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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卡丁车》“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卡丁车是英文 KARTING 的译音，意为微型运动汽车，因它的极其简单的结构、所具有的

现代气息以及独特的娱乐性、竞技性，自诞生以来以惊人的速度风靡世界，令各国车迷为之

倾倒，趋之若鹜，使卡丁运动呈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势头。 

卡丁车运动是一项能锻炼青少年儿童的专注力、提高青少年学生学习能力的阳光运动，

它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在国外，很多孩子甚至从 4、5岁便开始接触

卡丁车，并拥有自己的卡丁车，定期参加各种自发或比较正式的比赛。卡丁车已经发展成国

际性时尚运动，它的各种比赛备受世人关注。在参加过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车手中，大部分都

是从卡丁车起步的，几乎所有的 F1赛车冠军的童年都是在卡丁车上度过的，可以说卡丁车是

F1赛车手的摇篮。有研究表明，超过八成的男孩和接近六成的女孩对卡丁车都有天性的热爱，

对车的好奇几乎超过了身边其他事物。 

该运动在 1995年传入中国，此后短短的几年间在国内迅速掀起一股卡丁车热，发展十分

迅速。 

目前我国大约有 300 多家独立经营、比较规范、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或娱乐卡丁车场馆或

称卡丁车俱乐部。 

虽然卡丁运动在国内的发展如火如荼，并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民众参与也如风起

云涌，但由于其起步较晚，又缺乏权威性的引导，所以国内对卡丁车尚未形成全面的、理性

的认识，致使中国的卡丁运动停滞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 

随着卡丁车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国内优秀的行业企业愈来愈重视对市场的研究，特别

是对企业发展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一大批国内优秀的行业企

业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行业中的翘楚! 

国内运行的卡丁车基本上用于娱乐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我国卡丁车俱乐部行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14 年我国

卡丁车俱乐部行业市场规模为 13.7亿元，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6.8亿元。近年来受到

国际大环境及国内消费水平略有下降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卡丁车发展跨度不大。 

目前，在我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里，除了西藏外，均设有卡丁车俱乐部。其中，总

数排在前 10名的广东、江苏、河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平均各

约有 21家，是各省市、自治区平均数的两倍，约占我国大陆卡丁车俱乐部总数的 64%，也可

以说，我国大陆的卡丁车俱乐部集中在我国东部的地区，这又与经济、人口、文化等因素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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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来源 

由浙江佳佳童车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经省品牌联论证通过

并印发了浙品联【2021】6号《关于发布 2021年第二批“品字标”团体标准（“浙江制造”

标准类）制定计划的通知》，序号：73，项目名称：《脚踏卡丁车》。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标准化研究院。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佳佳童车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标准化研究院、平湖市小明星儿童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光

明童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童车协会、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3.1.4 本标准起草人：陆利平、万娟秀、吴厚斌、沈慧、毛晓靖、颜聪弟、高小平、岳基、查

嘉琪、、XXXX、 XXXX、  XXXX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浙江佳佳童车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成

立了由总经理陆利平担任组长、吴厚斌主管的标准研制小组，明确标准研制重点和提纲，

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 

●企业现场调研 

对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对“浙江制造”标准立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成立标准工作组 

根据省品牌联下达的“浙江制造”标准《脚踏卡丁车》制定计划，浙江标准化研究

院和浙江佳佳童车有限公司、平湖童车协会等共同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明确了各人员的

职责分工。   

●明确研制重点 

《脚踏卡丁车》标准研制的重点包括：名称、范围、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

要求和相应的检测方法、质量承诺等，其中内在质量要求指标、基本要求中提炼出能体

现企业先进性的亮点、质量承诺体现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信心等。 

●研制计划及时间安排 

（1）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前期调研、起草阶段：完成实地调研和相关标准

的收集整理；标准工作组编写标准（草案)及标准编制说明。 

（2）2021 年 3 月：提交《脚踏卡丁车》立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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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 3 月：完成《脚踏卡丁车》立项答辩等工作。 

（3）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标准启动暨研讨会。 

（4）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2021 年 7 月下旬召开评审会。 

（6）2021 年 8 月下旬上报送审稿。 

标准工作组切实明确了标准研制的重点和提纲，强调标准研制的自主创新、装备保证、

检测水平和技术提升等方面，并且突出了质量、技术、服务的先进性。形成标准制订的框架

与结构，分别为封面、目次、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及质量承诺。 

3.2.2 标准草案研制 

3.2.2.1 针对形式试验内规定的安全技术指标先进性研讨情况 

本标准（草案）于 2021 年 3 月研制完成；充分考虑了“浙江制造”标准制定框架

要求、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等，全面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 

