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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of  plastics  toys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of  plastic  toy  in  product

life cycle,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A  comprehensive  list  i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design  stage.During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ty  check  list  is  used.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packaging  stage  is  fault  hypothesis

analysis.Hazard  identification  of  logistics  stage  using

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  (HAZOP)  method.The

using stage used FMEA and FTA to identify the hazards.

The  recovery  stage  adopted  fault  hypothesis  analy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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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塑胶玩具的安全性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其安全消

费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对塑胶玩具产品生命周期的风

险进行识别，对提升其质量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设计阶段的危害识别建立了塑胶玩具在设计阶

段的危害识别综合列表。制造过程中的危害通过基于

制造工艺流程的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识别。包装阶段的

危害识别采用故障假设分析法，物流阶段的危害识别

采用了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AZOP）法，使用阶段

采用基于层次分析的故障模式影响分析法

（FMEA）和故障树法（FTA）查找事故的根本原因

及触发条件。回收阶段采用故障假设分析法，分析消费

品材料在回收阶段不当的处理方法可能导致的环境危

害。

关键词：塑胶玩具；生命周期；危害识别

1. 引言

塑胶玩具有多种形式，是孩子们喜爱的玩具类

型。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塑胶玩具有一次模压成型的，

也有通过各种零部件组装而成的，还有的可能会采用

带铝合金扣件的工程塑料等。由于塑胶材料玩具的使用

人群大多是儿童，而儿童极易吞食塑料玩具，塑胶材料

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对儿童的身体及成长会有很大的伤

害，所以对塑胶玩具存在的危害因素进行识别非常重

要。

2. 设计阶段危害识别

2.1. 识别使用信息

塑胶玩具的设计阶段危害识别采用情景分析法，

以“使用者使用动作伤害情景危害”为识别

线索，进行危害识别，并将识别的信息记入设计阶段危

害识别综合分析表。

2.2. 识别使用动作

塑胶玩具的正常使用动作包括：按照塑胶玩具的

不同功能正常使用、娱乐等，其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包

括：非可拆卸的玩具随意拆卸、摔坏、啃噬、按压、过度

拉伸、绳索缠绕、手指插桶玩具中的空隙、置于高温潮

湿的环境、长期触摸等。

2.3. 识别危害

运用自下而上法识别危害，分析路径为“使用者

使用动作伤害情景危害”。儿童在娱乐玩耍中

因为啃噬可能造成如下伤害：有害物质释放、被噎窒息、

划伤、夹伤、弹伤、扎伤、缠绕脖颈窒息、肢体缺血坏

死、喉咙被戳伤、微生物等细菌危害健康等。

塑胶玩具非正常使用（如：摔坏、破损、高温潮

湿环境、液体被替换等）可能造成的伤害为：误食零

件被噎窒息、啃咬塑胶碎片吞进有害物质、滋生微生

物等细菌危害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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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危害识别综合列表

