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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２２７０４—２００８《提高机械安全性的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实施规范》，与

ＧＢ／Ｔ２２７０４—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和补充了标准的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和补充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和补充了“填充物”“异物”“风险评估”“机械性危险”“粘扣带”术语，增加了“婴幼儿”“儿

童”“绒球”“流苏”“搭袢”“贴布绣”“标签”“磁铁”“磁性部件”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

的第３章）；

———修改和补充了机械性危险和风险的资料（见第４章，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

———增加了风险评估的要求（见第５章）；

———修改和补充了服装设计、材料和结构的总则（见６．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

———修改和补充了设计的要求（见６．２，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４章）；

———修改和补充了织物的要求（见６．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

———修改和补充了填充物的要求（见６．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

———修改和补充了缝纫线的要求（见６．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４）；

———增加了附件的概述（见６．６．１）；

———修改和补充了钮扣的要求（见６．６．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５．１）；

———增加了四合扣及类似部件的选择方法（见６．６．３）；

———修改了织物类装饰物，包括蝴蝶结、领带和标签的要求（见６．６．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２）；

———增加了橡胶或软塑料装饰物的要求（见６．６．５）；

———增加了绒球和流苏的要求（见６．６．６）；

———增加了亮片、珠子和类似部件的要求（见６．６．７）；

———增加了水钻和热融部件的要求（见６．６．８）；

———增加了花边、图案和标签的要求（见６．６．９）；

———增加了磁铁的要求（见６．６．１０）；

———修改和补充了松紧带的要求（见６．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７和６．７）；

———增加了粘扣带的要求（见６．８）；

———修改和补充了拉链的要求（见６．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６和６．８）；

———修改了拉带、绳索、缎带和蝴蝶结的要求（见６．１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２）；

———增加了刺绣和贴布绣的要求（见６．１１）；

———补充了连脚服装的要求（见６．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４）；

———修改和补充了风帽的要求（见６．１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５）；

———修改了生产中松紧带的要求（见７．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２）；

———修改了尖锐物体的要求（见７．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３）；

———增加了针和钉的要求（见７．３．２）；

———修改和补充了缝纫针控制工序的要求（见７．３．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４．１）；

———修改和补充了针织机针、套口机针和吊牌枪针的要求（见７．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４．３）；

———增加了剪刀、钳子和其他尖锐工具的要求（见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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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补充了金属污染的要求（见７．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５）；

———修改和补充了用机器安装的扣件的要求（见７．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７）；

———增加了石洗过程的要求（见７．７）；

———修改了生产中填充物的要求（见７．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８）；

———增加了生产中胶粘部件、热融部件的要求（见７．９）；

———修改和补充了附件的要求（见８．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２）；

———补充了对异物的要求（见８．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４）；

———修改和补充了对退回服装的处理（见８．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５）；

———增加了生产中记录和跟踪要求（见８．６）；

———增加了包装的要求（见第９章）；

———增加了标签和陈列的要求（见第１０章）；

———修改和补充了附录Ａ“服装附件抗拉强力的测试方法”（见附录Ａ，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Ｂ）；

———增加了附录Ｂ“小部件测试方法”（见附录Ｂ）；

———修改了附录Ｃ“钮扣强度的测试方法”的要求（见附录Ｃ，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Ｃ）。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杭州联成华卓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省纺织测试

研究院、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与原材

料检测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秀月、庄庆才、朱怀球、罗胜利、周双喜、谭万昌、袁志磊、何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２７０４—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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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孩子们乐于探索和挑战的天性且不理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促使他们以新奇的、不同于成年人

的方式使用物品，所以面对危险远没有成年人谨慎。

本标准旨在服务于服装供应链上的所有阶段，可供婴幼儿和儿童服装的设计师和生产部门使用，以

提高婴幼儿和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的机械安全性；也可以帮助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选择无机械性危

险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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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机械安全性的儿童服装

设计和生产实施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１４周岁及以下婴幼儿和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的术语和定义、机械性危险和风险、风

险评估、服装设计、材料和结构、生产、材料、服装的检验和测试、包装、标签和陈列。

本标准适用于１４周岁及以下婴幼儿和儿童穿着服装的设计和生产，宜从设计阶段开始采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方面：

———儿童护理用品，如围嘴、尿布和奶嘴拉袢；

———鞋子、靴子和鞋子类似物品；

———与服装一起销售的玩具等物品；

———满足特殊儿童需求而设计的功能性服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ＧＢ／Ｔ８６８５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　服装术语

ＧＢ／Ｔ１８７４６　拉链术语

ＧＢ／Ｔ２２７０５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

ＧＢ／Ｔ２８４９０　钮扣分类及术语

ＱＢ／Ｔ２１７１　金属拉链

ＱＢ／Ｔ２１７２　注塑拉链

ＱＢ／Ｔ２１７３　尼龙拉链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ＧＢ／Ｔ１８７４６、ＧＢ／Ｔ２２７０５和 ＧＢ／Ｔ２８４９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３．１　

婴幼儿　犫犪犫狔犪狀犱犻狀犳犪狀狋

年龄在３６个月及以下的孩子。

　　注：一般指身高１００ｃｍ及以下的孩子。

３．２　

儿童　犮犺犻犾犱犪狀犱狔狅狌狀犵狆犲狉狊狅狀

年龄在３６个月以上至１４周岁及以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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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般指所有身高在１００ｃｍ以上、１５５ｃｍ及以下的女孩和身高在１００ｃｍ以上、１６０ｃｍ及以下的男孩。

３．３　

填充物　犳犻犾犾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被包裹在织物内而构成服装组成部分的材料。

