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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健身器材 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浙江制

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随着建设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实施，居民健康生活观念的

转变，健身氛围的不断培育，参加体育锻炼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国内

健身器材消费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我国健身器材行业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众

多健身器材中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以下统称训练器材）是室内健身运

动选用的重要器械之一，作为一种用于高效燃脂的器械，它受到不少年轻人和专

业人士的喜爱。训练器材可在结构上做很大的调整，使骑行的人感觉更舒适，通

过较长时间、适当强度的运动来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增强心脏和

肺部功能，从而改善人体的体质。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进一步加强，对健身产品的深入了解，人们对于产品的质

量要求不断提高。目前对训练器材的设计和生产主要依据《GB 17498.10—2008 固

定式健身器材 第 10 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

试验方法》以及《GB 17498.1—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 通用安全要求

和试验方法》两个国家标准，这与最新版本国际标准《ISO 20957—10:2016 固定

式健身器材 第 10 部分：带固定轮或无自由飞轮的训练自行车.附加特定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法》以及国际知名品牌比较，存在技术指标先进性的差距。特别是在

产品的驱动扭力值 、使用机械噪音、耐久性等技术指标上已无法满足市场要求，

故在已有标准的基础上，提升、增加核心技术指标，制定《固定式健身器材 带

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2 项目来源

由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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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2021 年第三批“品字标”团体标准（“浙

江制造”标准类）制定计划的通知》（浙品联【2021】8 号），项目名称：《固定

式健身器材 竞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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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宁波尚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奇胜运动器材

有限公司。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公司在获得立项通知后，公司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浙江力玄运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银昌、技术质量副总王万业、业务总监丁伦、开发一部

经理张建波、品管部经理曹学、实验室组长陈亮亮以及昆山恒巨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奇胜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尚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等相关专家组成，并确

定了工作计划和研制思路。

标准制定前期收集包括：国标：GB 17498.1—2008、GB 17498.10—2008、GB

17498.5—2008；国际标准：ISO 20957—1:2013、ISO 20957—10:2016；国外客户：

Decathlon 迪卡侬、NAUTILUS 诺德士等行业对外公开的相关资料、信息等，用于

标准研究。

3.2.2 标准草案研制。

 全技术指标先进性研讨情况

本标准草案已于 2021 年 7 月初研制完成，标准启动研讨会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召开。工作组确定了本标准的先进性，充分考虑了“浙江制造”标准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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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和可操作

性。具体如下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专业研发生产

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的制造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完善的生产研发设备与

检测仪器，拥有机械臂自动焊接设备、激光加工设备等高效生产加工设备，专用

检测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零部件尺寸和硬度设备。同时公司与国内外高

端客户合作（迪卡侬、诺德士等），能够敏锐掌握全球高端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

趋势，获得产品相关标准及先进技术相关资料信息，为标准研制奠定良好基础。

 产品基本要求的研讨情况

为响应“浙江制造”标准作为产品综合性标准的定位，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角度出发，标准研制工作组围绕产品设计研发、材料、工艺与装备、检测能力四

个角度展开，对产品先进性进行描述。在设计上，工作组从“自主创新、精心设

计”的角度出发，抓住设计研发环节对训练器材的设计手段、设计工具、设计思

路等方面的亮点，在产品外观、内部结构等方面做出发，并将其展现在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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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这一基本要求之中；在材料方面，工作组主要从客户对产品使用安全、环

保及产品性能等方面出发；在工艺装备环节，标准研制工作组着眼于“精工制造”，

围绕先进的设备、智能化的工艺等方面进行提炼。在检测能力上，从训练器材关

键项目检测能力和先进性指标的角度描述，比如产品零部件尺寸、硬度以及塑料

材料有害物质等，来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绿色环保。

 质量保证

为体现“浙江制造”标准的“精诚服务”这一特点，标准研制工作组从产品

后期保修维护提供了多种措施：1、在用户购买 1 年内，如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

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2、产品质量有异议

的，应在 24 小时内做出处理响应，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本标准（草案）于 2021 年 7 月形成初稿；确定了本标准的先进性；充分考

虑了“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等，全面体现了标准

的先进性。

3.2.3 召开标准启动研讨会

2021 年 7 月 27 日，“固定式健身器材 竞赛车”标准研讨会在宁波慈溪市浙

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牵头单位及主起草单位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宁波市体育产业联合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市智能制造

