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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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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壶类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杯壶类产品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与食品接触的日用杯壶类产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一次性使用和需加热使用的杯壶类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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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２９８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ＧＢ／Ｔ４５４７　玻璃容器　抗热震性和热震耐久性试验方法

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　玩具安全　第２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杯壶类产品　犮狌狆狊犪狀犱犽犲狋狋犾犲狊

用于盛装饮用水、饮料及食物，以塑料、金属、玻璃、陶瓷等为主要材料加工成型的日用杯和壶。

３．２

热饮杯壶　犮狌狆狊犪狀犱犽犲狋狋犾犲狊犳狅狉犺狅狋犱狉犻狀犽狊

可用于盛装９５℃以上液体的杯壶类产品（３．１）。

３．３

儿童杯壶　犮狌狆狊犪狀犱犽犲狋狋犾犲狊犳狅狉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供１４岁以下（含１４岁）儿童使用的杯壶类产品（３．１）。

３．４

弹跳翻盖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犳犾犻狆犮犪狆

通过弹性机构自动打开的产品盖。

３．５

闭锁装置　犾狅犮犽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防止盖误开启的装置。

３．６

饮用突出物　犱狉犻狀犽犻狀犵狆狉狅狋狉狌狊犻狅狀狊

直接与口腔接触，用以获得杯壶内液体的非独立使用的部件（常见示例见附录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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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吸管　狊狋狉犪狑

装配在杯壶产品上，用以直接吸吮液体的中空管（常见示例见附录Ａ）。

４　要求

４．１　感官质量

可接触的部位不应有明显毛刺和锐边。

４．２　稳定性

经５．２试验后，产品不应倾倒。

４．３　手柄、提环和吊带强度

有手柄、提环或吊带的产品，经５．３试验后，手柄、提环、吊带及连接处不应损坏。

４．４　背带强度

有背带的产品，经５．４试验后，背带及连接处不应有滑脱、断裂现象。

４．５　耐冲击性

经５．５试验后，产品不应有裂纹和破损等现象，且热饮密封产品应满足４．８．２的要求。

　　注：玻璃、陶瓷等易碎材质产品不做此项要求。

４．６　弹跳翻盖

有弹跳翻盖的产品应设有闭锁装置且功能正常。

　　注：预定盛装６０℃以下液体的杯壶，不做此项要求。

４．７　纺织类产品附件

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中规定的Ｃ类。

４．８　热饮杯壶

４．８．１　旋合强度

采用螺纹旋合结构、起密封作用的盖塞，按５．８．１试验时，不应滑牙。

４．８．２　密封性

在５．８．２试验过程中，不应渗漏。

４．８．３　外表面温度

具备隔热功能的产品经５．８．３试验后，外表面温度不应大于５６℃。

４．８．４　抗热震性

玻璃、陶瓷材质产品经５．８．４试验后，在承受５０Ｋ的温差时，不应破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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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儿童杯壶

４．９．１　可拆卸部件

４．９．１．１　预定供３６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杯壶类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被儿童接触到的可拆卸部件，按

５．９．１测试时均不应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

４．９．１．２　预定供３６个月及以上但不足７２个月儿童使用的杯壶类产品，其可拆卸部件按５．９．１测试如能

容入小零件试验器，应设警示说明。

４．９．２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

４．９．２．１　饮用突出物强度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ａ）　按５．９．２．１测试时，不应被刺破。

ｂ）　按５．９．２．１测试时，如被刺破，则按５．９．２．２测试，不应产生断裂。

４．９．２．２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ａ）　按５．９．２．３测试时，不应穿过或突出于测试模板Ａ或测试模板Ｂ；

ｂ）　若穿过或突出于测试模板Ａ或测试模板Ｂ，饮用突出物则应符合４．９．２．３、４．９．２．４、４．９．２．５的要

求，吸管则应符合４．９．２．３、４．９．２．４的要求。

４．９．２．３　按５．９．２．４测试时，最大突出部分长度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

４．９．２．４　按５．９．２．５测试时，伸出部分应折合至小于４０ｍｍ。

４．９．２．５　按５．９．２．６测试时，饮用突出物伸出部分应无断裂、破裂或从杯壶上分离。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感官质量

在自然光或近似自然光下目测、手感检测。

５．２　稳定性

将装满水的产品，按最不利条件放置在一块与水平面成１０°倾角的防滑平板上测试，观察是否

倾倒。

５．３　手柄、提环和吊带强度

通过手柄、提环或吊带先将产品挂起，再将规定质量的负重按图１、图２所示轻轻挂在产品上，保持

５ｍｉｎ，检查手柄、提环或吊带及连接处。

玻璃、陶瓷等易碎材质产品悬挂相当于产品装满水（包括所有附件）后总质量３倍的负重，其他材质

产品悬挂相当于产品装满水（包括所有附件）后总质量６倍的负重。

对于双手柄产品，各手柄需分别进行试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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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重物。

图１　手柄、提环强度试验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１———重物。

图２　吊带强度试验示意图

５．４　背带强度

通过背带将产品悬挂（背带应展开至最长处），用相当于产品装满水（包括所有附件）后总质量１０倍

的负重，按图３所示轻挂在产品上，保持５ｍｉｎ，检查背带及连接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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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犪）　垂直悬挂 犫）　水平悬挂

