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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斯坦雷集团（下称本公司）将按照本标准明确本公司采购的零部件、材料中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标

准，防止在本公司的产品及工序中混入禁止物质。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构成本公司采购产品的所有零件、材料、辅材、包装材料等和为本公司供应这些材料

的供应商。 

此外，也适用于委托组装和加工（成型、表面处理等）零件和材料的供货商。 

【对象零件和材料的示例】 

   ・零件、装置、材料、操作说明书等产品的附属品 

     ・用于产品的辅材（胶带、焊料、粘合剂和油墨等），或有可能附着或残留在产品上的的辅 

材。 

   ・包括使用说明书等 

 

2.术语定义 

1）含有 

指无论是否有意，添加、混入、附着在构成本公司产品的零件和材料中的物质。也包括在生产

工序中意外生成的物质。 

2）有意含有 

指以提高性能、更改特性等为目的，有意让零件和材料含有该物质。 

此外，在生产工序等使用该物质，并明确最终产品中含有该物质，也视为有意含有。 

3）杂质 

指天然素材中所含的在精炼过程中未能使用技术手段去除的物质，或在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未能

使用技术手段去除的物质。 

4）阈值（容许浓度） 

零件、材料所含化学物质的含量或含量浓度的最大容许值。 

如果是零件中含有数种素材（材料）的复合零件，含量浓度并非以所有零件作为分母的数值，

而是指包含对象物质的均质材料（Homogeneous Material)的浓度。 

5）均质材料（Homogeneous Material） 

指无法机械分离为其他素材（材料）的组成整体均匀的素材（材料）。 

（例：金属合金、聚合物合金、化合物等、涂料、粘合剂、油墨、色浆、树脂聚合物、玻璃粉、

陶瓷粉等） 

由于经过涂装、印刷、电镀的零件材料部分与涂料、油墨、电镀部分可进行机械分离，因此都

是均质材料。“机械分离”是指通过螺钉的拆除、切断、粉碎、研削、研磨等机械行为，将素

材（材料）进行分离。     

6）混合物 

2种以上的物质在完全混合的状态下，不使用其他物质就可以分离出来（结晶、蒸馏、升华、

过滤等)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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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MS（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系统） 

Chemical substances Management System in Products的简称。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出库

的各个流程中，必须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进行妥善管理。本公司根据JAMP发行的《产品含有化

学物质管理方针》（第2版）进行定义。 

8）JAMA/JAPIA统一数据表 

由JAMA（日本汽车工业会）、JAPIA（日本汽车零件工业会）共同制定的标准化的成分调查数

据表。 

9）JAMP MSDSplus 

  用来传达JAMP（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推荐产品中（物质和混合物）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基本

信息传达表。   

10）JAMP AIS 

  用来传达JAMP推荐的成型品中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基本信息传达表。 

11）IMDS（International Material Data System) 

是一个全球性的数据系统，用来收集其运营的材料和化学物质的信息，其会员为全球主要汽车

制造商。 

12）GADSL（Global Automotive Declarable Substance List） 

  全球汽车行业的申告对象物质列表。参考 http://www.gadsl.org/  

13）chemSHERPA CI 

  用来传达经济产业省推荐的由 JAMP运营的产品中（物质、混合物）中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基本 

信息传达表。 

14）chemSHERPA AI 

  用来传达经济产业省推荐的由 JAMP运营的成型品中含有化学物质信息的基本信息传达表。 

 

 

 

 

 

 

 

 

 

 

 

 

 

 

 

 

 

 

  

http://www.gads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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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守事项 
本公司原则上不采购含有禁止物质的零件及材料。 

但是表 1的豁免项目和表 6和表 8的要报告项目除外。 

供应商应遵守本公司制定的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如果本公司为之供货的客户提供给我们其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则也应遵守该相应标准。 

 
 

  1）遵守《斯坦雷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 对于本公司采购的原材料、零件、产品、辅材（附着在产品上时）和包装材料（以下简称“物

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以及制造阶段时使用的化学物质，应根据“管理分类定义”表 1，按

照“禁止（有豁免）”、“预定禁止”以及“要报告”进行区分管理。 

供应商需遵守本标准的要求事项。 

・ 即便不属于管理分类中的“禁止”物质，如出口国家和地区（若供货至海外）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则需予以遵守。（由本公司各业务部门进行个别指导） 

《表 1 管理分类定义》 

 

管理分类 定义 

禁止 

交付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阈值。 

对于有期限规定的物质，在超过期限后，交付品的含量不得超过阈值。 

即便未超过阈值，如果存在有意含有的情况，必须进行报告。  

 

豁免 

 

仅限于特殊用途，允许交付品中含有该物质。 

虽然是有意含有，如果出现含量超出容许浓度的例外情况，必须进行报告。 

如果规定了豁免期限，必须在到期前通知本公司，由双方协商后决定切换日期并完成切换。 

 

预定禁止 如今后即将进入禁止期限的，应在规定期限前完成切换。 

此外，如果规定了豁免期限，必须在到期前通知本公司，由双方协商后决定切换日期并完成

切换。 

即便未超过阈值，如果存在有意含有的情况，必须进行报告。  

要报告 如果交付品里有意含有禁止物质，则必须向本公司报告。 

对于非有意含有的杂质等物质超出容许浓度时，必须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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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图纸上明确作出遵守本标准的指示 

・本公司在给本公司供应商的所有图纸或规格书上必须写明“必须满足斯坦雷最新的产品化学物

质管理标准”，并指示供应商遵守本标准。 

如果客户提供的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更为严格，则本公司应将客户的标准提供给供应商，并

写明“必须满足客户最新的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另外，即使在图纸或规格书上未明确记载上述内容，也必须遵守本标准。 

 

3）构筑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系统（以下称为 CMS） 

不仅是日本国内，各国法规都要求对产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进行管理。 

为了应对这些要求，各企业必须通过供应链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进行“恰当而有实际效果的管

理”。供应商应根据本公司指定的“产品环境品质审查确认表”构筑 CMS 并进行改善。 

・应每年一次根据“产品环境品质审查确认表”对 CMS构筑情况进行自我评估（评估结果的保

管期限为 3年），如本公司提出要求，则需将评估结果提交给本公司。 

 对于具有贸易公司职能的供应商，应要求与自己交易的供货方制造商每年一次根据“产品环

境品质审查确认表”进行自我评估（评估结果的保管期限为 3年），如本公司提出要求，则

需将评估结果提交给本公司。 

・根据评估结果以及本公司客户的要求，本公司可能会进入制造工序现场并进行审查。 

 

 

4）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调查、报告 

    ・对于供货给本公司的产品、零件、材料、辅材和包装材料等，必须根据《斯坦雷产品化学物

质管理标准》调查并报告产品化学物质信息。要求供应商进行调查时，原则上指定其按《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提出格式》表 2的格式提交。  

有时候也可以用其他不同的形式回复。 

・各种格式的最新版以及填写要点，请从表 2的 URL下载并进行参考。 

・如果供应商确认向本公司供货的产品、预定供货的产品中含有“禁止物质”，则必须立即向

本公司报告。 

・向本公司提交的信息将在公司内部共享，用于本公司对化学物质的管理以及应对本公司客户

的调查，并可能出于法规要求作为斯坦雷产品的信息向第三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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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提交格式》 

提交格式 
提交标准 

备注 
物质/混合物 成型品 

ⓐJAMA/JAPIA 

统一的数据表 

○ 

（车载装置） 

○ 

（车载装置） 

http://www.japia.or.jp/ 

ⓑJAMP AIS 
－ 

◆ 

（电子产品） 
http://www.jamp-info.com/ais 

ⓒJAMP MSDS plus ◆ 

（电子产品） 
－ 

http://www.jamp-info.com/msds 

ⓓchemSHERPA AI 
－ 

○ 

（电子产品）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tool/ 

ⓔchemSHERPA CI ○ 

（电子产品） 
－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tool/ 

ⓕIMDS 

◆ 

（车载装置） 

◆ 

（车载装置） 

http://www.mdsystem.com/ 

请将 IMDS数据发送至本公司ID（7255）后，再发邮 

件通知委托负责人 

 

 

不含禁用物质的证明 ◆ ◆ 格式-1 

分析数据 ◆ ◆ 关于要分析的产品和分析方法，将另行联系。 

○：原则上的必须事项（请选择ⓐⓓⓔ中的任意一项予以回复） 

◆：根据需要提出要求  

－：无需提交 
 

 

 

 

 

 

 

 

 

 

  

http://www.japia.or.jp/
http://www.jamp-info.com/ais
http://www.jamp-info.com/msds
http://www.mdsyst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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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含量浓度的计算 

        ・禁止使用物质的含量浓度根据各“均质材料”计算。产品的各均质材料的禁止使用物质含 

量浓度必须小于等于阈值。图 1所示为均质材料的具体示例。 

        ・浓度计算的分母为“均质材料的质量”。・浓度计算的分子为“均质材料中所含的管理对象

物质的质量”。但是，如为金属化合物，则换算成仅金属成分的重量后再计算。 

≪图 1 均质材料的具体示例≫  

 

   

6）关于变化点的信息管理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提交格式ⓐ～ⓕ），如果已查明以下信息发生变更，应及时修

改提交格式，并将信息发送至本公司负责部门。 

① 因修订法律等原因而新增管理对象物质（SVHC等）。 

② 查明信息传达内容（物质含量、材质信息等）有误。 

③ 来自上游企业（贵公司的供应商）的信息传达内容发生变更。 

④ 4M发生变化。如果变化项目属于“①设计变更”、“②材料变更”、“③生产地点变更”、

“④工序和制造条件变更”等，则不管属于哪个管理分类，都需要重新调查或审核，并

重新提交物质数据。如果所含成分发生变化，今后请都按管理分类A进行管理。（参考图

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调查流程图（4M 变化时）。  

 
7）关于不含禁止使用物质的保证 

・本公司为了让供应商保证不含“禁止使用物质”，不管属于哪个管理分类，可能均会要求供

应商提交“不含禁用物质的证明” 格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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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调查流程图（4M 变化时）》 

二次供应商 一次供应商 斯坦雷电气 

 

 

 

 

 

 

 

 

 

 

 

 

 

 

4M 变化 

（变更指示或本公司的变

更） 

 

 

     

  

                           

              

 

 

 

            

 

     

 

 

        

      

 

 

 

 

 

 

        

    

        

 

       

 

 

 

 

 

 

  

变更指示 

・图纸 

・规格书 

委托变更 

・变更预告书 

・变更样本 

・物质数据（※） 

合格 
※之后，根据品质管理（4M变化点管理）流程予以对应 

 

不合格 

变化项目 

 
① 

设计

变更 

③ 

生产 

地点 

变更 

④ 

工序和制

造条件变

更 

② 

材料 

变更 

确认所含化学物质

成分 

提交物质数据 

再次调查所含化学物质成分 

确认所含成分有无变化 

有变化 无变化 

不可变更 判断 

（参照供应商品质保证协定书〔3-3〕“变化点管理”） 

申请事先变更 

按管理分类 A予以应对 提交物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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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遵守事项 

（1）要求提交资料 

   需在指定的提交时间内提交表 3所示的资料。 

关于①②③的提交格式，本公司将在要求各供应商提交资料时提供。 

（2）信息处理 

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将在本公司内共享。 

原则上不对外公开，但是在有必要公开时， 将与供应商磋商后采取对应措施。 

 

 

≪表 3 提交资料列表≫  

措
施
项
目 

提交资料 

提交时间 

备注 

法
律
修
订 

（
追
加
管
理
对
象
物
质
时
） 

4M

变
化
时 

单
独
要
求 

定
期 
（
一
次
／
一
年
） 

定
期 

（
一
次
／
三
年
） 

第
一
次
开
展
业
务
合
作
时 

遵
守
产
品
化
学
物
质
管
理
标
准 

①产品环境质量审查确认表（格式 2） 

  〇   ○ 

・对象包括所有经销商 

・要求供应商提交资料时由本公司提供 

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数据 

○ 

 
 

 

○
（
※
） 

○    

・可从表 2 的 URL 下载。 

 

ⓐJAMA/JAPIA统一的数据表 

ⓑJAMP AIS 

ⓒJAMP MSDS plus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CI 

ⓕIMDS 

③不含禁用物质的证明 

（格式－1） 

  ○ 

    

④分析数据 

  ○    

 

 ※ 如果 4M 变化项目属于“①设计变更”、“②材料变更”、“③生产地点变更”、④工序和制造条

件变更”等时，则不管属于哪个管理分类，均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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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化学物质 

1）主要国家的法规 

    表 4为主要国家的法规。应遵守该法规，明确禁止物质的管理范围。 

 

≪表 4 主要国家的法规≫ 

地区 法规 法规、禁止物质 

日本 化审法 日本 化学物质审查法 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

http://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kasinhou/ind

ex.html 

欧洲 REACH规则 EU REACH规则 (EC) No 1907/2006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 

ELA指令 EU ELV 指令 2011/37/EU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elv/legislation_en.htm 

RoHS指令 EU RoHS 指令 2011/65/EU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rohs_eee/legis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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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载产品 

（1）管理对象范围 

表 5为本公司要求车载产品化学物质的管理对象范围。 

   