标准化联盟、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同行和用户代表参加。

会议期间对浙江制造标准《固定式健身器材 竞赛车》工作组讨论稿进行研讨，

对标准技术指标先进性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所征集的意见集

中讨论处理意见：

 。。。。。

 。。。。。

 。。。。。

3.2.4 征求意见。

3.2.5 专家评审

3.2.6 标准报批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标准立足“品字标”浙江制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位，遵循“品字

标”浙江制造标准研制的“合规性、必要性、先进性、经济性和可操作性”的原

则制定，标准文本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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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4.1.1 合规性

本标准规定的产品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包括：GB 17498.10—

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0 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附加的特殊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1—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 通用安

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符合国家制定的现行法律、法规文件有关要求，并

覆盖了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4.1.2 必要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训练器材的可靠性、安全性及适用性等提出

了更规范的要求。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作为主流室内健身器材之一，其

出口量大，国际市场对其安全性和产品性能等十分重视。但是目前，在我国关于

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的标准中，对其的指标设置的还不够完整，尤其是

产品功能（适用性）指标：因此，在国标基础上，增设外观要求、驱动扭力值、

使用机械噪音、踏板耐久、耐腐蚀性等指标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

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4.1.3 先进性

我国关于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的标准，现行相关标准为 GB

17498.10—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0 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1—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 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在上述标准中，比较侧重产品安全性方面，对

于产品本身的性能及功能要求比较薄弱，且标准制定时间距离现在已有 13 年之

久，其与现在客户需求相比是滞后的。比如在 GB 17498.1—2008 中，要求产品

耐久性“H 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的 80%，12 000 次；S 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

的 80%，100 000 次”，但现今高端客户已经将此要求提高到“按 ASTM F1250-2018

中 5.11.1 和 5.11.2 的规定试验后，由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人体质量的 0.75

倍或至少 85.5 公斤的驱动峰值载荷，以每分钟至少 40 转的速度测试 500 000 次。

测试结束无任何破坏，仍可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正常使用。”

因为浙江制造标准的产品要求要高于行标、国标，所以本次制定的带有固定

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浙江制造标准在国标的基础上提升负载耐久，新增外观要

求、驱动扭力值、使用机械噪音、踏板耐久、耐腐蚀性等技术要求，其标准的核

心技术指标水平可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4.1.4 经济性

产品性能是国内外客户十分关注的指标，有必要加入。虽然会增加企业一定

成本，但是也会进一步的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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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权衡，该适当成本的投入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本标准符合经济性的要求。

4.1.5 可操作性

指标的技术要求均已有对应的检测方法，并已由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

公司等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基本要求可验证、可核实；质量承诺要求可追溯。

4.2 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包含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的分类和结构、基本要求、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

诺等内容。其中，分类和结构对训练器材的分类进行规定，对训练器材的结构型

式进行图标明。基本要求对设计研发、原材料与零部件、工艺装备、检验检测四

方面进行规定。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要求、驱动扭力值、使用机械噪音、棱边、管

材末端、传动件和转动件，挤压点和剪切点、调节和锁定机构、拉索、带子和链

条、引入点、表面温度、固有载荷、插入深度、座位要求、握持位置、把手立杆、

把手要求、踏板、曲柄踏板组件、稳定性、紧急制动系统、底部间隙、踏板耐久、

负载耐久、耐腐蚀性、电气安全、座位调节功能、运输轮、调节脚垫、电子表环

境等多方面要求。其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以及质量承诺的确定依据如下：

4.2.1 基本要求

主要以标准起草工作组调研结果为基础，按照“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制订

框架要求，增加了设计、材料、工艺及设备、检测能力等内容。

4.2.2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基于浙江制造标准的先进性定位，结合标准研制工作组对浙江力玄

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实际生产水平进行调研，充分论证后确定技术项目和

指标值。具体如下：

1）提升负载耐久要求

原标准要求：尽可能接近正常运动频率及无冲击的试验： a)H 类，大于许可

运动行程的 80%，12 000 次； b)S 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的 80%，100 000 次。



