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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整合了GB 17498.1-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1部分：通用安全要求》、GB

17498.2-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2部分：力量型训练器材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

方法》、GB 17498.4-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4部分：力量型训练长凳 附加的特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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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8.6-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6部分：跑步机 附

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7-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7部分：划船器 附

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8-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8部分：踏步机、

阶梯机和登山器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7498.9-2008《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9部分：椭圆训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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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的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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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规定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对于特殊类型的器材，本文件规

定的特定产品安全要求作为其补充或改进。

对于至今尚无特殊（专门）类型安全标准发布的器材，在单独使用本文件时，应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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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

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的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3.1中定义的所有的固定式健身器材。它包括有业主（具有法律责任的人）控制管理

的各团体训练场所使用的固定式健身器材（S类和I类），例如：体育协会、教育机构、酒店、体育馆、

俱乐部、康复中心和工作室；它也包括家用固定式健身器材（H类）和其它类型的固定式健身器材，包

括3.1中所定义的电力驱动的固定式健身器材。

注 1：本标准适用于在学校或在其它教学环境下应用于教育目的或在成年导师监督指导下用于教学内容的固定式健

身器材，不适用于 14岁以下儿童独立使用的固定式健身器材和在没有监管(例如可自由接近)情况下的室外固

定式健身器材。如果使用者有特别的需要(医疗康复和残疾)，所有者(法律责任人)应做一个风险评估来确保

使用安全；如有必要，应有专业人员监护其活动过程。

注 2：除了 GB 17498 本部分的要求之外，如果固定式健身器材用于医疗目的，应关注 1993 年 6 月 14 日 93/42/EEC

理事会指令对各成员国有关医疗器械的相关要求。

注 3：除了 GB 17498 本部分的要求之外，若固定健身器材用于教儿童之目的，应关注 2009 年 6 月 18 日 2009/48/EC

理事会指令对各成员国有关玩具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要求。

注 4：如果固定式健身器材的设计用于残疾人，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规定。

注 5：关于易燃性，应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注 6：如果固定式健身器材含有对环境有害的零部件，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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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 自行车安全要求 （GB 3565-2005,ISO 4210：1996，IDT）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4706.1-2005，ICE 60335-1：2001，

IDT）

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GB 9706.1-2007，IEC 60601）

GB 12265.1 机械安全性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域的安全距离（GB 12265.1-1997,EN 294：1992，MOD）

GB 14048.14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5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具有机械锁闩功能

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GB/T 14048.14-2006,IEC 60947-5-5：1997，IDT）

GB 17498.1 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2 力量型训练器材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4 力量型举重训练长凳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5 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6 跑步机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7 划船器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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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498.8 踏步机、阶梯机和登山器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9 椭圆训练机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4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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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少（GB/T 15706-2012，ISO 12100－2010，IDT）
GB/T 15706.1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1 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GB/T 15706.1

-2007,ISO 12100-1：2003，IDT）

GB/T 15706.2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2 部分：技术原则（GB/T 15706.2 -2007,ISO

12100-2：2003，IDT）

ISO 4210-8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8 部分：踏板和传动系统的试验方法

ISO 5904 体操器械 –自由体操落地垫和地面-防滑性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17498.1、GB 17498.2、GB 17498.4、GB 17498.5、GB 17498.6、GB 17498.7、GB 17498.8、GB

17498.9、GB 17498.10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式健身器材 stationary training equipment

自由放置在地面上或固定在地板、墙面、天花板或其它固定结构上的，在使用过程中不会移动的器

材。

固定式健身器材能够用于:
a) 强身健体；

b) 健康性锻炼；

c) 体育教学；

d) 专业竞赛训练和相关体育活动；

e) 预防与康复训练。

3.2

把手 Handle

人的手可以直接把持的部件和部位。

3.3

扶手 Handrail
用来保持身体平衡或支撑身体的横杆或握把。

4 分类

S（Studio）类： 专业和／或商业使用。

该类器材用于团体的训练场所，例如：体育协会、教育机构、酒店、体育馆、俱乐部和工作室，这

些地方的所有者（法律责任人）必须明文规定可进入和控制的条规。

H（Home）类：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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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类 ：专业或商业使用，包括提供给特殊需求人群（如视觉、听觉、身体或智力障碍者）使用。