《表 5  车载产品管理对象范围》 

管理对象范围 法规 

GADSL 参照由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化工厂家共同

协商制定的汽车原材料、零部件等所含物质的国际统一申报物

质列表。 

确认相关法规的原文（最新版）。 

http://www.gadsl.org/ 

 

（2）管理分类 

表 6列出了管理对象标准的“禁止”、“预定禁止、“要报告”的管理分类。 

  车辆的材料或零部件中存在的报告物质按以下所述表示为 P或 D。 

 

《表 6 管理分类》 

管理分类 对象物质 

禁止 

 

在 GADSL 规定的化学物质中，分类“P”和“D/P”中属于“P”的化学物质以及有规

定期限且已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ELV（欧洲车辆报废指令）规定的四种物质（铅、水银、六价铬、镉）以及豁免的已

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附表 1 中作为特别管理对象物质的化学物质，以及有规定期限且已超过期限的化学

物质。 

预定禁止 在 GADSL 规定的化学物质中分类“P”和“D/P”中属于“P”的化学物质，有规定期

限，且即将期满的化学物质。 

ELV（欧洲车辆报废指令）规定的四种物质（铅、汞、六价铬、镉）豁免的且即将期

满的化学物质 

附表 1 中作为特别管理对象物质的化学物质，有规定期限且已即将期满的化学物质。 

需要报告 在 GADSL 规定的化学物质中，分类“P”和“D/P”中属于“D”的化学物质 

【分类的说明】  

P（Prohibited）：法规禁止或不能含有。  

 D（Declarable）：如含有则必须申报。  

 D/P：根据使用用途或收货方的要求分为“P”或“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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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LV指令附录Ⅱ的豁免 

  如附表 2所示。 

详细内容请确认相关法规的原文（最新版）。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elv/legislation_en.htm 

 

3）电器・电子产品 

（1）管理对象范围 

表 7为本公司要求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化学物质的管理对象范围。 

 

≪表 7 电器・电子产品管理对象范围≫ 

管理对象范围 法规 

chemSHERPA管理对

象物质 

日本 化审法 第一种特定化学物 

美国 有害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TSCA）禁止或限制的

对象物质（第 6条） 

EU ELV 指令 2011/37/EU 

EU RoHS 指令 2011/65/EU 附录 II 

EU POPs 规则 (EC) No 850/2004 附录 I 

EU REACH规则 (EC) No 1907/2006 

Candidate List of SVHC for Authorisation（SVHC认可候补名单）以及附录

XIV（认可对象物质 ） 

EU REACH规则 (EC) No 1907/2006 ANNEX XVII（限制对象物质 

全球汽车申报物质清单 （GADSL） 

IEC 62474 DB Declarable substance groups and declarable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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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分类 

表 8列出了化学物质的“禁止”、“预定禁止”、“要报告”的管理分类。 

 

《表 8 管理分类》 

管理分类 对象物质 

禁止 

 

chemSHERPA 管理对象物质规定的禁止或受到相应限制的化学物质，以及有规定期限且已

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RoHS 规定的 10 种化学物质（铅、汞、六价铬、镉、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领苯二甲

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领苯二甲酸苯

基丁基酯）以及豁免的已经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附表 3 中作为特别管理对象物质的相应化学物质 

预定禁止 chemSHERPA 管理对象物质规定的禁止或受到相应限制的化学物质中有规定期限且即将

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RoHS 规定的 10 种豁免物质且即将超过期限的化学物质 

附表 3 中作为特别管理对象物质预定禁止的化学物质 

需要报告 ・chemSHERPA 管理对象物质规定的要报告的化学物质 

・表 3 中作为特別管理对象物质需要报告的化学物质 

 

（3）RoHS指令附录Ⅲ的豁免 

  如附表 4所示。 

详细内容请确认相关法规的原文（最新版）。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rohs_eee/legis_en.htm 

（4）RoHS指令附录Ⅳ的豁免 

如附表 5所示。 

详细内容请确认相关法规的原文（最新版）。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rohs_eee/legis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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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装材料 

（1）管理对象范围 

表 9为本公司要求包装材料化学物质的管理对象范围。 

   

《表 9  包装材料管理对象范围》 

管理对象范围 法规 

特殊重金属 ・EU包装废弃物指令 94/62/EC 

・美国各州包装材料重金属法规（TIP） 

邻苯二甲酸酯 ・欧盟批准指令“2015/863/EU”修改 RoHS 指令 

・EU REACH规则（EC） No 1907/2006附录 XVII 

 （限制对象物质） 

 

（2）管理分类 

表 10 列出了化学物质的“禁止”的管理分类。 

 

《表 10 管理分类》 

管理分类 对象物质 

禁止 附表 6 中作为特别管理对象物质的相应化学物质 

 

 

 

 

 

修改记录 

 

版本 修改日期 主要修改内容 

第 1 版 2019 年 9 月 2 日 
・将关于产品化学物质管理的要求事项从《绿色筹措方针》里分离出
来，单独制定《斯坦雷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如您对本管理标准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咨询： 

斯坦雷电气株式会社 

环境企划管理室 环境法规管理课  TEL：0463-80--3960 FAX：0463-80-1926 

第 1版  2019年 9月 2日 

 

 

 

 

 

  



 

 

●《斯坦雷绿色筹措方针》第 11版与本标准的主要变化点 

  正文 

  ・增加“3. 遵守事项” 

   ※明确本公司的要求事项（ｐ3-8） 

 ※在图纸上明确作出遵守本标准的指示（ｐ4） 

   ※将每年向本公司提交一次《产品环境质量审查确认表》更改为“本公司要求时提交”（ｐ4） 

  ・追加“4. 产品化学物质” 

   ※明确管理对象范围与管理分类（ｐ9-13） 

 

  附表 1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车载产品） 

  ・从“GADSL列表”变更为“与 GADSL有差异的物质” 

   ※消除与最新版本之间的分歧，明确本公司要求事项（ｐ14） 

 

  附表 3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电器・电子产品） 

  ・追加“2．预定禁止” 

※将 PFOA从“禁止”变更为“预定禁止”，将禁止日期从 2020年 7月 4 日变更为 2020年 1月 4 

日 

   ※明确管理分类，优化禁止日期（ｐ26） 

  ・在”3. 要报告”里追加 SVHC 

   ※明确 SVHC（ｐ32） 

 

  附表 4  RoHS指令附录Ⅲ的豁免 

  ・反映附录Ⅲ的修改内容（2019年 2月） 

   ※追加了铅以及镉的豁免以及修改了期限（ｐ34-38） 

 

  附表 6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包装材料） 

  ・追加邻苯二甲酸酯（4种） 

   ※考虑产品变化（ｐ43） 

 

  格式-1 不含禁用物质的证明 

  ・更新《斯坦雷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优化对象范围（ｐ44） 



附表1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车载产品）
以下所列为与GADSL有差异的物质。

GADSL管理分类 斯坦雷管理分类

分类 分类

18

Asbestos

1332-21-4 D P

18 Actinolite 13768-00-8 D P
18 Tremolite 14567-73-8 D P

18
Anthophyllite

17068-78-9 D P

18 Actinolite 12172-67-7 D P
18 Crocidolite 132207-33-1 D P

97

Hexachlorobenzene

118-74-1 D/P P

禁止非有意含有 Japan Chemical Substance
Control Law [Class I]

153

PFOA, Perfluorooctanoic acids
C8F15O2H, its salts, esters, higher
homologues and precursors, all
members

all members D/P P

禁止含量大于等于以下阈值
・成型品：1000ppm
・混合物：10ppm
・纤维、地毯以及其他带涂层零件
中：1μg/m2

2020年1月4日以后进一步禁止含量
大于等于以下阈值
・PFOA以及PFOA盐：25ppb
・PFOA关联物质：1000ppb

Norway (FOR-2004-06-01-922)
EU REACh Annex XVII
(Restriction with 04.07.2020)

169
Phenol, 2,4,6-tris(1,1-dimethylethyl)-

732-26-3 D/P P 禁止非有意含有 Japan Chemical Substance
Control Law [Class I]

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butyl
2-(phenylmethyl) ester) 85-68-7 D/P P

Di(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2-
bis(2-ethylhexyl) ester)

117-81-7 D/P P

Dibutylphthalate  (DB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2-
dibutyl ester)

84-74-2 D/P P

Diisobutylphthatlate (DiB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2-
bis(2-methylpropyl) ester )

84-69-5 D/P P

220 Sulfur hexafluoride 2551-62-4 D/P P 禁止有意使用 EC No. 842/2006
226 Tetrafluoro-methane 75-73-0 D/P P 禁止有意使用 (EC) No. 842/2006

180

禁止单种物质含量浓度大于等于
0.1%
【两轮摩托车产品】
量产品和备件从2019年7月1日起禁
止（P）

【四轮汽车产品】
量产品和备件从2024年1月7日起禁
止（P）

  (EC) No. 2018/2005 (REACH
Annex XⅦ)

GADSLＮｏ 物质 CAS-No. 斯坦雷标准(含量、期限等) 主要相关法律法规（参考）

禁止非有意含有  (EC) No 552/2009 (REACH
Annex XⅦ)

14 



  ・由于ELV指令的附录将会持续修订，因此必须确认最新版本的内容。

　・未记载期限的项目，则表示目前无有效期限。

No 适用豁免 适用范围与期限

1a
作为机械加工用途的钢材和镀锌钢中的合金元素，其铅含量（重量比）在0.35%以
内的铅

1b 作为连续镀锌钢中的合金元素，其铅含量（重量比）在0.35%以内的铅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2(a) 铅含量≦2.0wt％的用于机械加工的铝材 仅限于2005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2(b) 铅含量在1.5wt%以下的铝 仅限于2005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2(c)(ⅰ) 铅含量在0.4%以内作为机械加工用途的铝合金 2021年调整

2(c)(ⅱ) 铅含量在0.4%以内且不包含在2(c)(i)内的铝合金（1a） 2024年调整

3 铅含量在4wt%以下的铜合金 2021年调整

4(a) 轴瓦及衬套 2008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4(b) 用于发动机、变速箱、空调压缩机的轴瓦和衬套
豁免至2011年7月1日，之后为2011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
车的零配件

5(a) 在仅用来推进M1和N1汽车的高压系统(2a)的电池中的铅
2019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5(b) 不在5(a)下电池应用场景的电池的铅 2021年调整

6 减震器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7(a)
制动软管、燃油软管、换气软管的弹性体硫化剂和稳定剂，以及底盘机构和发动
机支架的弹性体/金属

2005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7(b)
铅含量在0.5wt%以下的制动软管、燃油软管、换气软管的弹性体硫化剂和稳定
剂，以及底盘机构和发动机支架的弹性体/金属

2006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7(c) 铅含量在0.5wt%以下，用于传动系弹性体的粘合剂 2009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8(a)
在电路板上安装电气、电子零件所使用的焊料中的铅，以及电解铝电容器以外的
零部件的端子、引脚、电子基板的表面处理材料中所含的铅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8(b) 除电路板上的焊料或玻璃上的焊料外的电气设备焊料中所含的铅
2011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8(c) 电解铝电容器端子的表面处理材料中所含的铅
2013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8(d) 空气流量计玻璃上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2015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8(e) 高熔点焊料中的铅（合金的铅含量在85%以上） 2019年调整

8(f)(a) 于顺应针连接器系统中的铅
2017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8(f)(b) 除于顺应针连接器系统外，与车用线束连接器配套部分中的铅 2019年调整

8(g) 集成电路倒装芯片封装中半导体晶片及载体之间电气焊接所使用的焊料中的铅 2019年调整

8(h)
在晶片尺寸的投影面积最少在1cm²以上、硅片的名义电流密度为1A/mm²以上的功
率半导体组件中的散热板上，连接散热器所使用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日期之后作为
此类汽车的零配件

8(i) 除层压玻璃的焊料以外，玻璃上电气用途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日期之后作为
此类汽车的零配件

■铅及其化合物

附表2 ELV指令附录Ⅱ的豁免

　合金中的铅

　零部件中的铅和铅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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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 层压玻璃的焊料中的铅
2020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日期之后作为
此类汽车的零配件

9 气门座 2003年7月1日以前开发的用于发动机型号的零配件

10(a)

玻璃或陶瓷、玻璃或陶瓷基材料的化合物、玻璃或陶瓷材料、微晶玻璃基材料的
化合物中含铅的电气和电子零件。
下列铅的使用情况不在豁免范围内。
　－灯泡的玻璃和火花塞的釉料。
  10 b)、10 c)、10 d)中列出的零件的介电陶瓷材料

10(b)
集成电路或单个半导体零件电容器，其基于介电陶瓷材料的压电陶瓷材料中的
铅。

10(c) 额定电压为交流125V或直流250V以下的电容器，其介电陶瓷材料中的铅。
2016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10(d) 在超声波声纳中用来校正传感器温度误差的电容器，其介电陶瓷材料中的铅。
2017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日期之后作为
此类汽车的零配件

11 点火装置
2006年7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12 通过回收余热降低CO2排放的汽车控制专用热电元件材料中的铅
2019年1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13(a) 防腐蚀涂层 2007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13(b) 底盘组装用螺栓和螺母的防腐蚀涂层 2008年7月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14
在露营车内吸收式冰箱的碳钢冷却系统中作为防腐蚀材料使用，六价铬含量不足
0.75％。在不损害环境及使用者健康与安全的其他冷却系统技术出现前（可在露
营车市场购入）

15(a) 前大灯专用的放电灯
2012年7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15(b) 用于仪表盘显示器的荧光灯
2012年7月1日以前批准的汽车型号以及该类汽车的零配
件

16 电动汽车专用蓄电池 2008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汽车的零配件

■镉及其化合物

■六价铬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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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电器・电子产品）
1．禁止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 镉和 ・REACH规则 电池除外 0.01 重量% 颜料、抗腐蚀表面处理、

镉化合物  (EC)No.1907/2006 的附录17 全部 (100ppm) 电气及电子材料、

・2011/65/EU指令 光学玻璃、稳定剂、

电镀、树脂颜料、

荧光灯、电极、焊锡、

电触点、触点、镀锌、

PVC稳定剂

・REACH 法规 与皮肤接触的 皮革的总干重量的 皮革制品的鞣剂

　(EC)No.1907/2006 皮革制成型品 0.0003重量%

　的附件 17 或 （3ppm）

皮革制零部件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镉/镉化合物 CAS No.

