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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 范围 
    本章节中 C 所述的解释是属于用户产品安全委员会的规定， 
1500.2 权限 
    联邦危害物质法令的权限是由用户产品安全委员会中用户产品安全法令进行授权。 
1500.3 定义 
（a）本部分所用特定的术语如下： 
（1）法令：意思是联邦危害物质法令，通过下述法令修订： 
       （i）1966 年儿童保护法令 
       （ii）1969 年儿童保护和玩具安全法令 
       （iii）1970 年有毒物质预防包装法令 
（2）委员会：是指 1973 年 5 月 14 日成立的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依据消费产品安全法案

中的条款。 
（b）法令定义：除了已经过时的第 2 章（c）和（d）中法令的定义外，本法案第二章中对

定义的详细解释适用于本部分，为方便起见，重复如下： 
        （1）领土：意思是美国范围内的领土或财产，包括哥伦比亚地区和波多黎各共和

国，但不包括其运河区域。 
        （2）州之间的商业贸易：是指（i）任何州之间的贸易（ii）哥伦比亚行政区内部

的贸易或其法律实体内的贸易。 
        （3）人：包括个人、合伙人、公司和团体。 
（4）（i）有害物质意思是： 
         （A）任何有毒、有腐蚀性、有刺激性、强感光、极易燃烧、或通过分解热能或

其它方式释放压力的物质或混合物，如果这种物质或混合物由于习惯性处理或使用而能引起

严重的人身伤害或疾病的也属于有害物质， 
         （B）任何委员会通过规章制度规定的物质，本法令第三章（a）规定的物质，要

符合 2（f）（1）（A）中的要求。 
         （C）任何放射性物，此类物质作为特殊的物质进行分类或包装。委员会根据规

定判定为极危险的物质，就要根据要求贴上标签，以防止危害公众健康。 
          （D）任何经委员会判定的供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它物件，只要其存在电气、机

械或热能伤害的，都要符合本法令第三章（e）的要求。 
     （ii）危害物质不能用在杀虫剂、杀真菌剂、杀虫剂、食物、药物和化妆品上，也不

能用于在容器内储存的燃料上，不能用于加热、制冷或房间的空调系统上。 
     （iii）危害物质不能包括 1954 年原子能法令中规定的任何原材料、特殊的核物质、或

副产物，该法令根据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修订和规定。 
（5）有毒物质（而不是辐射性物质）能够通过消化、吸入或皮肤表面的接触对人身造成伤



害或疾病。 
（6）（i）剧毒性物质意思是指下列物质： 
（A）对实验室的 10 只白鼠试验，在 14 天内能导致一半或多于一半的白鼠死亡的物质，每

只白鼠的重量在 200 到 300 克之间，根据白鼠每千克的重量比例一次的剂量为 50 毫克或小

于 50 毫克。 
（B）对实验室的 10 只白鼠试验，在 14 天内能导致一半或多于一半的白鼠死亡的物质，每

只白鼠的重量在 200 到 300 克之间，通过持续吸入物质，周期为小于等于一小时。 
（C）对实验室的 10 只兔子试验，在 14 天内能导致一半或多于一半的兔子死亡的物质，给

药剂量为根据体重每千克小于等于 200 毫克，对裸露的皮肤进行持续的接触，时间为小于等

于一小时。 
（ii）如果委员会发现通过人类实验所得的数据不同于在动物身上所得到的数据，用药剂量

及浓度按照（b）（6）（i）规定的来进行，将有限采用从人类实验上所得的数据。 
（7）腐蚀性意思是指任何接触活性组织的物质，因化学作用的影响将引起组织的破坏，但

不是指作用在无机的表面上。 
 
1500.44 判断极易燃或易燃固体物质的实验方法 
（a）样品制备——（1）对于颗粒状、粉末状和面糊状物质。把样品塞到扁长方形的金属盘

内，其内尺寸为长 6 英寸，宽为 1 英寸，厚度为 1/4 英寸。（2）对于坚硬及柔软的固体。测

量样品尺寸，通过使用金属环、夹具、圆圈或其它根据需要而采用的适当的装置把样品支撑

起来。使主轴方向为水平方向，使其表面的最大部分暴露在空气中。 
（b）实验程序——每次实验后把样品放在都能通风和清洁的开阔的地方。试验期

间样品的温度保持在 68℉和 86℉之间。固定一个直径至少为 1 英寸的点燃的蜡

烛，使其火焰在主轴末端能够和样品表面相接触，时间为 5秒钟或者直到样品被

点燃，取时间最小的值。移走蜡烛，通过秒表测量到自动熄灭的燃烧时间，其燃

烧时间不应超过 60 秒，使用 CO2 灭火器或对样品不会造成破坏的其他灭火器把

火焰扑灭。测量燃烧区域的尺寸，计算沿主轴方向的燃烧速率。 
 
1500.45 判断极易燃和自加压易燃成分的实验方法 
（a）设备要求：试验设备包括一个 8 英寸宽的底座，2 个长支腿组成，每 6 英寸标记一次，

2 个长的支腿水平支撑在底座的侧面，距离底座大约 6 英寸。一个直径大于等于 1 英寸的蜡

烛，蜡烛上端的高度和水平刻度的高度一致，把蜡烛放在底座的原点处。 
（b）实验程序：本实验在宽阔的区域内进行，每次实验后都可以进行清洁和通风，把自加

压容器放在距离火焰6英寸的位置，通过适当的角度对火焰的上面进行喷射，喷射时间为15
秒至20秒（一个监视器监测火焰的燃烧时间，另一个监测容器）。火焰的高度大约为2英寸。

