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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符合美国产品安全要求的方式 



1. 完全偶然和碰巧。 

2.  有人告诉您去哪儿查询产品相关要
求。 

3. 您的客户告诉您美国的产品要求, 您
照着那些规格生产产品。 

4.  您关心产品安全, 因此保证自己了解
所有要求, 并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保证
产品合规。 

四种符合美国产品安全要求的方式 



《联邦危险物质法》(FHSA) 

规定在危险家用物质的最里层容器和外层容器/包
装上提供警示标签 

 

允许委员会查禁那些即使按照本法律规定设置标
签也不适合消费者的极端危险的产品 

 

以风险为基础，相关物质必须符合定义的两个部
分 

危险物质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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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危险物质法》(FHSA) 规定 

 

提供检测方法，以便确定一种物质或者混
合物是否符合“危险物质”的法律定义 

 

提供警示标签的核心内容 

突出、置放、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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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SA—“危险物质”的定义 

有毒、有腐蚀性、有刺
激性、强过敏性、易
燃，或者通过解体、热
或者其它途径释放压
力，而且 

在常规或合理的可预见
的处置或使用，包括儿

童吞食的情况下，在当
时或近期内会引起严重
的人员伤害或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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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SA—定义的第二部分 
评估专门针对具体产品的配方。 

需考虑的一些问题举例： 

消费者在对产品的常规与合理的、可预
见的使用和处置过程中与该物质接触 

可能性 

时间长度 

量 

消费者将如何使用该产品 

消费者将如何存放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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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SA—儿童产品 

根据《联邦危险物质法》，任何带有
危险物质的玩具或者其它以儿童使用
为目的物品，如果儿童在使用中能够
碰触到这种物质，该玩具或者物品就
一律被禁止。此外，该法案还授权委
员会按照规定查禁任何以儿童使用为

目的的玩具或其它物品，假如那些物
品会产生机械、电或热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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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由FHSA监管 

FHSA 将其认定为具有强过敏性 

 1% 游离甲醛 

纺织物中的甲醛 

对健康的危害取决于接触的方式和持续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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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质名单 
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 (AAFA) 的环境工作小组于2009年制
定了限用物质名单 (RSL) 。 

 向服装和制鞋公司提供相关信息，告知世界各地限制
或禁止在家用纺织物、服装、以及鞋类产品的成品上
使用某些化学品和物质的法律法规。 

 仅包括受到法律或法规限制或者禁止用于家用纺织
物、服装、以及鞋类产品的成品上的材料、化学品和
物质。 

 不包括在生产流程中或者在工厂中限制物质使用的法
规；重点在于是否会在家用纺织物、服装、以及鞋类
产品的成品上发现一定程度的这种物质。 

限用物质名单：
https://www.wewear.org/assets/1/7/RSL12english-
March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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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面料法》 (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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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产品 
 

服装纺织品，16 CFR Part 1610 
乙烯基塑料薄膜，16 CFR Part 1611 
儿童睡衣裤，16 CFR Parts 1615/1616 
地毯和小地毯，16 CFR Parts 1630/1631 
床垫和床垫铺垫，16 CFR Part 1632 
成套床垫罩，16 CFR Part 1633 



16 C.F.R. Part 1610 
服装纺织品可燃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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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FR Part 1610 –通常所说的《一般服
装标准》 
 

 1950年代开始实施 
 

将最危险的可燃纺织物产品和服装排除
在市场之外 



16 C.F.R. Part 1610—检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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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适用于所有成年人和儿童服装 
 必须符合更严格标准的儿童睡衣裤除外 
 不适用于某些帽子、手套、鞋和衬布面料 

 
该标准具体规定了检测程序，并使用三类可燃
性来确定服装纺织品的相对可燃性。 
 

符合某种特定豁免的面料不需要检测 
 

第一步：确认面料类型和规格 
 平面纺织面料还是凸面纺织面料 
 面料重量 
 纤维含量 



§1610.1(d)—特定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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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某种特定豁免的面料不需要检测。 
 

平面面料 ≥88.2 g/m2 (2.6 oz/yd2)，无论纤维含量
如何 
 

由如下材质制成的平面和凸面面料： 
亚克力纤维，  
腈氯纶， 
尼龙， 
烯烃， 
涤纶， 
羊毛， 
或者任何这些纤维的混合物，无论重量多少。 



16 CFR Part 1610 – 检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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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初步燃烧，确认最快的燃烧区域，以及面料的走向。 
 

