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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6675是玩具安全系列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基本规范(GB6675.1);

———通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机械与物理性能(GB6675.2)、易燃性能(GB6675.3)、特定元素的迁

移(GB6675.4);

———特定要求,是针对特定产品的要求。

本部分是玩具安全系列标准通用要求中的特定元素的迁移(GB6675.4),与GB6675.1、GB6675.2、

GB6675.3、GB19865(适用于电玩具)结合使用。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部分代替GB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本部分与GB6675—2003的4.3和附录C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范围中,增加了对可触及涂层和可触及液体、膏状物和凝胶(例如液态油漆、造型化合物)的

特别规定(见1.3)。

———增加了纸和纸板的定义(见3.5)。

———使用正庚烷代替1,1,1-三氯乙烷作为油脂类物质的提取溶剂,其他相关章节中的1,1,1-三氯

乙烷全部用正庚烷代替(见6.1.6、8.7、8.8和8.9)。

———列示了应在测试报告中对测试试样制备程序作说明的部分情形(见第10章e))。

———删除了1,1,1-三氯乙烷酸度测定方法(见2003版附录A.C)。

———测试试样的试样制备和提取程序选择指南由图示改为表示(见附录B、2003版的附录C.C)。

———较大地修改及补充完善了背景情况和理论说明(见附录C)。

———增加了对部分试验条件参数的参考建议(见附录D)。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8124-3:2010《玩具安全 第3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本部

分与ISO8124-3:2010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6675.2代替ISO8124-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6682代替ISO3696:1987;

———GB6675.4中造型黏土和指画颜料可迁移元素限值要求不同;而ISO8124-3中造型黏土和指

画颜料可迁移元素限值要求相同。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D。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玩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祥质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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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松辉化工有限公司/万辉涂料有限公司、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玩具实验室、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浙

江省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谱尼测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月亮、杨万颖、黄理纳、王龙、王学琴、陈晓华、雷再明、方玉明、张士、陈小珍。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6675—1986、GB667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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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要求是以使用玩具而导致的某些元素生物利用率为依据而制定的,作为要达到的控制指标,
下列元素每天的生物利用率不得超过如下数值:

———锑0.2μg;
———砷0.1μg;
———钡25.0μg;
———镉0.6μg;
———铬0.3μg;
———铅0.7μg;
———汞0.5μg;
———硒5.0μg。
为说明上述数值的意义,有必要确定玩具材料摄入量的上限,而用于确定这个上限的数据十分有

限。作为可行的假设,目前能被接受的各种玩具材料每天平均摄入量估计约为8mg/d,同时不排除在

个别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超出上述估计值。
将每天的摄入量与上述所列的生物利用率数值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各种有害元素的限量(用

mg/kg表示),详见表1。上述数值已经过调整,以减少儿童与玩具中有害元素的接触并保证在现有生

产条件下可达到的限量的分析可行性(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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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1 范围

1.1 GB6675的本部分规定了玩具材料和玩具部件中可迁移元素———锑、砷、钡、镉、铬、铅、汞和硒的

最大限量要求、取样方法,以及测试试样的制备和提取程序。

1.2 本部分规定的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要求适用于以下玩具材料:
———色漆、清漆、生漆、油墨、聚合物涂层和类似的涂层(见8.1);
———聚合物和类似材料,包括无论是否有纺织物增强的层压材料,但不包括其他纺织物和无纺布

(见8.2);
———单位面积最大质量不超过400g/m2 的纸和纸板(见8.3);
———天然、人造或合成纺织物(见8.4);
———玻璃/陶瓷/金属材料,但用于电气连接的铅焊剂除外(见8.5);
———其他可浸染色材料,不管是否被浸染色(如木材、纤维板、硬纸板、骨头和皮革)(见8.6);
———会留下痕迹的材料(如铅笔中的石墨材料和钢笔中的液体墨水)(见8.7);
———软性造型材料,包括造型黏土和凝胶(见8.8);
———用在玩具中的颜料,包括指画颜料、清漆、生漆、釉质粉及其他类似的固态或液态材料(见8.9)。

1.3 本部分的要求适用于以下玩具、玩具部件及玩具材料(见C.2.1):
———所有预定用于与食物或嘴接触的玩具、化妆品玩具和属于玩具类的书写用具,无论任何年龄段

或推荐适用的年龄标识。
———预定用于或适用于72个月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所有玩具。
———可触及的涂层,无论任何年龄段或推荐适用的年龄标识。
———可触及的液体、膏状物和凝胶(例如液态油漆、造型化合物),无论任何年龄段或推荐适用的年

龄标识。

1.4 包装材料不包括在本部分的适用范围内,除非它们是预定需保留的,例如盒子、容器,或者除非它

们构成玩具的一部分或设计具有玩耍的价值(见C.2.2)。
注:考虑到儿童的正常和可预见行为,如果某些玩具和玩具部件由于其可触及性、功能、质量、大小或其他特征可明

显排除被吮吸、舔食或吞咽的可能性,则本部分不对其作要求(如,摇摆装置的横梁上的涂层,以及玩具自行车

的轮胎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6675.2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ISO8124-1:2000,MOD)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3696:1987,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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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体材料 basematerial
可以在其表面形成或附着涂层的材料。