6

（来源：GB 17498.1—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 通用安全要求和

试验方法》中 6.8）

浙江制造要求：按 ASTM F1250-2018 中 5.11.1 和 5.11.2 的规定试验后，由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人体质量的 0.75 倍或至少 85.5 公斤的驱动峰值载荷，

以每分钟至少 40 转的速度测试 500 000 次。测试结束无任何破坏，仍可按照使

用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正常使用。

确定依据：提升了技术要求，优于 GB 17498.1。训练器材的负载耐久技术要

求是产品使用寿命的重要保障，也是客户在购买产品中关注的技术指标之一。结

合全球高端客户（迪卡侬）要求，采用 ASTM F1250-2018 的试验方法，提升训练

器材的负载耐久技术要求，提高产品使用寿命，保障客户的满意度。

2）新增座位要求：

原标准要求：无调节夹紧装置的鞍座鞍座不用夹紧装置者,而是在垂直于鞍管

的平面内用轴销连接的,则允许在设计规定的范围内稍有,转动,按 30. 1 规定之方

法试验时,不应损坏。2.鞍座的强度按 30.2 规定之方法试验时,施加之力为 400 N,

钢质鞍梁不应脱离鞍座面和/或塑料底板,鞍座部件应无破裂和永久性扭曲。（来

源：GB 3565-2005 自行车安全要求中 12.4、12.5）

浙江制造要求：坐位应固定在座位立杆上,然后插入座位套管里,座位相对原始

位置的倾斜角度应不超过 2°.2°是指座位立杆和座位套管之间的夹角。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客户体验，以及市场情况，参考 GB 3565-2005

中关于座位的技术要求，标准中规定训练器材座位要求，保障客户在使用产品的

过程中的安全性，提升客户满意度.

3）新增外观要求：要求训练器材外壳不应有气泡、裂痕、缩水、顶白、飞边等

缺陷；金属部件涂层无起层、剥落等缺陷.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产品的外观为客户第一印象，也是客户对

产品最基本的要求。标准中强制要求训练器材外壳不应有气泡、裂痕、缩水、顶

白、飞边等缺陷，金属部件涂层无起层、剥落等缺陷。即满足客户要求，又满足

训练器材外观要求的通用性。

4）新增驱动扭力值：训练器材在每分钟 60 转的速度下，最大扭矩值不小于

50N·m，且在运行 15 分钟后，驱动扭矩值的变化量不得大于初始 15 秒内扭矩值

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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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客户体验，以及市场情况，标准中规定训

练器材驱动扭力值，保障客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提

升客户满意度.

5）新增使用机械噪音技术要求：训练器材在运动速度 60r/min 的使用状态下，

机械噪音应小于 78dB.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安全性以及客户体验，根据市场上客户的

要求以及公司产品的现状，在标准中规定训练器材使用机械噪音技术要求，保障

客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噪音不至于危害客户健康，从而提升客户

体验。

6）新增踏板耐久技术要求：按 ISO 4210-8:2014（E）中 4.3 的规定进行试验时，

训练器材踏板的任何部件和踏板轴应无断裂或可见裂纹,轴承无任何损坏.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训练器材的踏板耐久技术要求是产品使用寿命的

重要保障，也是客户在购买产品中关注的技术指标之一。结合全球高端客户（迪

卡侬）要求，规定训练器材的踏板耐久性技术要求，提高产品使用寿命，保障客

户的满意度。

7）新增耐腐蚀性技术要求：要求试验之后训练器材喷涂部件的耐腐蚀性能达到

GB/T 6461—2002 中 RA8 的规定.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耐腐蚀性是训练器材关键指标之一，对于产品的

使用寿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结合客户需求以及现阶段行业内加工水平，在标准

中规定“喷涂部件的耐腐蚀性能达到 GB/T 6461—2002 中 RA8 的规定”的要求，

明确产品的耐腐蚀性要求，增强产品的使用寿命。

8）新增座位调节功能要求：训练器材的座位应具备前后、上下调节功能.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客户体验，以及市场情况，标准中规定训

练器材应具备座位调节功能，保障不同身高的客户在使用产品前，可根据自身需

求调整座位的前后、上下的距离，提升客户满意度.

9）新增调节脚垫功能要求：训练器材应具备防滑脚垫，其应具备可调节功能，

使地面与脚垫贴合，防止训练器材在使用过程中意外移动。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使用的环境以及安全性，标准中规定训练

器材应具备防滑脚垫，且具备调节功能，便于地面与脚垫的贴合，保障使用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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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训练器材的过程中的安全性.