面料以原有状态进行检测，5份样品  
 检测燃烧时间最快的走向 
 凸面面料要刷一下，让纤维竖起来 

 
一级和二级面料要重新整理，再度检测，再需5份样品 

 所有样品都干洗 
 所有样品都洗了，滚筒烘干，一个循环 

 
平均一下几份样品的燃烧时间，根据平均燃烧时间 (燃烧速
度) 以及样品表面特征分类 (1类、2类、3类) 。 

 
三类纺织品被认为可燃危险极大，因燃烧迅速猛烈而不适用
于服装上。 



16 CFR Part 1610—检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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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m x 150 mm (2 英寸 x 6 英寸) 样品 
• 条件要求 
• 具体规定的检测箱 
• 一股16 mm (5/8 英寸) 火焰碰上一个以45度角架
起来的样品，持续一秒钟。 

• 让样品全长燃烧，或者直到 停止线烧断为止 (记
录燃烧时间)。 



16 CFR Part 1610—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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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那些没有异常燃烧特征的平面和凸面面料，
可以在服装上使用 
 
二类 
仅限于凸面面料，中等可燃性，小心使用 
 
三类 
有极高燃烧危险的面料，不可用于服装 



 

16 CFR Part 1610  
常见不合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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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纯人造棉裙子和围巾 
 100%纯丝围巾 
 100%粘胶雪尼尔毛衣 
某些人造棉/尼龙雪尼尔和长
绒毛衣 

某些涤纶/棉和100%棉羊绒
服装 

 100% 棉毛巾布长袍 



16 C.F.R. Part 1611 
乙烯基塑料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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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1950年代原版《易燃织物法》(FFA) 
商业标准的一部分，在1975年定为 16 
C.F.R. Part 1611 

适用于非刚性、没有支撑的乙烯基塑料薄
膜，包括受《易燃织物法》监管的用于服
装的透明、半透明、不透明材料 
 一次性尿布 
 雨衣 

服装根据 Part 1610 或者 Part 1611进行检
测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儿童睡衣裤可燃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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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睡衣裤，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的标准
是1970年代制定的，目的是应付儿童睡衣裤燃
烧问题，例如长睡衫、睡衣和睡袍。 
 

这些标准用于保护儿童免受小型明火源的伤
害，例如火柴/打火机、蜡烛、壁炉余烬、炉
灶、以及移动式暖气。 
 

这些标准并非用于保护儿童免遭大火或者由可
燃液体例如汽油引发的火灾的伤害。 



儿童睡衣裤标准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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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睡衣裤指的是任何主要为了睡觉或者与睡觉
相关的活动而穿着的，尺寸为9个月以上到14号
的服装产品。 

长睡衫、睡衣、睡袍、或者类似或相关的物品，
例如室内休闲服，都包括在内。 

有几个因素决定一件衣服是不是睡衣： 
 适合睡觉，睡觉时穿这种衣服的可能性 
 衣服和面料的特性 
 市场推销、商品分类/展示、设计用途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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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豁免 
尿布和内衣裤 (豁免) 
 必须符合 16 CFR Part 1610 
婴儿服装 (豁免) 
 9个月或者更小尺寸 
 一件套衣服，长度不超过64.8厘米  
 (25.75英寸) 
 两件套衣服，任何一件的长度都不超过40厘
米 (15.75英寸) 

 必须符合16 CFR Part 1610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紧身衣裤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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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身睡衣裤 (豁免) 
 紧身服装 (根据标准定义) 免于进行符合睡衣裤法
规的检测。 

 必须符合特定的最大尺寸。 
 必须符合16 CFR Part 1610。 
 必须符合标签规定。 



儿童睡衣裤标准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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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睡衣裤 (不是紧身的) 必须符合可燃性规
定。 
 

 所有面料和服装都必须阻燃，而且在从小型
明火火源移开以后，必须自行熄灭 (不继续燃
烧)。 
 

 面料、服装、接缝和装饰花边都必须通过一
定的可燃性检测。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检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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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对面料、接缝和装饰花边进行检
测。 

每一次检测样品包括5份样品 (最少3份)。 
每份样品被放在一个金属架子上，在测试
箱里垂直吊起来。 

以原始状态以及在洗涤50次之后 （如果样
品通过了原始状态检测以后）进行检测。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检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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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紧身 