每次试验采集三个读数，然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控制其的一个预防措施，要界定其空间大小，

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要界定其范围。 
 
1500.46  判断自加压容器的极易燃物质燃点的方法 
使用1500.43a所述的仪器，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开口容器内使用干冰，使加压容器冷却，

设备所用的电解液（可以使用盐水或乙二醇）的温度为零下大约25℉。打开制冷容器使推进

剂物质喷出。把其制冷方式转变到实验容器内，按照1500.43a所述方法进行测试。 

 
1500.47 判断玩具端帽产生的声压的方法 
（a）设备要求：实验设备包括一个传声器，一个扩音器（如果需要）和一个示波器。 



扩音器系统包括 
 
1500.49 判断供8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和其他物件中金属或玻璃尖边的技术方法 
（a）目的 
     本部分第（d）中所述尖边的测试方法，委员会用于初步判断供8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

具或其他物件中金属或玻璃的尖边，这种尖边一般暴露在正常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其伤害具

有可预见性，或对玩具或物件过度使用时，其伤害可预见。根据联邦危害物质法令第2（s）
部分，物件撕裂可以造成潜在的伤害。委员会将进一步对具有潜在撕裂危害性的，具有尖端

的玩具和其他物件进行评估，以确定对个别产品进行管理的必要性。 
（b）范围  
（1）总则：本章节（d）段中关于尖端的测试，适用于含有金属或玻璃尖端的玩具或其他物

件，此类物件在1979年3月26日以后开始在各州之间的贸易中出现。美国之外生产的此类物

件，开始在美国口岸进入时就在各州间的贸易中出现。 
（2）豁免权：（i）符合下列规定要求的玩具和其他儿童物品不受1500.49的限制：自行车、

非全尺寸婴儿床、全尺寸婴儿床的法规（本章节第1508、1509和1512部分）。 
（ii）玩具，因其功能原因必须具有伤害性的尖端的金属或玻璃，而又没有任何非功能性的

尖端金属或玻璃，此类玩具不受本章节的限制。只要玩具再销售时能够通过明显且易读的标

签辨认出来，和其具有功能性的金属或玻璃尖端一样都可以豁免，例如剪刀玩具。 
（iii）物件：除玩具外，供儿童使用的因其功能原因又必须具有金属或玻璃尖端伤害的，而

且又没有任何非功能性金属或玻璃尖端，此类物件不受本章节的限制，例如溜冰鞋和儿童用

刀叉餐具。 
（3）定义：（i）玻璃：本法规中，委员会将玻璃定义为坚硬易碎、非结晶性由融化产生的

物质，通常由互溶性硅和硅酸盐组成，也包含碳酸钠和石灰石。（ii）金属：本法规中委员

会将金属定义为金属或金属合金。 
（c）易接近性： 
（1）总则：根据1500.51,1500.52,1500.53进行试验（包括咬力测试----每部分的第（c）段），

试验前后任何易触及的金属或玻璃端，都要根据本章节（d）段进行尖端试验。由成年人组

装且儿童不易拆卸的玩具，如果其包装和组装说明上体现了只能由大人组装的话，都要在装

完毕的状态下进行测试。 
（2）易触及端：（i）供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他物件中，金属或玻璃的易触及端

是指衣领前面的任何部位能够接触的部分，使用本章节图2中所述的探针A进行检测。 
（ii）供3岁以上8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他物件中，金属或玻璃的易触及端是指衣领前

面的任何部位能够接触的部分，使用本章图2中探针B进行检测。 
（iii）供跨越两个年龄组的儿童使用的玩具或其他物件中，易触及端是指衣领前面的任何部

位能够接触的部分，使用探针A或B测量，如本章中图2所示。 
（3）插入深度：（i）具有最小尺寸的任何孔、凹缝或开口（开口的最小尺寸是指最大球体

能够通过开口的尺寸），其尺寸要小于探针项圈的尺寸，易触及的总的插入深度要到达探针

的项圈，每个探针的连接处可以旋转90度的角度，以模拟关节的动作。（ii）具有最小尺寸

的任何孔、凹缝或开口，当使用探针A时，其尺寸大于探针A的项圈，但小于7.36英寸

（186.9mm）；或者使用探针B时，其较小尺寸大于探针B的项圈，但小于9英寸（228.6），

易触及的总的插入深度由插入的探针决定，如图2所示，在任何方向上要达到孔、凹缝或开

口最小尺寸的2-1/4倍。（iii）对于任何孔，凹缝或开口，当使用探针A测试时，较小或较大

的孔的尺寸为7.36英寸（186.9mm），或者是使用探针B测试时，较小或较大的孔的尺寸为9
英寸（228.6mm），总的插入深度不受本规范的限制，除非孔、凹缝或开口的尺寸与本章中