　　注：包括絮用纤维、泡沫、羽绒羽毛等。

３．４　

穿衣试验　狑犲犪狉狋狉犻犪犾

通过目标穿着者对服装进行试穿以获得服装穿着性能和特征信息的活动。

３．５　

异物　犳狅狉犲犻犵狀狅犫犼犲犮狋狊

不属于服装产品本身的部件。

　　注：例如断针、石头等。

３．６　

绒球　狆狅犿狆狅犿

由一定长度的纱线固定在一起或由填充物填充的织物制成的球状部件。

　　注：绒球可以直接固定在服装上，也可以借助绳子固定。

３．７　

流苏　狋犪狊狊犲犾

一端固定，另一端自由，由一束有一定长度的纱线或其他材料制成的部件。

　　注：流苏可以直接固定在服装上，也可以借助绳子固定。

３．８　

搭袢　狋犪犫

由纺织品或其他材料制成的，附着在服装的外面起识别或装饰作用的平面或环形结构。

　　注：不同于ＧＢ／Ｔ２２７０５定义的可调节搭袢。

３．９　

粘扣带　狋狅狌犮犺犪狀犱犮犾狅狊犲犳犪狊狋犲狀犲狉

由勾面和绒面的带子组成的部件，通过将勾面和绒面压合起到固定作用，剥离勾面和绒面而解开。

　　注：亦称魔术贴。

３．１０　

贴布绣　犪狆狆犾犻狇狌犲

在材料表面剪贴、缝绣图案或形状，起装饰作用。

　　注：通常选用不同类型和／或色调的材料。

３．１１　

花边　犿狅狋犻犳

通常由面料制成，缝在服装上或粘在服装上，或由纱线直接钩织的装饰性部件。

　　注：不包括直接将涂层涂覆到织物上的印花设计。

３．１２　

标签　犾犪犫犲犾

由织物、塑料或其他类似物制成，附在服装上，提供使用说明、产品信息或品牌的标识。

３．１３　

重复后整理　狉犲狆犲犪狋犲犱犪犳狋犲狉犮犪狉犲

符合维护标签的一系列后整理处理，反映了服装的用途和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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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危险　犺犪狕犪狉犱

对穿着者构成伤害的潜在因素。

３．１５　

风险　狉犻狊犽

对穿着者造成伤害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的伤害的严重程度的组合。

３．１６　

风险评估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对服装设计、结构、材料或部件可能对最终使用者产生的风险的全面评估。

３．１７　

机械性危险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犺犪狕犪狉犱

由服装非理化性能构成的，对穿着者构成失足、滑倒、摔倒、哽塞、呕吐、缠绊、裂伤、血液循环受阻、

窒息伤亡、勒死等伤害的潜在因素。

３．１８　

局部缺血性伤害　犻狊犮犺犲犿犻犮犻狀犼狌狉犻犲狊

由于血液循环受阻引起对身体部位的伤害。

３．１９　

尖锐物体　狊犺犪狉狆狅犫犼犲犮狋狊

穿着时物体的边或角已经暴露或可能会暴露，并对穿着者造成刺伤或刮伤的物件。

　　注：通常包括锐利尖端、锐利边缘。

３．２０　

磁铁　犿犪犵狀犲狋

具有吸引或排斥铁的性能的铁、钢、合金材料。

３．２１　

磁性材料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可以吸引磁铁或可以获得其吸引性能的材料。

４　机械性危险和风险

４．１　局部缺血性伤害

在人体足部或手部区域的松散、未修剪的绳线，以及有孔洞的织物（如钩针编织物）或有长浮线的织

物，会包缠手指或脚趾，可能阻碍血液循环，造成局部缺血性伤害。例如钮扣、四合扣、气眼和拉链等部

件，其中一些大而硬的孔洞可能卡住舌头或手指，会引起止血带效应，阻碍血液循环。尤其是设计１２个

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时，由于他们无法描述痛苦来源，可能使这种危害短时间内不易被察觉。此外，若

泳裤的衬里使用的网眼织物，可能使皮肤或生殖器钻入，则会存在勾缠的风险，引起局部缺血性伤害。

为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设计服装时应注意，裤口、袖口的松紧带太紧或太硬可能会阻碍足部或手部

血液循环。

４．２　拉链引起的夹持事故

带有拉链的男裤易造成婴幼儿和儿童生殖器被拉链链牙夹住，虽然减少拉链的使用可消除危险，但

不是长久、实用的方法。企业宜在工艺上更多创新，提高婴幼儿和儿童服装机械安全性能。

４．３　尖锐物体伤害

包含尖锐物体的服装可能会对婴幼儿和儿童造成擦伤、皮肤炎症或更严重的刺伤、划伤等伤害。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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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拉链或装饰物上的可触及的锐利尖端、穿着或后整理过程中部件磨损产生的锐利边缘都会对穿着者

造成伤害。服装生产、包装过程中使用的钉、断针或其他尖锐物体，如果残留在服装中，也会给消费者带

来严重伤害。

４．４　哽塞和吸入

钮扣、套环、花边及其他附件（包括橡胶和软塑料制品，如徽章）与服装脱离，可能会给儿童，特别是

婴幼儿带来危害。幼童把类似服装部件放入嘴里、鼻子、耳朵，会造成哽塞或吸入的危险。石洗工序中

的残渣也会带来相同的风险。珠子、水钻和亮片等这些小部件，脱落后可能会进入气管和肺，导致吸入

（通过口鼻吸入物品）危险。由于这些物体的化学特性，不易被Ｘ射线识别，所以通常很难被检测出来。

由异物引起的中毒性休克或感染，难以辨别病源，可能会导致体重锐减、住院治疗。这种情况较为罕见。

４．５　吞咽

大多数情况下服装上的脱离的附件被吞到胃里最终会随着食物排出体外，而不会造成伤害，但锋利

的物体、钮扣电池和磁铁除外。

４．６　勒伤、勾住和缠绊

带有绳索、拉带的服装易导致勒伤、勾住和缠绊等伤害。尽量避免使用非功能性绳索，功能性绳索

可由安全的设计元素代替。绳带末端的坚硬部件，例如套环或铃铛等，可能会增加缠绊的危险，尤其是

婴幼儿和儿童服装，与成年人领带类似的传统领带易产生勒伤和缠绊的危险。

４．７　视力、听力受限

带有风帽和某些种类头套的服装会影响到婴幼儿和儿童视力或听力，增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特别

