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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动态  

欧盟更新电动玩具协调标准 

（天祥公司  供稿） 

根据 2015 年 6 月 12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的信息，EN 62115 的更新版 A12 已被采

用作为符合欧盟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特殊安全要求的协调标准，旧版本过渡期至

2017 年 6 月 3 日。该修订中最大的变化在于新增了对产品产生的电磁场对人体辐射的

评估（EMF）。  

——条款 7.5 修改强调当条款 7.4 下要求的标识和使用说明只在包装上显示时，则

必须在包装上显示该包装含有重要信息须保留的说明。  

——条款 9.8.2 通过将低功率点连接到电源电极来使低功率电路短路。如果短路发

生危险情况，则应解除短路，对相应的低功率电路实施 a) 到 f) 的测试。  

——增加了附录 Annex ZC（Toys generat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该附

录要求如果玩具满足以下条件时不需要进行测试可视为符合本项要求否则需要按照 EN 

62233:2008 的要求进行 EMF 评估：玩具不含有马达、电感、IC 或只含有无源电子元件；

玩具的工作电流小于等于 3A（安培）。  

德国对维持玩具安全中重金属限制的挑战失败 

（通标公司  供稿） 

德国近日继续实施对五种可溶性重金属限制失败。德国将采纳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中可溶性重金属规范。生效日期被认为是立即生效。 

2013 年 5 月，欧盟法院公布了一则新闻发布稿，称德国可能在法院 1 做出最终决

定前，继续应用关于玩具材料中五种可溶性重金属（锑、砷、钡、铅和汞）现有限值

的规定。 

2014 年 5 月 14 日，欧盟法院公布了一则新闻发布稿（第 72/14 号，德国 vs 委员

会 T-198/12 号案件裁决），宣布： 

1.驳回德国关于可溶性砷、锑和汞的诉讼； 

2.废除委员会批准德国在 2013 年 7 月 21 日之前的可溶性铅限制的决议； 

3.根据德国要求，宣布无需继续进行对可溶性钡进行判决。 

最终，德国将遵守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TSD)关于可溶性锑、砷、钡、铅和汞

的相关规范，并立即生效 2。 

欧盟对 REACH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了修订 

（通标公司  供稿） 

欧盟最近发布了对 REACH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的修订意见。为避免将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同时生效的两个具有冲突的修订版本发生混淆，2015 年 6 月 1 日前所

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被允许使用到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5 月 29 日，欧盟官方公报（OJEU）发布了欧盟（EU）第 2015/830 号法规。

该法规对“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ACH）附录Ⅱ中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的要求进行了修订。所进行的修订是为了避免两个具有冲突性的 REACH 附录Ⅱ的



 

修订会导致混淆；而这两次修订都将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始生效。这两次具有冲突的

修订是： 

——CLP（EC）第 1272／2008 号法规之 59（5）条“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

签和包装”  

——（EC）第 453/2010 号法规之“关于 REACH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符合性要

求修订”  

如果是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前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文件，新修订允许不符

合新要求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可使用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新修订内容的要点见下表： 

(EU) 第 2015/830 号法规 

 

序号 

附录Ⅱ第一部分章节号（标题） 要点 

 

1 

0.5 

（其它信息要求） 

对进行大宗散装危险货物操作的船员以

及其它运输人员的安全和环境要求以国

际海事组织（IMO）的要求为准。 

 

2 

11.1 

（毒物学效应信息） 

所列明的相关危险类别在每份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上都必须予以标明。 

  

3 

12 

（生态学信息）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由于个别原因（如：

技术原因无法获得数据或无确切数据）

而无法予以分类，要在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载明相关信息。 

 

4 

 

--- 

如果是在 2015 年 6月 1日前提供的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这些不符合新规定

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可使用到 2017

年 5 月 31 日。 

●质检要闻                                                                                                      

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7 月 2 日，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国务委

员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勇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面抓好《深

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宣贯落实，坚持“放、管、治”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加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稳步推

进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推荐性标准复审修订、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改革试点等重点



 

任务，加快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互为补充、衔接配套的新

型标准体系，更好发挥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

略性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质检总局局长

支树平汇报贯彻落实《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有关情况，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等部门作了发言。 

质检总局：今年共检出 1065 批次不合格儿童用品 

从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质检总局集中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儿童用品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专项行动，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加强儿童用品质量监管，促进消

费环境改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质检总局介绍，此次儿童用品专项行动监督检查的重点产品是童装、童鞋、童

车、玩具、儿童家具、儿童安全座椅、婴幼儿纸尿裤、婴幼儿奶瓶等与儿童健康安全

密切相关的产品；重点企业是消费者投诉、媒体曝光、抽查不合格、伤害监测系统发

现的儿童伤害案例、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以及有其他质量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重点查

