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装安全规则
Apparel – Household - Welfare



COMPLIANCE & PURPOSE

适用于

欧洲市场: 儿童服饰安全
美国市场: 联邦规则

消费者安全协议

目的

1. 流通到市场上的产品必须安全
产品安全性必须考虑与人体相关的安全和健康性。要从以下几个条件考虑：

a) 产品特性 —它的组成、包装和用法
b) 对其它产品的影响 — 当用于其它产品时可以预测效果
c) 产品介绍 — 洗唛、使用说明和警告
d) 危险人群—例如儿童、老人等容易被产品等伤害的人群



为了促进儿童、婴儿服装家纺产品的使用和化学安全性
服装设计和生产的法律要求标准包括以下：

EN 14682: BS 3084; BS 4162; BS 5665-1; BS 7907; EN 71 part 1 – 2 – 3; 
2003/3/EC; 94/27/EC; ISO 14184 part 2; ISO 30711; EN 14878; BS 4745; ISO 

12952; BS 5722; BS 7177

供应商、代理商等等必须确保他们的产品按照指定要求执行
在所有季节中必须要测试报告必须通过



Three kinds of hazards, Mechanical, Flammability and Toxicity
三种危害，机械的，易燃的，毒性的A. 机械装置的安全

器械危害

细小物件>窒息 (致命的)
尖锐物件> 刺破皮肤

利边> 刮破皮肤

指导方针和要求
A1. 面料要适应成衣的设计，避免器械伤害到顾客，－－设计要考虑到车缝，避免撕扯
A2. 充棉材料： 清洁，硬的利的填充物不接受。缝头结实，要确保填充物钻出
A3. 太细的线不能使用，因为很容易拉断。
A4. 拉链头要遵循标准要求－－塑胶拉头能够减小在拉关过程中造成的伤害
A5. 钮扣避免利边，不能模仿食物的形状和图像。必须要用锁底的钉钮线迹， 通过拉力测

试（70牛顿保持10秒钟）
钮扣上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合并的坚硬拼块，有一定的风险，不能用在3岁以下包含
3岁的童装上。

A6. 所有的辅料，工字钮，撞钉，按钮，气眼等要确保牢固，不能脱卸。
A7. 成品中不能有车缝针或针头。



Restricted Designs for garments intended for children 3 years 
and below:

3岁及3岁以下有如下严格的设计要求

 无绒球

 蝴蝶结必须被车死

 丝带尾部必须经过适当的处理不能散开

 主唛等不能用用胶粘上

 连脚的爬爬装脚底要防滑

 睡衣不可有帽子

 丈根袖口/脚阔不可过紧以阻止血液流动

 穿绳和结必须按照服装的安全标准BS EN14682+EN71-1

B. 易燃性
面料必须符合易燃度保准BS5438（ISO6940/1）（也参考睡衣的安全标

准）www.mti-acts.com

包括：所有的睡衣，成人服装，儿童和婴儿。服装主唛上必须有关
于易燃度的合适标识



C. Toxicity 毒性

许多国家和贸易部门（例如欧盟）有关于产品包装和生产的
化学成品规则和标准

受限制的物质包括对顾客、环境和工厂生产有害的的物质

偶氮—不能存在与人体或口腔直接接触的纺织品和皮革里面，包括：服
装，被褥，毛巾，睡袋，鞋，手套，手提包，皮夹，钱包，椅子套，
毛绒玩具，皮草服装，及顾客接触的纱线和纤维

致癌/致敏性分散染料—将引起致过敏和致癌的反应

甲醛—易对眼睛、鼻子和肺致癌和导致过敏

邻苯二甲酸盐— 当儿童咀嚼和吸时会从塑料进入人的身体

重金属/镉/铅/锑/砷/铬/镍—服装配饰里会有，会致癌，伤害人体的肾和
免疫系统

苯酚—用来组织棉和面料发霉，也含有致癌物



FIRE WARNING & CORDS

易燃度&结
1. 易燃度标识要求：所有小于3个月的婴儿服装，所有儿童和成人睡衣必须用红色字体

（如下）

“                                               ” and “                                             ” must be:

红色的大写字母
久常新的字体
牢固的车住
容易看到的部位

2. 帽绳，下摆和腰绳（根据EN 14682）

2.1 一般要求，适应于所有的童装
绳子末端：不允许有打结 、调节功能的结、热切割、塑料封口
服装的背面不允许有任何绳子，包括装饰绳。能移动的绳避免要车缝住。
其它绳袢外露部分不能超过75MM