镉 7440-43-9

氧化镉 1306-19-0

硫化镉 1306-23-6

氯化镉 10108-64-2

硫酸镉 10124-36-4

其他镉化合物 －

2 六价铬化合物 ・2011/65/EU指令 全部 0.1 重量%(1,000ppm) 颜料、涂料、油墨

催化剂、电镀、

耐腐蚀表面处理、染料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六价铬化合物 CAS No.

氧化铬(VI) 1333-82-0

铬酸钡 10294-40-3

铬酸钙 13765-19-0

铬酸铅（II） 7758-97-6

钼铬红(C.I.颜料红104) 12656-85-8

C.I.颜料黄34 1344-37-2

铬酸钠 7775-11-3

重铬酸钠 10588-01-9

铬酸锶 7789-06-2

重铬酸钾 7778-50-9

铬酸钾 7789-00-6

铬酸锌 13530-65-9

氢氧化铬酸锌 49663-84-5

氢氧化铬酸锌钾 11103-86-9

其他六价铬化合物 －

3 铅和铅化合物 ・2011/65/EU指令 除下述对象之外的 0.1 重量% 橡胶固化剂、颜料、

全部 (1000ppm) 涂料、润滑剂、

塑料稳定剂、

 ・REACH规则 儿童可能会放入口 产品或可以触摸到 易切削合金、

（EC）No.1907/2006 的 中的产品或者可以 的零部件中的铅为 易切削钢、光学材料、

 附录17 触摸到的零部件 0.05wt% CRT玻壳的X射线

(500ppm) 屏蔽、电焊材料、

产品或可以触摸到 机焊材料、固化剂、

的零部件中的铅的 硫化剂、铁电材料

产生速度为 电镀、合金、树脂添加剂

0.05μg/cm2/小时

(相当于0.05μg/g/小时

)

1．关于上述“REACH规则（EC）No.1907/2006的附录17 No.63”，以下产品非适用对象

 （详情参考官方公报2015/628/EU）。

(1)2016年6月1日以前首次在EU内上市的产品

(2)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指令2011/65/EU（新RoHS指令）的对象产品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铅和铅化合物 CAS No.

铅 743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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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铅和铅化合物 CAS No.

3 铅和铅化合物 硫酸铅(II) 7446-14-2

（续） 碳酸铅 598-63-0

铬酸铅（II） 7758-97-6

钼铬红(C.I.颜料红104) 12656-85-8

碱式碳酸铅（亚碳酸铅） 1319-46-6

醋酸铅 301-04-2

醋酸铅(II)、三水化合物 6080-56-4

磷酸铅 7446-27-7

硒化铅 12069-00-0

氧化铅(IV) 1309-60-0

氧化铅(II、IV) 1314-41-6

硫化铅(II) 1314-87-0

氧化铅(II)  1317-36-8

碱式碳酸铅(II)  1319-46-6

氢氧碳化铅 1344-36-1

磷酸铅(II) 7446-27-7

C.I.颜料黄34 1344-37-2

钛酸铅(II) 12060-00-3

硫酸铅 15739-80-7

三碱式硫酸铅  12202-17-4

硬脂酸铅  1072-35-1

其他铅化合物                                  －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4 汞 ・ REACH规则(EC)No.1907/2006 电池除外 荧光灯、电触点材料、

及汞化合物   的附录17 全部 颜料、抗腐蚀剂、

・ 2011/65/EU指令 各类开关、

高效发光体、

抗菌处理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汞/汞化合物 CAS No.

汞 7439-97-6

氯化汞（II+） 33631-63-9

氯化汞(II) 7487-94-7

硫酸汞 7783-35-9

硝酸汞（2+） 10045-94-0

氧化汞(II) 21908-53-2

硫化汞（2+） 1344-48-5

其他汞化合物 －

5 多溴联苯类 ・2011/65/EU指令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阻燃剂

（PBB类）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规制相关的法律（化审法） 0.1 重量%

・REACH规则(EC)No.1907/2006 (1,000ppm)

  的附录17

・POPs条约 附录Ⅰ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PBB类 CAS No.

多溴联苯类 59536-65-1

4,4'-二溴联苯 92-86-4

2-溴代联苯 2052-07-5

3-溴代联苯 2113-57-7

4-溴代联苯 92-66-0

三溴联苯 59080-34-1

四溴联苯 40088-45-7

五溴联苯 56307-79-0

六溴联苯 59080-40-9

六溴-1,1.-联苯 36355-01-8

阻燃剂FF-1(Firemaster FF-1) 67774-32-7

七溴联苯 35194-78-6

八溴联苯 61288-13-9

九溴-1, 1'-联苯 27753-52-2

十溴联苯 13654-09-6

6 多溴联苯  ・2011/65/EU指令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阻燃剂

醚类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PBDE类)   规制相关的法律（化审法） 0.1 重量%

 ・POPs条约 附录Ⅰ (1,000ppm)

・0.1 重
量%(1,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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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6 多溴联苯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醚类 PBDE类 CAS No.

(PBDE类) 一溴二苯醚 101-55-3

（续） 二溴二苯醚 2050-47-7

三溴二苯醚 49690-94-0

四溴二苯醚 40088-47-9

五溴二苯醚 32534-81-9

六溴二苯醚 36483-60-0

七溴二苯醚 68928-80-3

八溴二苯醚 32536-52-0

九溴二苯醚 63936-56-1

十溴二苯醚 1163-19-5

7 多氯联苯类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绝缘油、润滑油、

（PCB类）  规制相关的法律 电绝缘材料、溶剂、

及指定替代品 （化审法） 电解液、塑化剂、

・REACH规则　(EC)No.1907/2006的 防火材料、阻燃剂、

 附录17 介电密封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多氯联苯类（PCB类） CAS No.

多氯联苯（所有异构体和同系物） 1336-36-3

单甲基四氯二苯基甲烷(Ugilec141) 76253-60-6

单甲基二氯二苯基甲烷(Ugilec121,Ugilec21) 81161-70-8

单甲基二溴二苯基甲烷(DBBT) 99688-47-8

8 多氯三联苯类 ・REACH规则　(EC)No.1907/2006的 全部 0.005 重量%(50ppm) 绝缘油、润滑油、

（PCT类）  附录17 电绝缘材料、溶剂、

　 电解液、塑化剂、

防火材料、

电线和线缆用

涂层剂 介电密封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多氯三联苯类（PCT类） CAS No.

PCT（多氯三联苯类）（所有异构体和同系物） 61788-33-8

9 多氯化萘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 全部 有意添加（注1） 润滑剂、涂料、

（至少含有2个氯  等规制相关的法律 稳定剂（电特性、

原子） （化审法） 阻燃性、防水性）

(PCN类) ・POPs条约 附录Ⅰ 绝缘材料、阻燃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多氯化萘 CAS No.

多氯化萘 70776-03-3

其它多氯化萘 －

10 短链氯化石蜡类 ・POPs条约 附录Ⅰ 全部 ・0.1重量% PVC塑化剂、

(C10～13) (1000ppm) 阻燃剂

（SCCPs）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短链氯化石蜡类(C10～13) CAS No.

氯烷烃C10-13 85535-84-8

氯烷烃C10-12 108171-26-2

氯烷烃C12-13 71011-12-6

氯烷烃 61788-76-9

其它短链氯化石蜡 －

11 三取代有机锡 ・REACH规则 全部 ・ 材料中的.元素. 稳定剂、抗氧化剂、

化合物   (EC)No.1907/2006的 0.1重量% 抗菌剂、防污剂、

  附录17 防腐剂、抗真菌剂、

・欧洲委员会规则No.276/2010 有意添加（注2） 涂料、颜料、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 抗污剂

 等规制相关的法律

（化审法）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CAS No.

三苯基锡N,N-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 1803-12-9

三苯基锡氟化物 37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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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CAS No.

11 三取代有机锡 三苯基锡乙酸盐 900-95-8

化合物 三苯基锡氯化物 639-58-7

（续） 三苯基锡羟化物 76-87-9

18380-71-7

三苯基锡脂肪酸盐(C=9～11) 18380-72-8

47672-31-1

94850-90-5

三苯基锡氯醋酸盐 7094-94-2

三丁基锡甲基丙烯酸酯 2155-70-6

双（三丁基锡）=富马酸酯 6454-35-9

三丁基锡氟化物 1983-10-4

双（三丁基锡）2,3-二溴丁二酸盐 31732-71-5

三丁基锡乙酸盐 56-36-0

三丁基锡月桂酸盐 3090-36-6

双（三丁基锡）邻苯二甲酸盐 4782-29-0

烷基=丙烯酸酯,甲基=甲基丙烯酸酯

及三丁基锡=甲基丙烯酸酯的共聚合物（烷基;C=8）

三丁基锡=氨基磺酸盐 6517-25-5

双（三丁基锡）马来酸酯 14275-57-1

1461-22-9

7342-38-3

三丁基锡=环戊烷羧酸盐及其类似化合物（三丁基锡=环烷酸）的混

合物

三丁基锡=1,2,3,4,4a,4b,5,6,10,10a-十氢-7-异丙基

-1,4a-二甲基-1- 菲羧酸盐和类似化合物的混合物（三丁基锡酪氨 26239-64-5

酸盐）

其它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2 三丁基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防腐剂、防真菌剂、

氧化锡   规制相关的法律 涂料、颜料、

(TBTO)  （化审法） 抗污剂、制冷剂、

发泡剂、灭火剂、

清洁剂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三丁基氧化锡（TBTO） 56-35-9

13 二丁基锡化合物 ・REACH规则 全部 ・ 材料中的锡元 PVC稳定剂、

(DBT)  (EC)No.1907/2006的附录17 素为 硅树脂和聚氨酯树脂

・欧洲委员会规则No.276/2010 0.1重量% 用的（固化）催化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二丁基锡化合物(DBT类) CAS No.

二丁基锡氧化物 818-08-6

二丁基锡乙酸盐 1067-33-0

二丁基锡二月桂酸酯 77-58-7

二丁基锡马来酸酯 78-04-6

其它二丁基锡化合物 －

14 二辛基锡化合物 ・REACH规则 （a）直接与皮肤 ・ 材料中的锡元 PVC稳定剂、

(DOT)  (EC)No.1907/2006的附录17 接触的纺织品 素为 硅树脂和聚氨酯树脂

和皮革制品 0.1重量% 用的（固化）催化剂

・欧洲委员会规则No.276/2010 （b）育儿用品 (1000ppm)

（c）双组分室温

硫化成型工具

（RTV-2成型工具）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二辛基锡化合物(DBT类) CAS No.

氧化二辛基锡 870-08-6

二月桂酸二正辛基锡 3648-18-8

其它二辛基锡化合物 －

67772-01-4

三丁基锡氯化物

8540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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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5 消耗臭氧层物质 ・蒙特利尔议定书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制冷剂、发泡剂、

灭火剂、洗洁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消耗臭氧层物质（注＊） CAS No.

