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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 2018 年 12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第四批推荐性国

家标准计划的通知》，《运动护具 武术运动护具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与

试验方法》国家标准制定计划通过国家标准委批复获得立项，计划编号：

20184761-T-60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起草工作，主要起草单位为山东泰山体育器材

有限公司、福建省伟志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潍坊中成王体育用品发展有

限公司、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斯坦格运动护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等，本标

准由中国轻工联合会归口。 

2、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搏击运动护具的国家标准，只有 ISO 

21924.X-2017 系列国际标准及 T/CSSGA 1003.X -2017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

会系列团体标准。搏击类运动护具的生产企业在生产时，主要依据的是团

体标准、行业标准及各自制定的企业标准。 

ISO 21924.X -2017 护具系列标准，是由欧洲标准 EN 13277 直接转换

而来，但并非同时发布，欧标 EN 13277 中最早的是 2000 年发布，其技术

项目已不能满足我国广大护具使用者的现实要求；而团体标准的权威性及

公信力又显得不足。因此，制定搏击运动护具国家标准，将填补国标层面

关于搏击类运动护具国家标准的空白，有利于提高护具产品质量、规范企

业生产，与搏击类运动的蓬勃发展相适应，促进搏击类运动护具行业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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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序地发展。 

3、制定工作过程 

1）起草（调研、草案）阶段 

标准起草组搜集了有关标准资料，包括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

准，对这些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与研究。对护具的重点用户、体育院校、有

关检测单位（如北体大、武汉体院、吉林体院、河南登封武校、北京公安、

石家庄质检院等）进行了广泛调研，获得了一手资料，包括护具实际使用

状况与需求、检测中的问题与见解等。根据搜集到标准的技术数据要求，

对护具样品进行了试验与检测，验证了标准技术指标的合理性。这些前期

工作，为国家标准的草案起草积累了基础资料，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2020 年 7 月 3 日，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主持召开了本标准的线上启

动研讨会，参与单位有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福建省伟志兴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潍坊中成王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斯坦格运动护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等。本次会议由泰山体育详细讲解了标准文本。大家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讨论，对试验方法是否合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达

成了以下共识： 

a）本标准为修改采标 ISO 21924-1:2017 

由于申请立项时，ISO 21924-1:2017 还未发布，所以计划下达时未涉

及采标。 

由于 ISO 21924-1:2017 是 EN 13277-1:2000直接转化过来的，标龄过

长，卫生安全指标缺失、试验设备要求精度较低等等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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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起草组确认本国家标准的水平应高于该国际标准，增加了卫生安全

要求和外套层拉伸负荷要求，使标准更加符合我国现代竞技运动的更高需

求。 

b）标准名称中“武术运动”改为“搏击运动” 

中国的“武术”概念特指武术套路与散打。本标准护具的应用范围是

跆拳道、空手道、自由搏击、散打等搏击类运动项目。虽然国际标准的名

称所用单词是“martial arts”,直译过来是“武术”，但是其内涵不同于

我国的武术概念，所以本标准名称中“武术运动”改为“搏击运动”更符

合客观与国情。 

2）征求意见阶段  

……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文件由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福建省伟志兴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潍坊中成王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斯坦格运动护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等单位起草。 

工作组成员：… 

二、本文件起草原则与本文件主要内容的依据 

1、本文件起草原则 

本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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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 21924-1:2017《搏击运动护具 第 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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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由于该标准是 EN 13277-1:2000 直接转化而来，

标龄过长，卫生安全指标缺失、试验设备要求精度较低等等已不能满足行

业发展要求，本文件增加了具体有效的试验方法，并对护具的耐汗渍色牢

度、有害物质限量提出要求，以保证运动员卫生安全。 

2、本文件主要内容 

2.1 主要内容 

本部分规定了搏击运动用护具的名词术语，保护区域、约束性、冲击性

能、外套层拉伸负荷、结构安全、耐汗渍色牢度、有害物质限量等安全项

目的通用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和使用说明。 

本部分适用于散打、跆拳道、空手道、拳击、自由搏击等搏击运动使用

的护具。 

2.2 与ISO 21924-1:2017的区别 

本部分主要增加和修改了以下技术要求： 

——外观要求；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试验设备传感器的先进性与采样频率的提高； 

——外套层拉伸强度。 

2.2.1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表1  有害物质限量 

序号 项目 限量 

1 可分解有害芳香染料 （mg/kg） ≤30 

2 游离甲醛  （mg/kg） ≤75 

3 甲酰胺 （mg/k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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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H值 4.0～8.0 

5 异味 无 

6 可溶性铅（mg/kg） ≤90 

 7 可溶性镉（mg/kg） ≤75 

 注：可溶性重金属含量针对与人体接触的表面。 

 

