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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9 贴错标记的玩具及其它供

儿童使用的物品。 

 

（a）定义。对本节来说，应适用下

列定义。  

（1）球 是指一种球形、卵形、或椭

圆形的，被设计或打算用来抛、打、踢、

滚动、抛踢得分、或弹跳的物体。术语

“球”包括任何球形、卵形、或椭圆形

的物体，用一根带子、橡皮绳、或类似

的系绳系于玩具或物品上。所说的术语

“球”还包括任何多边的平面物体通

过连接通常成为一个球形、卵形、或椭

圆的形状，它被设计或预定作为一个球

来使用。所说的术语“球”不包括骰

子、或永久封装在弹球机、迷宫、或类

似的外容器内的球。如果一个球被永久

封装，则当依照16 CFR 1500.53进行测

试时不会把它从外容器中移出来。 

（2）小滚珠  是指一个被下述方法检

 

 查通过的球：在其本身重力的作用下，

在任何方向上完全穿过在一块 1/4 英

寸（6 毫米）厚的刚性模板上的一个

直径为 1.75 英寸（44.4 毫米）的圆

孔。在评定是否符合本规则的测试中，

在委托制作的测试模板上的孔口直径

不得大于 1.75 英寸（44.4 毫米）。  

（3）乳胶气球 是指一个被设计用来

充入空气或气体的乳胶袋构成的玩具

或装饰物品。本术语不包括那些用于

水上活动的可充气儿童玩具，如筏子、

浮水圈、救生圈、或其它类似物品。 

（4）弹子 是指一个由超硬材料，如

玻璃、玛瑙、大理石或塑料制成的小

滚珠 ，用于各种儿童游戏，一般作为

比赛玩件或筹码。术语“弹子”不包

括永久封装在一个玩具或游戏器具中

的弹子。如果一个弹子被永久封装，

则当依照 16 CFR 1500.53 进行测试时

不会把它从玩具或游戏器具中移出

来。 

（5）小模制件 是指依照 16 CFR 

1501.4（a）与 1501.4(b)(1)中所载

的程序进行测试时，能够把它完全装

入 16 CFR 1501 部分的附图 1 所示的

圆筒内的任何物件。凡使用和误用 16

CFR 1500.51至1500.53与1501.4 (b)

(2)的测试规定者，不适用于本定义。 

（6）包装 或封装指的是直接的包

装，在此过程中，根据所发行的法规

第 24 节对产品加上标记，也是指用于

该包装的任何外容器或包皮。 

（7）描述性资料 是指独立于所说的

包装标记的任何分散的单页书面材

料，包括一份产品主体对这些标记的

要求的使用说明（不管是书面的或其

它形式的）、任何对产品的描绘、以及

任何具体描述该产品的功能、用途、

警告、用户保有量、设计或材料技术

条件、或其它特性的书面材料。凡除

了描述它所伴随的产品之外还描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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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 

小模制件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 
 

（2）任何乳胶气球，或含有乳胶气球 的玩具或游戏器具，应带有以下警示

声明：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8 岁以下儿童可能被充气或爆 
破的气球堵塞呼吸道或窒息。需要成年人监管。 

 
使儿童远离充气的气球。立即抛弃已爆裂的气球。 

它产品的那种产品目录或其它营销材

料或广告，都不算是“描述性资料”，

除非它包含诸如它所伴随的产品使用

说明书或该产品专用的配件清单，它们

是特意为引起采购人员对该产品的注

意而设计的。“伴随”一个产品的描述

性资料按所标记的各项要求而定，它与

产品一起装箱或打算在销售或发运给

购买方时与该产品一起分发。“描述性

资料”不包括出现在产品包装上从属于

标记的各项要求的声明。“描述性资料”

