊与軸的夾角)

(測試中使軸旋轉360°)

圖7 利邊測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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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拆卸玩具的一部分而引致此邊的剛性強度受到影響﹐則將此邊加以支撐以使其硬

度与在組裝好的玩具中大致一致﹒

將4.18.2.3 中的膠紙在軸上裹一層﹐以提供足夠的面積供實驗用﹒將用膠紙裹住

的軸動軸 ,軸線与直邊的線條成 90±5°放置或与試驗中曲邊的切向點成 90±5°放置﹒當軸

轉動時﹐膠紙与邊上最鋒利的部分接触（即是最坏的情形） （見圖 7）﹒

向軸上加 6N的力﹐使軸沿著其軸線在邊上旋轉 360°﹐确保在轉動軸的過程中﹐軸

和邊之間沒有其他運動產生﹒若此程序會使邊彎曲﹐ 則施加使邊不會彎曲的最大力﹒

從軸上取下膠紙 (不能使膠紙上的划傷增大 ,也不能使裂縫變成切口 ). 測量被割

開部分的長度 ,此割開部分應包括任何斷續的切口 , 測量試驗中与邊接触的膠紙長

度﹒計算試驗中膠紙被割開部分的長度百分比﹒

4﹒18﹒4﹒對結果的解釋﹕

若膠紙与邊接触部分有 50%被完全切開﹐此邊應看作利邊﹒

4.19. 尖點（見 3.2.1.4 和3.2.2.2 ）

4﹒19﹒1﹒原理﹕用利點器測量可接触的利點﹐觀摩被測點是否插入至規定的

深度﹒

4﹒19﹒2﹒儀器

利點器（如圖 8所示）帽端測量 1.15±0.02mm＊1.02±0.02mm的矩形入口決定了兩

個參考尺寸﹒感應頭凹入帽尾部 0.38mm﹐感應頭与利點器內回縮彈簧的間距為

0.12mm﹐此彈簧受到 2.5N的力即可推動導電柱与電池接触而點亮指示燈﹒

4﹒19﹒3﹒程序

确定此尖點按 4.17方法可觸及﹒

應按這樣的方式支撐玩具﹕即點尖點在測量過程中不會移動﹐在較多的場合﹐

無須直接支撐此點﹒若需要﹐支撐應在距測試點不小于 6mm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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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測試一特定點﹐須移動或拆開玩具﹐結果影響被測試點的剛性﹐則應這樣支

撐此點﹕使其剛性与組裝后玩具的剛性大致相同﹒可通過松開﹑鎖緊環和旋轉來調

整利點器（ 4.19.2.1 ）﹒使之向指示燈移動足夠的距离﹐暴露出筒上的標定標記﹒順

時針旋轉規帽直至指示燈點燃﹒再逆時針旋轉直至感應頭距圖 8中与干電池相接触的

標記 0.12mm﹒

注﹕若規帽上有微米標記﹐則可通過逆時針旋轉規帽直至參考標記獲得此距离

（指 0.12mm）﹐在此位置鎖定規帽﹕旋轉鎖定環﹐直至將規帽鎖緊﹒

將尖點以最大硬度方向插入帽孔﹐並施加 4.5N壓力﹐盡可能地壓縮彈簧﹐且使

此尖點在孔口邊上無晃動或穿過帽孔﹒觀察指示燈是否點亮﹒

4﹒19﹒4﹒結果的解釋﹕此尖點貫入規孔 0.5mm或更多﹐引起指示燈點亮﹐在施

加了 4.5N力后試驗過程中尖點仍保持其原形﹐則此尖點被認為是利點﹒

4﹒20﹒折疊机构（見 3.2.1.6 ）

4﹒20﹒1﹒為進行此試驗﹐使用的負載物塊必須如下﹕

a)對玩具手推椅及類似物品﹐ 50KG或

b)對其他折疊机构       25KG ﹐重复 5次﹒

將玩具在鎖定位置放于一水平面上﹒給玩具加負載﹐使其由最有利于玩具折疊

的部分來承載﹐放置 5分鐘﹒除去負載﹐檢查安全制動是否有任何失效或鎖定裝置﹑

折疊部分是否失效﹒

4﹒20﹒2﹒將玩具放置在一水平面﹐檢查不使用鎖定裝置時﹐玩具是否維持直

立或部分直立﹐若是﹐在合适的表面上加 10kg物塊﹐檢查玩具是否折疊或傾斜﹒

4﹒21﹒不可分离部件（見 3.2.2.2 ）

4﹒21﹒1.原則﹕被測試部件的拉力大小依部件尺寸大小決定﹒

4﹒21﹒2.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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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測試或一固定重錘﹐能加力 90N﹐精度±2N﹒

夾具和拉索﹒

4﹒21﹒3﹒程序

在設備中固定玩具﹐通過夾具或其他方法向被測試部件施加拉力﹐施力為﹕

－－ 50N,最大可觸及尺寸≦ 6mm 

－－ 90N,最大可觸及尺寸大于 6mm﹒

在5s內加至所需的力﹐並維持此力 10S﹒檢查此部分是否分离﹒

4﹒22﹒幼儿嚮鈴及裝水玩具的几何尺寸（見 3.2.2.13 ）

放置及夾住試驗模板 A（如圖 9所示）使開口的軸線大致垂直﹒開口的上部﹑尾

部開口處無阻擋﹒將被測試玩具定位于最有利于通過測試模板入口的位置﹒將玩具

放置在開口處﹐且作用在其上的力僅是其自身重力﹐觀察玩具是否通過此開口或玩

具上突出來的部分是否超過模板的底部﹒

在圖 10所示模板 B中﹐對接近球形或半球﹑圓形尾部的嚮鈴適用上述程序﹒

4﹒23﹒齒喫玩具的滲漏（見 3.2.2.13 ）

5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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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
0.
5