三氯一氟甲烷(CFC-11) 75-69-4

二氯二氟甲烷(CFC-12) 75-71-8

一氯三氟甲烷(CFC-13) 75-72-9

五氯一氟乙烷(CFC-111) 354-56-3

四氯二氟乙烷(CFC-112) 76-12-0

1,1,2,2-四氯-1,2-二氟乙烷(CFC-112) 76-12-0

1,1,1,2-四氯-2,2-二氟乙烷(CFC-112a) 76-11-9

三氟三氯乙烷(CFC-113) 76-13-1

1,1,2-三氟-1,2，2-三氯乙烷(CFC-113) 76-13-1

1,1,1-三氟-2,2，2-三氯乙烷(CFC-113a) 354-58-5

1,2-二氯四氟乙烷(CFC-114) 76-14-2

氯五氟乙烷(CFC-115) 76-15-3

七氯一氟丙烷(CFC-211) 422-78-6

135401-87-5

1,1,1,2,2,3,3-七氯-3-氟丙烷(CFC-211aa) 422-78-6

1,1,1,2,3,3,3-七氯-2-氟丙烷(CFC-211ba) 422-81-1

六氯二氟丙烷(CFC-212) 3182-26-1

五氯三氟丙烷(CFC-213) 2354/6/5

134237-31-3

四氯四氟丙烷(CFC-214) 29255-31-0

1,2,2,3-四氯-1,1,3,3-四氟丙烷(CFC-214aa) 29255-31-0

1,1,1,3-四氯-2,2,3,3-四氟丙烷(CFC-214cb) 2268-46-4

三氯五氟丙烷(CFC-215) 1599-41-3

1,2,2-三氯五氟丙烷(CFC-215aa) 1599-41-3

1,2,3-三氯五氟丙烷(CFC-215ba) 76-17-5

1,1,2-三氯五氟丙烷(CFC-215bb) －

1,1,3-三氯五氟丙烷(CFC-215ca) －

1,1,1-三氯五氟丙烷(CFC-215cb) 4259-43-2

二氯六氟丙烷(CFC-216) 661-97-2

一氯七氟丙烷(CFC-217) 422-86-6

溴氯甲烷（哈龙-1011） 74-97-5

二溴二氟甲烷（哈龙-1202） 75-61-6

溴氯二氟甲烷（哈龙-1211） 353-59-3

三氟溴甲烷（哈龙-1301） 75-63-8

二溴四氟乙烷（哈龙-2402） 124-73-2

四氯化碳 56-23-5

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 71-55-6

溴甲烷 74-83-9

溴乙烷 74-96-4

正丙基溴 106-94-5

三氟碘甲烷（三氟甲基碘） 2314-97-8

氯甲烷 74-87-3

二溴氟甲烷(HBFC-21 B2) 1868-53-7

溴二氟甲烷(HBFC-22 B1) 1511-62-2

氟溴甲烷(HBFC-31 B1) 373-52-4

四溴氟乙烷(HBFC-121 B4) 306-80-9

三溴二氟乙烷(HBFC-122 B3) －

1,2-二溴-1,1,2-三氟乙烷(HBFC-123 B2) 354-04-1

替氟烷(HBFC-124 B1) 124-72-1

三溴氟乙烷(HBFC-131 B3) －

二溴二氟乙烷(HBFC-132 B2) 75-82-1

2-溴-1,1,1-三氟乙烷(HBFC-133 B1) 421-06-7

1,2-二溴氟乙烷(HBFC-141 B2) 358-97-4

溴二氟乙烷(HBFC-142 B1) 420-47-3

1-溴-2-氟乙烷(HBFC-151 B1) 762-49-2

六溴氟丙烷(HBFC-221 B6) －

五溴二氟丙烷(HBFC-222 B5) －

四溴三氟丙烷 (HBFC-223 B4) －

三溴四氟丙烷 (HBFC 224-B3) －

二溴五氟丙烷(HBFC-225 B2) 431-78-7

1-溴-1,1,2,3,3,3-六氟丙烷(HBFC-226 B1) 2252-78-0

五溴氟丙烷(HBFC-231 B5) －

四溴二氟丙烷(HBFC-232 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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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消耗臭氧层物质（注＊） CAS No.

15 消耗臭氧层物质 三溴三氟丙烷(HBFC-233 B3) －

（续） 二溴四氟丙烷（HBFC-234 B2） －

溴五氟丙烷（HBFC-235 B1）  460-88-8

四溴氟丙烷（HBFC-241 B4） －

三溴二氟丙烷（HBFC-242 B3） 70192-80-2

二溴三氟丙烷（HBFC-243 B2） 431-21-0

溴四氟丙烷（HBFC-244 B1） 679-84-5

三溴氟丙烷（HBFC-251 B3） 75372-14-4

二溴二氟丙烷（HBFC-252 B2） 460-25-3

溴三氟丙烷（HBFC-253 B1） 421-46-5

二溴氟丙烷（HBFC-261 B2） 51584-26-0

溴二氟丙烷（HBFC-262 B1） －

溴氟丙烷（HBFC-271 B1）  1871-72-3

二氯氟甲烷（HCFC-21） 75-43-4

氯二氟甲烷（HCFC-22） 75-45-6

氯氟甲烷（HCFC-31） 593-70-4

四氯氟乙烷（HCFC-121） 134237-32-4

1,1,2,2-四氯-1-氟乙烷（HCFC-121） 354-14-3

1,1,1,2-四氯-2-氟乙烷（HCFC-121a） 354-11-0

三氯二氟乙烷（HCFC-122） 41834-16-6

1,2,2-三氯-1,1-二氟乙烷（HCFC-122） 354-21-2

1,1,2-三氯-1,2-二氟乙烷（HCFC-122a） 354-15-4

1,1,1-三氯-2,2-二氟乙烷（HCFC-122b） 354-12-1

二氯三氟乙烷（HCFC-123） 34077-87-7

1,1-二氯-2,2,2-三氟乙烷（HCFC-123） 306-83-2

1,2-二氯-1,1,2-三氟乙烷（HCFC-123a） 354-23-4

90454-18-5

1,1-二氯-1,2,2-三氟乙烷（HCFC-123b） 812-04-4

氯四氟乙烷（HCFC-124） 63938-10-3

2-氯-1,1,1,2-四氟乙烷（HCFC-124） 2837-89-0

1-氯-1,1,2,2-四氟乙烷（HCFC-124a） 354-25-6

三氯氟乙烷（HCFC-131） 27154-33-2;

(134237-34-6)

1,1,2-三氯-2-氟乙烷（HCFC-131） 359-28-4

1,1,2-三氯-1-氟乙烷（HCFC-131a） 811-95-0

1,1,1-三氯-2-氟乙烷（HCFC-131b） 2366-36-1

二氯二氟乙烷（HCFC-132） 25915-78-0

1,2-二氯-1,2-二氟乙烷（HCFC-132） 431-06-1

1,1-二氯-2,2-二氟乙烷（HCFC-132a） 471-43-2

1,2-二氯-1,1-二氟乙烷（HCFC-132b） 1649-08-7

1,1-二氯-1,2-二氟乙烷（HCFC-132c） 1842-05-3

氯三氟乙烷（HCFC-133） 1330-45-6

431-07-2

1-氯-1,2,2-三氟乙烷（HCFC-133） 1330-45-6

2-氯-1,1,1-三氟乙烷（HCFC-133a） 75-88-7

1-氯-1,1,2-三氟乙烷（HCFC-133b） 421-04-5

二氯氟乙烷（HCFC-141） 1717-00-6

(25167-88-8)

1,2-二氯-1-氟乙烷（HCFC-141） 430-57-9

1,1-二氯-2-氟乙烷（HCFC-141a） 430-53-5

1,1-二氯-1-氟乙烷（HCFC-141b） 1717-00-6

氯二氟乙烷（HCFC-142） 25497-29-4
2-氯-1,1-二氟乙烷（HCFC-142） 338-65-8
1-氯-1,1-二氟乙烷（HCFC-142b） 75-68-3

1-氯-1,2-二氟乙烷（HCFC-142a） 338-64-7

氟氯乙烷（HCFC-151） 110587-14-9

1-氯-2-氟乙烷（HCFC-151） 762-50-5

1-氯-1-氟乙烷（HCFC-151a） 1615-75-4

六氯氟丙烷（HCFC-221） 134237-35-7

29470-94-8

1,1,1,2,2,3-六氯-3-氟丙烷（HCFC-221ab） 422-26-4

五氯二氟丙烷（HCFC-222） 134237-36-8

1,1,1,3,3-五氯-2,2-二氟丙烷（HCFC-222ca） 422-49-1

1,2,2,3,3-五氯-1,1-二氟丙烷（HCFC-222aa） 422-30-0

四氯三氟丙烷（HCFC-223） 134237-37-9

1,1,3,3-四氯-1,2,2-三氟丙烷（HCFC-223ca） 422-52-6

1,1,1,3-四氯-2,2,3-三氟丙烷（HCFC-223cb） 422-50-4

三氯四氟丙烷（HCFC-224） 13423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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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消耗臭氧层物质（注＊） CAS No.

15 消耗臭氧层物质 1,3,3-三氯-1,1,2,2-四氟丙烷（HCFC-224ca） 422-54-8

（续） 1,1,3-三氯-1,2,2,3-四氟丙烷（HCFC-224cb） 422-53-7

1,1,1-三氯-2,2,3,3-四氟丙烷（HCFC-224cc） 422-51-7

二氯五氟丙烷（HCFC-225） 127564-92-5

2,2-二氯-1,1,1,1,3-五氟丙烷（HCFC-225aa） 128903-21-9

2,3-二氯-1,1,1,2,3-五氟丙烷（HCFC-225ba） 422-48-0

1,2-二氯-1,1,2,3,3-五氟丙烷（HCFC-225bb） 422-44-6

3,3-二氯-1,1,1,2,2-五氟丙烷（HCFC-225ca） 422-56-0

1,3-二氯-1,1,2,2,3-五氟丙烷（HCFC-225cb） 507-55-1

1,1-二氯-1,2,2,3,3-五氟丙烷（HCFC-225cc） 13474-88-9

1,2-二氯-1,1,3,3,3-五氟丙烷（HCFC-225da） 431-86-7

1,3-二氯-1,1,2,3,3-五氟丙烷（HCFC-225ea） 136013-79-1

1,1-二氯-1,2,3,3,3-五氟丙烷（HCFC-225eb） 111512-56-2

氯六氟丙烷（HCFC-226） 134308-72-8

2-氯-1,1,1,3,3,3-六氟丙烷（HCFC-226da） 431-87-8

五氯氟丙烷（HCFC-231） 134190-48-0

1,1,1,2,3-五氯-2-氟丙烷（HCFC-231bb） 421-94-3

四氯二氟丙烷（HCFC-232） 134237-39-1

1,1,1,3-四氯-3,3-二氟丙烷（HCFC-232fc） 460-89-9

三氯三氟丙烷（HCFC-233） 134237-40-4

1,1,1-三氯-3,3,3-三氟丙烷 (HCFC-233fb) 7125-83-9

二氯四氟丙烷（HCFC-234） 127564-83-4

1,2-二氯-1,2,3,3-四氟丙烷（HCFC-234db） 425-94-5

氯五氟丙烷（HCFC-235） 134237-41-5

1-氯-1,1,3,3,3-五氟丙烷（HCFC-235fa） 460-92-4

四氯氟丙烷（HCFC-241） 134190-49-1

1,1,2,3-四氯-1-氟丙烷 (HCFC-241db) 666-27-3

三氯二氟丙烷（HCFC-242） 134237-42-6

1,3,3-三氯-1,1-二氟丙烷（HCFC-242fa） 460-63-9

二氯三氟丙烷（HCFC-243） 134237-43-7

1,1-二氯-1,2,2-三氟丙烷（HCFC-243cc） 7125-99-7

2,3-二氯-1,1,1-三氟丙烷（HCFC-243db） 338-75-0

3,3-二氯-1,1,1-三氟丙烷（HCFC-243fa） 460-69-5

氯四氟丙烷 （HCFC-244） 134190-50-4

3-氯-1,1,2,2-四氟丙烷（HCFC-244ca） 679-85-6

1-氯-1,1,2,2-四氟丙烷（HCFC-244cc） 421-75-0

三氯氟丙烷（HCFC-251） 134190-51-5

1,1,3-三氯-1-氟丙烷（HCFC-251fb） 818-99-5

1,1,2-三氯-1-氟丙烷（HCFC-251dc） 421-41-0

二氯二氟丙烷（HCFC-252） 134190-52-6

1,3-二氯-1,1-二氟丙烷（HCFC-252fb） 819-00-1

氯三氟丙烷（HCFC-253） 134237-44-8

3-氯-1,1,1-三氟丙烷（HCFC-253fb） 460-35-5

二氯氟丙烷（HCFC-261） 134237-45-9

1,1-二氯-1-氟丙烷（HCFC-261fc） 7799-56-6

1,2-二氯-2-氟丙烷（HCFC-261ba） 420-97-3

氯二氟丙烷（HCFC-262） 134190-53-7

1-氯-2,2-二氟丙烷（HCFC-262ca） 420-99-5

2-氯-1,3-二氟丙烷（HCFC-262da） 102738-79-4

1-氯-1,1-二氟丙烷（HCFC-262fc） 421-02-3

氯氟丙烷（HCFC-271） 134190-54-8

2-氯-2-氟丙烷（HCFC-271ba） 420-44-0

1-氯-1-氟丙烷（HCFC-271fb） 430-55-7

（注＊）

这些物质中可能包含未在此处列举出的同分异构体。附有CAS No. 的同分异构体均为

可获取时予以添加。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6 石棉类 ・REACH规则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制动衬垫、

 (EC)No.1907/2006的附录17 绝缘体、填充剂、

研磨剂、颜料、

涂料、滑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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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6 石棉类

（续）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石棉类 CAS No.

石棉类 1332-21-4

阳起石 77536-66-4

铁闪石（Grunerite） 12172-73-5

直闪石 77536-67-5

温石棉 12001-29-5

青石棉 12001-28-4

透闪石 77536-68-6

17 生成部分芳香族胺的 ・REACH规则 纺织品和皮革 成品纺织品/皮 颜料、

偶氮染料和顔料（注３）  (EC)No.1907/2006的附录17 革制品的含量 染料、

0.003重量% 人工色素

(30ppm)（注３）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特定胺 CAS No.