该类器材也应符合S类的要求。

该类健身器材用于团体的训练场所，例如：体育协会、教育机构、酒店、体育馆、俱乐部、康复中

心和工作室，这些地方的所有者（法律责任人）必须明文规定可进入和控制的条规。

5 通用安全要求

5.1 器材稳定性

固定式健身器材在使用过程中、折叠后在最不利方向倾斜10°应保持稳定。

5.2 外部结构

5.2.1 棱边和尖角

器材上所有需支撑身体的棱边和尖角都应有大于等于2.5 mm的倒角。

其它可被使用者或第三者易接触到的零部件边缘应圆滑、无毛刺或加有相应防护措施。

5.2.2 管材末端

易接触的管材末端应使用器材部件或管塞加以封闭。

如使用管塞，应在特定的耐久负荷测试后保持在原始位置。如无特定的耐久负荷测试标准，管塞需

承受不小于20 N的拉脱力。

5.2.3 手和脚可触及区域内的剪切和挤压点

在活动部件间、活动部件与固定部件间、活动部件与地面间的剪切挤压点需加以防护或间隙不得小

于60 mm，下列情况除外：

a) 如果只危及手指，间隙应不小于 25 mm；

b) 如果使用者的身体可以阻止第三者的接近，并且使用者可以立即停止运动，间隙应不小于 25 mm；

c) 如果两相邻活动部件或一固定部件与相邻活动部件夹角始终不小于 50°，则不认为是剪切点；

d) 开口和明显的挡块排除在外；如果挡块是运动的，则挡块在运动范围内与任何部件的间隙不得

小于 25 mm。

所有产品在使用中均应满足上述要求。

对于折叠产品在折叠和打开过程中，如果同时满足下列3种情况则不需要考虑上述要求：

——折叠、打开和/或存储中不存在意外的变动；

——剪切挤压点始终在使用者视野范围内；

——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立即停止运动。

5.2.4 手和脚可触及区域内旋转和往复部位的剪切和挤压点

在活动部件之间、活动部件与固定部件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60 mm，下列情况除外：

a) 如果只危及手指，间隙应不小于 25 mm；

b) 如果两相邻活动部件或固定部件与活动部件间间隙在使用或调节时不发生变化，则间隙应小于

9.5 mm，或应大于 25 mm；

c) 开口和明显的挡块排除在外，如果挡块是运动的，则挡块在运动范围内与固定部件的间隙不得

小于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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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重块或阻力方式

隶属于器材上的所有重块的移动范围应仅限于完成设计的训练。

带有储存能量的配重和负载（如弹力绳、弹性管、机械弹簧）需自由移动并返回起始位置。

重块在使用中应安全可靠。

5.3 进出和解脱装置

按照使用说明进行使用时应避免发生使用者无法离开的情况（如提供辅助逃脱方式）。

5.4 调节和锁定装置

器材上的调节和锁定装置应功能可靠，以便使用者识别和安全使用。且应杜绝因疏忽而变动的可能

性。

调节和锁定装置，如把手和杠杆等不得与使用者的运动范围发生干涉。

重块选择的插销应配置防松装置来阻止运动中意外的改变或变动。

5.5 绳索、带子、链条和附件

5.5.1 通则

绳索、带子、链条和附件应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其抵抗破坏的拉力应为使用中所能产生最大负荷的

6倍。滑轮设计应符合绳索、带子或链条制造商的要求。

绳索、带子、链条和附件不应破损且能正常使用。

5.5.2 绳索和带子

绳索和带子末端应齐平，且应检查可见。

压制的接头不得弯曲。

绳索及带子的尾端及把手，不应有锐边及末端磨损现象。

5.5.3 绳索和带子控制

应采用措施防止钢索或带子在使用或装配中松脱。

5.6 绞入点

在高度1800 mm以下的绳索或带子驱动装置的绞入点需加以防护，但表面压力小于90 N/cm
2
或绞入

点的入口在训练过程中被使用者身体所阻挡的情况除外。

该要求可以通过保证绳索和防护装置之间的夹角在任何情况下不小于50°来实现。防护装置不得与

滑轮一起转动，钢丝绳与滑轮不应做为绞入点。

链条、齿轮和齿链轮的绞入点，应按照ISO 12100（GB/T 15706）加以防护。在器材正常使用中，

将试验指从各个方向插入驱动和传动部件之间的任何的绞入点（试验指不应超过保护罩的边缘），试验

指不应被卡夹。

5.7 把手

5.7.1 整体式把手

手握位置应清晰可辨且有防滑设计（有纹路的，包裹的，滚花的）。

5.7.2 外加式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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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手套上施加70N的拉拔力时，外加把手不应移动，且外加把手需有防滑表面。

5.7.3 旋转式把手

旋转式把手在使用中应安全可靠并有防滑设计。

5.8 耐久性要求

经耐久性试验后，固定式健身器材应按生产商操作说明所述的保持正常功能。

尽可能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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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次；

b) S 类，大于许可运动行程的 80%，100000 次：

1) 采用最大载荷；

2) 承载方向与 50%的人员确定的运动规则相一致；

3) 运动频率按照 3 个人预先负载训练试验的平均数。

5.9 电气安全

涉及电气电子方面的，应满足GB4706.1的要求。对于医疗器械，应满足GB9706.1的要求。

5.10 载荷

5.10.1 固有载荷

器材每个支撑使用者体重的面，应根据产品种类测试能承受人体质量2.5倍的载荷（商用应能承受

人体质量4倍的载荷）。

试验结束后，器材不应有破损且仍应具有说明书所描述的正常功能。

5.10.2 外部载荷

在最大和最小阻力或重力（包括附加的阻力或重力，例如支撑需提供的额外重力）下进行最大行程

运动试验时，若承载有使用者体重和（或）使用者用力时产生的作用力或力矩，以及其他因素产生的力

或力矩（例如支撑提供的额外的重力）时，每件器材应能承受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的载荷：

