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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本指南文件为 REACH 法规的指南文件，解释了 REACH 法规中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的

方式。然而，需指出的是 REACH 法规法律文本是唯一可信的法律依据，本指南文件中的任何

信息不构成法律建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不为本指南文件的内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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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文件描述了何时以及如何依据REACH法规对一种物质进行注册。它包含

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注册的目标和义务，另一部分是注册卷宗的准备。它只

是系列指南文件之一，该系列指南文件旨在帮助所有利益相关方做好履行REACH法

规义务的准备工作。这些文件包括对REACH法规基本程序的详细指导，以及产业部

门或主管机构应用REACH法规所需的具体的科学和/或技术方法。 

   本指南文件在欧盟委员会各总司领导下的REACH实施方案(RIPs)内起草并讨

论，该方案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各成员国、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本指南文件

可以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http：//echa．europa．eu/reach_en．html)获得。

更多的指南文件将会在起草完成或更新后在该网站发布。 

   本 指 南 文 件 与 2006年 12月 18日 的 欧 洲 议 会 和 欧 盟 理 事 会 REACH法 规 (EC)  

N01907/2006相关联
1）

。 

    

 

 

 

 

                                                        
1）  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ACH)，建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修改欧洲议会和欧

盟理事会第 1999/45/EC 号指令，并废止第 793/93(EEC)号理事会法规和第 1488/94(EC)号

欧盟委员会法规以及第 76/769/EEC 号欧盟理事会指令和 91/155/EEC、93/67EEC、93/105/EC

和 2000/21/EC 号欧盟委员会指令的第 1907/2006(EC)号法规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指令

1999/45/EC(OJ L396，30．12．2006)的勘误表；为 2007 年 11 月 15 日第 1354/2007(EC)

号理事会法规所修订，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加入(OJ L 304，22.11．2007，p.1)，

该法规对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ACH)的第 1907/2006(EC)号法规进行了调

整。 
 



 

第1部分：根据REACH法规的“注册” 
1 概述 
 
1.1 指南目的 

本指南文件旨在帮助产业界确定为完成REACH法规的注册要求必须完成的任务

和义务。 

本技术指南指导潜在注册者明确下列问题： 

 谁有注册义务?  

 通常，哪些物质在REACH法规范围内，尤其是哪些物质在注册范围内? 

 何时进行预注册以及何时提交查询? 

 什么是注册卷宗? 

 如何准备注册卷宗并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何时必须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卷宗? 

 何为同种物质不同注册者之间的联合提交? 

 关于数据共享，注册者有哪些义务? 

 何时以及如何更新注册卷宗? 

 何为注册费? 

 注册卷宗提交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有哪些责任? 

本指南文件主要是对义务阐述，同时通过解释和实用建议对义务进行补充阐

明，适当时候也采用实例进行阐明。本指南文件提供了REACH程序的全文解释，并

且给出了其他相关指南文件和有用的工具。 

所有引用于REACH法规相关条款、附件或法律文本的文献都用斜体字表示(例第
23条)。 

本指南文件中提到的“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均指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欧洲化学

品管理局(ECHA)。 

本指南文件中提到的“法人实体”均指在欧盟内定居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且当

REACH法规据EEA(欧洲经济区)协议得到批准后，包括在欧洲经济区内定居的自然

人或法人。 

本指南文件中提到的“附件”系REACH法规的附件。 

本指南文件的第一部分面向所有潜在注册者，不论其在化学品领域和化学评估

方面有或没有专业知识。本指南文件解释了注册要求有哪些，谁有注册义务，如

何进行注册以及何时进行注册。 

本指南文件的第二部分叙述了关于准备以及维护注册卷宗的详细指南。 

图1通过不同的步骤指导本指南文件的读者，帮助其明确自己的注册义务。 

欧盟委员会各总司开发了一个名为“导航员”的工具，以帮助用户明确其在

REACH法规中的义务。该工具的网址是http：//echa．europa．eu/reach_en．html。

1．2  注册的目的 
REACH法规中，由制造、进口、投放于市场或在其专业活动领域里使用物质的

自然人或法人承担管理物质风险的责任。因此，注册规定要求生产商和进口商为

其制造或进口的物质生成数据，用这些数据评估相关物质的风险，并制定和推荐

适宜的风险控制措施。为了确保他们实际履行了这些义务，同时也为了保证透明

度，注册规定要求他们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卷宗，卷宗内容要符合第10
条。已经注册的物质应允许在欧盟内部市场流通(参见第18条和第19条的叙述)。 

除非法规中明示，否则注册义务适用于年制造量或进口量为1t或1t以上的物

质。通常，物质的注册必须在生产、进口或投放市场前完成。然而，对于大部分

已生产、进口或投放市场的物质(即所谓的“分阶段物质”，参见第1.7.1.1节中

分阶段物质的定义)有一个特殊的过渡制度，这个制度使得这些物质可以继续制造

或进口(参见第1.7.2节中分阶段物质的注册期限)。 



1．3 化学评估方法 
REACH法规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产业界应在合理可预见条件下，保证生产、进

口或使用物质或把物质投放于市场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为了保证这一点，生产商和进口商需为其物质收集或生成数据，并且评估如何

采取适宜的风险管理措施控制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制造物质、进

口物质、投放物质于市场或在其专业领域活动中使用物质本身的自然人或法人则

为这些风险管理承担责任。 

确定管理风险所需的措施是安全评估概念中完整的一部分。总的来说，确定风

险管理措施是循环更替的结果，这个过程旨在表明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确定的风险

如何被适宜的风险管理措施所充分控制。这个过程包括对物质危险性质及物质使

用条件所有可用的相关信息的评估。对于所有年制造量或进口量超过10t的物质，

需进行更正式的化学安全评估并把结果记录到化学安全报告中。 

图2总结了安全评估概念的原理。本指南文件的第Ⅱ部分详细阐明了需在何种

条件下开展化学安全评估以及每个步骤的详细内容。 



 



 

 

1.4  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REACH法规规定了适用于物质本身、混合物或物品中物质的制造、进口和投放

市场的义务。在继续解释哪些物质需注册之前，清楚地理解这些术语以及如何处

理混合物和物品是很重要的。 

 物质系指一种化学元素或其化合物。物质这一术语包括从化学制造过程获得

的物质(例如甲醛或甲醇)和自然状态下的物质。物质这一术语还包括在其制

造过程中的添加剂和杂质，但是不包括在不影响物质稳定性和改变其成分的

前提下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溶剂。关于物质和物质鉴别的详细指南参见《物

质鉴别指南》，该指南对下列3种物质类型进行了区分：单组分物质、多组分

物质和UVCB物质(未知组分或可变组分的物质、复杂反应产品或生物材料)。 

 单组分物质是由其成分数量来定义的，其中一个主要组分的含量(质量分数)

至少为80％。 

   例如，在以下两个示例中对二甲苯都被视为单组分物质(参见《物质鉴别指

南》)，因为其典型组分的含量(质量分数)都超过80％。 

 多组分物质是由其成分数量来定义的，其中至少有两种组分的浓度(质量分数)

≥l0％但≤80％。多组分物质是制造过程中化学反应的结果。多组分物质由

其两个或多个主要组分的反应体来命名。 
物

质 

主要

组分 

含量上

线/% 

典型含

量/% 

含量下

线/% 
杂质 

含量上

线/% 

典型含

量/% 

含量下

线/% 

物质

鉴别 

1 
邻二

甲苯 
90 85 65 

间二

甲苯 
35 15 10 

邻二

甲苯 

2 

邻二

甲苯 

间二

甲苯 

90 

 

35 

85 

 

15 

65 

 

10 

对二

甲苯 
5 4 1 

邻二

甲苯 

在以下示例中(参见《物质鉴别指南》)，该物质是被称为“苯胺和萘反应体”



的多组分物质，因为苯胺和萘的典型含量(质量分数)都在10％~80％之间。 

示例 

主要组分 
含量 

上限/％ 

典型 

含量/％ 

含量 

下限/％ 
杂质

含量 

上限/％ 

典型 

含量/％ 

含量 

下限/％ 
物质鉴别

苯胺 

萘 

90 

35 

75 

20 

65 

10 
萘 5 4 1 

苯胺和萘

反应体 

UVCB物质(未知组分或可变组分的物质、复杂反应产品或生物材料)无法通过

其化学成分来充分定义，这是因为其组分的数量相对较大和/或，在很大程度上

成分是未知的和/或可变成分相对较大或难以预知。 

以下是UVCB作为具体反应残留物的示例： 

EC 编号 EC 名称 

293—693—6 大豆粕，蛋白质衍生物、残留物 

EC 描述  

副产物，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由脱脂大豆经乙醇抽提生产出来 

混合物系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第3（2）条）。典

型的混合物示例包括油漆、清漆和墨水。混合物可包含若干种物质。混合物与多

组分物质是不同的。其不同之处在于混合物是通过两种或更多种物质在没有经过

任何化学反应的情况下混合得到的，而多组分物质是化学反应的结果。REACH法

规义务是否适用于单独的每一种物质取决于这些物质是否在REACH法规范围之

内。混合物 

 物品系指在制造过程中获得特定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体，这些形状、外观

和设计比其化学成分更能决定其功能(如纺织品、电子芯片、家具、玩具、厨

房用品等制造货物)。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新的和已经在使用的进口物品。关

于物品和在REACH法规中如何处理物品的详细指南参见《物品指南》。 

如上所述，只有物质必须注册，混合物或物品无须注册。 

如果达到了每年1t或1t以上的阈限，混合物中的每种单个物质都需由物质生

产商注册或者由物质或混合物的进口商注册。另一方面，已经由生产商或进口商

注册过的物质，然后被下游用户混合成混合物，则下游用户无须再对这些物质进

行注册。 

在某些情况下，物品中的单个物质也潜在地受辖于注册，详情参见《物品指

南》。 

所有，本指南文件集中于物质的注册或混合物中的物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物

品中物质的注册。 

1.5 谁需注册 

目的：本章旨在解释在供应链中，哪些行为方有注册的义务和责任。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 



 
1.5.1 供应链中的各个行为方 

对物质进行注册的义务只适用于欧盟内某些行为方。在解释REACH法规中物质

注册者的义务前，清楚地解释“供应链中各个行为方”及其各种角色和责任是很

重要的。 

一个法人实体（参见第1.5.3.1节）根据其活动可能会充当多种角色，即使是

对于同种物质而言（如果生产商或进口商和下游用户）。因此，各个公司针对其

处置的每种物质，正确确定其在供应链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确定其

注册义务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对于每种物质，公司必须确定其在REACH法规中的角色： 

生产商：系指任何在欧盟内定居并在欧盟内制造物质的自然人或法人（第3（9）
条）。 
 
制造：系指自然状态物质的生产或提取（第3（8）条）。 终产品的哪些合成步

骤产生了需注册的物质要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如，不同的提纯或蒸馏步骤）。 
 

需特别注意的一点是，REACH法规中描述供应链中各个行为方的术语是有非常

明确的定义和意义的，并且它也不是总和其他论坛里的解释相对应的。 

进口商：系指任何在欧盟内定居且负责进口的自然人或法人（第3（11）条）。 

进口：系指以有形的方式引入到欧盟的海关境内（第3（10）条）。根据“投放

市场”（第3（12）条）的法律定义，进口视为投放市场。 

 