3.2
涂层 coating
在玩具的基体材料上形成或附着的所有材料层,包括色漆、清漆、生漆、油墨、聚合物或其他类似性

质的物质,不管其是否含金属微粒,也不管其是通过何种方法附着在玩具上的,且可用锋利的刀刃刮取。

3.3
测试方法的检出限 detectionlimitofamethod
实验室采用所用测试方法进行空白试验所得测试结果的标准偏差的3倍。

3.4
可浸染色材料 mass-colouredmaterials
可以吸收着色物质但不形成涂层的材料,如木材、纤维板、硬纸板、皮革、骨头和其他质地疏松的

材料。

3.5
纸和纸板 paperandpaperboard
单位面积最大质量不大于400g/m2 的纸和纸板。
注:单位面积质量超过400g/m2 的纸和纸板,按“其他可浸染色材料”处理,也可能为纤维板或硬纸板等。

3.6
刮削 scraping
将涂层从基体材料分离的机械过程,不应刮取基体材料。

3.7
玩具材料 toymaterial
玩具上所有可触及材料。

4 技术要求

4.1 最大限量要求(见C.3)

玩具材料中可迁移元素的含量应符合表1规定的最大限量要求。当第1章所规定的玩具和玩具部

件按第7章~第9章进行玩具材料的测试,玩具和玩具部分中可迁移元素的测试结果的校正值应符合

表1中的最大限量的规定。

表1 玩具材料中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要求

玩具材料

元素/(mg/kg玩具材料)

锑

(Sb)
砷

(As)
钡

(Ba)
镉

(Cd)
铬

(Cr)
铅

(Pb)
汞

(Hg)
硒

(Se)

造型黏土 60 25 250 50 25 90 25 500

其他玩具材料(除造型黏土和指画颜料)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注:指画颜料特定元素的迁移见特定要求标准。

4.2 结果说明(见C.4)

由于本部分规定的测试方法精确度的原因,在考虑实验室之间测试结果时需要一个经校正的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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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按第7章~第9章的规定测试得到的分析结果应减去按表2计算的校正值,以得到校正后的分

析结果。
凡玩具材料经校正的分析结果低于或等于表1规定的最大限量要求时,则被认为符合本部分的

要求。

表2 各元素的分析校正系数

元素
锑

(Sb)
砷

(As)
钡

(Ba)
镉

(Cd)
铬

(Cr)
铅

(Pb)
汞

(Hg)
硒

(Se)

分析校正系数/% 60 60 30 30 30 30 50 60

  示例:
铅的分析结果为120mg/kg,表2中铅元素的分析校正系数为30%,则:
校正的分析结果=120-120×30% =120-36=84(mg/kg)。
该结果被认为符合本部分的要求(表1中给出的可迁移元素铅的最大限量为90mg/kg)。

5 原理

可溶性元素是模拟材料在吞咽后与胃酸持续接触一段时间的条件下,从玩具材料中提取出的溶出

物。采用符合规定检出限的分析方法定量测定可溶性元素的含量。

6 试剂和仪器

注:对按第9章规定的检出限进行元素分析所需的试剂、材料和仪器,本章并未作出建议。

6.1 试剂

分析测试中,除另有规定外,均使用分析纯试剂。

6.1.1 盐酸溶液

c(HCl)= (0.07±0.005)mol/L。

6.1.2 盐酸溶液

c(HCl)= (0.14±0.010)mol/L。

6.1.3 盐酸溶液

c(HCl)≈1mol/L。

6.1.4 盐酸溶液

c(HCl)≈2mol/L。

6.1.5 盐酸溶液

c(HCl)≈6mol/L。

6.1.6 正庚烷

化学纯,正庚烷(C7H16)含量不小于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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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水

至少达到GB/T6682规定的3级水要求。

6.2 仪器(见C.5)

常规实验室仪器及以下器具。

6.2.1 试验筛

平纹不锈钢丝网筛,额定孔径为0.5mm,其公差要求见表A.1。

6.2.2 pH测试仪

精度为±0.2pH单位,应防止交叉污染(见C.5.2)。

6.2.3 膜过滤器

孔径为0.45μm。

6.2.4 离心机

离心能力为(5000±500)g(见C.5.3,g=9.80665m/s2)。

6.2.5 恒温振荡器

振荡时温度恒定为(37±2)℃。

6.2.6 提取用容器

容量为盐酸溶液提取剂体积的1.6倍~5.0倍(见C.5.4)。

7 测试试样的取样(见C.6)

供测试的玩具样品应是用于销售或待销的玩具。测试试样应从单个玩具样品上的可触及部分(见

GB6675.2)上获取。单个玩具上同种材料可以结合起来作为同一个测试试样,但不应同时采用其他玩

具样品的材料。测试试样不应含一种以上材料或一种以上颜色,除非样品采用物理分离方法不能有效

分离 (如,因点印染、印花纺织物或质量限制等原因引起)。
注:本要求并不排除任何形式的参考试样的获得,只要该参考试样能代表上述规定的相关玩具材料及其所附着的

基体材料即可。

材料质量小于10mg的试样无须测试。

8 测试试样的制备和提取

8.1 色漆、清漆、生漆、油墨、聚合物的涂层和类似的涂层

8.1.1 测试试样的制备

在室温下采用刮削方法(见3.5)从玩具样品上获取涂层,在不超过环境温度的条件下将样品粉碎。
从通过孔径为0.5mm的金属筛(6.2.1)的玩具材料中尽量获取不少于100mg的涂层测试试样。