标准工作组针对“浙江制造”标准的编制理念，以“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位

要求， 

以国家标准 GB/T 14747-2006《儿童三轮车》为参照标准，考虑儿童用脚踏卡丁车的

技术要求，对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产品的基本要求、质量保证方面等逐一进行探讨，并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定框架要求形成《脚踏卡丁车》“浙江制造”标准草案。标准

工作组同时也执行了国家标准 GB 6675《玩具安全》，同时考虑到产品可能存在的贸易壁

垒，对比了国际相关先进标准 EN71-1.2.3《玩具安全》的要求。对标准中规定的理化

性能指标和外观质量指标进行了分析，其中理化关键性能指标主要包括：跌落测试、冲

击强度、靠背结构牢固性、行驶稳定性、倾斜稳定性、超载性能、阻燃性能、表面涂（镀）

件的耐腐蚀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限定增塑剂限量、多环芳烃、甲酰胺等项目，还对

轮胎等相关配件作了要求。 

3.2.2.2 针对基本要求、质量保证方面的先进性研讨情况 

为响应“浙江制造”标准作为产品综合性标准的理念，从“好企业、好产品”的定

位出发，标准研制工作组围绕《脚踏卡丁车》的设计研发、原材料、工艺设备、检验检

测等方面进行先进性提炼。 

在基本要求方面： 

（1）在设计研发上：要求具有 3D 建模、软件仿真的辅助设计能力，应建立设计失

效模式与效果分析模式的设计过程管控能力和数据分析活动，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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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儿童脚踏卡丁车的功能实现、考虑人体工学要求，追求产品使用和操作的舒适性、

安全性。 

（2）在原材料方面：钢管性能应符合国标 GB/T 700 规定的要求。钢管力学性能不

低于 Q195 牌号管材，其承载管件壁厚不低于 1.0mm。塑粉、油漆应符合总铅含量不高

于 100 mg/kg，总镉含量不高于 75 mg/kg 的要求。轮胎质量应符合 HG/T 2177 相关规

定。 

（3）在工艺设备方面：采用自动焊接设备、自动注塑机生产的焊接件及塑料件，

以保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采用自动焊接、自动注塑、自动喷烤工艺流程，且

具备自动化回收及污水处理装置。 

（4）在检验检测方面：应具备整车的机械强度、稳定性、耐冲击、结构牢固度等

检测设备并进行检测，成品包装应具备振动测试、压箱测试、跌落测试等项目的检测设

备并进行检测。这部分依据企业前有能力进行设置。 

（5）在质量保证方面：为体现“浙江制造”标准的“精诚服务”这一理念，承诺

在不影响商品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消费者自销售或收货之日七天内，可无条件退换货。

收到客户投诉或意见时，应在 24 小时内回应，72 小时内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质保期

为 2 年。 

3.2.2.3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定框架要求，及“浙江制造”标准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研制

标准草案情况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标准草案在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承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的阐述。按照“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要求，对标国际先进企业，力求体现最先进

的浙江制造品质，用高质量来保障品牌生命，成为儿童脚踏卡丁车这一产品的标杆和领

跑者。 

3.2.3 标准研讨 

    在 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研讨会上，标准工作组成员与行业、企业的专家代表

对标准的草案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出发，以提升产品性能、

用户体验为目标，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定框架要求及“浙江制造”标准编制理念和

定位要求，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

出的规则进行编制。会上提出的意见主要有：  

1、专家一致认为标准的名称应由《脚踏卡丁车》改为《儿童脚踏卡丁车》，使产

品信息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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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 GB/T 1.1-2020 要求，某些地方的格式还需要严格按照国标要求进行统一。 

