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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编写，未经本委员会审批，亦未必反映本委员会的观点。



本展示中的幻灯片旨在用于培训活动，由具备相
关知识的主讲人进行口头阐述。幻灯片突出了这
次讨论中关键的美国产品安全规定，其文字不是
对法律规定或政策的全面阐述，也不应作为法律
规定或政策来使用。在做出可能影响进入美国商
业领域的产品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决策时，应查看
美国法律和法规的正式文本以及美国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公布的指导文件。请注意，在本展示结尾
处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一份有关在儿童玩
具和儿童保育用品中禁止使用邻苯二甲酸酯的说
明。



议题

• 司法管辖权

• 《消费品安全法》（CPSA）的主要规定

–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CPSIA）
–强制报告（第15节）

• 法规进程

• 产业共识标准和其它美国规定

• 资源



司法管辖权…

…这次培训涉及的产品：

• 《消费品安全法》 (CPSA)
• 《联邦危险物品法》(FHSA)
• 《易燃织物法》(FFA)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主要规定

•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

• 儿童产品的定义

• 认证

• 检测

• 跟踪标签

• 耐用婴儿产品

• 强制报告 (第15节)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

2008年，国会通过了《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CPSIA）以制定消费品安全标准和儿童产品

的其它安全规定，并对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重
新授权使之现代化。

国会对2007年和2008年许多备受瞩目的产品

召回事件的回应，特别是涉及以下方面的事
件：

• 儿童玩具上的含铅油漆

• 危险的婴儿床



您想到的是什么?

• 测试儿童产品

不清楚/模糊 非常详细的文件

非常重要

节省时间 浪费时间 影响

多花钱

节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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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儿童产品
and the CPSIA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 want to point out too, when we speak of children’s products, in the USA that means for children products are products designed and intended primarily for children 12 years or younger.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child care articles, items that are used for feeding/sleeping for children three years or younger



儿童产品定义

• 儿童产品是主要为12岁或以下儿童设计
的产品。

– 许多《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规定都是专门
针对儿童产品的。

– 有些儿童产品有附加规定（玩具和儿童护理
用品中的邻苯二甲酸酯）。

• 儿童产品以外的消费品被认为是普通用
途产品，有不同的规定。



认证

下述产品必须有合规证书：

任何受消费品安全规则或类似规则、禁
令或法规约束的，而且是“进口用于消
费或仓储”或“做商业分销”的产品。

问:  这件产品需要出具普通合规证书或
儿童产品证书，是不是已经有了证书？



认证

• 有两种类别：

–儿童产品证书 (CPC)
• 根据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
的检测颁发。

www.cpsc.gov/cpc

–普通合规证书 (GCC)
• 根据每种产品的检测或者合理检测计划颁发。

www.cpsc.gov/gcc

http://www.cpsc.gov/cpc
http://www.cpsc.gov/gcc


认证

• 由美国制造商或进口商颁发
– 如果适当谨慎行事，认证机构可以依据零部件证书颁发最终产品

证书。

• 美国制造商和进口商应该了解需要符合哪些技术
法规。
– 外国制造商/供应商应坚持索取一份适用技术法规清单。

– 认证机构负责确保有代表性的样品经过检测。

• 必须在进入口岸或在商业流通之前完成检测。
– 产品必须附有证书。

– 证书可以是电子的。



认证

证书的构成：

• 所涉产品的身份识别

• 引述每个法规

• 美国进口商或国内制造商的身份识别

• 记录持有人的联络信息

• 产品生产的日期和具体地点



认证

证书的构成：

• 检测产品的日期和地点

• 儿童产品证书要有其检测结果所依据的第
三方实验室的身份识别；该实验室须得到
安全委员会的认可

• 普通合规证书要有其检测结果所依据的检
测实验室的身份识别。



检测

问供应商:产品是什么时候检测的，由谁检测的?
问你自己:  该件产品需要检测吗?
• 儿童产品必须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
实验室进行测试。

– 第三方检测旨在提供客观和公正的产品检测。

–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根据每种检测认可具体的实验
室。找到一个能满足您所有测试需求的实验室可能会
降低费用。

www.cpsc.gov/labsearch

• 普通用途产品不需要第三方检测。任何合格的实
验室都可以进行检测。

http://www.cpsc.gov/labsearch


检测

• 认证儿童产品需要多个检测阶段，检测内容取决于产品的
认证和制造方式。

– 初始第三方测试（认证检测）

• 为颁发证书进行检测

• 如果批量生产，可能是需要进行的唯一检测

– 材料更换检测

• 如果产品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合规，则需要进行检测
以保持认证

• 在适用的时候，可以使用零部件检测



检测

• 认证儿童产品需要多个检测阶段，检测内容取决于产品的
认证和制造方式。

– 定期检测

• 必须经过检测证明初始认证仍然有效。

• 检测的时间点取决于产品持续生产的时间有多久以及定期检测
的次数和检测的机构。

– 定期检测规定

• 每年至少有一次定期检测计划

• 每两年至少有一次生产检测计划

• 每3年至少由一个ISO/IEC 17025:2005(E) 实验室进行持续检测

绝大多数美国制造商和进口商每年必须检测一次儿童产品。



检测

• 有关第三方检测的更多信息：

www.cpsc.gov/testing

http://www.cpsc.gov/testing


在中国寻找被认可的，并被CPSC接受
的实验室

您做写列功课:



