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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工信部、质检总局、认监委、工商总局等相关部委的指导下，中国玩具

和婴童用品协会于2013年3月29日正式启动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品牌自律中国

行”公益活动。活动的目的旨在联合国内外骨干企业以“关爱儿童成长，安全从我

做起”为己任，郑重承诺不生产、不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的产品，自觉接受政府、协会与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希望以首批自律承诺企业为

标杆，带动更多的企业参与“品牌自律中国行”活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安全

的玩具和婴童用品。

作为此次公益活动的重要环节，协会特别编写了《玩具安全消费指南》、《汽

车用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消费指南》和《婴童用品安全消费指南》，希望通过这三本

指南向消费者宣传和普及安全消费理念与产品选购知识，对消费者购买安全、合适

的产品给予指导与帮助。

为了切实落实对自律承诺品牌的监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会设立专线服

务邮箱接受消费者意见与投诉。

技术支持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扬州进出口玩具检验所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德国莱茵TUV集团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与协会市场部联系



玩玩具对孩子有益吗？

玩玩具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实现“寓教

于乐”的重要方式。玩玩具对培养儿童的认

知识别能力、手脑协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感知和

建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具有潜移默化

的开发和训练作用。

家长需要与孩子一起玩玩具吗？

许多玩具的设计对于培养孩子的不同能力有不同的玩法，家长与孩子

一起玩玩具有助于充分发挥玩具“寓教于乐”的作用，及时发现孩子的特

长和潜能；家长与孩子一起玩玩具，是增强亲情、与孩子平等交流的最好方式，也是教

育孩子的最佳时机。

需要根据宝宝的年龄选
购玩具吗？

不同年龄段的宝宝，身心发育特

点不同，正确选择与宝宝年龄对应的玩具才能有效

发挥玩具“寓教于乐”的作用。对于小于3岁的宝

宝，一定不能购买三岁以上才能玩的玩具，否则会

造成对宝宝的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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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消费 Q & A



4 个 月 至 8 个 月 的 宝 宝
适合玩什么玩具？

能促进宝宝触觉发育，多重质

感的玩具；能促进手眼协调能力的玩具；能锻炼

宝宝四肢协调能力的爬行玩具。

4个月以下的宝宝适合玩
什么玩具？

能引起宝宝视觉注意，色彩对比

度明显的玩具；能吸引宝宝听觉，声音柔和的玩具

以及肢体运动类玩具。

8个月至12个月的宝宝
适合玩什么玩具？

能提高宝宝抓握和摇动能力

的玩具；能练习肌肉精细动作技能的玩具；能

训练宝宝站立、行走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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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至19个月的宝宝适合
玩什么玩具？

能促进宝宝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的玩

具；能训练宝宝综合动作能力、独立行走能力的玩具。

19个月至2岁的宝宝适合玩
什么玩具？

能培养宝宝观察力和记忆力的玩具；能

培养专注力和提高手眼协调能力的玩具；能锻炼宝宝排

序能力、颜色识别与形状分类能力的玩具。

2岁至3岁的
宝 宝 适 合 玩
什么玩具？

能提高宝宝观察力、精细动

作协调能力与锻炼思维能力的拼

插类玩具；能锻炼宝宝数字识别

能力的识数类玩具；能锻炼宝宝

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的模拟

类、角色扮演类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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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至4岁的宝宝适合玩
什么玩具？

能进一步锻炼宝宝双手精细动作

与协调性，增强动手操作能力的玩具；能培养宝宝

掌握各种生活常识的玩具；能锻炼宝宝大肌肉运动

能力，增强动作协调性与平衡能力的玩具。

4岁至6岁的宝宝适
合玩什么玩具？

能帮助宝宝完善各种动

作协调性、准确性和灵活性的竞技类玩

具；有利于发展宝宝想象力、逻辑思维能

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玩具；能培养宝宝遵

守规则、提高团队协作能力的玩具。

6岁以上的孩子适合玩
什么玩具？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孩子逻辑思

维能力的玩具；科普类、知识性强的玩具；竞

技类、策略性的桌面游戏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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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销售的玩具必须符合什么标准与要求？

按照国家要求，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的玩具都必须符合《国家玩具

安全技术规范GB6675-2003》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电玩具同时还必

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玩具的安全GB 19865-2005》（不包括第20章 辐射、

毒性和类似危害）的要求。

如何判别市场上销
售的玩具符合相应
的标准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化法》，企业生产

