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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家具合规要求指南 

 
 
 
 
    
 
 
 

范围 
 

本指南涵盖儿童家具、软垫家具和其他类型的家具。本指南不涉及床垫和其他类似地毯

和小块地毯的家居用品。  
 
 

美国联邦法规框架概览  

 
一旦国会制定了一部法律，联邦机构（如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高速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等等）可建立法规来实行该法律。在该法规能够被采用之前，相关的

联邦机构通常会就提议的规则制定发布一项通告（NOPR），以征求公众对规则草案的意

见。为使公众有机会发表建议，相关联邦机构必须颁布法规草案或“提议的规则”，并在 

联邦纪事 上作为 WTO TBT 通知发表。该机构审阅这些意见之后可颁布一个“最终规则”，

也发表在联邦纪事上。随后，每年发表在 联邦法规（CFR）。生效的法规/法律[通过后发

表在美国法典（USC）] 和最终法规（发表在联邦法规）共同为在美国实施和执行大多数

的联邦法律提供了一个框架。 
  

如何使用本指南 

 法规是强制性的 

 标准为自愿（除非“通过引用并入”在法规中） 

 指南可以是自愿的（但经常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红色” 的文字强调强制性要求  

 “蓝色” 的文字是一个网站、一个网页或者一份网上文件的链接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action?collectionCode=FR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Cfr.action?collectionCode=CFR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UScode.action?collectionCode=U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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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监管部门和技术法规（强制性） 
 

几个联邦机构管理有关家具的法规。  
 

机构 范围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软垫家具可燃性（草案）；含铅表面涂

层；儿童家具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大部分进口产品的来源国 

环境保护局（EPA） 木材中的甲醛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标识  

美国农业部（USDA） 有机产品资格申报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消费品安全法（CPSA） 

美国法典第 15 卷，47 章，第 2051-2089 条 

消费品安全法于 1972 年 10 月 27 日生效，颁布成立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定义其授权目的

为保护公众免于遭受与消费品有关的不合理的伤害危险；帮助消费者评估比较消费品的安

全性，为消费品制定统一的安全标准；以及促进对与产品有关的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

及预防进行研究和调查。 
 
 

2008 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CPSIA） 

公法 110–314，2008 年 8 月 14 日 

2008 年 8 月 14 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公法 110-314 （2008 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2011

年 8 月 12 日，他签署了对该法的修订， 公法 112–28，2011 年 8 月 12 日。 作为对消费

品安全委员会数条法规（包括消费品安全法）的修订和加强的一部分，该法为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提供了重要的监管和执行工具。 
 
 

证书和强制性第三方检测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 102 条 要求所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执行的消费品安全规则所管辖的

所有消费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根据产品检测出具普通合规证书，申明该产品符合适用的

标准、法规和禁令。该证书必须伴随产品，提供给零售商和批发商。第 102 条还 要求儿

童产品（依照设计主要供 12 岁或 12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生产商或进口商通过出具

一份儿童产品证书来证明该产品符合所有相关的产品安全标准，证书应以经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认可的，合格的第三方实验室做出的检测结果为支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还有关于

合规证书的规定；这些可以从 联邦法规 16 CFR 1110 得到。 
 
 

http://www.cpsc.gov/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15/pdf/USCODE-2011-title15-chap47.pdf
http://www.cpsc.gov/en/Regulations-Laws--Standards/Statutes/The-Consumer-Product-Safety-Improvement-Act/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314/pdf/PLAW-110publ31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2publ28/pdf/PLAW-112publ28.pdf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29663/cpsia.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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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第三方检测和儿童产品证书的家具产品规则包括： 

 美国法典 15 USC 1278a: 儿童产品中的铅 

 联邦法规 16 CFR 1217, 幼童床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16 CFR 1218, 婴儿提篮和摇篮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16 CFR 1219, 全尺寸婴儿床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16 CFR 1220, 非全尺寸婴儿床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16 CFR 1222, 床边婴儿床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16 CFR 1513, 双层床安全要求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文件：  

进口时的产品扣押（更新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 以及 合规证书 
 
 

儿童家具物品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消费品，尤其是儿童产品中的铅含量进行监管。 2018 年消费品安全

改进法（CPSIA） 为儿童产品建立了新的铅含量限制 （大多数儿童产品中的上限是

100ppm） 以及家具和儿童产品上的油漆和表面涂层中更低的铅含量限制。 
  

联邦法规 16 CFR 1303, 某些家具（儿童家具）上油漆中的铅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声明，根据 2008 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 8 和第 9 条，美国法典 15 USC 

2057 and 2058 部分（又见 2008 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 101(f) 条款，公法 110-314），任

何消费者使用的油漆或类似表面涂料，如果含有铅或铅化合物而且铅含量（以铅金属计算）

超过油漆中的非挥发成份或干漆层总重量的百分之 0.009（90ppm）（此种油漆或类似表

面涂料后统称为“含铅油漆”），则为被禁止的有害产品；而且根据联邦有害物质法

（FHSA）第 2(g)条款，声明涂有“含铅油漆”，供消费使用的儿童家具物品为被禁止的

有害产品。 
 
 

幼童床 

联邦法规 16 CFR 1217 为幼童床建立了标准。每一张幼童床必须符合所有 ASTMF1821-13, 

幼童床标准消费者安全规格中适用的规定， 这些规定已通过引用而并入法律。这些安全

标准是为了避免幼童被卡在床头的结构中、卡在床栏之间、卡在床垫的支持系统中，以及

避免床的支持系统和床栏的部件故障。该标准也是为了避免床柱延长体挂住儿童穿着的衣

物。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09-title15/html/USCODE-2009-title15-chap30-sec1278a.htm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7.pdf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265627a1070560af58704fc3eb3c0f5&node=pt16.2.1218&rgn=div5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c=ecfr&SID=1659dac12df3abf0771041e23883cbb5&tpl=/ecfrbrowse/Title16/16cfr1219_main_02.tpl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c=ecfr&SID=1659dac12df3abf0771041e23883cbb5&tpl=/ecfrbrowse/Title16/16cfr1220_main_02.tpl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265627a1070560af58704fc3eb3c0f5&node=pt16.2.1222&rgn=div5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c=ecfr&SID=1659dac12df3abf0771041e23883cbb5&tpl=/ecfrbrowse/Title16/16cfr1513_main_02.tpl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0297/detentionFAQ.pdf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0302/elecertfaq.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314/pdf/PLAW-110publ31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314/pdf/PLAW-110publ31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303.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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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提篮与摇篮 

联邦法规 16 CFR 1218 建立了婴儿提篮和摇篮的安全标准。 规则要求每一个婴儿提篮和摇

篮都符合所有适用的 ASTM F2194–13 规定，即婴儿提篮和摇篮标准消费者安全规格，例

外及额外要求在规则中有注明。该标准是为了避免婴儿卡在突起的侧面组件中间；避免

手指和脚趾卡在网孔里；保证结构的完整、稳定；涉及安全机制、床垫和/或睡垫危害以

及标识等等。ASTM 标准的例外和补充包括稳定性检测的更改、对可拆卸婴儿车垫额外的

检测、更严格的床垫平整要求以及豁免对窄于 15 英寸的婴儿床床垫进行平整度检测。  
 
 