73 + 2

42.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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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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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
.5

圖9  測試模板A 圖10  測試模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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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度為 5±1℃或37±1℃,或將玩具從上述溫度下取出的 30s內﹐通過一頂端半徑

為0.5mm的鋼針對玩具的任意外表面施加 5N壓力力﹒在 5s內加至所需力﹐並保持 5s﹒

檢查內裝的物品是否有泄漏 ,或有裂紋﹑破裂或其他損傷或導致泄漏的損傷產生﹒

5﹒包裝

用來包裝的柔軟塑料袋﹐ 其開口周長大于 380mm﹐其平均厚度應不低于 0﹒038mm﹒

封口的方式應不用拉繩拉線﹐其平均厚度可由樣品薄膜對角線上 10個點的測量值平

均所得﹒對厚度的要求不适用于下述﹕

a）熱縮膜包裝﹒通常使用者打開包裝后即已損坏﹒

b）已打開塑料膜制袋﹒儿童可透過孔進行呼吸﹐不能形成真空貼于儿童臉上﹒

為适應此要求﹐任一最大面積為 30mm＊30mm的面積上 ,孔最小面積為其 1%﹒

6﹒使用標志及說明

6.1~6.13 對玩具標志要求應標志在玩具上或与玩具一起的說明書上﹐ 除非條文有

另外規定﹒

6﹒1玩具上應以可見﹑易于辨認﹑明确的方式標明制造商或其授權代表或進口

商的名稱 (商標 )和標記及地址﹒若玩具上未附加此項 ,則應提醒消費者注意保存的方

法 .上述項目可以是縮寫﹐但縮寫應能讓人确認制造商或其授權代表或進口商﹒

為減少在使用中的固有危險﹐玩具應附有合适的可見警語﹐尤其是給 36個月以

上儿童使用的玩具﹒組裝玩具應附有詳細的組裝說明﹒若玩具是由成人組裝﹐應清

楚地標記出來﹒

6﹒2﹒對36個月以下儿童有危險的玩具應帶有警告﹐如﹕ “不适合 36個月以下儿

童使用”或“不适合 3歲以下儿童使用 ”.同時還應在說明書中說明﹐此限制要求所包含

的危險﹐此預防措施不適用于由于功能﹑尺寸﹑特征﹑性能或其他有說服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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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楚地表明不适合于 36個月以下的儿童的玩具﹒

6﹒3﹒帶有功能性利點或利邊（見 3.2.1.1 和3.2.1.4 ）的玩具﹐應在玩具使用

說明書中提醒此利點或利邊的潛在危險﹒

6﹒4滑板﹑懸掛的秋千和環﹑ 吊架﹑繩子和其他掛在梁上的玩具 （見 3.2.2.7.3 ）﹐

應在說明書中提醒﹕對主要部件 (吊索﹑緊固件﹑錨等 )進行檢查保養﹒應指出如無

檢查﹐玩具可能會掉下和翻倒﹒不管有用与否﹐玩具均應有說明﹒對玩具的組裝也

應有說明﹐指出不正確的組裝可產生危險﹒

6﹒5﹒功能玩具﹐若合适﹐應帶有下述警告﹕ “警告﹗在成人的直接監護下使用 ”﹒

此外﹐此玩具應有使用說明及使用者應采取的預防措施﹒警告無預防措施將使使用

者暴露于危險之中 ;應指出与縮微模型或仿製品及其應用相連的危險﹒應標明玩具應

不能讓非常小的儿童接触﹒

注﹕“功能玩具 ”是指這樣的玩具﹐它通常是与成人的某種產品應用﹐安裝具有

相同功能的縮微模型﹒

6﹒6.有拋射物的玩具 (見3.2.1.10) 應有使用說明書﹐其中應標明使用非制造商

提供或推荐的發射物的危險﹐以及近距离發射拋射物的危險﹒

6﹒7.仿製保護設備 (見3.2.2.12) 應帶有下述警告 (若合适 )﹕“警告﹗意外時無

保護功能 ”;或“警告﹗對紫外線無保護功能 ”. 

6﹒8.風箏或其他飛行玩具（見 3.2.2.14 ）應有下述警告﹕ “警告﹗不得在高壓

線附近使用 ”﹒

6﹒9﹒作為玩具出售的儿童冰鞋或滑板應帶有警告﹕ “警告﹗應穿戴防護設備 ”﹒

而且﹐使用說明書應含有一條提醒小心使用玩具﹐因其需要很高的技巧來避免引致

使用者或第三者受到傷害的跌到或踫撞﹒對推荐的防護設備 (頭盔﹑手套﹑護膝護肘

等)也應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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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水中玩具（見 3.2.2.15 ）也應有下述警告﹕ “警告﹗只能在儿童身体深

度范圍內的水中及成人監護下使用 ”﹒此警告標志應是永久性的﹐且顏色与玩具顏色

成鮮明對比﹒字母的最小高度為 3mm﹒對可充气玩具﹐此標記距离閥門之間距≦ 100mm. 

