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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改记录    ※  ※ 

 

版本号 更改部门 更改人 更改内容 更改日期 

1.0 品保部 陈龙 首次发行 2005/10/15 

1.1 品保部 陈龙 对 7、8条款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2005/11/16 

1.2 品保部 陈龙 
修改本标准的使用说明、管理物质限量，增

加供方资料说明 
2006/02/24 

1.3 品保部 陈龙 
修订保证书；增加管理物质分级控制及消减

要求；增加“同材质申明”要求；取消“供

应物料列表”；增加资料要求说明。 

2006/05/08 

1.4 品保部 陈龙 
修订保证书；增加环境物质管理检测方法；

为适应不同客户要求，增加“卓翼环境物质

管理标准使用通知”。 

2006/11/07 

1.5 品保部 杨卫林 
修改 5.2相关内容；新增 5.3有关电池的标

准；新增 5.4无卤素技术标准 
2008/07/22 

2.0 品保部 向江 
修改 5.1相关内容。增加铅、镉、汞及其化

合物的除外内容；增加铍、锑及其化合物为

有害物质；修改聚氯乙烯管理范围等。增加 

REACH法规危险及高度关注物质 

2009/08/12 

2.1 材料品质部 秦龙 
修订卓翼环境物质管理的管理标准以及取

消第 7点环境物料管理批次号要求 
2011/07/09 

2.2 材料品质部 秦龙 格式变更 2012/3/7 

2.3 材料品质部 罗志军 修改 SVHC清单 2012/8/17 

2.4 质量体系部 隗 娜 
1、修改 REACH高关注物质清单；       

2、体系整合，修改文件编号； 
2013/06/01 

2.5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1.“氯和溴浓度总和小于（含）1500PPM”

变更为“小于（不含）1500PPM” 

2. 修改 5.5.2清单 

3.修改附录“保证书”中对应文件编号 

2014/6/11 

3.0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1.修改 5.1描述 

2.修改 5.2表中部分客户特殊要求 
2015/2/26 

3.1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增加邻苯限制要求，更新 SVHC清单 2015/7/20 

3.2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5.5.1内容 2015/10/16 

3.3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修订部分环境物质禁止时限，完善文件内容 2015/11/18 

3.4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修订 SVHC清单 2016/06/20 

3.5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增加 5.3.3及修订第 16批 SVHC清单 2016/12/26 

4.0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将 HBCDD含量要求由 1000ppm变更为

100ppm(POPs) 
20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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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REACH清单及修订部分环境物质限制

值 
2017/7/18 

4.2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REACH清单 2018/1/25 

4.3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REACH清单(183 项) 2018/5/25 

4.4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REACH清单(191 项) 2018/7/2 

4.5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正电池指令含量笔误之处 2019/2/15 

5.0 质量体系部 胡治宝 
更新 REACH清单(197项)及部分要求（见标

注） 
201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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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制定本管理标准的目的是对组成卓翼产品的所有零件﹑材料以及制造时使用的环境物质进

行管控，为使环境相关工作开展明确化，将作为调查对象的环境物质管理种类分成三个管

理等级， 即“无条件禁止使用”﹑ “附带条件禁止使用”﹑和“减少使用”。根据卓翼

的环境政策，使卓翼的所有材料厂商有深刻的了解,以提高产品的环境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相关产品中所包含的组件、材料及生产工序所使用的附属材料及其它物品适用部件及 

材料。 

a.  产品及其模组、组件、材料（包括包装材料，参照有关 parking说明）； 

b.  构成辅助性物资的各种材料； 

c.  委托设计、生产的产品； 

d.  维修服务零件； 

e.  使用说明书； 

f.  附属品（AC电源线等）； 

g.  辅料（胶带、焊接材料、粘结剂等）工序用材料。 

3.职责  

3.1 质量体系部：负责制定、刷新、宣导环境物质相关标准。 

3.2 供应商管理部：负责索取及传递供应商环境物质的相关资料（如：保证书、材质分解、管

理变更确认表、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准使用通知等）。 

3.3 MQE/SQE：负责环境物质异常的确认及处理。 

3.4 产品部/业务部：接收客户环保要求，组织品质部等对环保等级要求进行评审；将客户环保

要求传达给公司各相关部门，按客户环保要求执行设计、生产等； 

3.5 物料技术部：对物料环保属性进行确认和维护；确保供应商提供的环保检测报告有效性等； 

3.6 生产/仓库：按环保等级要求按区域进行生产/存储相关物料/产品，确保不同环保属性要求

的物料/产品不混淆等； 

4.名词解释 

 4.1 环境物质管理: 在部件、设备等所含有的物质中，有对地球环境和人体存在显着影响的物质， 

卓翼要求供方进行调查。  

4.2 管理级别:按照以下3种管理级别进行管理 

1级：对于该物质及其用途立即禁止使用； 

2级：对于该物质及其用途规定一定时期予以禁止.超过表中规定的日期之后,不能在部

件及材料中使用,到达期限时指定为“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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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外购模块、零部件、副资材与材料中，若刻意添加此级物质，则需揭露信息，以 

利有效管理产品中环境物质管理的使用状况。目前虽然没有规定日期以及削减目 

标,但应逐步削减在部件中、材料中含量的物质及其用途。 

  4.3 含有：含有是指无论是否有意，所有在产品的部件、设备或使用的材料中添加、填充、混

入或粘附的物质。 

  4.4 杂质：包含在天然材料中，作为工业材料使用，在精制过程中技术上不能完全去除的物质，

或者合成反应过程中产生，而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去除的物质。在制造半导体设备等

使用的掺杂剂(Do pant)，虽然是有意添加的，但实质上在半导体设备中仅有极微的

残存，这种情况不作为“含有”处理。 本技朮标准中，在指定允许的情况下，当在

部件、设备中该环境物质管理作为杂质混入或者粘附时，其浓度不应超过该允许浓

度。 

4.5 RoHS：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的缩写。有关电器和电子设备中限制含有

环境物质管理EU指令。本标准中如无特殊声明，RoHS泛指RoHS2.0所管控的标准要求。 

4.6 REACH：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的

缩写。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指令。 

4.7 禁止时限：部件和材料禁止向卓翼供货的时期。 

4.8 N.D.：未测出（<MDL方法检出限）。 

4.9 GP：绿色环保产品 

4.10 均质材料：由一种或多种材料组成(如：合金是多种物质组成的均质材料)，无法再藉由

机械方法 (例如：螺丝拆解、剪、切、锯、磨等方式)将组件拆離成不同的单一

材料。均质材料均匀的成份构成或形态，如塑料、合金、涂料、玻璃和陶瓷等。 

4.11 卤素(Halogen)： 指元素周期表的第7(ⅦA)族非金属元素，包括氟(Fluorine；F)、氯

(Chlorine；Cl)、溴(Bromine；Br)、碘(Iodine；I)和砈(Astatine；

At)等五种元素，总称为卤素。 

4.12 无卤素(Halogen Free)： 除符合RoHS管控要求外，还应管控溴(Br)或氯(Cl)最大浓度限

值为900 ppm；溴(Br)和氯(Cl)二种元素浓度总和的最大限值

为小于1500 ppm 

4.13 物质浓度：采用白万分之一（ppm）来表示物质的浓度，其计算公式为： 

     1ppm=1000000 X 某物质质量/含这种物质的均质材料的质量 

     浓度是计量单位，100ppm = 0.01% = 100 mg/kg 

4.14 有机物：塑料、橡胶、油墨等碳化合物的总称，即“有机化合物”； 

     无机物：金属、陶瓷、玻璃、焊锡等，即“无机化合物”。 

5.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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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环境物质管理的管理标准： 

NO 物质 允许含量 禁止时限 

1 镉及其化合物 ＜100 PPM 

立即执行 

2 铅及其化合物 ＜1000PPM 

3 汞及其化合物 ＜1000PPM 

4 六价铬及其化合物 ＜1000PPM 

5 多溴联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s) ＜1000PPM 

6 
多溴联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PBDEs) 
＜1000PPM 

7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 ＜1000PPM 

8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1000PPM 

9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1000PPM 

10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1000PPM 

11 包装材料中含镉、铅、汞、六价铬等属金属合计 ＜100PPM 

12 
电池指

令 

汞（Hg）： 

-对于所有电池和蓄电池, 其汞(Hg)含量不得超过

0.0005%, 且 -2015年10月1日前, 允许纽扣电池汞

(Hg)含量不超过2%.  

-对于助听器用纽扣电池, 欧盟委员会将在2014年10

月1日前对其豁免进行重审 
  

镉（Cd）：便携式电池和蓄电池, 其镉(Cd)含量不得

超过0.002%.  
  