（c）（3）（i）或（ii）中所述的一样。这种情况下，应当遵守本章（c）（3）（i）或（ii）
的规定。如果使用两种探针，较小尺寸是7.36英寸（186.9mm或较大尺寸的，用于判断不受

限制的开口）。 
（4）不易接触的边缘。如果金属或玻璃边缘平位于被测试样品的表面，不需要使用探针测

试，那么就认为这些边缘是不易接触的边缘。按照1500.51、1500.52和1500.53试验前后，任

何边缘和其临近表面的缝隙不许超过0.02英寸（0.5mm）（不包括每部分的咬合测试）。例

如金属边缘的搭接处，通过一个平行的表面进行覆盖，在侧面靠近保护平面的任何毛边或薄

边，如果边缘和平行表面的缝隙小于0.02英寸（0.5mm），都认为是不易接触的边缘。另外

一种例子就是，金属薄边具有卷边，大约为180度，约和主金属平面平行。内边缘上的任何

毛边或薄边，在侧面与被保护的平面临近，如果其缝隙不超过0.02英寸（0.5mm）都将认为

是不易接触的边缘。 
（d）尖端测试方法：（1）试验原理：使用尖端试验仪测试，具有圆筒形的中心轴，能够以

固定的速率转动（尖端测试仪的工程图可以从委员会办公室处得到）。中心转轴的周围按照

本章（e）（3） 所述包裹有一层TFE带。中心转轴施加在被测试的边缘，所用的力为1.35
磅（6N），这样边缘会接触到本章图1所示的带子宽度的中心部位，转轴保持对边缘恒定的

力的转速下旋转，转轴沿边缘的线性运动会受到阻挡，在力达到1.35磅时，如果能完全把带

子切断不超过1/2英寸（13mm），那么就认定该边缘是尖边。（2）试验程序：（i）被测试

样品的边缘，要按照试验中不能被移动的方式进行支撑，如果转轴在满负荷的力1.35磅下动

作，能够引起边缘弯曲，应使用较小的转轴力。根据本章（c）或许需要移动样品的的某一

部分，以方便尖端测试仪试验。这些样品中被拆分开的部分或许影响到原始的尖边，尖边测

试要在支撑状态下进行,以便其硬度接近而不大于组装的样品边缘的硬度。 
（iii）按照下述方法进行尖边试验：按照本章（e）（3）所述包裹一层TFE带，在未拉伸状

态下把转轴周围完全包裹起来，带子的末端对接或者按照不超过0.1英寸（2.5mm）的尺寸

重合。大约在带子的中心位置施加转轴到测试样品的边缘，所用的力为1.35磅（6牛顿）。

转轴的放置应使其轴线与测试边缘直线的夹角为90±5°，或与接触点的切线夹角为90±5

°。测试边和转轴的接触点要大约在带子的中心上。转轴的轴线可以放在与测试边直线成直

角或者与接触点相切的平面的任何位置上，试验人员应当寻找一种能使边缘切割到带子的合

适的方向。保持所用力的大小，以恒定的转速旋转转轴防止其沿边缘的线性运动；从边缘处

释放转轴，拿走带子不要扩大其切口。只要带子上的切口长度不超过1/2英寸（13mm），就

可判定其边缘为尖边。（所用的实验仪器要进行校准，以确保转轴的力不超过1.35磅。） 
（e）尖边测试仪规格：下列规范适用于本章（d）段中所述的尖边测试设备。 
（1）转轴的旋转产生一个切线的速率，大约为1±0.08英寸/秒（25.4±2mm/s）,能进行流

畅的开始和停止。 

（2）转轴由钢材制作，转轴的测试表面应避免刮擦、刻伤、毛边，表面的粗糙度不超过百

万分之十六英寸，根据Rockwell“C”硬度分度测值，测试表面的硬度不小于40。转轴的直

径为0.375±0.005英寸，转轴长度适中。 

（3）所用的带子为耐高温绝缘的压敏TFE材料，背面TFE材料的厚度在0.0026英寸和0.0035

英寸之间，粘胶为压敏硅聚合物，厚度为0.003英寸；带子的宽度不超过1/4英寸，在进行尖

端试验时，带子的温度保持在21.1℃和26.6℃之间。 

（f）为了与本1500.49的技术要求相一致，所用的图为英文的。为方便起见括号内提供的是

公制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