6﹒11﹒玩具雷管應有下述警告﹕ “警告﹗不可在接近眼睛和耳朵的地方發射 ”﹒

不可將雷管松散地放于口袋中﹒

6﹒12﹒通過線﹑繩﹑橡皮筋或帶子懸吊在吊床﹑搖籃或手推車中的玩具﹐應有

下述警告﹕ “小心﹗為防止可能的纏繞傷害﹐在小孩子舉手或抬膝時移開玩具 ”﹒

6﹒13.裝液体的齒喫玩具應有下述警告﹕ “只能在家用冰箱中冷卻﹐不能放置在

冷凍室內 ”. 

第二部分 易 燃 性

前言

本標准是歐洲玩具安全標准的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連在一起閱讀﹐尤其是第

一部分中的前言﹐條款 1﹑2﹑5和6,目的在于消除那些由于著火對儿童產生危險的玩

具﹒

1﹒目的

本歐洲標准的這一部分規定了在玩具制造中禁止使用的易燃性材料及靠近小火

源時﹐某些玩具的易燃性要求﹒

條款 6所描述的試驗方法被用來确定在特定的測試條件下﹐玩具的易燃性﹒在与

不同火源接触時﹐由上述方法獲得的測試結果不能作為玩具或材料內在著火危險的

全部評定﹒

2﹒適用范圍

見本歐洲標准的第一部分﹒本部分包括對所有玩具的通用要求及下述被看作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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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最大危險的玩具的特定要求和測試方法﹒

－－髭﹑鬚﹑假發和面具﹒

－－戲服（如牛仔裝﹑護士制服等） ﹒

－－設計使儿童可進入的玩具（如玩具帳篷﹑木偶劇院及印第安人的棚屋）

－－具有紡織品表面和長毛絨表面的填充玩具﹒

3﹒參考資料

EN71-1﹕1998 玩具安全標准第一部分之机械及物理性能﹔

ISO6941﹕1984 紡織縴維﹑燃燒性﹒垂直懸掛的衣物的燃燒速度特性﹔

歐洲理事會指令 79/831/EEC（見Offical Journal NO.L259 ﹐1979/10/15 ）﹒

4﹒定義

EN71此部分適用下述定義 : 

易燃性﹕在特定的條件下﹐一材料或一玩具有火焰燃燒的能力﹒

5﹒要求

5﹒1﹒通用要求

下述材料禁止用于制造玩具﹕

－－賽潞潞（硝化纖維素）以及在火中具有相同燃燒行為的材料（用于油漆等

裝飾材料除外）﹔

－－接近火焰時能產生閃光效應的長毛絨表面材料﹒

注﹕閃光效應是指火焰快速燃燒過物品表面（見 BS4569）﹒

此外﹐玩具應不含有歐洲理事會准則 1979/9/18 所定義的易燃性气体﹑易燃性液体和

易燃性固体﹒相關的分類 ﹑包裝和粘貼危險物品 79/831/EEC見于 OFFICAL  JOURNAL  

NO.L259  1979/10/15 ﹒見第 2.2（c） ,除縮進去一行外的 2.2（d）﹑2.2（e）﹐但下述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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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容器包裝封口的易燃性液体﹐每只容器的最大容量為 15ml﹔

－－迅速燃燒的部件（此部件是設計用來燃燒或發煙） ,但對功能必不可少的除

外﹒后一种情形下﹐玩具應按如下方法制作﹕只有所設計用于燃燒的部件被燃

燒而非其他部件﹒

5.2. 髭﹑鬚﹑假發和面具

5.2.1. 髭﹑鬚﹑假發和面具若有長毛﹐毛發可見長度超過 50mm﹐按6.1測試﹐火

焰燃燒的時間不超過 2s.此外﹐如果著火﹐則毛發或長毛最大的剩余長度必須﹕

－－不小于初始長度的 50％﹐當初始長度≧ 150mm時﹒

－－不小于初始長度的 25％﹐當初始長度＜ 150mm時﹒

對卷發﹐長度以拉伸變直時的長度計算﹐將以最不利的方式來測試此物品﹐如

將辮子解開﹒

5﹒2﹒2﹒面具或部分面具有或沒有長毛或長髮﹐按 6.2試驗時﹐燃燒持續不超

過2s﹐且燃燒部分的最大垂直尺寸不超過 70mm（從火焰接触位測量）﹒

5﹒3﹒戲服

當按 6.3測試代表性的戲服樣品時﹐火焰燃燒速度應≦ 30mm/s（即火焰燃燒過

500mm測試長度時﹐時間不低于 17秒）﹐且測試過程中﹐應無燃燒的火星掉落﹒若火

焰燃燒的速度在 10~30mm/s之間﹐玩具上應標志﹕“警告﹗遠离火源”﹒

5﹒4﹒設計可被儿童進入的玩具

按6.3測試原設計就是讓儿童可進入的代表性玩具樣品時﹐火焰燃燒速度應≦

30mm/s（即火焰燒過 500mm測試長度時﹐時間不低于 17s）且測試過程中﹐應無燃燒

的火星掉落﹒若火焰燃燒的速度在 10MM/S至30MM/S之間﹐玩具上應標志﹕“警告﹗

遠离火源”﹒

5﹒5﹒具有長毛絨或紡織品表面的填充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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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玩具（如動物﹑玩偶等）若具有長毛表面（如絲絨﹑長毛絨﹑人造毛）或