铅（Pb）：对于所有电池和蓄电池, 无论铅(Pb)含量超

过0.004%、汞(Hg)含量超过0.0005%、镉(Cd)含量超过

0.002%, 都需要在垃圾桶标识下标明超标重金属的化

学符号, 并标识在产品上 
 

注：注意后附“消减计划”除外（豁免）项目中限量另有标准。 

 

5.2 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消减计划 

环境有害关联物质名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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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公司 H客户要求，从 2016年 1月 1日起，公司新发货的终端新产品不得包含如下新增

6种有害物质：溴系阻燃剂、氯系阻燃剂、聚氯乙烯、邻苯二甲酸酯、三氧化锑 、铍及其化合

物。故将涉及的 6种有害物质禁止时限修改为“立即禁止”。特别说明：网关/机顶盒/数据卡产

品的配件暂不强制执行六种有害物质的管理。 

环境物质管理名称一览表 

重金属 

镉以及镉化合物 (Cadmium (Cd) and cadmium compounds) 

铅以及铅化合物 (Lead (Pb) and lead compounds) 

汞以及汞化合物 (Mercury (Hg) and mercury compounds) 

六价铬化合物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compounds) 

镍以及镍化合物 (Nickel (Ni) and nickel compounds) 

砷以及砷化合物 (Arsenic (As) and arsenic compounds) 

铍以及铍化合物(Beryllium(Be) and beryllium compounds) 

锑以及锑化合物(Antimony(Sb) and antimony compounds) 

有机氯化合物 

多氯联苯(PCB)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多氯化萘(PCN) (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多氯三联苯(PCT)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氯化烷烃(氯化石蜡)(CP) (Chlorinated paraffins) 

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Polyvinyl chloride and PVC blends) 

其它有机氯化合物 (Other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有机锡化合物 (含三丁基锡(TBT)化合物及三苯基锡(TPT)化合物) 

(Organic tin compounds (including Tributyl tin compounds, Triphenyl tin compounds)) 

石绵 (Asbestos) 

特定偶氮化合物 (Specific Azo compounds) 

甲醛 (Formaldehyde) 

发泡聚苯乙烯(EPS) (Expanded Polystyrene) 

臭氧危害物质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放射性物质 (Radioactive substances) 

卤化二苯基甲烷 (Halogenated diphenyl methanes) 

全氟辛烷硫磺酸(PFOS)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 

全氟辛烷酸(PFOA)及其盐类与酯类 (Perfluorooctyl acid and individual salts and 

esters of PFOA)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 酯(DEHP)(Bis(2-ethylhexyl)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已酯(DNHP) 
双酚 A (Bisphenol-A) 

气味物质(二甲苯麝香及酮麝香) (Fragrance substance (Musk xylene and Muskketone)) 

界面活性剂(DTDMAC, DODMAC/DSDMAC and DHTDMAC) (Surfactants) 

五氯酚(PCP) (Pentachlorphenol) 

三氯沙(Triclosan) 

富马酸二甲酯(DMF) (Dimethylfum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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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镉以及镉化合物 

范围说明： 

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金属化合物、无机盐类、有机盐类与其它有含镉之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除了被列为除外项目的用途），例如以下用途，但不限于以下用途： 

●包装材料（参考 5.2）。 

●使用于塑胶材料（包含橡胶）中的稳定剂、颜料、染料。 

●如外购模组或电子零部件的标签、外壳、唱片、捆绑带、遥控器、外层树脂，

以及电线之绝缘层。 

●涂料、油墨。 

●表面处理（如电镀）、涂层等。 

●摄影胶片。 

●日光灯（小型日光灯、直管日光灯）。 

●开关、继电器、断路器、直流电动机及其它电性接点。 

●温度保险丝的熔线体。 

●玻璃及玻璃涂层的颜料、染料（含玻璃用涂料与用于玻璃的颜料、染料）。 

●焊锡 

●硫化镉（CdS）之光电池与含萤光体之萤光显示组件及设备。 

●电阻体（玻璃材质）。 

●外购模组或机构零件等之金属部位，如黄铜、锌压铸件等含有锌之零部件等 

立即禁止 

除外项目 

●8(b)：电气触点中的镉及镉化合物； 

●21：用在玻璃表面瓷釉，如硅酸盐玻璃和碱石灰玻璃上的印刷油墨中的铅和镉； 

●位于音量大于或等于 100 分贝的大功率扩音器音圈上的电导体的电气或机械

焊点。 

●38：用氧化铍与铝键合制成的厚膜涂料中镉和氧化镉； 

●应用于固态照明或显示系统中的彩色转换 II-VI 的半导体照明（LEDs）内所

含的镉（镉含量<10 微克/平方毫米的发光面积） 

 

镉及镉化合物之含量允许浓度：100ppm。（小米产品控制标准：有机物小于 20ppm，无机物小于 70ppm） 

测量设备：ICP-OES、ICP-MS 或 AAS 

测量方法：IEC 62321 
 

物质：铅以及铅化合物 

范围说明：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类、有机盐类与其它有含铅之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除了被列为除外项目的用途），例如以下用途，但不限于以下用途： 

●85 wt% 铅含量以下之焊锡。 

●使用无电解镀金、无电解镀镍技术的电镀膜层。 

●在交流式变压器、遥控器、半导体组件等产品内，使用于外购模块或零部件的

外部电极、导线端子和其它部位之表面镀层(电镀层)，如电子零件、散热片等。 

●超过铅及铅化合物允许浓度的各种合金(包含焊锡材料)。 

●包装材料(参考表 5.2)。 

●用于印刷电路板(PCB)而含有铅的涂料与油墨。 

●鼠标、组件、交流式变压器、连接电缆、遥控器、供电电缆等内外部位所使用

的塑料材料(包含橡胶)中之稳定剂、颜料、染料、涂料或油墨。 

●组件、设备等内外部位使用之涂料及油墨。颜料、染料、涂料或油墨。 

●电子陶瓷零部件，如压电组件、介电组件及磁性（铁氧材质）组件等。 

立即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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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项目 

 

●高熔点用途之焊锡（含铅量在 85wt%以上之焊锡）。 

●服务器、储存器与存取阵列系统中，以及用于交换、信号产生和传输，以及电

信网路管理的网路基础建构设备 之焊锡。 

●光学玻璃、滤光玻璃。 

●使用于外购模组、电子零件、阴极射线管或真空萤光显示器的玻璃材料，包含

黏着剂、电阻体、玻璃材质、导电膏（银膏或铜膏）与密封材料。 

●用于微处理器构装与接脚间之连接用（含有两种元素以上）焊锡（铅含量为

80wt%-85wt%）。 

●覆晶构装中半导体芯片与承载电路板间电性讯号连接用之焊锡（包含如

C4-Controlled Chip Connection 焊锡凸块之锡膏)。 

●青铜材质之轴承壳及轴衬。 

●热传导模组之 C-ring 环组的镀层材料。 

●插接式连接器系统（焊接式连接器除外），如插接脚之表面镀层。 

●合金中允许的铅添加浓度规定如下：（*1） 

 

 

 

 

 

 

●LCD 中用于保护平面荧光灯之前后支撑物的玻璃中可含氧化铅。 

●通孔盘状及平面数组陶瓷多层电容器焊料所含的铅。 

●在大功率扬声器中作为转换器焊料的铅合金。 

●无汞平面荧光灯的焊料（例如： 用于液晶显示器、设计或工业照明）。  

●氧化铅用于氩和氪激光管防护窗组合件的封装玻璃料。 

●电源变压器中直径100 微米及以下细铜线所用的焊料。 

●金属陶瓷微调电位计。  

●硼酸锌玻璃体的高压二极管电镀层。 

●与人体皮肤接触的外装材料（含其表面处理）如手机外壳、 按键、耳机等需小

于 500ppm 

合金型式 铅允许浓度 

铜材 0.35wt%以下 

铝合金 0.4wt%以下 

铜合金（包含黄铜及磷青铜） 4 wt%以下 

 

 

铅及铅化合物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 [塑料(含橡胶)、涂料、油墨需小于 100 ppm]（小米产品控制标准：有机物

小于 100ppm，无机物小于 8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ICP-OES、ICP-MS 或 AAS (IEC 62321 的 Pb 测试方法)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汞以及汞化合物 

范围说明： 

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类、有机盐类与其它有含铅之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除了被列为除外项目的用途），例如以下用途，但不限于以下用途： 

●包装材料（参考 5.2）。 

●涂料及油墨。 

●计时器。   

●每支荧光灯管的汞含量不得超过 5 mg。 

●接点含有汞的继电器、开关或感应器。 

●混和有汞或汞化合物的塑胶。 

●直流等离子显示器中阴极溅射抑制剂 

立即禁止 

除外项目 
●小型及直式日光灯管以外的灯器，如高压汞灯、液晶显示器背光灯。 

●皮革、纺织品小于 500PPM 

 

汞及汞化合物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 [对象为电池与灯管除外之所有用途] （小米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5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CV-AAS 、AFS 、ICP-OES 或 ICP-MS (IEC 62321 的 Hg 测试方法)执行含量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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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镍以及镍化合物 

范围说明： 

金属、合金、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类、有机盐类与其它有含铅之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含有有机镍化合物之各式用途，如用于塑胶之光安定剂等。 

●产品外露部位之最外层表面处理，使用含有金属镍或镍合金物质作为电镀、涂

层等用途。 

立即禁止 

3 级 

1 级以下之各式用途，有如： 

●产品内部之外购模组及零部件。 

●使用非环境物质管理作为产品外露部位之最外层表面处理等用途。 

 

镍及镍化合物之允许浓度：依照下列测试方法之量测值标准。 

量测标准如下：使用 ICP-OES、ICP-MS 或 AAS (按照 EPA 3052 或 EPA 3050B) 执行含量检定，允许浓度为 1000 ppm 以

下。若使用含有金属镍或镍合金物质作为产品外露部位之最外层表面处理(如电镀)、涂层等用途，应同时以 ICP-OES 、

ICP-MS 或 AAS (按照 EN 1811) 执行释出量之检定，允许浓度为 0.2 ug/cm2/week 以下。 

 

物质：六价铬化合物 

范围说明： 

各种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无机盐类、有机盐类与其它含铬物质（金属铬及含铬之合金除外）。 

皮革、纺织品小于 500PPM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如包装材料（参考 5.2）、塑胶材料（包含橡胶）、电子零件（如印

刷电路板及零件）、外购模组或机构零件之金属及合金部位之防锈电镀处理（如

螺丝、钢板、散热片等）。 

立即禁止 

六价铬化合物之含量允许浓度：依照下列测试方法之量测值标准。（小米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500ppm） 

量测标准： 

1) 针对外购模块、机构零件(含组装后产品之连接器的外露部位)的金属部位，使用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仪(UV-VIS) 

( 按照 IEC 62321 或 ISO 3613 Spot-test procedure/ Boiling-water-extraction procedure)执行检定，量测结

果需为”Negative”或”Not detected”；此外针对含有金属镀层的零件，不接受以 EPA 3060A 进行检测。 

2) 针对电子零件、塑料材料(包含橡胶)等，使用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仪(UV-VIS) ( 按照 EPA 3060A 或者 IEC 62321) 

执行含量检定，允许浓度为 1000ppm 以下。以上述铅、镉与汞之量测方法所测得的总铬值若低于 1000ppm，同属符

合六价铬之含量浓度标准。 

 
物质：铍(Be)以及铍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 立即禁止 

量测标准如下：铍及铍化合物之允许浓度：小于 1000ppm。 

使用 ICP-OES、ICP-MS 或 AAS (按照 EPA 3052 或 EPA 3050B)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三氧化二锑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 立即禁止 