3、万娟秀高级工程师首先对编进说明的框架、先进性进行了归纳 ，阐述了浙江标

准与国行标在研制理念、框架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并建议关键性技术指标对

比表中增加国外高端客户要求及同行数据比对，更彰显标准的先进性。 

4、丁浩高级工程师建议增加“儿童脚踏卡丁车”、“脚蹬最小离地高度”术语的

定义，使产品及指标的含义更加明确；并就表件涂（镀）层检测指标的检测方法跟与会

专家、厂家进行了充分讨论。 

5、张杰高级工程师建议应充分考虑卡丁车乘骑人儿童的安全，相应指标的设置应

具备可操作性、经济性，建议将新增的可迁移元素去掉，将多环芳烃和甲酰胺放入关键

性技术指标中，以保障儿童安全。 

6、标准草案的基本要求中设计研发、原辅材料、工艺设备、检验检测是浙江制造

有别于其它标准的重要内容，专家及与会代表充分讨论了基本要求中的原辅材料、工艺

装备、检验检测方法等，使标准草案中的相应部分内容更体现现代感、更高质量要求、

更绿色清洁智能化生产要求。 

7、讨论了技术要求中各项指标的设置，将外观质量、机械与物理性能等进行了统

一梳理，使指标框架更加清晰。 

8、对尺寸要求中的座位高度及脚蹬最小离地高度进行了定义和指标要求的确认。 

9、将试验方法进行了整理，与技术要求进行了一致性统一，对各指标的测试方法

也进行了梳理。 

10、在检验规则中增加了“检验项目”表，对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项目进行了规定。 

11、对产品警示性标志及说明部分进行整理，对包装、运输、贮存要求进行了明确。 

12、在质量承诺部分，梳理成退换货、回复时效、质保三项。 

标准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2.4 征求意见（待定） 

 

 

3.2.5 专家评审（待定） 

 

 

2021 年  月  日，在       举行了标准评审会，评审组对标准文本进行逐章逐条进行

严格把关，会上一致通过评审，但评审中也提出相关修改意见，主要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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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标准报批。 

根据专家评审组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所提意见，项目组又做了最终修订，并通过专家

组的一致同意，最终形成标准报批稿。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标准研制工作组遵循标准“合规性、必要性、先进性、经济性、可操作性”的编制原则，

同时符合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定位和要求。 

（1）合规性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合规性原则，标准起草小组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编制标准草案。标准起草小组对产品市场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

析，参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对先进性项目的验证试验进行分析和处理，标准完成前向上

游客户、同行、检测机构、浙江制造标准核心专家等各个方面征求了意见。标准中符合国家

强制标准 GB 6675《玩具安全》标准中相关条款，技术指标除提升和增加条款外，均于现行

GB/T 14147《儿童三轮车》国家标准指标要求一致。 

（2）必要性 

儿童脚踏卡丁车是适用于 3-14 岁儿童使用的玩具车，人力脚踏、安全座椅、防爆

软胎、紧急手刹及舒适方向盘，将运动和娱乐完美结合，可以起到锻炼儿童协调能力和

专注力的作用。也因其结构简单、价格亲民而倍受青少年喜爱。尽管儿童脚踏卡丁车在

国内的生产能力已跃居世界首位，产品质量不断提升，销售数量也节节攀升。但对标的

GB14747-2006 是 2006 年发布的标准，许多技术指标要求亟待提升完善。而浙江省内拥

有大量的生产卡丁车的企业，也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指导规范生产。因此，制定这一产品

的浙江制造标准迫在眉睫。 

（3）先进性 

标准起草小组查询了国内外的资料，依据 GB/T 14147《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国家

标准，参考国家标准 GB 6675《玩具安全》，对比了国际相关先进标准 EN71-1.2.3《玩

具安全》的要求，同时结合多年生产实践经验，先进性体现在： 

1、提升了产品的机械强度、抗冲击强度、靠背结构牢固性、行驶稳定性、倾斜稳

定性等相关物理性能指标；   

2、新增了表面涂（镀）件耐腐蚀性能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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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了八种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4、新增磷酸酯类增塑剂、多芳环烃、甲酰胺等有害物质限量指标。  

产品体现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位。 

（4）经济性 

标准要求本着经济不增加过多成本的要求，符合产品质量。设置指标时，在能全面

保障产品质量时，尽可能不增加过多的考核指标，节省企业成本。 

（5）可操作性 

标准的技术要求均有对应的检测方法，且可由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方法都有

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支撑，同时进行设计验证。企业应具备产品基础性检测能力，

可减少送第三方试验检测费用。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设计研发、原辅材

料、工艺装备、检验检测）、技术要求（外观质量、尺寸要求、物理与化学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承诺等内容。内容依据理论要求和

实践情况制定，所有指标均可实现。 

4.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儿童脚踏卡丁车（以下简称“卡丁车”）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3-14周岁儿童乘骑的卡丁车。 

