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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修改采用BS EN71-4:2007《玩具安全 化学和类似活动的实验玩具》。 
本标准与BS EN71-4:2007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 修改了危险标志符号和危险标志要求； 

—— 修改了标注要求； 

—— 修改了护目器的冲击试验方法； 

—— 调整原正文部分 5.2.6“硼硅酸玻璃密度测定鉴别方法”为附录 B。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玩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玩具实验室，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玩具检测技术中心，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轻工产品检测中心，广东检验检疫局粤东玩具检测中心，

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所，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崇华、方晗、江丽媛、阮建苗、王新豫、范岑亮、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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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安全 化学及类似活动的实验玩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和类似活动的实验玩具中可使用的特定物质和配制品及其最大用量。同时规

定了该类玩具的标注、内容物清单、使用说明和用于实验的设备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实验玩具及其附加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31 橡胶袖珍硬度计压入硬度试验方法(idt ISO 7619) 
GB 5296.5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5 部分：玩具  
GB 6675  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GB 13690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ISO 868  塑料和硬橡胶  使用硬度计测定压入硬度 
ISO 8317 防儿童拆开的包装 可重新盖紧包装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学实验玩具 chemistry set 
包含一种或多种化学物质和/或化学配制品的实验玩具，无论是否带有用于化学实验的设备。 

注：此定义也适用于矿物学、生物学、物理学、显微镜方法、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实验玩具，只要它们含有一种

或多种化学物质及化学配制品。 

 

3.2  
 附加装置 supplementary set 

与成套化学实验玩具一起使用的化学装置。 

4 化学物质 

4.1 只有表 1 和表 2 中的化学物质、化学配制品和指示剂可用于化学实验玩具，其使用量不得超过

该表中规定的限量。以溶液形式提供的指示剂，其固体含量不应超出表 2 规定的限量。 

 玩具中若含有危险性的化学物质和配制品，应在其容器上作相应的标注。 

注 1：所用的化学品的质量应符合实验的要求，特别是不应含有会引起不明确反应和危险的杂质或组分。 

 注 2：书、印泥或画卷中不会渗出的指示剂远低于相关的毒物学标准，其使用量不受表 2限制。 
4.2 变性甲基化酒精和表 3中列举的试剂可以按规定使用，但不应与玩具一同提供。 

4.3 除表 1 和表 2 外的其它物质不应与玩具一同提供。但是，在使用说明中可以规定使用不属危险

性物质的其他物质或配制品，例如糖。 

表 1 化学物质和配制品的限量与危险性类别 
化学物质和配制品 每套玩具中的最

大用量 
危险性类别 CAS 登记号 a 

硫酸铝钾 b 10 g — 1004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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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铵 g 5g 有害 10361-29-2 

氯化铵 30g 有害 12125-02-9 

硫酸铁铵 g 5g 刺激性 10138-04-2 

磷酸氢钠铵 5g — 13011-54-6 

碳酸钙 100g 刺激性 471-34-1 

氯化钙 10g 刺激性 10043-52-4 

氢氧化钙 c,g 20g 刺激性 1305-62-0 

硝酸钙 g 5g 刺激性，氧化性 h 10124-37-5 

氧化钙 c,g 10g 腐蚀性 h 1305-78-8 

硫酸钙 100g — 7778-18-9 

木炭 b 100g — 7440-44-0 

柠檬酸 g 20g 刺激性 77-92-9 

丁香油 b,g,i 10mL 有害 84961-50-2 

铜片 100g — 7440-50-8 

氧化铜（II）g 10g 有害 1317-38-0 

硫酸铜（II） 15g 有害 7758-98-7 

焦亚硫酸钠 10g 有害 7681-57-4 

甘油（含水量≥15%） 25g — 56-81-5 

六亚甲基四胺（固体燃料） 10g 有害，易燃固体 h 100-97-0 

铁屑/铁粉 b,g 100g 易燃固体 h 7439-89-6 

氯化铁 g 10g 有害 7705-08-0 

硫酸铁 g 10g 有害 7720-78-7 

乳糖 100g — 63-42-3 

无铅焊料 b 100g — — 

镁条 g 3g 易燃固体 h，遇湿易

燃 h 

7439-95-4 

硫酸镁 25g — 7487-88-9 

二氧化锰（IV） 5g 有害 1313-13-9 

硫酸锰（Ⅱ） 15g 有害 7785-87-7 

水合茚三酮 g 1g 有害 485-47-2 
胃蛋白酶 A 10g 有害 9001-75-6 
溴化钾 g 15g 刺激性 7758-02-3 
铁氰化钾 b 10g — 13746-66-2 
亚铁氰化钾 b 10g — 13943-58-3 
碘化钾 10g — 7681-11-0 