 

下游用户：系指生产商和进口商之外的、在欧盟内定居的、在其制造或专业活动
中使用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物质的任何自然人活法人（第3（13）条）。 

使用：系指所有加工、配制、消费、储藏、保存、处理、灌装到容器中，从一个
容器中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中，混合、物品生产或任何其他利用（第3（24）条）。
 

 

示例： 

一公司从欧盟境内购买了某一已注册过的物质，然后把这些物质配制成混合物

（如油漆），则该公司应视为是下游用户。在外行人看来，此公司可能会被认为

是油漆生产商。然而，在REACH法规的语境中该公司不是物质的生产商，所以并

没有为该物质注册的义务。 

 

 

对制造和进口而言的关： 

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在1992年与欧盟缔结了欧洲经济区(EEA)协议，该协

议自1994年生效。因此，EEA由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27个欧盟成员国组成。 

REACH法规适用于欧盟各成员国。一当REACH法规整合到EEA协议则REACH法规

也适用于EEA各国。这意味着，就REACH法规的目的而言，来自挪威、冰岛和列支

敦士登的进口产品将被视为欧盟内的贸易。当REACH法规整合到EEA协议后，在本



指南中使用的术语“欧盟”或“欧盟”，也包括EEA各国。 

因此，EEA各成员国里物质的进口商将无须因REACH法规而为物质注册，而仅认为

其是分销商或下游用户。然而，在EEA-EFTA各国定居的供应商作为REACH法规中

的生产商必须对物质注册，并将受辖于与所有欧盟生产商相同的义务。  
从瑞士(属于EFTA的非欧盟国家，但不属于EEA)进口物质的进口商在REACH法

规中将具有与任何其他进口商相同的义务。 

 

示例： 

 

从德国或冰岛购买物质的配制商被认为是下游用户。 

 

从瑞士或日本购买物质的配制商被认为是进口商。 

 

 

1.5.2 供应链中有注册义务的行为方 

1．5．2．1  谁有注册义务 

在供应链中有注册义务的行为方有： 

 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物质的欧盟生产商和进口商。 

 符合《物品指南》所述标准的欧盟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 

 由定居在欧盟之外的生产商、配制商或物品生产商指定的，在欧盟内定居的

履行进口商注册义务的“唯一代表”(参见第1.5.3.4节)。 

尽管聚合物免于注册，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仍旧

有注册义务(更多信息参见《聚合物指南》)。 

请注意，EEA-EFTA国家实施REACH法规后，这些国家中的行为方将与欧盟内的

行为方负有相同的义务。 

 

 

需注册的示例： 

 使用自己制造出的物质的生产商既是生产商也是下游用户。除非豁免条款适

用于这些物质，其有责任注册每一种年制造量为1t或以上的物质，还必须将

其自己的用途以及其客户任何确定用途的信息包括在注册之中。 

 除非豁免条款适用于这些物质，混合物的进口商必须注册那些在进口的混合

物中年量值为1t或以上的物质。其还必须将关于混合物中物质确定用途的信

息包括在注册之中。混合物的进口商没有义务为混合物本身注册，混合物也

确实不能注册。 

 

无须注册的示例：

 任何使用非自己制造或自己进口物质的人都是下游用户，他们没有为这些物

质注册的义务。 

 从已指定“唯一代表”的非欧盟公司进口物质、混合物或物品的进口商视为

是下游用户因而无须注册。 

 REACH法规第II篇中的豁免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商没有义务对这些物质进行

注册。 

 

 

1．5．3谁负责注册 

注意，注册者只能是在欧盟内定居的自然人或法人。因为欧盟法律尚未施行

完全协调的民法和公司法，所以由欧盟各成员国国家法律定义何为自然人或法

人。下面的指南可能会有所帮助： 

 “自然人”是一个适用于多种法律体系的概念，它系指能够并且有权订立合

同或从事商业交易的人。通常他们是达到法律上成年年龄的人，并且享有其



全部权利(指其没有被剥夺这些权利，例如由于犯罪被剥夺权利)。 

 “法人”是一个类似的适用于多种法律体系的概念，它系指由适用于其的法

律体系(各成员国制定的法律)赋予其法定人格的公司，因此可以独立于其身

后的组成人员或公司(在“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情况下，为其股东)

行使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公司通常以其自身存在，其资产并不与其所有

者的资产相一致。 

一个法人可以在不同场所开展活动。它能设立所谓的“分部” (法语为

“succrsales')，分部没有独立于总部的法定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法定人

格的是总部，它应该定居在欧盟以遵守REACH法规的各项规定。 

另一方面，法人也能在欧盟内开设“子公司”(法语表示为"filiales")，子

公司拥有股份或其他类型的所有权。此类欧盟内子公司具有不等同于总公司的法

定人格，因此有资格作为REACH法规意义下“定居在欧盟内的法人”。这些子公

司视为是不同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可各自承担义务为其制造或进口的不同数量的

物质进行注册。通常，在技术立法意义下不使用“分公司”和“总公司”这样的

术语，因此需详细确定一个实体是否具有法定人格。 

在REACH法规指南文件及IUCLID中，术语“法人实体”指在REACH法规中享有

权利和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 

1.5.3.1 法人实体 

定居在欧盟内制造或进口物质的每法人实体都要求提交其自己的注册。 

在由若干法人实体组成集团公司的情况下(例如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中每

法人实体都必须提交其自己的注册。然而，如多个注册者联合提交数据(参见第

1．8．4节里所叙述)，他们需联合提交部分卷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法人实体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非独立法人实体的生产厂，则该法人实体只需提交一份涵盖这

几个不同生产地情况的注册信息。 

 

 

情况示例：

有时跨国公司在欧盟内有若干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通常分布在各成员国家中

扮演着进口商的角色。如果每个子公司都有法定人格，则在REACH法规意义下他

们均为法人。基于子公司在集团公司中的分工，每个子公司都可能作为对进口负

责的“进口商”。由集团公司或子公司来分配集团中各子公司的任务和责任。 

 

 

1.5.3.2 法人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 

REACH法规第22条(1)(a)要求注册者通知化学品管理局任何关于其身份信息

的变更,不得延误,如名称或地址的变更。身份变化涉及公司的法人身份发生变化

则须承担其他责任，此种情况如合并、接管、拆分、或公司出售注册涉及资产。

此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非欧盟企业委任新的唯一代表替代原有唯一代表。  
 

   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法人身份发生变化，注册可以从一个法人实体转移给另

一个法人实体。重要提示：一个注册号不能由一家以上法律实体所拥有。变更法

人实体的费用依照欧委会（EC）340/2008号法规（费用法规）。 

在合并或接管情况下，如果某个法人实体先前已经对某一物质进行了注册，

则要注意合并后该物质制造/进口的吨位是否达到了更高的吨位，如达到了则要

对注册卷宗进行相应更新。 

 

 

 

 

1.5.3.3 谁负责进口中的注册 

在进口情况下(参见第1.5.1节中定义)，在欧盟内定居的法人实体应负责为进



口注册。进口责任取决于很多因素，如谁订购、谁付款、谁处理报关手续，但这

对进口本身来说可能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如，在欧盟内定居的“销售代理商”的情况中，该销售代理商只是作为一个

协调者，一个在购买方和非欧盟供应商之间传递订单的邮箱(并且为此服务收取

费用)，但其不对货物或货物付款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拥有货物

的所有权，因此在REACH法规意义下销售代理商不视为“进口商”。销售代理商

无须对以有形方式引入的物品承担责任。 

出口物质或混合物的非“非欧盟生产商”或供应商无须承担REACH法规的责任。

通常，运输物质或混合物的航运公司无须承担REACH法规的义务(根据第2（1）（d）
条，参见第1.6.3.6节)。在特殊合同商定下，如果航运公司是定居在欧盟内的公

司，并且对其引进物质到欧盟负有责任，则需由其承担REACH法规的义务。只要

可行，在估价这种边际案例时应遵循当前与任何其他产品要求的相关的惯例。更

详细指南，请与各成员国国家海关主管机构接洽。 

如已指定“唯一代表”，则由唯一代表为注册负责(参见下节)。 

1.5.3.4 “非欧盟生产商”的唯一代表 

欧盟进口商需对进口到欧盟的物质本身、混合物中的物质、或在特定情况下

物品中的物质提交注册。也就是每单个进口商需为物质注册。欧盟外制造物质、

配制混合物或生产物品的自然人或法人不能由其自己为物质注册。然而，虽然不

能为REACH法规中任何行为承担责任，但可以指定一个定居于欧盟内的唯一代表

为其向欧盟出口的物质进行所要求的注册（第8（1）条）。这可以减轻同一供应

链中欧盟进口商注册义务的负担，因为在此情况下，进口商可视为唯一代表的下

游用户。 

 

谁可以指定唯一代表？ 

 

据第8(1)条，作为“非欧盟知造商”向欧盟出口制造的物质、配制的混合物

或生产的物品的自然人或法人可以指定一个唯一代表履行其作为进口商的注册

义务。第8（1）条中未提到分销商，因此分销商不能指定为唯一代表。唯一代表

必须能以文件证明他代表谁，并且建议其在IUCLID第1.7节“供应商”部分中附

上一份由“非欧盟生产商”签署的指定其为唯一代表的书面文件。在注册卷宗中

提交此信息并非强制要求，但需要应要求出示给实施主管当局。 

 

谁可以是唯一代表？

 

“唯一代表”是一个定居于欧盟境内的法入实体，其应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来

实际处理物质及物质相关信息以履行进口商的义务。 

注意，根据第4条“唯一代表”不同于“第三方代表”。第三方代表可以由生

产商、进口商或任何有关的下游用户指定，以使该潜在注册者在数据共享过程中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保密。在数据共享过程中，唯一代表没有义务向数据共享过程

的其他参与者披露其所代表的“非欧盟生产商”的身份(更多指南参见《数据共

享指南》)。 

 

在指定唯一代表时，“非欧盟生产商”要做什么？ 

 

在指定唯一代表时，“非欧盟生产商”有必要向其唯一代表提供其在 新版

对欧盟出口商名录中的信息，这是唯一代表注册时需涵盖的信息以及向欧盟出口

的量值。 

“非欧盟生产商”必须通知同一供应链中所有的欧盟进口商，其已经指定了

一个唯一代表来办理注册，从而 终使其他进口商免除其注册义务。 

“非欧盟生产商”只能为每一种物质指定一个唯一代表。唯一代表的注册应

清楚的说明哪部分进口的物质为其注册所涵盖。-从某特定“非欧盟生产商”进



口到欧盟境内的全部数量，或总数之内的特定数量。如果进口商直接进口同种物

质一定数量,则唯一代表和进口商必须能够向实施主管当局明确说明哪批进口是

由唯一代表的注册覆盖的,哪批由进口商涵盖；否则进口商仍负责其所有进口。

换句话说，进口商需要提交涵盖其进口数量的注册，但并不需要涵盖由唯一代表

注册涵盖的部分。欧盟进口商还需承担什么责任? 