4.2.2 基本要求 

主要以标准研制工作小组调研结果为基础，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增

加了设计研发、原材料、工艺装备、检验检测内容和要求。 

4.2.2.1 设计研发 

要求具有 3D建模、软件仿真的辅助设计能力，应建立设计失效模式与效果分析模式的设

计过程管控能力和数据分析活动，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优化设计儿童脚踏卡丁车的功能实

现、考虑人体工学要求，追求产品使用和操作的舒适性、安全性。 

4.2.2.2 原辅材料 

钢管性能应符合国标 GB/T 700 规定的要求。钢管力学性能不低于 Q195 牌号管材，其承

载管件壁厚不低于 1.0mm。塑粉、油漆应符合总铅含量不高于 100 mg/kg，总镉含量不高于

75 mg/kg的要求。轮胎质量应符合 HG/T 2177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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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工艺设备 

采用自动焊接设备、自动注塑机生产的焊接件及塑料件，以保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

稳定性。采用自动焊接、自动注塑、自动喷烤工艺流程，且具备自动化回收及污水处理装置。 

4.2.2.4 检验检测 

具备整车的机械强度、稳定性、耐冲击、结构牢固度等检测设备并进行检测。成品包

装应具备振动测试、压箱测试、跌落测试等项目的检测设备并进行检测。 

4.2.3 在技术要求方面，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如下： 

本标准编以行业标准 GB 14747-2006《儿童三轮车》为对标，参照了相关的国家标准

GB6675-2014《玩具安全》形成标准草案；考虑到产品有存在的出口贸易壁垒，对比了国际

相关产品先进指标的要求，如 EN71-1.2.3《儿童玩具》安全性能；通过对比实际产品技术

指标和使用性能要求，增加了磷酸酯类限定增塑剂、多环芳烃、甲酰胺含量等技术指标要

求。 

一） 内在质量： 

a) 机械强度中的跌落测试从 0.3 米跌落提升至 0.5 米，增加了产品的机械强度要

求； 

b) 抗冲击强度从 20 公斤负载提升至 25 公斤负载，增加了抗冲击性能的要求； 

c) 靠背结构牢固性从 200 牛顿拉力提升至 300 牛顿，增加了靠背牢固性测试要求； 

d) 行驶稳定性将 10 度斜面提升至 15 度，增加了行驶稳定性测试要求； 

e) 倾斜稳定性从 100 毫米垫高提升至 120 毫米； 

提升了产品的内在品质要求。 

二） 安全性能 

f) 新增了磷酸酯类限定增塑剂要求； 

g) 新增了多环芳烃、甲酰胺等有害物质限量指标的要求； 

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要求。 

产品体现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位。 

 4.2.4 质量承诺 

a)质量保证 

产品质保期为 2年。 

b)服务承诺 

客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应在 24小时内回应，72小时内为客户提供解决

方案。在不影响商品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消费者自销售或收货之日七天内，可无条件退换



   

               

 

9

 

货。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理化性能指标设计标准对比分析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相关的国内标准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而制定，高于国家标准，具有一定

的先进性。对比国家标准GB 14747-2006《儿童三轮车》，考虑主要技术要求，产品特点，

对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产品的基本要求、质量保证方面等逐一进行探讨，并按照“浙江制

造”标准制定框架要求形成《脚踏卡丁车》“浙江制造”标准草案。标准工作组从产品特

性和使用需求出发，结合产品技术要求，设定了总体要求、外观质量、构造、机械与物理

性能、稳定性、有害物质限量、配件等技术要求。对某些关键技术指标进行了提升与增加。

相关数据对比情况见表1。 

表 1  理化关键性指标对比分析表 

项目 
GB 14747-2006     

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 

EN71-1.

2.3 
浙江制造标准 

对比

情况 

物

理

机

械

性

能 

机械强度 
0.3m 高,跌落三次 不应出

现断裂裂纹 
无 

0.5m 高,跌落三次 不应出现断裂

裂纹 
提升 

抗冲击强度 
20kg 负载 0.2m 高自由落

下，不应出现变形 
无 

25kg 负载 0.2m 高自由落下，不应

出现变形 
提升 

靠背结构牢固性 
水平向后加 200N 力不断

裂，不丧失功能 
无 

水平向后加 300N 力不断裂，不丧

失功能 
提升 

表面涂(镀)件耐腐蚀性能 无 无 不脱落 不生锈 新增 

行驶稳定性 
50kg 负载，100 斜面，不侧

翻 

100 斜

面 
50kg 负载，150 斜面，不侧翻 提升 

倾斜稳定性 50kg 负载 100mm 无 50kg 负载 120mm   不侧翻 提升 

有

害

限

量

指

标 

可迁移元素最

大限值  

/( mg/kg) 