紡織品表面﹐按 6.4測試時﹐在表面火焰燃燒的速度不大于 30mm/s﹒此分條款的要求

不适用于最大尺寸≦ 150mm的玩具﹒

6﹒試驗方法

下述事項适用于 6.1至6.4所描述的測試﹒

每個測試須 3只樣品﹒若樣品足夠大且損坏足夠小時﹐只須一只﹒若只有兩只樣

品滿足規格試驗要求﹐則需重新取 3只樣品作試驗﹐若重測試的 3只全部合格﹐則認

為玩具滿足本標准的要求﹒

試驗用的樣品應是供市場銷售用的新玩具且樣品按如下處理﹕如果供應商

－－說明玩具不能洗滌﹐則試驗前玩具不洗滌或浸水﹒

－－推荐一清洁或洗滌的方法﹐則樣品按此方法處理﹒

－－未給予任何有關洗滌和清洁的說明﹐ 則樣品在試驗前﹐ 按6﹒5的指導處理﹒

試驗用的玩具應有代表性﹐以便能代表整批玩具﹒

在試驗前﹐樣品須在溫度 20~25℃﹐相對濕度 50％~65％的環境里至少放置 7小

時﹒若有可能﹐試驗應在試驗箱內進行﹐以保証人員的安全和良好的測試過程※ .燃

燒火焰（測試用）可由 ISO6941所述的燃燒器獲得﹐使用丙烷或丁烷气体﹒火焰的高

度以燃燒器在垂直位置時為準﹒

※例如﹐在一試驗箱內﹐空气流動低于 0.2m/s（試驗開始時）﹐且不受試驗過程

操作机械儀器的影響﹒尤其必要的是試驗箱內的空气不能因燃燒而減少的氧气量的

影響﹒若試驗使用一面開口的試驗箱﹐則須确保樣品至少距离試驗箱壁 300mm﹒

6﹒1﹒其可見長度＞ 50mm的髭﹑鬚﹑假發和面具的測試﹕

測量長毛﹑毛發的長度﹐放置玩具方法如下﹕

使具有最長尺寸的長毛﹑毛發垂直吊挂或盡可能垂直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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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燃燒器放在垂直位置﹐以 20±2mm高度試驗火焰接触玩具上長毛﹑毛發的較低

端﹐保持 2s﹐且火焰突入毛發的最大深度約為 10mm﹒

移去火焰﹐檢查是否有燃燒﹐若有﹐則測量燃燒持續的時間及未被燒毀的長毛﹑

毛發的最小長度﹒

6﹒2.有或沒有長毛或毛發的面具和部分面具的測試﹕

將玩具垂直放置﹒

將燃燒器垂直放置﹐調節測試火焰 20±2mm﹒

將燃燒器成 45°角放置﹐將測試火焰加于玩具上保持 5s﹒火焰于玩具最低端以上

20mm接触﹐且燃燒器末端和玩具表面之間的距离大約 5mm﹒

移開火焰后﹐檢查是否有燃燒﹐若有﹐則測量燃燒持續的時間和被燒區域最上

端与火焰接触點的最大垂直距离﹒

6﹒3﹒戲服及設計用于儿童可進入的玩具的測試

從受測試的樣品上取下 3塊大約 600mm＊80mm的試驗片﹐並在試驗片上放兩根標

記棉線﹐其間距為 500mm﹐這樣﹐有一道標志線至少距底端 50mm﹒

將試驗片放在一“ U”形框上﹐大約与水平面成 45°夾角﹒

將燃燒器垂直放置﹐調節試驗火焰高度 40±2mm﹐加在試驗片上保持 2s﹒使試驗

片的最低端与火焰的最上端間距為 30mm﹒

測量火焰由一標志線燒到另一標志線的時間﹒若火焰未燒到第二條標志線﹐則

試驗通過﹒

6﹒4﹒具有長毛表面或紡織品表面的填充玩具﹒

將玩具垂直放置﹐即玩具頭朝上﹒

注﹕若有多种放置位置﹐則取最穩定的位置進行測試﹒

將燃燒器成 45°放置﹐調節測試火焰20±2mm高度﹐加于玩具上保持 3s﹐以使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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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邊緣与玩具的間距大約 5mm﹐火焰与樣品的最低端以上部分至少接触 20mm﹒

移去火焰﹐測量火焰由接触點燒至玩具最上端的時間以測量燃燒速度﹒

6﹒5﹒有可能被洗滌的玩具的預處理﹒

將玩具浸入自來水 （大約 20℃）﹐体積比為 1﹕20﹐浸泡 10分鐘﹐去水再重复 2次﹒

將玩具在經過軟化處理的水中浸泡 2分鐘作為清洗過程﹒去水並以适合于玩具的方法

干燥﹒若合适﹐則將長毛盡可能地恢复原狀﹒

第三部分 特定元素的轉移

簡史

歐洲經濟共同体委員會（ CEC）于1985年3月向CEN技術部通報了該委員會關于玩

具安全領域的新 EEC指令的準備活動 (現公布為理事會指令 88/378/EEC 1988/5/3 ）﹒在

此通報的基礎上﹐ CEN技術部授權 CEN/TC52秘書處与 CEN中心秘書處一起﹐著手 EN71

第三部分的修訂﹒

1985/8/9 提出了要求修改測試方法的 CEC指令草案﹒ 1985/9/1 和1985/11/29 又提

出了CEC指令的修訂本﹐最終的 CEC指令在 1989/9/29 提出﹒ 1986/1/30 歐洲自由貿易

協會（ EFTA）提出了与 CEC指令草案相應的 EFTA指令草案﹒

1985/8/20CEN/TC52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CEN/TC52/WG1﹒該小組的任務是準備一