是操场事故、交通事故。

４．８　窒息

童装引起的窒息事件较少，但是服装上的不透气材料制成的风帽可能对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存

在窒息的风险。

４．９　绊倒和摔倒

大多数绊倒和摔倒是因为服装不合体，可能是服装选择不当或号型尺寸不正确。腰带或绳索太长、

学步婴幼儿只穿袜子或连脚服装也会导致绊倒和摔倒。

４．１０　过热

由于他们通过头部散失８５％的多余热量，婴儿猝死综合征的研究发现，过热是导致１２个月及以下

的婴幼儿睡眠中不明原因死亡或猝死的主要原因。有证据表明，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在睡觉时穿着

耐热衣物或穿了过多的衣服或盖了过多的被子都会导致过热。避免过热的最佳方式是睡衣上不带风

帽，尤其是夜间睡衣。

４．１１　磁性部件

如果摄入多个磁铁，或同时摄入一个磁铁和铁磁物体（例如铁或镍），异物间隔着肠壁相互吸引会导

致穿孔或堵塞，可能会威胁生命，且会对起搏器或注入泵等设备产生磁性干扰。

５　风险评估

５．１　仅涉及机械安全。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时，需要考虑许多与婴幼儿和儿童服装有关的其他安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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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包括化学安全、热防护（防热或防冷）、过敏反应、易燃性和太阳辐射防护（防晒）。

５．２　所有消费品在正常和可预见的使用中应是安全的。

５．３　风险评估宜贯穿于生产过程中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各个阶段。包括所有与设计、生产、购买和销

售服装有关的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以确保售出的服装符合机械安全的要求。

５．４　风险评估的主要阶段如下：

ａ）　识别危险；

ｂ）　识别与每种危险有关的风险；

ｃ）　尽可能地去除危险；

ｄ）　对于那些不能消除的危险，采取行动将相关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５．５　如果发现服装设计的某个方面存在风险，应考虑放弃或使用更安全的技术来获得相同的效果。

５．６　在生产阶段消除危险并降低风险的措施有：

ａ）　采用先进、更安全的技术；

ｂ）　制定一个连贯一致的全面预防体系，涵盖技术、生产组织与工作环境的控制，例如缝纫针（手缝

针和缝纫机针）控制程序，见７．３．３，限制针和钉的使用；

ｃ）　实施生产管理体系，以避免或降低风险，包括给予雇员适当的指导，例如正确的断针处理程序。

５．７　宜对所有的服装都进行风险评估，包括服装的各个尺码。风险评估时考虑因素如下：

ａ）　目标穿着者的年龄；

ｂ）　目标年龄段内婴幼儿和儿童的特征以及穿着服装时会发生的情况，包括：

１）　孩子的体重和身高；

２）　与特定危险有关的人体测量，例如有弹性袖口的服装需要测量腕围；

３）　该年龄段内的能力；

４）　孩子的日常行为；

５）　穿着服装时的情况；

６）　穿着服装时孩子所处的正常监护水平。例如，对于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在睡眠中可

能无人监护，醒来后可能仍无人监护。

５．８　风险评估时，牢记７周岁及以下的婴幼儿和儿童难以意识风险，且行为难以预测。

５．９　风险评估宜进行存档。文件应清晰地注明日期以便于追溯，注明评估人的姓名和职位。至少每年

宜进行一次风险评估，并且长期运作，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措施降低风险。

５．１０　穿衣试验不应作为确定服装是否安全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进行。若之前未发现或已意识到的安

全问题在穿衣试验中变得明显，则穿衣试验应立即停止，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６　服装设计、材料和结构

６．１　要求

６．１．１　服装材料和部件应从质量有保证的生产商处采购。

６．１．２　服装设计应以相关年龄组儿童的人体测量数据为基础。

６．１．３　按照ＧＢ／Ｔ８６８５的规定正确标示维护标签。按照维护标签进行重复后整理后，部件不被损坏和

破裂。评价服装安全性时需考虑后整理类型和可能的次数。

６．２　设计

６．２．１　总则

６．２．１．１　设计师宜按照第５章进行风险评估，还应考虑服装在各种情况下的机械性危险，见第４章，并

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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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２　设计师与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保证每个部门了解服装细节并向其他部门提供足够的

产品信息，合作完成符合机械安全性的服装。信息交流包括风险评估结果。

６．２．２　设计细节

设计师宜事先向生产部门提供完整的产品说明书，可以采用文字、图片、样板和／或样衣的形式，

包括：

ａ）　服装的描述；

ｂ）　服装用途；

ｃ）　目标消费对象的年龄；

ｄ）　服装全部细节，至少包括：

１）　尺寸规格；

２）　面料，包括重量和结构；

３）　缝线和服装结构；

４）　所有填充材料；

５）　所有含松紧带的区域；

６）　所有附件和／或装饰物的描述、细节、位置和附着方法，可能包括：

●　钮扣或四合扣；

●　拉链；

●　粘扣带；

●　绒球、蝴蝶结或花边等；

●　拉带和／或绳索等；

ｅ）　生产过程中洗涤或其他处理工艺，例如石洗工艺；

ｆ）　风险评估结论，见６．２．１．２。

６．３　织物

６．３．１　作为服装的组成部分，织物不应对穿着者存在机械性风险。必要时，可改变服装结构，使所用的

织物不会对穿着者造成机械性危险。

６．３．２　选用织物时应特别考虑在服装上的使用位置、目标消费者年龄、服装的最终用途，例如：

ａ）　洞眼或开口的织物，如钩针编织物、蕾丝，易勾住手指或其他部位产生局部缺血性伤害，不宜用

于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中。

ｂ）　网眼织物，若作为男童游泳裤里料，存在勾缠危险（见４．１）。使用洞眼尺寸小于１．５ｍｍ的柔

性织物可降低风险。

ｃ）　毛绒织物，应进行风险评估，考虑其长度、保形、位置、目标消费者年龄，尤其是１２个月及以下

的婴幼儿，可能存在哽塞和吸入的风险。

ｄ）　提花织物，１２个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的手部或脚部，不宜使用含有超过１０ｍｍ未剪断缝纫浮