如果粉碎后的同一种涂层仅能得到10mg~100mg,应按8.1.2进行提取,相关元素的含量应按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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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并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
对由于本身特性决定不能被粉碎的涂层(如弹性/塑性油漆),可直接从样品上移取测试试样而无须

将涂层粉碎。

8.1.2 提取程序

使用合适的容器(6.2.6),将相当于测试试样质量50倍、温度为(37±2)℃、浓度为0.07mol/L的盐

酸溶液(6.1.1)与从8.1.1中获得的测试试样混合。如果测试试样的质量仅为10mg~100mg,用温度

为(37±2)℃的上述盐酸溶液(6.1.1)5.0mL与测试试样混合。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pH大于1.5,则一边摇动混合液,一边逐滴加入浓度

约2mol/L的盐酸溶液(6.1.4)直至混合液pH达到1.0~1.5范围内。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下连续振荡(6.2.5)1h,然后在(37±2)℃温度下放置1h。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过滤(6.2.3),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分离

时间不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提取好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加入盐酸加以稳定,使

保存溶液的盐酸浓度约为1mol/L(6.1.3),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2 聚合物和类似材料,包括有或无纺织物增强的层压材料,但不包括其他纺织物

8.2.1 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聚合物材料或类似材料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移取时应避免材料受热,具体方

法如下:
从材料截面厚度最小处剪下测试试样,以保证试样的表面积与试样质量之比尽可能最大,每个试样

的任何方向的尺寸在不受压的状态下应不大于6mm。
如果玩具样品不是同一种材料,应分别从每种不同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

如果同种材料的质量仅为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有

关元素的含量应按使用的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8.2.2 提取程序

经8.2.1制备的测试试样按8.1.2提取程序进行。

8.3 纸和纸板

8.3.1 测试试样的制备(见C.7)

从纸或纸板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
如果玩具样品不是同一种材料,应尽可能从每种不同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

如果同一种材料的质量仅为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

有关元素的含量应按使用的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待测试的纸或纸板上有色漆、清漆、生漆、油墨、胶黏剂涂层或类似涂层,该涂层的测试试样不

应单独移取。在这种情况下,从材料上直接提取测试试样,使测试试样包含涂层区域的代表性部位,并
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通过这种方法取得的测试试样按8.3.2进行提取。

8.3.2 提取程序

用相当于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37±2)℃的水(6.1.7)将8.3.1中移取的测试试样浸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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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混合物。将混合物定量转移到合适大小的容器(6.2.6)中。在混合物中加入相当于测试试样质量

25倍、温度为(37±2)℃、c(HCl)为0.14mol/L的盐酸溶液 (6.1.2)。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pH大于1.5,则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

2mol/L的盐酸溶液(6.1.4)直至pH达到1.0~1.5。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不断振荡(6.2.5)1h,然后在(37±2)℃下放置1h。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过滤(6.2.3),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

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时间不

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提取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用盐酸加以稳定,使保存

溶液的盐酸浓度约为1mol/L(6.1.3),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4 天然、人造或合成纺织物

8.4.1 测试试样的制备(见C.8)

从纺织材料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方法是将纺织物材料剪成任何方向的尺寸在

不受压的状态下不大于6mm的样片。
如果样品不是同一种材料或颜色,则尽可能从每种不同材料或颜色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

测试试样。质量为10mg~100mg的材料或颜色应作为从主体材料上获取的测试试样的组成部分,并
应作为不同于主体材料的测试试样另行测试。

从印花纺织物上移取的测试试样应是整体材料的代表性试样。

8.4.2 提取程序

经8.4.1制备的测试试样按8.1.2提取程序进行。

8.5 玻璃/陶瓷/金属材料

8.5.1 测试试样的制备(见C.9)

应先按GB6675.2对玩具及玩具部件进行小零件测试。如果玩具或玩具部件能完全容入小零件试

验器并含有可触及的玻璃/陶瓷/金属材料(用于电气连接的铅焊剂除外),应先按8.1.1的取样程序移

取玩具或玩具部件上的涂层,然后按8.5.2的程序进行提取。
注:不含可触及的玻璃/陶瓷/金属材料的玩具和玩具部件无须按8.5.2的程序进行提取。

8.5.2 提取程序

将已称重的玩具或玩具部件放入50mL的玻璃容器,该容器的标称高度60mm,标称直径40mm。
注:这类容器可容纳所有能够容入小零件试验器(见GB6675.2)的部件/玩具。

加入足量温度为(37±2)℃、浓度为0.07mol/L的盐酸溶液(6.1.1),使溶液能正好完全浸没玩具或

部件。将容器盖上,使内容物避光并在温度(37±2)℃下放置2h。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过滤(6.2.3),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

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时间不

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配制好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用盐酸加以稳定,使保