检测

关于某些普通用途产品必须有合理检测计划的法规。

合理检测计划（RTP）

• 一些标准含有其产品的合理检测计划。

• 本委员会尚未定义所有被法规的普通用途产品的一般
合理检测计划。

www.cpsc.gov/generaluse

http://www.cpsc.gov/generaluse


跟踪标签

问: 您在审查的产品满足追踪信息的要求吗？

儿童产品规定要有追踪信息：

• 如果可行，必须在产品及其包装上附上永久性标志。

• 要求：

– 美国制造商或独立品牌制造商的名称

– 产品的具体生产地点和日期

– 生产过程的详细信息，如批次或运行编号，或其它识
别特征

– 便于确定来源的其它信息

• 没有规定的格式

www.cpsc.gov/trackinglabel

http://www.cpsc.gov/trackinglabel


耐用婴儿产品

• 受强制性安全规则约束的耐用婴幼儿产品
需要第三方检测和认证

• 消费者注册规定
www.cpsc.gov/durableinfanteproducts

http://www.cpsc.gov/durableinfanteproducts


耐用婴儿产品

现有的耐用婴幼儿产品清单：

www.cpsc.gov/durableinfanteproducts

耐用婴幼儿产品为5岁以下儿童使用、或可以合理预期为5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耐
用产品，属下列产品之一：

• 睡篮和摇篮
• 床边婴儿床
• 加高座椅
• 婴幼儿推车和四轮车
• 换尿布台
• 儿童椅和凳子
• 婴儿床（全尺寸）
• 婴儿床（非全尺寸）
• 围护儿童用的门或其它围栏
• 框架儿童背带
• 手持婴儿篮
• 高脚椅

• 婴儿沐浴座椅
• 婴儿浴缸
• 婴儿弹性座椅
• 婴儿倾斜睡眠产品
• 婴儿秋千
• 婴儿学步车
• 游戏围栏
• 便携式床护栏
• 便携式挂椅
• 婴幼背巾
• 婴幼儿软质背带
• 固定活动中心
• 幼儿床

http://www.cpsc.gov/durableinfanteproducts


强制报告（第15节）的规定

• 美国消费品生产商、进口商、分销商和/或零售商在

法律上有义务立即向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某些类
型的有关潜在危险产品的信息。

• 即使最初合乎规定或标准的产品也可能要报告。

• 不报告会导致民事或刑事处罚。

• 有关第15节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cpsc.gov/reporting

https://www.cpsc.gov/reporting


法规进程



启动制定法规进程

可以通过委员会的投票或利益相关方的请愿启动
制定法规进程。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法
规规定，应尽可能依靠自愿
标准。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发布法规：

当前的自愿标准未
能充分降低风险

没有实质性的

合规。
或



制定法规进程

• 制定法规的阶段

– 制定法规的预先通知（ANPR）- 非必须的

– 建议制定法规的通知（NPR）
– 最终法规（FR）

• 在www.regulations.gov 发布公告和评论

• 有关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法规制定进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https://www.cpsc.gov/Regulations-Laws--
Standards/Rulemaking

http://www.regulations.gov/
https://www.cpsc.gov/Regulations-Laws--Standards/Rulemaking


产业共识标准和其它美国规定



产业共识标准

• 在美国，大多数消费品不受技术法规的约束，大
多数消费品遵循的是产业共识标准。

• 作为市场监督活动的一部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
员会使用产业共识标准作为产品不存在标准所述
危害的指标。

• 相关的产业共识标准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产业和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都很了解该功能。

• 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可以通过合同要求供应商达到
特定的产业共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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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上一些受到自愿标准
涵盖的消费品

• 烟雾报警器
• 家用电器和电动家用产品
• 休闲产品
• 电子装置
• 家具
• 洗衣液包

产业共识标准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Clarify in talking points that voluntary standards for children’s product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echnical regulations. 



州的规定

• 在美国，除了联邦规定之外，一些州可能还有法
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包括对产品、标签、包装和
化学品的限制（如阻燃化学品）的规定。

• 进口商应该熟悉这些规定。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And there might be requirements from other federal agencies.  In the furniture and apparel presentation we include links to guides that offer comprehensive guidance on requirements from other federal agencies. 



使用美国技术法规和产业共识标准的重要性

• 为了避免在进入美国时遇到美国政府（海关和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的麻烦，外国制造商必须遵守：

–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强制性法规

– 必须符合15(j) 的规定，但不要求认证

• 儿童上衣外套的拉绳、手提吹风机、延长电源线、
节日和装饰性灯饰

• 制造商也应遵守：

– 私营部门标准（产业共识标准）

两者都扮演重要的产品安全角色。



遵守自愿标准和技术规定的责任

虽然进口商依靠的是外国制造商，但他们对其进口到
美国的产品安全负有直接责任。

制造商
进口商

分销商

责任方

零售商



资源



资源

http://business.cpsc.gov

• 新的在线工具专门设计用来帮助企业遵守联邦消费品安
全规定。

• 询问一系列指导性问题，并根据答案产生可下载的
（PDF）报告。

• 提供定制的指导，链接到可能适用于该产品的产品安全
法规以及有关标签、认证和检测规定的重要信息。

http://business.cpsc.gov/


使用CPSC法规智慧宝宝，帮助您识别您
的产品年所需要符合的要求！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Online tool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help businesses comply with federal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Asks a series of guided questions, and based on the answers produces a downloadable (PDF) report. Provides customized guidance with links to product safety regulations that may apply to the product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labeling,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requirements. 



中文网上资源
https://www.cpsc.gov/zh-CN/Business--Manufacturing/Business-Education

https://www.cpsc.gov/zh-CN/Business--Manufacturing/Busines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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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Williams
Program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E-mail: sawilliams@cpsc.gov

Lily Li
Regional Product Safety Specialis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E-mail: lilx@state.gov

Contact Information

mailto:sawilliams@cps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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