采用专家小组集中情景分析法，以“使用者使用

动作伤害情景伤害危害”为线索，尽可能全

面的识别塑胶玩具的危害。专家小组成员组成：玩具 设

计人员、相关科研人员、质检专家等。

表 1   塑胶玩具设计阶段危害识别综合分析表

伤害情境（人机环角度描述伤害事件触发过程）

使用 使用动作

者 和操作
消费品属

性 环境 伤害情境
伤害事件 危害

有害物质释放：邻苯二甲酸酯

化学物质 气温较

高

零件脱

长期触摸 化学危害儿童
健康

（DEHP、DBP、BBP、DINP、DIDP
和 DNOP）、可迁移元素（锑、
砷、钡、铬、镉、铅、汞、硒）

机械零件
落 零件被误食 被噎窒息 玩具零件松动

边缘或尖端锐
利 划伤 玩具外缘或尖端锐利、带毛刺

和斜薄边

手指被夹住 夹伤 活动部件间的可触及间隙尺寸
不合适

儿童 正常使用
弹性玩具 拉伸、撕扯、

按压 弹伤 拉力强度被破坏

绳索和弹
性绳

拉伸、缠绕脖
颈或肢体

弹伤、缠绕脖
颈窒息、肢体
缺血坏死

绳索过长、拉伸强度不符合要
求

畸形玩具 用嘴咬、捅或
被戳

喉咙被戳伤 突出物较硬

弹簧 按压 弹伤、夹伤、
扎伤

弹簧距不合理、弹簧体材料易
折断

造型多样、
重叠

高温、
潮湿

触摸、啃噬、
误食

微生物等细菌
危害健康

玩具含窝沟、褶皱

填充液

高温、
潮湿、
购置时
间过长

滋生微生物等
细菌

微生物等细菌
危害健康

带填充液的玩具

被摔坏 化学物质

滋生微生物等
细菌危害健康 同 1 同 1

啃食、撕咬 同 1 同 1

被拆卸 机械零件 零件被误食 被噎窒息 玩具零件松动

被替换 填充液

高温、
潮湿 被替换的填充

物带有微生物
等细菌

微生物等细菌

危害健康 带填充液的玩具

3. 制造阶段危害识别

制造阶段的危害识别采用基于制造工艺流程的安全

检查表法，主要识别制造过程中操作和管理等方面的 疏

忽而未能实现设计要求导致的危害，以及设计阶段 未考

虑而在制造过程中新增加的危害。识别工作的人 员主要

为企业质量控制人员，设计者和研究人员亦应 该参与以

便及时了解过程和指导设计。

危害识别之前先进行工艺过程分析：a．制造工艺设

计：按设计要求细化工艺流程的实现，及各流程步骤 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及达到的安全性能以及玩具本身实现不

同功能的要求。b．原材料采购：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原

材料采购，包括塑胶原料、添加剂、零部件 等。c．原

材料加工及零部件生产：塑胶原料需使用模具高温注

塑成型，采用不同零部件进行组装。d．组装：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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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阶段基于工艺过程的危害识别检查表示例：

表 2   塑胶玩具制造阶段基于制造工艺的安全检查表

塑胶玩具 制造过程安全检查表

型号： 检查人： 时间：
危害识别
制造过程 设计要求 危害产生原因（制

造工艺产生的）
原材料有害物质超

标
化学原料中有害  进货检验缺少此项     

危害 伤害情景 伤害

有害物质质易溶出 触摸、啃食、撕咬  化学物质危

原材料采
购

物质不得超标

机械零件等应符
合要求

对超标原材料未采
取相应措施 使

用超标添加剂 不
合格的弹簧、弹

性绳索等

弹簧距不合理、绳索
过长、强度不够 玩
具外缘或尖端锐

害儿童健康

按压、拉伸、缠绕  夹伤、弹伤、

缠绕窒息

生产设备无法满足
工艺要求

模具长期不检修、

利、带毛刺和斜薄
边、活动部件间的可
触及间隙尺寸不合
适、玩具零件松动

边缘或尖端锐利、
手指被夹住、零件

被误食

划伤、夹伤、
被噎窒息

机械零件等应符

更换，导致危险突
出物产生

温度过高引起玩具

突出物较硬 用嘴咬、捅或被戳  喉咙被戳伤

突出物较硬 用嘴咬、捅或被戳  喉咙被戳伤

合要求          变形  ，产生突出物                                                          

温度过高引起玩具
产生化学反应

有害物质易溶出或
者分解或产生新的

聚合物

触摸、啃食、撕咬 化学物质危
害儿童健康

工艺制造
过程

操作人员对锐利边
缘处理不当

操作者误操作，使
产品产生锐利边缘
操作者未按照工艺
要求进行生产

玩具外缘或尖端锐
利、带毛刺和斜薄边
玩具外缘或尖端锐
利、带毛刺和斜薄边
活动部件间的可触及
间隙尺寸不合适

边缘或尖端锐利 划伤

边缘或尖端锐利 划伤

手指被夹住 夹伤

生产环境脏乱、高
温、潮湿

生产设备无法满足

玩具沾染微生物 触摸、啃噬、误食  微生物感染

玩具含窝沟、褶皱 触摸、啃噬、误食  微生物感染
微生物指标应符      工艺要求                                                          

合要求

零部件安装应符
合要求，如：必
要的坚固、不可

装配 拆卸、不易掉出
等

填充液应采取必
要的防腐措施

操作者未按照工艺
要求进行生产 

玩具中的填充液微
消毒、未作防腐处

理等

操作者未按照工艺
要求进行生产

操作者未按照工艺
要求进行生产

玩具沾染微生物 触摸、啃噬、误食  微生物感染

玩具沾染微生物 触摸、啃噬、误食  微生物感染

零部件安装不坚固、

易拆卸 啃噬、误食 被噎窒息

填充液滋生微生物 啃噬、误食 微生物感染

成品检验
应按产品标准实
施出厂检验

检验人员未按照标
准完成出厂检验项

目

零部件安装不坚固、
易拆卸；玩具沾染微

生物

触摸、啃噬、误食 被噎窒息、
微生物感染

等

4. 包装阶段危害识别
消费品包装阶段的危害识别采用故障假设分析

法。专家小组通过“如果„„怎么样”的提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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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品包装阶段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设想，从

而发现可能和潜在的事故隐患。包装阶段故障假设分 析

一般可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包装物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对消费者

安全的影响。

（2）包装通过对消费品自身性状的影响（如有害物

质渗入等）从而影响消费者安全。

（3）包装保证消费品储运方面的要求.