全尺寸婴儿床和非全尺寸婴儿床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分别在 联邦法规 16 CFR 1219 和联邦法规 16 CFR 1220 中规定了全尺寸

婴儿床和非全尺寸婴儿床的标准。严禁生产、销售、签约销售或重新销售、出租、转租、

提供使用不符合要求标准的婴儿床，或将其投入商业流通的行为。 

 

联邦法规 16 CFR 1219, 全尺寸婴儿床安全标准 为全尺寸婴儿床建立了标准。每一张出售

的全尺寸婴儿床必需符合所有适用的 ASTM F1169-13，即全尺寸婴儿床标准消费者安全规
格中的规定，该规定已经通过引用而并入法律。  
 

联邦法规 16 CFR 1220, 非全尺寸婴儿床安全标准 为非全尺寸婴儿床建立了标准。每一张出

售的非全尺寸婴儿床必需符合 ASTM F 406-10a，即非全尺寸婴儿床/游戏围栏标准消费者
安全规格规定中的所有适用部分， 该规定已经通过引用而并入法律，联邦法规 16 CFR 

1220 中列出了例外和附加条款。 
 
 

床边婴儿床 

联邦法规 16 CFR Part 1222 为床边婴儿床建立了标准。每一张床边婴儿床必需符合 ASTM 

F2906-13, 即床边婴儿床标准消费者安全规格中的规定，该规定已经通过引用而并入法律，

联邦法规 16 CFR 1222 中列出了例外和附加条款。 

 

双层床 

联邦法规 16 CFR Part 1213, 双层床卡嵌危害安全标准以及 1513 双层床要求，禁止生产商

出售或提供出售由该标准管辖而不符合该标准要求的双层床，或将其批发到商业渠道或

进口到美国。见美国法典 15 USC Section 2068。  
 

在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规章之外，还有一套自愿标准，即 ASTM F 1427。该标准处理另外

的危害，如床基架和栏杆结构的健全。关于 ASTM 标准所包括的卡嵌之外的危害，消费品

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调查一个双层床是否对儿童造成重大伤害风险，并需要根据委员会

管理的法令采取某种改正措施时，将考虑 ASTM 标准。双层床也需要满足追踪标签要求、

证书要求以及铅含量要求。  
 

儿童双层床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在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的合规检

测之后在儿童产品证书（CPC）中证明该双层床符合标准和额外的要求。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8.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9.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2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9.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20.pdf
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8265627a1070560af58704fc3eb3c0f5&node=pt16.2.1222&rgn=div5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213.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5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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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双层床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经由检测或一个确保合规的合理检测计划在普通合规证

书（GCC）中证明该双层床符合该标准。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文件： 

 双层床监管概述, 

 双层床检测手册，以及双层床企业指南 
 
 

儿童产品的追踪标签 

所有设计来供 12 岁或更小的儿童使用的产品都要求有追踪标签。在可行的情况下，追踪

标签必须附着在产品或包装上，必须可见、可读并提供一定的基本标识信息，包括： 

 

 生产商或自有品牌商名称； 

 产品产地和生产日期； 

 制造工序的详细信息，如批号次号或其他标识特征；以及 

 任何其他帮助确认该产品具体来源的信息。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文件： 

 儿童产品的标签要求 
 
 
 
 
 

联邦有害物质法（FHSA） 

美国法典 15 卷，第 30 章，第 1261-1278 条 

联邦法规 16 CFR 1500, 联邦有害物质法（FHSA）规定  

联邦有害物质法规定了对产品中有害物质的要求。该法要求满足有害定义（由该法律所定

义）的家用物质带有警示标签，警告消费者与使用该产品有关的危害，使消费者可以安

全使用和储存该产品；适当时包括关于急救的指导语，以及“放置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的声明。 产品是否必须加以标签取决于其配方和在消费者以合理和可预见的方式使用时

有无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任何伤害，包括儿童将其吞食。联邦有害物质法还将那些供儿童使

用，具有电、机械或高温危害的产品（有一些例外）定义为被禁止的有害物质。该法律还

允许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过制定法规禁止那些因危险太大或危害特性使得警示标签不足以

保护消费者的特定产品。  
 
 

儿童产品上的尖锐端点和锋利边缘 

联邦法典 16 CFR 1500.48 “确定玩具和供 8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中的尖锐端点的技术要

求”按照联邦有害物质法第 2(s)条款规定了检测方法，以确定玩具和供 8 岁以下儿童使用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4879/regsumbunkbed.pdf
http://www.cpsc.gov/Global/Bunk%20Beds%20Test%20Manual.pdf
http://www.cpsc.gov/Global/Bunk%20Beds%20Test%20Manual.pdf
http://www.cpsc.gov/en/Business--Manufacturing/Business-Education/tracking-label/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15/pdf/USCODE-2011-title15-chap3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part150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sec1500-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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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在正常使用或通过合理而可以预见的损坏或滥用时是否有一个尖锐端点会被暴露出

来，产生刺伤或割伤的潜在风险。   
 

同样，联邦法规 16 CFR 1500.49 “确定玩具和供 8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中的锋利金属或

玻璃边缘的技术要求” 按照联邦有害物质法第 2(s)条款提供了锋利边缘的检验方法，用来

确定玩具和供 8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在正常使用时或通过合理而可以预见的损坏或滥

用时是否有锋利的边缘会被暴露出来，产生划伤或撕伤的潜在风险。 儿童家具不得含有

尖锐端点和锋利边缘。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文件：   

联邦有害物质法要求的监管概述:  对化学品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标签和禁令要求 
 
 
 
 
 
 
 
 

重要的待定法规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纪事中公布了法规制定草案通告。每一个通告都提供有关正在考

虑的修订的详情，并征求意见。见： 
 

 规则制定草案通告：民居软垫家具的易燃性（2008 年 3 月） 

 规则制定草案通告：便携挂椅安全标准（2015 年 7 月 2 日） 

 规则制定草案通告：儿童折叠椅凳安全标准（2015 年 10 月 15 日） 

 规则制定草案通告：高椅安全标准（2015 年 11 月 9 日）  

 

重要的待定通告： 
 

 通告：请求修订双层床标准以采纳在侧面结构的空隙（包括梯子）中进行头颈

部卡嵌检测的要求 

 法规制定请求通告：请求对含有有机卤素阻燃剂的产品制定法规 

 会议通知及征求意见：软垫家具消防安全技术（2013 年 3 月 20 日）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PB） 
 