4-氨基苯 92-67-1

联苯胺 92-87-5

4-氯-2-甲基苯胺 95-69-2

2-萘胺 91-59-8

邻氨基偶氮甲苯 97-56-3

5-硝基-邻甲苯胺 99-55-8

对氯苯胺 106-47-8

2,4-二氨基苯甲醚 615-05-4

4,4’-亚甲基二苯胺 101-77-9

3,3’-二氯联苯胺 91-94-1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90-4

3,3’-二甲基联苯胺 119-93-7

4,4’-二氨基-3,3’-二甲基二苯甲烷 838-88-0

6-甲氧基-m-甲苯胺 120-71-8

4,4’-亚甲基-双（2-氯苯胺） 101-14-4

4,4’-氧基二苯胺 101-80-4

4,4’-二氨基二苯硫化物 139-65-1

邻甲苯胺 95-53-4

4-甲基-m-亚苯基二胺 95-80-7

2,4,5-三甲基苯胺 137-17-7

邻甲氧基苯胺 90-04-0

4-氨基偶氮苯 60-09-3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除下述豁免用途 ・有意添加（注2） 光致抗蚀剂、

  规制相关的法律 之外的全部 抗反射涂层剂、

 （化审法） 胶片、纸、

照片涂层剂

电镀防雾剂、

电镀工序中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PFOS化合物 CAS No.

全氟辛基磺酸（PFOS） 1763-23-1

全氟辛基磺酸阴离子 45298-90-6

全氟辛基磺酸辛基磺酰氟 307-35-7

306975-62-2

N-乙基全氟辛基磺酰胺乙醇 2991-51-7

全氟辛基磺酸钾盐 2795-39-3

全氟辛基磺酸铵盐 29081-56-9

锂= 全氟辛基磺酸酯 29457-72-5

全氟辛基磺酸四乙基铵・四乙铵 56773-42-3

豁免用途

1.制造蚀刻剂（仅限于用于生产可收发3MHz以上电波的压电滤波器或无线设备中的化合物

  半导体的蚀刻剂）

2.制造半导体用抗蚀剂

3.制造工业胶片

※ 用于镀层表面处理剂或该处理剂的调制添加剂的，则不属于豁免用途范围内，请务必注意。

2-[甲基[(全氟烃基（碳数4～8）磺酰]氨基] 丙烯酸乙酯、亚乙烯基氯化物聚合物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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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9 二甲基富马酸盐 ・REACH规则 全部 ・0.00001 重量% 杀虫剂、斜靠躺椅、

（富马酸二甲酯）  (EC)No.1907/2006的附录17 (0.1ppm) 按摩椅

（DMF） 等电子真皮

座椅的防霉处理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二甲基富马酸盐（富马酸二甲酯） 624-49-7

20 2-（2H-1,2,3-苯并三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胶水、涂料、

唑-2-基）-4,6-二叔丁   规制相关的法律 印刷油墨、

基苯酚  （化审法） 塑料、

墨带、油灰、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2-（2H-1,2,3-苯并三唑-2-基）-4,6-二叔丁基苯酚 3846-71-7

21 六溴环十二烷 ・与化学物质审查及生产等 全部 ・有意添加（注2） 主要用作发泡聚苯乙

（HBCD（注4））   规制相关的法律 烯和特定纤维的阻燃

及其所有主要非对映  （化审法） 剂

异构体 ・POPs条约 附录Ⅰ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HBC及其所有主要非对映异构体 CAS No.

25637-99-4

3194-55-6

α-六溴环十二烷 134237-50-6

β-六溴环十二烷 134237-51-7

γ-六溴环十二烷 134237-52-8

rel-(1R,2S,5R,6S,9R,10S)-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4736-49-6

rel-(1R,2S,5R,6S,9S,10R)-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65701-47-5

(1R,2R,5R,6S,9S,10S)-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138257-17-7

(1R,2R,5R,6S,9R,10S)-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138257-18-8

(1R,2S,5S,6S,9S,10R)-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169102-57-2

(1R,2R,5S,6R,9R,10S)-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678970-15-5

(1R,2S,5R,6S,9S,10S)-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678970-16-6

(1R,2R,5R,6S,9S,10R)-1,2,5,6,9,10-六溴环十二烷
678970-17-7

22 多环芳香族碳氢 ･REACH.. 直接接触、 ・零部件的 橡胶、塑化剂、

化合物  (EC)No1907/2006的附.17 长时间接触或 0.0001 重量% 塑料的染色剂

（PAH） 是短时间内反复接 (1ppm)

触

皮肤及口腔内部的

橡胶及塑料零部件

包含游乐设施在内 ・零部件的

的

玩具及育婴用品中，0.00005重量%

直接接触、 (0.5ppm)

长时间接触或是短

时

间内反复接触皮肤

及

口腔内部的橡胶及

塑料零部件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 CAS No.

苯并芘（BaP） 50-32-8

苯并(E)芘（BeP） 192-97-2

1,2-苯并蒽（BaA） 56-55-3

1,2-苯并菲（CHR） 218-01-9

苯并(B)荧蒽（BbFA） 205-99-2

苯并荧蒽（BjFA） 205-82-3

苯并[k]荧蒽（BkFA） 207-08-9

1,2:5,6-二苯并蒽（DBAhA） 53-70-3

2015年7月1日以后的采购品为适用对象。

六溴环十二烷(H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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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23 邻苯二甲酸酯 ・RoHS指令 全部 ・0.1重量% 塑化剂、染料、

（４项）  2011/65/EU修正为 (1,000ppm) 颜料、涂料、

･邻苯二甲酸二（2-  欧洲委员会委任指令2015/863/EU 油墨、粘着剂、

乙基己）酯（DEHP） 润滑剂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117-81-7

(B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84-74-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85-68-7

(DIBP)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84-69-5

将上述RoHS指令2011/65/EU修正为欧洲委员会委任指令2015/863/EU，关于其中的禁止

事项，向敝公司供货的适用开始日期为2018年7月22日。

但是，关于项目8（医疗设备）、项目9（包括工业用途在内的监测和控制设备）的适用开始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2．预定禁止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 全氟辛酸 ・REACH 法规 禁止

（PFOA） 　(EC)No1907/2006的附录 17

PFOA及其盐为25ppb以上

符合的化学物质代表例（注１）

CAS No.

全氟辛酸 335-67-1

全氟辛酸铵 3825-26-1

335-95-5

2395-00-8

335-93-3

全氟辛酰氯 335-66-0

全氟辛酸甲酯 376-27-2

全氟辛酸乙酯 3108-24-5

向本公司交付品的禁止事项适用开始日期为2020年1月4日。

PFOA类

全氟辛酸及其盐

化学物质 氟涂层、拨水剂、灭火剂、纸
的表面处理剂、树脂改性剂

(a)他の成分
(b)混合物
(c)成型品 PFOA相关物质为1000pp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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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报告物质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1 邻苯二甲酸二(C6-8支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塑化剂、染料、

链)烷基酯，富C7链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颜料、涂料、

（DIHP）  33条和7.2条 油墨、粘着剂、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润滑剂

邻苯二甲酸二烷基酯（DIHP） 71888-89-6

2 邻苯二甲酸二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塑化剂、染料、

(C7-11支链与直链)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颜料、涂料、

烷基酯  33条和7.2条 油墨、粘着剂、

（DHNUP）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润滑剂

3 氧化铍 ・CLP法规附录Ⅵ 全部 ・0.1重量% 陶瓷

（BeO） (1,000ppm)

氧化铍

4 ［4－双（4－二甲基氨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油墨

基苯基）亚甲基－2,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5－环己二烯－1－甲  33条和7.2条

叉基］盐酸二甲胺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別名C.I.碱性紫3）

［4－双（4－二甲基氨基苯基）亚甲基］－2,5－环己二烯－1－甲叉基］盐酸二甲胺

5 二乙二醇二甲醚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电池电解液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二乙二醇二甲醚

6 邻苯二甲酸二甲氧乙酯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塑化剂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邻苯二甲酸二甲氧乙酯

7 硼酸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复合板/木材的膏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状添加剂和阻燃剂

 33条和7.2条 ・氨基塑料树脂稳定剂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木材防腐剂

・木材、棉及其他

植物材料中的阻燃剂

硼酸

11113-50-1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17-82-8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0043-35-3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548-62-9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11-96-6

邻苯二甲酸二烷基酯(DHNUP) 68515-42-4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304-56-9

用法示例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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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8 溴系阻燃剂 ＪＩＳ709 塑料材料 塑料材料中的溴 外壳、

（PBB类、PBDE类、 （但多层印刷电 含量合计 连接器、

HBCD除外） 路板（注5）除外） 0.1重量%(1000ppm） 封装模具的密封剂

中的阻燃剂

IPC-4101 多层印刷 层积板的溴 多层印刷电路板基板

IEC61249-2-21 电路板(注5） 含量合计0.09重量%

(900ppm)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溴系阻燃剂（PBB类、PBDE类、HBCD除外）

聚（2,6-二溴亚苯基氧化物）

四十溴-p-二苯氧苯

1.2-双(2,4,6-三溴苯氧基)乙烷

3,5,3’,5’-四溴双酚A（TBBA）

TBBA（不指定结构） 

TBBA（表氯醇低聚物） 

TBBA（TBBA-二环氧甘油醚低聚物） 

TBBA（碳酸低聚物）

TBBA碳酸低聚物，苯氧端帽 

TBBA碳酸低聚物，2,4,6-三溴酚终止 

TBBA双酚A碳酰氯聚合物

溴化环氧树脂，三溴酚端帽

溴化环氧树脂，三溴酚端帽 

TBBA-（2,3-二溴丙醚）

TBBA双-（2-羟乙醚） 

TBBA双（烯丙醚） 

TBBA二甲基醚 

四溴双酚S

TBBA双-（2,3-二溴丙醚）

2,4-二溴酚

2,4,6-三溴酚

五溴酚 

2,4,6-三溴苯烯丙醚 

三溴苯烯丙醚（不指定结构） 

四溴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四溴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己基）

2-（2-羟基乙氧基）乙基-2-羟基丙基四溴邻苯二甲酸酯

TBPA,乙二醇和丙烯-氧化酯 

N,N’-乙烯-双-（四溴-酞酰亚胺）

乙烯-双（5,6二溴降冰片烷-2,3-二甲酰亚胺）

2,3-二溴-2-丁烯-1,4-二醇 

二溴新戊基乙二醇 

2,3-二溴丙醇

三溴新戊基乙醇 

聚三溴苯乙烯

三溴苯乙烯 

二溴苯乙烯,PP接枝物 

聚二溴苯乙烯

溴化/氯化石蜡类 

溴化/氯化α烯烃 

溴乙烯 

三（2,3-二溴丙基）异氰脲酸

三（2,4-二溴苯）磷酸盐 

三（三溴-新戊基）磷酸盐 

氯、溴化磷酸酯

五溴甲苯 

五溴苄基溴 

溴化1,3-丁二烯均聚物 

五溴苄基丙烯酸酯单体 

五溴苄基丙烯酸酯聚合物 

十溴二苯乙烷 

三溴双苯顺丁烯二酰亚胺 

四溴环辛烷 

1,2-二溴-4-（1,2-二溴乙基）环已烷 

TBPANa盐 

无水四溴邻苯二甲酸 

八溴-1,1,3-三甲基-1- 苯基茚满（FR-1808） 

其他溴系阻燃剂

79-94-7

30496-13-0

40039-93-8

70682-74-5

28906-13-0

94334-64-2

用法示例

CAS No.

69882-11-7

58965-66-5

37853-59-1

25327-89-3

37853-61-5

39365-79-5

42757-55-1

615-58-7

118-79-6

71342-77-3

32844-27-2

139638-58-7

135229-48-0

21850-44-2

4162-45-2

55481-60-2

26040-51-7

20566-35-2

75790-69-1

608-71-9

3278-89-5

26762-91-4

57137-10-7

61368-34-1

171091-06-8

31780-26-4

68955-41-9

82600-56-4

32588-76-4

52907-07-0

3234-02-4

3296-90-0

96-13-9

36483-57-5

38521-51-6

68441-46-3

59447-55-1

59447-57-3

84852-53-9

59789-51-4

593-60-2

52434-90-9

49690-63-3

19186-97-1

125997-20-8

87-83-2

31454-48-5

3322-93-8

25357-79-3

632-79-1

155613-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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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最大浓度值 

9 氯系阻燃剂 ＪＩＳ709 塑料材料 塑料材料中的氯 外壳、

（但多层印刷电 含量合计 连接器、

路板（注5）除外） 0.1重量%(1000ppm） 封装模具的密封剂中

的阻燃剂

IPC-4101 ・多层印刷 层积板中氯含量 阻燃剂

IEC61249-2-21 电路板(注5） 合计

0.09重量%(900ppm）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氯系阻燃剂

[2,2-双 (氯甲基)-1,3-丙二醇]双[双(2-氯乙基磷酸酯)]

Tetrakis(2-chloroethyl)dichloroisopentyldiphosphate

磷酸三(1-氯-2-丙基)酯　Tris(1-chloro-2-propyl)phosphate

2,2-双 (溴甲基)-3-氯丙基=双 [2-氯-1-(氯甲基)磷酸乙酯

Tris(2,3-dichloro-1-propyl)phosphate

其他氯系阻燃剂

10 氯化钴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用于水质污浊检测的

（CoCl2）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气动控制面板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氯化钴（CoCl2）

11 五氧化二砷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木材、金属、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玻璃及塑料

 33条和7.2条 添加剂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五氧化二砷

12 三氧化二砷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木材、金属、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玻璃及塑料

 33条和7.2条 添加剂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三氧化二砷

13 2,2'-二氯-4,4'-亚甲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聚氨酯固化剂

基二苯胺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MOCA）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2,2'-二氯-4,4'-亚甲基二苯胺（MOCA）

14 N,N-二甲基乙酰胺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未反应物质

（DMAC）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N,N-二甲基乙酰胺（DMAC）

用法示例

CAS No.