（4）废弃包装物对环境的影响。

表 3  塑胶玩具包装阶段故障假设分析

                                               故障假设分析的问题                       伤害 危害类别 问题
包装的方式不利于弱势消费者群体安全开

启 受伤 包装强度

包装材料物理特性 包装的结构、形状、大小不当 受伤 包装物理规格

包装的材料是否有可靠的防潮性能 滋生微生物等细菌危 受潮
害健康

包装材料化学特性
包装材料在非正常情况下会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有害物质 导致消费者中毒 化学危害

包装填充物为有毒有害物质 导致消费者中毒 化学危害

包装材料是否需要并采取了抗菌措施 滋生微生物等细菌危
生物危害

包装材料生物特性                                                                                                      害健康                              
包装是否有可靠的防尘措施 灰尘进入影响性能进

而可能影响安全
生物危害

包装材料环保特性 包装的材料不环保，不利于回收 资源浪费，破坏环境 环境危害

包装材料标识
外包装没有标明或者误标明产品的相关信

息。

误导消费者，导致伤害

的发生 强度

外包装没有标明必要的警示信息 受伤 强度

5. 物流阶段危害识别

消费品包装阶段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

（HAZOP）法。通过引导词与参数得到消费品物流

阶段可能出现的偏差（即事故的触发条件）和原因， 

进而得出消费品的危害。

HAZOP 分析方法的关键两点是引导词和参数。引

导词和参数的综合，便形成偏差，即引导词+参数

=偏差。例如，空白+压力=没有压力。参数依据消费

品不同有所不同，但引导词固定。常见的引导词如下 表

所示。

表 4    HAZOP 分析常用引导词及其意义

NONE（空白） 设计或者操作要求的指标和时间完全不发生

MORE（过量） 同标准值相比，数值偏大。

LESS（减少） 同标准值相比，数值偏小。

AS WELL AS（伴随） 在完成既定功能的同时，伴随多余事件发生。  

PART OF（部分） 只能完成既定功能的一部分。

REVERSE（相逆） 出现和设计要求完全相反的事或者物。

OTHER THAN（异常） 出现和设计要求不相同的事或物。

消费品运输阶段可能用到的参数有：温度、湿度、压

力、污染物、拿放轻重度，放置方向等。表 5 为塑胶

玩具物流阶段 HAZOP 分析。

6. 使用阶段危害识别

使用阶段是对已有信息的辨识过程，因此采用基

于层次分析的故障模式影响分析法（FMEA）得到消

费品的故障模式（危害）信息，再已不可接受的危害

作为顶事件，采用故障树法（FTA）查找事故的根本

原因及触发条件。识别步骤为：系统层次分析绘制 可

靠性框图故障模式影响分析故障树分析。

（1）系统层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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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物流阶段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