线的织物。

６．３．３　用于支撑缝合部件（如钮扣）的织物在低负荷下不应被撕破，宜在部件缝合处使用加固材料。婴

幼儿服装部件抗拉强力符合表１的要求。

６．４　填充物

６．４．１　填充物不应含有硬的、尖锐物体或异物。使用羽绒羽毛应注意羽毛管可能对着装者造成伤害。

６．４．２　服装生产过程中应确保包覆填充物的缝线牢固，防止穿着时缝线断、脱。填充物不应被婴幼儿

和儿童获取，保证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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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缝纫线

６．５．１　婴幼儿和儿童服装内部不宜使用单丝缝纫线。

６．５．２　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的手部和脚部的所有线头宜修剪到１０ｍｍ以下。

６．５．３　缝纫线缝合的部件（如钮扣）应有足够的强度，婴幼儿服装部件抗拉强力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６．６　附件

６．６．１　概述

６．６．１．１　适用于所有服装上的附件，个别类型的附件要求详见６．６．２～６．６．１０。

６．６．１．２　不适用穿着之前需移除的标签、价格标、促销信息。

６．６．１．３　附件不应有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６．６．１．４　婴幼儿服装上的附件在正常或合理地可预见的使用期间均应牢固，婴幼儿服装宜使用大于

３ｍｍ的附件。

６．６．１．５　宜使用锁式线迹（３０１）。手缝线迹（２００）、链式线迹（１００）不宜用于婴幼儿服装上。

注：线迹分类类型参照ＧＢ／Ｔ４５１５。

６．６．１．６　纺织品部件（由织物和／或纱线制成的紧密填充部件），应符合附录Ａ的Ａ．７洗涤试验的要求。

注：紧密填充部件指填充部件不易被手（食指和拇指之间）压缩。

６．６．１．７　婴幼儿服装非纺织品附件的抗拉强力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６．６．１．８　婴幼儿服装非纺织品小部件的抗拉强力应符合表１的要求。小部件指符合附录Ｂ的部件。

注：非纺织品小部件可能是整个附件，也可能是附件的一部分。

表１　婴幼儿服装附件抗拉强力要求

部 件
最大尺寸

ｍｍ

抗拉强力

Ｎａ
测试方法ｂ

可夹持ｃ

（不包括亮片）

＞６

＞３～６

≤３

≥７０

≥５０

—

见附录Ａ

见附录Ａ

见Ａ．７

不可夹持（包括亮片、热融

或黏合部件、绳带末端的

塑料套管等）

— — 见Ａ．７

　　注：“—”为不考核。

　　
ａ 为保证服装附件符合表１的要求，该测试除了成品测试外，宜从设计环节开始的每一阶段都进行测试。如果部

件脱落，应分析脱落原因，以便采取纠正措施。

ｂ 测试时要求测试５个样本，每个试样的单值均应达到要求，而不是其均值达到要求。

ｃ 可夹持是指测试中的部件由附录Ａ的器具夹持时不变形、不损坏。

６．６．２　钮扣

６．６．２．１　应用于婴幼儿和儿童服装的钮扣应先通过附录Ｃ拉伸强度测试。多组件钮扣（不包括工字

扣）不应用于３６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上，这类钮扣可以发生组件分离，产生可能有害的小部件。

６．６．２．２　与食物颜色或外形相似的钮扣不宜用于婴幼儿和儿童服装中。

６．６．２．３　确保备用钮扣不会引起额外危险，婴幼儿服装上的备用钮扣按照６．６．１的要求安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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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　四合扣及类似部件

６．６．３．１　确定四合扣（包括五爪扣和按扣）及类似部件（包括铆钉、孔眼和工字扣）的类型和位置是服装

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人员应确保：

ａ）　选择合适的扣件类型，如柱式扣件不宜用于针织物中，宜使用环式扣件；

ｂ）　扣件不应安装在接缝处或织物厚度不均匀的区域，可能导致连接不牢；

ｃ）　扣件的尺寸应与压缩后织物厚度相匹配，同一服装中应使用相同尺寸的扣件；

ｄ）　必要时应加固面料，确保织物的牢固性，如加黏合衬；

ｅ）　选择与金属探测仪兼容的扣件，即由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非磁性材料制成的扣件（见７．４）。

６．６．３．２　生产商宜提供四合扣的数据报告，记录并核查服装上扣件的位置和情况。另外，生产前阶段，

在数据报告中应记录安装机器的夹持设置，以便在生产中核查（见７．６）。

６．６．４　织物类装饰物，包括蝴蝶结、领带和标签

６．６．４．１　任何热封或激光切割的织物标签、徽章或搭袢应无锋利的边缘。

６．６．４．２　所有织物类装饰物特别是缎带的末端应充分固定保证不松开。

６．６．４．３　任何织物装饰的规格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７０５的要求。

６．６．４．４　７周岁及以下婴幼儿和儿童服装不宜使用与成年人领带类似的领带。

６．６．５　橡胶或软塑料装饰物，包括标签、徽章、搭袢

此类装饰用于３６个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ａ）　线迹密度。针迹留下的孔眼可能导致装饰物部分脱落；

ｂ）　材料降解。这些材料在热、洗涤剂等环境中可能降解。

６．６．６　绒球和流苏

６．６．６．１　纱线剪切而成的绒球和流苏不宜用在３６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上。