量测标准如下: 三氧化二锑之允许浓度：小于 1000ppm。 

使用 ICP-OES、ICP-MS 或 AAS (按照 EPA 3052 或 EPA 3050B) 执行含量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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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锑(Sb)以及锑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豁免项目 玻璃/陶瓷材质的零部件。  

允许浓度 小于 1000ppm  

 
物质：聚氯乙烯(PVC) 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 如捆绑带、热收缩管或包装材料、线材、连接器等用途 立即禁止 

3 级 聚氯乙烯(PVC) 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之允许浓度：（Cl）小于 9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FT-IR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其它有机氯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用于塑胶中的塑化剂或阻燃剂，以及印刷电路板使用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物质：其它有机溴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塑胶中所含之阻燃剂，或用于印刷电路板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物质：全氟辛烷酸(PFOA) 及其盐类与酯类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以下被列为除外项目的用途），如铁氟龙(Teflon) 、纺织品及皮革等。 
立即禁止 

全氟辛烷酸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 ppm (纺织品及有涂层的材料需小于 1 µg/m
2
)；产品及零部件：小于 10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LC/MS 或 LC/MS/MS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  

含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苯基丁酯(BB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 立即禁止 

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小米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8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 如 ASTM D3421-75 或 EN14372)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双酚 A (Bisphenol-A)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环氧树脂 (epoxy resin) 、聚碳酸酯树脂 (PC)及其它塑料中。 立即禁止 

双酚 A 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50 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执行含量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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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富马酸二甲酯(DMF)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防腐、防霉等。 立即禁止 

富马酸二甲酯允许浓度：小于 0.1ppm。 

 
物质：多氯联苯（PCB）、多氯化萘（PCN）、聚氯三联苯（PCT）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电容器、润滑油、绝缘油、油浸变压器以及塑胶中所含之阻燃

剂等。 
立即禁止 

杂质允许使用浓度：Not detected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GC/ECD (如 EPA 3540C)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氯化烷烃(氯化石蜡)(CP) 

范围说明： 

碳链长为 10-13，氯含量于 48 wt%以上之短链型氯化烷烃(SCCP)。 

碳链长为 14-17 之中链型氯化烷烃(MCCP)。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用于产品（含配件）的外壳、印刷电路板等用途。如聚合物和弹性体用增塑

剂和阻燃剂。 
立即禁止 

短链型氯化烷烃之允许浓度：Not detected。 

中链型氯化烷烃之允许浓度：小于 10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 如 EPA 3540C)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多溴联苯（PBB）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如塑胶中所含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多溴联苯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皮革、纺织品小于 500PPM）。（小米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8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IEC 62321 的 PBB 检测方法)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多溴联苯醚（PBDE）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塑胶中所含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多溴联苯醚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皮革、纺织品小于 500PPM）。（小米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800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IEC 62321 的 PBDE 检测方法)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四溴丙二酚(TBBP-A)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各式用途，除了印刷电路板、IC 封装本体、线材以及连接器以外。 立即禁止 

3 级 ● 印刷电路板、IC 封装本体、线材与连接器。  

四溴丙二酚(TBBP-A)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900 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GC/ECD (如 DIN 53313)执行含量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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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六溴环十二烷 (HBCDD) 

对象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发泡聚苯乙烯(EPS)及聚丙烯(PP)中所含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六溴环十二烷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 ppm，根据（EU）2016/293 POPs 要求进行修订，具体见环境物质管理法律法规

中（EU）2016/293 要求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EPA 3540C)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有机锡化合物（三丁基锡化合物 TBT、三苯基锡化合物 TPT、DBT、DOT）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染料、油墨、防腐剂与防锈剂等。 立即禁止 

量测标准：使用 GC/FPD ( 如 DIN38407)执行含量检定。含量允许浓度：Not detected 

 

物质：石绵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如绝缘体及填料等。 立即禁止 

量测标准：使用 FT-IR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特定偶氮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会直接或长期与人体皮肤接触的产品及零部件(如皮带、绳索、耳机、微型

耳机，以及皮包用的肩垫等)，其使用之染料或颜料所含特定偶氮化合物，经

分解会产生表 1 中的胺类(按照德国食品及消费性产品法规之测试法)。按照

德国食品及消费性产品法规之测试法，经分解而产生表 1 所列胺类的偶氮化

合物，于本技术标准中被列属为「特定偶氮化合物」。（杂质允许使用浓度小于

30ppm 除外） 

立即禁止 

 
 

表 1 偶氮化合物分解时不得产生的胺类一览表 

CAS No. 胺 Amines      

92-67-1 4-氨基苯基苯 (4-aminodiphenyl) 

92-87-5 对二氨基联苯 (Benzidine) 

95-69-2 四氯甲苯胺 (4-chloro-o-toluidine) 

91-59-8 2-奈胺 (2-naphthylamine)  

97-56-3 邻氨基偶氮甲苯 (o-aminoazotolu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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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5-8 二氨基四硝基甲苯(2-amino-4-nitrotoluene) 

106-47-8 氯苯胺 (p-chroloaniline)  

615-05-4 2,4-二氨基甲氧基苯甲醚 (2,4-diaminoanisole)  

101-77-9 4,4’-二氨基苯化甲烷 (4,4‘-diaminodiphenylmethane) 

91-94-1 3,3’-二氯联苯胺 (3,3‘-dichlorobenzidine) 

119-90-4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3,3‘-dimethoxybenzidine)  

119-93-7 3,3’-二甲基联苯胺 (3,3‘-dimethylbenzidine)  

838-88-0 3,3’-二甲基-4,4’-二氨基二苯甲烷(3,3‘-dimethyl-4,4‘-diaminodiphenylmethane) 

120-71-8 氨基对甲苯甲醚 (p-cresidine)  

101-14-4 4,4’-亚甲基-双(二氯苯胺) ( 4,4‘-methylene-bis-(2-chloroanilene)) 

101-80-4 4,4’-氧代苯胺 (4,4‘-oxideaniline)  

139-65-1  4,4’-硫双苯胺 (4,4‘-thiodianiline)  

95-53-4  邻甲苯胺 (o-toluidine)  

95-80-7  2,4-甲代苯二胺 (2,4-toluylenediamine)  

137-17-7  2,4,5-均三甲苯胺 (2,4,5-trimethylamine)  

90-04-0  邻氨基苯甲醚 (4-anisidine)  

60-09-3 4-氨基偶氮苯 (4-aminoazobenzene) 

 

 

物质：甲醛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使用于销售产品本体及其包装等用途，如纤维板、木屑板或夹合板等作成

之扬声器与机架本体等木工产品。 
立即禁止 

3 级 

●适用于纺织品、皮革产品，如手机套小于 75ppm 

●各式使用于销售产品本体或其包装用途，或其它非木质材料 制成的产品等

小于 0.1ppm 

●非直接接触皮肤的有机物小于 300ppm 

 

标准值(排放浓度)：由以下测试方法所得量测值。 

(1) 密闭腔体测试法于 12m3、1m3、或者 0.0225m3 之气密试验腔体中试验，于空气中的浓度在 0.1ppm (0.124mg/m3) 以

下(依照 EN 717-1)。  

(2) 穿孔器测试法      

a. 没有表面处理过之 100g 木屑板，其量测浓度于 6.5 mg 以下 (6 个月的量测平均值)。      

b. 没有表面处理过之 100g 纤维板，其量测浓度于 7.0 mg 以下 (6 个月的量测平均值)。      

c. 没有表面处理过之 100g 木屑板或纤维板，其量测浓度于 8.0 mg 以下 (依照 EN120            

的 1 次测定值) 。  

(3) 干燥器测试法      

a. 平均含量在 0.5mg/l 以下。      

b. 最大含量在 0.7mg/l 以下。(用 N=2 确认平均值与最大值) 

量测方法：  

(1) 密闭腔体测试法      

“EN 717-1 (Wood based panels; de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release; formaldehyde emission by the chamber 

method)”.  

(2) 穿孔器测试法“EN 120 (Wood based panels; de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content; extraction method called 

perforator method; German version EN 120)”.  

(3) 干燥器测试法“JIS A 5905 (Fiberboards) and JIS A 5908 (Particle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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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发泡聚苯乙烯(EPS)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所有包装材料。 立即禁止 

3 级 ● 1 级以外之各式用途。  

 

物质：砷(As)以及砷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木材。 立即禁止 

3 级 ● 含各式用途，如半导体材料。  

砷及砷化合物之允许浓度：小于 100ppm。 

量测标准如下：使用 ICP-OES、ICP-MS 或 AAS (按照 EPA 3052 或 EPA 3050B)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臭氧层危害物质 

[氟氯碳化物（CFCs）、海龙（Halon）、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氯溴甲烷、溴化甲烷、含氯氟烃（HCFCs）、含溴

氟烃（HBFCs）]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冷媒、包装材料使用之发泡剂、清洁溶剂。 立即禁止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 如 EPA 5021)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放射性物质 

[铀（U）、钸（Pu）、氡（Rn）、镅（Am）、钍（Th）、铯（Cs）、锶（Sr）及其它放射性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如电性感测零件、磷光剂等。 立即禁止 

 

物质：卤化二苯基甲烷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如电容器、润滑油、绝缘油、油浸变压器等。 立即禁止 

卤化二苯甲烷之含量允许浓度：Not detected。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执行含量检定。 

 

表 2 卤化二苯基甲烷一览表 

CAS No. 简称 卤化二苯甲烷 Halogenated diphenyl methanes 

76253-60-6 Ugilec 141 单甲基四氯二苯基甲烷 Monomethyltetrachlorodiphenylmethane   

81161-70-8 Ugilec 121 单甲基二氯二苯基甲烷 Monomethyldichlorodiphenylmethane 

99688-47-8 DBBT 单甲基二溴二苯基甲烷 Monomethyldibromodiphenylmethane 

 

物质：全氟辛烷磺酸(PFOS)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 各式用途（以下被列为除外项目的用途），如半导体材料、纺织品及皮革