 

当进口商收到来自其供应链中“非欧盟生产商”已经指定唯一代表履行其注

册义务的信息后，则进口商被视为该吨位注册的唯一代表的下游用户。从进口商

变成下游用户的这一地位变化仅适用于同一供应链，即适用于从已经指定唯一代

表的“非欧盟生产商”进口的吨位。如果该进口商还从其他非欧盟供应商进口物

质，则其还需为从这些非欧盟进口商进口的物质吨位注册，除非这些非欧盟进口

商也都委托了各自的唯一代表进行了涵盖相应进口的注册。 

虽然进口商会从其“非欧盟生产商”那里收到关于指定唯一代表的确认信息，

但进口商还应从唯一代表处获得关于其进口物质的吨位和物质的用途确实已经

由唯一代表提交注册的书面确认信息。这样，作为下游用户的进口商不但可以由

此获知使其上游用户知晓其物质用途的联络人，并且还可以给进口商一份进口物

质确实已由唯一代表进行注册的明确书面文件，否则进口商仍要为进口负责。 

如果进口商不愿向唯一代表公开其物质使用的所有信息，根据第38条，他可

以作为下游用户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报告，并且按照附件XII准备一份化学安全

报告(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唯一代表有哪些任务? 

 

唯一代表作为物质的注册者，负有承担该物质进口商所需履行的所有义务的

全部责任。这些义务不仅适用于注册，而且适用于所有其他相关义务，如预注册、

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通报及所有由授权或限制引起的义务等(参见第8（2）条) 

唯一代表注册的进口物质的数量取决于“非欧盟生产商”和唯一代表之间的

合同安排。 

REACH法规并不区分到欧盟的直接和间接进口，因此本指南中没有使用这些词

语。明确确认下面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在物质供应链上，谁是的生产商、配置商及物品的生产商 

●谁任命了唯一代表 

●哪笔进口由该唯一代表负责 

只要上述条件满足，则不论生产商，配置商或物品生产商及欧盟进口商之间

的步骤或供应链是否在欧盟之外都无关紧要。 

但是，应该指出，委托唯一代表需要准备确切文件说明由唯一代表的注册覆

盖的物质进口数量和不由其注册覆盖的数量。唯一代表将需要此信息以履行其根

据法规第8条（2）的义务，保持拥有并且是 新更新的关于进口数量和销售给何

客户的信息。此外，进口商还需要知道混合物中的物质哪部分数量由唯一代表的

注册覆盖，没有覆盖的需要自己进行注册。此文件需应要求出示给执法机关。 

唯一代表提交的注册卷宗应包括由注册所涵盖的进口商(现在是下游用户)的

全部用途。唯一代表需保有“非欧盟生产商”所在同一供应链上欧盟客户(进口

商)的 新名录，以及这些客户各自涵盖的吨位情况，也包括 新更新版安全数

据表的供应信息。 

对于分阶段物质，唯一代表必须对物质进行预注册，以便受益于较长延续期

的注册截止期，并且随后能成为物质信息交流论坛(SIEF)的参与者(参见《数据

共享指南》)。按照法规28条（6）被任命的唯一代表在2008年12月1日之后可以进行预注

册，若来自非欧盟生产商的物质在2008年6月1日前投放欧盟市场的量没有超过1吨/年，则

预注册可在相关注册截止日期12个月前完成。如果非欧盟生产商决定更换其唯一代表，而

前任唯一代表已经为来自非欧盟生产商的物质进行了预注册，那么继任者应该告知欧盟化学

品管理局该唯一代表变更情况，以便继续受益该物质的分阶段注册截止期。虽然唯一代表



在法律上对注册负有责任，但可以设想，在多数情况下，应由“非欧盟生产商”
向其提供注册卷宗中所有必要的数据。如果“非欧盟生产商”决定更换其唯一代

表，则其继任者必须更新已提交的关于法人实体的信息，并且提供其任命证明文

件及与前任唯一代表就此变更达成的协议。变更唯一代表构成法人实体变化及本

指南1.5.3。2阐明的义务。为了防止争端，推荐在非欧盟生产上和唯一代表之间

签署的合同中包含可能发生的变更唯一代表情况的条款。 

如果没有与前唯一代表达成的协议，继任者须提交一份新的注册卷宗。然而，

新唯一代表与前唯一代表可能达成一致，再次使用前唯一代表的数据和卷宗来准

备其注册卷宗。唯一代表可以代表一个或若干“非欧盟生产商”。如果他代表了

多个“非欧盟生产商”，则其必须为每个该物质的生产商分别提交注册。由于他

正在履行进口商的注册义务，每个注册中待注册物质的吨位为唯一代表及其代表

的“非欧盟生产商”间签署的合同中所覆盖的该物质吨位总合。该总吨位数决定

了注册卷宗里所要求的信息。通过分别注册，可以保护“非欧盟生产商”的机密

信息并可确保其受到与欧盟生产商同等的对待（欧盟生产商需要各自提交其注册

卷宗）。 

欧盟示例：当指定唯一代表后，不同行为方的角色和注册义务。 

 
 

混合物进口指南 

 

混合物进口商有义务为其进口的混合物中的物质注册。为此，他应知道其进

口混合物中成分的身份特征和浓度，除非“非欧盟生产商”指定了一个唯一代表

代替进口商履行注册义务。那样，“非欧盟生产商”应告知进口商其已经指定一

个唯一代表。如“非欧盟生产商”为其混合物中不同的物质分别指定了不同的唯

一代表，或仅为混合物中的一些物质指定了唯一代表，则该情况需与进口商进行

明确沟通，由此，进口商能明确其已经减少了哪些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混合物

进口商和其对应的唯一代表必须能证明进口混合物中特定的物质量已包含于由

“非欧盟生产商”指定的唯一代表的注册卷宗里，如没有，则需由进口商本人提



交注册卷宗。 

1.5.3.5 行业协会和其他类型服务提供商的作用 

实际注册只能由物品的生产商、进口商、生产商或唯一代表完成，不能由包

括行业协会在内的任何第三方进行，除非该行业协会作为一个或多个非欧盟公司

的唯一代表。 

然而，行业协会可以为准备混合物注册卷宗的注册者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且能帮助协调整个过程。另外，行业协会可能拥有非常有用的可向SIEF(参见《数

据共享指南》)提交的物质数据。行业协会还可以被指定为某一注册者的代表，

作为第三方代表与其他注册者就混合物危险数据的联合提交进行商讨。行业协会

可以包括非欧盟企业作为其成员，即使这些企业无直接注册义务，其也可通过这

些协会提供信息和帮助。 

1.6 什么物质需注册 

目标：本章概括阐明了哪些物质受辖于注册要求，并且详细阐明了各类豁免注册  

适用的条件。因为每种物质制造或进口的吨位对其是否需要注册以及如何

注册是至关重要的，本章也概括阐明了需注册量值的计算方法。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 

 
需强调的是，注册适用于物质本身、混合物中的物质以及在通常使用情况下或合

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物品中会产生有意释放的物质（更多关于物品中物质的指

南参加《物品指南》）。 

1.6.1 注册范围概述 

物质的基本定义十分广泛，不但包括有潜在危险的工业化学品，也包括在欧

盟制造或向欧盟出口的各种类型的化学物质。因此，它也包括已经受其他法规严

格管制的物质，如药品、生物农药、杀虫剂、化妆品或放射性物质。由于这一点，

存在完全或者部分豁免REACH法规要求的情况。 

所有年制造量或年进口量为1t或1t以上的物质都必须注册，除非该物质明确



地豁免注册。这项注册要求与该物质是否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无关。所有注册均需

准备一份技术卷宗，如物质的年制造量或年进口量为10t的阈限，则还需一份化

学安全报告(CSR)。对于年制造量或进口量为1 t到l0t之间的物质，则需在技术

卷宗里附加专门的暴露场景信息 

完全不受辖于REACH法规的物质包括放射性物质、海关监管物质和非分离中间

体。废弃物是特定的豁免物质。当有其他等同法规适用时，其他一些物质部分豁

免REACH法规的要求(例如用于医药产品的物质)。另外，聚合物是豁免注册的，

用于以工艺和产品为导向的研发的物质仅需通报，非分离中间体不包含在REACH

法规范围内(但是有一个专门的制度适用于可分离中间体的注册)。 

另外，某些已鉴别的物质及来自于某些鉴别过程的物质是豁免注册的，因为

这些物质被认为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引起 小的风险。典型的这些物质是天然来源

的物质，豁免名录中的物质包括诸如水和氮气。附件IV和附件V中描述了这些物

质，更多指南参见第1.6.4.3节和第1.6.4.4节。 

1.6.2 待注册量值的计算 

对于分阶段物质和非分阶段物质的注册卷宗，物质的年吨位计算有不同的规

则(参见第3（30）条)。以下段落叙述了如何计算物质的量值(吨位)以确定是否

需为物质提交注册(阈限为1t/a)，履行注册所需的信息(根据不同附件的要求)，

以及确定分阶段物质应当何时完成注册。 

1.6.2.1 豁免情况下吨位的计算 

原则上，潜在的注册者需计算其生产或进口的物质的总量，并且据此来决定

是否需提交注册以及需按照哪个吨位段来提交注册。但是，如果对于一些特别的

物质有特定豁免注册的情况，则潜在注册者在确定其注册吨位的时候无须计算豁

免注册部分的数量。 

 一些物质或一些物质的特定用途是豁免注册的。这些豁免注册的情况参见第

1.6.3节。 

 生产或进口的用于以工艺和产品为导向的研发的物质(PPORD)，在某些条件下

(参见《PPORD指南》)也可豁免注册，而只需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PPORD

的通报，并且按照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规定的任何条件进行(参见第9条)。 

 

例1：当有一种用途豁免注册时 

 

如果某一公司生产的一种物质用于医药产品，则无须为该物质的该项用途注

册。然而，该公司或其客户可能同时会把该物质用于其他用途。则确定其在REACH

法规下的注册义务时，必须计算其他用途的数量。例如，在×年，公司A生产了

120t氢氧化镁。70t用于医药产品，另外50t用于混合物。则用于混合物的50t受

辖于REACH法规，而用于医药产品的70t则豁免与REACH法规。因此，需注册的总

吨数为50t，该公司必须按照10~100t吨位段的要求进行注册。 

 

 

 

例2：为注册卷宗考虑PPORD用途的吨位

 

如果一公司制造的物质为11t/a，其中2.0t/a用于PPORD,则其注册义务就确定

为9.0t/a，也就是适用附加VII中的信息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参见《中间体指南》)，可分离中间体生产商或进口商仅需提

交含有有限信息的注册卷宗(参见第17条和第18条) 
当制造或进口的物质用于若干此类(用于PPORD，作为中间体及其他用途)用途

时，注册者可能需提交： 
 一份PPORD用途的通报卷宗 



 一份包含可分离中间体用途和其他用途的注册卷宗。如作为中间体的制造或

使用未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则生产商或进口商需根据第10条提交一份“标

准”注册卷宗。如果制造或进口的部分吨位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用作中间体，

则注册卷宗的要求信息里无须考虑该部分吨位。然而，作为中间体使用的物

质需在卷宗中阐明，包括为此目的制造或进口的数量。 

 

 

例3：注册卷宗所考虑的吨位

 