不包括那些预定单独给儿童使用的材

料，如果它所伴随的包装包含有一份单

独的包装说明书的话，该说明书能明显

地被认出是给父母们的一份提醒注意

的建议书，包含必需的预防声明。 

（8）零售展示用的箱柜与容器 是指

那些在其中摆放有多样散装和无标记

的，供顾客直接选择与购买的物品的箱

柜。 

（b）贴假标记的玩具及儿童的用品。

根据联邦有害物质法（FHSA）的第2（P）

 与 24 节的规定，凡是未能在下列所指

的地方带有本节第(b) (1)至(4)段和第

(f) (3)段所要求的标记声明的，或是这

种标记提示未能遵照本节第(d)段对

突出与显著性的有关要求的物品均为

贴假标记的有害物质，上面所说的地

方指的是：如果这些物品是包装的，

则是在任何伴随它们的描述性资料

上，而如果是无包装和无标记的，则

是把它们摆放在其中待售的任何箱柜

上，以及供它们零售展示用的容器上，

或者它们从其中售出的任何自动售货

机上。 

（1）除书籍与其它纸制的物品外，书

写物料如蜡笔、粉笔、铅笔、与钢笔、

造型粘土及类似产品、用手指敷的水

彩性颜料、水彩颜料、与其它颜料套

件，以及在16 CFR 1501.3中所指认的

任何其它物品（除气球以外）和任何

打算供至少3岁但不到6岁的儿童使用

的玩具或游戏器具等物品，如果它们

包含一件小模制件的话，均应带有或

包含以下警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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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任何打算供三岁或更大的儿 童把玩的小滚珠 应带有以下警示声

明：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此玩具是一个小滚珠 。 
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 

 
（ii）任何打算供至少三岁但不到八

岁的儿童把玩的包含有一个小滚珠的  
玩具或游戏器具应带有以下警示声

明：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此玩具含有一个小滚珠 。 
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 

 
（4）（i）任何打算供至少三岁或更大 的儿童把玩的弹子应带有以下警示

声明：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此玩具是一个弹子。 
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 

 
（ii）任何打算供至少三岁但不到八

岁的儿童把玩的包含有一个弹子的玩  
具或游戏器具应带有以下警示声明：

 
 

                             警告：    
 

             有堵塞气管的危险—此玩具含有一个弹子。 
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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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预定的使用者年龄。在确定本节