高锰酸钾 d 15g 有害，氧化性 h 7722-64-7 

高锰酸钾：硫酸钠混合物（1:2，
m/m） 

10g 有害，氧化性 h — 

硝酸银 g（1%（m/V）水溶液） 10mL 有害 7761-88-8 

醋酸钠 20g — 127-09-3 

碳酸钠 50g 刺激性 497-19-8 

氯化钠 100g — 7647-14-5 

碳酸氢钠 50g — 144-55-8 

硫酸氢钠 30g 刺激性 7681-38-1 

硅酸钠溶液 g（SiO2:Na2O>2） 100mL 腐蚀性 h — 

硫酸钠 100g — 7757-82-6 

硫代硫酸钠 50g — 7772-98-7 

硫 g 15g 易燃固体 h 7704-34-9 

丹宁酸 b 15g — 1401-55-4 

酒石酸 g 20g 刺激性 8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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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亚锡 g 15g 腐蚀性 h 7772-99-8 

碘酊 b（2.5%（m/V）乙醇溶液）e 10mL 有害
f
，易燃液体 h — 

尿素 10g — 57-13-6 

锌粉和锌粒 20g 遇湿易燃 h 7440-66-6 

硫酸锌（七水混合物） 20g 有害 7446-20-0 
a 化学文摘服务处（CAS）登记号码仅作资料使用。 
b 除标注的物质外，其他物质按 IUPAC 规则命名。 
c 每套玩具中仅能使用一种这类物质。 
d 仅用于供 12 岁以上儿童使用的玩具。 
e 变性酒精（乙醇）。 
f “有害”适用于碘，不适用于其乙醇溶液。 
g 物质的分类应与依据厂商资料进行最严格的自我分类一致。 
h 危险性标志参照 GB 13690。 
i 应给出以下风险警示和安全提示短语： 

丁香油   风险警示：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安全提示：避免与皮肤接触。 

 
 

表 2 指示剂的限量与危险性类别 
指示剂名称 每套玩具中的 

最大用量 
危险性类别 CAS 登记号 a 

曙红（四溴荧光素）
b,d
 1g 刺激性 17372-87-1 

碘（2.5%（m/V））的碘化钾（2.5%
（m/V））水溶液 

10mL 有害 c 7553-56-2 

石蕊兰
b
 1g — — 

石蕊红
b
 1g — 1393-92-6 

发光氨与硫酸钠的混合物（5:95，
m/m）

b,d 
3g 有害 521-31-3 

甲基橙
b,d
与硫酸钠混合物（20:80，

m/m） 

3g 有毒 e 547-58-0 

亚甲基兰
b,d
 1g 有害 67-73-4 

酚红 d 1g 刺激性 143-74-8 

百里酚蓝 1g — 76-61-9 

通用色散试纸 b 1 包 — — 
a 化学文摘服务处（CAS）登记号码仅作资料使用。 
b 除标注的物质外，其他物质按 IUPAC 规则命名。 
c “有害”适用于碘，不适用于其乙醇溶液。 
d 物质的分类应与依据厂商资料进行最严格的自我分类一致。 
e 危险性标志参照 GB 13690。 

 
表 3  化学实验玩具中不得提供但允许使用的试剂最大浓度和危险性类别 

试剂名称 最大浓度 危险性类别 CAS 登记号 a 

氨水 2 mol/L 刺激性 1336-21-6 

盐酸 2 mol/L 刺激性 7647-01-0 

过氧化氢 b 1 mol/L — 7722-84-0 

氢氧化钠溶液 1 mol/L 腐蚀性 c 1310-73-2 
a 化学文摘服务处（CAS）登记号码仅作资料使用。 
b 过氧化氢的浓度为 3%（V/V）的溶液。 
c 危险性标志参照 GB 1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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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 