F = [Gk + 1.5G] x 2.5 x 9.81 m/S² (1)

F 负载（N）；

G 以Kg表示的制造商声称的最大训练负载(见5.17)；

Gk 以Kg表示的由使用者体重施加于支撑上的负载；

1.5 动态系数；

2.5 安全系数

9.81 重力常数

器材在试验之后，不应有破损，且仍应具有说明书所描述的正常功能。

6 特定产品安全要求

6.1 力量型训练器材

6.1.1 载荷

6.1.1.1 固有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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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使用者体重的器材各部分应能承受力F：

H类 人体质量（100kg）的 2.5 倍不损坏，

S类 人体质量（100kg）的 2 倍无永久性变形。

按GB 17498.2-2008中固有载荷试验时，支撑处（例如，承载表面）变形应不超过 f =
100

1 ，悬臂

支撑处（悬臂表面）应不超过 f =
150

1 ，其它部位变形量应不超过1%。

施加人体质量（100kg）4倍的静载荷时，训练器材应不损坏。

6.1.1.2 外部载荷

6.1.1.2.1 H 类

按 GB 17498.2-2008 中外部载荷试验，承载使用者人体质量和/或反作用力或使用者施加的作用力

矩时，器材的各部件应承受按公式（1）计算的力 F（单位：N），应不损坏。

F=[GK+1.5G]×2.5×9.81 …………………………… (1)

其中:

G—制造商给出的最大载荷，kg；

Gk —由相应的人体质量(100 kg)所决定的力，kg;

1.5—动载系数;

2.5—安全系数。

6.1.1.2.2 S类

按 GB 17498.2-2008 中外部载荷试验时，当承受使用者人体质量和/或反作用力或使用者的作用力

矩时，器材的各部件应承受按公式（2）计算的力 F（单位：N）不应有永久变形。

F=[GK+1.5G]×2×9.81 …………………………… (2)

其中:

G—制造商给出的最大载荷，kg；

如果超过制造商规定的最大载荷时，采用表 1中定义的力矩作为 G 的计算基础；

Gk —由相应的人体质量(100 kg)所决定的力，kg；

1.5 —动载系数；

2 — 安全系数。

试验后，支撑处(承载表面) 的变形应不超过 f =
100

1 。

悬臂支撑处（悬臂表面）的变形应不超过 f =
150

1 。

其它尺寸变形量应不超过 1%。

如果大于制造商规定的最大载荷，在其设计的各种训练的运动范围内器材应承受表 1所给出的最小

力矩。

当施加由公式（2）安全系数为 4 计算出的静载荷时，训练器材应不损坏。

6.1.2 耐久性

按 GB 17498.1-2008 中耐久性试验后，训练器材应具备正常功能。

当训练器材由两种以上（含两种）的独立功能单元组成时，每一单元都应能经受住耐久性载荷试验。

当已经进行一种以上的功能试验后，再进行每个单独试验前可更换已经使用过的共用件，例如：绳

索，滑轮，轴承。

6.1.3 配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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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易触及挤压和/或剪切点

6.1.3.1.1 通则

应防止第三方不受控地接近配重块的挤压和/或剪切点。作为一个整体升降的重块组，在移动期间，

其与器材任何部件或地面的距离应不小于 60 mm。

6.1.3.1.2 H 类

H类可由下述二种方式之一实现：

a) 按照 GB 12265.1 用防护罩围住重块组，除了用于调整重块的最大宽度为 75 mm 的间隙外；

b)当器材不使用时，通过锁定机构防止重块组的移动，并利用训练区禁止第三方接近。

6.1.3.1.3 S 类

6.1.3.1.3.1 护罩

按使用说明书中描述的，如果重块组在使用者正常训练位置的后方（见图1，垂直面AB），除了一

边有一个最大75 mm的间隙用来选择重块，其它所有面应围住。被围住的重块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1800 mm以内，护罩至少高出处于最高位置的重块上边缘60 mm。

当整个重块组在使用者的一侧并在 AB 的前部（见图 2）时，远离使用者的三个侧面应围住，重块

的选择应在其敞开的一边。

单位：mm

1 头部、胸部或背部支撑

图 1 重块组位于使用者背后

1

A

1

B

75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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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头部、胸部或背部支撑

图 2 重块组位于 AB 前面

如果重块组的任何部分超出 AB 面的后面（见图 3），重块组的所有侧面应围住。AB 是头部、胸部或

背部支撑最大受力处上横向画出的线。若没有支撑，AB 从使用者最大受力处的位置横向画出。

1 头部、胸部或背部支撑

图 3 重块组位于 AB 的后面

在多组重块远离使用者的三个侧面有框架能防止第三方不受控制的进入时，则三个侧面不需防护。

接近使用者的一面适用6.1.3.1.2。

6.1.3.1.3.2 无护罩

训练过程中如果重块组总是位于使用者前面，且使用者视线范围内不受明显遮挡（见图4），重块

组就不需要防护。

因为训练中反作用力超过了正作用力，当第三方无意中进入重块区域时，使用者总是能够立刻停止重块组的移动，

所以不需要防护。

1

A B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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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头部、胸部或背部支撑