等。 
立即禁止 

除外项目 电镀铬抑制剂及湿润剂，半导体制程工艺用的光阻剂，商业用的光学胶片。 

全氟辛烷磺酸之含量允许浓度： 

配制品：小于 5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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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表面处理品：小于 1ug/m2 

产品及零部件：小于 1000 ppm。 

量测标准：使用 LC/MS 或 LC/MS/MS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多氯联苯(PCBs)/多氯三联苯(PCTs)/多氯化萘（PCNs）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油浸变压器、电容器、绝缘油、润滑油、电镀 材料、木制品防

腐剂、塑料用的阻燃剂等）。 

立即禁止 

 

物质：六氯丁二烯(HCBD)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允许浓度 Not detected  

 

物质：四氟苯(TeCB)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允许浓度 Not detected  

 

物质：四氯苯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物质：石棉类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物质：2-(2H)-苯并三氮唑-2-基)-4,6-双(1，1-二甲基乙基)苯酚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如胶粘剂、涂料、印刷油墨、塑料等 立即禁止 

允许浓度 Not detected  

 

物质：苯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物质：正己烷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 立即禁止 

 

 

 

 



ZOWEE TECHNOLOGY Co., Ltd.                                   保密等级：内  控  

主题 SUBJECT: 文件编号 DOCUMENT NO.: 

环境物质管理标准 
GA-WI-006  

PAGE 16 - 16 - OF 39 REV 5.0 

 

※ ※ 知识产权归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 ※ 

 

物质：红磷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AC 电源线及与导体接触的塑胶 立即禁止 

3 级 1 级以外之各式用途  

 

物质：多环芳香烃化合物（PAHs）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 立即禁止 

 允许浓度： 

消费者正常使用时与皮肤接触时间高于30 秒： 

苯并[a]芘、苯并[e]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j]荧蒽、苯并[k]

荧蒽、屈、二苯并[a,h]蒽、苯并 

[g,h,i]芘、茚苯并[1,2,3-,c,d]芘各项PAHs 物质小于0.5mg/kg 苊烯、苊、

芴、菲、芘、蒽、荧蒽总量小于 

10mg/kg 

蒽总量小于10mg/kg 

萘小于2mg/kg 

PAHs 总量小于10ppm 

消费者正常使用时与皮肤接触时间低于等于30 秒： 

苯并[a]芘、苯并[e]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j]荧蒽、苯并[k]

荧蒽、屈、二苯并[a,h]蒽、苯并 

[g,h,i]芘、茚苯并[1,2,3-,c,d]芘各项PAHs 物质小于1mg/kg 

苊烯、苊、芴、菲、芘、蒽、荧蒽总量小于50mg/kg 

萘小于10mg/kg 

PAHs 总量：50ppm 

 

 

物质：三取代基有机锡化合物 (*)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所有的用途，如染料、油墨、防腐剂等（包括三丁基锡化合物(TBT)、三苯基

锡化合物(TPT)，对象中不包括金属锡、锡合金、锡电镀、锡无机化合物） 

立即禁止 

 

物质：二苯胺与苯乙烯和 2,4,4-三甲基戊烯的反应产物烷基化二苯胺(BNST)、联苯胺和联苯

胺二盐酸盐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各式用途 立即禁止 

允许浓度 Not detected  

 

物质：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1 级 用于搭载（内置）在产品中（例：制冷剂、隔热材料、绝缘材料等） 立即禁止 

3 级 用于投影机电源装置的冲击压力吸收器的六氟化硫  

允许浓度 Not detected  

 

物质：钴及其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各式用途（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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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磷酸三(2-氯乙基)酯(TCEP)、磷酸三（2-氯丙基）酯（TCPP）、磷酸三（1,3-二氯异丙基）

酯(TDCPP)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用于塑料、树脂、纤维、布料的阻燃剂用途（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  

 

物质：二丁基锡化合物(DBT) (*)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各式用途，如柔软剂。  

除外项目 ●零部件和设备中所用再利用的包装零部件和材料中的添加剂 

●设备、半导体及其他零部件所用的包装零部件和材料(托盘、料条(装运

管)、制动机、带盘、 压纹承载带等)中的添加剂 

 

二丁基锡化合物(DBT) (*)：小于 1000 ppm。（对象中不包括金属锡、锡合金、锡电镀、锡无机化合物） 

 

物质：二辛基锡化合物(DOT)(*)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纤维、布料中的添加剂  

二辛基锡化合物(DOT)(*)：小于 1000 ppm。（对象中不包括金属锡、锡合金、锡电镀、锡无机化合物） 

 

物质：奈米物质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各式用途（允许浓度：小于 100 g）  

 

物质：气味物质(二甲苯麝香及酮麝香)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各式用途，如香精。  

二甲苯麝香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500 ppm。 

酮麝香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500 ppm。 

 

物质：界面活性剂(DTDMAC, DODMAC/DSDMAC and DHTDMAC)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各式用途，如柔软剂。  

界面活性剂之含量允许浓度：总和小于 1000 ppm。 

 

 

表 3 界面活性剂一览表 

CAS No. 简称 界面活性剂 Surfactants 

68783-78-8  DTDMAC 
双牛油烷基二甲基氯化铵/二牛脂基二甲基氯化/二[氢化(动物)脂烷基]

二甲基氯化铵 Dimethyl ditallow ammonium chloride  

107-64-2  DODMAC/DSDMAC 

双硬脂酰基二甲基氯化铵/二硬脂基二甲基氯化铵

Dioct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Distearyldimethylammoniumchloride  

61789-80-8  DHTDMAC 
双（氢化牛油烷基）二甲基氯化铵/二[硬化(动物) 脂基]二甲基氯化铵

Dihydrogenated tallow 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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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五氯酚(PCP)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各式用途，如木料防腐剂及杀虫剂。  

五氯酚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00 ppm（小米/三星产品控制标准：小于 5ppm） 

量测标准：使用 GC/MS 执行含量检定。 

 

物质：三氯沙(Triclosan)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 各式用途，如抗菌剂及杀虫剂。  

三氯沙之含量允许浓度：小于 10 ppm。 

 

物质：硒(Se)以及硒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所有的用途  

允许浓度 小于 1000ppm  

 

物质：过氯酸盐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所有的用途  

允许浓度 小于 0.006ppm  

 

物质：铋(Bi)以及铋化合物  

对象 禁止供货日期 

3 级 所有的用途  

允许浓度 小于 1000ppm  

 

5.3 有关包装材料和电池的补允事项 

   5.3.1包装材料的定义 

         包装材料是指为了将原材料直至加工品从生产者送到使用者或消费者，而由用于“装

入”、“保护”、“使用”、“运送”、“交付”的所有种类的全部材料所构成的产品。 

 

物质名称：重金属 

（镉、铅、六价铬、汞） 

说明：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对像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5.2.2 记述的包装材料为对象 立即禁止 

不适用对象 外购模块及零部件供货商使用之可回收产品搬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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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浓度： 

四种重金属(汞、镉、铅及六价铬)于包装材料所构成的各种零部件、油墨或涂料中所允许的总和浓度值为 100 ppm 以

下。然而，塑料(包含橡胶)、染料与油墨中的镉和铅浓度仍须符合 5.1 的规定。(典型的塑料零部包含有把手、垫子、

包覆物、滚动条、胶带、送料杆(含制动器)、塑料袋、捆绑带、散装盒、金属薄片或托盘等)  

先确认汞、镉、铅及铬等四种元素之总含量于 100 ppm 以下。若四种元素总含量于 100 ppm 以上时，将分析总铬量中

六价铬的含量，以确认汞、镉、铅及六价铬的总含量是否于 100 ppm 以下。 

量测标准： 

针对镉、铅、汞、总铬及六价铬，参照上述表 5.1 的量测标准。 

若其它量测方法，可保证汞的侦测极限于 5 ppm 以下、镉的侦测极限于 5 ppm 以下、总铬的侦测极限于 5 ppm 以下、

铅的侦测极限于 30 ppm 以下，则同样可应用于包材的量测。 

 

 5.3.2栈板的管控标准（以下要求同时满足） 

A 满足包材指令即四种重金属(汞、镉、铅及六价铬)总和小于100ppm 

B 甲醛释放量管控标准：人造材料之栈板的甲醛释放量可使用如下任一法规定义之方法

检测，其检测结果需符合所选用法规对应之管制标准。 

 

项次 参照法规 管制限制 检测方法 备注 

1 欧盟EN-717-1 ≤0.124mg/m3 
密闭室法 

（气体箱法） 
 

2 欧盟EN-717-3 ≤80mg/kg 
穿孔萃取法 

（烧瓶法） 
 

3 欧盟EN 120 

a.没有表面处理过的100g 木屑板，其测量浓度

于6.5mg 以下（6 个月的测量平均值） 

b.没有表面处理过之100g 纤维板，其量测浓度

于7.0mg 以下（6 个月的测量平均值） 

c.没有表面处理过之100g 木屑板或纤维板，其

量测浓度于8.0mg 以下（依照EN120 的一次测定

值） 

 

分类等级 

Class E1 

＜10mg/100g 

4 
中国标准 

GB 18580 
≤80mg/kg 

穿孔萃取法 

（烧瓶法） 

GB 17675-1999 

Class E1 

5 
中国标准 

GB 18580 
≤1.5mg/L 

干燥器法 

GB 17675-1999 
Class E1 

 

C 甲苯、二甲苯释放标准（人造材料之栈板） 

 

编号 参照法规 管制限值 检测方法 

1 中国国标 GB11737-1989 (甲苯) <0.20mg/m3 
GB/T11737 或 

GB/T14677-93 

2 中国国标 GB14677 （二甲苯） <0.20mg/m3 
GB/T11737 或 

GB/T146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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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害虫防治要求 

栈板或木箱不得含有树皮及植物害虫活体，木材需要依照ISPM-15 规 

定经由热处理或溴甲烷烟熏处理，完成后有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检疫 

局认可并符合ISPM-15 规范的标示，如下图所示：  

   
 

E 其它要求 

a) 依据ISPM-15 处理过的木质栈板，除了于栈板上印有上图格式的处理证明外，另需

附上有检验局发出的处理证明书。 

b) 出货至澳洲的木质栈板，需在出货前21 日内完成检疫处理，若超过时间需重新经由

热处理或烟熏处理。 

c) 出货至澳洲的胶合栈板，在制造日90 天之后（斐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泰国、越南及西隆摩亚等国需于21天）的栈板，若有木头外露，亦需经过热