存的溶液盐酸浓度约为1mol/L(6.1.3),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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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其他可浸染色材料,不管是否被浸染色,例如木材、纤维板、骨头和皮革(见C.10)

8.6.1 测试试样的制备

按8.2.1,8.3.1,8.4.1或8.5.1中适用的取样程序从玩具材料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

试样。
如果玩具样品不是同一种材料,应分别从每种不同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

如果同一种材料的质量仅为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

有关元素的含量应按所用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须测试的材料上有色漆、清漆、生漆、油墨或类似的涂层,则按8.1.1的取样程序进行。

8.6.2 提取程序

按8.1.2,8.3.2或8.5.2中适用的方法对制备的测试试样进行提取。采用的方法应按第10章e)要
求在报告中说明。

8.7 会留下痕迹的材料

8.7.1 固态材料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材料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剪成任何方向的尺寸在不受压的状态下不大于

6mm的样片。
如果玩具样品不是同一种材料,应分别从每种不同的会留下痕迹的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

的测试试样。如果材料的质量仅为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

量,同时有关元素的含量应按所用的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材料含有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应将测试试样包在硬质滤纸中,在进行8.7.4程序处理前

应使用正庚烷(6.1.6)提取以便将上述成分清除。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保上述成分的清除是定量的。
使用的溶剂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7.2 液态材料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玩具样品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液体测试试样,为了便于获得测试试样,允许使用合适的

溶剂。
分别从玩具样品中每种不同的会留下痕迹的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如果材

料的质量仅为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有关元素的含

量应按所用的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材料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凝固且含有油脂、油类、蜡类或类似材料,应使测试试样在正常使用情

况下凝固,然后将凝固材料包在硬质滤纸中,在进行8.7.4程序处理前应使用正庚烷(6.1.6)提取以将上

述成分清除。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保上述成分的清除是定量的。使用的溶剂应按第10章e)要求在

报告中说明。

8.7.3 不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使用适当大小的容器(6.2.6),将从8.7.1或8.7.2中移取的测试试样用质量为其50倍、温度为

(37±2)℃、浓度为0.07mol/L的盐酸溶液(6.1.1)与其混合。如果测试试样质量为10mg~100mg,用
温度为(37±2)℃的上述溶液5mL与测试试样混合。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测试试样含大量通常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碱性材料,
使用约6mol/L的盐酸溶液(6.1.5)将pH调整到1.0~1.5以避免过度稀释。调整pH的盐酸用量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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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溶液之比例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只是少量碱性材料存在,且pH大于1.5,则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2mol/L的盐酸

溶液(6.1.4)直至pH达到1.0~1.5。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不断振荡(6.2.5)1h,然后在(37±2)℃下放置1h。

8.7.4 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将8.7.1或8.7.2所制备的测试试样留在硬质滤纸上,用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

(37±2)℃的水(6.1.7)将测试试样浸渍,得到均匀混合物。将混合物定量转移到合适大小的容器

(6.2.6)中。在混合物中加入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37±2)℃、浓度为0.14mol/L的

盐酸溶液(6.1.2)。
如果原始测试试样质量为10mg~100mg,用2.5mL的水(6.1.7)将测试试样浸渍。将混合物定

量转移到合适大小的容器(6.2.6)中。在混合物中加入2.5mL温度为(37±2)℃、浓度为0.14mol/L的

盐酸溶液(6.1.2)。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测试试样含大量通常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碱性材料,

使用约6mol/L的盐酸溶液(6.1.5)将pH调整到1.0~1.5以避免过度稀释。调整pH的盐酸用量与总

体溶液之比例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只有少量碱性材料存在,而pH大于1.5,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2mol/L的盐酸溶

液(6.1.4)直至pH达到1.0~1.5。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不断振荡(6.2.5)1h,然后在(37±2)℃温度下放置1h。
注:本程序可能使用的0.07mol/L(见8.7.3)或0.14mol/L的盐酸溶液的体积是根据去蜡前的原始测试试样的质

量来计算的。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6.2.3)过滤,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

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时间不

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提取好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用盐酸加以稳定,使保

存溶液的盐酸浓度约1mol/L(6.1.3),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8 软性造型材料,包括造型黏土和凝胶

8.8.1 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玩具样品上移取不小于100mg材料的测试试样,测试试样应从玩具样品中每种不同的材料上

移取。
如果材料含有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应将测试试样包在硬质滤纸中,在进行8.8.3程序处理前

应使用正庚烷(6.1.6)提取以将上述成分清除。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保上述成分的清除是定量的。
使用的溶剂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8.2 不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适当时,先将8.8.1制备的黏土或软性材料试样打碎,然后置于合适大小的容器 (6.2.6)中,将相当

于测试试样质量50倍、温度为(37±2)℃、浓度为0.07mol/L的盐酸溶液 (6.1.1)与测试试样混合。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测试试样含大量通常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碱性材料,

使用约6mol/L的盐酸溶液(6.1.5)将pH调整到1.0~1.5以避免过度稀释。调整pH的盐酸用量与总

体溶液之比例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碱性材料数量不大,而pH大于1.5,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2mol/L的盐酸溶液

(见6.1.4)直至pH达到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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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不断振荡(6.2.5)1h,然后在(37±2)℃下放置1h。