　　标引序号说明：

１———重物。

图３　背带强度试验示意图

５．５　耐冲击性

将产品装满水，用挂绳垂直悬挂在４００ｍｍ高处，自由落体坠落到经水平固定的厚度至少为

３０ｍｍ 的硬质木板上（见图４）。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挂绳；

２———木板；

３———挂绳剪断处。

图４　产品耐冲击试验示意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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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弹跳翻盖

手动检查。

５．７　纺织类产品附件

按照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５．８　热饮杯壶

５．８．１　旋合强度

先把杯（壶）体固定在扭力仪上，然后将杯盖（塞）扣合到杯体上，旋紧盖（塞）至扭矩达到３Ｎ·ｍ，

保持５ｓ，检查有无滑牙。

５．８．２　密封性

在产品内装入５０％容积的９５℃以上热水，经原盖（塞）密封后，口部向上、向下，分别以１次／ｓ的频

率、５００ｍｍ的幅度上下挥动１０次，检查有无漏水。然后再将产品口部朝向水平方向，静置３０ｍｉｎ，检

查有无漏水。

５．８．３　外表面温度

在温度为（２３±２）℃的环境条件下，将产品敞口放置３０ｍｉｎ后，装满９６℃以上的水，待产品内实测

水温达到（９５±１）℃后，经原盖（塞）密封后，再静置１０ｍｉｎ，用表面温度计测试产品隔热层外表面中部

３处不同位置的温度，取最高值。

５．８．４　抗热震性

玻璃材质产品按ＧＢ／Ｔ４５４７的规定进行试验；陶瓷材质产品按ＧＢ／Ｔ３２９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９　儿童杯壶

５．９．１　可拆卸部件

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９．２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

５．９．２．１　针刺测试

将饮用突出物或吸管放在厚度至少为１０ｍｍ，邵氏硬度为（７０±５）ＨＤ的水平平板上，然后将尖针

（形状和尺寸见图５）尖端轻抵于试样上，尖针尖端距试样顶端距离犔 为１５ｍｍ～２０ｍｍ（见图６），以

（１０±５）ｍｍ／ｍｉｎ的速度下刺，施力至（２００±１０）Ｎ，并保持（１０±０．５）ｓ。

　　注：在使用之前，应目测检查尖针。如果发现有类似毛刺或崩缺的任何损坏，则不能使用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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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５　尖针

　　标引序号说明：

犾———尖针尖端距试样顶端距离。

图６　试样放置位置

５．９．２．２　抗撕强度测试

将试样两端分别固定在拉力机上，刺破处位于固定点之间，沿试样轴线方向以（２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的速度拉伸试样，拉力至（９０±５）Ｎ时停止拉伸，并保持（１０±０．５）ｓ。

　　注：测试时，紧固装置应避免给试样带来损伤，以免影响测试结果，否则所测得结果无效。

７

犌犅／犜 ×××××—２０２×



５．９．２．３　模板测试

固定测试模板（见图７），使其孔的轴线铅直，并确保孔上下开口畅通无阻。将试样接触口腔一侧向

下，放在测试模板孔内，检查其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是否能穿过或突出于模板底部。

单位为毫米

犪）　测试模板犃 犫）　测试模板犅

图７　测试模板

５．９．２．４　长度测试

将试样装配至杯壶主体上，使用精度为不低于０．１ｍｍ的量具测量试样顶端至其突出于杯壶口表

面位置的长度。

　　注：如吸管为插入式，确保其底端接触杯壶内部基底。

５．９．２．５　柔性性能测试

将试样装配至杯壶主体上，保持产品主轴方向水平，并垂直于测试用钢板（见图８），以（１０±２）ｍｍ／

ｍｉｎ的速度推动钢板，推力增加至１０Ｎ时，停止施力，使用精度为０．１ｍｍ的量具测量试样自开始突出

于杯壶口表面的位置到弯折点的长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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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施力；

犾 ———钢板；

犾′ ———施力后移动后的钢板；

犾０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折合后长度；

犾１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最大突出部分长度。

钢板表面光滑，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试样轴线与产品轴线平行时，可移动试样，使试样轴线偏离水平方向最大

不超过５°。不弯折的以全长度计算。

图８　柔性测试

５．９．２．６　安全保持力测试

将试样装配至杯壶主体上，用合适的夹具将杯壶主体按图９所示方式固定，夹住距试样顶部（１０±

２）ｍｍ的位置，然后以（２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施力至（６０±５）Ｎ，施力方向与产品主轴成４５°，保持

（１０±０．５）ｓ。

测试时，夹具应避免给测试部件带来损伤，以免影响测试结果，否则所测得结果无效。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施力。

图９　安全保持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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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饮用突出物和吸管常见示例

犃．１　饮用突出物

常见示例见图Ａ．１。

　　标引序号说明：

１———吸嘴，不包括下部与吸嘴相连的导管；

２———饮水口；

３———吸嘴。

图犃．１　饮用突出物常见示例图

０１

犌犅／犜 ×××××—２０２×



犃．２　吸管

常见示例见图Ａ．２。

　　标引序号说明：

１———卡扣吸管；

２———直吸管；

３———弯头吸管。

图犃．２　吸管常见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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