来源国：对进口的物品和集装箱进行标记 

美国法典第 19 卷，第 4 章，第 1304 条款 

所有进口美国的产品必须符合  联邦法典 19 CFR 134 来源国标记 的法规。该法规要求每一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sec1500-49.pdf
http://www.cpsc.gov/PageFiles/111473/regsumfhsa.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08-03-04/pdf/08-768.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07-02/pdf/2015-1633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10-19/pdf/2015-26385.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11-09/pdf/2015-28300.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0-07-12/pdf/2010-16918.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0-07-12/pdf/2010-16918.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08-19/pdf/2015-2045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3-03-20/pdf/2013-06372.pdf
http://www.cbp.gov/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19/pdf/USCODE-2011-title19-chap4-subtitleII-partI-sec130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2-title19-vol1/pdf/CFR-2012-title19-vol1-part1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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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外国进口到美国的物品（或其集装箱）都在其性质允许的情况下在显著的位置做出可

读的、不可磨损的永久性标记。在物品进口时为在美国的最终购买者注明物品来源国的英

文国名。 
 

欲得到更多详情，请参阅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文件： 

在美国进口物品上标记来源国的术语和方法  
  
 
 
 

环境保护局（EPA） 
 

抗菌纺织品：联邦杀虫剂、灭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  

美国法典第 7 卷，第 6 章，第 136 条 

本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对杀虫剂的批发、销售以及使用进行监管，以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 

杀灭和去除细菌的产品被视为杀虫剂，而且在批发或销售之前必须在环保局注册。有检验

证明该杀虫剂在按照指示使用时不会造成不合理的危险之后，环保局方可为其注册。这包

括在纺织品上为提供抗菌或其他杀虫特性所使用的杀虫剂。  
 

除非在环保局注册并经环保局批准，或得到注册豁免，该法不允许公司声明其任何批发或

销售的产品有益公共卫生。环保局对发表该类声明的公司采取行动。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环保局的文件： 

联邦杀虫剂、灭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 

经杀虫剂处理过的消费品 

年度杀虫剂注册通知 

杀虫剂注册 

杀虫剂产品标签 
 
 

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 

 1976 年有毒物质控制法（美国法典 15 USC 2601-2692） 授权环保局要求对与化学相关的

物质及其混合物进行报告、存档和检验，并加以限制。某些物质一般被排除在该法之外，

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和杀虫剂等等。 

 

环保局对使用六溴以及在消费纺织品中作为阻燃剂的 1,2,5,6,9,10-六溴（HBCD）（用在车

辆中的除外）颁布了一项重要新使用规则（SNUR）。此规则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生效，

并在联邦法规 40 CFR 721 中加入新的条款，要求有意生产（包括进口）或为上述用途加工

这些化学品的人至少在开始该行动之前 90 天通知环保局。要求的通知为环保局提供机会

评估其计划的用途，而且需要时在行动发生之前对其进行禁止或限制。环保局还正在为长

链全氟烷基羧化学品敲定一项重要新使用规则，这种物质是用作地毯的一部分或用来处理

地毯（例如，用在地毯保养市场）。 

http://www.cbp.gov/document/publications/terminology-and-methods-marking-country-origin-us-imports
http://www.cbp.gov/document/publications/terminology-and-methods-marking-country-origin-us-imports
http://www.epa.gov/
http://www.epa.gov/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7/pdf/USCODE-2011-title7-chap6.pdf
http://www.epa.gov/laws-regulations/summary-federal-insecticide-fungicide-and-rodenticide-act
http://www.epa.gov/safepestcontrol/consumer-products-treated-pesticides
http://www.epa.gov/PR_Notices/pr2000-1.pdf
http://www.epa.gov/pesticide-registration/about-pesticide-registration
http://www.epa.gov/pesticide-labels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4-title15/pdf/USCODE-2014-title15-chap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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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环保局还提议为多溴联苯醚（PBDEs ）（用于阻燃剂），和联苯胺染料（用于印染

纺织品）指定重要新使用规则。 
 

 

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环保局的文件： 

六溴（ HBCD ）, 

全氟辛酸（PFOA ）、全氟辛基磺酸（PFOS ）和其他长链全氟化学品（LCPFCs）, 

多溴联苯醚行动计划和 

联苯胺染料行动计划 
 

 

家具中的木材：高密度纤维板（HDFB）中的甲醛 
 

2010 年 7 月 7 日，奥巴马总统将合成木制产品甲醛标准签署为法律。该立法 在有毒物质

控制法（TSCA）中增加了第六卷（限制甲醛挥发）, 为从合成木制品中挥发的甲醛制定了

限制：硬木合成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这项全国挥发标准借鉴了先前加利福尼亚空

气资源委员会为在加州销售、提供销售、供应、使用或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制定的标准。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责成环保局颁布最终法规以实施该法律。 这些法规将涉及以下及其他

的题目： 

 限期出售条款（包括禁止囤积）， 

 超低挥发甲醛（ULEF）树脂， 

 无甲醛添加（NAF）的树脂， 

 制成品， 

 第三方检测与认证， 

 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审计与报告， 

 监管链要求， 

 记录保存， 

 标签， 

 执行， 

 层压产品， 

 硬纸板， 

 挥发限制之外的其他规定。 

2013 年 6 月 10 日，环保局提议了两个规定：   

 第一个提议将建立一个第三方认证项目的框架，以确保合成木板产品符合有毒物质

控制法第六卷规定的甲醛挥发限制。提议的法规又称为第三方认证项目框架规则。 

 第二个提议将实施有毒物质控制法第六卷规定的甲醛挥发标准，该标准适用于在美

国销售、供应、提供销售或生产（包括进口）的硬木合成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

板和含有这些产品的制成品。该法规被称为实施规则。 

http://www.epa.gov/assessing-and-managing-chemicals-under-tsca/hexabromocyclododecane
https://www.epa.gov/assessing-and-managing-chemicals-under-tsca/perfluorooctanoic-acid-pfoa-perfluorooctyl-sulfonate
https://www.epa.gov/assessing-and-managing-chemicals-under-tsca/polybrominated-diphenyl-ethers-pbdes-action-plan
http://www.epa.gov/assessing-and-managing-chemicals-under-tsca/benzidine-dyes-action-plan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L31905.pdf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L31905.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3-06-10/pdf/2013-1325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3-06-10/pdf/2013-132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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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到更多的详情，请见环保局的文件： 
  

压木制品中甲醛的挥发 

合成木制品的甲醛挥发标准 
 

另见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白皮书： 

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法律及其主要要求的概述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FTC Act） 

美国联邦法典第 15 卷， 第二章，第 1子章，第 41-58条款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广泛禁止贸易中或者可能影响贸易的不公平或欺诈行为或做法。无论是

通过包括或排除信息，若有以下可能的情况，本委员会即认为具有欺骗性： 

 在该情形下误导消费者，致其无法合理行事，或 

 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或行为，从而导致伤害。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允许委员会制定若干旨在禁止不公平或欺诈行为或做法的法案及法规。 
 
 