６．６．６．２　合理设计绒球和流苏结构，保证纱线的切割长度不易脱落。

６．６．７　亮片、珠子和类似部件

６．６．７．１　３６个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上的亮片、珠子和其他类似小部件不宜用手工缝或链式线迹固定。

机器缝制时，每片亮片至少３针以保证平整。

６．６．７．２　手工缝亮片或珠子时，宜每１０针锁１针。

６．６．７．３　无论采用何种缝纫方式或其他技术，生产商应确保该类部件附着牢固、平整。

６．６．８　水钻和热融部件

此类部件的牢固性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ａ）　花式织物的表面，如丝绒、天鹅绒、罗纹等表面不匀织物；

ｂ）　高弹织物；

ｃ）　织物后整理，如防污处理；

ｄ）　某些服装结构（如口袋、绣花、贴布绣和印花）等，这些因素产生的不匀表面可能导致表面压力

不匀。

６．６．９　花边、图案和标签

花边、图案和标签不应只用胶黏剂粘贴在服装上，应保证经服装后整理和多次洗涤维护后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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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０　磁铁

磁铁不宜用于婴幼儿和儿童服装。

６．７　松紧带

６．７．１　选择合适强度和弹性的松紧带以支撑服装相关部位。松紧带的使用应避免给穿着者带来伤害，

松紧带的长度应保证服装弹性区域的尺寸适合目标穿着者。

６．７．２　生产说明书应指出服装上任何松紧带部位的自然松弛状态尺寸和最小拉伸尺寸。

６．８　粘扣带

６．８．１　１２个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上的粘扣带宜选择柔软的材料。

６．８．２　粘扣带的勾扣部分不应与婴幼儿或儿童身体直接接触。

６．８．３　粘扣带宜修成圆角。

６．９　拉链

６．９．１　概述

６．９．１．１　采购的拉链应符合ＱＢ／Ｔ２１７１、ＱＢ／Ｔ２１７２、ＱＢ／Ｔ２１７３。

６．９．１．２　当拉链接触皮肤时，宜使用带塑料上下止点的塑料拉链代替爪式金属止点的拉链。

６．９．１．３　拉链上止口、链牙齿应无毛刺和尖锐边缘，啮合良好。

６．９．１．４　在面部、颈部宜使用含有内贴边的织物拉链。

６．９．２　男童裤装拉链

６．９．２．１　７周岁及以下男童裤装的门襟区域不宜使用功能性拉链，可考虑使用裤子结构替代，如粘扣带

门襟、假门襟或松紧腰带。

６．９．２．２　男童裤装拉链式门襟宜设计至少２０ｍｍ宽的内盖，覆盖拉链开口，沿门襟底部将拉链开口缝

住。宜使用塑料拉链以减少夹持事故的伤害程度。

６．１０　拉带、绳索、缎带和蝴蝶结

设计服装的绳索、拉带时，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７０５的规定。

６．１１　刺绣和贴布绣

６．１１．１　考虑穿着时线迹背面摩擦皮肤的危害，在刺绣反面宜使用黏合衬或垫料。

６．１１．２　注意刺绣、贴布绣上所使用的针迹长度不能形成可能对３６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造成缺血性损

伤伤害的环路。在刺绣和贴布绣的背面或正面不宜有超过１０ｍｍ的缝纫浮线。

６．１２　连脚服装

连脚服装适用于不穿鞋子的学步婴幼儿，室内穿着的连脚服装应增强防滑性，如在服装脚底面料上

黏合摩擦面。

６．１３　风帽

６．１３．１　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的睡衣，尤其是夜间睡衣不应带有风帽。

６．１３．２　１２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风帽的设计和材料不应构成窒息的危险。使用衬布可以减少风险。填

充类风帽的填充材料应保证空气流通。设计风帽时，确保帽子不完全盖住脸部。

６．１３．３　为婴幼儿和儿童服装设计风帽和头套时，应将影响视力或听力的危害（见４．７）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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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生产

７．１　概述

生产商应记录生产过程、步骤，详细记录与产品安全有关的所有环节，保证能随时查询。

７．２　松紧带

如果服装中使用了松紧带，宜制定控制程序以确保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持生产说明中给出的松弛

状态和最小拉伸尺寸。

７．３　尖锐物体

７．３．１　概述

服装生产过程中的针、钉或其他尖锐物与穿着者接触，会造成严重伤害。生产商应尽量避免使用尖

锐物体。

７．３．２　针和钉

７．３．２．１　针和钉可用于布料延展、裁剪、定位、疵点标注，但在生产中非必需物件。生产商应限制针和钉

的使用，例如使用自粘标签标注瑕疵、用夹具夹持面料。

７．３．２．２　在生产环境中任何地方均不应使用金属钉，包括固定文件和纸样。

７．３．３　缝纫针（手缝针和缝纫机针）

生产商应注重厂房管理，记录各生产步骤，保证服装不受缝纫针或断针带来的污染。生产商宜引进

缝纫针控制工序，包括：

ａ）　确定专人负责缝纫针的发放；

ｂ）　保证只有指定的人才能使用缝纫针；

ｃ）　保证收回旧缝针后才发放新缝针；

ｄ）　回收所有断针碎片或处理断针服装；断针部分找不到，对所有可能被影响的服装进行隔离和单

独的金属探测；

ｅ）　记录所有断针事件和处理办法；

ｆ）　记录每轮手缝针的发放和回收。

７．３．４　针织机针、套口机针和吊牌枪针

针织机针、套口机针、吊牌枪针和缝纫针一样会产生危险，生产商宜建立符合７．３．３的管理程序进

行控制。

７．３．５　剪刀、钳子和其他尖锐工具

工具宜固定在工作台上，或按７．３．３给出的管理程序控制进行管理。

７．４　金属污染

７．４．１　使用服装金属扫描探测仪使服装免受金属污染，但不完全替代针控和其他控制程序。

７．４．２　宜使用输送式金属检针机。

７．４．３　应每天进行金属探测装置的校准，并保存校准记录。

７．４．４　金属探测可用于在生产的不同阶段，包括断针检测、从其他地方采购的服装零件的检验以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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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检验的一部分。最终金属检测宜在成品服装包装后进行。

