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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为了促进供应链全体组织切实有效地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明确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所需的必要条件。本指南的编制⽬的在于促进供应链上的各相关组织通过使
⽤本指南，加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使真实可信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得到传递。 
  本指南根据 2017 年发布的⽇本⼯业规格《JIS Z 7201:201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原则和⽅针》的
修订内容，对 2012 年 8 ⽉发⾏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3 版进⾏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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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1.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目的 

  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组织是提供产品及其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基础。编制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主要⽬的，是为了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进⾏管理的组织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在制造业相关的整条供应链中，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适当管理，传授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的可
靠信息，已成为保护⼈类与环境的重要社会问题。 

产品中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本应由每个组织⾃⾝投⼊开展，但本指南根据诸多相关组织与团体在实践
中积累的经验汇编⽽成，相信能为相关组织在开展日常管理工作中给予一定的借鉴与帮助。对于已建⽴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机制的组织，可参考实施项⽬中的管理要求，提⾼实施效果。 
本指南可⽤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的⾃我评估，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评估以及确认等。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指南并不预期达到以下效果。 
－将各种类型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作硬性统⼀。 
－使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相关规程等文件化的信息与本指南条款的结构相一致。 
－在组织内部使⽤将本指南的特定⽤语。 
－为实现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重新或独⽴建⽴管理体制。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阐明了应在全体供应链中进⾏共享的、在设计开发、采购、⽣产和交付各环节中的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思路，旨在确保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实⾏管理的所有组织，不论其规模、种类和成熟程度，均能
够切实有效的实施管理。 
  制造业相关的组织，即⽣产化学物质、混合物、零部件或成品的组织，以及参与此类产品交易的贸易公
司等，不论处于供应链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均可将本指南作为参考。 

本指南没有规定属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以及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授受对象的化学物质。考虑到相
关产业链所有组织，应由相关组织协商决定。另外，在决定相应化学物质时，除需遵守法律法规条款之外，
还应尊重⾏业标准。 
 
1.3 本指南适用人员 

预想利⽤本指南的⼈员有如下两类。 
(1) 在组织中负责建⽴和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员 

各个组织机构在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时，可以参考本指南。 
负责建⽴管理体制的⼈员可以在体制建⽴阶段参照本指南有关规定开展⼯作。另外在管理体制建⽴⼯

作结束后，还可将本指南作为公司内部⼈员培训的⼯具，使更多的⼈了解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要点。 
已经根据其它同等以上标准或⽅针构建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组织，应确认正在执⾏的管

理体系是否满⾜本指南提出的管理必要条件，并根据需要参考本指南的要求予以完善。 
同时，当组织进⾏⾃我评价时，内部监查部门还可利⽤本指南，检验组织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体制是否正常发挥作⽤。 
 

(2) 负责确认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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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购⽅及其它外部组织对供给⽅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构建情况进⾏确认时，可参考本指南，
确认供应商是否建⽴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1.4 进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单位 

  本指南预想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单位并⾮“产品”⽽是“组织”。这⾥的“组织”是指公司、法⼈、事业部
的某个部门、个体经营者或是其中的⼀部分或集体。 
  例如：○○公司○○⼯⼚、△△公司△△事业部、□□集团□□产品部门 

 
1.5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运用流程 

本指南的运⽤流程参见如下。 
(1)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供应链上的各组织应建⽴⾃⾝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因⾏业种类、业务形态和业务内容不同，
理想的管理体制形态也各不相同。不管是利⽤现有的管理体制还是需要建⽴新的管理体制，均可参考本指
南。 
(2)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评价 
  各组织应对已建⽴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进⾏评价，确认其是否满⾜本指南的管理要求。 
  可参照本指南“6.基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评价和⾃我符合声明”的要求，对实施项⽬进⾏符合
判断。在评价时可使⽤【检查表】，进行高效客观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应根据评价结果，对管理体制进⾏完
善和维护。 
(3) 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声明 
  为了向客户等其他外部组织表明，已建⽴了能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要求的必要实施项⽬的管理
体制，本指南中提出了“⾃我符合声明”的⽅法。关于实施项⽬的符合判断和⾃我符合声明的标准，请参考
本指南“6.基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评价和⾃我符合声明”。 

 
1.6 对现有管理体系的反映 

当组织中已建⽴ ISO 9001，ISO 14001 等管理体系时，可根据组织的判断，有效利⽤现存体系来建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起重新建⽴管理体制，我们更推荐灵活运⽤现有管理体系。但此时必须注意，应实际满⾜本指南所⽰
的实施项⽬的要求。 
 关于本指南实施项⽬和 ISO 9001:2015(JIS Q 9001:2015)、ISO 14001:2015(JIS Q 14001:2015)
的⽐较，请参照“附录 A：与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和 JIS Z 7201 的⽐较 ”。 

 
1.7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对于 JIS Z 7201 的定位 

JIS Z 7201:2017 规定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原则和⽅针，但⽆法将其作为规定要求事项进⾏符
合性评价。在该规格的“4.8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管理体系的评价”中写到：“在供应链中，有时需确
认组织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是否得到恰当实施进⾏。此时，各⾏业团体可根据需要，以书⾯形式对本
规格中规定的原则和⽅针及相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体系的要求事项进⾏归纳总结，以便实⾏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组织能够进⾏符合性评价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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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可视为根据此项内容编制⽽成的⽂件。按照 JIS Z 7201:2017 中提出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针，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事项规定为实施项⽬，使实施项⽬的符合性评价和基于
管理体制的⾃我符合声明成为可能。 

 
1.8 基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自我符合声明 

本指南的⾃我符合声明，代表了组织中的以下承诺： 
 (1) 建⽴并正在执⾏符合本指南的管理体制，或： 
 (2) 根据其他同等以上的标准或⽅针所建⽴以及正在执⾏的管理体制，实际满⾜了本指南要求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条件。 
为了使本指南规定的⾃我符合声明能够发挥实际效果，确保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更多的组织

能够认真执⾏⾃我符合声明，另⼀⽅⾯还需要采购⽅积极配合，接受并尊重这⼀体制。 
 

1.9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修订・ 废止 

本指南依据 JIS Z 7201:2017 而编制，因此会基于工业标准法的重新评估而进行同规格的存续（确认），

依据修订或废止之情况，将分别进行如下文书管理处置。。 

(1) 有关规定存续（确认）时，本指南也随之自动保持有效。 

(2) 有关规定发生修订或废止时，需要设置合作研讨会对本指南的修订或废止作有关探讨。该合作研讨

会将由第 4 版合作研讨会的成员组织构成，但将按照各组织的意愿决定参会与否。当参会组织在 1

个以上时，即视为该合作研讨会成立。如在 JIS Z 7201:2017 发生修订或废止超过 1 年后仍未予以

探讨，则本指南将被作废。另外，当第 4 版合作研讨会的参会组织提出修订方案时，除因解散而无

法确认意见的组织外，如能征得超过二分之一(有 11 个组织时需超过 6 个)的第 4 版合作研讨会参会

组织同意，即可设置合作研讨会对提案进行讨论。 

  在上述所有场合中，对要求新加入合作研讨会的组织，只要征得超过二分之一的合作研讨会参会组织同

意，即可批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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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参考规格 

本指南如前所述，依据《JIS Z 7201:2017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原则和⽅针》⽽编制。同时还参考了
表 2-1 所⽰的规格。 

 
表 2-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依据和参考的规格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JIS Z 7201: 2017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原则和⽅针 
  

管理体系相关 － JIS Q 9000:2015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基 本 内 容 及 术 语 (ISO 
9000: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Fundamentals 
and vocabulary) 

－JIS Q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事项(ISO 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JIS Q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事项及利⽤指南(ISO 
14001:2015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ISO/IEC Directives, Part 1, Consolidated ISO Supplement 
Procedures specific to ISO Annex SL 

⾃我符合声明相关 －JIS Q 17050-1:2005 合规性评价－供应⽅符合声明－第 1 部：⼀
般要求事项(ISO/IEC 17050-1:2004 Conformity assessment－
Supplierʼ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本指南中作为实施项⽬列出的措施，与组织实施的质量管理系统或者环境管理系统程序的流程有较⾼

的通⽤性。因此，考虑到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在结构上的亲和性，在设置实施项⽬时参考了 ISO 
9001:2015(JIS Q 9001:2015) ， ISO 14001:2015(JIS Q 14001:2015) 中 采 ⽤ 的 ISO/IEC 
Directives, Part 1, Consolidated ISO Supplement－ Procedures specific to ISO Annex SL(以下称
附件 SL)管理体系的上层结构。同时，“5.5 运作”的流程参考了质量管理体系 ISO 9001:2015(JIS Q 
9001:2015)第 8 条“运作”的部分内容。 

关于参考的规格内容，请确认规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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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的定义 

本指南中使⽤的主要术语以及定义，除采⽤了 ISO 9001:2015(JIS Q 9001:2015)以外，还采⽤了
JIS Z 7201:2017 中的下述术语。 
 

⽤语 定义(下划线为定义的⽤语) 
化学物质 chemical 

substance 
天然存在或通过某⼀⽣产⼯序得到的元素以及其化合物。 

混合物 mixture 由 2 个以上的化学物质混合⽽成的物质。 
  备注 混合物举例：如涂料、墨⽔、合⾦铸块、焊锡、含有添加剂的 

     树脂颗粒等。 
化学品 chemicals 化学物质或混合物。 
物品 article 在制造过程被赋予了特定形状、外形或设计的物体。⽐起化学成分，

它的特定形状、外形或设计更⼤程度地决定了其最终使⽤功能。(参见
4.5) 

备注 物品举例：如⾦属板材、齿轮、集成电路、电器产品、运输机
械等。 

零部件 part 尚未成为成品的物品。 
备注 零部件举例如下。 

a) 从化学品最初转化成物品的零部件 
     －以计算机为例  ：键盘的⼀个按键 
     －以电⼦仪器为例：电话机的树脂外壳 
     －以运输设备为例：汽车刹车⽚ 
     －以机械⼯具为例：马达⽤铜材 
     －以家具为例    ：弹簧⽤钢材 

b) 将零部件组装制造⽽成的零部件 
     －以计算机为例  ：计算机的键盘 
     －以电⼦机器为例：电话机的话筒 
     －以运输设备为例：汽车刹车 
     －以机械⼯具为例：电钻马达 

        －以家具为例    ：床垫 
成品 end product 通过组装或加⼯化学品及／或零部件⽽得到的最终的物品。 

备注 成品举例如下。 
 －以计算机为例  ：计算机 
 －以电⼦机器为例：电话机 
 －以运输设备为例：汽车 
 －以机械⼯具为例：电钻 

    －以家具为例    ：床 
产品 product 作为⽣产活动的结果，由组织交付给客户的化学品、零部件和成品。 

 备注 ⽤于产品包装的包装材料及保护材料有时也包含在产品之内。 
组织 organization 具有⼀定职责、权限以及相互关系的具备独⽴功能的群体。 
供应⽅ supplier 将产品交给下游的组织。 

 
客户 customer 从上游接收产品的组织。 

 备注 本指南所指的客户并不包含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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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定义(下划线为定义的⽤语) 
交付 delivery 将产品交给客户的⾏为。 

备注 1 在 ISO 9001:2015(JIS Q 9001:2015)中，除“交付”外，
还使⽤与其类似的“发⾏”（release）⼀词。但该词还包含
在组织内部交接给下⼀⼯序的含义，因此在本指南中使⽤
“交付”来表⽰将产品交给客户的⾏为。 

备注 2 “交付”有时也可⽤“出货”或“提货”等词进⾏代替。 
备注 3  “交付”组织中包括贸易公司。 

供应链 supply chain 供应⽅和客户的连锁。 
产品含有化学
物质 

chemicals in 
products 

已知在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备注  有时也简称为 CiP(Chemicals in Products) 

⾏业标准 industry 
standard 

各⾏业组织编写和公布的、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标准。 

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标准 

management 
criteria for 
chemicals in 
products 

各组织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相关法规及⾏业标准所制定的标准。 
 备注 1 ⼀般来说，其中应包含管理对象化学物质的清单、管理⽔平

（含有限制，信息管理等）及适⽤范围等事项。 
备注 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包括客户要求遵守的法规，以