旧的或二手的填充物 

纺织纤维产品识别法 

联邦法规 16 CFR 303, 纺织纤维产品识别法中的条款与规定 

任何含有以前在其他软垫产品、床垫或垫子中已被使用过的填充物的软垫产品、床垫或

垫子都应当附有牢固而明显的标签或标识。该标签或标识至少要有 2英寸（5.08厘米）

乘 3英寸（7.62厘米）大，上面有普通式的、不小于三分之一英寸（8.38毫米）高、以

英语盖章或印刷的显著声明，标明其中的填充物全部或部分为“再生填充物”、“二手填

充物”、“以前曾使用过的填充物”或“用过的填充物”。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联邦贸易委员会文件：   

助你通过纺织品及羊毛法的标识要求的途径 
 
 

环保营销要求 

联邦法规 16 CFR 260, 环保营销要求使用指南 

这些环保指南适用于无论是通过文字、符号、徽标、标志、描述、产品品牌或其他任何

手段，包括通过诸如互联网或电子邮件等数码或电子营销方式，做出直接声明或暗示的

标签、广告、促销材料以及其他营销形式。本指南适用于任何关于某个产品、包装或与

销售有关的服务、销售承诺或者将该产品、包装或服务用于个人、家庭或住家、或商业、

机构或工业用途的的营销中所声称的环保特性。 

http://www.epa.gov/opptintr/chemtest/formaldehyde/index.html
http://www2.epa.gov/formaldehyde/formaldehyde-emission-standards-composite-wood-products#Formaldehyderegs
https://www.gpo.gov/fdsys/pkg/BILLS-111s1660enr/pdf/BILLS-111s1660enr.pdf
http://www.ftc.gov/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15/pdf/USCODE-2011-title15-chap2-subchapI.pdf
http://www.ftc.gov/os/statutes/textile/textlact.htm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1/pdf/CFR-2015-title16-vol1-part303.pdf
http://business.ftc.gov/documents/bus21-threading-your-way-through-labeling-requirements-under-textile-and-wool-acts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1/pdf/CFR-2015-title16-vol1-part2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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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贸易委员会于 2012 年更新了已有的与一般性环保效益、可积肥、可降解、臭氧、

可回收以及回收材料有关的章节。同时还增加了新的与碳补偿、认证以及核准印章、

不含某种介质的声明、无毒声明、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的声明以及使用可再生材料制

造的声明有关的章节。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联邦贸易委员会文件： 
 环保声明：绿色指南概要 
 
 

美国农业部 （USDA） 
 

有机纤维：1990 年有机食品生产法 （OFPA） 

美国法典第 7 卷第 94 章， 有机认证，第 6501-6523 条款 

美国农业部对“有机”一词的定义基于国家有机项目法规（NOP）（ 联邦法规7 第205部

分）管辖的农产品对有机的适用。诸如棉花、羊毛和亚麻等天然纤维原料都属于农产品，

受到国家有机项目规定中有关农作物和畜牧业标准的管理。任何完全符合NOP规定的纺织

产品，包括被受到认可的第三方认证的产品，都可以标明是NOP认证的有机产品并展示美

国农业部的有机产品印章。符合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GOTS）的产品可以在美国作为有

机产品进行销售，但不得提到NOP认证，也不得显示美国农业部的有机产品印章。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农业部文件： 

政策备忘录 – 内含有机成分的纺织品标识 以及国家有机项目手册 

 
 

雷斯法案（The Lacey Act） 

 美国法典第 16 卷第 53 章， 控制非法捕获的鱼类及野生动物 (sections 3371-3378) 

修订： 

 2008 年食品、环保及能源法案, 公法 No: 110-234, Section 8204, 防止非法砍伐行为 

 2008 年食品、环保及能源法案, 公法 110–246, Sec. 8204. 防止非法砍伐行为 
 

雷斯法案的颁布旨在防止交易非法采集的木料和用非法采集的木料制作的木制产品。进口

某些未经进口申报的植物及植物产品属于非法。来自所有国家的进口物都受到雷斯法案的

管制。这包括了源自美国的进口材料。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农业部网页： 

雷斯法案 
 
 
 

美国各州监管框架概览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environmental-claims-summary-green-guides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home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7/pdf/USCODE-2011-title7-chap9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7-vol3/pdf/CFR-2015-title7-vol3-part205.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7-vol3/pdf/CFR-2015-title7-vol3-part205.pdf
http://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OrganicTextilePolicyMemo.pdf
http://www.ams.usda.gov/rules-regulations/organic/handbook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16/pdf/USCODE-2011-title16-chap53.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234/pdf/PLAW-110publ234.pdf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234/pdf/PLAW-110publ234.pdf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246/pdf/PLAW-110publ246.pdf
http://www.aphis.usda.gov/plant_health/lacey_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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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和联邦法规涵盖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消费者保护、就业以及食品药品法规。（在

涉及同样问题的时候，州法律让步于更为严格的联邦法律。）经州长签署的法案即成为该

州的法律。法律一经州里颁布，相应的州政府机构便有责任制订实施该法律所必需的法规。 

 

州监管机构和技术法规（强制性的） 
 

在美国，有些州颁布的州立法规比联邦法律更为严格。这些法律包括了对产品、标识、包

装、化学品限制等的规定。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对许多消费产品既有着严格的规定。 
 

机构/组织 范围 

州当局负责管理度量衡 标识 

包装中的毒物信息中心 (TPCH) 包装 

床上用品与家具法律官员国际联合会
(IABFLO) 

标识 

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局(ARB or CARB) 木材中的甲醛释放量 

加利福尼亚州电子与家电维修、家用家具及

保温局 (BEARHFTI) 

软垫家具的易燃性 

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 
 (OEHHA) 

有毒化学品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事务部 美国制造的声明 

伊利诺州公共卫生部 含铅量标识 

明尼苏达州商业部 儿童产品中的甲醛量 

多个州 阻燃剂 

 
 

包装与标识 
 

统一包装与标识法规（UPLR） 

在法律计量学和引擎燃料领域的统一法律和法规，NIST 手册 130 中所包括的统一包装与

标识规定（UPLR）已经在美国 50 个州中的 45 个州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这些法规的目

的是要为包装中产品的品种及数量提供准确并恰当的信息，以便购买者对价格和数量做出

比较。 
 

统一包装与标识规定要求消费品包装须带有标识，标明商品的品种、生产商、分包商或零

售商的名称及公司所在地，以及内容物的重量或质量净重或者数量。这些标识都必须呈现

在主标签的统一位置上。 
 

http://www.nist.gov/pml/wmd/pubs/upload/hb130-2016-wfinal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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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中的毒物法规 

此示范法规最早是在 1989 年由东北地区州长联盟（CONEG）的资源削减委员会起草的。制

定该法规的目的是力图减少在全美出售或分销的包装及包装组件中的重金属含量。该法规

的目的是逐渐淘汰包装中对汞、铅、镉和六价铬的使用与存在。此法规已经成功地被 19

个州采用。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包装中的毒物信息中心 白皮书： 

 包装中的毒物简介 
 
 