份符合 CEC和EFTC指令的 EN71第三部分修訂本的最終工作草案（只包括測試方法） ﹒

該工作小組 WG1曾于下述時間在下述地點開會﹕ 1985/9﹐柏林﹔ 1985/12﹐阿姆斯特

丹﹔ 1986/4哥本哈根﹔ 1986/10﹐斯瑞薩﹒

1986/10﹐完成了第四此工作草案﹐ 並由CEN/TC52核准﹐作為歐洲標准草案提交﹐

以征詢意見﹒征詢的結果表明﹐形成最終的草案是可能的﹒ 1987/10/27-28 ﹐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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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1第五次會議在曼徹斯特召開﹐ 完成了最后草案﹒ 1987/10/30 ﹐CEN/TC52同意向 CEN

中心秘書處提交此修訂草案﹐供作最終的歐洲標准草案投票之用﹒

1987/2/20 ﹐CEC向ECN提出將草案標准化的要求﹐此要求与玩具化學特性安全性

有關﹐並与生物效應原理（遷移限度規格）聯系在一起﹒有關特定金屬的遷移限度﹐

相應的 EFTA要求于 1987/9/16 提出﹒

1987/10/28-29 ﹐CEN/TC52/WG2（工作小組 2）為此最終的工作草案在曼徹斯特

開會﹐該小組成功地提出了最終草案﹒ CEN/TC52在其 1987/10/30 曼徹斯特會議上同

意將此草案作為歐洲標准的草案來征詢意見﹒

1988/6/6-7 ﹐WG2再度于巴黎開會﹐審定所征詢到的各种意見﹒並準備了一份修

訂的工作草案﹐ 1988/6/8 ﹒CEN/TC52同意將此修訂草案（与 EN71-3試驗方法組合在

一起）提交給 CEN中心秘書處作為組合后的歐洲標准最終草案供投票之用﹒

在CEN/TC52巴黎的會議﹐決定考慮改變 EN71-3第一次修訂本及再版中的數值偏

差及引進有關唾液中适當物質﹐尤其是金屬物的檢測方法﹒

根据CEN/CENELEC的共同規定﹐下述國家有義務實施此歐洲標准﹕比利時﹑ 丹麥﹑

芬蘭﹑法國﹑德國﹑希腊﹑冰島﹑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

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國﹒

前言

本標准為歐洲玩具安全標准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須与第一部分參照閱讀﹐尤其是第一部分的前言和條款 1和2. 

由于使用玩具而引起的生物效應﹐作為一控制目標﹐每天應不超過下列限度﹕

銻 :0.2ug ﹔砷 :0.1 ug ﹔鋇 :25.0 ug ﹔鎘 :0.6 ug ﹔鉻 :0.3 ug ﹔鉛 :0.7 ug ﹔汞 :0.5 

ug﹔硒 :5.0 ug ﹔

本標准也以上述限量為基礎﹒為了對上述數据進行說明﹐有必要确定玩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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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的上限值﹐但可利用的數据非常有限﹒假定每天吸收 8mg玩具材料﹐但此數量對

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偏高了﹒

根据每天吸收 8mg玩具材質及上述限量物質﹐則可得出不同的有毒元素的限度﹐

以ug/g為單位（即 mg/g）﹒此數据用來決定減少儿童暴露于有毒元素之中﹒以及現行

的制造條件下﹐此限量可以通過分析得出﹒

1. 目的

本歐洲標准的這一部分規定了玩具材料中銻﹑砷﹑鋇﹑鎘﹑鉻﹑鉛﹑汞和硒元

素的轉移要求測試方法﹒本標准要求不考慮由其他化學物質（在玩具制造中使用）

引起的潛在危險﹒

2﹒適用范圍

見歐洲標准第一部分﹒本部分包括玩具材料和玩具部件材料的遷移要求及測試

方法﹐但不可觸及的材料（見第一部分 4.17）除外﹒若合适﹐在考慮可触性之前﹐

應考慮與本標准第一部分相關的測試﹒此要求包括如下材料中的轉移﹕

－－噴油涂層﹑油漆﹑瓷漆﹑印刷油墨和類似物涂層﹔

－－聚合物和類似材料﹔

－－紙和厚紙板﹔

－－紡織品﹔

－－大宗有色物質（如顏色浸過的木塊﹑皮革等）﹔

－－金屬材料﹔

－－可留下印跡的材料（如鉛筆中的石墨和鋼筆中的液体墨水）﹔

－－軟質捏塑材料及膠質材料﹔

－－玩具噴油（包括指甲油） ﹑油漆﹑瓷漆﹑瓷釉粉末及類似物之固体或液体型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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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本標准中﹐聚合物和其類似物是以紡織品形式出現﹐則視為紡織品﹒本