10）新增运输轮能要求：对于具备运输轮的训练器材，其运输轮应转动灵活，无

卡阻、无变形，训练器材在使用过程中，运输轮应不可移位.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市场上训练器材的情况以及客户体验，根

据客户的要求以及公司产品的现状，在标准中规定训练器材应具备运输轮，方便

客户搬运训练器材。且标准中还规定其运输轮应转动灵活，无卡阻、无变形，训

练器材在使用过程中，运输轮应不可移位。保障客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安全性。

11）新增电子表环境测试要求：新增电子表环境测试：将电子表置于高温试验箱

内进行高温试验，试验温度为 70℃±2℃，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后将电子表在

常温环境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复到常温时电子表无明显形，所有的功能均正

常。低温：将电子表置于低温试验箱内进行低温试验，试验温度为-10℃±3℃，

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之后将电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复到常

温且表面的水分干了之后电子表无明显变形，所有的功能均正常.

确定依据：新增技术要求。考虑到产品使用的环境，根据客户的要求以及公

司产品的现状，在标准中规定训练器材电子表的环境测试要求，一定电子表可在

高温 70℃±2℃、低温-10℃±3℃的环境下使用，提高训练器材的使用环境范围，

提升产品市场满意度。

4.3.4 试验方法

确定依据：为确保检验标准的有效性，本文件中主要以 GB 17498.1—2008、

GB 17498.10—2008、ISO 20957—1:2013、ISO 20957—10:2016 中试验方法为基础。

其中外观技术要求检查采用以目视、手感的方法进行试验；驱动扭力值按按 GB

17498.5—2008 中 6.8 的规定进行试验；使用机械噪音试验以训练器材以（60±5）

r/min 的速度使用下，在训练机半径 1m，高度 1.5m 处按 GB/T 3768-2017 所规定的

方法测试训练机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噪音，噪音取最大值的方法检测；座位要求

按照说明书所示将座位及座位立杆固定到座位套管中。在鞍座上距前端或后端

25mm 内的,某一点施加 650 N 的垂直力,施力面积为 100mm2。调整试验夹具,使施加

给鞍座夹具的力矩最大。试验保持 5min；踏板耐久按 ISO 4210-8:2014（E）中 4.3

的规定进行试验；负载耐久按 ASTM F1250-2018 中 5.11.1 和 5.11.2 的规定进行试

验；耐腐蚀性按 GB/T 10125—2012 的中性盐雾试验（NSS）规定进行，测试周期

24 小时；座位调节功能按前后调节：座椅应具备前后调节功能，调节顺畅，调节

范围≥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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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调节：座椅应具备角度调节功能，调节顺畅，调节范围为：以水平位

置为基准上下≥8°；运输轮按照使用者将一只脚放置在前脚垫上，双手抓住把手，

将把手往下压使训练器材正面倾斜至 15°至 45°时运输轮着地，拉动训练器材移

动；调节脚垫采用目视和操作的方法进行试验；电子表环境要求采用高温：将电

子表置于高温试验箱内进行高温试验，试验温度为 70℃±2℃，时间持续 16H.试

验完成后将电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复到常温时电子表无明显

形，所有的功能均正常。低温：将电子表置于低温试验箱内进行低温试验，试验

温度为-10℃±3℃，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之后将电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复 1H，

等电子表恢复到常温且表面的水分干了之后电子表无明显变形，所有的功能均正

常的方法进行试验。

4.3.5 检验规则

标准规定了检验分类，明确了出厂检验，规定了型式检验以及合格判定。

4.3.6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标准规定了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其中标志按 GB

17498.1—2008 中的第 10 章执行。使用说明书按 GB 17498.1—2008 中第 9 章和

GB 17498.10—2008 中第 7 章的规定执行。

4.3.7 质量承诺

主要以标准起草工作组调研结果为基础，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

求，增加了质量承诺的内容。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设计研发、原材料与零部件、工艺设