及经过组织和客户之间协商同意的客户的⾏业标准。 
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信息 

information of 
chemicals in 
products 

属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的化学物质的相关信息。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具有能够掌握有关产品的采购、⽣产和交付履历的能⼒。 
利益相关⽅ interested 

party 
影响某⼀决策或活动，以及受其影响的个⼈或组织。 

备注 1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外部利益相关⽅例如：客
户、供应⽅、外包公司、⾏政部门,组织内部⼈员等等。 

备注 2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代表相同概念的同义词。 
风险 risk 对⽬标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备注 1 影响意味着由期待转向理想⽅向或不理想⽅向的背离 
备注 2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对于现象及其结果或易发⽣程度，其

相关信息、理解或知识存在部分缺陷的状态。 
备注 3 风险是以尚未发⽣,但将来也许会发⽣的可能性作为对象。

这⾥不考虑专业性、统计性以及科学⽅⾯的风险. 
备注 4 风险⼀词虽被⼴泛使⽤，但在各领域中的概念有所不同。

本指南中的风险区别于“化学物质风险”，是表⽰对产品含
有化学物质管理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机遇 opportunity 机遇是指，实现组织制定的⽬标的最佳良机，可以给组织带来好的影
响。 

备注 关于已经明确的现象，有利于实现⽬标的状况或事态也属于
机遇。机遇并不是与风险相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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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对以下定语作了独⾃定义。 
 

术语 定义(下划线为定义的⽤语) 
符合 conformity 是指能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要求。根据本指南对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进⾏评价时的符合，是指满⾜实施项⽬的要求。 
 

不符合 nonconformity 是指不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将此产品称为不符合产
品。根据本指南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进⾏评价时的不符合，
是指不满⾜实施项⽬的要求。 
 

平⾏⽣产 parallel 
production 

在确认收货－保管仓库－制造⼯序－半成品、成品仓库－交付之间的
某个过程中，限制含有特定化学物质的产品的⽣产，以及使⽤含有该

化学物质的化学品及／或零部件的产品的⽣产，两者同时在同⼀⼚房
中进⾏的状态。 

外包公司 outsourcing 
organization 

受托承担了部分或所有组织业务或功能的外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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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思路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组织，应在理解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管理体制，并
加以运⽤，维护和评价。 

 
4.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性 

使⽤或利⽤了化学物质特性的产品虽然为⼈类社会带来⾼度⽂明，同时也可能对⼈类以及环境造成影
响，即带来所谓的“化学物质风险”。鉴于化学物质的危险性和化学物质的暴露量，化学物质管理⼯作应贯

穿于在化学物质的整个⽣命周期。有关成品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法规，已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推⼴。为

了对应相关法规要求，可采⽤使⽤更安全的化学物质或减少化学物质暴露量，以降低化学物质风险。 针

对这种趋势，要求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以及公布和传递信息的⾏动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如果不是产品零部件或产品材料的制造商，将很难掌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对整条供应链上的制

造业相关组织⽽⾔，传递和掌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变得⾄关重要。通过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所获得
的含量等信息，将可能成为评价化学物质暴露量时的基础信息。 

 
4.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是要求各组织在设计开发阶段对采购、⽣产和交付等各个环节中的产品
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加以明确，并遵循标准实⾏妥善管理。应将这种管理贯穿于整个供应链，并在
这⼀基础上进⾏信息传递。 
  为了⽣产出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要求的产品，在设计开发、采购、制造和交付的各个环节，
应实施如表4-1所⽰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但因⾏业形态不同，不⼀定均具备设计开发、采购、⽣产、
和交付阶段。 

所谓设计开发、采购、⽣产和交付阶段是指业务的各个功能，即设计开发、采购、⽣产以及交付的功能和
活动，即使与组织中使⽤的名称不匹配，也适⽤于相应的功能或活动。 

 
表 4-1 各业务阶段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阶段 实施项⽬ 
设计・开发 要使⽣产出的产品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要求，应根据⾃⾝产品以及⾏业形

态的特点，同时兼顾采购、⽣产、交付各阶段中必须实施的事项，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相关管理标准。 

采购 依据有关采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向供应商下订单，并从供应商获取采
购产品的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确保采购到的产品符合采购环节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
理标准。 

⽣产 依据⽣产⼯序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注意成分变化和浓度变化等，对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进⾏管理。 

交付 确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要求。 
 

应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实⾏科学、合理的管理。例如，将化学品转化为物品的⼯序中，通过挥发、硬化、
沉淀、熔融等现象形成新的物品。在这⼀过程中，应科学理解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受⽣产⼯序中投放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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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原料、⽣产⼯序、⽣产条件等因素影响，将变成何种状态，并采取⾏之有效的⽅法进⾏管理，掌握和收
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合规性，不仅可避免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对⼈和环境产⽣不良影响，还是
在维持业务发展上的重要课题。如果不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不仅会直接对业务造成不良影响，
当作为成品的⼀部分出货后，更可能造成停⽌销售、从市场上召回等影响。应该正确理解成为产品所含化
学物质管理标准的基础的法规等内容，作为组织⾯临的重要课题，积极开展各类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活动。 

在组织中，既不进⾏制造也不直接使⽤产品的贸易公司也应恰当把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在供应

链中进⾏信息传递。这是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作的基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收集、信息的提供、
组织内部的利⽤以及交货管理等，应采取符合业务形态的措施。 

 
4.3 应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中的风险以及机遇的对策 

如”3.术语的定义“所⽰，风险是“对⽬标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对于现象及其结果
或易发⽣程度，其相关信息、理解或知识存在部分缺陷的状态。所谓影响，意味着由期待转向理想⽅向或
不理想⽅向的分离。这是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有效性产⽣影响的概念。机遇是指，实现组织制定的⽬
标的最佳良机，可以给组织带来好的影响，并⾮是与风险相反的概念。 

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如发⽣不符合时，将可能导致召回产品、经济索赔、暂停交易等影
响正常商务活动的波及性及间接性影响。为防范此类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中的风险，可采取例如，排除
可能发⽣的不符合、分析已发⽣的不符合现象、反映分析结果等措施，杜绝不符合现象再次发⽣。 

有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中的机遇，包括例如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新增或升级⽣产设备和信息系统、
采⽤新零部件、应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相关法规的修订等。在进⾏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中如果抓住上述
这些机遇，可以提⾼客户的信誉度，开发对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限制的产品，⾼效率地持续性开展有关
⽣产活动。抓住机遇也包括风险预测。 

 
4.4 基于风险管理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供应链上各组织的⾏业形态及产品多种多样，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风险的发⽣原因也各不相同。我们

期待各组织能发挥各⾃领域所长，切实执⾏各⾃组织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此时，需要对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进⾏识别、分析和评估，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发⽣风险的主要原因包括例如：化学物质相关法规以及客户的产品含有化学
物质管理标准发⽣修订、外部提供产品中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发⽣变化、误⽤、污染等。 

根据发⽣时问题的⼤⼩与发⽣频率，各⾏业应根据实际情况，从产品相关⼯序中确定需优先重点管理
的项⽬，并加以确切有效的管理。在确定需重点管理的项⽬时，可参考以下步骤。需重点管理的项⽬可能
是“5.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实施项⽬”中的⼀部分，也有可能与多个实施项⽬有关。 
 
(1)  确认与化学物质的关系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中的风险 

-确认需要使⽤的化学品、零部件、辅助材料等。 
-确认需要⽤于⽣产的设备、夹具和⼯具。 

(2) 识别重点管理项⽬ 
-预测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确定需重点管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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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重点管理和⼀般管理的管理等级（具体对策）。 
 

  关于重点管理对象以及有关对策，熟知所⽤化学品和零部件、⽣产⼯序的各组织，不仅需要⾃⼰负责划
定重点管理对象以及制有关对策，还需向供应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出⽰选定依据，并要求协助管理。表
4-2中列举了可能需设为重点管理对象的事例。在必要和可能时，建议在持有相关经验的组织协助下推动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表 4-2 可能需设为重点管理对象并予以留意的有关事例 
事例 

○其含量将来可能会受到法规限制的化学物质，或者使⽤含有该化学物质的化学品或物品时； 
－应对该化学物质的法规限制情况做出监控，根据需要考虑使⽤代⽤品。 

○在公司内部⽣产⼯序上使⽤法律新限制含有的化学物质时； 
－可考虑使⽤代⽤品、改变⽤量、根据产品⽤途及出⼝对象国家的法律限制进⾏应对。 

○使⽤很可能含有法律新限制的化学物质的采购品时； 
－确认受限对象化学物质的是否含有和含量，根据需要采取与上述相同的措施。 

○当含有法律新限制的化学物质的产品有库存时； 
－彻底做好防范⼯作，预防误⽤和接触污染。 

○当使⽤的化学品中含有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标准限制的化学物质时； 
－对公司内部⽣产⼯序以及公司产品中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含量进⾏彻底管理。根据需要考虑代

⽤品。 
○当使⽤的化学品中可能含有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标准限制的化学物质时；  

－确认受限对象化学物质的是否含有和含量，根据需要采取与上述相同的措施。 
○⽤同⼀设备⽣产不同产品时； 

－彻底清洗反应槽等，防⽌前⼀产品的残留原料对下⼀产品造成污染。 
○化学品到物品的转换⼯序； 

－当化学品中含有管理对象物质时，要对物品中的该化学物质的含量加以彻底管理。 
○使⽤再⽣材料，特别是开放式再⽣材料时； 

－确认管理对象物质的是否含有和含量。 
○使⽤矿物，天然物时； 

－确认管理对象物质的是否含有和含量。 
○使⽤需重点管理的化学品的⼯序 

－对公司内部⽣产⼯序以及公司产品中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含量进⾏彻底管理。 
○使⽤需重点管理的⽣产⼯序中⽣产的化学品制造⽽成的零部件 
○使⽤需重点管理的零部件的⼯序 
○平⾏⽣产(近距离⽣产两种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标准不同的产品)⼯序 

－要加强防⽌误⽤、接触污染等管理。 
○存在可能因接触导致迁移污染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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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存在不属于法律限制对象的产品以及豁免⽤途，根据产品⾏业以及交付⽬的地不同，在有
些⽣产⼯序中可能会使⽤限制含有的化学物质。因此，组织应该确认在是否存使⽤受限化学物质的⽣产⼯
序与不使⽤受限化学物质的⽣产⼯序，两者在同⼀⼚房中发⽣平⾏⽣产的情况。如果存在平⾏⽣产，则需
重点加强包括防⽌化学品误⽤・污染在内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 

在【附录 B：关于平⾏⽣产】中，例举了平⾏⽣产的⽰意图。 
 

4.5 转换成物品的工序 

要在整条供应链上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关键在于要妥善管理最初从化学品转换成物品的零部
件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最初从化学品转换成物品的“零部件”，不仅要掌握其⽣产过程中所使⽤的化学品中
化学物质的含量，还要对转换成物品的⼯序中的化学物质含量及／或物理・化学变化、防⽌污染等进⾏管
理。 
供应链中的化学品到物品的转换过程如图4-1所⽰。化学品到物品的转换⼯序⽰见表4-3。 
 

 
图 4-1 供应链中的化学品到物品的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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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从化学品转换成物品的⼯序⽰例 

转化⼯序 
名称 

使⽤的化学品 
⼯序对象 
（物品） 

新物品 发⽣的现象 

涂装 涂料 ⺟材 涂装后的⺟材 挥发：化学品中原有的物质发

⽣部分或全部蒸发的现象 
（⽤减法处理） 

印刷 油墨 ⺟材 油墨印刷品 

印刷、烧结 玻璃浆料 ⺟材 形成导线的玻璃基板 

合成粘合 粘合剂 ⺟材 合板 

UV 印刷 UV 油墨 ⺟材 UV 油墨印刷品 硬化：变成与原来物质不同的
物质且变硬的现象 
（发⽣的不是相加⽽是转化） 

环氧封装 环氧树脂 被封装芯⽚ 封装半导体芯⽚ 

镀层 镀液 ⺟材 镀后⺟材 沉积：化学品中多种化学物质

相互作⽤，部分物质在现有物
品表⾯凝结成固体的现象。 
（发⽣的不是相加⽽是转化） 

树脂成型 ABS 颗粒 － ABS 树脂盒 熔融： 
为了改变固体化学品的物理形
状，通过加热使其变成液相的
过程。 
（⼤多数情况下化学品成分不
变） 

焊锡 焊锡 实装线路板 焊锡后实装线路板 

压铸成型 合⾦铸块 － 压铸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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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框架 

