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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委托单位地址：     

 
 

下列样品由客户提供及确认: 

 

产品名称 :   

产品编号 :   

客户订单编号 :   

 
 
 

以上样品及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SGS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可靠性和（或）完

整性责任。 

 
********** 

 

执行检测 : 按委托方要求进行检测  

收样日期 : 2020年04月07日  

检测日期 : 2020年04月07日至 2020年04月13日  

样板标识年龄组 : 12-36个月  

SGS按年龄指引所评估

的年龄组(测试年龄组) 

: 12个月到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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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根据申请者的要求，参考以下标准进行指定测试 (除掉工具) -- 

GB 6675.1-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符合 

GB 6675.1-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条款
5.3.3 & 5.3.4 玩具产品中可迁移元素含量（指定材料测试） 

见结果 

GB 6675.1-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范的条款

5.3.7 玩具产品中塑化材料的增塑剂含量（指定材料测试） 

见结果 

GB 6675.2-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符合 

GB 6675.3-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3部分:易燃性能  符合 

GB 6675.4-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4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指定材料测试） 

见结果 

根据申请者的要求，参考GB/T 52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5部分:玩具 进行指定测试 

-- 

GB/T 5296.5-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5部分:玩具 条款
5.1 和5.10 

见结果 

 

***** 详细资料请见下一页*****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授权代表签署 
   

  
 

屈萍 

授权签字人 

刘峻杰 

授权签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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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B 6675.1-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范 

条款 描述 结果 

5 技术要求  

5.1 机械和物理性能  

 5.1.1 玩具和紧固件机械强度 符合  

 5.1.2 边缘,突出物,绳锁,电线和紧固件 符合 

 5.1.3 活动部件 符合 

 5.1.4(a) 绞扼窒息 符合 

 5.1.4(b) 堵塞口鼻气道  符合 

 5.1.4(c) 楔入口腔咽喉 符合 

 5.1.4(d) 供 36 个月儿童使用的玩具 符合 

 5.1.4(e) 玩具销售时采用的包装 符合 

 5.1.4(f) 食物中或与食物混在一起的玩具 符合 

 5.1.4(g) 牢固附着于食品的玩具 符合 

 5.1.5 水上玩具 符合 

 5.1.6 封闭空间 符合 

 5.1.7 乘骑玩具 符合 

 5.1.8 弹射玩具 符合 

 5.1.9(a) 玩具表面温度 符合 

 5.1.9(b) 含有液体和气体的玩具 符合 

 5.1.10 声响玩具 符合 

 5.1.11 活动玩具 符合 

 5.1.12 类似仿真武器玩具 符合 

5.2 易燃性能  

 5.2.1 危险的燃烧因素 符合 

 5.2.2 国家规定的限制物质或制剂 符合 

 5.2.3 易爆物质或成分 符合 

 5.2.4 玩具,特别是化学游戏玩具易燃易爆物 符合 

5.3 化学性能  

 5.3.1 玩具暴露的化学物质 见备注 

  备注：由企业设计和制造过程的控制予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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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玩具产品所使用的材料 见备注 

  备注：由企业设计和制造过程的控制予以保证。  

 5.3.3, 5.3.4 玩具中可迁移重金属 符合(见结果) 

 5.3.5 玩具化妆品 符合 

 5.3.6 玩具中的液体 符合 

 5.3.7 玩具中的塑化剂 符合(见结果) 

5.4 电器性能 符合 

5.5 卫生要求  

 5.5.1 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符合卫生和清洁要求       见备注 

  备注：由企业设计和制造过程的控制予以保证。  

 5.5.2 供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和纺织玩具清洁要求 符合 

 5.5.3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玩具及部件和包装卫生要求 符合 

5.6 辐射性能  

 5.6.1 电离辐射伤害 符合 

 5.6.2 光辐射 符合 

5.7 玩具标识  

 5.7.1 玩具使用说明 符合 

 5.7.2 玩具警告标识 符合 

附录 A 警告 符合 

 
 
 
  