一公司制造了2300t物质A，其中1700t用于严格控制条件下的中间体。该公司

需为物质A提交注册，剩余不用于中间体的600t物质用于决定所要求的信息。这

意味着，该卷宗将会以100~1000t物质的信息要求为基础。该物质被用作中间体

的这一事实以及用作中间体的量为1700t也需在卷宗中阐明。 

 

 

当一物质本身或一个或多个混合物中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商也含有该物质的

物品，并且物品中的物质会在通常或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有意释放时(参见

《物品指南》)，则无须为注册之目的把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物质的吨位和物品

中会有意释放的物质的吨位加和起来。如果进口物品中该物质的吨位小于1t/a，

则无须为此吨位的物质注册，也无须在为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物质注册时考虑该

部分吨位。如果进口物品中该物质的吨位超过1t/a，则注册者无义务为物品中的

该物质另外注册，而只需在为该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该物质注册时包含该物质

作为物品中物质的用途情况即可。更多有用信息参见《物品中物质指南》。 

1.6.2.2 总吨位的计算 

任何情况下，在计算物质吨位时，需加和所有非豁免注册的有意生产或进口

的物质总量。也就是说，如果进口的某物质存在于若干不同的混合物中，则在计

算物质吨位时需把各混合物中该物质的数量(按混合物中物质的质量分数计算)

加合。 

如果同一注册者在不同地点生产和/或进口了属于同一法人实体的同种物质，

则注册物质的数量是各个不同地方生产和/或进口的数量总和，因为这些地点不

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另外，有意释放的物质以存在于若干物品中的形式进口，则潜在注册者需把

物品中所有该物质的吨位加合起来。为此目的，注册者只需计算从物品中有意释

放的物质的数量。只要物质会从物品中有意释放，则存在于该物品中所有的物质

数量都需计算在注册吨位内，而非仅仅计算有意释放的物质的数量。 

 

 

示例： 

 

如果公司×进口了A、B和C三种物品，每种物品中含有60t物质，但是： 

——物品A中，物质无有意释放； 

——物品B中，在常规条件下，60t物质中的40t将会释放； 

——物品C中，在常规条件下，60t物质中的10t将会释放。 

则该公司需对物品B和C中的物质总量120t进行注册，即落入100~1000t吨位

段。 

 

 

1.6.2.3  分阶段物质和非分阶段物质的年吨位计算 

 

注册卷宗中非分阶段物质吨位的计算 

 



注册卷宗中非分阶段物质报告的数量是一个估算数量，是对在一个日历年(1

月1日到12月31日)内制造和/或进口的物质数量的预期估算（参加第3（30）条)。

在制造开始于一特定日历年后期的情况下，注册卷宗可以按整个日历年的预期吨

位计算，而非按第一个日历年的剩余月份数的预期吨位计算，如此可避免第二年

就需对注册卷宗进行更新。 

非分阶段物质的定义参见第1.7.1.2节。 

 

已预注册的分阶段物质注册吨位的计算 

 

分阶段物质的定义参见第1.7.1.1节。 

已经至少有连续3年进口或制造的分阶段物质，其年进口量或制造量按 近3

年生产或进口数量的平均值计算(参见第3（30）条)。如物质还未达到连续3年的

生产或进口，则按一个日历年的吨位计算(参见示例4)。采用这种规定为了避免

需求骤增的情况，从而导致无法履行注册义务。 

这个年制造量或进口量用来确定注册的信息要求。2007年6月1日后的 高年

制造量或进口量决定注册期限(如第23条所述)。其结果是，注册卷宗中报告的吨

位无须一定和预期的注册吨位范围一致，例如，出现制造量或进口量大幅下降的

情况时。更多关于分阶段物质的注册期限参见第1.7.2节。 

 

 

示例1： 

 

如果某一公司，根据其预计，确定其分阶段物质需在2013年6月1日前完成注

册（因为其生产量预计是在100~1000t位范围内的）。 

 

每年，公司需根据其此前3年的平均吨位计算其年吨位。例如，2007年吨位为

2004~2006年的平均值。 

 

根据第23条，其注册期限取决于自2007年起的 高吨位。 

 

如果此吨位达到了1000t，则注册应当在2010年12月1日前完成。如果在2011

年或2012年吨位达到了1000t，则仍可及时完成注册。因为年吨位是根据近3年年

吨位的平均值计算而得，所有公司应当很容易预见年增长吨位。 

 

如果吨位保持在100~1000t段内，则注册卷宗应在2013年6月1日提前交，并且

2013年的吨位（由2010~2012年的平均值计算而来）需在注册卷宗里报告。 

 

 

 

示例2： 

 

如果公司Z在2009年的制造量是120t（根据三年平均值计算），而后减少到100t

一下了，公司Z仍然需在2013年5月31日之前完成注册，因为此物质在2007年6月1

日以后已经至少有一次达到100t。注册卷宗里考虑的吨位是通过计算2010~2012

年平均值而来的2013年的吨位。 

 

 

 

示例3： 

 



公司V制造的物质数量为2007年 600t,2008年 900t， 2009年 1400t及 2010年

2000t。2010年的“三年平均”吨位是966t/a，但是2011年“三年平均”吨位是

1433t/a。在此情况下，公司V需尽快在2011年对该物质进行注册，因为年吨位在

1000t及以上物质的注册期限2010年11月30日已经过了。 

 

示例4： 

 

公司V在2007年的制造量为900t，2008年为0t，2009年为1000t。因为在随后

的连续3年里不再制造该物质，所以需按照一个日历年的吨位计算。在此情况下，

2010年已经达到了1000t的阈值，这就意味着需在2010年11月30日前完成注册，

并且需按1000t制造量的信息要求注册。 

 

 

1.6.2.4 混合物或物品中物质数量的计算 

出现在混合物或物品中的物质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混合物中物质的数量 

 

混合物的总吨位乘以其构成物质的分数，可以计算得到混合物中物质的数量。

可以从混合物的安全报告中得到这个数据。如果只能得到混合物中物质的浓度范

围，该物质的 大吨位则按混合物中该物质可能的 高含量计算。如果没有更精

确的成分信息，则应该使用此吨位进行注册。 

 

物品中物质的数量 

 
如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或合理可预见使用条件下，物品中含有有意释放的物

质，则： 

 如果该物质的质量分数已知，则其数量是质量分数乘以生产和/或进口物品的

总质量；或 

 如果每单件物品中物质的质量是已知的，则其数量是每单件物品中物质的质

量乘以进口物品的总数量。 
详细指南参见《物品指南》。 

1.6.3 豁免REACH法规要求的物质 

1.6.3.1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是含有一个或多个放射性核的物质，当考虑放射性保护时，其活

性和浓度是不可忽视的。换句话说，这些物质放出辐射的程度，使得有必要保护

人类与环境免受其伤害。 

放射性物质已受辖于关于危险物质的分类、包装和标记的指令67/548/EEC而

豁免通报，并且其使用也不受辖于REACH法规。豁免的理由是，放射性物质已受

辖于专门的法律，因此不必要再受辖于REACH法规。 

法律参考：第2（1）（a）条 
1.6.3.2  海关监管物质 

在欧盟领土内暂时存放、过境、存放于保税区或存放于保税仓库的物质(物质

本身、混合物中的物质或物品中的物质)，如果仅仅是运输经过欧盟并且仍然在

海关监管之下等待离开，则该物质可不受辖于REACH法规。 

物质进口商如要再次把物质运离欧盟，并且想豁免于REACH法规，则要保证其

物质在欧盟境内时，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物质存放于海关法规中定义的保税区或保税仓库或按照其他相关的海关程序

(通行程序、暂存程序)放置； 

 物质保持在海关主管机构监管之下； 

 物质在欧盟停留期间，要求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处理或加工(包括对物品的配



制、消费、装箱、转箱、混合或生产)。就此目的而言，欧盟境内的保税区或

免费仓库被视为是欧盟的一部分。 

如有疑问，建议联系各成员国海关主管机构，他们可提供关于欧盟海关编码

的(EEC)No2913/92法规所建立的海关体制中的详细分类，该法规仅适用于经过欧

盟的物质。 

法律参考：第2（1）（b）条 

1.6.3.3 用于国防并且受国家豁免法规管制的物质 

REACH法规允许各成员国豁免一些用于国防的物质(物质本身、混合物中的物

质或物品中的物质)。 

注意，只有当各成员国根据其国家法律体系采取正式措施后豁免才能够适用，

使一些特定的物质豁免于REACH法规。当然，豁免仅适用于已确定可豁免的成员

国境内。 

截止本指南文件撰写时，还未有成员国因国防需要而确定这类豁免。可以预

见，当成员国确定这类豁免时，会通知其有关供应商；然而，如有疑问，建议用

于成员国军队或国防主管机构的混合物或物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和生产商与之核

查，确认其物质、混合物或物品是否批准豁免。 

法律参考：第2（3）条 
1.6.3.4 废弃物 

废弃物框架指令2006/12/EC中对废弃物的定义也适用于REACH法规。废弃物系

指任何被丢弃的或被打算丢弃或被要求丢弃的物质或物体。废弃物可能来自于家

居用品(如报纸、衣物、食物、罐头或瓶子)的丢弃，或来自于专业、产业界活动

(如轮胎、炉渣、窗框的报废丢弃)。 

REACH法规并不豁免废弃物，但阐明废弃物不是REACH法规意义下的物质、混

合物或物品。因为当物件的持有人丢弃、打算丢弃或被要求丢弃某物件时，该物

件便失去了作为物质、混合物或物品的地位。注意，当对一物质(制造的或进口

的)要求化学安全评估时，这项评估必须包括物质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其作为

废弃物的阶段(参见附件I中的0.7和5.1.1)。如有必要对化学物质进行风险控制，

则推荐的废弃物管理措施需通过SDSs(标题13)在供应链中传递。但在REACH法规

中，废弃物的处理并非是一项下游用途，废弃物处理运营商并不会收到关于对废

弃物阶段的物质如何进行处理的SDSs。只要废弃处理作业产生的残渣是废弃物，

也就是只要其被处置了(如掩埋)，便不受辖于REACH法规。任何作为其他物质或

混合物而再利用的残余物是受辖于REACH法规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废弃物再利用，并且在再利用过程中生产出其他物质、

混合物或物品，原则上，REACH法规则将再次适用，因为在欧盟内它会被制造、

生产、进口为任何其他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在特殊情况下，那些已注册物质

的再利用，可以豁免注册义务。更多关于回收再利用的指南参见第1.6.4.5节。 

法律参考：第2（2）条 

1.6.3.5 非分离中间体 

非分离中间体是这样一种中间体，在其合成过程中不打算从合成反应发生装
置中去除（取样除外）。此类装置包括反应釜，反应釜的辅助设备、为下一步反
应发生而在反应釜之间转移物质的管道设备与物质持续或间歇通过的其他设备，
但不包括用来储存制成物质的储存罐或其他容器。 