5.1 一般要求 
化学实验玩具应附使用说明，使用说明中应描述完成实验所需的容器、护目器和必要的试验管

架。 
附加装置应按条款8列明内容物清单，并按6.3.3作标注。 
所有指定的实验应由生产厂家作出评价，特别是实验所产生的物质的量不应危害健康。 
注：应详细描述玩具使用过程特别是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已知危害。（例如：化学品和玻璃器皿的操作，沸腾延

迟，冷凝水回流到过热的玻璃器皿，气体变化以及加热炉和其他加热装置的操作。） 

5.2 容器和玻璃器皿 
5.2.1 试管 
5.2.1.1 用于加热的试管 

使用说明书中如包含试管加热的化学实验玩具，其中所有用于做加热实验的试管应用耐热性的

硼硅酸盐玻璃制成。硼硅酸盐玻璃测试鉴别按照附录B进行。 
用于加热的玻璃试管的长度应大于110mm，内径应大于15mm。 

5.2.1.2 不用于加热的试管 

使用说明中包含不用于加热化学实验的试管以及玻璃试管不是用硼硅酸盐玻璃制成时，玩具中

所有的试管应依照6.2进行标注。 
不用于加热的玻璃试管（例如：非化学实验用途的试管），长度应不大于90mm，内径应不大于

12mm。 
5.2.2 其他玻璃器皿 

使用说明书中如包含玻璃器皿加热化学实验的玩具，其中所有用于加热的器皿应用耐热性的硼

硅酸盐玻璃制成。硼硅酸盐玻璃测试鉴别按照附录B进行。 
以上要求不适用于以加热使其弯曲为目的的玻璃管。 
不用于加热的其他器皿如果外观和形状可能被误当作是可加热容器的，应依照6.2进行标注。 

5.2.3 试剂容器 
试剂容器应从尺寸和形状上区别于实验用的玻璃器皿，避免在实验中被误当作实验用的玻璃器

皿使用。 
所有的容器应抗冲击，按下述方法进行测试时不应有破损、裂缝或渗漏。 
从（850±50）mm的高度以最不利的方位跌落到一块置于硬质水平面上的4mm厚不锈钢板上，该

不锈钢板上涂有2mm厚的涂层，具有肖氏硬度（75±5）度的硬度（依照ISO 868或GB/T 531 测试）。

重复跌落共5次。肉眼观察容器是否有破损、裂缝或渗漏。 
5.2.4 盖子 

盖子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 符合 ISO 8317 的要求； 

—— 需要两个独立的动作才能打开：一个垂直向下的压力和一个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齿状

接口）的力矩。依照附录 A 中 A.1（盖子测试方法 A）进行测试，盖子不应被打开； 
—— 应包含一个内塞，需用外用工具才能打开。盖子只能用特制的专用工具才能被打开。依

照附录 A 中 A.2（盖子测试方法 B）进行测试，盖子不应被打开。 
此外，用于装液体的容器的盖子依照附录A中A.3（盖子测试方法C）进行测试时不应有破损、

裂缝或渗漏。 
注：此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幼儿接触此类产品中的化学物质。 

5.2.5 空容器 
供储存试剂用的空容器的最大容量按照表4的要求，分别不应大于50mL和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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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储存试剂用的空容器的最大容量（见表3） 
试剂 最大容量 
氨水，2 mol/L 50mL 
盐酸，2 mol/L 100mL 
过氧化氢，1 mol/L 100mL 
氢氧化钠溶液，1 mol/L 100mL 

 

5.3 移液装置 
移取液体时不能使用嘴吸的移液管。如有移取液体的需要，应提供一种无法用嘴吸的机械移取

方式，例如：带固定滴头的滴管。 
5.4 试管架和试管夹 

当盛5mL水的一只试管放置于试管架最外层的孔位，并倾斜15°时，试管架不得翻倒。 
当实验进行过程中需要加热时，应配备适用的试管夹。 

5.5 护目器 
护目器从功能和设计上应能最大程度地保护眼睛。 
护目器的透明材料依照GB6675仿制防护玩具的冲击测试时应不破裂。 
如果实验玩具不含供成年监督人用的护目器，应在外包装上依照6.3.2进行标注。 