规定的任何玩具或游戏器具限制使用

的儿童年龄时，涉及到下列各项因素：

制造商表明的意图（如在标记上标明的

年龄），如果是合理的；该物品的广告、

市场营销与推销; 该物品预定供这个

年龄组的儿童使用时是否得到普遍认

可。在执行这项规定时，委员会将遵循

16 CFR 1501.5 中所提出的程序。 

（d）标记声明的突出与显著性。16 CFR 

1500.121 对危险物质预防性标记声明

的突出与显著性要求应适用于任何根

据§1500.19（b）与（f）所规定的标

记声明，并予以如下澄清与修改。  

（1）§1500.19（b）与（f）所要求

的所有标记声明应是英语的。（b）段所

要求的声明不必出现（b）段所描述的

格式与布局。16 CFR 1500.19（b）与

（f）段所要求的声明应一起被封闭在

一个带有或没有边界的正方形或矩形

区域之内。这意味着该声明必须至少出

现在两行上。该声明应离开所有其它图

形资料一个不小于其它警示内容（例

如，词组“不宜于 3 岁以下儿童”)的

字模尺寸 低允许高度的距离。如果没

有那个距离的分隔，所说的标记声明必

须以一条边界线来围住。标记的设计、

小插图的使用、或其它标记或文字的接

近度应不会使根据§1500.19（b）与（f）

所规定的任何标记声明显得模糊不清

或不引人注目。这意味着这种声明应呈

现在一个纯色的背景上，不必与背景颜

色或包装标记上的任何其它颜色有所

区别。  
（2）联邦危险物品法案（FHSA）第

24 节所要求的字词“警告”或“安全

警告”应被视作信号字词。 

（3）语句“有堵塞气管的危险”应

被视为对本节所提及的产品相关的主

要危险的一项声明。    

（4）本节所要求的所有其它剩下的声

明要求应视为 16 CFR 1500.121(a)(2) 
(viii) 中所定义的术语“其它警示资

料”。 

（5）一个零售展示用的箱柜、容器、

或自动售货机上的主显示板应设在

侧面或表面，并应设计为能向预期的

买主 显著地显示、展示、或推介、

或供买主细察。在箱柜或容器用于零

售展示的情况下，警示资料可以设置

在一张显示卡片上，该卡片与该箱柜

或容器的表面积成一个合理比例。显

示卡片的面积应构成主显示板的面

积。在包含有一张显示卡片的自动售

货机情况下，警示标记可以置于显示

卡片上，要么就在投币指标器的贴花

纸上，或在机器的玻璃或光亮的塑料

上。如果一台自动售货机内没有显示

卡片，主显示板的大小将依照 16 CFR 

1500.121（c），根据存取物品的容器

正面的大小，除去金属附件、投币指

标器，底座等面积来计算。这样一个

用于零售展示的箱柜、容器、或自动

售货机的任何带有给供购货人细查

的有关价格或产品说明等信息的其

它侧面或表面都应被视为一个主显

示板，但不包括任何只带有标识该公

司本身或自动售货机操作的信息的

侧面或表面。 

（6）本节所要求的，包括那些归类

为“其它警示材料”的所有标记声明

都必须出现在产品的主显示板上，

§1500.19（f）段所规定的除外。任

何信号字词应出现在邻近该法令第

24 节所要求的三角形及其同一行上。

在可行的情况下，对于多重的信息应

在它们之间提供足够的空间，以防止

它们在视觉上融合在一起。 

（7）本节所要求的所有标记声明应

符合下列字模大小的要求。16 CFR

1500.121（c）（1）说明如何计算主

显示板的面积与文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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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平方英寸.......... 0-2 +2-5 +5-10 +10-15 +15-30 +30-100 +100-400 400  

字模大小............................................................. 

信号字词.............. 3/64″1/16″3/32″7/64″1/8″5/32″ 1/4″ 1/2″ 

危险声明............. 3/64″3/64″1/16″3/32″3/32″7/64″5/32″ 1/4″ 

其它资料.............1/32″3/64″1/16″1/16″5/64″3/32″7/64″5/32″ 

 