７．４．５　以下情况可能无法对成品服装进行最终金属探测：

ａ）　若磁性材料制造的部件（如黑色金属制成的腰扣、背带夹）用于服装，这种情况下，在此类部件

安装到服装之前，尽可能在生产最后的环节，进行金属探测。

ｂ）　石洗过程中残留的浮岩可能会激活金属探测仪，这种情况下，宜在此过程之前进行金属探测。

７．４．６　应明确区分已检验、未检验或不合格的服装。

７．４．７　金属探测仪探测出来的服装应分开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如果污染物可以定位且解决，应再次

进行金属探测。如果污染物无法定位和解决，服装应销毁。

７．４．８　记录所有金属污染事件和处理办法。

７．５　钮扣

锁式线迹和手缝线迹的工序应得到有效控制，固定在服装上的钮扣应较牢固。链式线迹固定在服

装上的钮扣易脱落，因此不宜用于３６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上。

７．６　用机器安装的扣件

７．６．１　使用说明应告知生产工序的操作人员，包括扣件类型、位置等，操作人员事前经过安装培训。

７．６．２　生产商应至少按照以下程序控制扣件的牢固性：

ａ）　确认选择了合适的扣件，见６．６．３；

ｂ）　确认机器金属模板和配置的精确性；

ｃ）　机器检查，包括检查程序和频率；

ｄ）　检验和测试扣件。

７．６．３　扣件机器夹持设置变动一次，至少检查和记录两次，并与生产前阶段的测量进行对照检查，见

６．６．３．２，以保证正常使用。

７．６．４　预水洗、染色工序完成后安装扣件。

７．６．５　所有扣件安装在服装上后应进行外观缺陷检查，例如扣齿变形等。

７．６．６　对于机器安装完成后的四合扣按照附录Ｄ进行牢固性测试。

７．７　石洗过程

７．７．１　婴幼儿服装不应使用石洗工艺。可使用其他方法，如婴幼儿服装可使用酶洗工艺。

７．７．２　儿童服装在石洗过程中，可采取措施防止口袋或卷边中残留石渣或其他渣滓，如在洗之前先缝

合口袋，并且在检验时翻开清洗所有口袋和卷边。

７．８　填充物

处理填充物缝份时，应保证足够的缝份量，见６．４。

７．９　胶黏部件、热融部件

服装生产商宜建立控制程序控制水钻、热融部件附着的牢固性。部件供应商应提供黏合信息，如温

度、时间、压力等，以便监控黏合环境。

８　材料、服装的检验和测试

８．１　概述

８．１．１　检验和测试人员根据说明书、工作明细表及本标准，有效完成服装安全性检查工作。

８．１．２　为符合服装规格，服装制作过程中、制作完成后宜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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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附件

８．２．１　不准许各部件由于面料破损（见６．３．３）、缝线损坏（见６．５）等原因，从服装上脱落，婴幼儿服装附

件抗拉强力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８．２．２　经过安全性测试的服装附件，应进行修复后才能销售；若无修复可能，则服装应销毁。

８．３　松线和浮线

１２个月及以下婴幼儿服装，在手或脚处不宜有松线和长度超过１０ｍｍ的未修剪的浮线。

８．４　异物

制作完成后进行服装检测，不应与服装无关的部件隐藏在服装内。连脚服装应翻出，保证检测的进

行。移除发现的异物，若无法解决，服装应销毁。

８．５　对退回服装的处理

８．５．１　退回的服装应作好明确标记，不与完好的服装混淆。由于安全问题被退回的服装只能在完全修

复后出售，如果无法解决，服装应销毁。

８．５．２　一批服装中有未能通过附录Ａ和附录Ｃ测试的服装，则这批服装应做好明确标记并分开放置，

且记录其原因及处理方法。

８．６　记录和跟踪

生产商应记录生产过程、步骤以保证与产品安全有关的所有环节均有详细记录，且能跟踪查询每一

批服装的记录。

９　包装

９．１　概述

包装中不应使用针和钉，不应包含任何危险因素，例如可能导致３６个月及以下婴幼儿窒息的小塑

料夹子。

９．２　塑料袋

９．２．１　使用塑料袋时，应在袋上印有安全警示标志，警告消费者塑料袋对婴幼儿和儿童存在潜在的窒

息危险。

９．２．２　使用厚度小于０．０３８ｍｍ的塑料袋时宜在袋上打６ｍｍ的孔。

１０　标签和陈列

１０．１　服装零售中，小心固定标签，应确保消费者购买的服装中没有针。

１０．２　陈列服装不宜使用针，应确保消费者购买的服装中没有针。

１０．３　挂衣袢不应伸出服装外，宜弱缝，以便在被困时挣脱断裂。可以使用警告标签提醒消费者在穿着

前去除挂衣袢。

１０．４　功能性或资料性标签应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其不存在任何危险。

１０．５　婴幼儿服装的商标和耐久性标签不应直接与皮肤接触。

２１

犌犅／犜２２７０４—２０１９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服装附件抗拉强力的测试方法

犃．１　总则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成衣测试，但也可用于测试服装设计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对于部件最大尺寸不

大于３ｍｍ，或无法夹持的附件，评定洗涤后附件的变化。

犃．２　原理

拉力测试仪的上夹具和下夹具夹住服装附件。夹具以设定速度移动，直至部件脱落。记录抗拉强

力和方式，并符合以下要求：

———部件最大尺寸不大于３ｍｍ，考核附件洗涤后的变化；

———部件最大尺寸３ｍｍ～６ｍｍ，最小抗拉强力为５０Ｎ；

———部件最大尺寸大于６ｍｍ，最小抗拉强力为７０Ｎ。

犃．３　仪器

犃．３．１　拉力测试仪应满足以下条件：

———能不断测试并记录抗拉强力；

———夹持分离率为（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可设定为１ｍｍ～７５ｍｍ，误差为±０．５ｍｍ。