8.8.3 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将8.8.1所制备的测试试样留在硬质滤纸上,用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37±2)℃
的水(6.1.7)将测试试样浸渍,得到均匀混合物。将混合物定量转移到合适大小的容器(6.2.6)中。在混

合物中加入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37±2)℃、浓度为0.14mol/L的盐酸溶液(6.1.2)。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测试试样含大量通常以碳酸钙形式存在的碱性材料,

使用约6mol/L的盐酸溶液(6.1.5)将pH调整到1.0~1.5以避免过度稀释。调整pH的盐酸用量与

总体溶液之比例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只有少量碱性材料存在,而pH大于1.5,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2mol/L的盐酸溶

液(6.1.4)直至pH达到1.0~1.5。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不断振荡(6.2.5)1h,然后在(37±2)℃下放置1h。
注:本程序可能使用的0.07mol/L(见8.8.2)或0.14mol/L盐酸溶液的体积是根据去蜡前的测试试样的质量来计

算的。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过滤(6.2.3),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

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时间不

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提取好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用盐酸加以稳定,使保

存溶液的盐酸浓度约为1mol/L(6.1.3),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8.9 颜料,包括指画颜料、清漆、生漆、釉粉和呈固体状或液体状的类似材料

8.9.1 固态材料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材料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按实际可行方式,将测试试样从样品材料上刮取或

剪切成在不受压的状态下任何方向的尺寸不大于6mm的样片。
分别从玩具样品中每种不同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如果材料的质量仅为

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有关元素的含量应按所用测

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材料含有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应将测试试样包在硬质滤纸中,在进行8.9.4程序前应使

用正庚烷(6.1.6)提取以将上述成分清除。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保上述成分的清除是定量的。使用

的溶剂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测试试样是通过刮削移取的,将其粉碎以使材料能通过孔径为0.5mm的金属筛(6.2.1)。

8.9.2 液态材料测试试样的制备

从玩具样品上尽量移取不少于100mg的测试试样,为了便于获得测试试样,允许使用合适的

溶剂。
分别从玩具样品中每种不同材料上移取质量不小于100mg的测试试样。如果材料的质量仅为

10mg~100mg,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注明测试试样的质量,同时有关元素的含量应按所用的

测试试样为100mg进行计算。
如果材料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凝固且含有油脂、油类、蜡类或类似材料,应使测试试样在正常使用情

况下凝固,然后将凝固材料包在硬质滤纸中。在进行8.9.4程序前应使用正庚烷(6.1.6)提取以将上述

成分清除。使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保上述成分的清除是定量的。使用的溶剂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

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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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不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经8.9.1或8.9.2制备的测试试样按8.7.3提取程序进行。

8.9.4 含油脂、油类、蜡或类似材料的试样的提取程序

将8.9.1或8.9.2所制备的测试试样留在硬质滤纸上,用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

(37±2)℃的水(6.1.7)将测试试样浸渍,得到均匀混合物。将混合物定量转移到合适的容器(6.2.6)中。
在混合物中加入相当于原始测试试样质量25倍、温度为(37±2)℃、浓度为0.14mol/L的盐酸溶

液(6.1.2)。
摇动1min,检查混合液的酸度(6.2.2)。如果测试试样包含大量的碱性材料(通常为碳酸钙),使用

约6mol/L的盐酸溶液(6.1.5)将pH调整到1.0~1.5以避免过度稀释。使用的盐酸与溶液之比应按第

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碱性材料数量不大,而pH大于1.5,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约2mol/L的盐酸溶液

(6.1.4)直至pH达到1.0~1.5。
将混合物避光,在温度为(37±2)℃时振荡(6.2.5)1h,然后在(37±2)℃下放置1h。
注:本程序可能使用的0.07mol/L(见8.7.3)或0.14mol/L的盐酸溶液的体积是根据去蜡前的测试试样的质量来

计算的。

接着立即将混合物中的固体物有效分离:先使用膜过滤器过滤(6.2.3),然后根据需要在5000g 条

件下离心分离(6.2.4)。分离应在上述放置时间结束后尽快完成。如果使用了离心分离,则离心时间不

应超过10min,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如果配制好的溶液在进行元素分析测试前的保存时间需超过一个工作日,应用盐酸加以稳定,使保

存溶液的盐酸浓度约为1mol/L(6.1.3),且应按第10章e)要求在报告中说明。

9 测试方法的检出限

测试方法的检出限通常视为空白值的标准偏差的3倍,该空白值由执行玩具材料测试的实验室自

行测定。
对于第1章所列可迁移元素的定量分析,检出限不大于该元素最大限量要求(见4.1中表1)的十分

之一的测试方法应认为是适宜的。
当按规定限量进行符合性判定时,如已经考虑了测量不确定度,则可采用不同于上述规定检出限的

测试方法。实验室采用偏离该要求的测试方法时,应按第10章c)要求注明方法检出限。

10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内容:

a) 所检产品和/或材料的类型和名称;

b) 以本部分作为测试依据,如,GB6675.4—2014;

c) 各迁移元素测定所用分析方法,以及在与第9章的要求有差异时应注明的检出限;

d) 元素分析测定结果的校正值(见4.2),用mg(迁移元素)/kg(材料)表示,以表明测试结果与溶

液中该元素浓度的关系;

e) 测试试样制备所用程序(见第8章)的细节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试样未与基体材料分离;
———在分析测试前对试样溶液固体物进行了离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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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滴加盐酸以降低pH;
———固体试样与酸提取剂的比值超出1∶50范围;
———清除玩具材料中的油脂、油、蜡或类似成分时所用的清洗溶剂;
———测试试液为了保存而调整为约1mol/L盐酸溶液;

f) 由于协议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与规定的试样制备和提取程序的任何差异;

g) 测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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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6675.4—201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筛要求