標准不适用于金屬物﹐除非那些金屬物是﹕

－－在玩具中設計用來放入口中（如樂器）﹔

－－用于玩具中或玩具可分离的部件（包括那些按第一部分測試可分离的部

件）﹐且能通過按第一部分 4.22的模板A的矩形孔﹒

玩具或玩具的部件﹐由于其功能﹑重量﹑尺寸或其他特征能明顯地排除由于吸﹑

舔吃或吞咽造成的危險（在儿童正常使用及可預見的使用條件下） ﹐不包括在標准的

這一部分中﹒

3﹒參考文獻

EN71-1:1988﹐玩具安全標准第一部分﹕机械和物理性能﹔

ISO3696:1987分析試驗用水﹑規格和測試方法﹒

4﹒定義

EN71的本部分適用下述定義﹕

4﹒1﹒基底材料﹕指涂層依附于其中的物質﹒

4﹒2﹒涂層﹕所有覆蓋在基底材料上的層狀物質﹒

4﹒3﹒（某一方法的）檢出极限﹕空白值標准偏差的三倍﹒

4﹒4﹒刮取﹕在不拆卸玩具部件的情形下﹐由基底材料上取下涂層﹒

5﹒要求 :當按條款 8.9和10測試時﹐條款 2所規定的玩具和玩具上的元素轉移營

區符合表 1的規定极限﹒

表1  玩具材料中可觸及的部件元素轉移极限

玩具材料
玩具材料元素轉移最大极限

Sb As Ba Cd Cr Pb Hg Se 
條款2所規定所有材料
(捏塑粘土﹑指甲油除外 ) 

60 25 500 75 60 90 60 500 

捏塑粘土﹑指甲油 60 25 250 50 25 90 2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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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的結果將按條款 11所規定的測試方法﹐相對標准偏差來解釋﹒

注﹕當考慮符合或不符合規定時﹐應考慮到不同實驗所獲得的結果偏差﹒

6﹒原理

模擬玩具經吞食后在消化系統內停留 4小時的情形﹐提取玩具中可溶解物質﹐並

分析各种元素的含量﹒

7﹒試劑和儀器

注﹕本節不包括試劑﹑材料和儀器的參考資料（儀器如條款 10之所規定的分析測試所

必須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器） ﹒

7﹒1﹒試劑

7﹒1﹒1﹒鹽酸溶液（ 0.07mol/l ）﹒

7 .1 ﹒2﹒鹽酸溶液（ 0.14mol/l ） . 

7﹒1﹒3﹒鹽酸溶液 (大約 2.0mol/l （7.3%m/m）） . 

7﹒1﹒4﹒鹽酸溶液 (大約 6.0mol/l （21.9%m/m））. 

7﹒1﹒5 . 不含酸的三氟乙烷或其他合适的溶液﹒

7﹒1﹒6 . 按 ISO 3696純度至少三級的水 . 

7﹒2﹒儀器

一般的實驗室儀器和﹕

7﹒2﹒1﹒金屬篩 ,网孔 0.5mm﹔

7﹒2﹒2﹒PH表,精度為±0.1PH值﹔

7﹒2﹒3﹒分子過濾器 ,孔徑0.45um﹒

8﹒試驗準備

供試驗用的試驗樣板應是上市的產品成品﹒測試的部分必須取自一個或一個以

上實驗樣本﹒亦可用能代表上述規定的相關資料的替代材料作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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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玩具是設計用于可拆卸的或不用工具就可拆卸﹐則每個拆開的部分應單獨考

慮﹒

8﹒1﹒噴油涂層﹑油漆﹑瓷漆﹑印刷油墨和類似物涂層

從試驗室樣板上刮取涂層﹐並在室溫下粉碎﹐試驗用量不小于 100mg﹐並用网孔

0.5mm的金屬篩网過篩﹒

若實驗室樣本不統一（如顏色或物質不一致） （指涂層） ,則按上述規定﹐從不

同的涂層中獲取試樣﹒

若同一材料的涂層不能提供 100mg的試樣時﹐則盡可能多的刮取涂層﹐為保持此

試樣的最大重量﹐由此方法獲得的試樣無需過篩﹐但須報告試樣的總量（見 12F）﹒

若表面涂層無法刮取或總的涂層覆蓋面積小于 100m㎡﹐此時無須取表面涂層作

為試驗物 ,而應取連同涂層下的基底部分一起作為試驗物﹒由此獲得的試驗物應按本

標准規定的基底材料部分試驗方法測試﹒

若表面涂層無法粉碎時（如橡膠 /塑膠噴油）﹐則由實驗室樣品中刮取試樣而無

需粉碎﹒

8.2. 非紡織品的聚合物及類似材料

聚合物及類似材料的試驗品應按如下方法獲得﹕

為獲得盡可能大的表面積﹐應在實驗室樣品最薄弱的地方切取樣片﹒試樣片在

未加壓力時﹐應無大于 6mm的尺寸﹒例如﹕

按照本規定要求 ,厚度薄于 6mm的試驗片 ,將被切成大約 6mm＊6mm大小﹒

切取試驗樣片時應避免加熱﹒

若試驗室樣品的材質不一致﹐則每种材料作為試樣﹐總量超過 100mg﹒若所得試

樣總量不足 100mg﹐則由主要材料獲取試樣﹒

若被測試的材料表面涂覆了噴油涂層﹑油漆﹑瓷漆﹑印刷油墨和類似物涂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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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被刮下﹐涂覆的面積超過 100m㎡﹐則分別按照 8.1刮取涂層﹐試樣面積按本節

