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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 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分如下几部分:

    GB 5296.1-1997 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

    GB 5296. 2-1999 消费品使用说明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

    GB 5296. 3-1995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GB 5296. 4-199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

    GB 5296. 5-1996 消费品使用说明 玩具使用说明

    GB 5296. 6-200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本部分为GB 5296的第6部分，本部分是根据GB 5296. 1-1997《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的要求

和我国家具行业的实际需要制定的。

    本标准自2004年10月1日起实施。对于2004年10月1日前生产的产品实施过渡期为一年。

    本部分的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中国消费者协会、美克国际家具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丁东江、王征、余争荣、刘暇国、左佩兰、丁世和、任静、魏绵、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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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范围

GB 5296的本部分规定了编制家具使用说明的基本要求、方法和应包括的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编制各类家具使用说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529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5296.1-1997 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

3 基本要 求

3.1 出售的家具必须具备使用说明(标签、标牌、使用说明书等)。

3.2 家具名称必须反映家具真实属性，并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未规定名称的家具，应使用家具行业的常用名称。

3.3 使用说明必须明确说明家具用途和适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家具的特点和需要给出结构、所用材

料、性能、型式、规格和正确运输、安装、使用、保养的方法、要求及所需尔图。详细内容见附录A,

3.4 出售的家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健康、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使用说明必须对

国家有关要求和指标给予说明，并对家具所用材料、涂料实际含有的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等控制指标给予

说明。

3.5 家具所用材料、涂料含有毒物质或放射性在国家有关规定允许范围内，但使用不当仍会对消费者

产生不利影响的，使用说明必须写明使用注意事项、防护措施等内容。

3.6 当家具结构、型式、材料等改变时，使用说明的有关内容必须按规定程序，及时作相应修改。生产

厂必须向用户提供和家具对应的使用说明。

3,7 使用说明书可按具体家具编制，也可按家具品种分类编制。按品种分类编制时，其参数或内容要

求不同的部分应能明显识别

3.8 随家具提供给消费者的说明书必须标明所购家具的具体型号和生产日期。

3.9 家具使用说明书必须标明出版日期。

3. 10 家具使用说明与生产者、销售者送发、播发的同种家具的资料，例如宣传资料、广告等的内容必须

一致 。

3. 11需要时，必须在使用说明书封面显著位置注明:“安装、使用家具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4 使用说明提供的位里、方式和形式

根据运输和使用的需要，使用说明应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提供:

— 印制在包装上;

— 以标牌的形式安制在家具上;

— 以说明书或标签的形式随同家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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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绷制要求

5.1 文字

5.1.1 供给国内用户的家具必须提供中文使用说明。同时具有中文和外文说明的使用说明，中文标题

要醒目、突出，中文说明必须置于外文前。

5.1.2 出口家具必须提供销售地区官方语言文字编写的使用说明。当需要提供一种以上语种的使用

说明时，各语种之间必须能明显区分。

5. 1.3 中文使用说明必须采用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销往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家

具的使用说明，如顾客要求可使用繁体字。

5. 1.4 当使用说明书翻译成其他语种时，译文要准确，必须由有权威的语言专家和技术专家完成翻译

的全过程，包括审核。

5.2 表 述

5.2.1 使用说明内容的表述应采取有利于消费者正确、迅速理解的方法、步骤，使消费者能快速掌握。

例如:组装家具的使用说明必须保证消费者用最短的时间就能读懂，学会组装。

5.2.2 对于复杂的操作程序，使用说明书应采用图示、图表和操作程序图进行说明，以帮助用户顺利

掌握 。

5.23 使用说明应考虑消费者使用中会遇到的问题。如家具在不同时间(季节)、不同地点、不同环境

条件下遇到的问题，并提供预防和解决的办法。

5.2.4 内容较多或复杂的说明，应使用简明的标题和注，帮助消费者从目次或有关条文或标准中快速

找到所需内容。

5.2.5 语句表述应只包含一个要求，或最多包含几个紧密相关的要求。为清楚起见:

    — 使用动词主动态，不用被动态;

    — 要求应果断有力，而不软弱;

    — 使用行为动词，不用抽象名词;

    — 表述应直截了当，而不曲折委婉.