6 标注 

6.1 一般要求 
标注应符合GB5296.5的规定。 

6.2 单个容器和玻璃器皿的标注 
6.2.1 用于装化学物质或配制品的单个容器应标注下列信息： 

a) 表1、表2或表3中列出的化学物质或配制品的名称； 
b) 表1、表2或表3中列出的属危险物质的化学物质或配制品，应用文字标注相应的危险性类别，

对氧化性、腐蚀性、易燃固体、遇湿易燃、易燃液体、有毒等危险性类别还应按照GB13690标识危

险品标志。 
注：化学物质和配制品的俗名可以标在容器上。 

6.2.2 不用于加热的玻璃器皿上应标注 
— “禁止加热”。 

6.3 外部包装上的标注 
6.3.1 外部包装上应依照 GB5296.5 标注生产者、经销者的名称和地址。 
6.3.2 外部包装上还应标示下列警告语： 

— “警告：仅供 10 岁以上儿童使用；仅在熟悉预防措施的成人严格监督下使用。” 

— “注意：包含具有安全危害的化学品。 

使用前请阅读说明书，依照说明进行操作并保留说明书供参考。 
化学品不得接触身体的任何部位，特别是眼睛和嘴部。 
实验应远离幼儿和动物。 
化学品应存放在儿童不可触及的地方。” 

必要时（见 5.5）在外包装上标示： 
“不包括供成年监督人使用的护目器。” 
注：如有必要，生产厂家可在安全警示中确定年龄组为 10 岁以上。 

含高锰酸钾的玩具，安全警示中的年龄组应为 12 岁及以上。 
6.3.3  此外，附加装置在外部包装上应标示下列警告语： 
— “注意：本附加装置不包括完成实验所需的全部设备和化学品。 

完成实验需要全套化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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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带警告和急救信息的内容物清单 

内容物清单应包括下列信息： 
a) 一份所提供的化学品清单，至少包括其名称及用量。 
b) 适于每种特定物质的风险警告、安全提示短语。 

c) 生产厂家提供的空白位置，供填写当地毒物中心（急救中心）或医院的电话号码，以备不慎

吸入有毒物质时使用。 
d) 一般的紧急救护资料如下： 

“如果触及眼睛：用大量水冲洗眼睛，必要时使眼睛张开冲洗，并立即就医。 
如果咽下：用水漱口并喝一些干净的水，不要引起呕吐。并立即就医。 
如果吸入：将人转移到通风处。 
如果触及皮肤并烫伤：用大量水冲洗受伤部位 5 min。 
如有疑虑，立即就医，就医时携带化学品和装化学品的容器。 
如果受伤：立即就医。” 
注：紧急救护资料也可以放在实验操作说明书中。 

e) 必要时需要提供特殊的紧急救护资料。 

8 使用说明书 

8.1 一般说明 
使用说明书应使用规范的汉字。 
6.3条规定的外包装上的标注应重复写在使用说明书的封面上。 
使用说明书的第一页应包含该产品的内容物清单。清单信息应参照8.2和8.3条的要求。 
应详细描述每项实验的操作过程。 
适当的时候，应在实验操作过程描述中增加适于每种特定物质的风险、安全措施短语和发生可

预知的事故时的急救信息。 
还应给出使用过的化学品的处置信息，包括不是与玩具一起提供的、但在实验过程中要用到的

物质和配制品。应强调处置这些物质的必要性，例如：进行实验用的食品。 
化学品的处置说明应参考国家关于同类物质处理的规章。 
说明书内页应包含如下信息： 

a) 成人监督忠告（见 8.2）； 
b) 第 7 条中要求的信息； 
c) 安全规则（见 8.3）。 

8.2 成人监督忠告 
成人忠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阅读说明，安全规则，急救资料并参照执行，保留说明书供参考。 
b) 不正确地使用化学品会引起受伤并危害健康，只能进行说明书中列举的试验。 
c) 本化学实验玩具仅供 10 岁以上儿童使用（特定情况下仅适合 12 岁以上儿童使用）。 
d) 因儿童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在同一年龄组内，成年监督人应判断哪些实验对儿童是适