規定獲得基底材料試樣﹒

若表面涂層無法刮取或總的涂層覆蓋面積小于 100m㎡﹐則試樣不由涂層取得﹐

在此情形下﹐試樣應按本節規定由基底材料中獲得﹐且切試驗片上應包含部分涂層

區域﹒

8﹒3﹒紙和厚紙板 ,按8.2規定獲得試驗樣品及對其進行處理﹒

8﹒4﹒紡織品 ,按8.2規定獲得試驗樣品及對其進行處理﹒

8﹒5﹒大宗有色物品 ,按8.2規定獲得試驗樣品及對其進行處理﹒

8﹒6﹒金屬材料

由實驗室樣品中獲取金屬材料試樣﹐除非測試需要﹐一般而言﹐不會將試樣切

成碎片﹒若測試的材料表面為噴油涂層﹑油漆﹑瓷漆﹑印刷油墨和類似物涂層﹐且

涂复面積大于 100m㎡﹐則分別按 8.1刮取涂复層作試樣和按本節規定﹐由基底材料中

獲取試樣﹒若涂复層的面積小于 100m㎡﹐則分別由涂層中獲取試樣﹒在此情形下﹐

試樣應按本節的規定獲得﹐且試樣中包含部分涂复區域﹒

8﹒7﹒可留下印跡的材料

8﹒7﹒1﹒固体形狀的材料

由實驗室樣品中按如下方法獲得試樣﹕刮下部分材料或將材料切成碎片﹒試樣

應由實驗室樣品中能留下印跡的各种材料組成﹒

若材料中含有潤滑劑﹑油﹑蜡或類似物時﹐則用不含酸的三氟乙烷和其他合适

的溶液﹐用 Soxhlet 萃取法除去﹒至少處理 10個循環﹒使用的溶液應按 12d）規定﹐

記錄于報告中 （注﹕在某些情況下﹐化的溶液中有微量的鹽酸出現﹐對萃取的結果有反效

應）. 

將試樣粉碎﹐用网孔 0.5mm的金屬篩過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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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液体形狀的材料

由實驗室樣品中獲得試樣﹐試樣應由實驗室樣品中能留下印跡基地各种材料組

成﹒若材料由含有潤滑劑﹑油﹑蜡或類似物時﹐則用不含酸的三氟乙烷和其他合适

的溶液﹒使用的溶液應按 12d）規定﹐記錄于報告中﹒

8﹒8﹒軟質捏塑材料及膠質類材料按 8.7.2 規定方法獲得試樣及處理﹒

8﹒9﹒固体或液体形式的噴油涂層﹑油漆﹑瓷漆﹑瓷釉粉末和類似物﹒

8﹒9﹒1﹒固体形式的材料按 8.7.1 規定的方法獲得試樣及處理﹒

8﹒9﹒2﹒液体形式的材料按 8.7.2 規定的方法獲得試樣及處理﹒

9﹒測試程序

9﹒1﹒噴油涂層﹑油漆﹑瓷漆﹑印刷油墨和類似物涂層

9﹒1﹒1﹒按8.1準備試樣﹒

9﹒1﹒2﹒在37±2℃時﹐將試樣与 50倍試樣重量的 0.07 mol/l L 鹽酸溶液混合﹐

在試樣重量小于 100mg時﹐用 5.0ML此鹽酸与試樣混合﹐搖動 1分鐘﹒檢查混合物的酸

度﹒若 PH值＞ 1.5﹐則邊滴加 2 mol/l （7.3%m/m）的鹽酸邊搖動﹐直至 PH值≦1﹒5﹒

將混合物避光保存﹒連續充分搖動混合物 1小時﹐然后將混合物在 37±2℃的環境靜放

置1小時﹒（注﹕已經發現﹐在光照條件下﹐可溶性鎘的萃取量是在暗處的 2~5倍﹒）

若溫度控制有問題時﹐則混合﹑搖動﹑靜置均可在室溫下進行﹒盡管如此﹐當

由此獲得的最終結果是條款 5限度的 50~100%時﹐則此測試須在 37℃時重新測定﹐根

据此重新測定的結果決定合格与否﹒

9﹒1﹒3﹒如需要﹐可通過孔徑為 0.45um的薄暯過濾器离心分离出混合物中的固

体﹒按條款 10的規定﹐檢查此溶液和适當的元素是否出現及數量大小﹒若是一個工

作日不可完成對溶液的檢查﹐則應确保溶液的穩定性﹒

若測試使用的試樣小于 100mg﹐則适當元素的數量与用 100mg試樣時一樣計算﹒



39 

9﹒2﹒非紡織類的聚合物及類似物﹒

9﹒2﹒1﹒按8.2準備試樣﹒

9﹒2﹒2﹒按9.1.2 和9.1.3 處理試樣﹒

9﹒3﹒紙和厚紙板

9﹒3﹒1﹒按8.3準備試樣﹒

9﹒3﹒2﹒在37±2℃時﹐將試樣浸于 25倍試樣重量的水中﹐得到顏色質地一致的

混合物﹒定量地將混合物加至一錐形瓶中﹐搖動 1分鐘﹒檢查 PH值﹐若PH值＞1.5﹐

則邊滴加 2 mol/l （7.3%m/m）的鹽酸邊搖動﹐直至 PH值≦1.5﹒將混合物避光保存﹒

連續充分搖動混合物 1小時﹐然后將混合物在 37±2℃的環境靜放置 1小時﹒

若溫度控制有問題時﹐則混合﹑搖動﹑靜置均可在室溫下進行﹒盡管如此﹐當

由此獲得的最終結果是條款 5限度的 50~100%時﹐則此測試須在 37℃時重新測定﹐根

据此重新測定的結果決定合格与否﹒

9﹒3﹒3﹒如需要﹐可通過孔徑為 0.45um的薄暯過濾器离心分离出混合物中的固

体﹒按條款 10的規定﹐檢查此溶液和适當的元素是否出現及數量大小﹒若是一個工

作日不可完成對溶液的檢查﹐則應确保溶液的穩定性﹒

9﹒4﹒紡織品

9﹒4﹒1﹒按8.4準備試樣 . 

