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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青竹画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故城县衡德工业园青竹路 1号 

 

以下样品由客户提供及确认: 可塑橡皮 

 

样品数量 : 1款 x 1个 

SGS 参考报告 : TAOTY1700922202/ TJHL1703000762ST 

产品年龄标识      : 未提供 

申请测试年龄 : 12+ 

按年龄指引所评估的年龄 : / 

实际测试年龄 : 12岁以上 

收样日期   : 2017年 03月 13日 

最终确认日期 : 2017年 03月 20日 

测试日期   : 2017年 03月 13日 至 2017年 03月 21日 

 

测试要求测试要求测试要求测试要求: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本产品不是玩具，根据申请者的要求，参考 EN71标准进行测试。此产品可能会存

在本标准要求外的一些危险和标签的要求： 
 

- EN71-1: 2014－玩具安全－第一部分：机械和物理属性 符合  

- 标签要求 (洗涤/清洁标识，CE标识，进口商/制造商信息（名称，地址），产品

识别信息-基于新玩具指令-2009/48/EC之要求) 

见结果页 

- EN71-2:2011+A1:2014 －玩具安全－第二部分：玩具的可燃性 符合 

- EN71-3:2013+A1:2014 －玩具安全－第三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针对第一类:

干燥、易碎、粉状或易弯曲的玩具材料） 
见测试结果 

 

备注：除非另有说明，本检验结果仅对测试样负责。未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验结果进行不

当宣传。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批准人签署: 
 

            
周新宽                                           

实验室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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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 物理和机械属性物理和机械属性物理和机械属性物理和机械属性 
 

根据欧洲玩具安全标准 EN71-1:2014 
 

条款 描述 结果 
4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4.1 材料清洁 ……………………………..................................................…….…………… 符合 
4.7 边………... ..........................................................................................…………….… 符合 
4.8 尖端和金属丝……….. ..........................................................................……………… 符合 
 

- 标签要求标签要求标签要求标签要求 (洗涤洗涤洗涤洗涤/清洁标识清洁标识清洁标识清洁标识，，，，CE标识标识标识标识，，，，进口商进口商进口商进口商/制造商信息制造商信息制造商信息制造商信息(名称名称名称名称,地址地址地址地址)，，，，产品识别信息产品识别信息产品识别信息产品识别信息-基于新玩具指令基于新玩具指令基于新玩具指令基于新玩具指令-2009/48/EC

之要求之要求之要求之要求) 

 

结果: 

 观察结果 展示部位 

洗涤/清洁标识 不适用 / 

CE标识 存在 包装 

进口商的名称,地址 不存在 / 

制造商的名称,地址 不存在 / 

产品识别信息 存在 包装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根据玩具指令2009/48/EC之要求,供36 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设计和生产必须保证其能够得到清洁。由此，

纺织品玩具应该可以清洗，除非其内在装置不允许用水洗涤，如这样做，可能导致该装置的损坏。制造商应在相

应的产品上提供介绍以说明如何清洗玩具。 

2. CE标识应为包装外部可见的,且其最小高度应为5mm. 

3. 制造商/进口商应当将其名称、注册商品名或注册商标以及能联系上的地址在玩具上显示出来，在情况不允许

时，需将信息在包装上或玩具随附的说明上体现出来。 

4. 玩具制造商应当确保玩具具有类型、批次、序列号、型号或任何方便辨识的标记，在当玩具大小或性质不允许

时，需将信息在包装上或玩具随附的说明 

上体现出来。 
 

- 玩具的可燃性玩具的可燃性玩具的可燃性玩具的可燃性 

 

根据欧洲玩具安全标准 EN 71-2:2011+A1:2014 
 

条款 描述 结果 
4.1 一般要求…………………… ………....................................................................…….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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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71-3:2013+A1:2014 －－－－玩具安全玩具安全玩具安全玩具安全－－－－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特定元素的迁移特定元素的迁移特定元素的迁移（（（（针对第一类针对第一类针对第一类针对第一类:干燥干燥干燥干燥、、、、易碎易碎易碎易碎、、、、粉状或易弯曲的玩具粉状或易弯曲的玩具粉状或易弯曲的玩具粉状或易弯曲的玩具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测试方法 : 参照 EN 71-3:2013+A1:2014, 采用 ICP-MS进行分析。. 

 可溶性六价铬采用 IC-UV进行分析 。 

 

 测试项目 限值 单位 MDL 001 

可溶性六价铬 (CrⅥ) 0.02 mg/kg 0.018 ND 

可溶性铅 (Pb) 13.5 mg/kg 0.5 0.7 

可溶性锑 (Sb) 45 mg/kg 1 ND 

可溶性砷 (As) 3.8 mg/kg 0.5 ND 

可溶性钡 (Ba) 1500 mg/kg 50 ND 

可溶性镉 (Cd) 1.3 mg/kg 0.1 ND 

可溶性三价铬 (CrⅢ) 37.5 mg/kg 5 ND 

可溶性汞 (Hg) 7.5 mg/kg 0.5 ND 

可溶性硒 (Se) 37.5 mg/kg 5 ND 

可溶性硼 (B) 1200 mg/kg 50 ND 

可溶性钴 (Co) 10.5 mg/kg 0.5 ND 

可溶性锰 (Mn) 1200 mg/kg 50 ND 

可溶性锶 (Sr) 4500 mg/kg 50 ND 

可溶性锡 (Sn) 15000 mg/kg 0.36 ND 

可溶性锌 (Zn) 3750 mg/kg 50 ND 

可溶性铜 (Cu) 622.5 mg/kg 50 ND 

可溶性铝 (Al) 5625 mg/kg 50 ND 

可溶性镍 (Ni) 75 mg/kg 10 ND 

可溶性有机锡* 0.9 mg/kg - ND 

 

 备注 : 

 (1) *可溶性锡转化为可溶性有机锡后的含量没有超过 EN71-3:2013+A1:2014中相应限量，根 

 据 EN71-3:2013+A1:2014的要求，不需要额外测试可溶性有机锡的含量 。 

 

测试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样品编号样品编号样品编号 SGS样品样品样品样品 ID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SN1 TAO17-009222.001 灰色可塑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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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1 mg/kg = 0.0001% 

       (2) MDL = 方法检测限 

       (3) ND = 未检出 ( < MDL ) 

       (4) "-" = 未规定 

 
 

备 注   :    - 本报告只列出了送检样品适用的测试项目。 

   - 本报告是英文报告QDHL1703004537ST_EN的中文译本, 测试结果如果与原始报告有任何冲突

概以英文报告为准。 
 

                    

样样样样 品品品品 图图图图 片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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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照片仅限于随 SGS正本报告使用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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