备、检验检测等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

先进性的情况。

5.1.1 精心设计

说明：在基本要求章节增加了设计时采用的设计手段，通过前期对产品设计

和工艺设计的能力规定，大大降低研发过程的风险和成本。设计时对于产品性能

实现做验证分析，确保后期的产品的制程能力和效率满足客户的要求。

5.1.2 精良选材

说明：在基本要求章节明确生产产品所采用的材料及零部件的要求，从源头

把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比如规定了：

 钢管应采用抗拉强度不低于 GB/T 13793—2016 中规定的 Q195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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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皮肤直接接触塑料件的多环芳香烃限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多环芳香烃限量

项目
限量

mg/kg

萘 ＜2

苊烯, 苊, 芴, 菲, 芘,蒽, 荧蒽总和 ＜10

屈 ＜0.5

苯并(b)荧蒽 ＜0.5

苯并(k)荧蒽 ＜0.5

苯并(j)荧蒽 ＜0.5

苯并(e)芘 ＜0.5

苯并(a)芘 ＜0.5

茚并(1,2,3-cd)芘 ＜0.5

二苯并(a,h)蒽 ＜0.5

苯并(g,h,i) 二萘嵌苯 ＜0.5

18 种多环芳烃总和计 ＜10

 训练器材所有部件应符合 RoHS2.0 要求。

以上规定内容可给同行使用该标准的人提供了具体规定。

5.1.3 精工制造

说明：在基本要求章节明确生产过程要素。生产设备是保障产品稳定生产的

基础因素，在产品核心工艺中，设置先进生产设备，能保证训练器材工艺的稳定

性并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在文中明确在管件切割工艺中应采用激光加工或数

控全自动锯床加工设备；在焊接工艺应采用机械臂自动化焊接设备；表面喷涂工

艺应采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并配备废气、废水处理设备；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的

注塑设备应具备自动供料、注塑成型应采用机械臂自动取料。

5.1.4 精诚服务

说明：文件中规定，在用户购买 1 年内，如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

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制造商收到用户反馈产品问题后，应

在 24 小时内响应，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问题的快速反应和售后服

务是满足客户需求的基本保障，建立一套系统的流程来确保快速响应和售后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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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与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

与行业标准、客户要求的性能指标对比分析(关键技术指标)，具体见表2标准比对分析。

表 2:产品主要技术指标的国内外标准对比情况表 1/4

项

目
浙江制造标准

GB17498.10-2
008

固定式健身器
材第 10 部分:
带有固定轮或
无飞轮的健身
车附加的特殊
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

GB
17498.1-20
08 固定式
健身器材
第 1部分_
通用安全要
求和试验方

法

ISO

20957-1:20

13（E）

ISO

20957-

10:2017

（E）

GB

3565-2005 自

行车安全要求

Decathlon 迪卡侬 NAUTILUS 诺德士 说

明

外观

要求

训练器材外壳不应有

气泡、裂痕、缩水、顶

白、飞边等缺陷。

金属部件涂层无起层、

剥落等缺陷。

／ / ／ ／ ／

产品外观无气泡、裂痕、

缩水、顶白、飞边等不良

缺陷。

金属部件涂层无起层、剥

落等缺陷。

产品外观无气泡、裂痕、

缩水、顶白、飞边等不良

缺陷。

金属部件涂层无起层、剥

落等缺陷。

新

增

要

求

座位

测试

坐位应固定在座位立
杆上,然后插入座位套
管里,座位相对原始位
置的倾斜角度应不超
过2°.2°是指座位立杆
和座位套管之间的夹

角。

／ / ／ /

1.无调节夹紧

装置的鞍座鞍

座不用夹紧装

置者,而是在

垂直于鞍管的

平面内用轴销

连接的,则允

许在设计规定

座位应固定在座位立杆

上,然后插入座位套管里,

施加最大使用者载重的

三分之二的力，座位相对

原始位置的倾斜角度应

不超过 2°.2°是指座位

立杆和座位套管之间的

夹角。

座位应固定在座位立杆

上,然后插入座位套管里,

施加最大使用者载重的

三分之二的力，座位相对

原始位置的倾斜角度应

不超过 2°.2°是指座位

立杆和座位套管之间的

夹角。

新

增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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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稍

有,转动,按 30.