处对象是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假冒伪劣、标实不符、“三无”标注等质量

违法行为和制假黑窝点；重点区域包括儿童用品生产企业集中区、质量问题多发区、

货物集散地和进口量大的口岸。 

此次儿童用品专项行动中，质检系统共抽查检验童装、童鞋、童车、玩具、婴幼

儿纸尿裤、儿童安全座椅等儿童用品 7894 批次，对抽查检验的 422 家企业生产的 1065

批次不合格产品依法进行了处理，其中已有 346 家企业整改合格。组织对实施强制性

认证管理的玩具、童车等企业开展了全面清查，共清查 CCC 证书 8840 张，暂扣了 280

家企业的 497 张证书，撤销了 141 家企业的 258 张证书，查处认证违法案件 20 起。共

出动执法人员 24089 人次，查处儿童用品质量违法案件 102 起，涉案货值 154.4 万元。

对确定的 156 个重点区域开展了 147 次区域联合整治行动，涉及 527 家生产企业。组

织开展标准宣贯活动 371 次，对 3105 家企业的 8863 名人员进行了质量培训。组织各

类媒体宣传报道 332 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 88257 份，向社会广泛宣传儿童用品质量

安全知识，促进产品质量社会共治。 

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质检总局连续 4 年将儿童用品作为质量提升的重点产品，

持续加大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在 2012 年底和 2014 年底，两次组织全国质检

系统分别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把加强儿童用品质

量安全监管作为全系统强化消费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儿童用品质量

提升行动，努力提高儿童用品质量。 

下一步，质检总局将继续加强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管，以重点产品和重点环节为

着力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强化监督、严格执法、增强全社

会质量意识等综合整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儿童

用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促进儿童用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7 月 1 日起国抽不合格产品将禁销  

国家质检总局近期发布《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后处理工作

规定》的公告（2015 年第 57 号）。公告称，停业整顿后经再次复查仍不合格的，应通

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许可部门吊销相关证照。该规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国抽新规”规范了适用范围、工作内容和程序以及相关执法部门的权限和责任，并

对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作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应当自收到《产

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责令整改通知书》之日起，根据不合格产品产生的原因和后处理

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按以下要求在 30 日内完成整改，并向后处理部

门提交整改报告，提出复查申请：一是自收到国抽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之日起，至整

改复查合格前，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二是在本单位通报监督抽查有

关情况，查明产品不合格原因，查清质量责任，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落实质量主体

责任；三是对库存不合格产品及检验机构退回的不合格样品进行全面清理，并妥善保

管，等待后处理部门依法处置；对已出厂、销售的不合格产品依法进行处理，主动向

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并向后处理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四是

对只因标签、标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产品安全标准的产品，生产企业在采取补救措施

且能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情况下，方可继续销售，并向后处理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

五是参加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产品质量分析会；六是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

的整改复查。 

“国抽新规”要求，除因停产、转产等原因不再继续生产销售的，或因迁址、自然灾

害等情况不能正常生产且能提供有效证明的以外，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必须进行整改。

此外，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不能按期完成整改的，可以申请延期一次，并应在整改期

满 5 日前向后处理部门申请延期复查，延期不得超过 30 日。 

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确因不能正常生产而造成暂时不能进行整改的，应当提供有

效证明，停止同类产品的生产，并在正常生产该类产品时，按要求进行整改并申请复

查。企业在整改复查合格前，不得继续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而对于经复查

仍不合格的，后处理部门应当责令企业在 30 日内进行停业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再次复

查仍不合格的，应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许可部门吊销相关证照。 

同时，对于监督抽查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逾期不改正且公告后复查仍不合

格的；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生产企业经复查仍不合格，需要依法吊销

证书的；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的，如需要进行执法查处的，有管辖权的执法部门

应依法进行查处。查处期间，不停止对企业整改情况的复查。 

江苏质监局近日公布儿童玩具质量抽查报告 

江苏质监局近日公布儿童玩具质量抽查报告，监督抽查共抽检样品 100 批次（其

中实体店 31 批次，网络平台 69 批次），覆盖商场、超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网络平

台等主要销售渠道，生产企业涉及浙江、福建、山东、江苏、上海、北京等 9 个省及

直辖市。监督抽查结果，共有 6 批次产品不合格，合格率为 94%。 



 

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标准规定预定供 36 个月及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及其可拆

卸的部件或经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测试后脱落的部件，不应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导

致其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产品设计本身的缺陷，结构中预设了小零件部件；

二是生产过程中产品部件固定、黏合不牢固或材料强度不足，导致在滥用状态下出现

部件脱落或破碎形成了小零件。 
 

●召回分析 

2015 年 6 月份玩具及儿童产品召回分析 

（华测公司  供稿） 

1、2015 年第 21-22 周 

欧盟第 21-22 周共召回玩具 19 起，儿童产品 3 起，其中 1 起产自丹麦，1 起产自

泰国，1 起产地未知，其余 19 起全部产自中国大陆。 

6 月 1 日到 6 月 17 日期间，美国召回玩具 1 起，产自中国，无任何儿童产品召回；加

拿大无玩具召回，儿童产品 1 起，产自越南；澳大利亚召回玩具 1 起，儿童产品 6 起，

产地均未知。 

A、欧盟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管控标准 

化装舞会戏服 

儿童活动过程中，袖子上的绳子可能会

引起事故，使儿童遭受伤害；衣服脖颈

处的绳子可能引起儿童缠绕窒息危险。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弓箭套装 
弓箭的弹射动能过大，儿童会遭受伤