本表要求依据以下国家标准得出： 

     1)  GB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2）  GB 20400-2006 皮革与毛皮 有害物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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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B/T32614-2016 户外运动服装 冲锋衣： 

 

7        4） GB 20400-2006 皮革与毛皮 有害物质限量 

  “3.2  可溶性重金属限量 

    人造革中可溶性铅含量应不大于90mg/kg，可溶性镉含量应不大于

75mg/kg。” 

2.2.2 试验设备传感器的先进性与采样频率的提高 

对于护具的耐冲击性能，ISO 21924-1:2017只确定了冲击能量——焦

耳的数值，没有具体规定冲击锤的质量大小、自由下落高度的高低。本标

准参照标准制修订比较及时、水平比较先进的国际体操联合会（FIG）的器

材标准，以Ⅳ MAG1 01012020为代表的场地类、落地垫类、助跳板等体操

器材规定的智能冲击试验参数，对本标准的冲击试验进行了具体化描述，

使其便于试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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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感器的取样频率，ISO 21924-1:2017要求至少为2000Hz，本标准

要求至少为5000Hz，提高了取样精度；对于传感器形式，ISO 21924-1:2017

为机电式压力传感器，本标准采用了加速度传感器，提高了敏感度。 

传感器、取样频率及冲击能量对比见表 2： 

             表 2  冲击性能传感器及取样频率               

ISO 21924-1:2017 本标准 

机电压力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 

半机械式 ≥2000Hz 全电子式 ≥5000Hz 

2.2.3 外套层拉伸强度 

外套层拉伸负荷参照采用了GB/T 8949-2008《聚氨酯干法人造革》中机

织布基人造革的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1、主要试验的验证分析 

根据初步确定的冲击试验条件与参数，对泰山体育产业集团、福建伟

志兴、山东国华等国内企业的护具产品进行了有害物质限量、色牢度、冲

击试验验证。通过验证，证实了本标准的可行性、合理性。试验验证结果

见表 3。 

                  表 3  试验验证结果  

样品/部位 变色色牢度 沾色色牢度 冲击性能 
卫生安全（有

害物质限量） 
外套层拉伸负荷 

样品 1 

护头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臂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拳套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腹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裆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腿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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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2 

护头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臂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拳套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腹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裆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腿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样品 3 

护头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臂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拳套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腹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裆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腿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样品 4 

护头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臂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拳套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腹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裆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腿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护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2、综述报告 

搏击运动护具在国家标准层面尚属空白，本标准的制定，一是给我国

的搏击运动者安全带来改善，二是为搏击运动护具的生产和检测提供了与

国际接轨并领先国际水平的依据，为统一和规范搏击运动护具的性能要求

和实验方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搏击运动护具的质量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该标准对提高搏击运动护具产品的质量、规范企业生产、促进搏击运

动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本文件相关专利 

本文件未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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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将对搏击运动护具进行有效的规范，对企业的护具质

量控制起到指导、引领作用，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舒适、安全、可靠的搏

击运动护具产品，给消费者以安全、利益保障。预计本标准实施后，将促

进搏击运动的更大发展，特别是引发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参与搏击运动，并

可以加强相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高产品质量，并因此拓宽国内市场以

及增大国外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六、本文件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本文件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 21924-1:2017《搏击运动护具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标准增加了有害物质限量、外套层拉伸负荷等

安全要求，提高试验设备传感器的先进性与采样频率，使标准更加先进，

更加符合我国现代竞技运动的更高需求。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无任何冲

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的批准发布后 3 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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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本标准变更为修改采标 ISO 21924-1:2017 

本标准申请立项时，国外标准只有 EN 13277-1:2000 可以参考，ISO 

21924-1:2017 还未发布，所以未涉及采标。 

由于 ISO 21924-1:2017 是 EN 13277-1:2000直接转化过来的，标龄过

长，卫生安全指标缺失、试验设备要求精度较低等等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

要求。本标准增加了有害物质限量、外套层拉伸负荷等安全要求，提高试

验设备传感器的先进性与采样频率，使标准更加先进，更加符合我国现代

竞技运动的更高需求。 

2、标准名称中“武术运动”改为“搏击运动” 

中国的“武术”概念特指武术套路与散打。本标准护具的应用范围是

跆拳道、空手道、自由搏击、散打等搏击类运动项目。虽然国际标准的名

称所用单词是“martial arts”,直译过来是“武术”，但是其内涵不同于

我国的武术概念，所以本标准名称中“武术运动”改为“搏击运动”更符

合客观与国情。 

 

 

 

标准起草组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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