犃．３．２　带有沟槽平板的实验箱主要用于测试钮扣、工字扣、绒球、珠子等服装部件。不同部件所使用的

实验箱见图Ａ．１。实验箱沟槽平板的大小应满足不同部件的测试。沟槽平板见图Ａ．２，厚度为（１．６５±

０．１５）ｍｍ，沟槽宽度（犠）不损坏部件的附着方式。

犃．３．３　四合扣（包括五爪扣）上夹具包含至少３个尖爪并且至少能握持四合扣外边缘的７０％，夹爪应分

布均匀。在不变形、不损坏部件的情况下，夹具稳固地夹紧部件外边缘。适用于测试８．２５ｍｍ、

８．５ｍｍ、９．５ｍｍ的五爪扣上夹具正视图、俯视图见图Ａ．３。若凸部分的外边缘无法夹住，可采取替代

办法夹住中心柱。

犃．３．４　四合扣下夹具装置见图Ａ．４，图中的尺寸适合大部分童装四合扣（８．２５ｍｍ，８．５ｍｍ和９．５ｍｍ）

的测试。

犃．３．５　四合扣、拉链以外的部件测试中，下夹具一般为平面夹具，前夹持面（２５±１）ｍｍ×（２５±１）ｍｍ、

后夹持面不小于（２５±１）ｍｍ×（５０±１）ｍｍ。

犃．３．６　带钩夹具用于测试拉链拉片上的装饰物。

犃．３．７　起屏蔽作用的平板可用于测试拉链拉片上的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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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钮扣　　　　　　　　　　　　　　　　　　　犫）　工字扣

说明：

１———实验箱；

２———沟槽平板；

３———测试中的钮扣；

４———平面夹具；

５———服装面料。

图犃．１　实验箱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平板上表面；

２———平板下表面。

图犃．２　实验箱的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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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无尖爪区域；

２———０．４ｍｍ宽纵锯生成的狭槽。

图犃．３　四合扣的上夹具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夹环；

２———下夹具斜面（方便上夹具握持四合扣）；

３———中心柱。

图犃．４　四合扣下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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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测试环境要求

按照ＧＢ／Ｔ６５２９的规定，所有测试样本测试前应置于该环境２４ｈ。

犃．５　测试样本的准备

犃．５．１　取样

对服装或服装部件进行取样，要求具有代表性，数量符合Ａ．５．２中推荐的样本量。

产品生产阶段的测试应从大货生产线直接取样。

犃．５．２　测试样本

按照部件种类、尺寸、组合不同，各选取５个测试样本。设计、开发阶段的样本数量可能不足，可减

少样本数，但考察测试结果时应谨慎。

犃．６　测试步骤

犃．６．１　夹持分离率

设置夹持分离率为（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犃．６．２　启动拉力测试仪和放置样本

犃．６．２．１　概述

按照Ａ．６．２．２～Ａ．６．２．８的步骤，启动拉力测试仪，并放置样本。

调整夹具位置，保持上下夹具中心轴、拉力方向均一致。

放置样本于夹具中央，保证样本纵向中心轴垂直经过上下夹具中心线。

放置样本时应确保无任何损坏或滑移。

犃．６．２．２　钮扣和工字扣

拉力测试仪顶部为实验箱和沟槽平板，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可设定为（２０±０．５）ｍｍ，拉力测试仪底

部为平面夹具。

将钮扣和工字扣滑移至平板，不拉伸、不损坏缝纫线或轴钉。

将钮扣和工字扣下方面料折叠以增加厚度，并夹在下夹具上。

对于边缘上的钮扣，为了方便测试宜在对角位置增加面料。

犃．６．２．３　四合扣（包含五爪扣）

拉力测试仪顶部为四合扣上夹具，拉力测试仪底部为四合扣下夹具，无平板，见图Ａ．５。

上夹具移开，将服装放置在下夹具上，四合扣放置在中心柱上，关闭夹环。上夹具移至四合扣下边

缘并夹紧（注意不要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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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上夹具；

２———下夹具；

３———测试中的四合扣；

４———服装面料。

图犃．５　测试四合扣

犃．６．２．４　大于３犿犿的珠子和类似缝制附件

拉力测试仪顶部为实验箱和合适的沟槽平板，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可设定为（２０±０．５）ｍｍ，拉力测

试仪底部为平面夹具。

将珠子或其他附件滑移至平板，不拉伸、不损坏缝纫线。

将珠子或其他附件下方面料折叠以增加厚度，并夹在下夹具上。

犃．６．２．５　拉链拉片上的装饰物

拉力测试仪顶部为楔形夹具或带钩夹具，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拉链拉片长度和装饰物长度，

拉力测试仪底部为起屏蔽作用的平板，见图Ａ．６。

将带有装饰物的拉链拉片穿过平板上的孔，运用上夹具固定装饰物。不施加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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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带钩夹具；

２———装饰物；

３———拉链拉片；

４———起屏蔽作用的平板；

５———服装面料。

图犃．６　拉链头装饰物测试仪器

犃．６．３　拉力测试仪的操作

运用拉力测试仪记录最大拉力。上夹具拉动部件直至脱离服装或破损。主要损坏方式为部件损

坏、附着方式损坏、面料损坏。

记录每个样本的最大拉力，以牛顿为单位，精确到０．１Ｎ。

犃．７　洗涤试验

犃．７．１　检查试样上的每个附件，并详细记录附件在试样上的初始状态。

犃．７．２　按照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的规定，采用Ａ型标准洗衣机，洗涤程序４Ｎ，干燥方法采用程序Ａ。