害，尤其是眼睛。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弓箭套装 
弓箭的弹射动能过大，儿童会遭受伤

害，尤其是眼睛。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玩具枪套装 
产品经滥用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

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气球 
电池盒易被儿童触及，则纽扣电池若被

儿童吞食，有窒息、损害内脏的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62115 

节日装扮假发 假发燃烧过快，儿童存在烧伤风险。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2 

儿童安全门 

门上弹簧机构和墙间的固定可能会失

效，儿童有跌下楼梯危险；使用者也会

误将门栓下调，儿童存在跌下的风险。 

- 

塑料玩具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88%。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固定刺绣玩具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1.49%。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塑料玩具 
玩具经滥用后，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

童吞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71-1 

安抚奶嘴 
奶嘴经滥用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

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00 

塑料玩偶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0%。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化装舞会产品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6.86%。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奶瓶 
奶瓶的奶嘴经滥用易产生小部件，若被

儿童吞食，存在窒息危险。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350 

塑料玩偶套装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0%；DINP

含量高达 6.8%。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塑料玩偶套

装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2%；DINP

含量高达 17%。 
不符合 REACH 法规 

摇铃 
摇铃手把过长，若被儿童置于口里，有

卡喉窒息的危险。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71-1 

B、美国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拖拉玩具 
玩具经滥用，车轮盖易脱落为小部件，若被儿童吞食，产生窒息

危害。 

C、加拿大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儿童家具 各家具上的固定件会失效，导致家具可能倾翻，使儿童遭受伤害。 

D、澳大利亚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魔法棒玩具 玩具经滥用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食，存在窒息危险。 

豆袋产品 
产品的拉链易被触及和拉开，则儿童可触及到填充豆，若被吞食，存在

窒息危险。 

豆袋产品防水

外罩 
产品的拉链易被触及和拉开，且缺少安全警告标识。 

豆袋沙发产品 产品缺少安全警告标识。 

婴儿学步车 缺少刹车装置，儿童有跌落危险；产品缺少警告语，儿童存在潜在危险。 



 

儿童便鞋 x2 玩具经滥用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食，存在窒息危险。 

2、2015 年第 19-20 周 

欧盟第 23-24 周共召回玩具 14 起，儿童产品 7 起，其中 1 起产自越南，1 起产德

国，1 起产自意大利，2 起产地未知，其余 16 起全部产自中国大陆。 

6 月 18 日到 6 月 30 日期间，美国和加拿大都无任何玩具和儿童产品召回；澳大利亚

无玩具召回，召回儿童产品 3 起，产地均未知。 

A、欧盟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管控标准 

布制玩偶 
偶氮染料超标，实测浓度高达

2738mg/kg。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刺绣玩具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0%。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塑料玩偶套装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13.7%，DBP

含量高达 0.21%。 
不符合 REACH 法规 

飞行玩具 
电池为小部件，且易被触及，若被儿童

吞食产生窒息危害，及内脏损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62115 

儿童比基尼 
产品附有绳子，儿童在活动中绳子易被

外物卡住，造成缠绕窒息及相关危害。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发条玩具 
玩具经滥用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

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木质机器人 
玩具经滥用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童吞

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塑料玩偶套装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3%。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塑料小马玩具套

装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5%。 不符合 REACH 法规 

音乐玩具 
玩具经滥用后，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

童吞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71-1 

塑料玩偶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0%。 不符合 REACH 法规 

玩具警械套装 
玩具经滥用后，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

童吞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规 

玩具警械套装 
玩具经滥用后，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

童吞食，产生窒息危害。 

不符合玩具指令 2009/48/EC 

和协调标准 EN 71-1 

链式牙胶 
玩具经滥用后，易产生小部件，若被儿

童吞食，产生窒息危害。 
- 



 

软填充玩具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1.5%。 不符合 REACH 法规 

摇铃玩具 
摇铃手把过长，若被儿童置于口中，有

卡喉窒息的危险。 
不符合 REACH 法规 

儿童短裤 
短裤腰间有非固定的长绳，儿童在活动

中绳子易被外物卡住，造成伤害事故。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儿童比基尼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30%；DINP

含量高达 6.8%。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儿童长裤 
邻苯超标，DEHP 含量高达 22%；DINP

含量高达 17%。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儿童长袖运动衫 
摇铃手把过长，若被儿童置于口里，有

卡喉窒息的危险。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儿童短裤 
短裤腰间有非固定的长绳，儿童在活动

中绳子易被外物卡住，造成伤害事故。 
不符合欧洲标准 EN 14682 

B、澳大利亚召回产品及其原因 

召回产品 原因 

豆袋产品 
产品的拉链易被触及和拉开，则儿童可触及到填充豆，若被吞食，

存在窒息危险。 

儿童安全座椅 X2 
某些情况下，座椅上布料会卡在束缚系统中，导致束缚系统松开，

儿童存在受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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