ａ 视野

图 4 重块组位于使用者前部

6.1.4 配重盘

每一个配重支撑的最大承载能力应在器材上标示出来。应配备符合第 5 章中 5.4 要求的锁定装置来

防止配重盘趺落。

其他形式的阻力（如：弹力绳，弹簧）的配置或安装方法应符合第 5 章中 5.4 的要求。

6.2 力量型训练长凳

6.2.1 带有固定杠铃支架的长凳

6.2.1.1 杠铃的稳定性

应通过支点距离或安全装置的方法来防止由不平衡负载造成杠铃的倾翻。

6.2.1.2 带有固定杠铃支架的长凳的横向稳定性

当以不平衡负载垂直施加于纵向轴时，带有固定杠铃支架的长凳应稳定。

6.2.1.3 带有固定杠铃支架的长凳的纵向稳定性

带有固定支架的长凳沿长凳纵向方向应稳定。

6.2.2 自立杠铃支架

自立式杠铃支架应有一个与地面连接的装置。

6.2.3 杠铃支架的尺寸

当用直径为 30 mm 杠铃杆进行测量时，支架（套或叉）的前部顶端到静止杠铃杆的最低处的垂直高

度 a 应为 20 mm 至 40 mm，其后部至少比前部顶端高 80 mm(见图 5)。

1

A B

75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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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a) 20mm-40mm

图 5 杠铃支架的尺寸

6.2.4杠铃支架的强度和稳定性

在承受非对称杠杆冲击时，杠铃支架的后部承受负荷时应无损坏和破损，不应翻倒，并仍然能满足

生产商预期的功能。

6.2.5 杠铃支架

对于支撑自由杠铃片的任何部分，应便于使用者拿起和放回杠铃。

6.3 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6.3.1 外部结构

6.3.1.1 传动部件和旋转零件

如果曲柄在旋转过程中有任何一点超出保护罩，则曲柄超出保护罩的部位和保护罩之间的距离不得

小于10mm。

且传动部件、风扇、惯性轮应加防护，以确保按GB 17498.5中传动件和转动件试验时，试验指不会

被夹住或触碰到表面不光滑的运动部件。

6.3.1.2 表面温度

训练器材在较长时间使用后易触及部件的温度应不高于 65℃。

6.3.2 固有载荷

6.3.2.1 座椅杆和主架

健身器材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质量的2.5倍±5%或至少2500N（取较大值）时不应发生损

坏。在试验过程中健身器材不允许倾倒，夹紧的座椅杆不应向座椅管内滑移超过5mm。

6.3.2.2 把手和主架

按GB 17498.5中固有载荷试验：

φ
3
0±

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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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类的健身器材，把手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质量0.3倍±5%或至少(300±15)N（取较大值）；

类别为S类和I类的健身器材，把手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质量0.3倍或至少(450±15)N（取较

大值）。

卧式健身车，座椅的把手在垂直方向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质量2.5倍±5%或至少2500N（取

较大值）。

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损坏，应仍具有制造商说明的正常功能。

6.3.2.3 脚蹬和主架

脚蹬应符合ISO 4210-8的要求。按GB 17498.5-2008中相应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损坏，应

仍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6.3.3 座椅杆-座椅

6.3.3.1 插入深度

座椅杆应该有永久的标记，标识出插入座椅管最小的插入深度，其数值至少为截面相关尺寸（例如

圆管的直径或矩形管最长的对角线长度）的1.5倍。如果最小的插入深度在设计时作了限位，可以不要

该标记。

6.3.3.2 座位倾斜

座椅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重量2/3倍后，座椅的倾斜偏离不得超过原始位置的2°。试验

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损坏,应仍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6.3.4 把手

把手杆应可以调节，或具备多个抓握的位置。

如果把手杆垂直高度可以调节,应该要有永久的标记，标识出插入把手杆座管的最小的插入深度，

其数值至少为截面相关尺寸（例如圆管直径或矩形管最长的对角线长度）的 1.5 倍。如果最小的插入深

度在设计时作了限位，可以不要该标记。

6.3.5 稳定性

健身器材放置在斜度为(100
+1)°的斜坡上。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倾倒。

6.3.6 卧式健身车、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和综合曲柄类健身器材的附加要求

6.3.6.1 综合曲柄类健身器材

如果健身器材具备上下肢曲柄转动系统，在只使用一个曲柄转动时，应有一个装置来使另一个曲柄

脱离，以避免无意识的夹手和夹手指。

6.3.6.2 座椅系统

按GB 17498.5相关试验后，座椅靠背应承受一个静态载荷。

H类，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重量1倍±5%或至少1000N（取较大值）；

S类和 I 类，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重量 1.5 倍±5%或至少 1500N（取较大值）； 试验后，