犃．７．３　检查洗涤后试样上的每个附件，记录洗涤后附件状态。出现下列情况中的轻微变化、明显变化

或完全脱离时为不合格：

———无变化；

———有可忽略的变化：附件与初始状态比较有微小变化，但仍牢固地附着在试样上；

———有轻微变化：附件有轻微、可见的松动；

———有明显变化：附件或织物明显损坏；

———完全脱离：附件从织物上完全脱离。

犃．８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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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本标准编号和日期；

ｂ）　测试日期；

ｃ）　服装描述及款式号；

ｄ）　供应商、生产商名称；

ｅ）　上下夹具之间的距离，以ｍｍ为单位；

ｆ）　测试样本环境（包括预处理）；

ｇ）　测试样本数量；

ｈ）　部件类型、尺寸及位置；

ｉ）　每个样本的抗拉强力和损坏方式，抗拉强力以牛顿为单位，精确到０．１Ｎ；

ｊ）　如果需要，试样洗涤后附件的外观状态；

ｋ）　夹具的类型；

ｌ）　其他情况，包括使用替代的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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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小部件测试方法

非纺织品小部件，可能从服装脱离，存在哽塞的风险。

小部件可以是整个附件或附件的一部分。小部件是指无外界压力情况下，以任一方向放入图Ｂ．１

中的小部件试验器，可以完全容入小部件试验器的部件。

单位为毫米

图犅．１　小部件试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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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钮扣强力的测试方法

犆．１　总则

本测试方法适用于各种扣紧或装饰钮扣，用于测试在服装生产及使用过程中钮扣抵抗强拉的性能。

该方法的目的是帮助服装生产商选择合适的钮扣，并协助钮扣供应商生产合适质量的钮扣。

犆．２　原理

将钮扣固定在张力测试仪上，逐渐增加张力，直到钮扣表面出现裂痕，测试拉伸强力。

犆．３　仪器

犆．３．１　恒伸长率（ＣＲＥ）拉伸测试仪，精度应为１级，指示或记录的最大力的误差不应超过１％。

犆．３．２　恒定伸长率为１００ｍｍ／ｍｉｎ，精度为１０％。

犆．３．３　机器应能将上夹具的下表面和下夹钳的夹紧点设置为７５ｍｍ～１ｍｍ以内。

犆．３．４　上夹具应均匀地支撑钮扣的外边缘，见图Ｃ．１。

犆．３．５　编织绳的最小断裂强力为３００Ｎ。

犆．３．６　下夹钳应能够握住编织绳的两端，而不会随着张力的施加而滑动。

单位为毫米

图犆．１　恒定长率拉伸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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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钮扣夹具；

２———安全罩；

３———夹紧编织绳的下夹钳；

４———钮扣；

５———编织绳。

图犆．１（续）

犆．４　测试样本的准备

抽取位于服装上的每个颜色、款式和尺寸的１０个钮扣。

犆．５　测试步骤

犆．５．１　记录钮扣类型、孔或柄的数量以及钮扣的最大尺寸（以ｍｍ为单位，精确到０．５ｍｍ）。

犆．５．２　将编织绳穿过钮孔（四孔钮扣穿过呈对角线的两个扣孔；带柄钮扣穿过扣柄）。

犆．５．３　将绳子的两端穿过上夹具和钮扣，在下夹钳固定，不施加拉力。

犆．５．４　以１００ｍｍ／ｍｉｎ的拉伸速度运行，记录每个钮扣的断裂强力（以牛顿为单位），精确到０．１Ｎ。

犆．６　测试结果判定

按照上述测试方法，使用的所有钮扣满足最小断裂强力７０Ｎ。

犆．７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本标准编号和日期；

ｂ）　测试日期；

ｃ）　钮扣描述，最大尺寸（ｍｍ）和型号（若有）；

ｄ）　供应商名称和工厂名称（若有）；

ｅ）　测试条件；

ｆ）　样本数量；

ｇ）　每一个钮扣拉伸断裂强力，精确到０．１Ｎ；

ｈ）　测试过程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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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四合扣牢固性的测试方法

犇．１　总则

本方法适用于除缝纫外，采用其他方法固定于面料的四合扣牢固性的测试方法。

犇．２　原理

将四合扣固定于两层面料中，其中一层夹在拉力测试仪的上夹具中，另一层夹在拉力测试仪的下夹

具中。施加拉力直到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记录拉力。对四合扣的两部分均进行测试。

犇．３　仪器

拉力测试仪应具备以下特征：

———能不断测试，记录拉力大小；

———夹持分离率为（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测量宽度最小为７５ｍｍ；

———测试最大拉力可达５００Ｎ，精确到０．１Ｎ。

犇．４　测试样本的准备

犇．４．１　准备２０条带有四合扣、面积接近５０ｍｍ×１４０ｍｍ的条状面料作为样本。

犇．４．２　将两个面料样本合放，保证周边对齐，并按正常生产工序，将凸或凹的四合扣固定于面料上。

犇．４．３　夹持两个面料样本在夹具中。

犇．４．４　用５种凸型四合扣和５种凹型四合扣来重复Ｄ．５．２的步骤，共５个样本。

犇．５　测试步骤

犇．５．１　将一层面料的两端夹在拉力测试仪的上夹具中，将另一层面料的两端夹在拉力测试仪的下夹

具中。

犇．５．２　启动拉力测试仪，夹持分离率为（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直到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

犇．５．３　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时记录拉力，精确到０．１Ｎ。

犇．５．４　按照Ｄ．４．１～Ｄ．４．３的步骤测试１０个样本，获得有效结果，如果有一个没有达到要求即判定为不

合格。

犇．５．５　记录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时的每一个测试值。

犇．６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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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本标准编号和日期；

ｂ）　测试时间；

ｃ）　面料和四合扣的描述；

ｄ）　以牛顿为计量单位，描述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时所需的平均拉力；

ｅ）　以牛顿为计量单位，描述四合扣分离或面料撕裂时所需的最小拉力；

ｆ）　确定是四合扣分离还是面料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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