统一法律标识 

在美国销售的含填充物的床上用品、家具、睡袋和玩具都必须有特殊的标识。包括加利福

尼亚、马萨诸塞、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31个州，已经立法要求对床上用品和

软垫家具附加标识。为了使对各州床上用品和软垫家具标识法规的合规得到简化，床上用

品与家具法律官员国际联合会 (IABFLO)，一个由负责在所在州中就床上用品和家具法律执

法的州级官员组成的联合会，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法律标识系统来协助生产商。 
 

法律标识必须描述物品中所使用的填充材料的重量百分比。例如，80%的聚氨酯泡沫、20%

的聚酯纤维。该法律还特别要求在床上用品和家具的标识上写明“不得移除此标签，否则

会受到法律处罚，消费者除外”。31个州有法律标识要求。需要有法律标识的产品种类

因州而异，标识要求同样如此。制作统一的法律标识能够满足每个州不同的规定。 
 

在大多数州中还要求法律标识展示统一的注册号码，该号码可识别制造该产品的生产设

施。这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在美国销售其产品的公司。法律标识不得与其他任何标识

合并。但是，如果在法律标识和加利福尼亚易燃性标识之间有一条明显的黑色粗线（并列

印制以表明是两个不同的标识），是可以接受的。 
 
 

床上用品与家具法律官员国际联合会 （IABFLO） 

IABFLO 由美国各州负责本州面向消费者的床上用品和家具执法的官员组成。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 

床上用品与家具法律官员国际联合会：  床上用品及家具以及 床上用品标识法律样

例 

美国法律标识白皮书: 美国法律标识,Inc. （包括适用产品及豁免） 

 必维国际检验局白皮书: 统一法律标识常见问题  
 
 

 

 

 

http://toxicsinpackaging.org/model-legislation/model/
http://www.toxicsinpackaging.org/
http://toxicsinpackaging.org/model-legislation/fact-sheet/
http://iabflo.org/
http://iabflo.org/
http://iabflo.org/
http://iabflo.org/?page_id=167
http://iabflo.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Uniform-Law-Labels-Bedding-and-Furniture.pdf
http://iabflo.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Uniform-Law-Labels-Bedding-and-Furniture.pdf
http://www.americanlawlabel.com/law-label-learning-center/
http://www.bureauveritas.com/home/about-us/our-business/cps/resources/q-a/qa-law-label


 

Page | 13 

加利福尼亚州 
 

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局 （CARB） – 甲醛挥发量 

2007 年 4 月 26 日，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批准了一个空气传播有毒物质的控制措施

（ATCM）以减少合成木制品中的甲醛挥发量，包括硬木胶合板（HWPW）、刨花板

（PB）、中密度纤维板（MDF），以及其它用合成木制品制作的家具和其他成品。对于

HWPW, PB, and MDF 的制造商来说，对 ATCM 中提出的挥发量标准的合规必须得到由加利

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局批准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证明才行。使用第三方认证机构 为的是保

证合成木制品制造商证明其制造的产品符合相关的 ATCM 挥发量标准。 
 

加利福尼亚法规 17，93120 - 空气传播有毒物质的控制措施（ACTM）以减少合成木制品

甲醛挥发量 

正式采纳：2008 年 4 月 18 日 

ACTM 适用于所有的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供出售、供货、使用或为出售而制造的硬木合

成板（HWPW）、刨花板（PB）、中密度纤维板（MDF），包括中密度纤维薄板（≤ 8 

mm），以及含有这些产品的成品。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局网站： 

 关于甲醛挥发量规定的常见问题 

 合成木制品的检测方法  

 已批准的规定法令及简介终版，五种语言（中文、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俄

语及西班牙语） 
 
 

铅及其他有毒物质 

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其 1986 年安全饮用水和毒物执行法来管制成人以及儿童用产品中的含

铅量及其它物质与化学成分。该法通常被称为第 65 号提案或 Prop 65（加利福尼亚健康

与安全标准，第 25249.6 节, 参照以下）。已经有数起与家具中含有诸如铅、邻苯二甲酸

盐以及阻燃剂等化学物质相关的法律和解。这些和解为提出有关限度的建议提供了指导。

第 65 号提案的有害物质清单 得到维护，并且在新的化学物质被发现之后得到更新。  
 

在加利福尼亚州内销售的产品如含有第 65 号提案清单中所列出的化学物质，而且由该产

品所造成的曝露量超出了规定的安全限制，就必须有如下的警示语。 
 
 

 警告：本产品中含有在加利福尼亚州已知会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或其他生育危害的化学

物质。 

http://arb.ca.gov/toxics/compwood/compwood.htm
http://www.arb.ca.gov/regact/2007/compwood07/fro-final.pdf
http://www.arb.ca.gov/regact/2007/compwood07/fro-final.pdf
http://www.arb.ca.gov/toxics/compwood/implementation/faq.htm
http://www.arb.ca.gov/toxics/compwood/outreach/testmethods.htm
http://www.arb.ca.gov/toxics/compwood/outreach/foreign.htm
http://www.arb.ca.gov/toxics/compwood/outreach/foreign.htm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displaycode?section=hsc&group=25001-26000&file=25249.5-25249.13
http://www.leginfo.ca.gov/cgi-bin/displaycode?section=hsc&group=25001-26000&file=25249.5-25249.13
http://oehha.ca.gov/prop65/prop65_list/files/P65single0825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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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详细的加利福尼亚州第 65 号提案的官方信息，请见：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办公室（OEHHA）, 第 65 号提案简述 
 

还请看 第 65 号提案新闻 
 
 

软垫家具易燃性要求 

加利福尼亚州电子与家电维修、家居装饰及保暖局 (BEARHFTI)颁布的家居装潢与保暖法管

理软垫家具的易燃性。这些法规中包括了具体的测试与标识要求，同时也包括在了技术

公告 117-2013 – 关于检测软垫家具所用材料的慢燃性的要求、测试程序及设备中。 

 

加利福尼亚州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被签署为法律的加州 第 862 章要求在该法律涵盖下的

产品的生产商在标识上用指定的语言写明该产品是否含有阻燃化学剂。这段话必须紧随

在技术公告 117 标识规定之后出现在同一个标识上。法律规定生产商必须保存能够支持

该标识信息的文件。 
 

此外， 加州公告板 133 号在公共场所使用的座位易燃性测试程序 对于所有被涵盖的产品

都具有强制性。另外，加利福尼亚技术公告板 116 是自愿标准，对检验软垫家具的阻燃性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检验程序以及设备。 
 

如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见电子与家电维修、家居装饰及保暖局的链接：  

技术公告板第 117-2013 号常见问题解答 (FAQs),  

规则与法规和  

实施令 – 豁免标准 
 
 

更安全的消费品法规 

更安全的消费品规定 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州贸易交流中所有的消费品。它要求生产商或其