根据本指南“4.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与“4.5 转换成物品的⼯序”的思路，可将整体供应链上
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作划分成 7 个框架。各组织应在 7 个框架中确认⾃⼰组织的产品及⾏业属于其
中的哪个框架，并遵照相应框架的⽅针进⾏⽇常管理。 

在设计・开发，采购，⽣产以及交付等各个阶段中均实⾏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但在设计・开发环节，
⾸先应依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明确后续环节中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标准。 

供应链上相关组织的⽣产⼯序，可以⼤体分为“化学品⽣产⼯序”、“使⽤化学品制造物品的⽣产⼯序”、
“零部件⽣产⼯序”、“成品⽣产⼯序”。对各道⼯序分别规定有关管理⽅法固然重要，但是将采购、⽣产、交
付作为⼀个单位过程来考虑，也可将单位过程作为基准，统⼀归纳各个⽣产⼯序的管理⽅法。 

另外，还应掌握单位过程中使⽤的化学物质是属于化学品还是物品，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相应管理。给

采购・⽣产・交付这⼀单位过程加上对化学物质状态的了解，即可将所有⼯序归类⾄化学品的采购（管理
框架 I）、⽣产（管理框架 II）、交付（管理框架 III）、物品的采购（管理框架 IV）、⽣产（管理框架 V）、
交付（管理框架 VI）这 6 个管理框架之中。 

如果以这 6 个管理框架为标准制定管理⽅法的话，就能制定整条供应链的管理⽅法。进⾏产品含有化学
物质管理的组织，应就Ⅰ〜Ⅵ管理框架中相应的框架采取相应措施。管理框架Ⅶ为共同管理，参与产品含
有化学物质管理的所有组织均属于对象(参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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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序 

单位过程 

化学品(化学物质、混合物) 物品(零部件、成品) 
      
采购 ⽣产 交付 采购 ⽣产 交付 

      
       

化学品 
⽣产⼯序 化学品 化学品 化学品    

       
       

使⽤化学品 
制造物品的 

⽣产⼯序 
化学品 化学品   零部件 零部件 

       
       

零部件 
⽣产⼯序    零部件 零部件 零部件 

              

成品 
⽣产⼯序    零部件 零部件 零部件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框架 

      

Ⅰ 
化学品
采购 

Ⅱ 
化学品
⽣产 

Ⅲ 
化学品
交付 

Ⅳ 
物品  
采购 

Ⅴ 
物品  
⽣产 

Ⅵ 
物品  
交付 

      
Ⅶ 

共同管理框架 
 

图 4-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 7 个管理框架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管理的 7 个框架对应的实施项⽬请见附件 C。 
 

4.7 完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供应链上的所有组织，在设计・开发、采购、⽣产、交付的各阶段中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进⾏管理的前提
下，还应在各阶段中根据合理的信息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进⾏完善，并提供给下游组织。 

⼀般来说，组织的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是根据采购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和在⽣产

⼯序相关科学经验、⽣产信息的基础之上，由组织整理⽽成的。对供应链中下游的组织来说，应当像图

4-3 所⽰，对属于交付产品的物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进⾏完善。 
 

 

从化学品 
转换成物品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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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供应链中游・下游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完善 

  
4.8 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传递负责 

组织在向客户交付产品时提供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应尽可能正确可靠,使客户能恰当使⽤产品。
为此，组织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信息以及公司⾃⾝的经验，尽可能地努⼒收集和完善产品含有化学物质

信息，并根据组织的标准及⼿续向客户传递信息。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信息是关系到合规性的信息，应正确
理解必须遵守的标准内容，满⾜有关要求。 

 
4.9 对自主管理困难的组织提供支持 

为了使通过供应链⽣产得到的每⼀个产品遵守所含化学物质相关法规，需要供应链上所有相关组织切
实做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但实际上，很多组织在管理数据和化学反应等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我管理上存在困难，特别是作为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关键部分的中游企业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因此，为了使供应链上的所有组织均能理解本指南所⽰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要求的内容，并落实

到⽇常实际管理，需要上下游组织提供相应的援助。 
 

4.10 保护商业机密 

为了应对国内外的法规，必须公开必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但为了维持各组织健全的竞争⼒，
保护商业机密也⼗分重要。特别是公开作为产品的化学品或物品中的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将可能给这些产

品的供应⽅带来重⼤的商务问题。因此，在接受和提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在互相存在交易关系的
组织中，应慎重考虑保护商业机密。商业机密有时还可能包含商流、采购产品名称等商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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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实施项目 

从下⼀页起，整理和列举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具体实施内容，也就是实施项⽬。【附录 D：实施
项⽬⼀览表】中列出了实施项⽬的清单。运⽤本指南的各组织可以使⽤【附录 E：检查表】，对产品所含化
学物质管理体制是否得到正确建⽴和应⽤做出判断。 

本指南以 PDCA 的形式整理和记录了实施项⽬。所谓 PDCA，是指持续执⾏ P（Plan：制定⽅针和计

划）、D（Do：实施和运⽤）、C（Check：绩效评估和结果报告）、A（Action：为实现持续改进的措施）
的循环。另外，为了保证实施项⽬中所有的实施内容都能圆满完成，必须制订规则，并由实际运⽤的双⽅
遵循规则加以实践。 
 

实施项⽬ 
 

列举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项⽬，由“5.1 组织状况”到“5.6 绩效评价和改
进”项⽬组成。 
 
实施项⽬中记述了具体应加以实践的管理。该部分应该成为供应链全体范围内的共通
语⾔，但是根据⾏业不同，其记述内容可能未必确切。此时应在充分理解了必要的管
理等级以及“备注”主旨的基础上，根据需要更换措辞，执⾏与组织的⾏业形态相符的
管理。 
由于供应链上的相关组织形态多样，我们希望能够对应不同⾏业，制定出更加详细的
说明材料。 
当“实施项⽬”不适⽤于组织时，可⽆需满⾜该实施项⽬要求。 

备注 JIS Z 7201:2017 ⽅针所⽰备注⽤于参考，其中记载了实施项⽬的说明、管理要点、
管理⽅法⽰例等内容。 

 
5.1 组织状况 

5.1.1 理解组织及其状况 

组织应确定与其⽬的相关的内部和外部课题，这将影响到其达到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预期结果的能
⼒。 

备注 
(1) 所谓课题，是指不断变化的周围环境，可能对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组织带来影响。例如：  

a) 外部课题，⽐如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有关的国内外法规・技术・经济状況、外部利益相关⽅的认

识・价值观、产品⽣命周期(EOL: End of Life)带来的影响等。 
b) 内部课题，⽐如领导・组织体制、产品、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从事⼈员、知识、运⾏等)

等组织的特点或状况，应认识到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有关的全体部门均要求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管理。 

(2) 明确的课题将有助于提⾼“5.1.3 决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
的措施”、“5.6 绩效評価及改进”等活动的效率。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第 4.0 版  17 

5.1.2 理解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为理解利益相关⽅的需求和期望，组织应明确以下内容。 
a)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 
b) 与利益相关⽅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密切相关的要求 

备注 
(1)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外部利益相关⽅举例包括：客户、供应⽅、外包公司、⾏业组织、⾏政

部门等。 
 

5.1.3 决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用范围 

组织应恰当规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 
在决定适⽤范围时，组织应考虑以下内容。 
a) 5.1.1 规定的组织外部及内部课题 
b) 5.1.2 规定的利益相关⽅的要求 
c) 与组织的化学物质的关系 
d) 组织经营的外部供应产品及交付给外部的产品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应采取⽂件信息形式，确保可随时使⽤。 

备注 
(1) 在顾及与组织的化学物质的关系时，可参考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 7 个框架(参见 4.6)。 
(2) 组织经营的产品中，包括以下不直接构成产品但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也应视作污染防治措施的对

象。 
a) 间接包装材料(例如：零部件包装材料、缓冲材料等) 
b) 辅助材料(例如：润滑脂和脱模剂等) 
c) 夹具 

(3)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是进⾏系统性管理的范围，包括获取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对

象范围，以及第(2)项污染防治措施。 
 

5.1.4 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组织需遵循本指南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思路及实施项⽬，建⽴、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系。 
为获得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产品，应根据组织形态，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的

各个环节中实⾏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备注 
(1) 需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的各个环节中，明确必要的输⼊(资源及信息)和预期的输出(包括

信息在内的成果)。 
(2) 已建⽴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等管理体系的组织，可利⽤现有机制或将实施项⽬纳⼊到机制中，以实

现满⾜本指南所⽰实施项⽬要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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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领导 

5.2.1 领导和承诺  
最⾼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活动，表明领导作⽤和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承诺。 
a) 承担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效性的责任(accountability)。 
b) 确保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融⼊组织业务过程。 
c) 确保必要的资源(参见 5.4.1)。 
d) 确保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5.2.2 方针 

最⾼管理者应制定、实施和保持组织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并且应声明妥善执⾏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 

备注 
(1) 所谓执⾏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意味着遵循 JIS Z 7201:2017 和本指南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

管理体制。 
(2) 应确保最⾼管理者认可的⽅针已被众所周知， 相关⼈员已充分理解其内容。 
(3) ⽅针应包含遵守法规和应对⾏业标准等内容。 
(4) 当法规发⽣修改时，应根据需要重新审视⽅针，及时加以维护。 
(5) 声明发布⽅法⽰例：召集相关⼈员说明⽅针、张贴海报、将⽅针印制成卡⽚进⾏分发、在组织的信息

共享系统上进⾏公布等。 
(6) 在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中，可根据本指南在组织已在运作的管理体系中规定“遵守与产品有关

的法规，应对⾏业标准“，将可见成效。 
 

5.2.3 组织角色、职责和权限 

为了有效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最⾼管理者应确保相关⾓⾊的职责和权限在组织内得到分配、沟
通和理解。 

备注 
(1) 最⾼管理者应对以下内容分配职责和权限，尝试在“5.6 绩效评价和改进”中做出评价和改进，确实

获得成果。 
a) 确保过程(部门)实现预期结果。 
b) 定期向最⾼管理者报告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绩效和改进机遇。 

(2) 明确职责和权限，即意味着明确部门和⾓⾊。 
(3) 对于外包公司，也应明确其职责和权限的范围所在。关于外包公司，请参见“5.5.4.4 确认外包公司

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4) 明确职责和权限的⽅法，可以采⽤如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关规定或组织结构图等。 
(5) 也可以在环境管理或质量管理体系中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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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策划 

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在策划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时，组织应考虑 5.1.1 规定的组织外部及内部存在的课题、5.1.2 规定的
利益相关⽅的需求、以及 5.1.3 规定的使⽤范围，确定需要处理的风险和机遇，以确保实现组织预期的结

果。 
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能够实现预期结果。 
b) 扩⼤预期影响。 
c) 预防或减少⾮预期影响。 
d) 实现持续改进。 
组织应根据上述要求，策划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备注 
(1) 为了明确风险，应考虑例如以下状况：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状況、供应⽅提供的产品、⽣

产⼯序(特别是转换⼯序、可能发⽣污染的⽣产⼯序、同时在同⼀⼚房内平⾏⽣产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标准不同的产品的⽣产⼯序等)、外部沟通的状况、相关法规的掌握度等等。 

(2) 在决定机遇时，最⾼管理者应关注降低风险的改进余地及可能性，并在前期管理评审和质量会议中
事先做出决定。 

 

5.3.2 目标及其实现策划 
组织应给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建⽴⽬标。组织为了达成⽬标，还应制定、实施和保持计划。组织需根据

需要，适当重新审视⽬标和实现策划。 
在策划时，需考虑以下内容。 
a)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5.3.1)中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统合、实施和评价有效性。 
b) 通过评价绩效获得的改进点 

备注 
(1) ⽬标应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匹配，并应能够对完成状况做出评价。 

 
5.4 支持 

5.4.1 资源 

组织应确定和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建⽴、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备注 
(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所需要的资源例如： 

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相关⼈员 
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的各个环节中，参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活动的⼈员，管理书⾯

信息的⼈员，或从事⼈才培养活动的⼈员等。 
b) 基础设施 

建筑物和相关设施、⽣产设备、检测器械等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设备、运输包装技术、信息通讯技
术等 
c) 知识 