座椅系统不能损坏，应仍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6.3.7 附加的等级要求

6.3.7.1 飞轮装置

训练器材应有一个飞轮装置。

6.3.7.2 制动力矩

对于非速度关联的训练器材（训练器材有一个恒定的作用力），制动力矩的调节依据功率范围，应

符合下列要求：

在 60r/min时制动力矩应不小于 40 N·m。
注1：这相当于 250W。

功率P的调节幅度应不大于 2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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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速度关联的训练器材，在 70r/min时制动力矩不小于 14 N·m。
注2：这相当于 100W。

6.3.8 耐久性

按GB 17498.5中耐久性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应仍具有制造商所说明的功能要求。

6.4 跑步机

6.4.1 外部结构

6.4.1.1 易触及区域内的挤压和剪切点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仰角的改变导致器材上任何部件与地面的距离小于 60mm，仰角变化速度应不超

过 1°/s。

使用者应能停止其运动。

6.4.1.2 传动件和转动件

应避免跑步表面、后滚筒和框架之间，后滚筒/跑步带和地面之间的引入点，可通过采用后滚筒防

护罩来实现（见图 6）。

按 GB 17498.6-2008 中传动件和转动件试验时，在后滚筒护罩与跑步表面之间试验指不应卡住。在

所有运转条件下跑步表面边缘与后滚筒护罩的距离应不小于 10mm。

电机驱动系统的元件应符合 GB/T 15706.1 和 GB/T 15706.2。

单位：mm

5 脚踏平台（也能覆盖跑步带） 8 跑步表面（带）

6 后滚筒护罩 11 后滚筒

图 6 后滚筒护罩

6.4.1.3 表面温度

按 GB 17498.6 中表面温度试验显示，器材易触及部件的温度应不大于 65℃。

6.4.2 紧急停止

6.4.2.1 通则

所有动力驱动的跑步机应配有紧急/安全停止开关，包括按钮式开关或拉线式开关。

5

6

11

8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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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特性

在紧急停止装置人工复位前电路不应复位接通。多个紧急停止装置的情况下，在所有执行装置复位

前电路不应恢复接通。

人工控制的紧急停止装置触点应确保直接断开，详见 GB 14048.14。

使用者应能容易触及紧急停止装置。

当开关启动后，应能不用软件就切断主电源，且跑步机应完全停止。

6.4.2.3 紧急制动器操作开关

紧急制动器操作开关应是红色，操作开关背景应是黄色。按钮式的操作开关应为掌状或蘑菇头状。

6.4.3 锁定方法

动力驱动的跑步机应有一个锁定的方法以防止第三方不受控制的使用。此方法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注

明。

6.4.4 稳定性

按 GB 17498.6-2008 稳定性试验时，跑步机不应倾翻。

6.4.5 静态载荷

按 GB 17498.6-2008 中静态载荷试验时，跑步机应承受下列载荷：

a) H 类 人体质量（100kg）的 4倍；

b) S 类 人体质量（100kg）的 6倍。

试验后，跑步机没有损坏且应仍具有按制造商使用说明正常运行的功能。

对有坡度的跑步机，试验应分别在水平状态、中间状态和最大坡度的情况下进行。

6.4.6 耐久性

按GB 17498.6-2008中耐久性试验时，跑步机应承受：

a) H类12000次冲击；

b) S类100000次冲击。

试验后，跑步机应具有按制造商使用说明正常运行的功能，不应呈现任何破损。

6.4.7 侧扶手/前把手

为了使用者的扶持和紧急跳离，跑步机应配备侧扶手或前把手。并可以采用下列之一的配置：

a) 一个前把手；

b) 两个侧扶手；

c) 二者的组合。

前把手应：

d) 具有最小宽度（跑步表面的宽度+50mm），且与跑步表面的纵向轴线对称；

e) 距跑步表面的垂直高度为 800mm～950mm。

从两侧扶手内侧进行测量，侧扶手的间距最大不能超过 900mm。

每个侧扶手的长度应不小于跑步表面长度“l”的 30%，见 GB 17498.6-2008 中图 1 中适合的侧扶手。

按 GB 17498.6-2008 相关试验时，侧扶手/前把手永久变形应不超过 3%。如果跑步机同时具有侧扶

手和前把手，它们应同时满足此要求。

6.4.8 脚踏平台

跑步机应配有脚踏平台，见 GB 17498.6-2008 中图 1。

除去后滚筒护罩后，脚踏平台长度不低于跑带有效长度的 70%，宽度不小于 80mm。

脚踏平台应具有至少为 400mm×70mm 的防滑表面，按 ISO 5904 试验时，摩擦系数不小于 0.5。

按 GB 17498.6-2008 相关试验时，脚踏平台的永久变形应不大于 3%。

侧扶手可与脚踏平台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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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节内容不适用于无坡度或惯性轮的人力跑步机。