他责任实体为在产品中广泛使用的有害化学成分寻找更安全的代用品。规定要求有毒物质

处采纳规定以建立流程，识别并优先排序消费品中的化学物质，以及评估消费品中的相关

化学物质及其可能的代用品。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  

 更安全的消费品规定都有哪些内容？ 
 

美国制造 

最近的一个法律使加利福尼亚州有关“美国制造”的严格法律有所放松。根据修订后的法

律，即使产品中有外国部件，也允许使用“美国制造”、“美利坚制造”、“U.S.A”或

类似的标识。如果任何外国部件或零件的价格在产品最终的批发价中占不到 5%，或者任

http://oehha.ca.gov/prop65/law/P65law72003.html
http://oehha.ca.gov/prop65/background/p65plain.html
http://www.prop65news.com/
http://www.bearhfti.ca.gov/
http://www.bearhfti.ca.gov/about_us/tb117_2013.pdf
http://www.bearhfti.ca.gov/about_us/tb117_2013.pdf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1320140SB1019
http://www.bhfti.ca.gov/industry/tb133.pdf
http://www.bhfti.ca.gov/industry/116.pdf
http://www.bearhfti.ca.gov/about_us/tb117_faqs.pdf
http://www.bhfti.ca.gov/about/laws/bhfti_regs.pdf
http://www.bhfti.ca.gov/about/laws/13742_ooa.pdf
https://dtsc.ca.gov/LawsRegsPolicies/Regs/upload/Text-of-Final-Safer-Consumer-Products-Regulations-2.pdf
https://dtsc.ca.gov/SCP/SaferConsumerProductsProgram.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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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外国部件或零件在产品最终的批发价中占不到 10%，而且生产商可以说明那些部件无法

在本国获取或生产，就可以使用以上标识。 
 
 

伊利诺伊州 
 

铅 

公共法案 097-0612, 防止铅中毒法 

根据该法案，如果在儿童产品中任一部件的总含铅量占总重量值大于 0.004%（40 ppm）

而小于 0.06%（600 ppm ）（或联邦或州设立的更低的含铅标准），凡是销售、持有、供

货或转让此产品即为违法，除非该物品附有一个警示语，表明在该物品中至少有一个部

件含铅。警示语必须至少含以下内容： 

 

“警告：含铅。如果食入或咀嚼可能有害。符合联邦标准。” 

 

该法案还认定，销售或赠送任何可能会被一般公众使用的含铅物质即为非法，除非该物

质带有下列指定的警示语，或由其他联邦法规指定的警示语。该警示语须放在该物品或

包装上的显著位置。 (16 CFR 1500.121).  
 

当含铅物质是铅基油漆或表层涂料时，如果没有指定的法规，该警示语则应为如下所示： 
 

“警告—含铅。如果食入或咀嚼可能有害。请见（侧面或背面）面板上的其他注意事项。

不要用于玩具或其它儿童用品、家具或居民住宅的内外暴露表面，或者可能被儿童占用或

使用的设施。存放于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 

 

当含铅物质含有铅基油漆或除铅基油漆以外其他形式的铅时，如果没有指定的联邦法规，

该警示语应为如下所示： 
 

 “警告：含铅。如果食入或咀嚼可能有害。可能会产生含铅粉尘。存放于儿童无法触及

的地方。” 

 

对于任何联邦法律的警告优先于州政府警告的产品，这些警示语不适用。 
 
 

明尼苏达州 
 

儿童产品中的甲醛 

明尼苏达州禁止销售某些为 8 岁及以下年龄儿童使用的、有意添加了甲醛或可能会降解

为甲醛的成分的产品。儿童产品的定义是，生产商设计或有意用于儿童外用或内服的产

品。这个州禁令不适用于食品、饮料、营养品、药品或生物制品、儿童玩具（由消费品安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publicacts/fulltext.asp?name=097-0612&GA=97&SessionId=84&DocTypeId=SB&DocNum=1943&GAID=11&Session=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5-title16-vol2/pdf/CFR-2015-title16-vol2-sec1500-121.pdf
https://www.revisor.mn.gov/statutes/?id=325F.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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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员会的规则管制）或者医疗装置（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则管制）。 

 
 

华盛顿州  
 

儿童产品中所含的铅、镉以及邻苯二甲酸盐 

华盛顿州的儿童安全产品法案限制销售含铅量超过重量的百分之 0.009、含镉量超过重量

的百分之 0.004、或含邻苯二甲酸盐量超过重量的百分之 0.10 的儿童产品，单独或合并计

算。 

这些限制及其覆盖范围比现行的联邦法规还要严格。此法案涵盖下的产品包括儿童化妆品、

饰物、玩具、汽车座椅以及育儿用品，包括衣服和鞋类。 
 

请见华盛顿州生态局的： 

儿童安全产品法案网页 
 
 

多个州 
 

阻燃剂法规 

多个美国的州均立法，在包括软垫家具和儿童产品等产品中禁止使用阻燃剂，例如五溴

二苯醚（PentaBDE）、八溴二苯醚（OctaBDE）、十溴二苯醚（DecaBDE）、磷酸三(2-氯

乙基)酯（TCEP）、磷酸三酯(Tris) (1,3-二氯-2-丙基) 磷酸盐（三氯化）等。这些州包括：

夏威夷、伊利诺伊、缅因、马里兰、密歇根、明尼苏达、纽约、俄勒冈、罗德岛、佛蒙特

以及华盛顿州。在以下各州也已经提交了立法议案：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

德拉瓦、马萨诸塞、纽约、北卡罗来纳、俄亥俄、罗德岛和华盛顿州。 
 
 

受关注的化学品 

包括俄勒冈、华盛顿、佛蒙特和缅因州在内的多个州要求生产商在该州销售含有本州受

关注化学品清单上的化学品的产品之前先要通告州里。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商必须去除

那些化学品或者使用代用品。 
 
 

美国自愿标准框架概览 
 

美国标准体系的制定是由私营部门承担的。大多数美国标准都是自愿的，通过协商一致的

方法产生，反映了制造者和生产商、用户及消费者还有政府的需要。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协调美国私营部门自愿标准研发团体的活动。美国有

几百个自愿标准研发组织，承担了许多各不相同的工商业界的标准制定工作。国家标准技

术研究所（NIST）隶属于美国商务部，是美国的国家计量实验室。研究所通过其标准协调

办公室在标准制定方面为联邦政府的参与提供建议并做协调工作。 

http://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240.020
http://www.ecy.wa.gov/programs/hwtr/RTT/cspa/
http://www.an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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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组织 （SDOS） 
 

ASTM 国际标准组织 (ASTM)是主要的标准研发者，负责制定和贯彻与家具有关的共识标准

与测试方法。一些 ASTM 标准和测试方法都被美国联邦法规“纳入作为参考”（如被消费

品安全委员会所引用），并且是强制性的。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 
100 Barr Harbor Drive 
P.O. Box C700 
West Conshohocken, PA 19428-2959 USA 