（8）本节所要求出现在零售展示的箱

柜、容器、或自动售货机上的标记应合

理地邻近包含在主显示板上的任何定

价或产品的信息，或者，如果未提供这

些信息时，则邻近属于该标记要求的物

品。 

（9）伴随一种标记要求范围的产品的

描述性资料，包括属于§1500.19（f）

所提供选择对象的伴随资料，应符合 16 

CFR 1500.121（c）（6）中的有关文献

资料的要求，包括伴随一种有害物质的

使用说明书。如果描述性资料中包含使

用说明，则所需的预防标记应合理地邻

近这些说明或指示，并应一起放在同一

个总的面积之内（见 16 CFR 1500.121

（c）（6））。  

（10）在根据§1500.19（e）所允许

标记声明可选择的情况下，16 CFR

1500.121（b）（3）与 1500.121（c）（2）

（iii）的要求应适用于主显示板上提醒

对出现在另一块显示板上的完整警示

标记的注意的语句或指标。 

（11）本节所要求的任何三角形应为

一种等边三角形。这样一个三角形的高

度应等于或超过信号字词“警告”的

高度。加在三角形内的感叹号的高度应

至少为三角形一半的高度，并且该惊叹

号应垂直地加在三角形的中央。三角形

应离开信号字词至少相当于该信号字

词第一个字母所占用空间的距离。无论

从各个方面来看，带感叹号的三角形

一般均应符合 16 CFR 1500.121 有关

信号字词的规定。  

（e）标记声明的合并。包含一个以

上属于本节要求的物品的产品标记，

可以把涉及各自的危害的资料合并

起来，如果由此合成的精简声明包含

所有描述每一项物品存在的危害所

必需的资料的话。不过，在一种产品

包含一个气球而另一项物品从属于

标记要求的情况下，只有信号字词与

危险声明危害可以合并。 

（f）可供小包装选择的标记声明。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1500.19（b）所

要求的任何警示声明才可以显示在

一块不同于主显示板的，属于标记规

定的一种产品包装的显示板上： 

（1）该包装有一块等于或小于 15

平方英寸的主显示板， 

（2）本节（b）段所要求的全部标

记声明以三种或更多语言显示在该

产品包装的另一块显示板上，并且 

（3）（i）在属于§1500.19（b）（1）

所规定的玩具或游戏器具、属于

§1500.19（b）（3）所规定的小滚珠 、

属于§1500.19（b）（4）所规定的弹

子、或一个玩具或游戏器具带有这样

一个球或弹子的情况下，包装的主显

示板带有如下声明：  

 
 

                             安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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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有一箭头或其它指示符指向或指

示购货人关注的包装上的显示板，该包

装上有全部标记声明；或者 

（ii）（b）（2）所规定的一个气球

或带有这样一个气球的一个玩具或

游戏器具的情况下，主显示板带有如

下声明： 
 

                             警告—有堵塞气管的危险    
 

并带有一箭头或其它指示符指向或指

示购货人关注的包装上的显示板，该包

装上有全部标记声明。  

（g）可供在美国国外制造的产品选择
的标记。在属于§1500. 19（b）的标

记要求的，在美国国外制造的，通过美

国邮寄或其它送货服务直接从制造商

运送到消费者的一个产品，并在其直接

包装中包含描述性资料的情况下，只有

当该产品的集装箱包含有其它随箱的，

带有以突出和显著的方式显示所要求

的声明的时候，在产品的直接包装中的

描述性资料才无需带有必需的标记声

明。从国外发运到美国的一个向顾客出

货的子公司的产品，包括在这个例外的

范围之内。 

（h）优先购买权。1994 年的儿童安全

保护法第 101（e）节禁止任何国家或一

个国家的下级行政机关制定或强制执

行任何涉及对预定或适合供儿童使用

的玩具、游戏器具、弹子、小滚珠 、

或气球有关的堵塞气管的危险，或对小

模制件的危害提出警示标记的规定，除

非该国家或地方的要求与联邦有害物

质法（FHSA）第 24 节或 16 CFR 1500.19

所规定的要求一致。第 101（e）节允许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下级行政机关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执行一个涉

及小模制件的危害，或与联邦有害物质

法（FHSA）第 24 节所规定的任何玩具

有关的堵塞气管危险的警示标记警告

的不完全相同的规定，如果这个不完全

相同的规定在1993年 10月 2日生效的

话。[60 FR 10752，1995 年 2 月 27

日，赔偿按 60 FR 41802，1995 年 8

月 14 日] 
 

§1500.40 测定有毒物质的方法。  

 

在§1500.3（c）（1）（ii）（C）

与（2）（iii）中提到的测试有毒物质

的方法如下： 

（a）急性皮肤毒性（单次暴露）。

在急性暴露中，测试主体通过一个套

筒的周期性改变来限制与皮肤长达

24 个小时的接触。这个由橡胶坝袋或

其它防渗材料制成的套筒是这样构

造的，其末端以附加的带子增强并应

贴身地紧套在动物的躯干上。套筒的

两端缩拢，使其中央部份“膨胀如气

球”而提供一个试验用配料的储存

库。该储存库必须有足够的容量来包

容无压力的试验料。在下表中给出了

套筒的尺寸以及暴露于试验物质的

大致体表面积。为适应较小或较大的

受试主体, 套筒的大小可能会有所

不同。在测试容易黏住皮肤的油性材

料时，可以使用金属网线幕帘代替套

筒。该幕帘被填充并离开所暴露皮肤

并鼓起大约 2厘米。在使用干粉制剂

的情况下，在暴露之前先用生理盐水

将皮肤与所说的物质弄湿。然后将所

说的套筒或幕帘滑过饱含要施加到

皮肤上的试验用配料的纱布。在使用

细粉的情况下，测量的配料被均匀分

布在棉纱布上，因而保证了暴露的区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