1 规定之方法

试验时,不应

损坏。

2.鞍座的强度

按30.2规定之

方法试验时,

施加之力为

400 N,钢质鞍

梁不应脱离鞍

座面和/或塑

料底板,鞍座

部件应无破裂

和永久性扭

曲。

踏板

耐久

测试

负载 90公斤，转速

100 r/min,耐久 50万
次；踏板的任何部件和

踏板轴应无断裂或可

见裂纹,轴承无任何损

坏。

／ / ／ / ／

负载 90公斤，转速 100
r/min,耐久 50万次；踏板

的任何部件和踏板轴应

无断裂或可见裂纹,轴承

无任何损坏。

负载 90公斤，转速 100
r/min,耐久 50万次；踏板

的任何部件和踏板轴应

无断裂或可见裂纹,轴承

无任何损坏。

新

增

要

求

负载

耐久

测试

参照 ASTM
F1250-2018中 5.11.1
和 5.11.2 由制造商规

定的最大使用者人体

／

尽可能接近
正常运动频
率及无冲击
的试验：

a)H类，大于

／ / ／

参照 ASTM
F1250-2018中 5.11.1和
5.11.2 由制造商规定的

最大使用者人体质量的

参照 ASTM
F1250-2018中 5.11.1和
5.11.2 由制造商规定的

最大使用者人体质量的

提

升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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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 0.75倍或至少

85.5公斤的驱动峰值

载荷，以每分钟至少

40转的速度测试 500
000次。测试结束无任

何破坏，仍可按照使用

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正

常使用。

许可运动行
程的 80%，
12 000次；
b)S类，大于
许可运动行
程的 80%，
100 000次;

0.75倍或至少 85.5公斤

的驱动峰值载荷，以每分

钟至少 40转的速度测试

500 000次。测试结束无

任何破坏，仍可按照使用

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正常

使用。

0.75倍或至少 85.5公斤

的驱动峰值载荷，以每分

钟至少 40转的速度测试

500 000次。测试结束无

任何破坏，仍可按照使用

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正常

使用。

高

于

国

标

要

求

驱动

扭力

值

在每分钟 60转的速度

下，最大扭矩值不小于

50牛米，且在运行 15
分钟后，驱动扭矩值的

变化量不得大于初始

15秒内扭矩值的 10%

／ / ／ / ／

在每分钟 60转的速度

下，最大扭矩值不小于

50牛米，且在运行 15分
钟后，驱动扭矩值的变化

量不得大于初始 15秒内

扭矩值的 10%

在每分钟 60转的速度

下，最大扭矩值不小于

50牛米，且在运行 15分
钟后，驱动扭矩值的变化

量不得大于初始 15秒内

扭矩值的 10%

新

增

要

求

电子

表环

境测

试

高温：将电子表置于高

温试验箱内进行高温

试验，试验温度为

70℃±2℃，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后将电

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

复 1H，等电子表恢复

到常温时电子表无明

显形，所有的功能均正

常。

低温：将电子表置

于低温试验箱内进行

／ / ／ / ／

高温：将电子表置于高温

试验箱内进行高温试验，

试验温度为 70℃±2℃，
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

后将电子表在常温环境

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

复到常温时电子表无明

显形，所有的功能均正

常。

低温：将电子表置于低

温试验箱内进行低温试

验，试验温度为

高温：将电子表置于高温

试验箱内进行高温试验，

试验温度为 70℃±2℃，
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

后将电子表在常温环境

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

复到常温时电子表无明

显形，所有的功能均正

常。

低温：将电子表置于低

温试验箱内进行低温试

验，试验温度为

新

增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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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试验，试验温度为