    示例如表1;

                                                  表 1

语句表述 正 确 错 误

使用主动 态 拧紧娜母 使螺母被拧紧

果断有力 不许碰撞表面 表面不应被碰撞

使用行为动词 避免 污染 污染的避免

直截了当 将家具摆平 不允许使用者将家具在地上摆放不平

5.3 图、表、符号、术语

5.3. 1 使用说明书中的图、表应和正文印在一起，图、表应按顺序标出序号。

5.3.2 引用前文中图、表时，应标出图号、表号，并注明其第一次出现时所在页码。

5.3.3 使用说明书中的符号、代号、术语、计量单位必须符合最新发布的国家法令、法规和有关标准的

规定，并保持前后一致。需要解释的术语须给出定义。

5.3.4 图示、符号、缩略语在使用说明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应有注释。

5.4 目次

    当使用说明书超过一页时，每页都应有页码，使用说明书章条较多时，应编写目次。

5.5 印刷

5.5. 1使用说明书的印制材料须结实耐用，能保证使用说明书在家具寿命期内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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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批量生产的定型家具其使用说明书应采用正规印制。

5.5.3 使用说明书的文字、符号、图、表、照片等必须清晰、整齐。双面印制者，不得因透背等原因而影

响阅读。

5.6 文本

5.6.1 使用说明书的开本幅面，可采用64开、32开、16开，必要时可采用其他幅面尺寸。

56.2 图、表等允许横向加长.确属必要时也可纵向加长。数量多的大幅面的图、表可以分装。

5.6.3 使用说明书根据内容多少可为单页、折页和多页。多页应装订成册。

5.7 安全警告

    使用说明必须对涉及安全方面的内容给出安全警告。有关要求按GB 5296. 1-19,97中9.1,9.2,
9.3规定执行。

5.8 内容编排

    使用说明内容编排，应根据具体家具的特点和使用要求对附录A加以选择增减并合理排序。

6 使用说明书编写质量的评价

按照GB 5296. 1-1997附录A的相关内容及表A. 2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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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使用说明的主要内容

A. 1 概 述

家具名称 ;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必要时包括不适用范围);

品种、规格;

型号及其组成含义;

使用环境条件;

对环境的影响;

安全 ;

执行的标准编号;

生产 日期 。

a)

b)

c)

d)

e)

f)

创

h)

i)

A. 2 结构 特征与使用原理

总体结构及其使用原理、特性;

主要部件或功能单元的结构、作用及其使用原理;

各单元结构之间的联系、系统工作原理;

辅助装置的功能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工作特性。

a)

b)

c)

d)

A. 3 技术特 性

主要性 能;

主要参数 。

a)

b)

A. 4 尺寸

a) 外形尺寸;

b) 安装尺寸。

A S 材料

主要原辅材料(如基本材料、表面装饰材料、装填料等)的名称、特性、等级、产地、使用位置等;

涂料及粘合剂名称及有关情况;

有害物质的控制指标 。

a)

b)

c)

A. 6 安装、调整

a) 安装条件及安装的技术要求;

b> 安装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c) 调整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d) 安装、调整后的验收试验项目、方法和判据。

A. 7 使用

a)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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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注意事项及容易出现的错误使用和防范措施。

A.8 故障分析与排除

a) 故障现象;

b) 原因分析;

c) 排除方法。

推荐采用表格形式，见表A.1,

表 A. 1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 注

A.9 保养

日常保养方法 ;

定期保 养方法 ;

长期不用时的保 养方法。

a)

切

c)

A. 10 搬运 、贮存

搬动 、运输注意事项 ;

贮存条件及注意事项 。

a)

b)

A. 11 开箱及检查

开箱注意事项 ;

检查 内容 。

a)

b)

A. 12 图、表、照片

外形(外观)图、安装图、布置图;

结构 图;

原理图、电路图、示意图;

各种附表:附件明细表、专用工具明细表;

照片。

a)

b)

c)

d)

e)

A. 13 其他

质量 级别;

生产厂保证 、售后服务事项 ;

需要 向用户说 明的其他事项 。

、

、1

、
，

a

b

C

A. 14 生产者名称、通信信息

企业名称、生产者名称、进口代理商、经销商名称;

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子信箱等。

a)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