9﹒4﹒2﹒按9.1.2 和9.1.3 處理試樣﹒（注﹕按規定搖動 1分鐘后﹐檢查試樣是否

完全被浸濕﹒若未全部浸濕﹐則繼續搖動直至全部浸水濕為止﹒）

9﹒5﹒大宗有色物質

9﹒5﹒1﹒按8.5準備試樣﹒

9﹒5﹒2﹒按9.1.2 和9.1.3 處理試樣﹒

9﹒6﹒金屬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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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按8.6準備試樣﹒

9﹒6﹒2﹒按9.1.2 和9.1.3 處理試樣﹒

9﹒7.用于留下痕跡的材料

9﹒7﹒1﹒固体形狀材料

9﹒7﹒1﹒1﹒按8.7.1 規定準備試樣﹒

9﹒7﹒1﹒2﹒按9.1.2 和9.1.3 規定處理試樣﹒

注﹕如需要﹐則根据去蜡之前試樣的重量來計算 0.07 mol/l 鹽酸溶液用量﹒

9﹒7﹒2﹒液体形狀材料

9﹒7﹒2﹒1﹒按8.7.2 規定準備試樣﹒

9﹒7﹒2﹒2﹒按9.1.2 和9.1.3 規定處理試樣﹒若試樣中含有大量堿性物質﹒通

常以碳酸鈣形式出現時﹐ 應用6MO mol/l（即21.9％M／M）鹽酸使PH值≦1﹒5﹐用6 mol/l

鹽酸溶液是為了避免溶液過分稀釋﹒須按 12F)的規定﹐記錄用于此溶液中的鹽酸總

量﹒

注﹕如需要﹐則根据去蜡之前試樣的重量來計算 0.07mol/l 鹽酸溶液用量﹒

9﹒8﹒軟質捏塑材料及膠質類材料

9﹒8﹒1﹒按8.8規定準備試樣﹒

9﹒8﹒2﹒按9.1.2 和9.1.3 規定處理試樣﹒

9﹒9﹒固体或液体形式的噴油涂層﹑油漆﹑瓷漆﹑瓷釉粉末和類似物﹒

9﹒9﹒1固体形式的物質

9﹒9﹒1﹒1.按8.7.1 規定準備試樣﹒

9﹒9﹒1﹒2﹒按9.1.2 和9.1.3 規定處理試樣﹒

9﹒9﹒2.液体形式的物質

9﹒9﹒2﹒1.按8.7.2 規定準備試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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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2﹒按9.1.2 和9.1.3 規定處理試樣﹒

10﹒元素轉移量的确定

對确定條款 1給定的遷移量﹐一檢測方法的檢出极限最大确定量（見第五條）的

1/10﹒註﹕不同元素成分的測定可通過例如如下的方法﹕

對确定材料中 10 mg/kg銻（即由此所得溶液濃度為 0.2mg/l ）﹐可用氫化物生

成式原子吸收光譜儀背景校正方法測量﹒

對5mg/kg濃度等級的砷（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0.1 mg/l ）﹐可用氫化物生成式

原子吸收光譜儀背景校正方法測量﹒

對材料中 250mg/kg 濃度等級的鋇（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5 mg/l ）﹐可用一氧化

氮/乙炔火焰原子吸收光譜儀背景校正方法測量﹒

對材料中 15mg/kg濃度等級的鎘（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0.3 mg/l）﹐可用火焰原

子吸收光譜儀來測定﹐使用空气 /乙炔火焰和背景校正法﹒

對材料中 5mg/kg濃度等級的鉻（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0.1 mg/l ）﹐可用蒸氣生

成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來測定﹐使用背景校正法﹒

對材料中 50mg/kg濃度等級的汞（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1 mg/l）﹐可用火焰原子

吸收光譜儀來測定﹐使用空气 /乙炔火焰和背景校正法﹒

對材料中 50mg/kg濃度等級的硒（即試樣溶液濃度為 1 mg/l）﹐可用氫化物生

成式原子吸收光譜儀來測定﹐使用背景校正法﹒

11﹒測試方法的標准偏差

由不同的操作人員在不同的實驗室﹐按本標准規定的方法測定同一种材料的試

驗結果相對偏差按如下的規定﹕

30%﹐使用火焰原子吸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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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使用非火焰原子吸收方法（汞）﹔

60%﹐使用氫化物生成式原子吸收方法（銻﹑砷﹑硒）﹔

濃度水平的上述偏差﹐按下述數值等級﹕

10~100mg/kg銻﹔

5~50mg/kg砷﹔

100~1000mg/kg鋇﹔

15~150mg/kg鎘﹔

25~250mg/kg鉻﹔

50~500mg/kg鉛﹔

10~100mg/kg汞﹔

50~500mg/kg硒﹒

注﹕此標准偏差根据國際上 17所實驗室于 1987年合作進行的試驗結果确定﹒

12﹒試驗報告

試驗報告至少包括如下的內容﹕

a)受試驗玩具或材料的种類和識別標識﹔

b)參照本歐洲標准（ EN71－3）﹔

c) 測定所出現的元素數量的方法﹔

d)去取用于留下印跡的材料中潤滑油﹑油﹑蜡或類似物（見 8.7.1 和8.7.2 ）時

所用的溶液﹔

e)測試的結果以 mg(元素 )/kg( 材料 )表示﹐注明結果是可溶解的元素﹔

f) 任何偏差﹐通過協議或其他方式确定﹐不同于標准程序規定的﹔

g)測試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