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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 提议将 18 种高度关注物质加入授权清单 

赫尔辛基时间，2019 年 10 月 1 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向欧盟委员会提议将 18 种高度关注物质

（SVHCs）添加到 REACH 法规授权清单。如果以下 18 种被加入到授权清单，只有在获得指定用途的授权后，

才能投放市场或使用。 

 

序号 物质名称 特性 授权用途 

1 双酚 A 
生殖毒性；内分

泌干扰性-环境 
环氧树脂固化剂 

2 德克隆 
高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 
粘合剂和聚合物中的阻燃剂 

3 

1,3,4-噻二唑烷-2,5-二硫酮，甲醛和 4-庚基

苯酚的支链和直链（RP-HP）的反应产物[4-

庚基苯酚，支链和直链含量≥0.1％w / w] 

内分泌干扰性-环

境 
润滑剂 

4 DOTE 生殖毒性 聚合物中的稳定剂 

5 DOTE 和 MOTE 反应产物 生殖毒性 聚合物中的稳定剂 

6 α,α-二[(二甲氨基)苯基]-4-甲氨基苯甲醇 致癌性 印刷油墨 

7 双(十八酸基)二氧代三铅 生殖毒性 PVC 稳定剂 

8 C16-18-脂肪酸铅盐 生殖毒性 PVC 稳定剂 

9 磷酸氧化铅 生殖毒性 PVC 稳定剂； 橡胶生产； 镜子背衬 

10 亚硫酸铅（II） 生殖毒性 / 

11 二盐基邻苯二甲酸铅 生殖毒性 / 

12 碱式碳酸铅 生殖毒性 颜料 

13 碱式硫酸铅 生殖毒性 镜子背衬 

14 
六氢邻苯二甲酸酐 

(HHPA) 
呼吸致敏性 环氧树脂固化剂 

15 

甲基六氢苯酐、4-甲基六氢苯酐、甲基六氢

化邻苯二甲酸酐、3-甲基六氢苯二甲酯酐 

(MHHPA) 

呼吸致敏性 环氧树脂固化剂 

16 四乙基铅 生殖毒性 航空燃料添加剂 

17 2- 甲氧基乙醇 生殖毒性 溶剂 

18 2-乙氧基乙醇 生殖毒性 溶剂 

 

1. 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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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计划修订 SJ/T11364 电子行业标准 

2019 年 10 月 12 日，标准化工作组秘书处发布《关于征集 SJ/T11364 电子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函》。此函指

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电子行业标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修订

SJ/T11364-2014）已经立项，并且面向行业公开征集起草单位，相关单位可自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9 日。 

SJ/T11364-2014《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规定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环保使用期

限等标识要求。作为中国 RoHS 管理办法的重要的配套标准，但现行标识要求发布过早，标识要求不能明显区分

达标管理目录内、外的产品。相信通过此次修订，此标准标识要求区分开达标管理目录内、外的产品，使合格评

定制度更加顺利地执行。 

原文链接：http://www.cesi.cn/rohs/201910/5656.html 

 

中国 RoHS 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2019 年 10 月 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设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公

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并进行试运行。《实施安排》规定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后出厂、进口的纳入《达标管理目录》

的电器电子产品的供方应选择国推自愿性认证或自我声明方式，完成对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合格评

定，评定合格后需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信息报送。 

已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产品供方（生产者、授权代表），可注册、

登录公共服务平台，并发布产品的符合性信息，向公众消费者承诺其产品中有害物质使用情况已达到相关标准和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部门规章的要求。 公共服务平台既能够满足公众消费者对电器电子

产品中有害物质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的需要，又能减轻企业负担，为供方披露产品中有害物质使用信息提供更灵活

便捷的渠道。 

公共服务平台链接：http://chinarohs.miit.gov.cn/index 

2. 电子电器类 

http://www.cesi.cn/rohs/201910/5656.html
http://chinarohs.miit.gov.cn/index


 

 

 EN 71-3 2019 被批准成为欧盟玩具安全指令协调标准 

2019 年 10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 (EC) 发表官方公报 L 263/34，批准 EN 71-3:2019 标准作为玩具安全指