电话: + 1.610.832.9500 

工作人员名录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负责家具的是消费品第 15 委员会。 
 

以下是与家具有关的小组委员会： 
 

F15.16 童用高脚椅、挂式儿童座椅和扩展式安全门栏 

F15.17 婴儿车、童推车、学步器和游戏中心 

F15.18 婴儿床、童床、游戏围栏、婴儿提篮和摇篮、尿布更换台 

F15.30 双层床 

F15.42 家具安全 

F15.50 婴儿尿布更换台- 商用 

F15.59 儿童折叠椅 

 

ASTM 家具标准样例包括： 

F404  童用高脚椅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1169 全尺寸婴儿床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1427 双层床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1561  室外用塑料椅的标准性能要求 

F1821 童床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1838 室外用塑料椅的标准性能要求 

F1858 有可调节的椅背或躺卧机制的室外用多体位塑料椅的标准性能要求 

F1988 有或无可动扶手、有可调节椅背的室外用塑料躺椅的标准性能要求 

F2057 衣物储藏柜的安全标准规格 

F2194 婴儿提篮和摇篮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2388 家用婴儿尿布更换台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2598 衣柜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F2613 儿童用椅及座凳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http://www.astm.org/
http://www.astm.org/CONTACT/headquar.htm
http://www.astm.org/COMMIT/COMMITTEE/F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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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813 书桌及桌面用平面玻璃的标准规格 

F406 非正规尺寸的婴儿床/游戏围栏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规格 

 

此外，防火标准委员会 EO5 在其与家具有关的管辖权之下制定的标准中包含了下列标准： 
 

E1352 模拟软垫家具组装件抗香烟易燃性的标准测试方法 

E1353 软垫家具部件抗香烟易燃性的标准测试方法 

E1474 用台式耗氧量热度计决定软垫家具和床垫的组件或复合部件产热率效果的

标准测试方法 

E1537 软垫家具起火性测验的标准方法 

E2280 卫生保健设施内患者房间中的软垫座椅家具的起火危险性评估的标准指南 

WK21353 

(草案) 
用起火源测试软垫家具组件或复合部件的标准测试方法的新测试方法 

WK42727 

(草案) 
决定提高天然圣诞树防火性能处理效果的新测试方法 
 

 
 

商用与工业用家具制造协会 （BIFMA International） 
678 Front Avenue, NW, Suite 150 
Grand Rapids, MI 49504-5368 USA 

电话: +1.616.285.3963 

电子邮箱: email@bifma.org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商用与工业用家具制造协会（BIFMA）的安全与性能标准由

BIFMA 的工程专业委员会制定。BIFMA 得到 ANSI 的认证，成为 ISO 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美

国技术咨询小组（TAG）有关家具的管理机构。 
 

ANSI 批准的标准包括： 

 ANSI/BIFMA X5.1-2011 通用办公用椅——测试  

 ANSI/BIFMA X7.1-2011 S 低挥发办公家具和座椅的甲醛和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挥发标准 

 ANSI/BIFMA M7.1-2011 办公家具系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挥发的标准测试方法 
 

如与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IFMA 的文件：  

制定中的标准 以及 标准的完整清单 
 

ANSI/BIFMA e3 家具可持续性标准  
BIFMA 国际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已经发布了一个开放式的、业界认同的方法，

用来评估家具产品的可持续性。该标准包括了对原料选择与使用、能源与大气、人类与生

态系统健康以及社会责任的影响等的评估标准。 
 

http://www.astm.org/COMMITTEE/E05.htm
http://www.bifma.org/
mailto:email@bifma.org
http://www.bifma.org/?page=standardsdevelopment
http://www.bifma.org/standards/standards.html
https://bifma.site-ym.com/store/view_product.asp?id=1377924
http://www.n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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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标准代表了评估家具产品“可持续性”的结构化方法，并构成 BIFMA“水平™产品认证

计划的技术标准”。 
 

e3 标准可以通过使用 BIFMA 的订单来获得。从网上也可以得到 BIFMA 的可持续性指南。 
 

正在制定中的家具产品分类规则 

BIFMA 协同国家科学基金会, 计划为家具业制定产品分类规则。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的

国家可持续性标准中心（NCSS） 将成为制订家具产品分类标准（PCR）的项目操作者。产

品分类标准有助于满足不断增长中的对取得科学依据支持的需求，以验证环保产品的声明，

排除虚假或误导的信息。产品分类标准明确规定如何对某个产品种类进行生命周期评估

（LCA）以及结果报告中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生命周期评估测量一种产品在从摇篮到坟墓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输入、输出以及环境影响。“环保产品声明”（EPD）是 ISO 合规的

第三方验证报告，其功能如同一个营养标签，解释通过生命周期评估所取得的数据。产品

分类标准和环保产品声明已经被欧洲国家所接纳，在美国也渐渐得到承认，为比较和报告

某个产品终其生命周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交流方法。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 BIFMA 的新闻稿：  

BIFMA 与国家科学基金会联手制定家具产品分类规则  
 
 

  

http://www.bifma.org/store/list_products.asp?catid=185078
https://bifma.site-ym.com/store/view_product.asp?id=1555206
http://www.nsf.org/business/sustainability_ncss/index.asp?program=SustainabilityNcs
http://www.bifma.org/news/11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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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消防协会 （NFPA） 
1 Batterymarch Park 
Quincy, MA  02169-7471 USA 

电话： +1.617.770.3000  

电子邮箱： custserv@nfpa.org 
 

美国消防协会制定、发布并传播超过 300 个共识法规与标准，旨在减少发生火灾和其它危

险的可能性以及减轻后果。其中与家具有关的有： 
 

 NFPA 260 – 软垫家具的部件对香烟烟火阻燃性的检测及分类系统 

 NFPA 261 – 模拟软垫家具材料组装件对香烟闷烧点火的阻燃性测试 

 NFPA 266 – 暴露在明火火源下的软垫家具起火特征的标准测试方法 
 
 

软垫家具行动委员会 （UFAC） 
软垫家具行动委员会的自愿行动计划要求愿意参与的家具生产商按照委员会的建造标准来

生产家具。要符合这些标准，委员会已经制定了自愿测试方法。虽然属于自愿性质，但这

些测试方法在美国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委员会的测试方法包括： 
 

 纺织品分类 

 内饰面料 

 屏障测试 

 装饰材料 

 填充部件：A 部分 

 填充部件：B部分 

 装饰物 

 滚边 

 洗涤标准方法 

 材料规格 
 
  

http://www.nfpa.org/
mailto:custserv@nfpa.org
http://www.nfpa.org/aboutthecodes/list_of_codes_and_standards.asp
http://www.uf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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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及认证机构 

 

检验 
儿童家具请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认可的实验室清单。可以按产品来搜索（例如：儿童双层