试验筛的尺寸和公差要求见表A.1。

表 A.1 试验筛的尺寸和公差 单位为毫米

额定孔径

尺寸

试验筛额定

金属丝直径

公差

任意筛孔尺寸

的最大偏差

平均孔径

公差

中间偏差(筛孔直径大于额定孔径与本数值之和

的孔数量占总孔数的百分比应不大于6%)

0.500 0.315 +0.090 ±0.01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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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测试程序的选择

表B.1是各种玩具材料所使用的测试程序的选择指南。

表B.1 测试试样的试样制备和提取程序选择指南

玩具材料 相关章节

纸或纸板 8.3

塑料涂布的纸或纸板 8.2

可移取的涂层 8.1,如基体材料可触及,按8.2、8.4、8.5及8.6测试

非纺织物的聚合物材料 8.2

纺织物 8.4

玻璃/陶瓷/金属材料 8.5

其他可浸染色材料 8.6

会留下痕迹的材料 8.7

软性造型材料或凝胶 8.8

固态或液态的颜料、清漆、生漆、釉粉或类似材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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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背景情况和理论说明

C.1 概述

本部分所采用的方法是以欧盟玩具安全指令88/378/EEC[2](1988年5月发布)所规定的生物利用

率原理为基础的,并对玩具材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迁移进行了限量界定。为了得到某个玩具中有害元

素的最大允许浓度(用mg/kg表示),可将引言中所列的生物利用率数值与玩具材料估计的日常摄入量

(8mg/d)结合起来考虑。钡元素(见C.3)所表现的生物利用率与最大限量之间精确的相关性并不经常

出现,而EN71-3[1]中的结果校正是为了考虑到对浓度的科学和政治的建议,该浓度下的身体负担是可

接受或可避免的。
由于包括下列内容的一些原因,规定总量元素测定的方法已被放弃:

a) 欧盟指令规定了生物利用率的限量,但是玩具材料中总量元素含量和生物利用率之间的关系

至今并未建立;

b) 某些化合物,例如硫酸钡,在有些产品中可能包含相对高的含量,以使产品具有不透射性。因

此,对于未必对生物利用率有贡献的钡元素的使用,在相关要求中有必要得到准许;

c) 镉化合物在诸如聚氯乙烯(PVC)等塑料中可作为稳定剂使用。这再次说明以这种目的使用的

镉的生物利用率和所含该元素的总量之间并无联系。硒也可作为一个应用示例,它可作为不

溶性颜料的一个结构组成而存在,诸如此类(亦见C.4)。

C.2 范围

C.2.1 要求(见1.3)

1.3条意在阐明一个方法以判断玩具和玩具部件因其特性使其不可能在摄入可能含有有害元素的

材料后因吸收有害元素而造成毒害危险,从而被排除于本部分的适用范围之外。
本部分并未对不可触及材料(见GB6675.2)规定要求,该材料在正常使用或可预见的使用中不可

能存在有害元素的迁移。
同时,考虑到儿童的正常和可预见行为,如果某些玩具和玩具部件由于其可触及性、功能、质量、大

小或其他特征可明显排除吮吸、舔食或吞咽的可能性,则本部分亦不作要求(如,摇摆装置的横梁上的涂

层,以及玩具自行车的轮胎等)。
很多原因能说明上述方法是符合逻辑的,例如:
———三个独立的针对儿童口动行为(参见文献[4]、[5]、[6])的研究表明,口动行为基本上发生在

18个月以下的儿童中,在这之后随着年龄增加显著减少。在第四个研究中,观察了96个月以

下的儿童的口动行为,证明在较大儿童中口动行为并不显著(参见文献[7])。这和儿童发育的

模式是一致的,当儿童长牙时,口动行为表现出一个高峰期,且随着儿童活动的变多而减少。
因此,对预定用于72个月及以上小孩使用的玩具,认为不会通过摄入有害元素对小孩产生重

大伤害危险。然而,无论任何年龄分组或推荐适用的年龄标识,可触及的涂层都应作为一个特

殊情况加以考虑,因为涂层在使用过程中可能脱离,并且可能直接地或者通过手及手指的方式

而摄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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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越大或者材料越不易被触及,含有害元素的部件摄入的危险性就越小。
———无论任何年龄分组或推荐适用的年龄标识,所有可能放入口中或靠近嘴部的玩具都应考虑符

合有害元素限量要求,例如,伪装/玩具食物、当作玩具或玩具部件销售的铅笔等。
———无论任何年龄分组或推荐适用的年龄标识,容易大量摄入的玩具(如液态涂料、造型化合物、胶

