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产品KC指南（中文） 

本文件仅作为Coupang向卖家提供的初步的KC指南，仅为方便卖家了解相关政策要求。请访问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Standards (KAT) 的网站获取官方信息。如果本指南与KAT的官方信息或

相关韩国法律法规存在不一致或矛盾的，以最新的KAT官方信息和相关韩国法律法规为准。 

▪ 定义  

儿童产品是供1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是以13岁以下儿童为主要使用对象来设计的。由于产品的设

计必须符合最低使用年龄，因此最低使用年龄为13岁或以下（例如，适用年龄为8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

的产品也被视为儿童产品。考虑到儿童对产品的安全使用，儿童产品的制造和分销必须符合安全标准，

且必须在产品和商品详情页上展示认证信息。 

▪ 儿童产品的判断要素 

判断是否为儿童产品的标准如下 

1. 产品功能及特性 

2. 产品的使用年龄 

3. 产品广告及包装 

4. 消费者一般认知 

5. 制造商说明 

6. 其它要素 

请使用下面的清单检查您要销售的产品是否为儿童产品。 

如果产品被误认为是儿童产品或存在混淆的可能性，须使用“成人用”、“非儿童用”、“14岁以上可用” 

等用语明确标明不是儿童产品。如果没有明确标明，此类产品将被认为是儿童产品。 

▪ 儿童产品检查清单 

步骤 1_ 通过下面的清单检查您的产品是否可以被视为儿童产品。 

1.1 功能及特性 

 

1.1.1. 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是否尺寸过小不便于使用？ 

1.1.2 产品是否为了简化使用而设计了夸张的功能？ 

1.1.3 是否有与该产品类似的成人产品所不具备的保障措施 ？ 

1.1.4 通常来看，是否有与儿童产品相关的颜色？（红色，蓝色，鲜艳的颜色） 

1.1.5 通常来看，是否使用了与儿童产品相关的装饰或图画图案等？ 

        (卡通人物、动物、虫子、小车、字母、玩偶、小丑、小狗等)  

1.1.6 无关产品的预想用途，是否有吸引儿童注意力的功能？（使用了卡通形象） 

1.2 产品的使用年 1.2.1 考虑到儿童的身形、运动、认知和感官发育特征，该产品的适用年龄是否低于13



龄 岁？ 

1.3 产品广告及包

装 

1.2.1 包装上的文字和图片是否针对儿童?  

1.3.2 是否在主要销售儿童产品的场所或儿童产品销售区域展出和销售?  

1.3.3 商品广告内容中是否存在儿童使用产品的形象? 

1.3.4 是否曾经使用过针对儿童的广告媒体? (如儿童频道、儿童产品销售等)  

1.4 消费者一般认

知 

1.4.1 一般消费者是否会将产品认知为儿童使用的产品？（销售数据、营销数据、市场分

析数据、年龄段数据） 

1.5 制造商说明 1.5.1 制造标签的内容是否是针对儿童的？（如使用年龄） 

1.5.2 使用说明的内容是否是针对儿童的？ 

1.5.3 组装说明的内容是否是针对儿童的？ 

1.6 其它要素 1.6.1 对比同一产品线，该产品是否在不同的价格段?  

1.6.2 该产品是否是针对以儿童为对象的空间设计的? (托儿所, 家中的儿童房等)  

 

如果产品符合上述清单中的一项或多项，则可能会被视为儿童产品，因此我们要求您继续查看步骤2的

清单进行更明确的确认。 

步骤 2_确定儿童产品的定义和范围，判断该产品是否为韩国《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所针对的安全管

理对象。 

2.1 确认对象 2.1.1 是否主要针对13岁以下的儿童设计?  

    (最低使用年龄为13岁以下的产品_8岁以上的儿童~成人等) 

是 -> 见2.3.1  

否->见2.2.1 

2.2. 误 认 可 能

性 

2.2.1 产品是否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儿童产品?  

       (成人和儿童产品混在同一产品群中)  

是->见2.2.2  

否->见3.2  

2.2.2 是否有任何标识表明该产品不是儿童产品? 

 (‘成人用’, ‘非儿童用’, ‘14岁以上可用’ 等)  

是->见2.2.3  

否->2见.3.1  

2.2.3 是否在主要销售儿童产品的场所销售该产品?  是->见2.3.1  

否->见3.2  

2.3 是否有相互

接触 

2.3.1 根据正常及合理的可预见性判断，儿童是否会与该产品进行

物理性接触？ 

是-> 3.1  

否-> 3.2 

最终结果 3.1 儿童产品 3.2 一般用途产品  

 

▪ 儿童产品按照安全认证、安全检查和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来分类 

须进行KC认证的具体类别如下。  

1.  须进行安全认证的儿童产品 

儿童水上娱乐设备 

(ex. 水上浮床) 

儿童娱乐设备 

(如 攀登架、滑梯、蹦床)  

儿童车用保护装置 

(ex. 儿童汽车座椅)  

儿童BB枪 

 

2. 须进行安全检查的儿童产品 



婴幼儿纺织类产品 

(36个月以下幼儿使用的衣物、床上用品和婴儿

背带等纺织类产品 )  

合成树脂类儿童产品 

(如 防震垫、安抚奶嘴)  

玩具 学习用品 

儿童运动防护 

(如 护具和安全帽) 