内部来源，例如：从经验中总结获得的知识、从失败中吸取得到的教训、改进结果等，对产品所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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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质管理有益的内容。 
外部来源，例如：来⾃标准、⾏业组织、客户等。 

 

5.4.2 能⼒ 

关于能⼒，组织应实施以下内容。 
a) 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的各个环节中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从事⼈员所需的能⼒。 
b) 确保这些⼈员在适当的教育・培训或经验的基础上能够胜任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c) 对实施的教育・培训保留⽂件信息。 

备注 
(1) 所谓能⼒(competence)，是指使⽤知识和技能达到预期结果的能⼒。  
(2) 应有计划地实施教育・培训的必要内容，确保受培训者对内容的理解。 
(3) 教育・培训的内容例如：负责业务的内容、关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思路、相关法规、⾏业标准、

⾏业组织等的努⼒、属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的化学物质的⽤途、误⽤・污染案例、分析⽅
法、化学物质风险等。 

 

5.4.3 认识 

组织应确保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从事⼈员对以下内容持有认知。 
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 
b)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标 
c) 与⾃⾝业务相关，需加以留意的风险 
d) 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效性作贡献，包括提⾼质量绩效的好处 
e) 不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基本思路及实施项⽬的含义 

备注 
(1) 关于不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造成的影响，请参见“4.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 
(2) 根据⾏业类型、形态和业务内容不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可能存在多种形式，但需认识到，

与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有关的全体部门均要求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3)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对象中，包括组成供应链的供应⽅、外包公司、贸易公司、外部仓库等外部

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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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沟通 

组织应确定以下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组织内部和外部沟通。 
a) 沟通内容 
b) 实施时期 
c) 对象 
d) 实施⽅法 
e) 负责⼈ 

备注 
(1)应以会议或⽂件发放等信息传递形式，确保双向沟通。 

 

5.4.4.1 内部沟通 

组织应就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关信息，确⽴组织各阶层及功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段并加以
实施。 

备注 
(1) 信息内容包括：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标、実施计划、职责、权

限等。 
(2) 需确保相关部门理解沟通的内容，并能落实到必要⾏动上。 
 

5.4.4.2 外部沟通 

组织应就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信息，确⽴与外部的沟通⼿段并加以实施。 

备注 
(1) 外部组织例如：客户、供应⽅、外包公司、⾏业组织等。 
(2) 信息内容包括：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标、実施计划、职责、权限等。同时，还需包含证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运作状況的⽂件信息、有
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投诉、违规信息等。 

 

5.4.5 文件信息 

组织应维护或保存本指南建议的⽂件信息，以及为保障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效性⽽制定的⽂件
信息。 

备注 
(1) 所谓⽂件信息，是指组织应维护或保存的信息及相关载体。应维护的⽂件信息指 JIS Z 7201:2012

中的“⽂件”，应保存的⽂件信息指“记录”。可根据组织需要，选择恰当的形式和载体。 
(2) 建议维持的⽂件信息例如：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说明⼿册、相关化学

物质管理⼿册、规定、规格、标准、⼿册、⽂件体系图等。这类⽂件信息可以不采⽤说明⼿册的形式。 
(3) 建议保存的⽂件信息例如：相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接收确认结果、交付确认结果、内部监察结

果等。 
(4) 这类⽂件信息可与组织其他管理体系的⽂件信息进⾏统⼀管理。 
(5) 应根据需要重审⽂件信息的内容，确保在必要时可查看到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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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运作 

5.5.1 运作策划和管理 

组织为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实施 5.3.1 确定的措施，应策划、实施、控制和维护必要的
运作(参见 5.1.4)， 

保存能够证实按策划实施运作的⽂件信息。 
组织还应确实管理委托给外部的运作(参见 5.5.4)。 

备注 
(1) 所谓运作，是指利⽤输⼊的必要资源与信息，创造出预定输出(成果)的⼀系列的活动。⽐如，不管⾏

业形态如何，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标准及步骤，采购必要材料，使⽤采购来的材料⽣产

零部件，把零部件组装成产品等劳动，都可分别称之为运作。 
 

5.5.2 制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5.5.2.1 与客户沟通 

组织应在以下⽅⾯建⽴和实⾏与客户沟通的有效⽅式，并将内容保存成⽂件信息。 
a) 获取客户需遵守的法规和⾏业标准信息 
b) 提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c) 提供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信息 
d) 对于出现投诉的产品，获取客户反馈 
当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发⽣变化时，组织应提前将信息传达给客户。 

备注 
(1) 所谓实现信息交换的有效⽅式，即建⽴有能⼒及时答复咨询或评价的⾼效体制(组织、运作)。 
(2) 对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传递⼿段和时期，应由组织与供应⽅及客户事先协商达成⼀致。 
(3) 在传递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建议使⽤共通化的⼿段。 

a) 对于化学品，可使⽤ SDS 与 chemSHERPA-CI 的组合等 
b) 对于物品，可使⽤ chemSHERPA-AI、IMDS 及 JAMA/JAPIA 统⼀数据表(汽车⾏业)、

PrimeShip-GREEN/SRM(船舶⾏业)等 
(4) 应顾及商业机密，在客户或供应⽅的合同中明确其处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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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组织应规定对应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以⽂件信息的形式维护。 
组织在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时，应规定包括以下内容的实施项⽬。 
a) 适⽤法规的要求 
b)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利益相关⽅的指定、及其需求及期望 
c) 其他组织认为必要的内容 

备注 
(1) 所谓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是指组织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法规及⾏业标准制定的标

准，需维护和管理其最新信息。 
(2) 根据产品⾏业和⽬的地不同，可以规定多个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3) 在与客户的沟通之中，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包括被告知需要遵守的法规，以及与客户协定的

客户⽅⾏业标准。 
(4) 应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范围。需要从作为对象的组织、业务、化学物质、采购产品、

⽣产⼯序、产品等各种观点出发，保证在制定时没有遗漏。⽐如在供应链上游，有时会以交付产品的
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为中⼼进⾏管理，此时需要根据⽣产⼯序的实际状况加以应对。 

(5)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适⽤范围可能会根据法规出现不同。⽐如出⼝产品时和仅在国内销售
时。 

(6) 应当根据在组织中的必要性，考虑提供给供应⽅的信息、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获取⽅法、数据格
式、频率等。 

(7) 在能够凭借科学依据判断产品中不可能含有时，应明确记录这⼀事实。 
(8) 在委托⽣产时，组织也应掌握需要遵守的法规，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5.5.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组织在设计和开发环节中，为了⽣产出能够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产品，应根据⾃⾝产品
和⾏业形态，明确采购、制造、交货各阶段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并采取书⾯形式，确保
可随时使⽤。 

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的管理＞ 
(1) 所谓“设计和开发环节”，不仅包括设计和开发部门的业务，还包括直⾄⽣产开始前在其他相关部门开

展的业务。 
(2) 此实施项⽬不仅限于设计部门，当组织⾃⾏选定采购产品时，也视为“具备设计功能”，符合此项⽬。 
(3) 考虑到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为了使产品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应在考虑了

采购产品的所含化学物质及⽣产⼯序中添加、发⽣或去除的化学物质的前提下，规定设计条件、采购

条件、⽣产⼯序、⽣产条件和交付条件等。 
(4) 在实验、试制到批量⽣产的过程中，应就⽣产的产品事先规定必要事宜，决定应在何时、何种范围内

获取和确认外部供应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以及确认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控制状況。 
(5) 在设计和开发中明确的各个环节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可通过规格⽂件、图纸、⽣产

说明、作业说明、标准⽂件等进⾏明⽰。 
(6) 使⽤再⽣材料时，应在充分掌握其风险的基础之上，规定管理⽅法后进⾏运⽤。 

备注＜⽣产化学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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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产单⼀化学物质时，需预测产品中可能残留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并确⽴其检测⽅法。 
(2) ⽣产化学品时，应确认采购产品的所含化学物质信息，设计能够确保满⾜管理标准的产品和⽣产⼯

序。如有必要，应指定采购品的规格。 
(3) 在确认化学品中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推荐使⽤ SDS 和 chemSHERPA-CI 的组合等⾏业共通的产品

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式。 

备注＜⽤化学品制造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1) ⽤化学品制造物品，举例来说有树脂的成型加⼯、电镀、涂装、印刷等表⾯加⼯，还有使⽤焊锡及粘

合剂等进⾏接合等等。⽐如在粘合时，应注意硬化前后所含化学物质的浓度（量）和种类可能会发⽣
变化。 

(2) ⽤化学品制造物品时，应重点确认采购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3)在⽣产⼯序中，当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浓度和种类可能发⽣变化时，应在掌握其变化情况的基础上，

确保其作为产品能够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4) 当⽤化学品⽣产物品的组织未能掌握化学组分的变化时，需如咨询化学品供应⽅等，采取必要的措

施。 
(5) 制造出的物品中附带化学品时，应确认化学品中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如冷媒、润滑油/润滑脂、防

锈油等。 
(6) 由于⼤多数情况下，该项⼯序都是与⽤物品制造新物品的⼯序同时进⾏，所以还应留意这⼀⼯序在

设计和开发中有关管理的备注。 
(7) 在确认化学品中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推荐使⽤ SDS 和 chemSHERPA-CI 的组合等⾏业共通的产品

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式。 

备注＜⽤物品制造新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1) ⽤物品制造物品，例如有对零部件进⾏组装，或是对树脂或⾦属材质的“最初从化学品转化成物品的

零部件”进⾏机械加⼯等等。 
(2) ⽤物品制造新物品时，应确认采购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确保其作为产品能够符合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3) 在使⽤焊锡、粘合剂、涂料或墨⽔时，由于同时发⽣了⽤化学品制造物品的⼯序，因此还应留意这⼀

⼯序在设计和开发中有关管理的备注。 
(4) 在确认物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推荐使⽤chemSHERPA-AI、IMDS及JAMA/JAPIA统⼀数

据表（汽车⾏业）等共通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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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外部供应产品的管理 

5.5.4.1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获取和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向供应⽅出⽰采购环节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以获取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组织应确保获取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满⾜采购环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要求，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需在⽣产开始之前，按照采购环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完成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
获取和确认。 

备注 
(1) 应传递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是指有关管理标准对象化学物质的是否含有、含量・含有浓度、⽤途

等。 
(2) 应⾸先确认获得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中，收录的应传递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是否齐全。 
(3) 应使⽤ CAS 编号等各化学物质固有的识别号码，对化学物质进⾏识别。 
(4)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有关法规及⾏业标准可能根据⽤途有所差异，因此建议告知交易对⽅⽤途。 
(5) 当⽆法如期获得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时，应考虑该产品在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采取必要

措施。 
 

5.5.4.2 确认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状況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在选择供应⽅时，确认其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况，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组织在继续采购时，可根据需要再次确认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状況，并保存成⽂件信
息，以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要求。 

备注 
(1) 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是指在设计、开发、购买、⽣产、交付产品的各环节中，对所含化学

物质进⾏妥善管理的体系。根据本指南的实施项⽬，可列举出以下因素。 
(a)  改进程度 
(b)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组织外部及内部课题的变化 
(c)  包括以下趋势在内的，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绩效及有效性相关的信息 

・ 与外部利益相关⽅相关的沟通 
・ 达到⽬标的程度 
・ 产品是否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 绩效的评估结果 
・ 供应⽅・外包公司的绩效 

(d)  资源的妥当性 
(e)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的有效性 
(f) 改进计划 

当存在对象外因素时，应明确其理由和应对⽅式。 
(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状況的确认⽅法包括书⾯和访问等形式。建议使⽤本指南附录中的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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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多家采购（多源头）时，应将各供应商列⼊对象。 
(4) 在判断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风险等级时，应根据获取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采购产

品中⾮有意含有的可能性（反应⼯序・平⾏⽣产的有⽆、化学品・物品的种类等）、本指南的符合状
况、环境或质量管理体系的有⽆、以往表现等进⾏判断。 

(5) 对于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可选择采纳、继续交易、要求改善、指导、停⽌交易等。 
 

5.5.4.3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采购产品的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在接收时，确认采购产品满⾜组织采购环节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要求，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备注 
(1) 应明确接收时的检查⽅法。例如判断⽅法（对⽐实物和信息、根据需要在组织内进⾏检测等）、判断