状物)都应考虑符合有害元素限量要求。

C.2.2 包装(见1.4)

在1.4条中,“除非它们是玩具的一部分”是指诸如拼图玩具的包装盒,或附有使用说明的游戏器具

等的包装箱,但也要考虑1.3第2项所限制的预定用于72个月以下儿童的玩具的要求。这不包括含简

单说明的透明塑料罩等包装。

C.3 最大限量要求(见4.1)

鉴于下列原因,可溶性钡的限量从500mg/kg提高到1000mg/kg:
———如果玩具中使用了硫酸钡,可溶性钡在温度为37℃、盐酸浓度为(0.07±0.005)mol/L的盐酸

提取液中的含量为400mg/kg至600mg/kg(以测试的玩具材料质量计)。由于确定含量时

的统计不确定性,这样的浓度就不能确定是否通过测试。
———由于过滤程序的问题,在滤液中形成非生物可利用的胶质硫酸钡结晶,从而使表面上可溶钡的

含量超过500mg/kg。
———此外,以前规定钡从玩具材料中迁移的限量500mg/kg与25.0μg/d的生物利用率和8mg/d

的玩具材料摄入量不一致;25.0μg相当于3.125mg/kg的迁移限量。尽管理论上的数字是

3.125mg/kg,最终还是有意识地选择了500mg/kg的限量。这个500mg/kg限量的作用是

将生物利用率从建议的25μg降低至4μg。应该注意的是,25.0μg这个数字已经是从最初的

50.0μg降下来的,这并非毒物学方面的原因,而是根据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关于“减少对人体造

成负担的可能避免的摄入量”的意见制定的。

C.4 测试程序的统计不确定性和测试结果的说明(见4.2)

化学测试方法通常用于测量材料中物质的总含量。总含量测定方法通常是准确的,各实验室测量

结果的统计结果也较一致,因为这类测量方法的不确定度来源较少。
欧盟指令88/378/EEC[2]定义了生物利用率的概念,而且本部分的分析方法导致了玩具材料中可

溶性元素的迁移的测定。最后的分析结果取决于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包括提取程序),因而会引入更

多的测量不确定度。因此,在进行迁移元素测定时,要获得实验室间一致的统计结果较为困难。

EN71-3[1]中的统计资料说明了上述的情况,这些资料引自1987年由17个实验室参与的欧洲实验

室之间对比试验结果。由于测定滤液中可溶性元素浓度时仪器性能不同,各实验室对同一种材料的测

试结果偏差从最低的30%到最高的50%。此外,如果调整上述数值以使其置信度为95%,偏差还将提

高约3倍。
如果测试结果接近标准允许的最大限度,这种测量不确定性的程度就会给制造商和监督部门带来

一些问题,要确定地判定该玩具是否合格是不可能的。这可能导致测试结果评价的相互矛盾。
一种玩具材料的元素总含量与本部分标准测试条件下该元素的可溶性迁移量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所以测定元素总含量并将其结果转化成可溶性元素含量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规定元素总含量的最高

限量可能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但又产生需要修改欧洲理事会88/378/EEC的玩具安全指令的问题(亦见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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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以来,对玩具上油漆涂层的测试程序一直在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以期判断对测试结果产生

较显著影响的参数。最重要的参数是从刮取油漆到随后的粉碎过程中产生的油漆颗粒的形状、尺寸和

质量,其次重要的参数包括振荡方法、温度及滤纸的型号和孔隙度。
因此,对测试程序提出了修改意见,即为收集颗粒尺寸为300μm~500μm的油漆测试试样规定了

刮削和粉碎程序,29个实验室于1993年参与了一次欧洲各实验间的对比试验,并将修改程序后得到的

结果与EN71-3中的程序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上述比对结果表明,由于测试试样制备方法和测定滤液中可溶性元素浓度时使用的仪器分析技术

不同,各实验室对同一种材料的测试结果可在25%~80%之间波动。
采用规定的刮削程序后,各实验室间的统计结果一致性有所改善,但这并非在收集300μm~500μm

的测试试样检测时就能得到的结果。然而,这种改善并不足够显著以证明修改方法的正确有效性。
上述比对试验证实了不同仪器分析技术的使用差异造成了测试程序的测量不确定性。同时也注意

到实验室需要定期对仪器进行核查和校准以确保仪器性能和精确的读数。目前,实验室比对使用最广

泛的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ICP)光谱分析法,对大多数元素,特别是砷、锑和硒,采用这种方法后各实验

室的结果比较一致。但对这些元素低含量时的测试,上述方法不如某些其他方法的灵敏度高(例如,带
氢化物发生装置的原子吸收光谱仪)。

各实验室采用的测试程序得到的最好结果如果相差25%,一般认为这样的测试程序在技术上是不

适合作为标准方法的。然而,实际情况是经过测试后能较容易地判定一个玩具是否合格,只有比较少的

情况下,测试结果才属于不确定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测试结果作谨慎说明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致认为:各实验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财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做一些对统计一致性和

安全并无多大帮助的繁重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测试程序得到改进。因此,目前的程序允许各实验室