检测报告 编号: TXXXXXXXXTY   日期: 2020 年 04 月 13 日        第5页 共13页 

 
 

 

GB 6675.1-2014 条款 5.3.3 & 5.3.4，GB 6675.4-2014 －特定元素的迁移 

 

方法：参考 GB6675.4:2014 

分析仪器为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 

  

测试项目 铅 锑 砷 钡 镉 铬 汞 硒 

评价 

MDL（mg/kg） 5 5 2.5 10 5 5 5 10 

允许上限（mg/kg）－

指画颜料 
25 10 10 350 15 25 10 50 

允许上限（mg/kg）－

造型粘土 
90 60 25 250 50 25 25 500 

允许上限（mg/kg）－

其它材料（除造型粘土

和指画颜料） 

90 60 25 1000 75 60 60 500 

样品序号 
重量小于

100 毫克 
修正结果（mg/kg） -- 

1 /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符合 

2 / ND ND ND 249 ND ND ND ND 符合 

  

样品描述： 

1. 把手粉色软胶 

2. 主体金属上的粉色涂层 

  

说明： - mg/kg = 毫克每千克 

 - ND = 未检出（低于 MDL） 

 - MDL = 检出限 

 - 显示结果为修正后的分析结果 

 - 报告中的符合性判定规则是根据规范或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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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1-2014 条款 5.3.7 玩具产品中塑化材料的增塑剂含量 
  

方法：参考 GB/T 22048: 2015，方法 A 

分析仪器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可入口的部件： 
  

测试项目 CAS No. 
结果(%) 

MDL (%) 
允许上限

(%) 1 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84-74-2 ND ND 0.001 --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BP） 85-68-7 ND ND 0.001 --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

酯（DEHP） 
117-81-7 ND ND 0.001 --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68515-48-0 
28553-12-0 

ND ND 0.005 --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117-84-0 ND ND 0.001 --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26761-40-0 
68515-49-0 

ND ND 0.005 -- 

总量 (DBP+BBP+DEHP) ND ND -- 0.1 

总量 (DINP+DNOP+DIDP) ND ND -- 0.1 

评价 符合 符合 -- -- 

  

样品描述： 

1. 把手粉色软胶 

2. 主体金属上的粉色涂层 

                                                                   

说明： - ND = 未检出（低于 MDL） 

 - MDL = 检出限 

 - % = 重量百分比 

 - 结果为未检出时，该结果不参与加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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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2-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2 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条 款 描 述 结果 

4 技术要求  

4.1 正常使用 符合 

4.2 可预见的合理滥用 符合 

4.3 材料  

 4.3.1     材料质量 (目检) 符合 

 4.3.2     膨胀材料 符合 

4.4 小零件  

 4.4.1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  符合 

 4.4.2     36 个月及以上但不足 72 个月儿童使用的玩具 符合 

4.5 某些特定玩具的形状、尺寸及强度  

 4.5.1     挤压玩具、摇铃及类似玩具 符合 

 4.5.2     小球 符合 

 4.5.3     毛球 符合 

 4.5.4     学前玩偶 符合 

 4.5.5     玩具奶嘴 符合 

 4.5.6     气球 符合 

 4.5.7     弹珠 

4.5.8     半球形玩具 

符合 

符合 

 

4.6 边缘  

 4.6.1     可触及的金属或玻璃边缘 符合 

 4.6.2     功能性锐利边缘 符合 

 4.6.3     金属玩具边缘 符合 

 4.6.4     模塑玩具边缘 符合 

 4.6.5     外露螺拴或螺纹杆的边缘 符合 

4.7 尖端  

 4.7.1     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符合 

 4.7.2     功能性锐利尖端 符合 

 4.7.3     木制玩具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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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突出部件 

