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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规则基于玩具的安全风险和认证风险制定，规定了玩具实施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玩具在以预定或可预见的方式使用时，不得危及使用者或第三方的安

全或健康。当玩具只供特定年龄儿童使用时，应考虑到使用者以及在适当

情况下其监护人的能力。

为符合上述基本安全要求，认证委托人应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玩具能

够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加施 CCC标志。

本规则与认监委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类管

理、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测资

源及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检查通用要

求》等通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认证机构应依据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要求编制认证实施细则，并配

套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共同实施。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 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电玩具、塑胶

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

具体适用范围以及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

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应以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发布的公

告为准。

2 认证依据标准

GB6675.1《玩具安全 第 1部分：基本规范》；

GB6675.2《玩具安全 第 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6675.3《玩具安全 第 3部分：易燃性能》；

GB6675.4《玩具安全 第 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19865《电玩具的安全》（适用于电玩具、带电的乘骑车辆玩具，其

中第 20章“辐射、毒性和类似危害”免于检测，由生产者负责从设计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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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原材料等方面予以保证，不免除生产者对第 20章的责任）。

上述标准原则上应执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本。当需

使用标准的其他版本时，应按照认监委发布的适用相关标准要求的公告执

行。

3 认证模式

实施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为：

型式试验 + 获证后监督。

对于少量的单批次出厂/进口玩具，可免于获证后监督，相关要求由认

证机构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具体数量由认证机构与认证委托人协商确

定。

上述获证后监督是指获证后的跟踪检查、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

查、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三种方式之一或组合。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认证

模式选择与确定》的要求，对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并结合分类管理结果

在基本认证模式的基础上酌情增加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等

相关要素、对获证后监督各方式进行组合，以确定认证委托人所能适用的认

证模式。

4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应按玩具主要材质、结构、功能及预定玩耍方式、适用年龄等

的不同划分认证单元。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认证单元划分具体

要求。

相同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或不同生产者、相同生产

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可划分为同一认证单元。

5 认证委托

5.1 认证委托的提出和受理

认证委托人需以适当的方式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认证机构应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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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进行处理，并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的时限要求反馈受理或不予受理的

信息。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时，认证机构不得受理相关认

证委托。

5.2 委托资料

认证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及认证实施的需要，在认证实施细则中

明确委托资料清单（应至少包括认证委托书或合同、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

产企业的注册证明等）。

必要时，对认证实施中未涉及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的

生产企业，认证机构可要求认证委托人提交生产企业有关工厂质量保证能

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认证委托人应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委托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所需资料。

认证机构负责审核、管理、保存、保密有关资料，并将资料审核结果告知认

证委托人。

5.3 实施安排

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安

排，并根据生产企业实际和分类管理情况，按照本规则及认证实施细则的要

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6 认证实施

6.1 型式试验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型式试验的具体要求。

6.1.1 型式试验方案

认证机构应在进行资料审核后制定型式试验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型式试验方案包括型式试验的全部样品要求和数量、检测标准与检测

项目等。

6.1.2 型式试验样品要求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认证产品抽样/送样的相关要求。通

常，型式试验样品按型式试验方案或认证实施细则要求确定，由认证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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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样；必要时，认证机构也可采取现场抽样/封样方式获得样品。

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的一致性。认证机

构和/或实验室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实验室对样品

真实性有疑义的，应当向认证机构说明情况，并做出相应处理。

6.1.3 型式试验项目

玩具的型式试验应符合认证依据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

6.1.4 型式试验的实施

认证委托人可自行选择认监委指定的实验室完成型式试验。实验室对样

品进行型式试验，并对检测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测过

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认证委托人可先实施型式试验，再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认证机构

应在实施细则中明确接受认证委托人先实施型式试验的相关要求。

6.1.5 型式试验报告

认证机构应规定统一的型式试验报告格式。

型式试验结束后，实验室应及时向认证委托人、认证机构（如已确定）

出具型式试验报告。报告应包含对认证单元内所有产品必要信息的描述。认

证委托人应确保在获证后监督时能够向认证机构和执法机构提供完整有效

的型式试验报告。

6.2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结论、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结论

（适用时）和有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

的，按认证单元颁发认证证书；对无法符合认证要求的，不予批准认证委托，

认证终止。

6.3 认证时限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各环节的时限在认证实施细则中做出明确规定，并确

保相关工作按时限要求完成。认证委托人须对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对符

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委托起 90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

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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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是指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的监督。认证机

构应结合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和实际情况，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获证后监督

方式选择的具体要求。

7.1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

施有效的跟踪检查，以验证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确保获证

产品持续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并保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应在生产企业正常生产时，优先选择不预先通知被检

查方的方式进行。对于非连续生产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交相

关生产计划，便于获证后的跟踪检查有效开展。必要时，认证机构可到生产

企业以外的场所实施延伸检查。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检查通用要求》制定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要求具体内容，并在认证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

7.2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

采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证委托

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的

内容和要求。

如生产企业具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及其他

认证结果的利用要求》和认证依据标准要求的检测条件，认证机构可利用生

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并承认相关结果；如生产企业不具备上述检测条

件，应将样品送指定实验室检测。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利用生

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的具体要求及程序。

7.3 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采取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证委托人、生产

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并确认从市场抽取的样品。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的内容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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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7.4 获证后监督的频次和时间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生产企业采用

不同的获证后监督频次，合理确定监督时间，具体原则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

予以明确。

7.5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

认证机构应当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

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7.6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认证机构对获证后的跟踪检查结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结论和有关

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的，可继续保持认证证书、使用 CCC标

志；评价不通过的，认证机构应当根据相应情形做出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

的处理，并予以公布。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本规则覆盖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依

赖认证机构的获证后监督获得保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

效期届满前 90天内提出认证委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

评价通过的，认证机构应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对于少量的单批次出厂/进口玩具颁发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6个月，

到期不再延续。

8.2 认证证书的变更/扩展

获证后，当涉及认证证书、产品特性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

变更时，或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已经获得的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时，

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扩展委托，变更/扩展经认证机构批准后

方可实施。

认证机构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变更/扩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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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对变更/扩展内容进行文件审查、检测和/或检查（适用时），评价通

过后方可批准变更/扩展。

8.3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和《强

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认证机构应确定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类别和范围，并采取适当方式对外公

告被注销、暂停和撤销的认证证书。

8.4 认证证书的使用

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

9 认证标志

按本规则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的玩具应在产品本体的

适当位置或产品标牌上加施标准规格 CCC标志或自行印刷/模压 CCC标志。

对于不能在本体上加施 CCC标志的产品，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 CCC标

志。CCC标志式样如下：

认证委托人应确保对 CCC标志的管理与使用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

理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加施管理要求》等规定。

10 收费

认证机构、实验室应制定相关收费标准并公示，按收费标准或合同约定

价格向认证委托人收费。

11 认证责任

认证机构应对其做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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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应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

认证机构及其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2 认证实施细则

认证机构应依据本规则的原则和要求，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认证

实施细则。认证实施细则应在向认监委备案后对外公布实施。认证实施细则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认证流程及时限要求；

（2）认证模式的选择及相关要求；

（3）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要求；

（4）认证委托资料及相关要求；

（5）型式试验要求；

（6）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要求及检查要求；

（7）获证后监督要求；

（8）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要求；

（9）认证变更（含标准换版）要求；

（10）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清单及相关要求；

（11）少量的单批次出厂/进口玩具认证相关要求；

（12）收费标准及相关要求；

（13）与技术争议、申诉相关的流程及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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