过量 压力 折叠挤压 搬运工人疏忽、 零部件松动、脱落造成误食

伴随 高度 高处坠落

过量 湿度 雨淋或受潮
码放不当

储藏环境不当

零部件松动、脱落造成误食

滋生微生物等细菌危害健康

过量 温度 温度过高 化学有害物质析出危害健康

伴随 污染物 化学品侵蚀

伴随 污染物 生物侵害

储藏或运输环境不当 化学反应或直接作用危害健康

滋生微生物等细菌危害健康

伴随 污染物 微生物滋生 滋生微生物等细菌危害健康

①系统层：一般塑胶玩具

②零件层：零部件

（2）可靠性框图(图 1)
回收阶段主要考虑环境方面的影响，该阶段也可以采 用

故障假设分析法，分析消费品材料在回收阶段不当 的处

理方法可能导致的环境危害。

图 1  塑胶玩具可靠性框图

（3）故障模式分析

①系统层：有害物质释放、零件松动、玩具外缘或尖 端

锐利、带毛刺和斜薄边、活动部件间的可触及间隙 尺寸

不合适、玩具含窝沟或褶皱、玩具具有可盛装液 体的空

间、玩具具有可盛装液体的空间、突出物较硬 等。

②零部件层：突出物较硬——有害物质释放；机械小

零件——零件琐碎、易拆卸；弹簧——弹簧距不合理、 

弹簧体材料易折断；绳索和弹性绳——绳索过长、拉

伸强度不符合要求等。下表为塑胶玩具的 FMEA 分析

表.(表 6)。

（4）故障树分析

对故障模式影响分析不可接受的危害进行故障树分

析，找出故障发生原因，并提出措施减小该风险顺序

数。以化学有害物质的析出为例，建立如图 2 所示的

故障树。

分析结论：塑胶玩具中有害物质析出的危害主要由

设计阶段的设计缺陷、制造阶段的原材料与工艺、 使

用阶段的使用不当等因素引起。

塑胶玩具的回收阶段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

为塑胶材料的有害物质污染（表 7）。当塑胶玩具没

有经过回收处理而直接弃置于环境中，也会造成塑胶

材料、金属材料、化学纤维类绳索布料等方面的污染。 由

于塑胶玩具的使用数量巨大，且更新较快，因此污染程度

严重。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回收分解以及再利用。

8. 结束语

塑胶玩具的质量安全需要符合各个国家相应的标准

和技术法规。设计阶段的危害识别建立了塑胶玩具在 设

计阶段的危害识别综合列表。制造过程中由于操作 和

管理等方面的疏忽而未能实现设计要求导致的危害可

以通过基于制造工艺流程的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识别。

包装阶段的危害识别采用故障假设分析法，对 塑胶玩具

包装阶段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设想，从 而发现可

能和潜在的事故隐患。、物流阶段的危害识别可采用危

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AZOP）法，引导词与参数得到

其在物流阶段可能出现的偏差（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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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塑胶玩具使用阶段 FMEA 分析

图 2  塑胶玩具故障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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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名称 故障模式（危害） 故障后果 故障原因/机理

系统
层

一般
塑胶
玩具

有害物质释放：邻苯二甲酸酯

（DEHP、DBP、BBP、DINP、DIDP
和 DNOP）、可迁移元素（锑、
砷、钡、铬、镉、铅、汞、硒）

化学危害儿童
健康

设计时未考虑有害物质含量标准；进货检

验缺少此项；原材料有害物质超标、对超标

原材料未采取相应措施；使用超标添加剂；

生产过程中工艺控制不严格，温度过高等

玩具零件松动 被噎窒息

设计时未考虑零件安装的坚固和耐用性、

未标明玩具的适用年龄；制造中操作人员未

执行工艺要求；生产设备不满足工艺要求

玩具外缘或尖端锐利、带毛刺和

斜薄边
划伤 设计时考虑不周；外缘或尖端过于锐利； 

制造中未修整

活动部件间的可触及间隙尺寸

不合适
夹伤 设计时考虑不周；制造中模具未检修；检验

工具不齐全导致漏检

玩具含窝沟、褶皱
滋生微生物等
细菌危害健康

设计时考虑不周；工艺控制不严格；制造

磨具出现破损；使用时环境潮湿、不卫生等

玩具具有可盛装液体的空间 滋生微生物等

细菌危害健康

原装液体产生微生物或使用者灌装了含

有微生物的替代液体

绳索过长、拉伸强度不符合要求
弹伤、缠绕脖

颈窒息、肢体

缺血坏死

设计时考虑不周；制造工艺控制不好

突出物较硬 喉咙被戳伤 设计时考虑不周；制造工艺控制不好

弹性

玩具
拉力强度不符合要求 弹伤 使用中用力拉扯；拉伸弹力过大

带弹

簧玩

具

弹簧距不合理、弹簧体材料易折
断

弹伤、夹伤、
扎伤

原材料不符合要求；制造中工艺控制不符合
要求

零部
件层

塑胶
部分

有害物质释放：邻苯二甲酸酯

（DEHP、DBP、BBP、DINP、DIDP
和 DNOP）、可迁移元素（锑、
砷、钡、铬、镉、铅、汞、硒）

化学危害儿童
健康

设计时未考虑有害物质含量标准；进货检

验缺少此项；原材料有害物质超标、对超标

原材料未采取相应措施；使用超标添加剂；

生产过程中工艺控制不严格，温度过高等

机械
小零
件

零件琐碎、易拆卸 被噎窒息

设计时未考虑零件安装的坚固和耐用性、

未标明玩具的适用年龄；制造中操作人员未

执行工艺要求；生产设备不满足工艺要求

弹簧 弹簧距不合理、弹簧体材料易折

断

弹伤、夹伤、

扎伤

原材料不符合要求；制造中工艺控制不符合

要求
绳索

和弹

性绳

绳索过长、拉伸强度不符合要求
弹伤、缠绕脖

颈窒息、肢体

缺血坏死

设计时考虑不周；制造工艺控制不好



材料名称 材料性质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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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回收阶段危害识别

一般玩具 塑胶材料

金属零部件（如弹

化学物质可能含有害物质；材料本身不可降

解对土壤、水等可能具有污染

簧、铆钉等） 金属材料 金属固体废弃物对土壤、水等的污染

化学物质可能含有害物质；材料本身不可
绳索、布料等 织物（不可降解的化学材料）

降解对土壤、水等可能具有污染

的触发条件）和原因，进而得出危害。使用阶段是对

已有信息的辨识过程，因此采用基于层次分析的故障模

式影响分析法（FMEA）得到消费品的故障模式（危

害）信息，再以不可接受的危害作为顶事件，采用故 障

树法（FTA）查找事故的根本原因及触发条件。回 收

阶段主要考虑环境方面的影响。这个阶段采用故障 假设

分析法，分析消费品材料在回收阶段不当的处理 方法可

能导致的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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