上述定义下的非分离中间体不在REACH法规管辖范围之内。 

然而需注意的是，可能用于其他活动或是在其他条件下使用的同种物质中的

部分物质不能认为是“非分离中间体”。只有确定在“非分离中间体”条件下使

用的那部分物质才能豁免于REACH法规，剩余的那部分物质必须按照REACH法规的

相关要求履行义务。 

法律参考：第2（1）（c）条，第3（15）（a）条 
1.6.3.6 运输中的物质 

铁路、公路、内陆水运、海运或空运的危险物质或危险混合物中的危险物质

的运载豁免于REACH法规。请注意，这些物质除运输之外的其他活动(制造、进口、



使用)是受辖于REACH法规的(除非有其他豁免规定)。、 

欧盟的运输法规(例如，1994年11月21日关于成员国有关危险品公路运输法律

及相关修订的94/55/EC号理事会指令)已规范了危险物质各种运输方式的安全运

输条件，因此，这类运输豁免于REACH法规的规定。 

法律参考：第2（1）（d）条 
1.6.4 豁免注册的物质 

完全受辖于其他法规的特定物质豁免于REACH法规，如医药产品或那些一般表

现为低风险而无须注册的物质，如水、氧气、特定的惰性气体及特殊类型的纸浆

等。另外一些豁免情况是，自然界中自然存在的物质如矿物质、金属矿石和精矿、

水泥渣等，如其未经化学加工，则无须注册。虽然聚合物通常因其无害而豁免于

注册要求，但 终聚合物中≥2%的未注册单体单元物质是要求注册的，如果该单

体达到≥1t/a或1t/a以上。 

豁免注册物质详述如下。 

1.6.4.1 食品或饲料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EC)No178/2002，用于人类食品或动物饲料的物质无须注

册。 

《食品安全法规》已要求只有安全的用于人类的食品方能投放市场，也就是

这些食品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伤害并且适合人类食用。同样，只有安全的喂养动

物或供食用动物食用的饲料方能投放市场，也就是这些饲料对人类或动物没有不

良作用，并且由其喂养的供食用动物对人类也是安全的。另外，关于食品添加剂、

食品调味料、饲料添加剂和动物营养品，专门的欧盟法规已经为这些特殊用途物

质的授权建立了一套体系。因此，REACH法规的注册显得没有多大意义。 

因此，对于可能用于食品或饲料相关用途的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而言，知

晓其法人实体本身或其客户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实际在食品或饲料中使用

该物质是有益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就其当前使用方式的物质量而言，他

们无须注册这种用途或为之取得授权。因此，如果下游用户根据第37（2）条使

其供应商知晓这种用途，则应建议他查阅《食品安全法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用于食品和饲料之外其他用途的同种物质的量是需注册

的，所以那些量值的物质是非豁免的。只有那些用于食品和饲料的物质量才豁免

于REACH法规的。 

 
 

示例： 

某生产商在×年里制造了100t硫酸。根据《食品安全法规》50t用于食品生产，

另50t用于非食品混合物。用于非食品混合物的50t物质是受辖于REACH法规注册

规定的，并且，如其有更危险的性质，则也受辖于授权，而用于食品的50t则豁

免于注册、评估和授权。 

 

 
法律参考：第2（5）（b）条，第2（6）（d）条 

1.6.4.2 医药产品 

当一物质用于下列医药产品范围时，无须为该用途据REACH法规进行注册： 
 关 于 人 类 和 兽 用 医 药 产 品 授 权 和 监 管 的 欧 盟 程 序 及 建 立 欧 洲 药 品 局 的

(EC)No726/2004法规； 

 关于兽药产品欧盟代码的2001/82/EC指令； 

 关于人类医药产品欧盟代码的2001/83/EC指令。 

因此，对于可能用于医药品相关用途的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而言，知晓其

法人实体本身或其客户是否在上述医药品法规涵盖的医药品中实际使用该物质

是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须对用于此类医药品的物质据REACH法规

进行注册或为之取得授权。 

当任何物质“用于医药产品”时，这种豁免并不区分活性组分或非活性组分。



因此，用于医药产品的赋形剂也豁免于注册。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量的同种物质可用于医药产品之外的用途，因此这

些量值的物质是不豁免的。只有用于医药产品的那部分数量的物质才豁免于注册

义务和REACH法。 
 

 

示例： 

某生产商在×年里制造了100t水杨酸。50t用于生产在欧盟关于任用医药产品

法规的2001/83/EC指令范围内的医药品，50t用于配制非医药混合物。用于配制

非医药混合物的50t水杨酸受辖于注册规定，并且，如其有更危险的性质，则也

受辖于授权，而用于生产医药品的50t水杨酸免于注册、评估和授权。 

 

 

法律参考：第2（5）（a）条，第2（6）（a）条 
 

1.6.4.3 列于REACH法规附件Ⅳ中的物质 

附件IV列出的物质，人们有充分的现成信息认为这些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具有 小的风险。这些物质是典型的天然来源物质，豁免物质名录包括诸如水和

氮气(N2)。列于附件IV中的物质豁免于注册。 

很大程度上，此名录是基于现有物质风险评估法规(EC)793/93中的豁免，但

添加了更多的物质。注册豁免适用于这些物质本身而不适用其特殊用途。 

1.6.4.4 列于REACH法规附件V中的物质 

目前，附件V列出了比较宽泛的13类物质，它们被认为不适合或无须注册。这

些物质豁免于注册规定，但未必豁免于授权或限制。名录见下页。不同种类物质

的详细信息可以查看附件V的指南文件。 

 

 

 
附件V 

 

据第2(7)(b)条豁免于注册义务 

1．其他物质或物品暴露于如空气、湿气、微生物或阳光这样的环境因素时偶然发

生的化学反应得到的物质。 

2．由储存的另一种物质、混合物或物品偶然发生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物质。 

3．在其他物质、混合物和物品的 终使用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中产生的而并非是

生产商或进口商本身制造、进口或投放市场的物质。 

4．并非以其本身制造、进口或投放市场并且源自下列情况引发的化学反应产生

的某些物质： 

(a)稳定剂、着色剂、调味剂、抗氧化剂、填充剂、溶剂、载体、表面活性剂、

增塑剂、抗腐蚀剂、阻泡剂或消泡剂、分散剂、抑制沉淀剂、干燥剂、黏合剂、

乳化剂、反乳化剂、脱水剂、胶凝剂、促黏剂、流动调节剂、pH值中和剂、阻隔

剂、凝结剂、凝聚剂、阻燃剂、润滑剂、螯合剂或品质控混合物，当以上物质按

预期目的发挥作用时；或者 

(b)一种物质仅具备某种特定的物理化学身份特征，当其按预期目的发挥作用时。

5．副产品，除非以其自身进口或投放市场。 

6．某种物质与水结合形成的氢氧化物和水合离子，设若这种物质已由生产商或

进口商应用本免责条款注册。 

7．自然存在的下列物质，只要他们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矿物质、矿石、精矿、

天然气、原油、煤炭等。 

8．除第7条列举的种类之外，其他自然存在、未经化学改性的物质，除非它们满

足据指令67/548/EEC分类为危险品的标准；或者除非它们附件XIII的标准属于持



久、生物累积、毒性物质或者非常持久，非常有生物累积毒性；除非他们属于

少在两年前就按照第59(1)条中被认定的物质，这些物质带来较大的影响，而这

些影响在第57(f)条中有描述。 

9. 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物质，只要他们没有经过化学改性，除非它们满足据指

令67/548/EEC分类为危险品的标准；或者除非它们附件XIII的标准属于持久、生

物累积、毒性物质或者非常持久，非常有生物累积毒性；除非他们属于 少在两

年前就按照第59(1)条中被认定的物质，这些物质带来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

在第57(f)条中有描述。 

植物脂肪，植物油，植物蜡；动物脂肪，动物油，动物蜡；C6到C24的脂肪

酸和他们的钾盐，钠盐，钙盐和镁盐；甘油 

10. 未经化学改性的下列物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冷凝物，工艺气体及其成分，

焦炭，水泥渣，氧化镁。 

11. 下列物质，除非它们满足据指令67/548/EEC分类为危险品的标准：玻璃，陶

瓷。 

12. 肥料和沼气。 

13. 氢气和氧气。 

 

1.6.4.5  已经注册的回收物质或重复利用物质  
如符合一系列条件，欧盟内回收的物质豁免于REACH法规。再利用是回收的一

种形式，因此在豁免范围之内。 

当前，欧盟法律把回收定义为废弃物框架指令2006/12/EC附件ⅡB中规定的所

有回收作业。该名录包括下列作业： 

R1  主要是用作燃料或以其他方式生成能量 

R2  回收/再生的溶剂 

R3  不用作溶剂的有机物回收/再利用(包括堆肥和其他生物转换过程) 

R4  金属和金属复合物的回收/再利用 

R5  其他无机物的回收/再利用 

R6  酸的再生或碱的再生 

R7  用于消除环境污染的物质成分的回收 

R8  催化剂成分的回收 

R9  再精炼石油或其他再使用石油 

R10  有利于农业或生态改进的土地处理 

R11  从编号R1到R10中任一作业获得的废弃物的使用 

R12  符合编号R1到R11中任一作业的废弃物的交换 

R13  编号R1到R12任一作业期间废弃物的储存(不包括在生产现场暂时储

存、等候收集的情况) 

根据正在进行修订的废弃物框架指令，目前正在制定重复使用后废弃物不再

视为是废弃物(所谓的废弃物终止准则)的定义准则。在废弃物框架指令的立法框

架中将对此准则做出决定。根据废弃物框架指令的规定，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后，

回收的材料只会落在REACH法规范围内，源自符合废弃物终止准则的废弃物以及

废弃物本身不再是废弃物。 
需遵守REACH法规设定的如下条件，以便享有注册豁免的权利： 

（1） 回收的物质必须已注册。这意味着，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物质在制造或进

口阶段没有注册，回收的物质必须在回收作业之后用于新用途之前注册。 

实施回收作业的法人实体应核查注册豁免是否适用于回收的物质。如豁免

适用于该物质，则该物质就免于注册义务。 

（2） 回收物质必须与已注册物质为同种物质，即具有相同的化学身份特征和性

质。例如，如果物质本身在回收过程中被改性了，且改性的物质还未注册，

则该回收物质就需注册。 

注意，需根据《物质鉴别指南》对物质的同一性进行评定。 

（3） 实施回收作业的法人实体须确保已注册物质的注册信息对回收物质是可



用的，并且这些信息必须符合供应链中的物质信息规定。 

这意味着，实施回收作业的法人实体必须获得下列之一 

 第31（1）条或第31（3）条要求的关于已注册物质的安全数据表； 

 第31（4）条中要求的能保证用户能对已注册物质采取充分保护措施的其他信

息；或 

 第32（1）条中要求的注册号(如果有的话)，在REACH法规授权部分下的物质

状况，REACH法规下任何适用限制的细节以及确定和应用适宜风险管理措施所

需的信息。 
建议从事回收作业并且希望受益于豁免的公司尽可能确保为符合REACH法规

而汇总的关于已注册物质的信息能为自己所用，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对回收物

质进行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豁免不要求该物质已经为同一供应链中的一行为方注册。