处理、烟熏处理或永久防腐处理（请参考澳洲货物容器检疫重点及程序附录 

http：//www.daff.gov.au/aqis/import/cargo/aspects-procedures） 

d) 出货至澳洲的栈板，可参考“澳洲货物容器检疫重点及程序附录七”或以自由格式，

提出符合性声明。 

 

5.3.3包装材料的识别 

项目 包材名称 说明/细项 

1  纸箱 各种材料制成的纸箱,辅助纸箱,主纸箱,彩盒 

2  缓冲材  

3  防护带(布) 泡沫塑料或不织布,气泡袋,EPE,淋膜袋(布) 

4  塑料袋 PE 袋,防静电袋 

5  信封 装保证书的信封等 

6  托盘 托盘,真空成型泡壳 

7  胶片 包含液晶屏幕表面等贴附的保护胶片 

8  铭板  

9  隔板 纸,EPE,EPS 類 

10  印刷油墨 用于包装材料印刷的油墨 

11 胶带 用于纸箱,塑料袋封装的胶带 

12 固定钉 用于纸箱打钉 

13 标签 条形码,安规,警告标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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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胶 用于纸箱胶合 

15 捆绑带 PP 带子等 

16 栈板 木栈板,胶合栈板 

17 手提把  

18 袖套 纸類印刷,PET 類 

19 收缩膜  

 

5.3.3 电池有害物质的管理标准： 

物质名称：重金属 

（镉、铅、汞） 

说明：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对像 禁止供货时期 

1 级 

镉 电池与电池组的镉含量于电池总重量比不得超过 0.001% 

立即禁止 

铅 

●小型密封铅酸电池； 

●可充电电池（小型密封铅酸电池除外）的铅含量于电池总含量比不得超

过 0.4%； 

●补课充电电池的铅含量于电池总重量比不得超过 0.2% 

汞 

●纽扣电池的汞总含量于电池总重量比不得超过 0.0005%； 

●电池于电池组（纽扣电池除外）汞的总含量于电池总重量比不得超过

0.001%； 

●于产品与零部件中不得使用氧化汞电池 

备注：用于塑胶（含橡胶）、涂料和油墨中的铅，需符合前述 5.2 表中 1 级之规定：若铅含量超过 0.004%，

则需要符合 2006/66/EC 标示要求。 

测量设备：请参照 5.2 表中镉、铅、汞的测量设备； 

测量方法：请参照 5.2 表中镉、铅、汞的测量方法，或 GB/T20155-2006、NIEA R315；若使用 IEC62321 方法测试电池，

其方式侦测极限（MDL）必须为：铅＜5ppm，镉＜2ppm，汞＜1ppm 

 

标识图示 要求 

 

a. 垃圾桶标识应覆盖电池最大一侧表面积

的3%，但不得大于5cmx5 cm。 

b. 符号应清晰可见、无法擦除。 

 

5.4 2011/65/EU附件Ⅲ，所有电子电气设备适用的豁免条款: 

1.单端 (紧凑型) 荧光灯中的汞含量不得超过：  

☆1(a).用于一般照明用途，功率＜30W：2.5毫克/灯；  

☆1(b).用于一般照明用途，30W≤功率＜50W：3.5 毫克/灯；  

☆1(c).用于一般照明用途，50W≤功率＜150W：5毫克/灯；  

☆1(d).用于一般照明用途，功率≥150W：15毫克/灯；  

☆1(e).用于一般照明用途，管直径≤17毫米的圆形或方形灯：7毫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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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特殊用途：5毫克/灯；  

1(g).用于一般照明用途，功率＜30W、寿命≥ 20000 小时：3.5毫克/灯，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  

2(a).用于一般照明用途的双端直型荧光灯中的汞含量不得超过：  

☆2(a)(1).正常使用寿命、管直径＜9毫米的三基色荧光灯(例如 T2) ：4毫克/灯；  

☆2(a)(2).正常使用寿命、9毫米≤管直径≤17毫米的三基色荧光灯(如 T5) :3毫克/灯；  

☆2(a)(3).正常使用寿命、17毫米＜管直径≤28毫米的三基色荧光灯(如 T8):3.5毫克/灯；  

☆2(a)(4).正常使用寿命下、管直径＞28毫米的三基色荧光灯 (例如 T12)：3.5毫克/灯；  

☆2(a)(5).长寿命 (≥25000 小时) 的三基色荧光灯： 5毫克/灯。  

2(b). 其他类型荧光灯中汞含量不得超过：  

☆2(b)(3).管直径＞17毫米的非直型三基色荧光灯 (例如 T9) ：15毫克/灯；  

☆2(b)(4).用于其他一般照明用途或特殊照明用途的灯 (例如感应灯) ：15毫克/灯。3. 特

殊用途的冷阴极荧光灯和外置电极荧光灯 (CCFL和EEFL) 中的汞含量不得超过：  

☆3(a).较短长度 (≤500 毫米)： 3.5毫克/灯；  

☆3(b).中等长度 (500毫米＜长度≤1500毫米)：5毫克/灯；  

☆3(c).较长长度 (＞1500 毫米)：13毫克/灯。  

☆4(a).其他低压放电灯中汞含量：15毫克/灯。  

4(b).用于一般照明用途的演色性指数 Ra大于 60的高压钠蒸气灯中汞含量不得超过：  

☆4(b)-I.功率≤155W：30 毫克/灯；  

☆4(b)-II.155W＜功率≤405W：40毫克/灯；  

☆4(b)-III.功率＞405W：40毫克/灯。 

4(c).用于一般照明用途的其他高压钠蒸气灯：  

☆4(c)-I.功率≤155W：25 毫克/灯；  

☆4(c)-II.155W＜功率≤405W：30毫克/灯；  

☆4(c)-III.功率＞405W：40毫克/灯。  

☆4(e).金属卤化物灯 (MH) 中的汞。  

☆4(f).本附录中未特别提及的其它特殊用途的放电灯中的汞。  

4(g).用于标志、装饰、建筑、专业照明和灯光艺术的手工制作发光放电管(HLDTs)中的汞，

其汞含量限值如下，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 日：  

(a) 用于室外和温度低于 20℃的室内时，20mg/电极对 + 0.3mg/cm × 灯管长度，但

不超过 80mg；  

(b)用于其他的室内环境时， 15mg/电极对 + 0.24mg/cm × 灯管长度，但不超过 80mg；  

▼5(a).阴极射线管玻璃所含的铅。  

☆5(b).荧光管玻璃内的铅含量不得超过其重量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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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机械加工用钢和镀锌钢中作为合金元素的铅，含量小于 0.35%。  

☆6(b).铝中作为合金元素的铅，含量小于 0.4%。  

☆6(c).铜合金中的铅，含量小于 4%。  

☆7(a).高熔化温度型焊料中的铅 (如铅含量超过 85%的铅基合金焊料) 。  

▼7(b).用于服务器、存储器和存储列阵系统的焊料中的铅；用于交换、信号和传输，以及

电信网络管理的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中焊料中的铅。  

☆7(c)-I.电子电气元件中玻璃或陶瓷材料 (电容中陶瓷介质除外) 所含的铅，如压电设备

或玻璃/陶瓷复合元件。  

☆7(c)-II.额定电压为交流 125V或直流 250V及以上的电容中陶瓷介质所含的铅。  

☆7(c)-IV.集成电路或离散半导体中的电容器，其锆钛酸铅(PZT)介电陶瓷中的铅。  

☆8(b).电触点中的镉及其化合物。  

☆9.吸收式电冰箱中作为碳钢冷却系统防腐剂的六价铬，其在冷却液中的含量不得超过

0.75%。  

☆9(b).暖通空调 (HVACR) 设备压缩机轴承外壳及轴衬中的铅。（已评估完成，2018年 7月

6日被新条款替代）  

9(b). 用于采暖、通风、空调和制冷 (HVACR) 的含制冷剂的压缩机轴瓦和轴承衬套中的铅。

适用于第 8、9、11 类。 第 8类中的体外诊断医疗设备，2023年 7月 21 日到期； 第

9类中的工业监控设备和第 11类，2024年 7月 21日到期； 第 8、9 类的其他子类别，

2021 年 7月 21日到期。(新条款)  

9(b)-(I).额定输入功率等于或小于 9kW的用于采暖、通风、空调和制冷 (HVACR) 的含制冷

剂的全封闭涡旋式压缩机轴瓦和轴承衬套中的铅。适用于第 1类，2019 年 7月 21日

到期 。(新条款)  

▼11(a).C-press插脚式连接器系统中使用的铅。仅可用作 2010年 9月 24日前投放市场的

电子电气产品的备用部件。  

▼12.热导模组 C环涂层中所用的铅。仅可用作 2010 年 9月 24日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产

品的备用部件。  

☆13(a). 光学玻璃中的铅。（已评估完成，2018年 7月 6日被新条款替代）  

13(a).光学仪器中使用的白玻璃中的铅 。适用于所有类别。 第 8类中的体外诊断医疗设备，

2023 年 7月 21日到期； 第 9类中的工业监控设备和第 11类，2024年 7 月 21日到期； 

其他产品，2021年 7月 21日到期。(新条款)  

☆13(b).滤光玻璃及反射率标准玻璃片中的铅和镉。（已评估完成，2018年 7 月 6日被新条

款替代）  

13(b).滤光玻璃及反射率标准玻璃片中的镉和铅。适用于第 8、9、11类。第 8类中的体外

诊断医疗设备， 2023 年 7月 21日到期； 第 9类和第 11类，2024年 7 月 21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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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类的其他子类别，2021年 7月 21日到期。(新条款)  

13(b)-(I).离子彩色滤光玻璃中的铅。适用于第 1-7、10类，2021年 7月 21 日到期。(新

条款)  

13(b)-(II).光学滤光玻璃中的镉；不包括本附件第 39条豁免的设备。适用于第 1-7、10

类，2021 年 7月 21 日到期。(新条款)  