结果的⽂件信息编制⽅法和识别管理⽅法等。 
(2) 在收货检查时，应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含有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化学

物质的可能性⾼低、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等级、以往表现、是否为再⽣材料等），明确接收
时的检查对象、标准、⽅法、次数等。 

(3) 接收时的检查对象中包括委托外包产品。 
(4) 当进⾏多家采购（多源头）时，应采⽤与各交易⽅风险级别相应的确认⽅法。 
(5) 当在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商存在风险时，应将⽤于产品（包括附着物）的焊锡、润滑脂、粘合剂、

油、胶带、衬垫材料、捆包材料、缓冲材料、油墨（包括记号笔、印章等）等辅助材料（间接材料）也
作为检查对象。 

(6) 可以采⽤仅订购符合采购环节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产品的⽅式，在接收时对照其订货编号、
型号等即可。 

 

5.5.4.4 确认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组织将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制造等⼯序委托给其他组织时，应对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情况
加以确认，保证遵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以书⾯形式保存结果。组织需事先规定对确认结果的
处理措施。 

备注 
 (1)外包公司的管理，应通过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系⾃⾏实施。应向外包公司传达必要的

管理要求内容，并定期对管理体制加以确认。 
(2) 本实施项⽬不仅限于⽣产⼯序，还适⽤于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外包。 
(3) 应根据外包形态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风险程度，进⾏恰当的管理。在将⽣产⼯序中需要投放的

化学品和物品配发给外包公司，仅委托进⾏⽣产的情况下，以及外包公司⾃⾏判断进⾏采购的情况
下，两者风险程度不同。 

(4) 在连⽣产⼯序中需要投放的化学品和物品的采购也⼀并委托给外包公司时，需要事先明确职责和权
限。 

(5) 确认管理状況时，包括确认外包公司处发⽣不符合品时的应对措施。 
(6)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状況的确认⽅法包括书⾯和访问形式。建议使⽤本指南附录中的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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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生产和保管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5.5.5.1 生产工序的管理 

组织应根据⽣产⼯序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管理⽣产⼯序，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备注 
(1) 具体来说，应根据成分变化及浓度变化，管理属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的化学物质，使

其不会产⽣或不会超过⽣产⼯序中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规定残留量。 
(2) 应找到需要加以重点管理的⼯序。例如氧化反应、还原反应引起的化学物质成分变化、浓缩或蒸发等

引起的化学物质浓度变化等⼯序等，对其加以适当管理。 
(3) 在化学品转化成物品的过程(反应⼯序)中，有时化学成分会发⽣变化，需要加以留意。例如，在烤漆

⼯序中涂层⾥的低分⼦成分挥发，硬化树脂的硬化成型⼯序中单体、硬化剂和硬化催化剂参与硬化反
应，与硬化树脂结合、融⼊、⾼分⼦化等。 

(4) 组织应找到各⼯序中应当监测含量的化学物质，并规定其监测⽅法(检测⽅法和检测次数等)，进⾏妥
善管理。 

 

5.5.5.2 防止误用和污染 

组织应采取措施，预防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化学物质的误⽤和污染。 

备注 
(1) 可根据有误⽤及汚染危险的化学物质的管理等级(禁⽤、含有管理等)，设置误⽤及污染预防措施。 
(2) 应防⽌⽣产⼯序中投放的化学物质对⾮有意使⽤该化学物质的产品造成污染。可采取⼿段例如：在识

别产品或切换品牌时遵循正确步骤彻底清洗，对仅在中间⼯序中使⽤的脱模剂、防锈剂进⾏彻底清洗
等。 

(3) 应恰当隔离使⽤的设备和夹具，妥善保管零部件、半成品和成品(包括仓库)。对于不属于产品组成的
包装材料和保护材料，也应根据汚染的可能性适当采取防⽌污染措施。 

(4) 为了有效实⾏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可考虑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的风险，采取将需要重点管
理的⼯序和其他⼯序分开的⽅法。需要重点管理的⼯序即指平⾏⽣产等⼯序，通过与其他⼯具进⾏区
分管理，可达到确实的管理效果。请参见【附录 B: 关于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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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3 标识和可追溯性 

组织在掌握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后，为了能够迅速利⽤、公开和传达此信息，应选择合适的⼿段，
保障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可追溯性。 

应规定与组织产品有关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管理⽅法，并加以保存和执⾏。 

备注 
 (1)所谓可追溯性（履历）管理，是指为了使发⽣不符合时的范围判断、发⽣变更时的信息提供等成为可

能，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风险程度，将每个产品的构成部件和⽣产时期、地点、构成部件中
含有的化学物质、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信息等要求以书⾯形式保存的信息相互挂钩，并建⽴能够迅
速对这些信息加以运⽤、公开和传递的体系。 

 

5.5.6 变更管理 

组织应抽出可能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化学物质造成影响的变更因素。对于变更，组织应妥
善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变化，并在实施变更前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做出评审。 

组织还应以书⾯形式记录并保存变更评审结果、正式批准变更的⼈员（或多⼈）以及由评审得出的必要
措施。 

备注 
(1) 变更的因素包括供应⽅的更换和增加、采购产品的变更、⽣产⼯序的变更等。 
(2) 除组织内部之外，还应将供应⽅、外包公司等相关供应链上发⽣的变更也纳⼊对象范围。重在明确与

供应⽅、外包公司、客户的联系流程。 
(3) 应确保能够事先获取来⾃供应⽅的变更信息。还应将变更管理的程序告知供应⽅（包括2次供应商、3

次供应商及更多）。 
(4)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符合确认需在实施变更前进⾏。 
(5) 应提前向客户通知变更。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发⽣变更时，要及时提供更新的所含物质信息，并根据需

要，向客户提供产品的批量信息和识别信息。 
(7)⼀般来说，变更管理的对象包括被称为⽣产四要素的⼈（Man）、机械（Machine）、材料

（Material）、⽅法（Method）的变更。同时还应考虑测量⽅法（Measure）。 
(8) 当向⾮特定多个客户提供的产品（样品、商品）的所含化学物质发⽣变更时，考虑到事前通知的难

度，应采取措施使识别成为可能。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第 4.0 版  29 

5.5.7 交付产品 

组织应在确认产品满⾜了交货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前提下交付产品。 
组织应保存有关交付产品的⽂件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a) 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证据 
b) 对于正式批准交付⼈员(或⼈们)的可追溯性 
在产品仓库中也需妥善管理，防⽌误交货或污染。 
组织还应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对象法规・⾏业标准、不符合和客户反馈等，规定和实施与

供应产品相关的交付后活动。 

备注 
(1) 在接收时和⽣产⼯序中，应确认已执⾏了事先规定的所有检查项⽬。 
(2) 交付时的检查项⽬举例如下。 

a) 使⽤已在接收时检查过的采购产品进⾏⽣产。 
b) ⽣产时遵循各个环节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 
c) 发⽣变更时，保留了变更记录。 
d) 出现不符合时，采取了恰当的应对措施。 
e) 已根据需要抽样检查。 

(3) 检查⼿段举例如下。 
a) 能够使⽤识别标签掌握⽣产⼯序内的管理情况。 
b) 能够通过⽣产管理系统掌握⽣产⼯序内的管理数据。 

 

5.5.8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的措施 

组织应制定发⽣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不符合品时的组织内部，供应⽅、外包公司及客户的紧急联络⽅法和
应急处理⽅法，并做书⾯规定。在应急处理后追究原因，研究和采取必要措施，防⽌再次发⽣。要采取防
范于未然的预防措施。组织应以书⾯形式记录和保存发⽣不符合品时的应对内容。 

备注 
(1) 应明确规定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不符合的定义，根据不符合的重⼤程度分别制定相应对策。 
(2) 应急措施有例如：确定影响范围（不符合产品批号的确定、对象设备等）、防⽌扩散（停⽌发货、停

⽌⽣产）等⽅法。 
(3) 关于组织内部联络，有时关键需要最⾼管理者取得联系。 
(4) 就发⽣的不符合⾸次向供应⽅、外包公司、客户等公司外部组织进⾏联络时，必须保证及时。要求事

先设置报告期限，或尽可能地迅速报告。 
(5) 进⾏应急处理后，应追究原因，采取必要措施，防⽌再次发⽣。防⽌再次发⽣的措施不仅限于⾃⾝组

织，还可根据需要向相关部门（集团内，相关公司等）横向开展。 
(6) 要采取防范于未然的预防措施。例如作为⽣产⼯序管理的⼀环，定期检测焊锡槽内的铅浓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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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组织应就以下内容，按事先规定的时间间隔做出评价。组织应对需要纠正的项⽬执⾏纠正措施。应以⽂
件信息保存评价及纠正措施结果，并汇报给最⾼管理者。最⾼管理者应对评价及纠正措施的结果做出评

审。 
a) 改进程度 
b)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组织外部及内部课题的变化 
c) 包括以下趋势在内的，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绩效及有效性相关的信息 

1) 与外部利益相关⽅相关的沟通 
2) 达到⽬标的程度 
3) 产品是否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4)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5) 绩效的评估结果 
6) 供应⽅・外包公司的绩效 

d) 资源的妥当性 
e)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的有效性 
f) 改进计划 

备注 
(1) 组织应监视和评价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遵守情况，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绩效的有效性

进⾏评估。 
(2) 最⾼管理者应对⽂件信息进⾏评审，策划和实施改进组织及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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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评价和自我符合声明 

6.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评价 

为了使供应链的相关组织参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提⾼整条供应链的管理⽔平，需要做出公平的
评价，并根据结果进⾏必要的改进，维护管理体制的健全。 

本指南为了评价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附带了【附录 E:检查表】，可以通过使⽤该表，有效、客观

地对适⽤实施项⽬的符合性，以及整个管理体制做出综合评价。 
 

6.2 检查表 

本指南附录中的检查表，从规则和基于规则进⾏运⽤的观点出发，针对【5. ⽤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的实施项⽬】中所⽰的各实施项⽬，遵循组织规定的规则（标准和步骤）并从基于规则的视点出发，设

置了 1 个到多个问题，可⽤于符合性评价。 
检查表的问题如表 6-1 所⽰，其内容分为⼤分类（共同管理、⼯序管理）和⼩分类（确认有⽆标准、确

认实施、确认检查、确认熟知、确认书面化、确认记录）两种。 
设问级别⼜分为“基本⽔平”和“⾼级⽔平”两种。“基本⽔平” 的问题建⽴在遵循了 JIS Z 7201 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管理⽅针的内容的基础之上，在进⾏⾃我符合声明时将成为评价对象。 
 

表 6-1 检查表的问题区分 
区分 内容 

基本⽔平 

－基于 JIS Z 7201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的设问 
－在做出基于本指南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我符合声明时需要达到要

求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框架中基本的管理必要条件 
－通向为了确实⾼效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需建⽴、维持的管理体制（⾼

级⽔平）的⾥程碑 

⾼级⽔平 
－将来⾃供应⽅的呼吁和预想的客户需求加以具体化的设问 
－为了确实⾼效管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体制的必要条件 

 
6.3 对实施项目符合与否的评价以及管理体制的综合评价 

(1) 各实施项⽬符合与否的评价 
为了对本指南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体制加以评价，需要在评价各实施项⽬的符合与否的基础

之上，做出综合判断。 
在判断各实施项⽬符合与否时，需使⽤检查表，通过1个或多个问题，对需要确认的每⼀个实施项⽬做

出评价。评价遵从表 6-2 所⽰符合判断标准，分为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的三个阶段。在检查表的“符合
判断标准、回答⽰例、管理注意点”栏中，对每个设问均记载了更加详尽的符合判断标准，请遵照其内容，
对每⼀问题的符合性做出评价。不适⽤于组织中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设问将被视作执⾏和评价对象外，
按“不适⽤”处理。 

对于实施项⽬，当针对该实施项⽬设置的所有基本⽔平的设问全部满⾜要求时，即判断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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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对各实施项⽬的符合判断标准 
判断 标准 

符合 －要满⾜实施项⽬，需要执⾏组织规定的规则（标准或步骤）并在其基础上加以运⽤。针对实
施项⽬的各个问题基本上来⾃规则及/或运⽤的观点。对于设问内容，如果能够根据规则加以
妥善运⽤，即可判定为“符合”。但对于根据规则加以运⽤，需要能够客观确认到其管理情况。 