因此，由同一供应链中的注册者对该物质进行注册，或者由另一供应链中的注册

者对该物质进行注册都是可以的。 

注意，如果回收物质是分阶段物质，则建议回收者对该物质进行预注册，以

便受益于第23条规定的过渡期并于其后 终豁免于注册要求，如果其他预注册者

注册了该物质。 

法律参考：第2（7）（d）条 
1.6.4.6 再次进口的物质 

第6条中的注册义务适用于物质本身或包含于混合物中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

商。然而，如某一物质首先在欧盟制造，然后出口——例如，配制成混合物——

然后又被引回欧盟——例如，销售或深加工，如果该情形发生在同一供应链中，

就可能导致重复注册：第一次是由初始生产商在首次制造阶段，第二次是在同一

供应链(可能是初始生产商也可能不是初始生产商)中被再次进口到欧盟的阶段。

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已注册物质出口后再次进口豁免于注册和评估。 

要受益于豁免，须履行下列条件： 

（1） 物质在从欧盟出口前必须已经注册。这意味着如果由于某些原因，物质在

制造阶段没有注册，则该物质在再次进口时需注册。 

（2） 已注册的物质和出口的物质必须是同种物质，即具有相同的化学身份特征

和性质，因为物质可能会以其本身或在混合物中的物质再次进口。例如，

如果出口的物质本身在欧盟外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再次进口时已非同种物

质，则该物质需注册 

此外，这个理由是很清楚的：如果物质不具有相同的化学身份特征，那它就

尚未注册(注册信息将会不同)，因此不存在重复注册。需指出的是再次进口商必

须能证明该物质仍保持与原物质相同。关于物质鉴别的详细信息参见《物质鉴别

指南》。 



 
 

 
（3） 要求物质不但是相同的，即具有相同的化学身份特征和性质，而且事实上

还必须是同一批物质，即从欧盟出口出去然后又再次进口回来(无论是否

经过加工)的。这意味着，必须满足“同一供应链中”再次进口的物质的

要求。 



（4） 再次进口商必须已拥有出口物质的信息，且该信息须符合REACH法规关于

供应链中信息要求的规定。 
这意味着，再次进口商必须已经拥有下面中的一项信息： 

 第31（1）条或第31（3）条要求的安全数据表； 

 第31（4）条要求的，保证用户能采取保护措施的其他信息；或 

 第32（1）条中要求的注册号，如果有的话；物质在REACH法规授权部分下的

状况； 

REACH法规中所有适用限制的详细情况以及鉴别并应用适宜风险管理措施的

必要信息。 

需注意的是，再次进口商必须能证明其提供了这些信息中的一项 

如果再次进口商可使自身受益于豁免，则认为其是下游用户。因此，建议其

查核哪些下游用户义务适用于他。 

需指出的是，如果物质是存在于物品中被再次进口，则再次进口商将不得豁

免注册。 
法律参考：第2（7）（c）条 

1.6.4.7 聚合物 

由于市场上有众多各种不同类型的聚合物，并且因为聚合物分子一般来说由

于其高分子量而表现出较低的关注度，因此聚合物豁免注册。但是，仍然要求聚

合物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对用于制造聚合物的单体或其他物质进行注册。对聚合物

已有详细指南，即《聚合物指南》。 

1.6.4.8 用于以产品和工艺为导向的研发(PPORD)的物质 

支持产业界创新能力，REACH法规的目标之一是推动研究和开发。由此产生了

REACH法规下大量注册义务的豁免。 

REACH法规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系指任何在受控条件下对年用量低于1t的物
质进行的科学试验、分析或化学研究（第3（23）条）。仅用于这种研究和开发
的物质是豁免与注册的。 

以产品或工艺为导向的研发：系指任何与产品开发或物质的深层开发有关的
科学研究，在试验工厂或试制造过程中将物质本身、混合物中或物品中的物质用
于生产工艺开发和/或物质适用领域的试验（第3（22）条）。 

用于以产品和工艺为导向的研发(PPORD)的物质可豁免注册，如果该物质已向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报。当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申请这样做时，通报者需缴纳一

定的费用。 

此项豁免期限 长为5年，且仅适用于生产商或进口商本身或其与有限数量列

明的消费者合作用于PPORD的那部分量值的物质。应请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可

以再延长豁免期5年(或者10年，在医药产品或是物质不投放市场的情况下)，只

要申请人提交的研发方案能够证明延期的合理性。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核查通报人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可以决定设置条件，确保这些物质仅能由列明客户的职员

在合理控制条件下使用，并且不能够为普通公众得到，剩余量值的物质要重新收

集，以在豁免期过后处理。 

更多关于研究和开发的详细情况或特殊问题参见《PPORD指南》。 

1.6.5 视为已注册的物质 

某些物质或物质的某些用途视为已注册，因此对这些物质的这些用途无须注

册此规定适用于： 

 如下所述的生物杀灭剂产品中的活性物质； 

 如下所述的植物保护产品中的活性物质； 

 已通报的符合指令67/548/EEC(NONS)的物质。 

1.6.5.1 用于生物杀灭剂中的活性物质 

用于生物杀灭剂产品的活性物质视为已注册物质，因为生物杀灭剂活性物质

和生物杀灭剂产品均受辖于指令98/8/EC(生物杀灭剂产品指令)。为受益于豁免，

需满足下列条件： 



1）该物质必须是用于生物杀灭剂产品中的活性物质。 

生物杀灭剂意义下的活性物质是一种包括对有害有机体有一般或特殊作用的

病毒或真菌的物质或微生物。一个生物杀灭剂产品可以仅由一种活性物质组成而

不含其他助剂，也可以是含有一种或多种活性物质的混合物。 

2）该物质必须包括在下列某个指令或法规内： 

 指令98/8/EC附件I——这是一个已授权用于生物杀灭剂产品的活性物质名

录；该名录定期更新，建议生产商和进口商仔细核查 新版本。 

 指令98/8/EC附件IA——这是一个已授权用于低风险生物杀灭剂产品的活性

物质名录，该名录定期更新，建议生产商和进口商仔细核查 新版本。 

 指令98/8/EC附件IB——这是一个已授权用于生物杀灭剂产品的基本物质名

录；该名录定期更新，建议生产商和进口商仔细核查 新版本。基本物质仅

是次要用途用作生物杀灭剂产品的物质，这种物质不直接以其生物杀灭剂的

用途投放市场。 

 法规(EC)No2032/2003——本法规列出了已经于2000年5月14日前投放市场的

活性物质，这些物质的信息已经提交以便将它们包括在欧盟委员会的用于生

物杀灭剂产品的活性物质审议方案中。然而，一旦确定(EC)No2032/2003法规

中的一种活性物质排除在附件I、附件IA或附件IB之外，则该物质就失去豁免

权，因为该物质生产商未提交所要求的信息以进行98/8/EC指令下的充分评

估。不把列于EC 2032/2003法规名录内的活性物质包括在98/8/EC指令附件I、

附件IA或附件IB内的决定将会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并且可能会以委

员会决定或委员会法规的形式公布。 

然而，需注意的是，仅是用于生物杀灭剂产品中的那部分量值的活性物质才

豁免于注册义务。如其用于其他非生物杀灭剂产品，则不能豁免。也就是说，如

果仅用于制造生物杀灭剂物质的生产商出于其他用途(不能豁免于注册)目的把

该物质投放于市场，则其就需准备包含有所有相关信息的完整注册卷宗，如符合

条件，也需包括化学安全报告(CSR)。 

注意，只有活性物质才有资格豁免，用于生产生物杀灭剂产品的其他物质不

豁免于注册。 

 

示例： 

一生产商在×年制造了100t季铵化合物。50t用作生物杀灭剂中的活性物质

（例如木材防腐剂）且该活性物质包含于上述2）中的某个法令中，另外50t用于

清洁产品的表面活性剂。后一项用途在REACH法规范围内，需注册，前项用途则

豁免注册。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已经承担起把98/8/EC指令框架下提交的、与注册卷宗数据

等同的信息纳入数据库的工作。这样可以确保这些数据在适宜的情况下是有价值

的。 

法律参考：第15（2）条，第16条，第54（4）（b） 
1.6.5.2 用于植物保护产品的活性物质 

用于植物保护产品(杀虫剂)的活性物质及助剂视为是已注册的，因为植物保

护产品及其活性成分和助剂涵盖在指令91/414/EEC(植物保护产品指令)之下。原

则上，基于已提交的实质性信息，在其投放市场前，已经过彻底评估。为受益于

豁免，需满足下列条件： 

1）物质必须是用于植物保护产品的活性物质或助剂。 

植物保护产品中的活性物质是这样一种物质或微生物，包括病毒，它们对有害有

机体或植物、植物的部分或植物产品有一般或特殊的保护作用。植物保护产品可

能由不含其他助剂的一种活性物质组成，也可能是包含一种或多种活性物质的混

合物。 

植物保护产品中的助剂是植物保护产品中的非活性物质，它是一种混合物。 



2）该物质必须为以下某个指令或法规所涵盖： 

 指令91/414附件I——这是一个已授权用于植物保护产品的活性物质的名录；

该名录定期更新，建议生产商和进口商仔细核查 新版本。 

 法规(EEC)No3600/92——该法规列出了90种活性物质，它们已于1993年7月26

日投放市场，这些物质是第一批鉴定为需评估的待授权物质并已纳入指令

91/414/EEC附件I. 

 法规(EC)No703/200l——该法规列出了另外63种活性物质，它们已于1993年7

月 26 日 投 放 市 场 ， 这 些 物 质 的 生 产 商 希 望 能 够 确 保 其 物 质 纳 入 指 令

91/414/EEC附件I，因而确定为需评估的物质。 

 法规(EC)No 1490/2002——该法规列出了另外161种活性物质，它们已于1991

年 7月 26日投放市场，这些物质的生产商希望能够确保其物质纳入指令

91/414/EEC附件I，因而确定为需评估的物质。 

 决定2003/565/EC——该决定列出了更多已经于2003年7月26日投放市场的活

性物质和微生物，其评估周期已经延长。 

 欧盟委员会关于根据指令91/414/EEC第6(3)条提交的卷宗完整性的决定——

该决定是关于在1991年7月26日还未投放市场的，并且已经提交了要求纳入指

令91/414/EEC附件I的申请且认为会被采纳的活性物质。这些决定涉及由各个

法人实体提出的申请的可接受性并且因此不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但是会

通知相关法人实体。因此，与此决定有关的人员应知晓与其利益相关的这些

决定。 

然而，需注意的可能用于植物保护产品以外的那部分量值的同种活性物质，

这些量值的活性物质是不豁免的。只有用于植物保护产品的那部分活性物质才豁

免于注册义务。如其用于其他产品，则不能豁免。这意味着，如果仅制造生物杀

灭剂的生产商把同种物质投放于市场，但用于其他目的(非豁免注册的用途)，则

生产商需准备一个包括所有相关信息的完整注册卷宗，如符合条件，也需包括化

学安全报告(CSR)。 

注意，因为只有活性物质才能符合上述条件2)，所以只有活性物质才有资格

得到豁免，其他用于生产植物保护产品的物质不能豁免注册。 

 

示例： 

 

某生产商在×年制造了100t硫酸铜。50t用于杀虫剂中的活性物质，且此活性

物质包含于上述2）中提到的情况之一，另外50t用于其它用途。后项用途在REACH

法规范围之内并且需要注册；前项用途豁免注册。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已经承担起把98/8/EC指令框架下提交的、与注册卷宗数据