13(b)-(III).反射率标准片中釉料中的镉和铅。适用于第 1-7、10类，2021 年 7月 21日到

期。(新条款)  

☆15.集成电路倒装芯片封装中半导体芯片及载体之间形成可靠联接所用焊料中的铅。  

▼17.用于专业复印设备的高强度放电灯(HID)中用作发光剂的卤化铅。  

☆18(b).仿日晒放电灯中含磷荧光粉触媒 (如 BSP (BaSi2O5:Pb)) 中的铅，其含量在 1%以

下。  

☆21.用于玻璃 (如硼硅玻璃及钠钙玻璃) 瓷釉上印刷油墨中的铅和镉。  

▼23.细间距元器件 (即不大于 0.65mm的引脚间距) 的表面处理中的铅，不包括连接器类。

仅可用作 2010年 9 月 24日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产品的备用部件。  

☆24.通孔盘状和平面阵列的多层陶瓷电容中焊料里的铅。  

▼25.表面传导式电子发射显示器 (SED) 构件所用的氧化铅，特别是密封玻璃和玻璃环。  

☆29.69/493/EEC 指令附录 I (1，2，3和 4类) 中限定的水晶玻璃中的铅。(注：1类 PbO

≥30%；2类 PbO≥24%；3类 ZnO BaO PbO K2O 单个或总和≥10%；4类 BaO PbO K2O

单个或总和≥10%)  

▼30.用于位于音量大于或等于 100分贝的大功率扩音器音圈上的电导体的电气或机械焊点

的镉合金。  

▼31.用于无汞平面荧光灯 (例如：用于液晶显示器、设计或工业照明) 的焊料中的铅。  

☆32.用于氩和氪激光管防护窗组合件的封装玻璃料里的铅的氧化物。  

▼33.电源变压器中直径 100微米及以下细铜线所用焊料中的铅。  

☆34.金属陶瓷质的微调电位计中的铅。  

☆37.基于硼酸锌玻璃体的高压二极管的电镀层中的铅。  

▼38.铝结合氧化铍的厚膜浆料中的镉和氧化镉。  

☆39.固态照明或显示系统中的色彩转换 II-VI族 LED (镉含量低于10 μ g/mm2发光区域) 中

使用的镉。  

41.由于技术原因必须直接安装在手持式内燃机的曲轴箱或气缸（*指令 97/68/EC 中的类别

SH:1、SH:2、SH:3）内的点火模块和其他电子电气引擎控制系统，其电子电气元件所

含焊料和最终涂层、印刷电路板的最终涂层中的铅。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说明：  

☆：该豁免条款原有效期已到，但相关方在 2011/65/EU 规定时间内向欧盟提交了延长该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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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条款的申请，官方正在评估相关申请。评估期间该条款仍然有效；如延期申请被驳回，

则该条款自评估结果公布日起至少一年内有效；如延期申请获得通过，则将公布新的有

效期。  

▼：该豁免条款未收到豁免延长申请， 现在仅适用于第 8类(医疗设备)和第 9 类(监控设备)

产品，有效期至 2018 年 7月 21日。 针对其它产品已经失效。 

 

5.5 2011/65/EU附件IV，第8类（医疗设备）与第9类（监控设备）适用的豁免条款 

利用或检测电离辐射的设备：  

1.电离辐射探测器中的铅、镉和汞。  

2.X射线管中的铅轴承。  

3.电磁辐射放大设备：微通道板和毛细管板中的铅。  

4.X射线管和图像增强器、将电磁辐射转换为电子的真空管和气体激光器中玻璃熔料中的铅 

5.电离辐射屏蔽装置中的铅。  

6.X射线检测中的铅。  

7.硬脂酸铅 X射线衍射晶体。  

8.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中的放射性镉同位素源。  

传感器、检测器与电极：  

1a.离子选择性电极，包括玻璃 pH电极中的铅和镉；  

1b.电化学氧传感器中的铅阳极；  

1c.红外检测器中的铅、镉和汞；  

1d.参比电极中的汞：低氯氯化汞，硫酸汞和氧化汞。  

其他  

9.氦－镉激光器中的镉。  

10.原子吸收光谱灯中的铅和镉。  

11.MRI热导体和超导合金中的铅。  

12.MRI、SQUID、NMR和 FTMS 检测器所用超导材料的铅和镉，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30日。  

13.配重块中的铅。  

14.超声换能器单晶压电材料的中的铅。  

15.用于粘结超声换能器的焊料中的铅。  

16.高精度电容和损耗测量电桥中的汞、监控设备用高频 RF开关或继电器中含量不超过 20mg

的汞 (每个开关或继电器) 。  

17.便携式应急心脏除颤器中的焊料中的铅。  

18.检测范围为 8-14微米的高性能红外成像模块焊料中的铅。  

19.硅基液晶显示器中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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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射线测量滤波器中的镉。  

21.X射线影像增强器荧光涂层中的镉，有效期至 2019 年 12月 31日；2020年 1月 1日前投

放欧盟市场的 X射线系统配件中的镉。  

22.与 CT 、MRI结合使用的头部立体定位框架，γ 射线和粒子治疗设备定位系统中的醋酸

铅标志物，有效期至 2021年 6月 30日。  

23.作为暴露于电离辐射下的医疗器械的轴承与磨损表面的合金元素的铅，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30日。  

24.X射线影像增强器中用于铝和钢真空密封连接的铅，有效期至 2019年 12 月 31日。  

25.正常的使用和储存温度长期低于-20°C 的非磁性针脚连接器表面涂层中的铅，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30日。  

26.正常使用和储存温度长期低于-20°C 的下述用途中的铅：  

(a)印刷电路板上的焊料中；  

(b)电子电气组件的终端涂层和印刷电路板中的涂层；  

(c)连接电线和电缆的焊料；  

(d)连接换能器和传感器的焊料。  

设计温度低于-150°C 的设备中的测温传感器的电气连接焊料中的铅。  

有效期至 2021年 6月 30 日。  

27.用于(a)和(b)两种磁场环境下的焊料、电子电气组件和印刷电路板的终端涂层、电线、

外壳和封闭式连接器的连接中的铅，有效期至 2020年 6月 30日：a) 医用磁共振成像

设备磁铁中心点半径 1m以内的磁场中(包括设计为这一区域内使用的病人监护仪)；b) 

用于粒子治疗中光束传输和方向控制的回旋加速器的磁铁外表面 1m内的磁场中。  

28.将碲化镉和碲锌镉数字阵列检测器安装到印刷电路板上所用焊料中的铅，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  

29.医疗设备 (第 8类) 和/或工业监控设备的低温冷却器冷头、和/或低温冷却冷探头、和/

或低温冷却等电位联结系统的超导体或热导体合金中的铅，有效期至 2021 年 6月 30

日。  

30.用于 X射线影像增强器中产生光电阴极的碱金属分配器中的六价铬，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2020年 1月 1日前投放欧盟市场的 X射线系统配件中的六价铬。  

31a.从医疗设备中回收和再利用并用于医疗设备的维修和翻新的配件中的铅、镉、六价铬和

PBDE。包括体外诊断设备、电子显微镜及其配件，回收工作必须在经过审核的封闭 B2B

回收系统中进行，并应将此类配件的再利用信息告知消费者。有效期至：(a) 除体外

诊断设备以外的医疗设备：2021年 7月 21日；(b) 体外诊断设备：2023 年 7月 21

日；(c) 电子显微镜及其配件：2024年 7月 21日。  

32.与磁共振成像设备联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仪，其检测器或数据采集单元的印刷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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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焊料中的铅，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33.指令 93/42/EEC 中第 II a和 II b类移动医疗设备 (便携式应急除颤器除外) 印刷电路

板焊料中的铅。对于 II a类豁免有效期至 2016 年 6月 30日，II b类豁免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34.当用于含有 BSP (BaSi2O5:Pb) 荧光粉的体外光化学治疗灯时，气体放电灯的荧光粉中

作为催化剂的铅，有效期至 2021年 7月 22日。  

35.在 2017 年 7月 22日之前投放市场的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背光液晶显示器用冷

阴极荧光灯(CCFLs)中的汞（不超过 5毫克/灯）。有效期至 2024年 7月 21日。  

36.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中除 C-press以外的插脚式连接器系统中使用的铅。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之后仅可用作 2021年 1月 1日前投放市场的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的备

用部件。  

37.应用于以下至少一种情况的电导率测试所用镀铂铂电极中的铅：  

(a) 在未知浓度的实验室应用中，测试的电导率范围超过一个数量级（如范围在 0.1mS/m

和 5mS/m 之间）；  

(b) 精确度要求+/− 1%并且在以下任意一种需高耐蚀性电极溶液中的测试：  

(i) 溶液酸度 pH < 1；  

(ii) 溶液碱度 pH >13；  

(iii) 含有卤素气体的腐蚀性溶液；  

(c) 必须使用便携式工具进行的电导率超过 100 mS/m 的测试。  

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38.用于 CT 和 X射线系统的 X射线探测器，每个交界面有超过 500条连接线的大面积裸片堆

叠元素交界面所用焊料中的铅。有效期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之后仅可用作 2020年

1月 1 日前投放市场的 CT和 X射线系统的备用部件。  

39.具有下列至少一种属性的设备所用微通道板（MCPs）中的铅：  

(a) 紧凑型的电子或离子探测器，该探测器的空间限制为每个 MCP最大 3mm（包括探测器

厚度和 MCP的安装空间），探测器总体不超过 6mm，并且对该探测器产生更大空间的替

代设计从科学和技术上不可行；  

(b) 检测电子或离子的二维空间分辨率，用于下列至少一个应用：  

(i) 响应时间短于 25ns；  

(ii) 样本探测区域大于 149mm2；  

(iii) 倍增因子大于 1.3×103；  

(c) 检测电子或离子时响应时间短于 5ns；  

(d) 检测电子或离子时样本探测区域大于 314mm2；  

(e) 倍增因子大于 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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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期限为：  

(a) 医疗设备和监视控制设备有效期至 2021年 7 月 21日；  

(b) 体外诊断医疗设备有效期至 2023年 7月 21 日；  

(c) 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有效期至 2024年 7月 21 日.  