执行的相应标准，应当在产品或其说明

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标准的代号、

编码、名称。如果消费者看到标注，意

味着生产企业自我申明本产品符合相应

相应的标准要求。

这个标识代
表什么？

国家规定，电玩具、弹射

玩具、金属玩具、娃娃玩具、塑胶玩具和童

车这六类玩具必须通过国家强制性认证，加

贴CCC标识后，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如果

消费者看到CCC标识，意味着生产企业自我

申明本产品通过了国家强制性认证。



这个图标代表什么？

这个图标表示该款玩具不适

合3岁以下的孩子玩耍。

为什么要检查玩具上的小零
件？

不可拆卸的小零件

对于玩具中不可拆卸的小零件如果装配的不牢固，在玩

耍中容易脱落或被宝宝用手指、牙齿将其拉出，极易造成3

岁以下宝宝误食，并发生窒息危险，因此，一定要用一定的

力试着拉扯，查看这些小物件是否会松动。

可拆卸的小零件

对于可拆卸的零件一定要查看其直径是否大于3.2厘

米。通常，成人小拇指的2个指节长度之和大于3.2厘米，因

此消费者可以用自己的小拇指来检查零件是否过小，以免

宝宝误食发生危险。

玩具从什么时
候开始要求通
过3C认证？

从2007年6月1日起，国家认监委

把电玩具、弹射玩具、金属玩具、

娃娃玩具、塑胶玩具和童车六类玩

具，纳入中国强制性认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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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上的毛刺、锐
利边缘会对宝宝造
成伤害吗？

宝宝可以触摸到的玩具各个部位都不

应有任何的毛刺、锐利的边缘，以免划

伤、割伤宝宝的皮肤。

玩具上的尖角会对
宝宝造成伤害吗？

锐利的尖角极易扎伤、刺

伤宝宝的眼睛和身体，因此，一定要检查玩

具上的边角是否圆润、光滑。

布 绒 玩 具 上 的 针
缝 线 不 牢 固 对 宝
宝有伤害吗？

布绒玩具针缝线的针脚稀疏不牢固，PP

棉或颗粒填充物容易从缝隙中露出，或是

被宝宝拽出，极易造成误食并发生窒息危

险。因此，消费者可以用手试着拉一拉，

查看针缝线是否会裂开。



布绒玩具的针缝线
缝隙过大会对宝宝
造成伤害吗？

缝隙过大，也容易造成PP棉或颗粒填充

物的外露，因此，如果通过缝隙能看到里面

的填充物，则说明缝隙过大。

玩具的接缝会对宝
宝造成伤害吗？

对于塑料、电动等其它

玩具，消费者可以直接用手摸一摸玩具的

接缝处是否平滑，避免出现毛刺、尖端或

是利口造成划伤宝宝皮肤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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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玩具可以一
直挂在童床上吗？

当宝宝可以用手或膝盖

支撑站立时，一定要移开悬挂在童床上方

的玩具以免发生宝宝被玩具上的绳索缠绕

或勒死的危险。



宝宝的健身类玩具可以一直放在童床上吗？

如果是用线绳、弹性绳或是皮带横系在童床上的健身类玩具，当

宝宝可以用手或膝盖支撑站立时，一定要将玩具移开以免发生宝宝被

玩具缠绕或勒死的危险。

有必要检查玩具活动
部件的间隙吗？

活动部件的间隙，如电动玩具

车轮子与轮毂间的尺寸，应当小于5毫米或大于

12毫米，以免8岁以下的孩子转动时夹住手指。

玩具里的传动机构必
须是封闭的？

为了防止宝宝的手指探入到

传动机构中被夹住手指，带有传动机构（齿轮传

动、链条传动）的玩具，其传动机构部位都应是

封闭的，并且要确保在不使用工具时，传动机构

不会被打开或外露出来。

为什么要检查玩具上的电池盒装置？

玩具中的小电池容易被3岁以下宝宝误食发生窒息，或是发生严重的

化学烧伤事故。在购买时，消费者一定要检查电池盒是否有可靠的螺丝固

定，在不使用螺丝刀或其它家用工具时，确保电池盒不能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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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玩偶推车等带有折叠机构的玩具时，要特别
注意什么？

消费者一定要检查此类玩具是否带有锁定装置或安全制动装置，以免玩具

出现意外移动或折叠造成宝宝被压伤或挤伤的危险。

玩具上的绳索过长会对宝宝造成伤害吗？

3岁以下宝宝使用的玩具如有绳索，其长度应小于22厘米，绳子的直径要大

于1.5毫米，这是为了防止宝宝被绳索缠绕而导致勒伤或勒死的危险。

 