等同的信息纳入数据库的工作。这样可以确保这些数据在适宜的情况下是有价值

的。 

法律参考：第15（1）条，第16条，第56（4）（a）条 
1.6.5.3 根据指令67/548/EEC已通报的物质 

指令67/548/EEC对所谓新物质提出了通报要求，也就是那些还未出现在《欧

洲现有商用化学品名录(EINECS)》中的物质。原则上，EINECS名录包括所有在1981

年9月18日之前投放到欧盟市场上的物质 

根据指令67/548/EEC的通报包含众多技术卷宗信息，这些信息正是REACH法规

通过注册要求使注册者去收集的。这就是这种通报视为注册的理由。欧洲化学品

管 理 局 要 在 2008年 12月 1日 前 对 视 为 已 注 册 的 通 报 分 派 注 册 号 。 根 据 指 令

67/548/EC,通报人可以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均的网站获取其注册号。 

建议已根据指令67/548/EEC通报的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阅读《聚合物指

南》 

因此，建议各法人实体仔细核查其是否根据实施指令67/548/EEC的国内法律

为其物质向成员国主管机构提交了通报。如果已提交，则其文件会得到一个由该



成员国主管机构分配的官方通报号。在此情况下，该物质将会被列入《欧洲已通

报化学物质名录（ELINCS）》。 

仅在物质投放于欧盟市场或进口到欧盟的情况下才要求按照指令67/548/EC

进行通报。如物质仅在欧盟内制造，但不投放市场，就无须通报。这些物质需根

据REACH法规进行注册。另外，如制造/进口的通报物质的数量达到了第12条中规

定的下一个吨位阈限，则需为该物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更新。更多关

于注册更新的详细情况参见本指南文件的第4部分到第9部分。 

请注意，据指令67/548/EC的通报是记名的，因此只有通报者才能受益于视为

已注册；任何制造或进口该物质但未对该物质进行通报的各方必须注册，除非另

有适用于它们的豁免情况。 

法律参考：第24条 
1.7 何时注册 
目的：本章旨在告诉潜在注册者应在何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本章也

详细解释了什么是分阶段物质，什么是非分阶段物质及各个注册期限。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 

 
1.7.1 分阶段物质与非分阶段物质的比较 

1.7.1.1  分阶段物质 

REACH法规为在特定条件下于2007年6月1日法规生效前已经制造或存在于市

场上但还未根据指令67/548/EEC通报的物质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过渡制度。对于这

些物质，注册提交的期限通过REACH法规以及本指南文件第1.7.2节中的阐明可以

事先知道。 

这些物质被称为“分阶段物质”，是因为它们受辖于注册体系中的不同延续

阶段，而无须一次性立即注册完毕。 

对于分阶段物质享受过渡惠的前提条件是它们在2008年6月1日到2008年12月

1日之间完成了预注册。对于2008年12月1日以后才开始第一次生产或出口在完成

后与注册以后同样可以享受过渡期。分阶段物质的预注册的具体信息可以在2.2

节找到。 

前提条件是，分阶段物质必须在2008年6月1日到2008年12月1日之间先完成预

注册。 

分阶段物质至少要满足下列标准之一： 

 该物质列于《欧洲现有商用化学品名录（EINECS）》(第 3(20)(a)条)。原则

上，EINECS名录包含了1981年9月18日之前欧盟市场上所有的物质。所以这些



物质也叫做“现有物质”全部物质名录可通过http：//ecb.jrc.it/esis/查

询。需注意，该名录是“固定的”，将不会再有物质添加进去或排除出来。 

 该物质由当前任一欧盟成员国制造，在1992年5月31日后至少一次，但尚未被

生产商或进口商投放欧盟市场，只要生产商或进口商能为此提供证明文件。

这种证明文件可以是，例如，订购单、存货单或其他可以明确追溯到1992年5

月31日后的日期的文件。如果物质已经投放于市场了，通常该物质已经在指

令67/548/EEC下通报过了，这样就视该物质为已经注册过的物质。 

 在2007年6月1日前，被生产商或进口商投放于任一当前欧盟成员国市场并且

被称为“不再视为聚合物(NLP)”的物质。NLP物质是在1981年9月18日至1993

年10月31日间投放于欧盟市场的物质，包括被认为已经据指令67/54/EEC第6

次修订版第8(1)条进行过通报(因此无须再据该指令进行通报)，但是不符合

REACH 法 规 下 聚 合 物 定 义 的 物 质 (REACH 法 规 下 聚 合 物 的 定 义 与 指 令

67/548/EEC第7次修订版中引进的聚合物定义相同)。同样，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商和进口商需有书面证明，证明它们投放于市场相关领域的物质被视为

NLP(因为该物质同样视为已经据第6次修订版第8(1)条进行过通报)。这里所

指的书面证明可以是例如，订购单、存货单、标签、安全数据表或包括其他

可以明确追溯到1981年9月18日至1993年10月31日之间的日期的文件。非穷尽

的NLPs名录可通过hnp：//ecb.jrc.it/esis查询。注意，该网址只供信息参

考。 

请注意，分阶段物质的过渡制度同样适用于现场分离中间体和可转移的分离

中间体物质以及物品中需注册的物质。 

还需注意，分阶段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如未及时进行预注册，将不能受益

于第23条规定的过渡期政策。则此种情况下，分阶段物质就要按所有非分阶段物

质一样(参见第1.7.1.2节)在继续制造或进口该物质之前完成全部注册，该注册

从2008年6月1日开始。 

法律参考；第3（20）条 
1.7.1.2 非分阶段物质 

所有不符合第1.7.1.1节中提出的分阶段物质准则中任何一条的物质视为非

分阶段物质。非分阶段物质不能受益于分阶段物质的过渡期规定，需在制造、进

口或投放于欧盟市场之前进行注册，除非该物质已据指令67/548/EEC进行过通报

（参见第1.6.5.3节）。 

特别需强调的是，非分阶段物质的注册要求先提交一份查询卷宗，以确定该

同种物质是否已经注册过了或是否已经有其他查询提交了；如果是这样，则可以

适用数据共享机构。更多关于查询和数据共享过程的详细信息参见第2.3节。 

1.7.2  注册期限 

落入REACH法规管辖范围内且不能豁免于注册义务的物质需在制造或投放(包

括进口)于欧盟市场之前进行注册。已长期存在于欧盟市场的物质(分阶段物质)

和非分阶段物质有不同的注册期限。 

先前还未投放于欧盟市场的物质(非分阶段物质)和未进行预注册的分阶段物

质需从法规生效后12个月开始，即从2008年6月1日开始，在制造或进口该物质之

前完成注册。 

对于制造量或进口量为每年1t或1t以上，并且在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1

日(含2008年12月1日)之间完成了预注册的分阶段物质，注册规定以渐进方式适

用，以便于向REACH法规要求过渡。 

过渡期安排引进了不同的注册期限而无须中断物质的制造或进口。 

为分阶段物质规定的注册期限基于每生产商或进口扁或物品生产商制造或进

口的物质的吨位。这项规定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制造的化学品数量越大，在多数

情况下越容易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对于高度关注的物质，如致癌性、致畸性、

生殖毒性(CMR)物质和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并对水生环境产生长期影响的物质

(分类为R50/53)，给予更高的优先权。 

下表给出了REACH法规生效后“分阶段物质”的注册期限(仅适用于在2008年6



月1日至12月1日之间完成预注册的物质)： 

    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提交注册卷宗的期限 

    物质判断准则    

( 迟于)2010 年 11 月 30 日 2007 年 6 月 1 日后，每个生产商或进口商至少有

一次在欧盟内制造或进口分阶段物质的数量为每

年 l000t 或以上 

( 迟于)2010 年 11 月 30 日 根据指令 67/548/EEC 归类为致癌性、致畸性物质

或 1 类及 2 类生殖毒性物质的分阶段物质，并且

在 2007 年 6 月 1 日后，每生产商或进口商至少有

一次在欧盟内制造量或进口量为每年 1t 或以上 

( 迟于)2010 年 11 月 30 日 根据指令 67/548/EEC 归类为可能对水生环境造成

长期负面影响的高水生物毒性物质(R50/53)的分

阶段物质，并且在 2007 年 6 月 1 日后，每生产商

或进口商至少有一次在欧盟内制造量或进口量为

每年 100 t 或以上 

2013 年 5 月 31 日( 迟) 2007 年 6 月 1 日后，每生产商或进口商至少有一

次在欧盟内制造分阶段物质或进口分阶段物质的

数量为每年 100 t 或以上 

2018 年 5 月 31 日( 迟) 2007 年 6 月 1 日后，每生产商或进口商至少有一

次在欧盟内制造分阶段物质或进口分阶段物质的

数量为 1t/a 或以上 

图3中给出了注册期限。 

 
图3 注册期限 

因此，如是分阶段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则注册期限取决于上述的吨位标

准。 

法律参考：第23条 
1.8  注册卷宗 

目的：本章旨在阐明注册卷宗结构并简要阐明如何准备注册卷宗。本章也阐明

了什么是注册数据的联合提交以及如何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联合提交注

册信息。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1.8.1  注册卷宗的结构 

“注册卷宗”是注册者以电子方式为一特定物质提交的一组信息。它主要由

两部分组成： 

1.一份技术卷宗，对所有受辖于注册的物质都有要求。 

2.一份化学安全报告，注册者制造或进口物质的数量为10 t/a或以上，则要求提

交化学安全报告混合物 

技术卷宗需包含如下一组信息： 

 生产商/进口商身份； 

 物质身份特征及物质制造和使用信息； 

 物质分类和标签； 

 物质安全使用指南； 

 根据附件VII至附件XI关于物质内在性质信息的(充分)研究摘要； 

 关于制造或使用信息、分类和标签、(充分)研究摘要和/或化学安全报告（如

相关）是否经过评估者评审的阐明； 

 进一步试验的议案，如果相关的话； 

 对于1—10t之间物质的注册，技术卷宗还需包含物质暴露相关信息(主要用途

种类、用途类别、重要暴露途径)。 

确定物质身份特征所需的信息依物质制造或进口的吨位而变化。物质的吨位

越高；所要求的物质内在性质的信息就越多。REACH法规附件VI至附件XI列出了

要求的信息。REACH法规预想可以通过注册者之间的数据共享获得所要求的信息。 

第111条要求技术卷宗的格式需符合IUCLID(国际统一化学品信息数据库)。这

意味着，其他IT工具也可以用来准备卷宗，只要其能生成与IUCLID完全相同的格

式即可。本指南文件仅描述了用IUCLID准备注册卷宗。该软件的 新版本是

IUCLID 5，本指南文件引用的是这个版本，更详细的指南可以参考《IUCLID指南》。

如非用于商业目的，任何相关方可以免费从IUCLID网站http：//iuclid.eu上下

载IUCLID 5软件。 

化学安全报告(SCR)是注册者对其物质(或相关物质，如果所制定的化学安全

报告对二类性质相似的物质都有效)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报告文件。附件I

介绍了物质评估的一般原则和CSR的准备。这个化学安全报告包含一份关于物质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危险性质信息的详细摘要，如要求有暴露评估及风险评估，则