合的、安全的。说明书应能使监督者评估任何一个实验对特定儿童的适合性。 
e) 在开始实验之前，成年监督人应与儿童或儿童们讲述警告内容和安全防护资料，特别要注意

酸、碱和可燃性液体的操作。 
f) 实验进行的场地要远离食品贮存处，周围不应有任何障碍物。照明，通风要良好，靠近水源。

实验台应坚固，桌面耐热。 
g) 加热炉使用说明。” 

8.3 安全规则 
应列明以下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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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请阅读说明，依照说明进行操作并保留说明书供参考。 
注意：幼儿、动物和未戴护目器的人要远离实验区域。 
注意：实验时要戴护目器。 
注意：化学实验玩具要存放在儿童不可触及的地方。 
注意：使用后要清洗所有设备。 
注意：使用后盖紧瓶盖并适当储存。 
注意：实验完成后要洗手。 
注意：不要使用不是玩具配套的设备。 
注意：不要在实验区域吃东西，喝水或吸烟。 
注意：不要让化学品接触眼睛或嘴。 
注意：不要将食品放在玩具配备的容器中储存。 
注意：立即处理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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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剂容器的盖子测试方法 

A.1 盖子测试方法A 

打开盖子然后盖上，反复开关 10 次。对盖子垂直向上施加（70±2）N 的力，观察盖子是否仍

密闭。 

对盖子垂直向下施加（30±2）N 的力，在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施加不超过（0.5±0.05）Nm 的

力矩，观察盖子是否仍密闭。 

A.2  盖子测试方法B 

用外用工具打开盖子然后盖上，反复开关 10 次，拿掉外用工具，塞子应在锁紧的位置。对盖子

垂直向下施加（30±2）N 的力，在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分别施加不超过（0.5±0.05）Nm 的力矩拧

至一整圈，观察盖子是否仍密闭。 

对盖子垂直向上施加（70±2）N 的力，观察盖子是否仍密闭。使用外用工具并在盖子最容易被

打开的方向上施加 10N 的力，观察盖子是否仍密闭。 
A.3  盖子测试方法C 

向容器注入容器体积四分之三的水，盖上盖子。将充水的容器倒置，盖子向下，使从（850±50）

mm 的高度跌落到一块置于硬质水平面上的 4mm 厚不锈钢板上，该不锈钢板上涂有 2mm 厚的涂层，具

有肖氏硬度（75±5）度的硬度（依照 ISO 868 或 GB/T 531 测试）。重复跌落共 5 次。肉眼观察盖

子是否有破损、裂缝或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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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硼硅酸盐玻璃的密度测定鉴别方法 

B.1 概述 
本标准采用密度测定方法鉴别硼硅酸盐玻璃。鉴别硼硅酸盐玻璃的方法还有几种，例如：折射

率测定。 
B.2 仪器和试剂 
B.2.1 25mL 比重瓶。 
B.2.2 水浴装置，能恒温（20±1）℃。 
B.2.3 去离子水。 
B.2.4 分析天平，精度 0.1mg。 
B.3 步骤 

称量比重瓶（m0），取部分干净的玻璃样品置于比重瓶中并称重（m2）。然后用水充满比重瓶，

放在（20±1）℃水浴中使瓶内物体达到20℃。用水加满比重瓶，从水浴中取出，擦干外部并称重（m3）。

清空比重瓶，然后用水充满比重瓶，放在（20±1）℃水浴中使瓶内物体达到20℃。用水加满比重瓶，

从水浴中取出，擦干外部并称重（m1）。 
玻璃样品在20℃时的密度ϕ，数值以克每立方厘米（g/cm

3
）表示，按下列公式计算：  

9882.0
)(

)(

0231

02 ×
−+−

−
=

mmmm
mmϕ  

式中： 
0.9982 是指 20℃水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0 —空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装满水的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装玻璃样品的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装玻璃样品和水的比重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注：玻璃的参考密度如下（表 B.1）： 

表 B.1 玻璃的参考密度 
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 

玻璃类型 窗玻璃 软苏打玻璃 
（钠钙玻璃） 

硼硅酸盐玻璃 
 

熔融石英玻璃 

参考密度 2.40±0.05 2.48±0.05 2.25±0.05 2.2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