4.8.1     突出物 

4.8.2     把手和其他类似的管子 

符合 

符合 

符合 

4.9 金属丝和杆件 符合 

4.10 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符合 

4.11 绳索和弹性绳                                                                                                   

 4.11.1     18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的绳索和弹性绳  符合 

 4.11.2     18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的自回缩绳 符合 

 4.11.3     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绳索或弹性绳 符合 

 4.11.4     玩具袋上的绳索 符合 

 4.11.5     童床或游戏围栏上的悬挂玩具 符合 

 4.11.6     童床上的健身玩具及类似玩具 符合 

 4.11.7     飞行玩具的绳索、细绳或线 符合 

4.12 折叠机构                                                                                                           

 4.12.1     玩具推车、玩具摇篮车及类似玩具 符合 

 4.12.2     带有折叠机构的其他玩具 符合 

 4.12.3     铰链间隙 

          （不适用于铰链部件质量小于 250g 的产品） 
不适用 

4.13 孔、间隙和机械装置的可触及性  

 4.13.1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符合 

 4.13.2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合格 

 4.13.3     乘骑玩具的传动链或皮带 符合 

 4.13.4     其他驱动机构 符合 

 4.13.5     发条钥匙 符合 

4.14 弹簧  符合 

4.15 稳定性及超载要求  

 4.15.1     乘骑玩具及座位稳定性  符合 

 4.15.2     乘骑玩具及座位的超载性能 符合 

 4.15.3     静止在地面上的玩具的稳定性 符合 

4.16 封闭式玩具   

 4.16.1     通风装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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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     关闭件 

4.16.3     封闭头部的玩具 

符合 

符合 

4.17 仿制防护玩具（头盔、帽子、护目镜） 符合 

4.18 弹射玩具  

 4.18.1     一般要求 符合 

 4.18.2     蓄能弹射玩具 符合 

 4.18.3     非蓄能弹射玩具 符合 

4.19 水上玩具 符合 

4.20 制动装置 符合 

4.21 玩具自行车 符合 

4.22 电动童车的速度要求 符合 

4.23 热源玩具 符合 

4.24 液体填充玩具 符合 

4.25 口动玩具 符合 

4.26 玩具滚轴溜冰鞋, 玩具单排滚轴溜冰鞋和玩具滑板 符合 

4.27 

4.28 

4.29 

玩具火药帽  

声响要求  

磁铁和磁铁部件  

符合 

符合 

符合 

   

附录 B 安全标识指南和生产厂商标记  

B.2 安全标识指南  
B.2.1 标识定义和位置 符合 

B.2.2 年龄组 符合 

B.2.3 小零件和含小零件的玩具 符合 

B.2.4 气球 符合 

B.2.5 小球 符合 

B.2.6 水上玩具 符合 

B.2.7 童床或游戏围栏上的悬挂玩具 符合 

B.2.8 与食物接触的玩具 符合 

B.2.9 供成人组装的玩具 符合 

B.2.10 婴儿健身玩具及类似玩具 符合 

B.2.11 仿制保护玩具 符合 

B.2.12 带功能性锐利边缘和/或锐利尖端的玩具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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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3 功能性玩具 符合 

B.2.14 玩具旱冰鞋和玩具滑板 符合 

B.2.15 弹射玩具 符合 

B.2.16 玩具风筝 符合 

B.2.17 玩具自行车 符合 

B.2.18 
B.2.19 
B.2.20 

玩具火药帽 

产生高脉冲声音的玩具 

供 8 岁及以上儿童使用的磁/电性能实验装置 

符合 

符合 

符合 

B.3 说明文献  
B.3.1 资料和说明 符合 

B.3.2 童床, 游戏围栏上的悬挂玩具 符合 

B.3.3 童床上的健身玩具及类似玩具 符合 

B.3.4 玩具箱 符合 

B.3.5 液体填充出牙器和液体填充牙咬玩具 符合 

B.3.6 供成人组装的玩具 符合 

 

附录 D     玩具枪标识                                                            符合 

 
 

GB 6675.3-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3 部分:易燃性能 

 

条款  描述 结果 

4.1 一般要求 符合 

4.2.2 
 

伸出玩具表面长度大于或等于 50mm,由毛发、毛绒或其他类似特性材料(例如

自由悬挂丝带、纸质或布绳制成的胡须、触须、假发等玩具 

符合(见备注) 

