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固定式健身器材  跳绳》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立项要求，其项目编号为中文

体协字 2022 第 004 号，计划编号 2022-0064-XT，由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

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组织编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由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

会提出并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22 年 1 月，由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牵头成立标准制修订工作组，明确

各起草单位、具体起草人的职责和任务，起草单位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

公司组织开展跳绳设计、生产技术要求状况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并

编制标准草案。 

2022 年 4 月 8 日，由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组织召开跳绳团体标准（线上

视频会议）启动会及首次研讨会，确定该团体标准的制定计划，确认标准

制定各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和要求，并对标准草案文稿进行首次研讨。 

会后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根据会议提出的建议要求，对标准草案文本进行

修改、完善，并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把修改完善的文稿发给协会专家及各

起草单位再次征求意见，要求各单位在 2022 年 5 月 18 日之前把意见和建

议反馈到主要起草单位 

2022 年 5 月 18 日，主要起草单位把收集到的建议进行整理、分析，并对



标准文稿再次进行修改、完善，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把完善的文稿再次

发给协会专家及各起草单位确认。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舒华体育股份有限

公司、得力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康乐佳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北京金史密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大体育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曹水忠、王信跃、程志华、杨烨玲、曾新春、李文嵩、孙海江。 

所做的工作：曹水忠主要负责跳绳设计、生产技术要求状况的资料收集、

整理、分析，并编制标准文本，王信跃主要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对标准

文本进行校对并对标准进行试验验证，程志华、杨烨玲、曾新春、李文嵩、

孙海江等负责对标准进行校对、提出更改建议、并对标准进行试验验证。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编制原则符合《轻工业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的规定和标准立项原

则。标准的编制主要依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有六章内容 

第一章 明确了标准内容框架及适用范围，适用于年龄 7 岁～60 岁人群用

于健身及娱乐运动用。 

第二章 罗列了对于本标准应用必不可少的规范性应用文件及对于版本的

说明。 

第三章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定义了跳绳、单人跳绳、多人跳绳、智能

型跳绳的术语。 

第四章 规定了跳绳的外观要求、性能和功能、数据正确度、连接强度、

绳体抗拉强度、高低温、手柄强度、环保要求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第五章 规定了技术要求的测试方法 

第六章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具体要求 

 

3、本标准数据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第 4.3 条 数据正确度  根据国内中学生体育中考跳绳评分标准， 

180 次/分钟为合格速度，因此在该速度下的精确度需要严格把控，所以在

此速度下进行验证数据正确度。 

本标准第 4.4 条 连接强度  我们公司按照 70N 的拉力保持 30s 要求对

产品进行出厂检验，根据客户使用后的信息反馈情况，没有出现脱落的现

象，了解到同行其它公司的企业标准采用的是 100N 的拉力保持 30s，经过

我们所有 6 家公司跳绳产品验证都能达到要求，所以将沿绳的轴向加载力

定为 100N 保持 30s，试验后手柄与绳子连接部分应牢固不脱落，卸除拉力



后绳子转动自如。 

本标准第 4.5 条 绳体抗拉强度 我们公司对绳体的抗拉强度要求是

100N 保持 30s，根据客户使用后的信息反馈情况，没有发现绳体拉断现象，

了解到同行其它公司的企业标准许多采用的是 100N 的拉力保持 30s，所以

将沿绳的轴向加载力定为 100N 保持 30s，试验后绳体不会出现断裂、破损。

经过我们其中 5 家公司跳绳产品验证都能达到要求。 

本标准第 4.6 条 高低温测试  根据我们实际跳绳运动所在的室内环境

温度正常不会超过气候温度和我们运动的时间不会超过 8 个小时，所以把

高低温试验温度定为冷却温度-10℃和加热温度 55℃，保温时间定为 8 小时。 

本标准第 4.7 条 手柄强度  主要是测试产品（塑料件）的强度，测试

高度参照小家电(NSTA)标准要求，小于 9.5Kg 的跌落高度不小于 76cm,而我

们跳绳重量是小于 9.5Kg 的，考虑到跳绳产品在运输、使用过程中跌落的

概率和频率较大，所以本标准的跌落高度提高到了 1m，经测试验证，塑料

件质量在此高度跌落不坏是能够保证的。 

本标准第 4.8.1 条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要求是参考的GB/T 19851.20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第 20 部分：跳绳标准中的环保要求应符合 GB 