床、婴儿床、含铅油漆等）。 
 

为数众多的实验室按照公认的行业标准测试家具，有些实验室是得到认证的。得到认证的

测试实验室名单可以从 A2LA 认证机构名单 找到。其他的测试实验室可以从 ASTM 测试实

验室名单 和 BIFMA 测试实验室名单找到。 用关键词“家具”或具体的 ASTM 或 BIFMA 标

准来搜索即可。 
 
 

认证 
 

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 第三方认证计划 

在加利福尼亚州，硬木合成板（HWPW）、刨花板（PB）、中密度纤维板（MDF）以及家具

和其他用合成木制品制造成品的生产商都必须用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批准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证实其合乎 ATCM中规定的挥发标准。第三方认证机构必须保证，合成木制品生产商

证明其产品符合 ATCM的相关挥发标准。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文件: 得到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名单 
 
 

受产品安全规则管制的消费品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 102节 要求所有受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品安全规则管制的消费品的

每个生产商和进口商都颁发证书，说明该产品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或禁令。这个证书

必须伴随产品提供给零售商或批发商。第102节还要求（12岁或以下年龄）儿童产品通过

颁发儿童产品证书来证明该产品符合所有相关的安全标准，该证书必须得到由消费品安

全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测试实验室 的支持。 
 

商用与工业用家具制造协会（BIFMA）的可持续性认证水平®   
作为一个多性能、可持续的标准制定者以及家具业的第三方认证计划，BIFMA 批准的认证

机构包括： 

 Bureau Veritas  

 Intertek 

 LGA  

 科学认证体系 (SCS)  

 UL Environment 
 

更多测试实验室请见 BIFMA 的：  

实验室测试搜索 

http://www.cpsc.gov/cgi-bin/labsearch/
http://www.a2la.org/dirsearchnew/newsearch.cfm
http://www.astm.org/LABS/search.html
http://www.astm.org/LABS/search.html
http://www.bifma.org/standards/testlabs.html
http://www.arb.ca.gov/toxics/compwood/listoftpcs.htm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0publ314/html/PLAW-110publ314.htm
http://www.bifma.org/
http://levelcertified.org/about/
http://levelcertified.org/about/
http://www.bureauveritas.com/
http://www.intertek.com/
http://www.tuv.com/en/corporate/business_customers/product_testing_3/our_ervices_1/lga_tested_quality_1/lga_tested_quality.html
http://www.scscertified.com/index.php
http://www.ul.com/
http://www.bifma.org/search/custom.asp?id=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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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产品生产商协会 （JPMA） 
15000 Commerce Parkway 
Suite C 
Mt. Laurel, NJ 08054 USA 

电话:  +1.856.638.0420 

传真: +1.856.439.0525 

电子邮箱: jpma@jpma.org  
 

目前有 20 个类别的 2000 多个产品得到了青少年产品生产商协会（JPMA）的认证。产品

上的协会证章告诉消费者，本产品经由独立的实验室检验和对生产商的生产线后续实地检

查，已经被证明符合国际标准组织（ASTM）颁布的要求。生产商要得到青少年产品生产

商协会证书就必须向青少年产品生产商协会提交申请与合约，参加认证计划。他们可以是

或者不是该协会的成员。他们在同一个产品类别中的所有型号都必须得到官方认证实验室

的检验。检验是按照 ASTM 制定与颁发的自愿标准做的。 
 

了解更多有关青少年产品生产商协会认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协会文件：   

认证计划  
 

  

http://www.jpma.org/
mailto:jpma@jpma.org
http://www.jpma.org/?page=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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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有关机构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13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229 USA 

电话:  +1.703.526.4200  

电子邮件网上表格 
 

更多详细信息请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文件：  

美国统一关税表 – 第九十四章有关家具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4330 East West Highway 
Bethesda, MD 20814 USA 

电话: +1.301.504.7923 

电子邮件网上表格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国际项目与政府间事务办公室  +1.301.504.7071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规与实地操作办公室  +1.301.504.7915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副执行长 +1.301.504.7520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 
Imports program 
2000 Traverwood Drive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电话:  +1.734.214.4100 

传真: +1.734.214.4676 

联系人列表 
 
 

联邦贸易委员会  
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80 USA 

电话: +1.202.326.2222 

联系人列表 

 

 

美国农业部 
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50 USA 

电话: +1.202.720.2791 
 
 

http://www.cbp.gov/
https://help.cbp.gov/app/ask
http://usitc.gov/tata/hts/bychapter/index.htm
http://hts.usitc.gov/view/Chapter%2094
http://www.cpsc.gov/
http://www.cpsc.gov/About-CPSC/Contact-Information/Contact-Specific-Offices-and-Public-Information/Information-Center/
http://www.epa.gov/
http://www.epa.gov/epahome/comments.htm
http://www.epa.gov/epahome/comments.htm
http://www.ftc.gov/
https://www.ftc.gov/contact
https://www.ftc.gov/contact
http://www.us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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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具产业与市场数据 
 

同业公会 
 

美国家居用品联盟 
317 West High Avenue 
10th Floor 
High Point, NC 27260 USA 

电话:  +1.336.884.5000 

传真: +1.336.884.5303 

联系人列表 
 
 

软垫家具行动委员会 
P.O. Box 2436 
High Point, NC 27261 USA 

电话:  +1.336.885.5065  

传真: +1.336.885.5072 

电子邮箱: info@ufac.org 
 
 

家具市场数据 
 

商业与办公家具制造商委员会 

工业成长历史数据：美国办公家具市场 
 
 

家用消费品办公室（OHCG） 

国际贸易署（ITA） 

美国商务部 

2010 年消费品行业评价（包括家具） 
  

http://www.ahfa.us/
https://www.ahfa.us/staff/
http://www.ufac.org/
mailto:info@ufac.org
https://www.bifma.org/?page=HistoricalData
https://www.bifma.org/?page=HistoricalData
http://trade.gov/td/ocg/2010%20OHCG%20Industry%20Assess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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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标准信息中心竭尽全力提供准确与完整的信息。各种诸如姓名、电

话号码、网页链接等数据在更新前可能有所改变。我们欢迎有关如何改进本指南以及纠错

的建议。标准信息中心按照现有数据提供信息。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和标准信息中心不做

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不保证针对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用性。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不保

证也不代表本信息概况的正确性、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为使用本指南的一个条

件，你明确同意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标准信息中心不需为由于本指南或其他数据的错误

或遗漏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和一切责任。有些参考文件指向了由其他机构建构和维

护的信息。标准信息中心不能控制也无法保证这些材料的相关性、时效性或正确性。 
 

 
 

 
 
 
 
 
 
 
 
 
 
 
 
 
 
 

 

2012 年 2 月/2016 年 3 月修订 

标准信息中心编写 

标准协调办公室（SCO）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 
standardsinfo@nist.gov  
http://www.nist.gov/ncsci  
 

 
 

mailto:standardsinfo@nist.gov
http://www.nist.gov/ncs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