部分 

符合 
－执⾏的管理实质上满⾜设问内容，但规则或运⽤有不完善之处时，判定为“部分符合”。包括规

则能够满⾜实施项⽬，但未能完全遵守或运⽤不及时的情况，或是运⽤情况能够满⾜实施项
⽬，但规则不够完善或未能及时更新等情况。 

－不论哪种情况，都必须保证在实际管理中的不完善之处能够得到弥补，实际达到符合标准的
条件。与“符合”时⼀样，还需要能够客观确认到管理情况。在判断为“部分符合”时，需要更进
⼀步查明不完善之处，出⽰改进计划。 

不符合 －没有与设问相对应的规则，及／或未能得到运⽤时，将相应设问视为“不符合”。 
  

不适⽤ －实施项⽬不适⽤于组织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对象时，判断为“不适⽤”。 
－需要出⽰判断为“不适⽤”的理由。 
－当误判断为“不适⽤”⽽未予以实践时，将在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上承受极⼤风险，且将可

能被视为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认识存在问题，因此需慎重处理。 
 

当遵循本指南以外的相同条件或更加严格的标准或指针，建⽴并实施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时，
可就每⼀实施项⽬判断是否实质上满⾜了设问要求，以对符合性做出评价。 
 
(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综合评价 

全体实施项⽬，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整体评价，通过对各实施项⽬进⾏统计⽽做出判断。综

合评价的判断标准由各使⽤者⾃⾏设定。在对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进⾏⾃我符合声明时，其综

合评价判断标准见下⼀项。 
 

6.4 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自我符合声明 

(1) ⾃我符合声明的⽬的 
促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我评价，掌握并改进薄弱环节，向供应链提供⾼信赖度的数据。更

可通过向社会公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活动的开展情况，达到宣传⽬的。 
(2) ⽤于⾃我符合声明的综合判断标准 

所谓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我符合声明，是指根据本指南，对组织⾃⾝构建和执⾏产品
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所进⾏的声明。 

在进⾏⾃我符合声明的综合判断时，可根据各个实施项⽬的判断结果，当满⾜了表 6-3 所⽰标准的情
况下可视作“符合”。此时可进⾏有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我符合声明（供应⽅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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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的⾃我符合声明的综合判断标准 

综合判断标准 －“实施项⽬”的基本设问中，适⽤项⽬的评价结果全部为“符合”时 

 
(3) ⾃我符合声明的责任 

在进⾏⾃我符合声明时，必须遵守以下 1)〜5)项要求 
  1) 进⾏⾃我符合声明的组织必须对声明内容负责。 
  2) 保管符合性的验证文件信息。保管期限由各个组织⾃⾏判断决定。 
  3) 编制记录了⾃我符合声明内容的⾃我符合声明书。关于⾃我符合声明书，请参见【附录 F: 自我符

合声明】中的填写⽰例。 
  4) ⾃我符合声明书需根据公司内外的要求加以公布。 
  5) 应持续运⽤⾃我符合声明的内容，并定期验证其是否符合本指南的要求。 
 

(4) 验证⽂件信息的公开 
⾃我符合声明是由组织负责进⾏的，但采购⽅为了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可以要求供应⽅

公开⽤于验证⾃我符合声明的⽂件信息。收到公开验证⽂件信息的要求时，建议在双⽅协商的基础上进⾏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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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与 JIS Z 7201 及质量环境管理体系的比较 

下表中为本指南的实施项⽬和 JIS Z 7201:2017，以及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在技术⽅⾯的对⽐。⽐较的⽬
的在于向已经采⽤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其中⼀⽅或者双⽅标准的组织，在重新构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体制或确认体制有效性时，提供参考信息。 
项⽬的实施内容在⼀定程度上较为⼀致时，表⽰了各项⽬间的对应关系。但需要注意另外还同时存在⼀

些关系相对较为薄弱的项⽬。 
 

表 A-1 本指南的实施项⽬，JIS Z 7201:2017 的⽅针， 
ISO 9001:2015 及 ISO 14001:2015 要求项⽬的对⽐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指南第 4.0 版 JIS Z 7201:2017 ISO 9001:2015 

(JIS Q 9001:2015) 
ISO 14001:2015 

(JIS Q 14001:2015) 

5 ⽤于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的实施项
⽬ 

5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的⽅针(仅标
题) 

－ － － － 

5.1 组织状况(仅标题) 5.1 组织状况(仅标题) 4 组织状况(仅标题) 4 组织状况(仅标题) 
5.1.1 理解组织及其状况 5.1.1 理解组织及其状况 4.1 理解组织及其状况 4.1 理解组织及其状况 
5.1.2 理解利益相关⽅的

需求和期望 
5.1.2 理解利益相关⽅的

需求和期望 
4.2 理解利益相关⽅的

需求和期望 
4.2 理解利益相关⽅的

需求和期望 
5.1.3 决定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的适⽤范
围 

5.1.3 决定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的适⽤范
围 

4.3 决定质量管理体系
的适⽤范围 

4.3 决定环境管理体系
的适⽤范围 

5.1.4 实施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 

5.1.4 实施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 

4.4 质量管理体系及其
过程 

4.4 环境管理体系 

4.4.1 (⽆题)   
4.4.2 (⽆题)   

5.2 领导(仅标题) 5.2 领导(仅标题) 5 领导(仅标题) 5 领导(仅标题) 
5.2.1 领导和承诺  5.2.1 领导和承诺  5.1 领导和承诺  5.1 领导和承诺  

5.1.1 总则   
－ － － － 5.1.2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 － 
5.2.2 ⽅针 5.2.2 

 
⽅针 
 

5.2 ⽅针 5.2 环境⽅针 
5.2.1 建⽴质量⽅针   
5.2.2 传达质量⽅针   

5.2.3 组织⾓⾊、职责和
权限 

5.2.3 组织⾓⾊、职责和
权限 

5.3 组织⾓⾊、职责和
权限 

5.3 组织⾓⾊、职责和
权限 

5.3 策划(仅标题) 5.3 策划(仅标题) 6 策划(仅标题) 6 策划(仅标题) 
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 
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 
    6.1.1 (⽆题) 6.1.1 总则 
    6.1.2 (⽆题) 6.1.2 环境因素 
      6.1.3 合规义务 
      6.1.4 计划⾏动 
5.3.2 ⽬标及其实现策划 5.3.2 

 
⽬标及其实现策划 6.2 质量⽬标及其实现

策划 
6.2 环境⽬标和策划实

现环境⽬标 
6.2.1 (⽆题) 6.2.1 环境⽬标 
6.2.2 (⽆题) 6.2.2 策划达成环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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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指南第 4.0 版 JIS Z 7201:2017 ISO 9001:2015 

(JIS Q 9001:2015) 
ISO 14001:2015 

(JIS Q 14001:2015) 
    6.3 变更策划 － － 
5.4 ⽀持(仅标题) 5.4 ⽀持(仅标题) 7 ⽀持(仅标题) 7 ⽀持(仅标题) 
5.4.1 资源 5.4.1 资源 7.1 资源(仅标题) 7.1 资源 
    7.1.1 总则   
    7.1.2 ⼈员   
    7.1.3 基础设施   
    7.1.4 过程作业环境   
    7.1.5 监视和测量装置   
    7.1.5.1 通⽤要求   
    7.1.5.2 测量的可追溯性   
    7.1.6 组织的知识   
5.4.2 能⼒ 5.4.2 能⼒ 7.2 能⼒ 7.2 能⼒ 
5.4.3 认识 5.4.3 认识 7.3 认识 7.3 认识 
5.4.4 沟通 5.4.4 沟通 7.4 沟通 7.4 沟通(仅标题) 
      7.4.1 总则 
5.4.4.1 内部沟通 5.4.4.1 内部沟通   7.4.2 内部沟通 
5.4.4.2 外部沟通 5.4.4.2 外部沟通   7.4.3 外部沟通 
5.4.5 ⽂件信息 5.4.5 ⽂件信息 7.5 ⽂件信息(仅标题) 7.5 ⽂件信息(仅标题) 
    7.5.1 总则 7.5.1 总则 
    7.5.2 创建和更新 7.5.2 创建和更新 
    7.5.3 ⽂件信息控制(仅

标题) 
7.5.3 ⽂件信息控制(仅

标题) 
    7.5.3.1 (⽆题)   
    7.5.3.2 (⽆题)   
5.5 运作(仅标题) 5.5 运作(仅标题) 8 运作(仅标题) 8 运作(仅标题) 
5.5.1 运作策划和管理 5.5.1 运作策划和管理 8.1 运⾏策划和管理 8.1 运作策划和管理 
5.5.2 制定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标准 
5.5.2 制定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管理标准 
8.2 与产品和服务的有

关要求 
8.2 应急准备和响应 

5.5.2.1 与顾客的沟通 5.5.2.1 与顾客的沟通 8.2.1 与顾客的沟通   
5.5.2.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5.5.2.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8.2.2 与产品和服务有关

要求的明确化 
  

－ － － － 8.2.3 与产品和服务有关
要求的评审 

  

    8.2.3.1 (⽆题)   
    8.2.3.2 (⽆题)   
－ － － － 8.2.4 与产品和服务有关

要求的变更 
  

5.5.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 
 

5.5.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 
 

8.3 产品和服务的设计
和开发 

  

  8.3.1 总则   

    8.3.2 设计和开发策划   
    8.3.3 设计和开发输⼊   
    8.3.4 设计和开发控制   
    8.3.5 设计和开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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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指南第 4.0 版 JIS Z 7201:2017 ISO 9001:2015 

(JIS Q 9001:2015) 
ISO 14001:2015 

(JIS Q 14001:2015) 
    8.3.6 设计和开发变更   
5.5.4 外部供应产品的管

理(仅标题) 
5.5.4 外部供应产品的管

理(仅标题) 
8.4 
8.4.1 
8.4.2 
8.4.3 

外部供应产品和服
务的控制 
总则  
控制类型和程度 
外部供应商的信息 

  

5.5.4.1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信息 

5.5.4.1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信息 

  

5.5.4.2 确认供应⽅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状況 

5.5.4.2 确认供应⽅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的管理
状況 

  

5.5.4.3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管理 

5.5.4.3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管理 

  

5.5.4.4 确认外包公司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的
管理状況 

5.5.4.4 确认外包公司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的
管理状況 

  

5.5.5 ⽣产和保管中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仅标题) 

5.5.5 ⽣产和保管中的产
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仅标题) 

8.5 产品和服务提供   

5.5.5.1 ⽣产⼯序的管理 5.5.5.1 ⽣产⼯序的管理 8.5.1 产品和服务提供的
控制 

  

5.5.5.2 防⽌误⽤和污染 5.5.5.2 防⽌误⽤和污染 － －     
5.5.5.3 标识和可追溯性 5.5.5.3 标识和可追溯性 8.5.2 标识和可追溯性   
－ － － － 8.5.3 顾客或外部供应商

的财产 
  

－ － － － 8.5.4 保护   
5.5.6 变更管理 5.5.6 变更管理 8.5.6 变更管理   
5.5.7 交付产品 5.5.7 

 
交付产品 8.6 产品与服务放⾏   

8.5.5 交付后活动   
5.5.8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

的措施 
5.5.8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
的措施 

8.7 不符合产品和服务   
8.7.1 (⽆题)   

8.7.2 (⽆题)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9 绩效评价(仅标题) 9 绩效评价(仅标题) 
    9.1 监视、测量、分析

和评价(仅标题) 
9.1 监视、测量、分析

和评价(仅标题) 
    9.1.1 总则 9.1.1 总则 
    － － 9.1.2 順守評価 
    9.1.2 顾客满意 － － 
    9.1.3 分析和评价 － － 
    9.2 内部审核(仅标题) 9.2 内部审核(仅标题) 
    9.2.1 (⽆题) 9.2.1 总则 
    9.2.2 (⽆题) 9.2.2 内部审核程序 
    9.3 管 理 评 审  ( 仅 标

题) 
9.3 管理评审 

    9.3.1 总则   
    9.3.2 管理评审的输⼊   
    9.3.3 管理评审的输出   
  (“ 改 进 ” 包 含 在

5.6 中) 
 (“改进”包含在 5.6

中) 
10 改进(仅标题) 10 改进(仅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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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管理指南第 4.0 版 JIS Z 7201:2017 ISO 9001:2015 