38051-10-4

13674-84-5

66108-37-0

-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327-53-3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01-14-4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7646-79-9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303-28-2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2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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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15 无水四硼酸二钠及水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复合板／压缩木材的

合物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膏状添加剂和阻燃

 33条和7.2条 剂、氨基塑料树脂稳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定剂木材防腐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无水四硼酸二钠及水合物

十水四硼酸二钠（硼砂）

四硼酸钠 

五水四硼酸二钠 

四硼酸二钠水合物

16 温室氟化气体 IEC62474 相关气体及产品 ・有意添加（注2） 制冷剂、发泡剂、

（PFC､SF6､HFC） 参考如下 灭火剂、洗洁剂、

绝缘材料，腐蚀性气体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CAS No. ＧＷＰ(※1)

氢氟烃类(HFCs)

三氟甲烷（HFC-23） 75-46-7 14,800

二氟甲烷（HFC-32） 75-10-5 675

氟甲基（HFC-41） 593-53-3 92

五氟乙烷（HFC-125） 354-33-6 3,500

1,1,2,2-四氟乙烷（HFC-134） 359-35-3 1,100

1,1,1,2-四氟乙烷（HFC-134a） 811-97-2 1,430

1,1,2-三氟乙烷（HFC-143） 430-66-0 353

1,1,1-三氟乙烷（HFC-143a） 420-46-2 4,470

1,2-二氟乙烷(HFC-152) - 53

1,1-二氟乙烷（HFC-152a） 75-37-6 124

氟乙烷(HFC-161) - 12

1,1,1,2,3,3,3-七氟丙烷（HFC-227ea） 431-89-0 3,220

1,1,1,2,2,3-六氟丙烷（HFC-236cb） 677-56-5 1,340

1,1,1,2,3,3-六氟丙烷（HFC-236ea） 431-63-0 1,370

1,1,1,3,3,3-六氟丙烷（HFC-236fa） 690-39-1 9,810

1,1,2,2,3-五氟丙烷（HFC-245ca） 679-86-7 693

1,1,1,3,3-五氟丙烷（HFC-245fa） 460-73-1 1,030

1,1,1,3,3-五氟丙烷（HFC-365mfc） 406-58-6 794

1,1,1,2,2,3,4,5,5,5-十氟戊烷（HFC-43-10mee） 138495-42-8 1,640

全.化..(PFCs)

四氟甲烷（四氟化碳、PFC-14） 75-73-0 7,300

六氟乙烷（PFC-116） 76-16-4 12,200

八氟丙烷（PFC-218） 76-19-7 8,830

十氟丁烷（PFC-31-10） 355-25-9 8,860

十二氟戊烷（PFC-41-12） 678-26-2 9,160

十四氟己烷（PFC-51-14） 355-42-0 9,300

八氟环丁烷（PFC-c318） 115-25-3 10,300

其他全氟化合物

六氟化硫(SF₆) 2551-62-4 22,800

（※1）GWP(global warning potential):全球暖化潜势

相关气体及产品

相关产品 产品中含有的气体 ＧＷＰ（※2） 禁止日期

不可填充的容器 HFCｓ､PFCs､SF₆ - 已被禁止

开放式直接蒸发系统 HFCｓ､PFCs - 已被禁止

PFCs - 已被禁止

HFC-23 - 2016.1.1

家用玻璃 HFCｓ､PFCs､SF₆ - 已被禁止

非家用玻璃 HFCｓ､PFCs､SF₆ - 已被禁止

鞋类 HFCｓ､PFCs､SF₆ - 已被禁止

轮胎 HFCｓ､PFCs､SF₆ - 已被禁止

成分单一的发泡材料（当需要满足EU各国

的安全标准时除外）

以娱乐及装潢（REACH规则附录ⅩⅦ中No4

0所示）等为目的而贩卖的气雾发生器及信

号笛

HFCｓ ≧150 已被禁止

1330-43-4

12179-04-3

12267-73-1

化学物质名称

防火设备

HFCｓ､PFCs､SF₆ ≧150 已被禁止

用法示例

CAS No.

130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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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相关产品 产品中含有的气体 ＧＷＰ（※2） 禁止日期

16 温室氟化气体 家用冰箱和冷冻机 HFCｓ ≧150 2015.1.1

（PFC､SF6､HFC） 商用冰箱和冷冻机（密封贩卖的设备） ≧2500 2020.1.1

（续） ≧150 2022.1.1

额定能力不小于40kW的商用合装集中式制

冷系统（复叠系统的初级制冷回路温室氟

化气体且其全球暖化潜势小于1,500时除外）

用户可在房间内移动的、气体密闭式房间

空调器

所含小于3kg的温室氟化气体的单一分体

式空调系统

发泡材料 挤压的聚苯乙烯

（当需要满足EU各 （XPS）

国的安全标准时除外） 其他泡沫材料 2023.1.1

工业喷雾剂

（当需要满足EU各国的安全标准及医疗用 2018.1.1

途除外）

（※2）混合物的GWP值的计算方法请查阅EU法规No.517/2014中的ANNEXⅣ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17 甲醛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RB 复合木材（复合 有意添加(注２) 音响柜、售货亭罩

  规则 板、刨花板、中

・美国联邦法 密度纤维板）产

  111-199/TSCA 601项 品或部件

・奥地利BGB I　1990/194 纺织品 ・0.0075wt% 纺织品

・甲醛限制§2,1990.2.12 (75ppm)

・立陶宛卫生标HN96:2000

（卫生标准与限制）

甲醛

18 镍（注6） ・REACH规则 长时间与皮肤接 有意添加（注2.6） 不锈钢、

 (EC)No1907/2006 附录17 触时全部 镀层：长时间与皮肤

接触的适用例：头戴式耳机

镍

19 高氯酸盐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全部 ・0.0000006重量% 纽扣电池

  高氯酸盐污染防治法 （0.006ｐｐｍ）

高氯酸锂

其他高氯酸盐化合物

20 酞酸酯类 ・REACH规则 可放入儿童口中 可塑化材料的 塑化剂、

第2组(注7）  (EC)No1907/2006　附录17 的玩具及育儿用品 0.1重量% 染料、颜料、

(DIDP､DINP､DNOP) (1,000ppm) 涂料、油墨、

・依据《美国家庭用品安全 粘着剂、

  改进法案》 润滑剂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注1）

酞酸酯类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注）申报规定使用于上述所有物质的合计值。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28553-12-0

68515-48-0

117-84-0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7791-03-9

-

CAS No.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76761-40-0

68515-49-1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50-00-0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7440-02-0

HFCｓ ≧150
2020.1.1

HFCｓ ≧150

用法示例

HFCｓ ≧150 2020.1.1

HFCｓ､PFCs､SF₆ ≧750 2025.1.1

HFCｓ

HFCｓ､PFCs､SF₆ ≧150 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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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大浓度值 

21 铝硅酸盐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高温试验设备的

耐火陶瓷纤维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绝热材料

 33条和7.2条

 (2010.01.13　SVHC批准候选名单）

铝硅酸盐，耐火陶瓷纤维

铝硅酸盐和耐火陶瓷纤维是被列入《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标签和包装的2008年12月16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EC）No127

2/2008》附件VI第3部分表3.1中的纤维，其索引编号为650-017-0

0-8，并满足以下3个条件。

a) 是铝以及硅的氧化物，其在纤维中的浓度不定，是主要的含有成分。

b) 纤维长度的加权几何平均直径减去其 2 倍标准误差的值6微米（μm）以下。

c) 碱性氧化物及碱土族金属的氧化物（Na2O+K2O+CaO+MgO+BaO）

   的含有情况为：重量比小于等于18%。

22 氧化锆铝硅酸盐、耐火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高温试验设备的

陶瓷纤维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绝热材料

 33条和7.2条

 (2010.01.13　SVHC批准候选名单）

氧化锆铝硅酸盐、耐火陶瓷纤维

氧化锆铝硅酸盐、耐火陶瓷纤维是被列入《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

分类、标签和包装的2008年12月16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EC）

No1272/2008》附件VI第3部分表3.1中的纤维，其索引编号为 650

-017-00-8，并满足以下3个条件。

a) 属于铝氧化物、硅氧化物及锆氧化物，浓度不定，是（纤维中的）含有的主要成分

b) 纤维长度的加权几何平均直径减去其 2 倍标准误差的值6微米（μm）以下。

c) 碱性氧化物及碱土族金属的氧化物（Na2O+K2O+CaO+MgO+BaO）

   的含有情况为：重量比小于等于18%。

23 4-（1,1,3,3-四甲基丁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未反应物质

基苯酚）、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对特辛基苯酚）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4-（1,1,3,3-四甲基丁基苯酚）（对特辛基苯酚）

24 磷酸三 ・REACH规则 全部 ・0.1重量% 阻燃剂

（2-氯乙基）酯  (EC)No.1907/2006的 (1,000ppm)

（TCEP）  33条和7.2条

 (2011.06.20　SVHC批准候选名单）

磷酸三（2-氯乙基）酯（TCEP）

25 REACH规则 所有 0.1重量％

(EC)No1907/2006的33条 （1000ｐｐｍ）

以及7.2条(2010.01.13

SVHC认可候补清单）

化学物質名

应确认相关法规的原文（ 新版）。

https://echa.europa.eu/candidate-list-table

 (注1) 相当的化学物质的代表性的例子： 是正举例说明有相当各物质群的CAS NO的化学物质的东西，并且没正网罗全部。

（注2）有意添加：该物质或包含该物质的混合物，无论含量多少，在生产工序中故意添加时，视其为有

　　 　意添加，杂质（生产工序中，技术上未能除净的物质）不视为有意添加。此外， 大浓度值如标有“有意添加”字样，则表示禁止有意添加。

（注3）欧洲共同体的偶氮染料禁令适用于特定的偶氮染料和颜料，其偶氮基经过还原裂解，可生成示例

 　　　中22种芳香族胺中的一种。 大浓度值水平仅适用于胺，并不适用于偶氮染料和颜料。

（注4）简称HBCDD。HBCD与HBCDD为同一物质。

（注5）积层印制电路板（printed wiring board laminate）指除去表面处理和部件之外的层状板材部分。

（注6）如果皮肤处于长时间与镍接触的情况时（如便携电子产品的包装盒），必须依据相应适用限制加以报告。

　  　 设计成可收于产品包装盒内的或部件中含有的镍，无需报告。

（注7）物质群中，以选取的分组展示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的 大浓度值，作为邻苯二甲酸浓度的合计值。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15-96-8

其他SVHC

CAS No.

142844-00-6

CAS No.

142844-00-6

化学物质名称 CAS No.

140-66-9

用法示例

C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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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RoHS指令附录Ⅳ的豁免

No 适用豁免 适用范围与期限

1 电离辐射检测器中所含的铅、镉及汞

2 X射线管中的铅轴承

3 电磁辐射放大器（微通道板及毛细板）中所含的铅

4
X射线管和图像增强器的玻璃粉中所含的铅，气体激光器装配专用以及将电磁辐

射转换成电子的真空管的玻璃粉粘合剂中的铅

5 电离辐射防护装置中的铅

6 X射线测试物中的铅

7 X射线衍射晶中所含的硬脂酸铅

8 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专用放射性镉同位素

1a

1b 电化学氧传感器正极所含的铅

1c 红外线检测器中所含的铅、镉及汞

1d 参考电极中所含的汞：低氯离子氯化汞、硫酸汞和氧化汞

9 氦镉激光器中所含的镉

10 原子吸收光谱仪灯中所含的铅和镉

11 作为MRI的超导体和热导体使用的合金中所含的铅

12
构成MRI、SQUID、NMR (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或FTMS（傅

里叶变换质谱仪）检测器的超导磁回路的金属粘合剂中所含的铅和镉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13 平衡配重中的铅

14 用于超声波换能器单晶压电晶体材料中所含的铅

15 超声波换能器焊料中所含的铅

16
用于监测和控制设备的超高精度电容／损耗测量电桥、高频RF开关及继电器中

所含的汞，并每一个开关或每一个继电器中的含量不超过20mg

17 便携式除颤器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18 用于检测范围在8-14μm的高性能红外成像模块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19 LCoS显示器中所含的铅

20 X射线测量滤波器中所含的镉

21
（1）X射线成像专用图像增强器中的荧光涂层所含的镉

（2）X射线装置零配件中的镉

（1）豁免至2019年12月31日

（2）过了（1）的豁免期限以后，在

2020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零配件均可豁

免

22
CT和MRI专用的立体定向头架、伽玛射线和粒子束治疗系统的定位装置中所使用

的醋酸铅标记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23 做为暴露在电离辐射下的医疗设备的轴承和磨损表面的作为合金元素的铅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24 在X射线图像增强器的铝和铁之间可真空气密连接的铅 豁免至2019年12月31日