接受/拒绝生产单位 

生产取样 
检测最长接缝 

(如果在面料检测期间没有
洗涤的话，需要洗涤) 

检测 
接受/拒绝设计 
指定GPU 

Test 
Launder 

Test 
Accept/Reject 

FPU 

评估 
产品/设计 

Garment Sampling 
Prototype 

Seam and Trim 

Not Tight-fitting 

标签 

记录 
样品保留 

检测 
洗涤 
检测 

接受/拒绝FPU 

面料取样 

服装取样 
原型 

接缝和装饰花边 

不是紧身 



儿童睡衣裤标准 

30 

5份 8.9 厘米 x 25.4 厘
米 (3.5 英寸 x 10 英寸) 
面料、接缝和装饰花边
样品。 

样品在检测之前整理
过。 

3.8 厘米 (1.5 英寸) 的
煤气火焰放在样品底部
边缘三秒钟。 

在火焰/余火停止之
后，测量焦痕 (烧焦) 长
度。 

样品放在一个金属架子上。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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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份样品的平均焦痕长度不得超过17.8 厘米 (7.0 
英寸)。 
 

 任何一件样品的焦痕长度都不得超过25.4 厘米 
(10.0 英寸) (整个样品长度的焦痕)。 
 

 规定检测样品要保留。 
 

 标准包括生产检测和保留记录的规定。 



Part 1610 和 Parts 1615/1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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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F.R. Part 1610 16 C.F.R. Parts 1615/16 

 2” x 6” 英寸样品 
 45度角 
 16 毫米火焰 
 1 秒钟点火 
 表面点火 
 记录燃烧时间 

 

 3.5” x 10” 英寸样
品 

 垂直位置 
 38 毫米火焰 
 3 秒钟点火 
 底部边缘点火 
 测量焦痕长度 



16 C.F.R. Part 1610 
实验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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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和使用实验室测试手

册。可以在下述网址
看到这个手册： 

 
http://www.cpsc.gov/P
ageFiles/115435/testap

parel.pdf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实验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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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和使用实验室检测手

册。可以在下述网址
看到这个手册： 

 
http://www.cpsc.gov/P
ageFiles/112002/sleep

wearlab.pdf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5435/testapparel.pdf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5435/testapparel.pdf


对儿童服装和纺织物产品的
特别规定 

35 

含铅量规定 
丝网印刷 
小零部件 
拉绳 



服装和纺织物含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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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物产品、服装和服装配件的某些零部件必须
符合含铅量和表面涂料含铅量上限的规定。 

 
 钮扣、按扣、金属扣眼和拉链必须符合总含铅
量的规定。 

 涂漆钮扣和按扣、涂漆拉链、热传导印刷以及
丝网印刷都受到表面涂料含铅量禁令的限制。 

 碰触不到的含铅零部件属于豁免 
 
零部件检测。 



含铅量—纺织品 

16 CFR Section 1500.91：列举
了CPSC工作人员作出的决定，
认定某些材料不会超过含铅量

上限；包括在儿童服装和面料
产品上使用的染过或者没有染
过的纺织物、非金属线和装饰
花边。 

 

目前不要求第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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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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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通常被视为一种表面涂料 
 受油漆以及表面涂料含铅量上限 (90 ppm) 的限
制 

 
合规与检测 

 在CPSC接受的实验室检测成品   
 零部件检测—取得检测结果，或者从印刷油
墨、油漆、染料供应商那里取得儿童产品证书 
(CPC) 

在３岁及３岁以下儿童的睡衣裤 (儿童照顾物品) 
上的丝网印刷受邻苯二甲酸盐规定的限制 



衣服上的小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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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３岁以下儿童的产品上使用的小部件的CPSC法规 
 法规防止由于哽噎而造成的伤亡 

 
儿童服装和配件 

 面料和钮扣免受有关小部件的法规和检测规定的限
制。 

 钮扣和其它扣子可不必作为小部件来检测合规情
况，但是应该牢固。 

 如果钮扣由于不良制作问题而开始脱落并构成相当
大的产品危害，就必须向CPSC报告这种可能的危
害。 



拉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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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童穿的外套上衣上的拉绳被夹住或者
拉住了，孩子就可能因缠绕而致命或严重受
伤。 
 

2012年，本委员会认定，儿童外套上衣上的
拉绳构成严重的产品危害，并且根据《消费
品安全法》颁发了15(j)。 

 
在美国销售的儿童外套上衣应该符合自愿安
全标准 ASTM F-1816 ，《儿童外套上衣拉绳
的标准消费者安全规格》。 

 