发声玩具音量过大对宝宝
有影响吗？

一般来说，80分贝及以上的声音会

使宝宝感到吵闹难受，会直接损伤孩子的听力。因

此，消费者应在购买前先把玩具放在距离自己头部

大概30厘米处听一听，如果听着不舒服或是被吓了一

跳，那么它的音量就肯定超标了。



直径5厘米以下的小球可以让宝宝玩吗？

对于3岁以下的宝宝，不应接触直径小于5厘米的圆形、球

形或半球形的玩具，以免造成宝宝误食发生窒息危险。

选购软体摇铃、挤捏玩具、牙咬胶等玩
具时要特别注意什么？

消费者在购买这类玩具时，一定要用手握住玩具并尽力去

挤、压这些玩具，确保在最大压缩状态下，这类玩具的直径不会小于5厘米，

以免被宝宝吞食造成窒息的危险。

选购弹射玩具要
特别注意什么？

弹射玩具上的弹射

物应由弹性材料制成，并且不应有锐利

的边缘和尖端以免扎伤或划伤宝宝，也

不能弹射非玩具本身自带的弹射物，如

铅笔、钉子、小石头等。此外，家长一

定要注意不能让孩子用弹射玩具瞄准他

人，特别是眼睛或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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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会对宝宝造成
伤害吗？

为避免未充气或是破裂的

气球导致孩子发生窒息的危险，通常8岁以

下的孩子都应该尽量不玩气球，特别是破裂

的气球应该立刻丢掉。

封闭式玩具会有哪
些危险？

在选购封闭式玩具时，

如帐篷、玩具屋等，首先要检查是否有良

好的通风装置；其次，一定要确保玩具的

盖子、罩子、门、窗等类似装置上没有锁

定装置，并且不能使用纽扣、拉链及其它

类似的紧固装置，以免宝宝被关在里面出

不来，发生窒息的危险。

几岁的宝宝可以乘
坐电动童车？

宝宝的脊椎在三岁左右

才发育定型，因此最好在宝宝三岁以后再

乘坐电动童车。

电动童车速度越快
越好吗？

电动童车的最大速度不能

超过8公里/小时，否则宝宝在玩耍时，由于

车速太快而把握不住，极易出现把自己或把

他人撞伤的危险。



13

玩具的塑料包装袋如何处置？

玩具开封后，家长应及时将塑料袋破坏并丢弃，以免发生孩子将塑

料包装袋套在头上或贴在脸上而造成窒息。

玩具买回家可以直
接给孩子玩儿吗？

建议在购买后应根据玩具

的材质，先清洁后再给孩子玩。

玩具就是玩儿的，
还需要保养吗？

是的，玩具也必须正确

地进行保养，以确保孩子在玩耍过程

中的安全性。

玩具安全消费指南

日常玩具的保养应
该怎么做？

定期检查玩具是否出现

裂纹、锋利的边缘、小部件松动以及污垢

等，注意不要将玩具放在户外过夜，以免

因雨水、露水等造成锈损。同时，要提醒

孩子，当玩具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及时告诉

家长进行处理。

新买的玩具玩儿两
次就被摔裂了，是
宝宝太调皮了吗？

国家标准规定，玩具都需要经过专业的跌

落测试，即根据玩具不同的重量与适用年龄，

将玩具从90厘米或140厘米的高度向下摔落4次

或10次，玩具摔到地上时不应被摔裂、摔破，

产生尖角、裂缝、碎片等，同时，小零件和电

池也不应出现松脱或是直接被摔出来。

如果新购买的玩具在正常使用时，宝宝

只玩儿了几次就被摔坏了，那很有可能是玩

具的质量不过关。请家长一定注意不要把损

坏的玩具再给宝宝玩耍以免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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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自律中国行”首批自律承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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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品牌排名以企业中文名称拼音字母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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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成长  安全从我做起

玩具和婴童用品品牌自律承诺书

作为玩具/汽车用儿童安全座椅/婴童用品的生产或销售企业，我们深知产

品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儿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我们将以“关爱儿童成长 

安全从我做起”为己任，严格遵守玩具和婴童用品的国家质量标准，为消费者

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

为此，本企业   ＸＸ     品牌     ＸＸ      产品自愿参加中国玩具

和婴童用品行业“品牌自律中国行”活动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不生产、不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的产品，杜

绝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自本企业流入市场； 

二、切实履行质量担保责任及缺陷产品召回等法定质量责任。如因本企业

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而造成使用者在依产品设计用途和使用说明

正确使用该产品的过程中出现人身伤害，本企业愿对使用者遭受的伤害承担法

律规定的全部责任；

三、设立并公布消费者投诉渠道，自觉接受政府、协会与社会各

界的监督；

四、如本企业产品在质量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发生纠纷，本企业将及时与中

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进行沟通并参与协会组织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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