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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使用符合本标准的护具并非意味着完全避免运动伤害。 

T/CSSGA 1003《搏击类运动护具》分为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与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护臂； 

——第 3 部分：护胸； 

——第 4 部分：护头； 

——第 5 部分：护裆； 

——第 6 部分：护腿； 

——第 7 部分：拳套； 

——第 8 部分：护脚； 

…… 

本部分为 T/CSSGA 1003 的第 7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文体用品行业标准化专家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国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国华体育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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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起草人：张之林、温天钧、卞志勇、荣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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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击类运动护具 第 7部分：拳套 

1  范围 

T/CSSGA 1003的本部分规定了拳套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识、包装、运输、贮

存。 

本部分适用于拳击、散打或类似运动的徒手搏击用拳套。 

2  规范性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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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SSGA 1003.1-2017 搏击类运动护具 第1部分：通用要求与试验方法 

3  分类及规格 

3.1  按保护区域的不同，拳套分类如下： 

——A级：具有常规（简单）保护区域的拳套（见图1）； 

——B级：具有增加了保护区域的拳套（见图2）。 

3.2  按由小到大排列依次为5种规格：6、8、10、12、14。 

4  要求 

4.1  通用要求 

    拳套应符合T/CSSGA 1003.1-2017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应符合下述所有条款。 

4.2  保护区域 

4.2.1  A级   

保护区域的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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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拳套A级保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规格代码 腕距 x1 长度 x2 宽度 y 圆弧 R 

6 ≤15 ≥80 ≥65 

≤15 

8 ≤25 ≥100 ≥75 

10 ≤35 ≥120 ≥85 

12 ≤45 ≥140 ≥95 

14 ≤55 ≥160 ≥105 

    注：规格代码相当于盎司值。1盎司等于28.35g。 

 

a) A级保护区域几何形状 

 

b）纵剖面                             c）前面 

说明：   

x1—腕距；  

x2—保护区域长度；  

y—宽度；  

4×R—四角圆弧。  

图1  拳套A级保护区域 



T/CSSGA 1003.7—2017 

 

3 

4.2.2  B级 

保护区域的尺寸应符合表2的规定，见图2。    

表2  拳套B级保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规格代码 腕距 x1   长度 x2   次长 x3  大区1长 x4  次宽 y1  主宽 y2    前外弧 R1  前弧 R2  

6 ≤15 ≥230 ≥210 ≤75 ≥70 ≥80 ≤10 ≤30 

8 ≤25 ≥250 ≥230 ≤100 ≥80 ≥90 

≤15 

≤35 

10 ≤35 ≥270 ≥245 ≤120 ≥90 ≥100 ≤40 

12 ≤45 ≥285 ≥260 ≤135 ≥95 ≥105 

≤20 

≤45 

14 ≤55 ≥295 ≥270 ≤145 ≥100 ≥110 ≤50 

 

a） B级保护区域几何形状 

 
b）纵剖面                            c）前面 

说明： 

x1—腕距； x2—长度； x3—次长； x4—大区1长； y1 —次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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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主宽； 6×R1—6处圆弧； 2×R2—2处圆弧。 

图2  拳套B级保护区域 

4.3  冲击性能 

    拳套冲击性能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拳套冲击性能 

类别 保护区域 冲击点 小数量 自由下落高度/mm 大冲击力/kN  

 A级 — 

2 

42±1 
≤2 

 B级 

区域1 

区域2 140±1 

    注：区域 1、区域 2 见图2。 

5  试验方法 

5.1  环境条件 

    与T/CSSGA 1003.1-2017中的环境条件保持一致。 

5.2  保护区域测量 

采用示值精度不低于 1 mm 的柔性尺测量。 

5.3  冲击性能试验 

5.3.1  设备 

冲击试验装置如图3所示。                                                

落锤的质量与形状应符合T/CSSGA 1003.1-2017中5.4.2的规定。 

    应有一块至少：长175 mm、直径（90±5）mm钢制、铝制或刚性塑制的半圆弧面支撑块作为样品的

支撑使用。 

    两条宽度（25±5）mm的固定带中心相距100 mm，以每条（50±2 ）N的力将被测样品固定在支撑块

圆弧面上。如果冲击点中心距离保护区域边缘小于50 mm，被测样品可以仅用一条固定带以（50±2 ）N

的力固定。 

落锤的自由下落状态及电子测量装置符合T/CSSGA 1003.1-20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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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纵向剖视                           b）端面 

说明： 

1—落锤；  

2—支撑块；  

3—固定带； 

4—拳套样品。 

图3  冲击试验装置 

5.3.2  程序 

5.3.2.1  将拳套放置在支撑块上，冲击点对准支撑块的中心，并且用固定带固定。 

5.3.2.2  拳套试验前，拳套覆盖部件可移除，以便拳套与支撑块附实。 

5.3.2.3  冲击点选择在保护区内。冲击点数量及落锤的自由下落高度见表3。 

5.3.2.4  拳套在支撑块上能够移动，以便于每个冲击点的冲击试验。 

5.3.2.5  其余事项符合T/CSSGA 1003.1-2017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分为交收检验与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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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交收检验 

    交收检验项目为T/CSSGA 1003.1-2017的 4.1，实行全检。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项目为T/CSSGA 1003.1-2017及本部分要求的所有项目。 

6.3.2  实行随机抽检，抽检数量为： 

——每种级别至少具有两副不相邻规格的拳套； 

    ——拳套的不同颜色的色牢度样品可用完全相同的表层材料替代。 

6.3.3  型式检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 

——产品定型时； 

——材料材质或参数改变时； 

——制做工艺改变时； 

——用户或质检部门提出要求时。 

7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识 

7.1.1  应符合 T/CSSGA 1003.1-2017中 6.1 的要求。 

7.1.2  B类拳套保护区域 2 应以鲜明的反差颜色标识。 

7.2  包装 

    应用塑料袋进行贴体包装，然后按一定的数量装入瓦楞纸箱内封扎。 

7.3  运输 

    运输中应防火、防雨淋、防重压。 

7.4  贮存 

贮存场所应通风、防潮湿，远离火源与腐蚀性物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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