拉绳—有什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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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从2T到12号的儿童外套上衣的头罩和脖子部
位不允许有拉绳。 

 
尺寸从2T到16号的外套上衣的腰绳和封底绳必须
符合特定要求。 
 

CPSC 的定义说，“外套上衣”是诸如夹克、滑雪背
心、短大衣、套头式外衣等一般用来穿在其它衣
服外边的服装，包括天气比较暖和时适合穿的薄
外衣。 

 
内衣、里边穿的衣服、裤子、短裤、游泳衣、连
衣裙和裙子不被视为外套上衣。 



违规外套上衣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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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 
(CPSIA) 

修订了CPSC执行授权的相关法律条文 

CPSIA 

建立了新的消费者安全强制性措施 

重新授权CPSC  

修订了民事处罚规定 

为非儿童 (成年人) 产品和儿童产品追加
了新的消费品的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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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IA-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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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SIA 包含对普通 (非儿童)、儿童、以
及育儿产品的规定： 

 
 该产品是普通产品或者非儿童产品
吗？ 

 该产品是儿童产品吗？ 
 如果是儿童产品，是育儿用品吗？ 



CPSIA 

许多新规定专门针对儿童产品。 

 

儿童产品：儿童产品是主要为12岁
及12岁以下儿童设计和使用对象的
产品。 

 

育儿用品：为3岁及3岁以下儿童睡
觉和喂食使用的物品。对于育儿用
品增加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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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IA 测试规定- 
普通/非儿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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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非儿童产品：所有适用于CPSC管辖和
执法范围内相关的规则、禁令、标准、或者
法规的产品均需普通合格证书 (GCC) 
 GCC要显示符合相关规定 (例如，可燃性) 
 

不要求使用CPSC接受的实验室 
 第一方测试、第三方测试、零部件测试 
 根据合理测试计划完成 
 



CPSIA-认证 
 

所有适用于CPSC管辖和执法范围内相关的规
则、禁令、标准、或者法规的产品都必须得到
认证 
 证书要显示符合相关规定 
 可以是纸面文件或者电子文件 
 进入商业领域时要附带在产品上 
 向CPSC提供或者在进口时向CBP提供 
 在接到要求后向CPSC提供或者在进口时向

CBP提供 
认证的类型取决于产品类型； 

 普通合格证书 (GCC) 
 儿童产品证书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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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格证书 (GCC) 

48 

消费品安全规定适用的普通产品
生产厂商和进口商 (即非儿童产品) 
必须根据测试或者合理的测试项
目取得书面的普通合格证书 
(GCC) ，认证其产品符合那些相关
规定。 



普通合规证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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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格证书中规定的内容 
 确认产品 
 引述每一条适用的产品安全规定 
 生产厂商或者美国进口商名称—名称、邮
政地址、电话号码 

(更多) 



普通合格证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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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格证书中规定的内容 
 负责保管记录的人员的联络方式—必须是
一个具体的人，姓名、邮政地址、电话号
码、电邮 

 生产日期 (月和年) 以及生产地点 (城市和国
家，具体工厂) 

 测试日期和地点 



普通合规证书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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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CPSIA-规定 
儿童产品 

测试和认证规定 

含铅量上限规定 

邻苯二甲酸盐规定 

追踪信息 

52 



CPSIA-儿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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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消费品安全改进法》(CPSIA) 规定，
几乎所有儿童产品都要：  

 符合所有适用的儿童产品安全规定； 

 由一个CPSC接受的实验室进行合规测试 

 具有一份书面儿童产品证书 (由生产厂商或者
进口商颁发)，提供该产品合规的证据；而且 

 在产品和包装上有永久性的追踪信息。 



CPSIA 规定- 
儿童产品 

必须符合含铅量和含铅表面涂料的上限规定。 

规定必须有追踪标签。 

育儿用品 (3岁及3岁以下儿童) 要符合邻苯二甲酸
盐的规定。 

儿童产品证书 (CPC) 要求： 

 儿童产品证书 (CPC) 显示，根据第三方检测，
该产品符合相关规定 (例如可燃性、含铅量、
邻苯二甲酸盐)。 

第三方检测：由合格的、CPSC承认的第三方实验
室进行检测后取得的认证。 

 符合检测和认证规定 54 



CPSIA-含铅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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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含铅量 
 儿童产品 
 可接触部件的总含铅量上限为100 ppm 
 