40. 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用额定电压为交流 125V或直流 250V以下的电容中介电陶瓷所含的

铅。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31日。之后仅可用作 2021年 1月 1日前投放市场的工业

监视和控制设备的备用部件。  

41. 用于血液、体液和体内气体分析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中电流、电位和电导传感器聚氯乙

烯(PVC)基材中作为热稳定剂的铅。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42. 用于具有高频(> 50 MHz)工作模式的血管内超声成像系统的电动旋转连接器中的汞。有

效期至 2019年 6月 30日。  

43. 用于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的氧传感器的赫尔希池镉阳极，灵敏度应低于 10ppm。有效期

至 2023 年 7月 15日。 

 

5.6 无卤素技术标准 

    无卤素产品含量限制及量测规范： 无卤素产品系指产品或零部件中，均质材料除符合 ROHS

限制值外，其含溴(Br)或氯(Cl)的最大浓度限值为 900 ppm；溴(Br)和氯(Cl)二种元素浓度总

和的最大限值为小于 1500 ppm。无卤素产品含量限制及量测规范请参考下表。 

表 5无卤素产品含量限制及量测规范 

物质 浓度限值 

溴(Br)  小于(不含)900 ppm 

氯(Cl)  小于(不含)900 ppm 

溴(Br)和氯(Cl) 浓度总和 小于(不含) 1500 ppm 

量测设备：离子层析仪 (IC；Ion Chromatography) 

量测方法： 依照 EN 14582：2007、EN 50267-2-1:1999或 US EPA SW-846 Method 5050执行含量检定。 

注：EN 14582：2007 Annex A 不适合作为前处理的方法。 

5.6 有关欧盟 REACH 法规危险物质及高度关注物质的标准 

    欧盟 REACH 法规是欧盟新化学品政策《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简称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已于 2007 

年 6 月 1 日生效。是欧盟管理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的法规。管制措施包括： 注册、评

估、授权、信息揭露等。为应对 REACH 要求，下列 5.5.1危险物质禁止使用，5.5.2所列高

度关注物质暂定 3级有害物质管控。 

5.6.1 REACH法规危险物质名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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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危险物质(DANGEROUS SUBSTANCES)清单 

 

 

项目 危险物质名称 CAS NO. 

1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PCTs) —— 

2 Chloro-1-ethylene (monomer vinyl chloride) 75-01-4 

3 

Liquid substances or preparations, which are regarded as dangerou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s in Council Directive 67/548/EEC and 

Directive 1999/45/EC. 

—— 

4 Tris (2,3 dibromopropyl) phosphate 126-72-7 

5 Benzene 71-43-2 

6 

Asbestos fibres 

(a) Crocidolite 

(b) Amosite 

(c) Anthophyllite 

(d) Actinolite 

(e) Tremolite 

(f) Chrysotile 

(a)12001-28-4 

(b)12172-73-5 

(c)77536-67-5, 

(d)77536-66-4 

(e)77536-68-6 

(f)12001-29-5 

7 Tris(aziridinyl)phosphinoxide 5455‐55‐1 

8 Polybromobiphenyls;Polybrominatedbiphenyls (PBB) 59536‐65‐1 

9 

Soap bark powder (Quillaja saponaria) and its derivatives containing 

Saponines 

Powder of the roots of Helleborus viridis and Helleborus niger 

Powder of the roots of Veratrum album and Veratrum nigrum 

(a) Benzidine and/or its derivatives 

(b) o-Nitrobenzaldehyde 

(c) Wood powder 

(a) 92-87-5 

(b) 552-89-6 

10 

(a) Ammonium sulphide 

(b) Ammonium hydrogen sulphide 

(c) Ammonium polysulphide 

(a)12135-76-1 

(b)12124-99-1 

(c) 9080-17-5 

11 

Volatile esters of bromoacetic acids: 

(a) Methyl bromoacetate 

(b) Ethyl bromoacetate 

(c) Propyl bromoacetate 

(d) Butyl bromoacetate 

(a) 96-32-2 

(b) 105-36-2 

(c) 35223-80-4 

12 2-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91‐59‐8 

13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92‐87‐5 

14 4-Nitrobiphenyl 92‐93‐3 

15 4-Aminobiphenyl xenylamine and its salts 9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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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ead carbons： 

(a) Neutral anhydrous carbonate (PbCO3) 

(b) Trilead-bis(carbonate)-dihydroxide (2PbCO3-Pb(OH)2 ) 

(a) 598-63-0 

(b) 1319-46-6 

17 

Lead sulphates： 

(a) PbSO4 (1:1) 

(b) PbxSO4 

(a) 7446-14-2 

(b)15739-80-7 

18 Mercury compounds —— 

19 Arsenic compounds —— 

20 Organostannic compounds —— 

21 
Di-μ -oxo-di-n-butylstanniohydroxyborane dibutyltin hydrogen 

borate(C8H19BO3Sn )(DBB) 
75113-37-0 

22 Pentachlorophenol and its salts and esters 01‐778‐6 

23 Cadmium and its compounds 7440‐43‐9 

24 Monomethyl-tetrachlorodiphenyl methane 76253‐60‐6 

25 Monomethyl-dichloro-diphenyl methane unknown 

26 
Monomethyl-dibromo-diphenyl methane bromobenzylbromotoluene,mixture 

of isomers 
99688‐47‐8 

27 Nickel and its compounds 7440‐02‐0 

28 

Substances which appear in Annex I to Directive 67/548/EEC classified 

ascarcinogen category 1 or carcinogen category 2 and abeled at 

leastas ”Toxic (T)” with risk phrase R 45：”May cause cancer” or 

risk phraseR49：”May cause cancer by inhalation”, and listed as 

follows： 

Carcinogen category 1 listed in Appendix 1. 

Carcinogen category 2 listed in Appendix 2. 

—— 

29 

Substances which appear in Annex I to Directive 67/548/EEC classified 

asmutagen category 1 or mutagen category 2 and abeled with risk phrase 

R46：”May cause heritable genetic damage”, and listed as follows： 

Mutagen category 1 listed in Appendix 3. 

Mutagen category 2 listed in Appendix 4. 

—— 

30 

Substances which appear in Annex I to Directive 67/548/EEC classified 

as toxic to reproduction category 1 or toxic to reproduction category 

2 and abeled with risk phrase R60：”May impair fertility” and/or 

R61：”May cause harm to the unborn child”, and listed as follows： 

Toxic to reproduction category 1 listed in Appendix 5. 

Toxic to reproduction category 2 listed in Appendix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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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 creosote; wash oil 

(b) creosote oil; wash oil 

(c) distillates (coal tar), naphthalene oils; naphthalene oil 

(d) creosote oil, acenaphthene fraction; wash oil 

(e) distillates (coal tar), upper; heavy anthracene oil 

(f) anthracene oil 

(g) tar acids, coal, crude; crude phenols 

(h) creosote, wood 

(i) low temperature tar oil, alkaline; extract residues (coal), low 

temperature coal tar alkaline 

(a) 8001-58-9 

(b)61789-28-4 

(c) 84650-04-4 

(d)90640-84-9 

(e)65996-91-0 

(f) 90640-80-5 

(g)65996-85-2 

(h) 8021-39-4 

(i)122384-78-5 

32 Chloroform 67‐66‐3 

33 Carbon tetrachloride-tetrachloromethane 56‐23‐5 

34 1,1,2 Trichloroethane 79‐00‐5 

35 1,1,2,2 Tetrachloroethane 79‐34‐5 

36 1,1,1,2 Tetrachloroethane 630‐20‐6 

37 Pentachloroethane 1976/1/7 

38 1,1 Dichloroethylene 75‐35‐4 

39 1,1,1 Trichloroethane, methyl chloroform 71‐55‐6 

40 

Substances meeting the criteria of flammability in Directive 67/548/EEC 

and classified as flammable, highly flammable or extremely flammabl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ppear in Annex I to that Directive or not 

—— 

41 Hexachloroethane 67-72-1 

42 Alkanes, C10‐C13, chloro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s) —— 

43 Azocolourants —— 

44 Diphenylether, pentabromo derivative (C12H5Br5O) —— 

45 Diphenylether, octabromo derivative (C12H2Br8O) —— 

46 
(a) Nonylphenol (C6H4(OH)C9H19) 

(b) Nonylphenol ethoxylate ((C2H4O)nC15H24O) 
—— 

47 Cement —— 

48 Toluene 108‐88‐3 

49 Trichlorobenzene 120‐82‐1 

50 

Polycyclic-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 

(a) Benzo(a)pyrene (BaP) 

(b) Benzo(e)pyrene (BeP) 

(c) Benzo(a)anthracene (BaA) 

(d) Chrysen (CHR) 

(e) Benzo(b)fluoranthene (BbFA) 

(f) Benzo(j)fluoranthene (BjFA) 

(g) Benzo(k)fluoranthene (BkFA) 

(h) Dibenzo(a, h)anthracene (DBAhA) 

(a) 50-32-8 

(b) 192-97-2 

(c) 56-55-3 

(d) 218-01-9 

(e) 205-99-2 

(f) 205-82-3 

(g) 207-08-9 

(h) 5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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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高度关注物质(SVHC)清单一览表 

  5.5.2.1 REACH 法规附录 XVII限制物质清单（包含增修指令）的最新内容，请至

http://echa.ruropa.eu查询 

    5.5.2.2 REACH SVHC清单作为本文件附件适时更新，其最新公布的高度关注物质清单适

用于本公司管控要求。公司按照版本进行控制，如最新公布的清单为第十一批，则

公司版本编号为 V1.1，第十二批对应 V1.2，以此类推。目前，SVHC 第二十批清单

已公布，SVHC清单新增至 197项，见附件 1。最新内容，请至http://echa.ruropa.eu

51 

The following phthalates (or other CAS- and EINECS numbers covering the 

substance)： 

(a) bis (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b) dibutyl phthalate (DBP) 

(c) benzyl butyl phthalate (BBP) 

(a) 117-81-7 

(b) 84-74-2 

(c) 85-68-7 

52 

The following phthalates (or other CAS- and EINECS numbers covering the 

substance)： 

(a)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b) di-“isodecyl” phthalate (DIDP) 