　其他

  ・由于RoHS指令的附录将会持续修订，因此必须确认最新版本的内容。

　・对于未记载期限的项目，用于体外诊断第8类的豁免有效期为2023年7月21日，工业用第9类的豁免有效期为2024年7月21日。

　利用或检测电离辐射时使用的设备

　传感器、检测器和电极

包括pH电极玻璃在内的离子选择电极中所含的铅与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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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正常操作和储存状态下，需要在-20℃以下的温度中永久性使用无磁性连接器

的引脚连接器系统表面涂层中所含的铅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26

在正常操作和储存状态下，需要在-20℃以下的温度中永久性使用的下列物体中

所含的铅：

 －印刷线路板上的焊料

 －电子电气部件的端部涂层和印刷线路板上的涂层

 －连接电线和电缆的焊料

 －连接转换器和传感器的焊料

 零下150℃以下能定期使用的设备的测温传感器的电气连接中的铅。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27

(a) 设计用于在固定范围内、包括监测患者情况的设备在内医用磁共振成像设

备（MRI）中磁体的等角点周围半径1m以内的磁场，或

(b) 距离适用于粒子束治疗的回旋加速器磁铁、光束传输和光束方向控制装置

的磁铁1m范围内的磁场中使用的下列物体中所含的铅

 －焊料

 －电气、电子零件和印刷线路板的端部涂层

 －电线、屏蔽和封装的连接器的连接部位

豁免至2020年6月30日

28
将碲化镉（cadmium telluride）和碲化镉锌（cadmium zinc telluride）的数

字阵列检测器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所使用的焊料中的铅
豁免至2017年12月31日

29

医疗设备（第8类）和/或工业用监视及控制设备中，低温冷却器（cryo-

cooler）冷头，和/或用低温冷却器冷却（cryo-cooled）的低温探头，和/或用

低温冷却器冷却的等电位（equipotential）接合系统中使用的、做为超导体或

者热导体的合金中的铅

豁免至2021年6月30日

30

(1) 在X射线图像增强器中为了制造光电面（photocathodes 光电阴极）而使用

的碱性分配器中的六价铬

(2)X 射线装置零配件中所含的六价铬

(1) 豁免至2019年12月31日

(2) 过了(1)的豁免期限以后，在2020年

1月1日以前上市的零配件均可豁免

31a

从维修或翻新的医疗设备（包括体外诊断医疗设备及电子显微镜及其配件在内

的医疗设备）中回收、使用的零部件中所含的铅、镉、六价铬和多溴联苯醚

（PBDE），假设再使用是在可监视闭环的商对商的回收系统中再使用，并且已

向消费者通报

(a)在除体外诊断医疗设备外的医疗设备

中的使用：截止到2021年7月21日

(b)在体外诊断医疗设备中的使用：截止

到2023年7月21日

(c)在电子显微镜及其附件中的使用：截

止到2024年7月21日

32
组装在核磁共振成像（MRI）设备内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检测器和数

据收集装置的印刷线路板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豁免至2019年12月31日

33
除了便携式紧急除颤器以外，用于指令93/42/EEC(医疗器械指令)IIa类和 IIb

类的移动医疗设备上的、已安装零部件的印刷电路板上的焊料中的铅

・IIa类：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

・IIb类：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34
使用含有BSP（BaSi₂O₅：Pb）荧光物质的体外循环光照治疗灯时，作为放电灯

的荧光粉触媒剂使用的铅
豁免至2021年7月22日

35
2017年7月22日以前上市的工业用监测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背光液晶显示屏专用

冷阴极荧光灯中的汞，而且每1只灯中的含量不超过5mg
豁免至2024年7月21日

36
在符合工业用监测和控制设备的C-冲压标准的针式连接器系统以外的设备中使

用的铅

・豁免至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工业用监测

和控制设备的零配件，在这个期限过后

仍可以使用

37

电导率测量专用的经过白金电镀处理的铂电极（platinized platinum

electrodes）中的铅，符合下列条件中的至少一项时：

(a)为了测量未知的浓度而用于实验用途，覆盖超过个位数的电导率测量范围

（例如0.1mS/m到5mS/m的范围）的宽范围的测量。

(b)精度在样本范围的正负1%以内时，检测下列任何一种溶液需要电极具有高耐

腐蚀性的溶液测量：

　　 (i) 酸度< pH 1的溶液。

　　 (ii) 碱度> pH 13的溶液。

　　 (iii) 含有卤素气体的腐蚀性溶液

(c) 需要使用便携式设备进行的、电导率超过100mS/m的测量

豁免至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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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用于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X射线装置专用X射线检测器，并且每个交界面

（interface 接口）拥有超过500个相互连接的、广域面积芯片元素(die

elements)的1个交界面的焊料中所含的铅

・有豁免至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CT和X射线装

置的零配件，在该豁免期限过后仍可以

使用

39

在拥有下列特性中的至少1项特性的设备中使用的微通道板中（MCPs）的铅：

(a)最高3mm/MCP（检测器的厚度+MCP安装空间），整体高度限制在6mm以内，占

用空间较少而且尺寸较小的电子或离子检测器，以及如果没有需要较大空间的

替代设计，则在科学技术上无法进行替代的检测器

(b)至少符合下述条件中的1项条件的电子或离子检测专用二维空间分辨率：

    (i) 响应时间小于25ns

    (ii) 检测区域大于149mm²

    (iii) 倍增系数大于1.3×10³

(c)响应时间小于电子或离子检测用的5ns。

(d)检测区域大于电子或离子检测用的314mm²

(e)倍增系数大于4.0×10⁷

豁免有效期至下列日期。

(a)医疗设备和监测及控制设备：

　　豁免至2021年7月21日

(b)体外诊断用医疗设备：

　　豁免至2023年7月21日

(c)工业用监测及控制设备：

　　豁免至2024年7月21日

40
小于工业用监测及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AC125V或DC250V的电容器中的介电陶瓷

所含的铅

・豁免至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工业用监测

和控制设备的零配件，在这个期限过后

仍可以使用

41
用于血液及其他体液、体气分析的体外诊断用医疗设备中，做为测量电流、电

位差、电导率的电化学传感器的基板使用的PVC内，作为热稳定剂使用的铅
豁免至2018年12月31日

42
在具有高工作频率（＞50MHz）模式的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中使用的电动旋转接

头内的汞
豁免至2019年6月30日

43
测量所要求的灵敏度小于10ppm的工业监测和控制设备内作为氧传感器使用的赫

尔希池中的镉阳极
豁免至202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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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环境负荷物质管理标准（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禁止含有的化学物质如下所示。对于此类化学物质，其含有浓度必须小于等于阈值。

1. 禁止使用物质

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最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1 特定重金属 ・EU指令 94/62/EC 所有 ･有意添加 颜料、涂料、

・美国州包装材料重金属限 PVC稳定剂

・镉/镉化合物 制（TIP） ・Cd､Hg､Pb及Cr

・六价铬化合物 (Ⅵ)合计包装

・铅/铅化合物 材料类的0.01重量％

・汞/汞化合物 （100ppm）

该化学物质的代表示例

镉/镉化合物 CAS No.

镉 7440-43-9

氧化镉 1306-19-0

硫化镉 1306-23-6

氯化镉 10108-64-2

硫酸镉 10124-36-4

其他镉化合物 －

六价铬化合物 CAS No.

氧化铬(VI) 1333-82-0

铬酸钡 10294-40-3

铬酸钙 13765-19-0

铬酸铅（II） 7758-97-6

钼铬红 12656-85-8

颜料黄-34 1344-37-2

铬酸钠 7775-11-3

重铬酸钠 10588-01-9

铬酸锶 7789-06-2

重铬酸钾 7778-50-9

铬酸钾 7789-00-6

氢氧化铬酸锌钾 11103-86-9

氢氧化铬酸锌 49663-84-5

铬酸锌 13530-65-9

其他六价铬化合物 －

铅和铅化合物 CAS No.

铅 7439-92-1

硫酸铅(II) 7446-14-2

碳酸铅 598-63-0

铬酸铅（II） 7758-97-6

钼铬红 12656-85-8

碱式碳酸铅（亚碳酸铅） 1319-46-6

醋酸铅 301-04-2

乙酸铅（II）、三水合物 6080-56-4

磷酸铅 7446-27-7

硒化铅 12069-00-0

氧化铅(IV) 1309-60-0

氧化铅(II、IV) 1314-41-6

硫化铅(II) 1314-87-0

氧化铅(II) 1317-36-8

碱式碳酸铅(II) 1319-46-6

氢氧碳化铅 1344-36-1

砷酸氢铅 7784-40-9

磷酸铅(II) 7446-27-7

颜料黄-34 1344-37-2

钛酸铅(II) 12060-00-3

硫酸铅 15739-80-7

三碱式硫酸铅 12202-17-4

硬脂酸铅 1072-35-1

叠氮化铅 13424-46-9

苦味酸铅 6477-64-1

收敛酸铅 1524544-0

其他铅化合物  －

汞/汞化合物 CAS No.

汞 7439-97-6

氯化汞（2+） 33631-63-9

氯化汞(II) 7487-94-7

硫酸汞 7783-35-9

硝酸汞（2+） 10045-94-0

氧化汞(II) 21908-53-2

硫化汞（2+） 1344-48-5

其他汞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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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物质群 主要法令 对 象 最大浓度值 用法示例

2 邻苯二甲酸酯
・欧盟批准指令“2015/863/EU”修改
RoHS指令“2011/65/EU”

全部 ・含量0.1% 可塑剂、染料、颜料

（4种） 　 　(1,000ppm) 涂料、油墨、粘合剂

・邻苯二甲酸双酯 润滑剂

（2-乙基己基）

 （DEH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汞/汞化合物 CAS No.

　（DBP） フタル酸ビス（2-エチルヘキシル）（ＤＥＨＰ） 117-81-7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DBP） 84-74-2

（BBP）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BBP） 85-68-7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84-69-5

　（DIBP）

上述欧盟批准指令“2015/863/EU”修改RoHS指令“2011/65/EU”中的禁止事项

将从2019年9月2日起适用于向本公司交货的产品。

但是，第8类（医疗设备）、第9类（工业用监测、控制设备）从2020年7月22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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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１》 年  月  日 

斯坦雷电气株式会社  敬启 

 

不含禁用物质的证明 

 

 
 

公司名  ：                           

 

负责人姓名：                        

 

本公司（包括本公司的子公司及关联企业）保证如下：本公司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向斯

坦雷电气（株）及斯坦雷集团（关联企业等）销售的所有产品的构成零部件、材料、

辅材、包装材料等中，除豁免项目及图纸等要求以外，均不超标含有、或附着以下记

载的斯坦雷集团规定的禁用物质。 

 

记 

 

 

■斯坦雷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1）车载产品 

・GADSL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车载产品）（附表 1） 

・ELV指令附录Ⅱ的豁免（附表 2） 

2）电器・电子产品 

・chemSHERPA 管理对象物质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电器・电子产品）（附表 3） 

       ・RoHS 指令附录Ⅲ的豁免（附表 4） 

       ・RoHS 指令附录Ⅳ的豁免（附表 5） 

3）包装材料 

       ・特別管理对象物质（包装材料）（附表 6） 

 

 

 

 

 

印

章 

《斯坦雷产品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第 1版（2019年 9月） 



≪格式-2≫

斯坦雷电气株式会社

产品环境质量监查检查表

各位客户

1．基本信息

2．管理的体制（贵公司的事业形态）

I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制作日期

贵公司名称

事业所名

所属部门名

在相应分类处划“レ”

成形品（ARTICLE）的销售

管理体制（共通）

化学物质（SUBSTANCE）/配制品（PREPARATION）的销售

填写人姓名

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回答对象的管理分类

化学物质（SUBSTANCE）/配制品（PREPARATION）的购买

化学物质（SUBSTANCE）/配制品（PREPARATION）的生产

成形品（ARTICLE）的采购

成形品（ARTICLE）的生产

【检查表填写方法】 

１．基本信息 

 请填写检查表回答者所在的贵公司名、事业所名、回答者姓名等 

 基本信息。 
 

２．管理的框架 

 在「管理的框架」（Ⅰ～Ⅵ）中，明确被判断为包括在贵公司管理 

 范围的全部框架，关于贵公司的事业形态， 

 在相应的管理分类处划“レ”。 

 

 在『产品环境质量监查检查表输入流程.xls』的《(参考)框架的认识》中， 

 有管理框架的回答范例，请参考。 

  

３．检查表(B．检查表(必答项)) 

  在「２．管理的框架」相应分类中输入“レ”，同时在必答问题的 

  「回答与否」栏标示“要”。 

  请回答标示了“要”的问题。 

 

  对每个问题，选择「判定」。请回答「规则」及「运用」。 
  『规则』：记述了管理体制内容的文字等。 

  『运用』：实际遵照规则的运用情况。 
(共通）(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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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环境质量监查检查表

I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明确了会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在品质方针、环境方针等中，明确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内容。 ● 要

2. 制订计划
●已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业标
准，明确了需要遵守的管理规章，并传达给了相关部
门。