6.5 划船器

6.5.1 外部结构

6.5.1.1 易触及区域的挤压、剪切和往复运动点

如果只危及手指，活动部件和相邻活动或刚性部件间距离应不小于 25 mm；否则距离应不小于 60

mm。

不包括必需的挡块（如果使用者不会处于危险中）。每个易接触的挡块面积应不小于400mm2。对于

能够被压缩的挡块，当施加90 N/cm2的压力时，挡块压缩后的面积应不小于400 mm2。

使用时，在整个运动范围内，如果挤压点一直在使用者的视野内，则60mm不适用（见图7）。

如果运动过程中活动部件和相邻刚性部件间距离保持不变，按 GB 17498.7 中相应试验时试验指应

不被卡住。

1—座位

图 7 视野

6.5.1.2 传动件和转动件

传动件、风扇和惯性轮应加以防护，按GB 17498.7-2008中相应试验时，试验指应不被卡住。

6.5.1.3 表面温度

按GB 17498.7-2008中表面温度试验时，划船器易触及部件温度应不大于65℃。

6.5.1.4 座位

分别从各个方向对座位施加100 N的力并保持1min，座位应不脱轨。

6.5.2 固有载荷

按GB 17498.7-2008中固有载荷试验时：

－ H类 250kg；

－ S类 300kg。

A

75º

7



GB XXXXX—XXXX

15

器材应能承受试验载荷，各部件变形：简支梁不超过
100

1 ；悬臂梁不超过
150

1 （见下图8）。

试验后，器材所有部件应能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正常使用。

座位的轮子或滚筒不应有过度的摆动，应旋转自如。

a) 简支梁 b) 悬臂梁

图 8 永久变形测试

6.5.3 把手杆

划船器的把手杆通过柔性部件（绳带或链条）与划船器相连时，把手杆质量（不包括柔性部件）应

不大于 600g。

6.5.4 脚蹬板和脚套

对于S类和H类，应配备保证扣紧脚部装置（脚套）；对于S类，脚蹬板或脚套应是可调节的，以适

应不同脚的尺码。

在脚套的中心施加与脚蹬板垂直的力并保持1min，每个脚套应能承载：

－ H类 500N；

－ S类 1000N。

没有损坏。

每个脚蹬板承受 1000N 的测试载荷没有损坏。

6.5.5 耐久性

按GB 17498.7-2008中耐久性试验时，划船器应承受：

－ H类 12000个周期；

－ S类 100000个周期。

试验后，划船器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应能正常使用且不应有任何损坏的迹象，如漏油。

6.5.6 稳定性

按GB 17498.7-2008中稳定性试验时，划船器的底部升高应不大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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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踏步机、阶梯机和登山器

6.6.1 外部结构

6.6.1.1 易触及区域的挤压、剪切和往复运动点

如果仅危及手指，活动部件和相邻活动部件或刚性部件间距至少为25 mm；否则其距离至少为60 mm。

必需的挡块除外（如果不危及使用者）。

挤压点在使用者活动范围的视野之内时， 25mm和60mm的要求不适用（见图9）。

图 9 视野

训练器材不使用时，25 mm要求同样适用。

如果踏板间距大于60 mm，脚踏板内侧不需要脚部护板（见图10a）。

如果踏板被最小宽度为30 mm的固定部件（例如：框架、护板或平滑盖板）隔开，则踏板和隔断部

件间应有不大于9.5 mm的固定距离，且脚踏板内侧不需要脚部护板（见图10b）。

当脚踏板内侧有30 mm高的护沿，脚踏板间距最小为25 mm（见图10c）

在所有三种情况下，在踏板内侧的自由空间内不应有任何凸起，例如螺栓等。

如果控制杆或脚踏板作为可接近的停止装置，这种装置应有至少 800 mm2的平整接触面，且装置的

边缘应有半径不小于 2.5 mm 的圆角。最大停止负荷应不超过人体质量。

1 自由空间

 
100min

10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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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in

9.5max 25m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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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2
3

75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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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固定间距的封闭平面区域