锑         < 60 60 50 提升 

砷         < 25 25 20 提升 

钡         < 1000 1000 250 提升 

镉         < 75 75 50 提升 

铬         < 60 60 50 提升 

铅         < 90 90 50 提升 

汞         < 60 60 50 提升 

硒         < 500 500 400 提升 

限定增 

塑剂

/(mg/kg) 

DBP+BBP+DEHP ≤ 0.1% 无 0.05% 提升 

DNOP+DINP+DIDP≤ 0.1% 无 0.05% 提升 

TCEP+TCPP+TDCP≤ 无 无 10 新增 

甲酰胺/(mg/kg)           ≤ 无 无 200 新增 

多环芳烃/(mg/kg)         ≤ 无 无 0.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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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产品设计、原材料、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等

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先进性。 

（1）精心设计 

紧跟国际潮流和现代社会对产品的要求，收集分析国际国内的流行卡丁车款式及颜色、

加工方法，并与国外品牌商合作开发，不断以研发促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更完善加

工方法手段和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  

（2）精良选材 

产品的原辅料决定了产品的理化性能特性，为突出“精良选材”的要求产品原辅料都

应符合相应国家、行业标准甚至国外先进标准要求，在选材上严格把关。相关辅料也满足

相应要求。 

（3）精工制造 

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是新时代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产品采用公司拥有的现代化设备，对卡丁车进行精准加工和精心制造，使出品呈现应有的品

质和精致。 

（4）精诚服务 

产品拥有完整的质量承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绿色制造 

绿色制造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也是制造强国

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2016 年起，财政部、工信部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作，促进制造业

绿色化升级，启动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大力支持重点领域企业组成联合体覆盖全部工艺流程

和供需环节系统集成改造，解决绿色设计能力不强，工艺流程绿色化覆盖率不高、上下游协

作不充分等问题。 

卡丁车企业不可避免地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但遵循国家环保方面的相关政策，

促进监督企业加快绿色制造进程，在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注重绿色生产、清洁生产、节约

用水用电、减少污染、淘汰落后的用水设备和高耗水设备、选择节水型生产工艺等，将绿色

制造落到实处是每个企业的职责所在。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

实现数字化制造，到 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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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中国制造 2025》。在智能制造的大背景下，开发自主研发能力，进行产品研发、技

术积累和创新，融入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理念，运用现代装备技术、网络信息技术提升企业

精细化制造和运营能力，改善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运营效率，实现产品和商业模

式的创新，推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通过使用信息化系统，探索大数据、ERP、MES、互

联网+、云平台、物联网、工业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在童车制造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物流

等环节深入应用，推动生产模式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推动传统生产制造的升级

转型及智能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顺应数字时代的必经之路。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标准与有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国家现行的环

境保护政策、法规相辅相成。本标准的制定充分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的定位，标准具有先进性，未有低于国标、行标和地方标准的情况。 

6.2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GB14747-2006《儿童三轮车》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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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

件。 

GB 5296.5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5部分:玩具 

GB 6675.1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 玩具安全 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22048 玩具及儿童用品 聚氯乙烯塑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GB/T 29614 硫化橡胶中多环芳烃含量的测定 

GB/T 29777 玩具镀层技术条件 

GB/T 34436 玩具材料中甲酰胺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QB/T 2121 童车涂层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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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HG/T 2177 轮胎外观质量 

SN/T 2409 玩具中磷酸酯类增塑剂的测定 

以上标准经过核查，全部是现行有效的标准。 

7 社会效益 

浙江制造本质上是让企业达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提升企业品牌度、用户认可

度，也是让企业从追求速度向品质的转变，让企业深刻认识品质在未来企业发展中起到的重

要支撑。本标准契合了“中国制造 2025”的基本方针，可积极鼓励企业引进新设备，积极探

索新工艺、新技术，加快淘汰落后的旧设备、旧工艺，减少低端的产能，提高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本标准对儿童脚踏卡丁车在制造过程中原材料及制造工艺、质量承诺等环节的进行了

规范，标准的实施将为该产品的生产企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能进一步推动产品品质提升，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脚踏卡丁车》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1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