(JIS Q 9001:2015) 
ISO 14001:2015 

(JIS Q 14001:2015) 
    10.1 总则 10.1 总则 
    10.2 不合格和纠正措施 10.2 不合格和纠正措施 
    10.2.1 (⽆题)   
    10.2.2 (⽆题)   
    10.3 持续改进 10.3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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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关于平行生产 

在⽣产使⽤了法规限制含有的化学物质的化学品和零部件时，在确认收货－保管仓库－⽣产⼯序－半
成品、成品仓库－交货之间的某个过程中，如在同⼀⼚房内同时进⾏了限制含有该化学物质的产品的⼯序，
则将此种现象称为平⾏⽣产。此时应着重抓好误⽤和污染的预防措施。关于限制含有对象的化学物质的平
⾏⽣产，将属于和不属于平⾏⽣产的⽣产⼯序举例如下。 

 

 
图 B-1 平⾏⽣产⽰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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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7 个管理框架对应的实施项目 

表 C-1 列举出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 7 个管理框架各⾃对应的指针等的相应序号。本指南的实施
项⽬以 PDCA 形式记述，在确认各个框架所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条件时，可提供参考信息。 

 

表 C-1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7 个管理框架有关的基本思路及实施项⽬、附录 

管理框架 对应的实施项⽬及备注 

Ⅰ 化学品的采购 

5.5.3 
 
 
5.5.4.1 
5.5.4.2 
5.5.4.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
的管理、⽣产化学品时的管理、使⽤化学品制造物品时的设计和开
发环节的管理)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确认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控制状況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Ⅱ 化学品的制造 

5.5.3 
 
 
5.5.5.1 
5.5.5.2 
4.5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
的管理、⽣产化学品时的管理、使⽤化学品制造物品时的设计和开
发环节的管理) 
⽣产⼯序的管理 
防⽌误⽤和污染 
转换成物品的⼯序 

Ⅲ 化学品的交货 

5.5.3 
 
 
5.5.7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与设计和开发中共通的管
理、⽣产化学品时的管理、使⽤化学品制造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
节的管理有关的备注) 
交付产品 

Ⅳ 物品的采购 

5.5.3 
 
5.5.4.1 
5.5.4.2 
5.5.4.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
的管理、⽤物品制造新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确认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控制状況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Ⅴ 物品的制造 

5.5.3 
 
5.5.5.1 
5.5.5.2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
的管理、⽤物品制造新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产⼯序的管理 
防⽌误⽤和污染 

Ⅵ 物品的交货 
5.5.3 
 
5.5.7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备注：设计和开发中共通
的管理、⽤物品制造新物品时的设计和开发环节的管理) 
交付产品 

Ⅶ 标准化管理 

5.1 
5.2 
5.3 
5.4 
5.5.1 
5.5.2 
5.5.4.4 
5.5.5.3 
5.5.6 

组织状况 
领导 
计划 
⽀持 
运作策划和管理 
制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确认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标识和可追溯性 
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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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框架 对应的实施项⽬及备注 

5.5.8 
5.6 
附录 B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的措施 
绩效评价和改进 
关于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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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实施项目一览表 

将【5. ⽤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实施项⽬】中的实施项⽬整理成⼀览表如下。 
 

实施项⽬ 检查表 
的设问 

5.1 组织状况 (仅标题) 
5.1.1 对组织及其状况的了解 

参考 组织应确定与其⽬的相关的内部和外部课题，这将影响到其达到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预期结
果的能⼒。 

5.1.2 理解利益相关⽅的需求和期望 

参考 为理解利益相关⽅的需求和期望，组织应明确以下内容。 
a)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 
b) 与利益相关⽅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密切相关的要求 

5.1.3 决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 

1 

组织应恰当规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 
在决定适⽤范围时，组织应考虑以下内容。 

a) 5.1.1 规定的组织外部及内部课题 
b) 5.1.2 规定的利益相关⽅的要求 
c) 与组织的化学物质的关系 
d) 组织经营的外部供应产品及交付给外部的产品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适⽤范围应采取⽂件信息形式，确保可随时使⽤。 
5.1.4 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参考 
组织需遵循本指南所⽰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思路及实施项⽬，建⽴、实施、维护和持续
改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系。 
为获得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产品，应根据组织形态，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
交付的各个环节中实⾏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5.2 领导 (仅标题) 
5.2.1 领导和承诺  

参考 
最⾼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活动，表明领导作⽤和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承诺。 

a) 承担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效性的责任(accountability)。 
b) 确保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融⼊组织业务过程。 
c) 确保必要的资源(参见 5.4.1)。 
d) 确保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5.2.2 ⽅针 
1 最⾼管理者应制定、实施和保持组织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并且应声明妥善执⾏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管理。 
5.2.3 组织⾓⾊、职责和权限 

1 为了有效实施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最⾼管理者应确保相关⾓⾊的职责和权限在组织内得到
分配、沟通和理解。 

5.3 计划 (仅标题) 
5.3.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参考 

在策划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时，组织应考虑 5.1.1 规定的组织外部及内部存在的课题、5.1.2
规定的利益相关⽅的需求、以及 5.1.3 规定的使⽤范围，确定需要处理的风险和机遇，以确保实
现组织预期的结果。 
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能够实现预期结果。 
b) 扩⼤预期影响。 
c) 预防或减少⾮预期影响。 
d) 实现持续改进。 
组织应根据上述要求，策划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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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 检查表 
的设问 

5.3.2 ⽬标及其实现策划 

3 
组织应给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建⽴⽬标。组织为了达成⽬标，还应制定、实施和保持计划。组
织需根据需要，适当重新审视⽬标和实现策划。 

在策划时，需考虑以下内容。 
a)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5.3.1)中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统合、实施和评价有效性。 
b) 通过评价绩效获得的改进点。 

5.4 ⽀持 (仅标题) 
5.4.1 资源 

参考 
组织应确定和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建⽴、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5.4.2 能⼒ 

1 
关于能⼒，组织应实施以下内容。 

a) 在设计和开发、采购、⽣产及交付的各个环节中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从事⼈员所需
的能⼒。 

b) 确保这些⼈员在适当的教育・培训或经验的基础上能够胜任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c) 对实施的教育・培训保留⽂件信息。 

5.4.3 认识 

参考 

组织应确保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从事⼈员对以下内容持有认知。 
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针 
b)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标 
c) 与⾃⾝业务相关，需加以留意的风险 
d) 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效性作贡献，包括提⾼质量绩效的好处 
e) 不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基本思路及实施项⽬的含义 

5.4.4 沟通 

参考 

组织应确定以下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相关的组织内部和外部沟通。 
a) 沟通内容 
b) 实施时期 
c) 对象 
d) 实施⽅法 
e) 负责⼈ 

5.4.4.1 内部沟通 
参考 组织应就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关信息，确⽴组织各阶层及功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段

并加以实施。 
5.4.4.2 外部沟通 

参考 
组织应就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必要信息，确⽴与外部的沟通⼿段并加以实施。 

5.4.5 ⽂件信息 
2 组织应维护或保存本指南建议的⽂件信息，以及为保障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有效性⽽制定

的⽂件信息。 
5.5 运作 (仅标题) 
5.5.1 运作策划和管理 

参考 
组织为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实施 5.3.1 确定的措施，应策划、实施、控制和维护
必要的运作(参见 5.1.4)， 
保存能够证实按策划实施运作的⽂件信息。 
组织还应确实管理委托给外部的运作(参见 5.5.4)。 

5.5.2 制定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仅标题) 
5.5.2.1 与客户沟通 

2 组织应在以下⽅⾯建⽴和实⾏与客户沟通的有效⽅式，并将内容保存成⽂件信息。 
a) 获取客户需遵守的法规和⾏业标准信息 
b) 提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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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 检查表 
的设问 

c) 提供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信息 
d) 对于出现投诉的产品，获取客户反馈 

当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发⽣变化时，组织应提前将信息传达给客户。 
5.5.2.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1 
组织应规定对应产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以⽂件信息的形式维护。 
组织在明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时，应规定包括以下内容的实施项⽬。 

a) 适⽤法规的要求 
b)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利益相关方的指定、及其需求及期望 
c) 其他组织认为必要的内容 

5.5.3 设计和开发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1 组织在设计和开发环节中，为了⽣产出能够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产品，应根据⾃
⾝产品和⾏业形态，明确采购、制造、交货各阶段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并采取
书⾯形式，确保可随时使⽤。 

5.5.4 外部供应产品的管理 (仅标题) 
5.5.4.1 获取和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7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获取和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向供应⽅出⽰采购环
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以获取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组织应确保获取的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信息满⾜采购环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要求，并以⽂件信息保存结
果。 
需在⽣产开始之前，按照采购环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完成产品所含化学物质
信息的获取和确认。 

5.5.4.2 确认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10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供应⽅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状況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在选择供应⽅时，
确认其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况，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组织在继续采购时，可根据需要再次确认供应⽅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状況，并保存成⽂
件信息，以满⾜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要求。 

5.5.4.3 接收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2 组织应事先规定对采购产品的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在接收时，确认采购产品满⾜组织采购环

节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要求，并以⽂件信息保存结果。 
 5.5.4.4 确认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状況 

3 组织将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制造等⼯序委托给其他组织时，应对外包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
理情况加以确认，保证遵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并以书⾯形式保存结果。组织需事先规
定对确认结果的处理措施。 

5.5.5 ⽣产和保管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 (仅标题) 
5.5.5.1 ⽣产⼯序的管理 

4 组织应根据⽣产⼯序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管理⽣产⼯序，并以⽂件信息保存
结果。 

5.5.5.2 防⽌误⽤和污染 
6 

组织应采取措施，预防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化学物质的误⽤和污染。 
5.5.5.3 标识和可追溯性 

1 组织在掌握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后，为了能够迅速利⽤、公开和传达此信息，应选择合适的
⼿段，保障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可追溯性。 
应规定与组织产品有关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管理⽅法，并加以保存和执⾏。 

5.5.6 变更管理 

4 
组织应抽出可能对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对象化学物质造成影响的变更因素。对于变更，组
织应妥善确认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变化，并在实施变更前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做出评审。 
组织还应以书⾯形式记录并保存变更评审结果、正式批准变更的⼈员（或多⼈）以及由评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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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 检查表 
的设问 

的必要措施。 
5.5.7 交付产品 

1 

组织应在确认产品满⾜了交货时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管理标准的前提下交付产品。 
组织应保存有关交付产品的⽂件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a) 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证据 
b) 对于正式批准交付⼈员(或⼈们)的可追溯性 
在产品仓库中也需妥善管理，防⽌误交货或污染。 
组织还应根据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的对象法规・⾏业标准、不符合和客户反馈等，规定
和实施与供应产品相关的交付后活动。 

5.5.8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的措施 

4 
组织应制定发⽣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不符合品时的组织内部，供应⽅、外包公司及客户的紧急联络
⽅法和应急处理⽅法，并做书⾯规定。在应急处理后追究原因，研究和采取必要措施，防⽌再次
发⽣。要采取防范于未然的预防措施。组织应以书⾯形式记录和保存发⽣不符合品时的应对内
容。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4 

组织应就以下内容，按事先规定的时间间隔做出评价。组织应对需要纠正的项⽬执⾏纠正措施。
应以⽂件信息保存评价及纠正措施结果，并汇报给最⾼管理者。最⾼管理者应对评价及纠正措施
的结果做出评审。 

a) 改进程度 
b)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有关的组织外部及内部课题的变化 
c) 包括以下趋势在内的，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绩效及有效性相关的信息 

1) 与外部利益相关⽅相关的沟通 
2) 达到⽬标的程度 
3) 产品是否符合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标准 
4)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5) 绩效的评估结果 
6) 供应⽅・外包公司的绩效 

d) 资源的妥当性 
e)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的有效性 
f) 改进计划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第 4.0 版  45 

附录 E：检查表 

附录中提供了检查表，供根据本指南进⾏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组织使⽤。本表以 Microsoft Excel
⽂件形式提供。 