(c)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a)28553-12-0and 

68515-48-0 

(b) 

26761-40-0and 

68515-49-1 

(c) 117-84-0 

53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 (PFOS) 

C8F17SO2X (X = OH, Metal salt (O‐M+), 

halide, amide, and other derivatives including polymers) 

—— 

54 2‐(2‐methoxyethoxy)ethanol (DEGME) 111‐77‐3 

55 2‐(2‐butoxyethoxy)ethanol (DEGBE) 112‐34‐5 

56 Methylenediphenyl diisocyanate (MDI) 26447‐40‐5 

57 Cyclohexane 110‐82‐7 

58 Ammonium nitrate (AN) 6484‐52‐2 

59 Dichloromethane 1975/9/2 

60 Acrylamide 1979/6/1 

61 Dimethylfumarate (DMF) 1968/12/2 

62 

(a) Phenylmercury acetate 

(b) Phenylmercury propionate 

(c) Phenylmercury 2-ethylhexanoate 

(d) Phenylmercury octanoate 

(e) Phenylmercury neodecanoate 

(a)62-38-4 

(b)103-27-5 

(c)13302-00-6 

(d)13864-38-5 

(e)26545-49-3 

62 Lead 7439-92-1 

63 1,4-dichlorobenzene 106-46-7 

64 双酚A（BPA） 
201-245-8 

80-05-7 

http://echa.ruropa.eu/
http://echa.r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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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5.5.2.3根据 REACH 法规，若产品中含有 SVHC，并且含量大于 0.1%，同时年出口量小于

1 吨，必须向下游进口商进行告知和相关信息传递，同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说明；

若产品含有 SVHC，并且含量大于 0.1%，同时年出口量大于 1 吨，必须向 ECHA进

行通报工作。 

5.6 环境物质管理法律法规 

由体系部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对世界各国的环境物质管理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收集，并

更新《环境物质法律法规清单》，将收集的法律法规共享于服务器。 

5.7 供方需向卓翼提供的资料 

    通常卓翼要求供方提供下述资料，但当卓翼客户有其特殊需求时，卓翼将对其需求进行传

递，接收方通常是卓翼的供方。供方依照要求准备资料后，将纸面文档及扫描电子档（PDF

格式）传递至卓翼采购。 

5.7.1 申明： 

5.7.1.1卓翼可以直接使用和公开供应商提供的测试报告； 

5.7.1.2卓翼不向第三方公开阻燃和工艺信息。 

NO 分类 有关物料 对应物质含量 备注 提交材料时机 

1 环境物质管理保证书   需原件 首次合作时 

2 第三方检测机构报告 所有物料 RoHS 10大项  物料承认时/物料变更时 

3
*1 

改善计划书 所有物料 RoHS 10大项 需原件 有不符合本标准的物料时 

4
*1
 管理变更确认书 / / 需原件 

批量供货后，确认书中所列

事项发生变更时。 

注：请注意3、4两项的提交时机，不相符时不需提交。 

5.7.2资料的要求 

5.7.2.1承认书，要求附 10个以上的样品（总重量不小于 5g），注意承认书中应有物料在

回流焊、波峰焊时的温度特性说明（物料适用于该工艺时才需提供该说明）。 

5.7.2.2第三方检测报告，要求： 

A.如物料是均质材料，则须提供均质材料的检测报告，如物料是由多种可通过机械

方式分离的材质组合而成，则需提供第三方出具的成品（拆分）检测报告。 

注：成品检测时对物品的拆分要求，请向第三方检测机构咨询，以 IC为例，符合

要求的拆分通常是拆分至 IC本体和管脚，分别检测，并在报告中分别体现测

试数据。如供应商（代理）无法由原厂取得该种形式的报告，通常应由其自

行送第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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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提供到卓翼时，出具报告日期，不超过 10个月；测试报告超过出具日期 12个

月后，如该种材质仍在使用，供方应主动向卓翼提供更新的检测报告。否则卓翼

将停止订单。 

C.测试物质要涵盖 RoHS要求，检测方法、设备选用应以全消解原理为原则，镀层需

单独检测。 

D.若供应商提供的物料为系列产品，系列产品中如使用了相同均匀材质的原材料，

可只提供一份该材料的检测报告，并附上一份同材质申明，说明何种同材质原材

料在该系列产品中使用。注意报告需满足 A项要求。 

E.供应商的环保物质测试报告必须为通过 ISO/IEC17025 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的测试报告，如 SGS、CTI等。 

5.7.3环境物质管理测试方法参照 5.1、5.2、5.3、5.4中各物质“量测标准”。 

5.8 文件的管理 

5.8.1 本管理标准的使用 

《环境物质管理标准》是卓翼对内部和外部发行的环境物质管理的管理标准。卓翼会使 

用卓翼客户提供的标准作为要求，并进行传递，卓翼对其它标准的传递，将向供方发出 

《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准使用通知》。 

5.8.2 最新版管理 

此标准适时会进行修订，修订时会告知使用者，但使用时请确认是否为最新版，特别是 

使用复印件时须注意。  

5.8.3 发行部门由卓翼质量管理部门发行，管理者代表批准。 

5.8.4 咨询处 

对此环境标准有疑问时,请以向卓翼供应商管理部或 SQE部为窗口了解。 

  5.9 标识 

      本公司要求物料/产品应在外包装/最小包装处标示： 

项目 标识示例 要求 

RoHS标识 

 或 RoHS 

字母内容：RoHS 

字体大小、颜色不限、 

易于识别 

无卤标识 

或 HF 或 无卤 

字母内容：HF、或中文“无卤” 

字体大小、颜色不限、 

易；于识别 

 

6.引用文件  （无） 

7.记录表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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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录 

 8.1 保证书 

 8.2 材质分解 

 8.3 改善计划书 

 8.4 管理变更确认书  

8.5 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准使用通知 

8.6 附表一（REACH 高关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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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保证书（V2.1）   
顺应环境保护要求，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要求所生产的产品

为环保产品，为确保卓翼制造的产品符合环保要求及各国环境保护之法律法规，我公司保证： 

作为卓翼的供方,我们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努力的推进地球环境的保护，

为了达成环境保护品质目标，我们申明诚实地执行下列事项： 

1 直接或间接由我司（包括我司的附属公司和关联公司）送往卓翼（包括卓翼附属公司和关联

公司）的所有部品，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辅助材料，包装类材料等，除非卓翼另行提出书面要

求（将以《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准使用通知》的形式传递）外，均应符合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

准》（此标准定期、不定期更新，我司有义务由以下网址www.zowee.com.cn中“社会责任”处获

得最新版本）。提供的测试样品和数据真实、有效，测试样品和实际生产使用材料一致。 

2 当本公司向卓翼提供的部品发生不能符合《环境物质管理标准》的标准时, 至少须在变化前

30日向卓翼进行书面说明同时要求卓翼确认，经卓翼书面确认后方可继续生产卓翼产品。 

3 本公司主体发生重大环境事故之时起24小时内，向卓翼进行通报，以便卓翼提前预防。 

4 如因我司所供部品违反上述卓翼环保标准或存在其它违反本保证书承诺的事项而导致卓翼、

卓翼客户、卓翼董事、经理或其它高级管理人员遭受产品进出口地或销售地行政处罚、司法禁令

或其它强制措施，或被任何第三方投诉、起诉，从而导致卓翼、卓翼客户、卓翼董事、经理或其

它高级管理人员任何损失的，无论我司与卓翼之间的供货合同是否正在履行或已履行终了，我司

均有义务就该等损失向卓翼、卓翼客户、卓翼董事、经理或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做出赔偿（包括但

不限于调查、法律程序和合理的律师费用、损害赔偿金、罚款以及其它损失或损害等）。 

供应商名称： 

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 

 

 

 

 

 

 

http://www.zow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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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分解（对物料的拆分原则参照下图进行） 

 

 

 

 

 

 

 

 

 

 

 

 

 

 

 

均质物质：指不能用机械方法拆分的材料。“均质”也可理解为材料各组成部分的组成均相

同，例如塑料、陶瓷、玻璃、金属、纸张、木板、树脂、镀层等。“机械方法拆分”指材料可以

机械活动的方式将其分离开来，如拔出/旋出、切割、压碎、研磨、加工等。 

管理物质数据分析表（根据公认检测机构提供的报告制作数据分析表，并附上检测机构的分析报

告） 

 
 

改善计划书（环境物质管理含量超过管理标准时，供应商应制作改善计划书，说明替代料的切换

时间。） 

改善计划书 

  供方名称：                                           编号：              

  物料名称：                                       物料编码：              

 

物质名称 管理标准 测定结果 
代用物质开发 备注 

物质名称 开发日期 交货日期  

       

       

 

 

印刷品 ( 涂料 A) 印刷品 ( 涂料 B) 

镀层 A 

原材料 A 

镀层 B 

原材料 B 

部件 A ( 例示 ) 

包装材料 ( 塑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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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制：                       审核：                     批准：            
 

 

 

 

管理变更确认书（批量供货后，发生下列变更时则需提供） 

管理变更确认书 

供方：                  日期：                    编号：           

拟制：                   审核：                     批准：             

所谓变更，是指从开始批量生产时有关内容的变化        

 

1.  质量负责人 

      .最高管理者的变更 

                 职务、姓名：  

     .质量负责人的变更 

                 职务、姓名： 

      2.  生产地点的变更和追加 

  .   生产线的变更、生产国、生产工厂的变更 

  .   二次销售业务关系单位的变更 

3.  材料和部件构成 

   .  原物料厂商的变更  .规格的变更 

     材料形态的变更    .再生材料的使用         

      变更内容：                                                              

                                                                              

     变更原因：                                                               

                                                                              

     相关资料（目录）： 

 

卓翼确认：                

请对应划“√” 
 

有变更    无变更 

有变更    无变更     

有变更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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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日期：                

 

 

卓翼环境物质管理标准使用通知 

 

一、 供方名称：                      

二、 标准名称：                      

编号：                    

版本：                    

三、 使用说明： 

四、 适用范围： 

      

 

卓翼科技（签字）：                   供方确认回签：           

日  期：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