3 脚部护板

图 10 挤压点

脚踏板底部和地板或底架间的距离应不小于60 mm，不包括可接触的停止装置。

6.6.1.2 传动件和转动件

所有传动件，如风扇和惯性轮都应施加保护，以保证使用者手指不被卡住。

6.6.1.3 表面温度

按GB 17498.8-2008中表面温度试验时，训练器材易触及部件的温度应不大于65℃

6.6.2 固有载荷

6.6.2.1 在承载人体质量（100 kg）2.5 倍的载荷后， H 类器材的各零部件应不损坏。

6.6.2.2 S 类器材的各零部件应能承受人体质量（100 kg）2 倍的载荷不永久变形。

按照GB 17498.8-2008中固有载荷试验后，支撑面（例如承载面）变形应不超过f =
100

1 ；悬臂支

撑（悬臂面）变形应不超过f =
150

1 ；其他尺寸变形量应不超过 1％。

训练器材应能承受人体质量（100 kg）4 倍静载荷不损坏。

100 kg作为人体质量的额定载荷。

试验后：

-支撑面（例如承载面）变形应不超过f = 100
1

；

-悬臂支撑（悬臂面）变形应不超过f = 150
1

；

-其他尺寸变形量应不超过1％。

6.6.3 扶栏/把手

如果训练器材安装了扶栏/把手，按GB 17498.8-2008相关试验时，扶栏/把手永久变形应不大于 3％。

所有易触及边缘都应有半径不小于 2.5 mm的圆角。

6.6.4 脚踏板和阶梯

脚踏板和阶梯的所有易触及边缘都应有半径不小于 2.5 mm的圆角。

按照ISO 5904测试时，踏板/阶梯表面的摩擦系数应大于 0.5。

脚踏板和阶梯的宽度应不小于 100 mm,不包括脚部护板。

6.6.5 耐久性

按GB 17498.8-2008中耐久性试验时，训练器材应能承受：

-H类 12000个周期；

-S类 100000个周期。

试验完成后，训练器材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应能正常使用且不应有任何损坏的迹象，如漏油。

6.6.6 自由轮

在配有风扇或惯性轮的踏步机上，传动装置应为自由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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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椭圆训练机

6.7.1 可触及区域内外部结构的挤压和剪切点

按GB 17498.9中挤压和剪切点试验，椭圆训练机应无挤压和剪切点。

6.7.2 表面温度

按GB 17498.9中表面温度试验时，椭圆训练器材上易触及部件的温度应不高于 65℃。

6.7.3 把手

6.7.3.1 活动把手

活动把手的永久变形量不应大于3％。

活动把手的末端应设计成可防止使用者或第三者的面部区域眼球穿透的风险。

设计可包括但不限于：

a）把手末端的直径≥50mm并且有R≥5mm的圆角或；

b）把手弯曲成至少180°的倒U形，以减少面部区域和尖端之间接触的风险。

6.7.3.2 固定式车把

对于固定式把手永久变形量不应大于3％。

6.7.3.3 座椅把手

座椅把手应能承受2倍用户手册规定的最大使用者重量或者≥2000N的垂直载荷（以较大者为准），

测试在最不利的位置进行。

试验后，器材不应损坏，仍具有制造商所预期的功能。

所有可触及的边缘应为倒圆弧形，半径≥2.5mm。

6.7.4 脚踏板

6.7.4.1 防滑表面

脚踏板的防滑表面应占总可用表面的≥90％，长度≥300mm，宽度≥100mm。防滑表面摩擦系数> 0.5。

6.7.4.2 防护装置

脚踏板内侧和前沿应有高度不小于30mm的防护栏，并且沿脚踏板内侧边缘的长度≥80％。 如果在

脚踏板外面的区域有挤压和/或剪切点，则应在脚踏板外侧增加一个防护装置，使其与内侧防护装置的

要求相同。

脚踏板在移动期间任何时候超过与水平面成45°的角度，坐式椭圆训练机应在脚踏平台后部的90％

以上具有附加的防护装置或脚跟限制装置。

6.7.5 稳定性

按GB 17498.9中稳定性试验时，训练器材应不倾翻。

6.7.6 耐久性

按GB 17498.9中耐久性试验时，训练器材应能承受：

H类 12 000个周期；

S类 100 000个周期。

试验完成后，训练器材应能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中功能正常使用，且不应有任何损坏的迹象。

6.7.7 座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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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系统应能承受以下静态载荷：

- 对于H 类：用户手册中指定的最大用户体重±5％或≥1000N，以较大者为准；

- 对于I 类和S 类：用户手册中指定的最大用户体重的1.5倍±5％或≥1500 N，以较大者为准。

卸载后，器材不应损坏并能满足制造商预期的功能。

6.7.8 其他警告

对于B级和C级，在器材上应有警示语，表明其不适用于高精度用途；“警告-此固定式训练器材不

适用于高精度目的”。

如果存在心率系统，对于S和I类，应发出具有以下内容的警告：

“警告 -心率监测系统可能不准确。如果感到晕眩，立即停止运动”

心率警告应置于显示控制台的显眼位置。 所有其他警告应置于显眼位置。

6.8 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

6.8.1 外部结构

6.8.1.1 传动件和转动件，挤压点和剪切点

训练器材踏板曲柄回转直径大于护罩直径时，踏板曲柄和固定部件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0 mm；如果

护罩直径大于踏板曲柄直径，则此要求不适用。

传动件应依照 GB/T 15706.1进行防护。其他所有部分依照GB 17498.1的试验指试验，试验指应不

被卡住或接触到表面不光滑的运动部件，惯性轮边缘的半径应不小于 2.5 mm, 踏板边缘应无毛刺、圆

滑或用其他方式来防护。

6.8.1.2 表面温度

按GB 17498.10中表面温度试验时，器材易触及部件的温度应不大于 65℃。

6.8.2 固有载荷

S类：按照GB 17498.10中固有载荷测试时，应对座位立杆施加由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人体质量4倍的

力或施加 4000N的力（取两个力中较大值）。试验后，器材应能依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中功能正常运行。

H 类：按照GB 17498.10中固有载荷测试时，应对座位立杆施加由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人体质量 3 倍