6675.4 中的规定，数据等同采用。 

本标准第 4.8.2条 邻苯二甲酸酯的最大限量要求是参考的GB 19272室

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中表面易接触材料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应符合

GB/T 24613 中的规定，数据等同采用。 

本标准第 4.8.3 条 塑料件多环芳烃的最大限量要求是参考的 GB 19272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中橡胶和塑料材料中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应



符合 SN/T 1877.2 中的规定,数据等同采用。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按照本标准要求，我们分别由 6 家企业按照本标准的试验方法对标准

中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试验论证，分别对：4.1 外观要求、4.2 性能和功能、

4.3 数据准确度、4.4 连接强度、4.5 绳体抗拉强度、4.6 高低温、4.7 手柄强

度进行试验验证，其验证结果基本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本标准提出的技

术要求是可行的。其中 4.8 环保要求因数据是参照 GB 6675.4、GB/T 24613、

SN/T 1877.2 要求等同采用，没有必要进行测试验证。 

跳绳 

 测试项目 实验方法 验证结果 备注 

4.1 外观要求 
在正常光线下采用目测和感官方法进行检查和判定 标准要求可执行，产品

符合要求 

  

4.2 性能和功能 
用感观（目测、手触）及实际操作进行检测 

对于智能跳绳，试验前把样品和智能设备（制造商宣称的适配设备）的 APP 或小

程序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进行操作试验 

标准要求可执行，产品

符合要求 

  

4.3 数据正确度 
测试台模拟测试，速度 180 次/分钟，跳绳 100 次，同时启动标准计数器，待试验

结束后检查试样的显示数据中运动次数统计值和测试台的标准计数器次数比对 

标准要求可执行，产品

符合要求 

  

4.4 连接强度 
将跳绳手柄固定，绳子预留受力长度 200mm，沿绳的轴向加载 100N 力（见图 1），

保持 30s 

标准要求可执行，产品

符合要求 

  

4.5 绳体抗拉强度 
取绳长度 150mm，两端加固定绳扣，两绳扣之间距离为 100mm,绳扣一端固定，

另一端沿绳的轴向加载 100N 力，保持 30s 

标准要求可执行，产品

符合要求 

  

4.6 高低温 
产品放在测试箱内加热到 55℃±2℃，保温 8h，取出试样放置在常温条件下自然冷

却 2h  

产品放在测试箱内冷却到-10℃±2℃，保温 8h，取出试样放置在常温条件下 2h 

产品测试后无损坏，功

能正常，产品符合要求 

  

4.7 手柄强度 
用钢卷尺取 1m 的高度并定位，将跳绳手柄的最下边置于此高度，然后以自由落体

的方式随机跌落到平整的硬质地面上，以不同角度连续跌落 3 次 

产品测试后无损坏，功

能正常，产品符合要求 

  

4.8 环保要求 
5.8.1  迁移元素，按 GB 6675.4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2  邻苯二甲酸酯，按 GB/T 24613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3  塑料件多环芳烃，按 SN/T 1877.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参照 GB 6675.4、GB/T 

24613、SN/T 1877.2 要

求等同采用，没有另外

进行进行测试验证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跳绳是在室内室外都可以进行锻炼的健身器材。因其不受场地限制，

使用方便，是许多健身爱好者的首选健身器材，主要由塑料、钢材等材料

做成。由于市面上生产厂家较多，许多技术、质量、安全等要求不规范，

容易出现安全等事故，市场需要有相应标准对该类产品进行规范，提高产

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准的协调性 

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非固定式健身器材  跳绳》起草组 

2022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