油漆和表面涂料含铅量 
 联邦法律 16 CFR Part 1303：保护消费者，尤其
是儿童，免遭因某些产品表面涂料含铅量过高
而引起的中毒 

 儿童产品、玩具以及一些家具 
 禁止含铅量超过0.009% (90 ppm) 的油漆和其它
类似的表面涂料 

 与下层基质分开 
 

  
www.cpsc.gov/lead 



CPSIA-邻苯二甲酸盐 
儿童照顾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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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盐是化学塑化剂，常常在生产许多种塑
料、某些油墨、油漆、以及其它产品时使用。 
 

在玩具和育儿用品中禁止使用6种邻苯二甲酸盐： 
 永久禁止任何含量超过0.1% 的此三种邻苯二甲酸
盐(DEHP, DBP, BBP，每一种都单独计算) 

 暂时禁止的三种 (DINP, DIDP, and DnOP) 
 

适用于： 
 玩具和育儿用品中的塑料部件 
 可以接触到的部件 

www.cpsc.gov/phthalates 



第三方检测- 
儿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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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产品必须由CPSC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检测。 
 

儿童产品第三方检测的类型： 
 初步检测 
 材料更换检测 
 定期检测 
 零部件检测 

 
根据第三方检测通过的结果颁发儿童产品证书 

(CPC) 

www.cpsc.gov/testing 



儿童产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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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检测/认证：检测符合相关儿童产品规定的情况 
 在进口或者批发之前 
 足够数量的样品 

 

材料变换/重新颁发认证：在产品设计、生产流程、或者零部
件变更时检测 
 检测间隔时间会因重新认证或者材料更换而重新设定 
 

定期检测：检测连续生产的某种儿童产品，以确保在特定时间
范围内一直合规。 
 以最大检测间隔时间进行 

 一年 
 两年 (有生产检测计划) 
 三年 (检测计划使用 ISO/IEC 17025:2005 实验室)  

 

零部件检测可以用来辅助这种检测。 



零部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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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零部件检测：生产厂商和进口商可
以使用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检测结果或
认证 

 
要谨慎行事 
 确保结果有效性 
 形成文件，可以查阅记录 
 CPSC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 

 
零部件检测只对一个零部件的材料更换
有效 



儿童产品证书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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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产品生产厂商和进口商必须提
供书面儿童产品证书 (CPC) 来认
证，他们的儿童产品符合相关的儿
童产品安全规定。该证书须由CPSC
认可的实验室测试结果为基准。 



儿童产品证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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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产品证书内容要求 
 确认产品 
 引述每一条适用的产品安全规定 
 生产厂商或者美国进口商名称——名称、邮政地
址、电话号码 

 负责保管记录的人员的联络方式——必须是一个
具体的人，姓名、邮政地址、电话号码、电邮 

 生产日期 (年、月) 以及生产地点 (城市和国家，
具体工厂) 

 测试日期和地点 
 第三方实验室的识别身份，如果有的话 (CPC)—名
称、邮政地址、电话号码 
 



儿童产品证书(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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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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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贸易委员会协助公司企业遵守开司
米、棉、羽绒、羽毛、毛皮、羊毛、竹子
制造的人造丝或者其它材料加工成的产品
的标签规定；给服装加上保养方法； 让声
称“美国制造”的产品货真价实，等等。 

 
更多的信息在 www.ftc.gov 
 



对于成年人服装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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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F.R. Part 1610 (可燃性) 
 
要有普通合证书 (GCC)，包括免于检测
的产品。 



对于儿童服装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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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F.R. Part 1610 (可燃性) 
规定要有显示第三方检测的儿童产品证书。 
含铅量 
含铅表面涂料 
追踪标签 
拉绳规定 
邻苯二甲酸盐规定 (围嘴) 



对于儿童睡衣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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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F.R. Parts 1615 和 1616 (可
燃性) 

规定要有显示第三方检测的儿
童产品证书。 

含铅量 
含铅表面涂料 
追踪标签 
邻苯二甲酸盐规定 (3岁以下) 



如想了解进一步情况: 
 

李丽平 

亚太地区消费品安全专家 

电话：86-10-8531-3319 

传真：86-10-8531-3652 

电子邮件:  lilx@state.gov 

电子邮件:  lli@cps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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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PSC.gov 

mailto:lilx@state.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