-10℃±3℃，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之后将

电子表在常温环境中

恢复 1H，等电子表恢

复到常温且表面的水

分干了之后电子表无

明显变形，所有的功能

均正常。

-10℃±3℃，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之后将电

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复到常

温且表面的水分干了之

后电子表无明显变形，所

有的功能均正常。

-10℃±3℃，时间持续
16H.试验完成之后将电

子表在常温环境中恢复

1H，等电子表恢复到常

温且表面的水分干了之

后电子表无明显变形，所

有的功能均正常。

车身

部件

耐腐

蚀性

测试

喷涂部件的耐腐蚀性

能达到 GB/T
6461—2002 中 RA8

中的规定。

／ / ／ / ／

喷涂部件的耐腐蚀性能

达到 GB/T 6461—2002
中 RA8中的规定。

喷涂部件的耐腐蚀性能

达到 GB/T 6461—2002
中 RA8中的规定。

新

增

要

求

使用

机械

噪音
<78dB ／ / ／ / ／ <78dB <78dB

新

增

要

求

运输

轮

应具备运输轮，其运

输轮应转动灵活，无卡

阻。可将产品正面倾斜

至 15°至 45°时运输轮

着地，拉动健身车移

动。

／ / ／ / ／

应具备运输轮，其运输

轮应转动灵活，无卡阻。

可将产品正面倾斜至 15°
至 45°时运输轮着地，拉

动健身车移动。

应具备运输轮，其运输

轮应转动灵活，无卡阻。

可将产品正面倾斜至 15°
至 45°时运输轮着地，拉

动健身车移动。

新

增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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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脚垫

应具备防滑脚垫，其应具
备可调节功能，使地面与
脚垫贴合，防止健身车在
使用过程中意外移动。

／ / ／ / ／

应具备防滑脚垫，其应具

备可调节功能，使地面与

脚垫贴合，防止健身车在

使用过程中意外移动。

应具备防滑脚垫，其应具

备可调节功能，使地面与

脚垫贴合，防止健身车在

使用过程中意外移动。

新

增

要

求

座椅

调节

功能

前后调节：座椅应具备

前后调节功能，调节顺

畅，调节范围≥50

mm。

上下调节：座椅应具备

角度调节功能，调节顺

畅，调节范围为：以水

平位置为基准上下

≥8°。

／ / ／ / ／

前后调节：座椅应具备前

后调节功能，调节顺畅，

调节范围≥50 mm。

上下调节：座椅应具备角

度调节功能，调节顺畅，

调节范围为：以水平位置

为基准上下≥8°。

前后调节：座椅应具备前

后调节功能，调节顺畅，

调节范围≥50 mm。

上下调节：座椅应具备角

度调节功能，调节顺畅，

调节范围为：以水平位置

为基准上下≥8°。

新

增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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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本标准第 5.2.2、5.2.3 对直接接触塑料件多环芳香烃限量进行规定，对训练

器材所有部件要求 RoHS2.0，其符合绿色制造的要求。

标准第 5.3 对产品生产设备和工艺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要求出发，

对管件切割、焊接、表面喷涂工艺进行规定，对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注塑设备进行

了规范。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对于目前国内的训练器材来说，目前执行最多的还是《GB 17498.1—2008 固

定式健身器材 第1部分 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10—2008 固定

式健身器材 第10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本标准主要依据近年来的技术进步，原材料处理能力的提升，设计研发手段

的不断改善，数字化生产设备的投用，测试设备和试验检验的方式方法的完善，

以及浙江力玄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提高了对产品质量有

影响的一些性能指标，在术语与定义中进行了增加和完善。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相符相成，其性能指标更为先进。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

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实验 盐雾试验

GB/T 13793—2016 直缝电焊钢管

GB 17498.1—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5—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5 部分：曲柄踏板类训练器材附加

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10—2008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0 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

健身车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ISO 20957-1:2013 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 1 部分：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

法（Stationary training equipment Part 1: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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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0957-10:2016 固定的训练器材 第 10 部分：带固定轮或无自由飞轮

的训练自行车.附加特定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Stationary training equipment -

Part 10: Exercise bicycles with a fixed wheel or without freewheel - Additional

specific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

EN 957-6:2010+A1:2014 固定的训练器材 第 6 部分：跑步机附加的特殊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Stationary training equipment Part 6: Treadmills,

additional specific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11/65/EU 指令和修订指令(EU)2015/863(RoHS2.0)关

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11/65/EU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7 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提高训练器材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对

于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具有引领作用，促进产品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

本标准中的大部分指标优于国内现行标准的要求，从使用性能上全面提升使

用效果，从安全性能上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对于提升产品的品质、增加

出口创汇、拉动国内下游产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标准中的安全功能指标在符合国内外标准的要求基础上，一些使用性能和

安全指标优于欧盟等发达国家相关标准，训练器材生产企业执行本标准的要求，

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破除进出口贸易壁垒。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对标准技术内容通过讨论协商，达成共识并取得统

一结论，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代替或废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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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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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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

自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中无相关涉及专利的说明。

《固定式健身器材 竞赛车》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1 年 7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