●将以斯坦雷公司绿色采购指导方针的禁止物质为对象的产品及该产品中含有的物质名称明确化。 ● 要

●将以斯坦雷公司绿色采购指导方针的禁止物质为对象的产品构成部件（材料、零部件、配材、包装材
料、捆包材料等）明确化。

● 要

●制订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目标和计划。此外，根
据需要对目标和计划进行调整。

●设定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目标。 ● 要

●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责任和权限。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体制图明确。

・在体制图中，明确记载组织名、职务、责任人及执行人、分工、权限。
・斯坦雷公司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提出质询时，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和公司内部联系方式。
・贵公司供应商咨询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问题时，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和公司内部联系方式。

● 要

3. 实施及运营

3.1 设计和开发

●生产化学物质/配制品时，确认原材料所含化学物质的
信息，按照符合管理标准的前提设计产品及相应的生产
工序。必要时指定采购产品的规格。 ●对原材料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进行确认。

●在产品状态（材料、配制品等贵公司出货形态下的产品）下，确认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
● ● 不要

规则：

运用：

●对构成原材料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进行确认，确认其中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

・构成原材料中需要包含焊锡、粘合剂、润滑脂、油墨等。
・有树脂、镀层、焊锡、粘合剂、润滑脂、油墨等的工序时适用。

● ● 不要

●利用成形品生产新的成形品时，确认部件等成形品中
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确认产品符合管理标准。

●对构成部件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进行确认，确认其中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 ● ● 不要

3.2 采购管理

根据适当的凭据，对每个构成部件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进行确认和判定。

凭据：可以作为保证不含有禁止物质依据的数据、文件和帐票等
● ● 不要

① 贵公司对供应商的选择标准，包罗以下项目。

a）在管理标准中包括“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

b）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获取和确认

c）
供应商管理状况的确认
※贵公司的供应商对贵公司的二级供应商有同等体制的要求

d）到货确认

e）防止误用、混入、污染

f）反应工序的适当管理

g）变更管理

h）出现不符合情况时的应对

i）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特定对象批次、并能够追踪调查。

j）所含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信息的提供

对贵公司选定的供应商，要求上述1①的内容，并进行评价。
※受托生产方也属于评价对象。

● ● 不要

在继续交易时，根据需要进行重新评价。 ● ● 不要

如果有供应商未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角度进行评价，是否采用了以下某种方法来保证采购产品的
安全性？

・ 向供应商索取初期出货时的分析数据，进行确认。之后，按产品批次等定期实施到货分析。

・ 贵公司出货时的定期分析。

・ 如果采购的是材料，需要获取材料厂家发行的材料证明。

≪样式-2≫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证据栏（事实、文档名等）
（请记录实施内容和不足）

规则：

运用：

●获取采购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IN信息），在确
认必要内容已适当记载后，对符合管理标准进行确认。
对于新产品和变更品，在开始批量生产之前要按照管理
标准获得和确认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

●作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
“组织”、“业务”、“化学物质”、“构成部材”、
“工序”、“产品”等对象。

●利用化学物质/配制品生产成形品时，对原材料中所含
化学物质信息进行确认。如果在工序中所含化学物质的
浓度或种类有可能发生变化，掌握该变化的情况。在此
基础上，确认产品符合管理标准。

3.1.3
对使用了成形品的成形品生产进行设
计

3.1.2
对使用化学物质／配制品生产成形品
进行设计

3.2.1
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获取和确认

实施内容

3.2.2
供应商管理状况的确认

●在选择新供应商时，确认供应商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的管理状况。在继续交易时，根据需要进行重新确认。
并规定对确认结果的处理方法。供应商的确认对象、标
准、频度、方法等，也可以根据风险级别设置。

实施项目

2.3
目标策定及运营程序的计划

2.4
组织体制、责任和权限的明确化

2.1
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1. 方针

2.2
管理范围的明确化

3.1.1
对化学物质／配制品的生产进行设计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2.对供应商进行评价]

[3.对供应商进行评价的措施]

[4.尚未对供应商进行评价时的对应]

确认要点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用范围]
※也可以明确管理标准不适用的范围。

※无论是否设立了设计部门，如果构成部件由贵公司自己选定，必须有“3.1设计和开发”项目。

※多数情况下，3.1.2使用化学物质／配制品的成形品生产工序，与3.1.3使用成形品的成形品生产工序是同时
进行的，在3.1.2的工序中如果也对成形品做了确认，3.1.3的确认可以省略。

[确定含有量调查对象]

※也请将受托生产方包含在对象中。

[1.供应商选定标准／流程]

判定
管理体制

●●

不要

不要

回答
要否

打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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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栏（事实、文档名等）
（请记录实施内容和不足）

实施内容实施项目 确认要点 判定
管理体制 回答

要否
打分

●收货时，确认采购产品符合本公司的管理标准。确认
的对象、标准、方法、频度等，也可以根据采购产品的
风险水平选择。 对于在斯坦雷公司接收到的产品中所使用的部件和材料，从体制上，只能订购或接收不含斯坦雷公司禁

止物质的物品。
● ● 不要

3.4 工序管理

① 零部件、材料存放处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部件和材料，通过隔断、标识等方法加以区别，避免混淆。

② 生产工序及其周边／在产品存放处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部件和材料，通过隔断、标识等方法加以区别，避免混淆。

③ 切换生产工序时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部件和材料，加以区别，避免混淆。

④ 生产设备及工具、夹具

在不能保证不含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生产工序中使用的生产设备、工具和夹具，加以区别，避免使
用。

⑤ 出货仓库的产品存放处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部件和材料，通过隔断、标识等方法加以区别，避免混淆。

⑥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长期滞留品

含有和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长期滞留品，通过隔断、标识等方法加以区别，避免混淆。

① 有流程实装工序的情况

贵公司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有适当的规定，对流程槽内铅的含有率，按照“贵公司根据实际分
析数据设定的期间”，进行分析和管理。

② 有镀层工序的情况

贵公司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有适当的规定，对镀层槽内铅（无电解镍镀层的情况）或六阶铬
（镀锌的情况）的含有率，按照“贵公司根据实际分析数据设定的期间”，进行分析和管理。

③ 有焊锡镀层（电子部件端子等的镀层）工序的情况

贵公司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有适当的规定，对镀层槽内铅的含有率，按照“贵公司根据实际分
析数据设定的期间”，进行分析和管理。

④ 使用了油墨、涂料的情况

有油墨、涂装工序的情况，涂布后经干燥处理后的材料中含有的铅、镉做适当分析，确认没有超过阀
值，或从油墨涂料厂家获取干燥后的成分证明书（分析数据、不使用证明书、成分表等），进行确认。

⑤ 有除上记之外的反应工序的情况

请在证据栏中记录该工序的概要，并记录作为对象的禁止物质及其管理的内容。

●适当实施对受托生产方的管理。

● ● 不要

●可以确实做到产品的可追溯管理。
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特定对象批次、并可以追踪调查。
※已出货产品可以追溯生产工序，可以特定到材料等的进货批次。

● 要

① 以下项目是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变更管理的对象。

a）构成部件的变更（例：材质变更、材料等级变更） ● 要

b）生产工序的变更（例：材料厂家变更、生产场所变更、生产设备变更、工序的追加变更） ● 要

对公司内部的工序变更，具有在切换前确认不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的体制，并得以实施。 ● 要

如果贵公司变更工序（也包括贵公司的供应商提出工序变更申请的情况），有贵公司事先向斯坦雷公司
提出申请的体制（责任部门、手续等）。

● 要

规则：

运用：

●●

3.6
可追溯管理

●实施管理，以避免因成分变化和浓度变化造成残留或
生成超过了管理标准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

3.3 到货确认

●包括收货时及工序中实施的内容，确认实施了全部所
定确认事项后，产品再出货。

●

3.4.3
受托生产方的管理

3.4.2
反应工序的适当管理

3.4.1
防止误用、混入、污染

●对于作为管理对象的化学物质，采取了防止误用、混
入、污染的对策。

3.5
出货时的确认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

●

●

●

●

●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

●

●

※在使用化学物质/配制品（材料）的生产工序中，化学反应引起成分变化、蒸发等，使含有浓度发生变化
等，杂质含量改变，可能超出禁止物质阀值的，即属于这种情况。
对这种情况，需要有避免超出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阀值的管理措施。

3.7
变更管理

[1.变更管理的对象]

[2.公司内部处理流程]

[3.与公司内外的联系流程]

●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制订变更管理的规则，并明
确以下内容：
（1）有可能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产生影响的变更要素
　供应商的变更和追加、采购产品的变更、工序的变更
等（生产条件、生产设备、模具和夹具等，不仅是公司
自身的变更，也包括供应商、生产受托方等的变更）
（2）公司内外的处理流程
　确认内容、确认手段、批准程序等
（3）向公司内外传达信息的方法
　变更的记录、通知、识别信息等

在初期出货时以及工序变更时的出货判定环节，通过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等，确认不含有斯坦雷公司
禁止物质。

※在“3.2.2供应商管理状况的确认”项目进行确认。

●

●

●

不要

不要

不要

●

●

●

● 不要

不要

不要

规则：

运用：

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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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栏（事实、文档名等）
（请记录实施内容和不足）

实施内容实施项目 确认要点 判定
管理体制 回答

要否
打分

当发现出货到斯坦雷公司的产品中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时，有相应的公司内部处理流程（联络、确
定不符合的对象批次、防止扩散等）。
※特别重要的是，要规定向事业责任者及经营者的报告途径。

● 要

① 具有当发现斯坦雷公司接收到的产品中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时，实施以下项目的应对体制。

a）预先确定期限，在该期限内与自己公司联系。 ● 要

b）报告不符合的对象批次。 ● 要

②
在贵公司内部具有当发现发送给斯坦雷公司的产品中含有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时，实施以下项目的应对
体制。

a）预先确定期限，在该期限内与自己公司联系。 ● 要

b）报告不符合的对象批次。 ● 要

4. 人力资源以及文件、信息的管理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必须的教育及训练内容，特定
并实施管理对象等。

为确保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安全性实施教育。

※教育内容包括：斯坦雷公司禁止物质、斯坦雷公司管理对象物质、判定方法、分析方法、工序变更及
不符合时的处理流程等

● 要

●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规则文字化，并维护和
管理。此外，对于运用结果记录，也适当地制作和保
管。 具有文件体系，其中包括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规定条款。 ● 要

●向购买方提供适当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OUT信
息）。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相关咨询也能适当
应对。

对于来自斯坦雷公司的化学物质含有量调查委托，有可以立刻作出回答的体制。 ● 要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状况，通过内部监查等
定期确认，对于有必要改善的事项，实施改善。将确认
的结果向经营者等汇报。

具有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内部监查体制，并定期实施。 ● 要

●经营者根据内部监查等结果，当出现问题状况等，有
需要解决的课题事项时，通过反映到次期目标等，实施
改善。 对于内部监查中发现的需要改善的事项，经营责任者下达改善指示。 ● 要

评分
（按100分满分换算）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6. 管理评审（经营者所作的修改）

4.1
教育、训练

4.3
交流沟通
（信息提供）

5. 实施效果（实施状况）的评价和改善

4.2
文件及记录的管理

3.8
不符合时的对应

●制订了在出现不符合品时采取应对措施（应急处置、
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水平展开等）的规则。

[1.公司内部处理流程]

[2.与公司外部的联络流程] 规则：

运用：

规则：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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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会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在品质方针、环境方针等中，明确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内容。 ● 要 ○ 5

2. 制订计划
●已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业标准，

明确了需要遵守的管理规章，并传达给了相关部门。
●将以斯坦雷公司绿色采购指导方针的禁止物质为对象的产品及该产品中含有的物质名称明确化。 ● 要 △ 3

●将以斯坦雷公司绿色采购指导方针的禁止物质为对象的产品构成部件（材料、零部件、配材、包装材

料、捆包材料等）明确化。
● 要 × 0

●制订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目标和计划。此外，根据

需要对目标和计划进行调整。
●设定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目标。 ● 要 △ 2

●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责任和权限。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体制图明确。

・在体制图中，明确记载组织名、职务、责任人及执行人、分工、权限。

・斯坦雷公司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提出质询时，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和公司内部联系方式。

・贵公司供应商咨询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问题时，有明确的受理窗口和公司内部联系方式。

● 要 △ 3

3. 实施及运营

打分
回答
与否

判定
管理体制 证据栏（事实、文档名等）

（请记录实施内容和不足）

规则：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运用规定　2项　根据○○方针

运用：配发记载有总经理批准的○○方针等内容的宣传册，实施教育培训

实施项目

2.3

目标策定及运营程序的

计划

2.4

组织体制、责任和权限

的明确化

2.1

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1. 方针

2.2

管理范围的明确化

规则：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规定　4项　组织体制、责任和权限的明确化

运用：向作为对象的组织传达必要信息，未实行共享

规则：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没有目标、计划的规则（规定）

运用：每月、实施一次XRF检查

规则：没有可以明确管理范围的规则（规定）

运用：尚未实施

实施内容

●作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组

织”、“业务”、“化学物质”、“构成部材”、“工

序”、“产品”等对象。

确认要点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用范围]

※也可以明确管理标准不适用的范围。

规则：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运用规定　3项　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运用：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法规及客户要求列出了清单，

　　　　没有将最新版传达给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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