本指南的⽬的在于通过供应链上的共同利⽤，提⾼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平，减轻相关组织的负担。
因此在使⽤检查表时，必须遵守使⽤规则。禁⽌更改检查表，对于 Microsoft Excel 格式⽂件中的“封⾯”
和“检查表”⼯作表，只能在允许输⼊数据的单元格中进⾏填写。需要补充说明时，可在同⼀⽂件中另⾏创

建新的⼯作表进⾏填写。 
可以在允许输⼊数据的单元格或追加的⼯作表中事先输⼊评价委托⼈等信息，制作成⾃定义检查表，

并通过电⼦邮件或主页进⾏提供或公布。但必须同时提供原始检查表的出处信息。 
从下⼀页起，显⽰检查表的【1.封⾯】和【2.检查表】的⽰意图。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CiP）管理指南（第4.0版）附录
检查表（第4.01版）

回答日期：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部门

职务

姓名

E-mail

Tel

认证机关名称

设问级别 符  合 部分符号 不符合 不适用 符  合 部分符号 不符合 不适用

基本

高级 1

基本 1

高级

基本 1

高级

基本 3

高级

基本 1

高级

基本 1

高级 1

基本 2

高级

基本 1

高级

基本 1

高级

基本 5

高级 2

基本 5

高级 5

基本 2

高级

基本 2

高级 1

基本 2

高级 1

基本 4

高级 1

基本 1

高级

基本 4

高级

基本 1

高级

基本 4

高级

基本 3

高级 1

基本 44

高级 13

确认评价结果的组织使用栏实施自我评价的组织使用栏

2

1

4

3

 5.2.2 方针

 5.1.3 决定CiP管理的适用范围

 5.5.4.4 确认外包公司的CiP的管理状況

10

 5.5.4.3 接收时的CiP管理

1

1

 5.5.2.2 CiP管理标准的明确化 1

1

 5.4.2 能力

其他 *2

2

实施自我评价的日期

所在地

IEC QC 080000

ISO9001

获得时期 *1 认证期限认证№

产品品种

记录负责人

规格名称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CiP）管理指南（第４.0版）附录 检查表（第４.01版）（封面）

公司名称

网站名称

实施自我评价的组织 ※<公司名称>、<网站名称>、<实施自我评价的日期>栏与【2.检查表】各项中输入的内容联动，因此无需在本页中手动输入。

确认评价结果的组织 ※<公司名称>、<网站名称>、<实施自我评价的日期>栏与【2.检查表】各项中输入的内容联动，因此无需在本页中手动输入。

 5.6 绩效评价和改进

断判终最

4

57

确认评价结果的日期

姓名

职务

部门名称

基本+高级

 5.2.3 组织角色、职责和权限

1

 5.5.5.3 标识和可追溯性

联系方式

评价项目 设问数

ISO14001

＊1 获得时期：尚未获得认证时，如已有计划，可填写预定获得日期

＊2 请填写获得的其他官方认证

1

 5.4.5 文件信息

2

7
评
价
结
果

 5.3.2 目标及其实现策划

3

5

3

1

 5.5.8 出现不符合产品时的措施 4

 5.5.7 交付产品

 5.5.5.2 防止误用和污染　（平行生产及禁用物质的误用和污染的
管理）

 5.5.5.1 生产工序的管理　（反应工序的管理）

合计

公司名称

 5.5.2.1 与客户沟通

 5.5.4.1 获取和确认CiP信息

 5.5.3 设计和开发中的CiP管理

 5.5.6 变更管理

 5.5.4.2 确认供应方CiP的管理状況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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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自我符合声明 

⾃我符合声明书的样式⽰例、填写⽰例及其解说如下。 
⾃我符合声明书的样式⽰例以 Microsoft Word ⽂件形式提供。 
 
⾃我符合声明书(格式和填写⽰例(部分)) 

 
基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的⾃我符合声明书 

 
1.  编号 ：                               
 
2.  发⾏⽅名称 ：                               
  发⾏⽅地址 ：                               
 
3. 声明对象 ：                               
 
4.  上述声明对象符合以下⽂件的要求。 

⽂件名称 ：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版次 ： 第 4.0 版 
发⾏年⽉ ： 2018 年 3 ⽉ 
发⾏⽅ ：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 JAMP 

 
5.  补充信息 

确认⽅法： 使⽤检查表(Ver.4.00)进⾏⾃主监察(2018 年 XX ⽉实施)的结果， 
确认符合要求。 

其他 ： 满⾜了所有适⽤的基本⽔平设问 
 
6.  代表⼈或代理⼈签名 

姓名 ：                  
职务 ：                    

 
7.  发⾏地点及发⾏⽇期 

发⾏地点 ：                     
发⾏⽇期 ：     年   ⽉   ⽇ 
更新⽇期 ：     年   ⽉   ⽇(任填) 

 
8.  有关本声明的联系⽅式 

姓名 ：                               
所属部门 ：                               
E-mail ：                               
电话号码 ：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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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符合声明书的填写⽰例和解说 
 备注中，■为必填项⽬，□为选填项⽬。 
 
1. 编号 

■注 1 ⾃我符合声明者应为声明书赋予识别编号，以便公司内外查询。识别编号既可包含数字，也可使
⽤⽂字。 

 
(例 1-1) xxxx-2018-01 
 
2. 发⾏⽅名称、发⾏⽅地址 

■注 2 填写进⾏⾃我符合声明的组织。例如可按照下述⽰例填写。⾏数较多时，可另⾏附纸。 
 
A. 仅限组织中的特定组织进⾏⾃我符合声明时： 
(例 2-1) ○○○公司○○⼯⼚ 
   ⼤阪府○○市○○町 12-3 
(例 2-2) ○○○公司○○○事业部 
   ⼤阪府○○市○○町 12-3 
(例 2-3) ○○○公司○○⼯⼚○○○事业部 
   ⼤阪府○○市○○町 12-3 
 
B. 多个组织或集团公司、包括委托外包公司等进⾏⾃我符合声明时此时也可包括⽆资本关系的委托外

包公司： 
(例 2-4) ○○○公司○○⼯⼚ 
   ⼤阪府○○市○○町 12-3 
  ○○○公司○○⼯⼚ 
   静冈县○○郡○○町 12-3 
  东北○○○公司○○⼯⼚ 
   ⻘森县○○市○○12-3 
  ○○○有限公司 
   中国辽宁省⼤连市○○○1234-56 
 
C.  仅限组织中的特定组织进⾏⾃我符合声明时： 
(例 2-5)  ○○○公司○○⼯⼚ 
   茨城县○○市○○町 12-3 
 
3. 声明对象 

■注 3 填写⾃我符合声明以哪⼀种管理体制为对象。⾏数较多时，可另⾏附纸。 
(例 3-1) 全公司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例 3-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管理体制 
(例 3-3) ○○○⽤○○产品的开发、⽣产、销售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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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4) 电⼦零部件的开发、⽣产、销售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制 
 
4. 上述声明对象符合以下⽂件的要求。           ［规定要求］ 

■注 4  按照填写⽰例，填写参考⽂件的⽂件名称、版次、发⾏年⽉和发⾏⽅。 
(例 4-1) ⽂件名称 ：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版次 ： 第 4.0 版 
  发⾏年⽉： 2018 年 3 ⽉ 
  发⾏⽅ ：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 JAMP 
 
5. 补充信息 

□注 5(1)  填写组织的评价⽅法等符合声明的依据。使⽤了【检查表】时，可填写其版次。 
(例 5-1) 确认⽅法： 根据使⽤检查表(第 4.00 版)进⾏内部监察的结果， 

 (2018 年 X ⽉实施)，确认符合要求。 
(例 5-2) 确认⽅法： 根据外部监察 (2018 年 X ⽉实施)的结果，确认本公司符合要求。 
 
6. 代表⼈或代理⼈签名 

■注 6 填写代表组织进⾏声明的⼈员的部门名称、职务、姓名并签名。 
 根据组织的规模及管理体制，可以从总经理、主管董事、主管执⾏官、主管部门的负责⼈中选择。 

(例 6-1) 姓名 ： ○○○○            
  职务 ： 执⾏董事    
 
7. 发⾏地点及发⾏⽇期 

■注 7  地点填写“代表⼈”的所在地。和“2. 发⾏⽅”相同时也需再次填写。 
发⾏⽇期为⾸次进⾏⾃我符合声明的⽇期。根据定期内部监察的结果，想要声明持续符合要求时，
可同时填写更新⽇期。 

(例 7-1) 姓名 ： ○○○○            
  地址 ： 東京都○○区○○○1-2-3 
  发⾏⽇期 ： 2018 年○⽉○⽇ 
  更新⽇期 ： 2018 年○⽉○⽇ (任填) 
 
8. 有关本声明的联系⽅式 

■注 8(1)  可同时填写组织的代表⼈和实际责任⼈（联系⼈）。 
可同时填写联系电话和邮件地址。 

(例 8-1) 姓名 ： ○○○○ 
所属部门： 总公司 ○○○○统筹部○○推⼴办公室 
电话号码： 06-XXXX-XXXX 
E-mail ： abcde-fghijklm@xyzxyz.co.jp       

 
□注 8(2) 可通过编写⾃我符合声明书的附属⽂件，来记载有关⾃我符合声明的详细说明。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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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符合本指南要求外，还同时声明符合其它规定要求时，应在附属⽂件中注明。但附属⽂件
并不要求与⾃我符合声明书同时公开。 

 
 



 

 

 
修订履历 

2005 年 9 ⽉ 27 ⽇ 
 
2006 年 11 ⽉ 7 ⽇ 
 
2007 年 7 ⽉ 2 ⽇ 
 
2008 年 3 ⽉ 31 ⽇ 
 
2013 年 2 ⽉ 20 ⽇ 
 
 
 

 
2018 年 3 ⽉ 1 ⽇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1 版 

绿⾊采购调查共通化协议会(JGPSSI)⾸次发⾏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1.1 版 

JGPSSI 修订(修正笔误，补充部分说明等)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Ver.1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JAMP)发⾏(仅限会员)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2 版 

将 JGPSSI 与 JAMP 合作研讨的成果作为第 2 版，由两个团体共同发⾏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3.0 版 

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3 版合作研讨会“(⽇本化学⼯业协会
(JCIA)、⽇本铁钢联盟(JISF)、⽇本表⾯处理机材⼯业会(KZK)、电⽓・电⼦
⾏业 4 个组织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专门委员会、JGPSSI，JAMP)的研讨成果
作为第 3.0 版发⾏。依据 JIS Z 7201:2012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0 版 
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 版合作研讨会“的研讨成果作为第 4.0 版
发⾏。依据 JIS Z 7201:2017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 版合作研讨会 参会组织 
⼀般社团法⼈⽇本表⾯处理机材⼯业会(KZK) ⼀般社团法⼈⽇本舶⽤⼯业会(JSMEA) 
⽇本胶带⼯业会(JATMA) ⼀般社团法⼈⽇本电⽓控制机器⼯业会(NECA) 
⼀般社团法⼈⽇本铁钢联盟(JISF) ⼀般社团法⼈⽇本电线⼯业会(JCMA) 
⼀般社团法⼈⽇本化学⼯业协会(JCIA) ⼀般社团法⼈⽇本铝协会(JAA) 
⼀般社团法⼈电⼦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 全国中⼩企业组织中央会(NFSBA)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JAMP) 

 
本指南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0 版、⽇⽂版)合作研讨会的审议成果，由物品管理推进协议

会(JAMP)发⾏。中⽂版由 JAMP 翻译并作为参考⽂件发布。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0 版) 

 
 

2018 年 3 ⽉ 1 ⽇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指南第 4 版合作研讨会 审议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 发⾏ (JAMP-MG-001-180301a-cn01)  
除著作权上的另⾏规定外，禁⽌⼀切擅⾃复制、转载本书的⾏为。如需复制本书中记载的⽂

章、图表等内容，请事先取得发⾏部门的许可。 
本指南为构建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体系提供参考信息，请在⾃⾏判断的基础之上使⽤本指

南中记载的信息。制作⽅、作者对由此产⽣的⼀切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根据本指南做出
的⾃我符合声明并不对供应⽅和采购⽅之间的交易做出任何保证。 

 


	CiP_Guidelines Ver4.0_cn01(180530)
	checksheet_set_4.01_cn1(表紙)
	checksheet_set_4.01_cn1(A4本体)
	CiP_Guidelines Ver4.0_cn01(18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