采用其内部选用的方法从玩具上刮削油漆,收集通过500μm试验筛的测试试样并测定滤液中可溶性

元素的浓度。
为了对测试结果获得一致的评价,本部分规定了每种元素的校正系数,它适用于各种仪器分析技术

的使用。上述校正系数引自EN71-3的精密度数据,供在分析结果等于或超过最大限量时使用。分析

结果根据4.2的规定使用相应的校正系数进行调整,用这种方式调整后的测试结果足以区分玩具安全

与否从而确保儿童的安全。换句话说,本部分所描述的方法达到了其目的,并且为全世界所接受。
强烈建议分析人员通过以下方法来检查和对照所使用测试程序的准确性。

a) 经常性地使用有证标准物质和/或使用次级标准物质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b) 参与实验室之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

c) 进行平行测试或者使用相同或不同的方法对结果进行校准。
按照国际标准ISO/IEC17025[8]开展质量体系运作的实验室应采用以上部分或全部质量控制

措施。

C.5 仪器 (见6.2)

C.5.1 试验筛(见6.2.1和C.4)

C.5.2 pH测试仪(见6.2.2)

pH的测定并不限于使用pH计。

C.5.3 离心机(见6.2.4和第8章)

6.2.4规定了离心机的性能要求。第8章规定了离心的限制和允许时间(不应超过10min),并要求

按第10章e)规定在报告中说明。后一要求是必要的,因为已有报道通过离心作用增加了钡的提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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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4 提取用容器(见6.2.6)

标明容器的容积是为保证溶液的充分流动以利于更有效的提取。

C.6 测试试样的取样(见第7章)

对“复合”(指不同材料或颜色的组合)测试试样进行分析的常规方法并不恰当,且由于“5.0mL”测
试方法的使用亦使得这样做通常并无必要。对复合材料的测试分析可能会减少有害元素的迁移,从而

导致结果人为的偏低。例如,当一种油漆同另一种油漆共同提取时,油漆中钡的提取量有可能会减少。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其中一种油漆中有一种带相反电荷的离子,引起了钡元素的沉淀,而硫酸根正是这

样一个相反电荷的离子。因而,除非不能将颜色或玩具材料实际分离(例如,点印染的情况),每个不连

续的区域都应作为一个单一的试样进行处理。
本注释使得为了用作参考而对非玩具形式的玩具材料进行测试成为可能。然而本部分却明确要求

应从玩具本体移取测试试样。

C.7 纸和纸板———测试试样的制备(见8.3.1)

纸和纸板均当作一种单一材料,如,纸和纸板上存在表面涂层时不必移取,但测试试样要包含这类

表面的代表性部位。采用上述取样程序是因为在实际情况中,儿童咀嚼纸和纸板时不可能有选择性地

将涂层取下,并且涂层下面的基材是同等重要的。

C.8 天然、人造或合成纺织物—测试试样的制备(见8.4.1)

从复合花形的织物上不可能分离单一颜色的测试试样。因而要求所制备的单一测试试样应能代表

材料上的所有颜色。

C.9 玻璃/陶瓷/金属材料—测试试样的制备(见8.5.1)

不能完全容入GB6675.2规定的“小零件试验器”的玩具或部件不需进行测试,这是因为不会产生

摄入危害,在唾液模拟物中也无明显的提取现象。小零件试验器用于评估所有相关年龄组的玩具/玩具

部件的尺寸。粉碎玻璃、陶瓷和金属材料是不合适的,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可能振荡测试溶液,因此提取

时无须摇动。选择容器的直径和测试试样的放置方位时应尽量减小变化因素。
根据本条款要求:如果玻璃、陶瓷或金属材料完全由涂层覆盖,使玻璃、陶瓷或金属材料按

GB6675.2确定为不可触及时,上述材料无须进行测试。
而当玻璃、陶瓷或金属的表面存在可触及部位时,即使有部分被涂层覆盖,也应先按8.1.1的方法

完全移取其覆盖部位的涂层,然后将上述材料按8.5.2进行测试。由于本部分中第7章规定一个试样只

可能是一个单独的玩具,本程序只是一种折衷的办法。

C.10 其他可浸染色材料(见8.6)

8.6适用于单位面积质量大于400g/m2 的纸和纸板、纤维板、硬纸板等材料。另外,本条款也适用

于已被浸染色的材料及其他未被浸染色的材料,如,可能已经过了其他处理的木材、硬纸板、皮革和骨头

等,但这并未由EN71-3标准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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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测试试样的制备和提取中某些测试条件的建议

在测试试样的制备和提取中,为了减少因测试条件选择的差异可能对检测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减
小各实验室对同一种材料测试结果的偏差,提出如下建议,供分析人员参考使用:

1) 在试样制备过程中,当需要剪取聚合物和类似材料(8.2.1)、天然或合成纺织物(8.4.1)、会留下

痕迹的固体材料(8.7.1)及颜料(8.9.1)等标准要求剪成尺寸不大于6mm的玩具材料时,建议

试样样片的尺寸在不大于6mm的前提下尽量接近5mm~6mm。

2) 在试样提取程序中,建议恒温振荡器的振荡频度设定在100次/min~150次/min。
注:本附录的建议仅为提醒分析人员在试样测试中注意可在本部分规定的范围内合理设定测试条件,并不意图对

本部分的试验条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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