2.2  7岁和7岁以下的儿童（小于等于134CM）脖子区域不能有绳子

2.3  绑绳要求：7岁以上的儿童（男孩&女孩134Cm以上）到青少年（男孩182CM & 女孩
176CM）脖子区域
平放时外露无绳或绳圈
当捆绑时，绳圈整圈不超过15CM（7.5CM完成）
不接受有弹性的绑绳，除非是打好结后下面另加的装饰吊绳。
游泳衣后面无松开的带子

TENIR ELOIGNER DU FEU KEEP AWAY FROM FIRE



CORDS – BUTTONS & SNAPS

纽扣&按扣2.4 腰绳/拉绳

当松开时，两端露出的绳子不超过14CM
当拴紧时，两端露出的绳子不超过28CM

2.5 腰部以下的拉绳 –大衣下摆，裤口的绳子必须放在衣服和裤腿的里侧
2.6 袖上的绳子：绳子必须放在袖子内侧。当拴紧时，从袖底看不到绳子。

如果是短袖，允许有拉绳，但是长度不能超过14CM
3.   纽扣：所有的扣必须通过BS4162：1982，不能有尖锐边

必须通过拉力测试 －－－50牛顿：直径<6mm；70牛顿： 直径> 6mm 

4. 揿扣，按扣，五爪纽扣
钉置必须牢固且没有尖锐的边
必须能承受10秒90N的拉力
它们成分必须符合关于镍的规则.



ZIPPERS – THREAD ENDS – EMBROIDERY – DECORATIVE ACCESSORIES
拉链—线头—绣花—配饰5. 拉链

拉链必须没有任何尖锐牙和其它尖锐的组件

盘绕的拉链不推荐。

拉头和拉链头要独立

所有有烙印的拉链（有LOGO的，品牌的）必须付符合BS3084标准

6. 线头，线圈&浮线
长线头易产生危害, 所有超过1CM线头必须被修剪干净, 特别是袜子和手

套。线圈的效果必须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

7. 绣花
绣花面积大于> 1.5cm² 必须在底部家无纺衬，特别是婴儿服装

8. 配饰
必须车死或焊丝不能用胶粘上

必须符合BS 5665—1:1989

如果需要，它们成分要符合关于镍的安全规则



PACKAGING – PROHIBITED CHEMICALS – FLAMMABILITY
包装—化学药品—易燃度

9. 包装

最小厚度=50 µm

必须要有无法抹掉的警告语（贴纸和商标不允许使用）

10. 严禁的化学品（无氮，无镍，甲醛要求，PH测试）
产品必须符合以下的欧洲和国际标准

2002年9月11号颁布的2003/3/CE
94/27/EC                                                     
ISO 14184 part I
ISO 3071

11. 易燃度

童装：产品必须符合EN 14878

对其它童装家纺产品和福利产品：产品必须符合以下欧洲和国际标准： BS 
4745

ISO 12952
BS 5722
BS 7177



CHILDREN SAFETY REGULATIONS - RECAP.   July 2008童装安全标准概要

绳 腰绳/拉绳

当松开时，两端露出的绳子不超过14CM

当拴紧时，两端露出的绳子不超过28CM

腰部以下的拉绳 –大衣下摆，裤口的绳子必须放在衣服和裤腿的里侧

袖上的绳子：绳子必须放在袖子内侧。当拴紧时，从袖底看不到绳子。如果是短袖，允许
有拉绳，但是长度不能超过14CM

纽扣 所有的扣必须通过BS4162：1982，不能有尖锐边

必须通过拉力测试 －－－50牛顿：直径<6mm；70牛顿： 直径> 6mm

揿扣，按扣，五爪纽扣 等等 钉置必须牢固且没有尖锐的边

必须能承受10秒90N的拉力

它们成分必须符合关于镍的规则.

拉链 必须没有任何尖锐牙和其它尖锐的组件

盘绕的拉链不推荐。

拉头和拉链头要独立

所有有烙印的拉链（有LOGO的，品牌的）必须付符合BS3084标准

线 长线头易产生危害, 所有超过1CM线头必须被修剪干净, 特别是袜子和手套。线圈的效果必
须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

绣花 绣花面积大于> 1.5cm² 必须在底部家无纺衬，特别是婴儿服装

配件 必须车死或焊丝不能用胶粘上

必须符合BS 5665—1: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