令 2009/48/EC 的协调标准。 

从发布即日起，标准《EN71-3:2019 玩具安全-第 3 部分：某些元素的迁移》列为玩具安全指令参照的协调

标准。先前版本《EN 71-3:2013+A3:2018》将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撤回。详细见下表： 

标准 相关日期 

EN71-3:2019 玩具安全-第 3 部分：某些元素的迁移 2019 年 10 月 16 日生效 

EN 71-3:2013+A3:2018 玩具安全-第 3 部分：某些元素的迁移 2020 年 4 月 15 日失效 

 

新版 EN 71-3 和 2018 版本部分对比更新内容如下： 

序号 更新内容 

1 第三类材料的六价铬法定限量，由 0.2mg/kg 更改至 0.053mg/kg； 

2 对于涂层样品，取消了过筛的要求，相关筛网的要求（前附录 C）也已经删除，除蜡程序由正庚烷抽提 6h

更改为异辛烷抽提 60min； 

3 修订了六价铬的测试方法，铬（III）和铬（VI）的测试方法由 LC-ICP-MS 变更为 IC-ICP-MS，修订后的

方法已经能包含所有类别材料的限量； 

4 附录 G 修订了有机锡的测试方法。关注物质由 10 种变更为 11 种。 

Table G.1 有机锡新增了一项 DMT。 

 

CPSC 拟豁免特定纤维的可溶重金属和邻苯二甲酸酯测试 

2019 年 10 月 9 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一项提议规则通告(84 FR 54055)，

以确定某些未经处理的人造纤维中可溶重金属或特定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不会超出 CPSC 关于儿童玩具和护理产

品的法规限值。基于该决议，这些未经处理的人造纤维豁免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关于可溶重金属和邻苯二甲酸酯

的第三方测试。 

详细信息如下： 

项目 产品范围 材料 

可溶重金属 （ASTM F963） 玩具 尼龙、聚氨酯 (氨纶)、粘胶人造丝、腈纶和改性腈纶、

天然橡胶胶乳 

邻苯二甲酸酯 （16 CFR part 1307） 玩具及儿童产品 聚酯纤维、尼龙、聚氨酯 (氨纶)、粘胶人造丝、腈纶

和改性腈纶、天然橡胶胶乳 

3. 玩具类 



 

 

如欲咨询 请联系：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hct-test.com/  

服 务 热 线: 400-0066-989 

总机: 0755-84616666 

邮箱: service@hct-test.com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平西路志达工业园鹏利泰工业园 D栋 

 

 

美国加州修订珠宝法 

 

 

 

 

 

 

 

 

 

 

 

 

 

 

 

 

 

 

 

 

 

 

 

 

声明： 

本刊物仅具有教育性，并不可以取代任何法律要求或适用规则。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

将不再更改，HCT 不保证本刊物所包含的内容没有任何错误或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的

性能或质量标准。如无 HCT 预先同意，请勿引用或涉及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本文

本信息为 HCT 出版物，资料所提供技术信息并不应视为对所涉及的题目的详尽论述。

为保证信息真实性，请参考官方发布的法规及补充文件原文。 

4. 饰品类 

2019 年 9 月 27 日，加州州长将 SB 647 法案签署为法律。该法案修订了

《加利福尼亚州珠宝（首饰品）中金属含量限制法》，即加州健康与安全法典

（25214.1-25214.4.2），该修订案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 

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1. 降低成人珠宝中总铅的限值；电镀金属、非电镀金属、表面涂层以及第

三类其他材料铅的限值统一降低为 500 mg/kg； 

2. 儿童珠宝的年龄范围由 6 岁及以下修改为 15 岁以下； 

3. 将儿童珠宝中总铅的限值和 CPSIA 保持一致，并增加儿童珠宝涂层中的

可溶性镉要求；可溶性镉限值为 75 mg/kg；  

4. 制造商或供应商能提供包含某些信息的证明文件以证明珠宝合规性。 

关于加州健康与安全法典 25214.1-25214.4.2《加利福尼亚州珠宝（首饰品）

中金属含量限制法》的说明： 

1. 该法律为加州强制法律，需强制满足。当相关部门要求提供证书时，珠

宝（首饰品）制造商或供应商需在 28 天内提供。 

2. 该法律和 CA Prop 65 法案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法规。 

3. 此次 SB 647 法案只是针对该法律的部分内容修订。 

http://www.hct-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