 

 

备注:  

伸出玩具表面长度大于或等于 50mm 的胡须、触须、假发和面具及其他含毛发、毛绒或其他附件（条

款 4.2.2） 

           

样品                              持续燃烧时间 (秒)              燃烧长度 (毫米) 

产品名称   0.01      5 

 

（要求：移开火焰后燃烧持续时间应小于 2s,如果样品的原始长度不小于 150mm，则燃烧长度不能超

过原始长度的 50％；如果样品的原始长度小于 150mm，则燃烧长度不能超过原始长度的 75％） 

 

测试所用气体: 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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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4-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第 4 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详见 GB 

6675.1-2014 条款 5.3.3 & 5.3.4 结果 
                                                            

      
 

GB/T 5296.5-2006 : 消费品使用说明 － 玩具 
 

条 款   描 述 条款要求 结果 

5.1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符合国家,行业,企业标准的名称,且能表明产品真实

属性的名称. 

符合 

5.2 产品型号 使用说明上需标注的型号,规格应与产品上型号相一致. 符合 

    

5.3 产品标准编号 在包装,使用说明或标签上应标明产品所执行标准的编号. 符合 

5.4 年龄范围 在产品包装,使用说明书及标签上应标明玩具所适用的年龄范围. 

使用年龄范围及说明性的年龄标志标注要求应符合 GB 6675 的

规定. 

符合 

5.5 安全警示 对需要有警示标志或警示说明的玩具应予以标明.安全警示的标

注要求及表达方法应符合 GB 6675 的规定. 

符合 

5.6 毛绒布制玩具材质

主要成分的名称和

含量 

毛绒布制玩具材质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 符合 

5.7 安全使用方法及组

装图 

结构及使用方法较复杂, 不易安装的产品, 拼插,组装玩具应在使

用说明或标签上按正确使用程序,分步骤标明详细的使用方法或

组装图. 

符合 

5.8 维护和保养 对影响安全使用或健康卫生的玩具应标明维护和保养的方法. 符合 

5.9 安全使用期限 需要限期使用的产品, 应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按年,月,日

顺序标注). 

符合 

5.10 生产者、经销者的

名称和地址 
应标明产品生产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或者应标明该

产品的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或销售商在中

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符合 

6 形式 6．1 根据玩具产品的特征, 使用说明可采用以下之一或他们的

组合: 

- 直接压印、粘贴在产品上的使用说明; 

- 缝制或悬挂在产品上的标签、标牌； 

- 随产品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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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于产品包装上的使用说明书; 

  6．2 安全警示的标注应采用耐久性标签，并且应永久地附在产

品和/或包装上. 由于产品结构或尺寸影响, 不便附在产品上的安

全警示，应附在包装和使用说明书上. 

符合 

  6．3 使用说明应按单件产品或最小销售单位提供. 符合 

7 安放位置 7．1 产品或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宜置于便于识别的部位。 符合 

  7．2 毛绒布制玩具的安全警示标签宜缝制在产品上. 符合 

  7．3 当同时采用几种形式的使用说明时, 应保证其内容的一致

性. 

符合 

8 字体、字号 8．1 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使用说明应使用规范的汉字。 汉字、

数字和字母的尺寸应不小于五号字体。 

符合 

  8．2 “危险”、“警告”、“注意”等安全警示的字体应不小于四号黑

体字,警示内容的字体应不小于五号黑体字. 

符合 

 

 

 

 

备 注： - 本报告只列出适合的项目。 

 - 标准中不含有判定规则，报告中的符合性判定是基于 ILAC-G8:09/2019 条款 4.2.2 中的

带保护带的二元判定规则。 

符合---带保护带接受，测量结果低于可接受限值 

不符合---带保护带拒绝,测量结果高于可接受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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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图片 

图1.  图2.  

  
图3.  图4.  

  
 

SGS鉴别的样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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