的力或施加3000N的力（取两个力中较大值）。上述两类踏板和曲柄在测试时均应承受由制造商规定的

最大人体质量 4 倍的力或施加 4000N的力（取两个力中较大者）。试验后，器材应能依照制造商使用

说明中功能正常运行。

座位应按照GB 3565测试。

在进行座位立杆和踏板的测试过程中，训练器材应不倾翻。

试验时夹紧的座位立杆在座位套管中的滑动距离应不超过 5mm。

6.8.3 座位立杆-座位

座位立杆处在最高位置时的最小插入深度应为 55mm。座位立杆上应有一个永久标识和文字“STOP”

来显示最小插入深度，如果设计上已经保证最小插入深度，则此标识可免除。

通过锁定系统，在最高位置时的插入深度应不小于 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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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把手

6.8.4.1 把手立杆

把手立杆处在最高位置时的插入深度应不小于 55mm。

把手立杆上应有一个永久标识和文字“STOP”来显示最小插入深度，如果设计上已经保证最小插入

深度，此标识可免除。

6.8.4.2 把手

按照GB 17498.10中测试时，在垂直方向上施加由制造商规定最大人体质量的 1.5倍或 1500N的力

（取两个力中较大值），并在水平方向施加最大体重 0.5倍或 500N的力（取两个力中较大值），把手

应不损坏或永久变形量不超过 10%。

试验后，把手应能够按制造商说明正常使用。

6.8.5 踏板

踏板上应有一个装置用于固定脚部，防止意外移动。

6.8.6 曲柄踏板组件

按GB 17498.10中曲柄踏板组件试验时，曲柄踏板组件应承受 (750±10) N的动载：对于 S 类进行

1000000转，对于H类进行120000转，频率不大于 25Hz。曲柄踏板组件在承受 4000N的静载荷后应没有

任何裂痕或结构损坏。

6.8.7 稳定性

按GB 17498.10中稳定性试验，训练器材应不倾翻。

6.8.8 锁定装置

家用（H类）带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应配备一个锁定装置，以防止第三方尤其是儿童任意使用

或转动旋转部件。

6.8.9 紧急制动

带固定轮和无飞轮的健身车应有紧急制动系统，且使用者容易看到和操作该系统。在启用系统时，

向下（推）最大力 100N或向上（拉）最大力 50N，曲柄能在一圈内停止（双向）。

紧急制动器操作开关应为红色。如有背景，背景色应为黄色，按键式操作开关的形状应为掌状或蘑

菇头状。

类似于自行车手闸的制动系统，要满足图2的尺寸要求。握闸尺寸d：在点B应不大于 90mm；在点B

和点C之间应不大于 100mm。

按GB 17498.10中紧急制动试验后，制动杆应无损坏或永久变形量不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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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 11 制动杆尺寸

6.8.10 底部间隙

踏板上任何刚性部件到地面或地面上的框架之间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 60mm。

7 通用使用说明

健身器材应提供官方语言的使用说明书，应包括（如果适用）以下信息：

a) 客户服务地址；

b) 制造商或者进口商的详细地址；

c) 适用范围说明（如室内使用，使用类别的解释）；

d) 器材进入方向需有比训练区域大 0.6 m 以上的自由区域，自由区域还需包括紧急脱离区域，当

器材彼此相邻摆放时可以共享自由区域，自由区域和训练区域需以专用的图表示；

e) 正确使用器材和强调安全操作，以及无人监管的儿童应远离器材的重要性的信息；

f) 使用者在健身器材上运动的正确人体生物力学的说明；不正确或过度锻炼可能对健康造成伤害

的警告；针对器材设计的每一种主要锻炼方式的说明；

g) 用文字表述困难或复杂的运动，应附以图示说明；

h) 安全使用进入和逃离方法的说明；

i) 结构设计图示；

j) 任何调节装置都应放置正确，不得阻碍训练者运动的警示；

k) 独立器材需安装在稳定的水平地面上的警告（警示）；

l) 负载的设置以及器材的调节方法（如座位调节方法）；

m) 允许使用者最大质量的提示；

n) 如果适用，最大训练载荷的提示；

o) 如有显示功能，对显示数据的说明；

p) 如有心率监视系统，需有警示语：“警告！心率监视系统可能不准确，过度锻炼可能会造成严

重伤害或死亡，如果您感到不适请立即停止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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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识

健身器材应永久性地至少标出下列内容：

a) 制造商、供应商或进口商的名称或商标及其完整的地址；

b) 对于个别的训练站的所允许的使用者的最大身体质量和最大重力载荷（如适用）；

c) 在标准的其他部分中，采用 S 类、H 类或 I 类及其 A、B、C 准确度等级的，若二个类（级）别

已确定，则应将其类（级）别进行合并；（例如：SA）

d) 单独的规则编码（包括品种编号和所制造的年份编号信息）；

e) 图形符号或者以官方语言提示使用者阅读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

f) 对于 S 或 I 级健身器材，如果需要固定或锚固，需有明显的图形符号或者以官方语言提示。

g) 制造商有责任标明 GB xxxx(本标准)和代表类别的文字符号（S、H 和 I）以显示符合本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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