儿童滑板 

儿童加热垫(含暖宝宝) 儿童自行车 

婴幼儿三轮车 婴幼儿用椅 

儿童双层床 婴幼儿床 

学步车 婴儿推车 

幼儿行李箱 儿童运动救生衣 

 

3. 须进行供应商符合性检查的儿童产品 

儿童皮具  儿童眼镜架（含太阳镜） 

儿童泳镜 儿童雨伞和遮阳伞 

儿童滑轮鞋 儿童四轮滑冰鞋 

儿童滑板 儿童直排轮滑鞋 

儿童滑雪装备 儿童滑雪板 

购物车配件 儿童小饰品 

儿童家具 儿童纺织类产品 

(36个月~1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衣物、床上用品等

纺织类产品)  

其它儿童产品  

 

即使产品不属于《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所针对的安全管理对象，也可能有其它法律规定的义务，例如

韩国的《海关法》、《食品卫生法》和《牲畜产品卫生管理法》。例如，一次性尿布须符合卫生产品管

理法，婴儿奶瓶须符合食品卫生法，婴儿配方奶粉须符合牲畜产品卫生管理法。 

▪ KC认证方法 

      1.  安全认证的对象产品 

  安全认证的对象是产品风险最高的产品类别。因此，该种类产品必须通过韩国指定的安全认证机构进

行产品检验和制造厂检验，取得安全证书。详细流程和认证机构，请查看以下页面。 

         点击查看儿童产品安全认证 

     2.  安全检查的对象产品 

  安全检查所针对的产品类别，必须通过指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每个产品进行的安全检验、检测，并

将结果报告给政府指定的认证机构，获得证书。详细流程和检验.检测机构，请查看以下页面。 

https://www.kats.go.kr/content.do?cmsid=496


        点击查看儿童产品安全检查 

     3. 供应商符合性检查的对象产品 

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所针对的产品类别，必须通过检验。检测机构检验产品是否符合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

准。与安全认证或安全检查不同，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没有向认证机构申报的程序，因此没有KC认证编

号。详细流程请查看以下页面。 

       点击查看儿童产品供应商符合性检查 

 

▪ KC认证产品的标示方法 

已完成KC认证的儿童产品必须标有KC标志和注意/警告标志，以及各产品类别安全标准附录中规定的标

示项（型号、制造日期等）。各产品类别具体的标示方法，请查看以下页面。 

         点击查看儿童产品标示指南 

  

▪ KC认证信息在商品详情页的标示方法 

销售KC认证儿童产品时，详情页必须标示KC认证信息。在Coupang提供的产品注册系统中，正确提供

认证信息，即可注册。 

      1. 验证认证编号，注册产品 

         1) 注册产品时，请为您要销售的产品选择合适的品类。 

      

https://www.kats.go.kr/content.do?cmsid=499
https://www.kats.go.kr/content.do?cmsid=501
https://www.safetykorea.kr/news/publications?fileID=585730&uid=2193


 

   2) 选择与您要销售的产品相对应的认证信息。  

 



    3) 输入认证编号，点击“验证”按钮。该验证是通过韩国国家技术与标准研究所的数据库进行的。 

 

   * 由于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没有认证编号，认证编号输入按钮被禁用。 

 

 4) 如果验证通过，通过验证的认证信息会自动显示在详情页面上。 

     * 对于通过供应商符合性检查的产品，仅显示KC标志，不显示认证编号。 

 

2. 已在详情页标示 

 如果卖家为方便消费者查看，已在商品详情页标示了KC标志和认证编号，选择“已在详情页标示”项后

注册。 

 

3.  除了输入认证信息外，请在产品信息通知栏中提供相关的认证信息，不得遗漏。 



 

▪ 销售代购及海外直邮产品 

根据电器及生活用品相关法律，部分品类商品即使没有KC认证，也可通过代购的方式销售。但，儿童

产品受《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的约束，没有平行进口、代购和海外直邮等销售方式的例外，因此请务

必注册有认证的商品。 

 

▪ 与认证标示相关的处罚规定 

      《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第41条、第43条   点击查看儿童产品安全特别法 

      1.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第41条） 

         - 未取得安全认证或未申报安全检查，制造或进口需通过安全认证的儿童产品 

         - 以虚假或其它非法手段取得安全认证或申报安全检查，或被免除安全认证或安全检查 

         - 在未通过安全认证或未申报安全检查的儿童产品上标示安全认证、安全检查或类似标志 

         - 任意更改或移除安全认证、安全检查或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志 

 - 伪造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志 

 

      2. 1000万韩元以下过失行为处罚 

        - 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进口、展示或保管没有安全认证、安全检查或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志的

儿童产品 

 

      3. 500万韩元以下过失行为处罚 

         - 在营业中使用了没有安全认证、安全检查或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志的儿童产品 

         - 未根据年龄要求销售安全管理对象儿童产品 

https://www.law.go.kr/법령/어린이제품안전특별법


         - 代理销售、购买或进口无安全认证、安全检查和供应商符合性检查标志的安全管理对象儿

童产品 

 

  根据Coupang Global Seller Service Agreement及其相关的Service Terms和Program P

olicies，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卖家，Coupang可采取处罚措施：例如要求卖家支付补偿、

赔偿、补救金等相关费用，收回部分或全部Coupang或其关联公司提供的额外优惠福利，限

制卖家使用部分服务，暂停或终止卖家对部分或全部Coupang服务的使用资格，要求损害赔

偿、暂停结算等措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