也包含暴露评估及风险评估。 

图2描述了化学品安全评估的原理。 

化学安全评估的起点是收集关于物质危险、相关于物质使用条件而发生的对

人类和环境暴露的所有现成数据，以及物质制造和使用的信息。 



危险鉴别、危险评估、分类、PBT和vPvB评估。 

基于现成数据，对物质进行鉴别和评估，包括根据指令67/548/EEC确定其分

类；为人类暴露的相关路径建立衍生无影响程度(DNELs)，并为环境目标建立预测

无影响浓度(PNECs)。另外，物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评估结果决定了

物质是否符合REACH法规附件XIII (PBT、vPvB评估)中的准则。 

 
暴露评估 
 
如果物质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或符合附件XIII中PBT或vPvB物质的准则，则需进

行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包括在CSR以阐明该物质的风险已得

到充分控制。这种暴露评估的完成使用了物质每一用途的暴露场景。即使法律上

不要求暴露评估，收集并评估物质用途和暴露信息仍可帮助注册者鉴别其是否受

辖于注册的某些特定领域(如，中间体)或是否可通过该信息而免去一些要求的信

息。因此，即使物质尚未分类，注册者仍需首先关注物质用途和暴露信息的收集

与评估。即使根据REACH法规附件IX 3中规定的原则，可以放弃一些指定的试验，

但暴露评估仍然是要求的。 

暴露评估由两个步骤组成：暴露场景(ESs)的生成和对生成的每一暴露场景中

暴露的估算(参见第8.2.3.2节)。暴露场景是一组描述物质是如何制造的或在物

质生命周期里如何使用，以及生产商或进口商如何控制或建议下游用户控制物质

暴露于人类和环境的条件。 

暴露估算基于暴露场景，提供作为暴露主要动力的一组参数。暴露场景是这

些参数的一个占位符，并包括使用条件的规定。使用条件也包括作业条件(OC)(如

物质的使用数量，用途的持续时间，工艺温度，pH值等)，和注册者已实施或推

荐下游用户实施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如通风设备，废水处理设备，人体保护装

置)。第一个“假设性”暴露场景通常会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当前OCs和RMMs)。 

暴露评估需考虑物质制造并确定其用途后全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涵盖

已知暴露或可能暴露的人群及环境区域。 

 
风险特性 
 

在风险特性描述里，每个人群的暴露和暴露其中的环境空间要与适宜的DNEL或

PNEC相比较。如果估算的暴露情况高于适宜的DNEL或PNEC，则需表明对这种情况

的关注。 

如果首次估算显示有风险，则注册者需从下列中选择： 

 通过获得更多数据，完善危险评估；或 

 通过确保暴露估算是实际的并且反映了初始暴露场景(EC)中定义的使用条件

来完善暴露评估。在这个点上可以使用模型或监控数据；或 

 通过引进更严格的RMM或改变ES中的OC，从而完善ES。 

循环更替此过程，直到表明风险能够得到充分控制。 

需注意的是，对于某些物质无法得到DNEL或PNEC。这可能是由于数据的缺乏

或缺少物质的具体特性(包括所谓的非阈值效应，如一些致癌类型以及具有

PBT/vPvB性质的物质)。在此情况下，在推演适当的ES时必须按照上述相同的基

本步骤，但是风险特性描述将更会是定性的和/或半定量的。 

关于化学安全评估过程的循环更替性质的详细指南，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

南》。 

 
终暴露场景和SDS中的信息传递 

 
这个过程的 终输出是一个ES，它详细阐明了在该ES涵盖的制造和使用过程

中风险得到充分控制的使用条件(RMMs和OCs)。如有要求，则把该信息汇总并通

过附于提供给物质供应链中用户的安全数据表上的暴露场景进行传递(参见第



8.2.3.2节)。 

更多关于何时及如何进行CSA：以及何时和如何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报告CSA

的详细指南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何时不需要CSR? 
 

对于混合物中的物质，其浓度低于14(2)条中规定浓度，不需要CSR 

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和化妆品的物质，CSA里无须对人类健康方面进行阐明，因

为这方面已有其他法规进行规范。 

制造量或进口量少于每年10 t的物质不要求化学安全报告，但要求提交基本

暴露信息。 

法律参考:第10条，第14条，附件VI到XI，附件XIII和附件I 
混合物1.8.2  信息及机密数据的获取方法  

尽管REACH法规要求注册者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物质信息，并且潜在地与

其他生产商或进口商交换信息，但也预设了一些规定(第118条和119条)来保护敏

感性商业信息。 

关于信息获取途径的一般规定如下： 

 列于第119（1）条且在注册卷宗里提交的信息将可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

上公开获得。 

 注册者可根据第10（a）(xi)确定其注册信息中的一些特定信息是商业敏感信

息。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承认这些符合第119(2)条的信息有正当理由被认为

是商业敏感信息，则该信息就会不会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上公开。 

  

 只要信息是(EC)No1049/2001法规中事先预见到的，获取这种信息或其他此类

信息需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根据个案予以批准。(EC)No 1049/2001法规定义

了基于与商业利益相关的理由拒绝访问这种信息的情况，无论以何种媒介访

问。当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无法确定该文件是否可以公开时，法规要求其与文

件所有者磋商，旨在评估该文件是否应当公开。 

根据第119(2)条只要有正当理由下列信息可以声称与商业利益相关： 

 如果对于分类和标签是必不可少的，物质的纯度及杂质和/或已知危险添加物
的身份特征； 

 已注册的特定物质的总吨位段（即：1~10t,10~100t,100~1000t或1000t以上）； 
 与物质有关的物理化学数据信息的研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要，关于路径和环

境归趋以及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的研究； 

 如第119（2）条中定义的，安全数据表中的特定信息； 

 物质的商品名； 
 以IUPAC命名法对非分阶段物质命名的名称，该物质在6年期间内在1272/2008

指令意义下是危险物质； 
 在IUPAC命名中的物质，在CLP法规第58（1）条划分为危险物质且仅用于下列

一种或多种用途： 
（1） 作为中间体； 
（2） 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 
（3） 应用于以产品和工艺为导向的研发中。 

通常认为下列信息的披露将损害所涉人员的商业利益，因此，根据第118条，

除非有必要采取必需的紧急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这些信息不得在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上公开或以其他形式披露： 
 混合物全部成分的详细资料； 
 在不违背第7（6）条和第64（2）条的情况下，物质或混合物的精确用途、功

能或应用，包括有关其作为中间体的精确用途的信息； 
 该物质或混合物制造或投放市场的准备吨数； 
 生产商或进口商与其分销商或下游用户之间的联系。 

反之，下列由注册者提交的注册卷宗中并且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保管的关于



物质本身、混合物中的物质或物品中的物质的信息，应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

上免费向公众提供： 

 在不违背第2款第（f）项和第（g）项的情况下，对CLP法规第58（1）条下的
危险物质以IUPAC命名的名称； 

  
 适当时，给出物质的EINECS名称； 
 关于物质、途径和环境归趋的物理化学数据； 
 每项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的研究结果； 
 根据附件I制定的任何衍生无效水平（DNEL）或预期无效浓度（PNEC）； 
 根据附件VI第4部分和第5部分提供的安全使用指南； 
 分析方法，若应附件IX或附件X中有要求；这种方法使探测释放到环境中的危

险物质并确定其对人类的直接暴露成为可能。 
1.8.3   

如何注册 

注册是每个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或者混合物的生产商在REACH法规下按照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一个过程。提交个体卷宗的基本步骤如

下: 

（1）准备卷宗之前—数据提交手册 

在开始注册前，仔细阅读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数据提交手册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数据提交手册第四部分和工业用户手册的第六部分，这些材料

为整个注册提供了一步一步的介绍。 

同时的信息在数据提交手册第五部分和第十八部分都可以找到。 

（2）注册卷宗的准备 

注册卷宗需要在IUCLID 5软件里编写。关于怎么使用IUCLID 5软件的信息可

以在其网站找到。 

（3）将CSR添加到注册卷宗 

如果需要CSR,注册者就必须按照欧盟化学品管理局的要求在IUCLID 5软件里

安装CSR的插件，并将CSR模板输入到卷宗。中 

（4）技术完整性审查（TCC）插件 

在提交卷宗之前，建议注册者用TCC插件审查卷宗的完整性。该插件可以在

IUCLID 网站下载。 

（5）传播插件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还建议注册者用IUCLID 5中的传播插件确定将会被公开的

信息。该插件也可以在IUCLID网站下载。 

（6）卷宗提交 

注册卷宗需要通过REACH-IT网站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具体的指导文件

可以工业用户手册的第六部分找到。 

所有的数据提交手册和工业用户手册都可以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找到。 

 

 

1.8.4 多个注册者联合提交数据 

每个生产商、进口商或唯一代表对其每一种物质都有单独提交注册的义务。

然而，在一种物质由多个公司制造或进口的情况下，法规要求他们共同提交某些

信息(更多信息参见《数据共享指南》)。这就是联合提交数据。法规要求注册者

联合提交关于物质的危险信息、物质分类和标签信息、试验议案(如果需要)，如

果他们达成一致，还可联合提交化学安全报告和安全使用指南（第11条)。此举

旨在注册者能够通过合作准备注册卷宗而节省试验费用，尤其是脊椎动物试验。

更多关于如何收集和共享现有信息的实用信息参见第8.1.3.1节。 

需强调的是，当有同种物质的其他生产商、进口商或代表人存在时，唯一代

表应参与联合提交。 

所有生产商、进口商或下游用户，只要相关，可在保持履行其在本法规下所



有责任的同时，为其所有“数据的联合提交”的进行，包括与其他生产商、进口

商、唯一代表和相关的下游用户的磋商，指定第三方代表。在此情况下，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通常不得向其他生产商、进口商或相关下游用户披露已经指定了第三

方代表的生产商、进口商或下游用户的身份。然而，直到该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

商提交了注册，第三方才能为其在数据共享商讨中所代表的公司注册。 

1.8.4.1 联合提交机制 

需联合提交的信息应由主导注册者以注册者的名义提交。其他信息需由所有

注册者各自提交。联合提交的主导注册者可以是 大的生产商(即在较高吨位范

围中的生产商)，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必须在第一时限前注册整套数据。然而，

这并非 大生产商的义务，参加联合提交的注册者也可以指定一个吨位较低的生

产商为主导注册者(例如，他们需为更多的物质准备联合提交并且决定分摊处理

联合提交的工作量)。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安排了联合提交，低吨位的主导注册

者无论如何都要在使用于任何注册者的第一时限前提供完整的卷宗(即需为高吨

位的数据进行研究)。更多关于联合注册的注册者应当如何准备其注册卷宗的指

南参见第8.2.4节。关于联合提交的更多信息可以造REACH-IT使用手册的第七部

分找到。需强调的是，“主导注册者”通常只需承担他自己吨位段的注册费用。 

从时间上讲，主导注册者将会先提交他自己的注册卷宗。其他涵盖在此联合

注册下的注册者可以在此卷宗中明确。只有当主卷宗被系统审核通过以后，个体

卷宗才可以提交。REACH-IT上的联合提交页面上，当主卷宗被审核通过后会提示

其他注册者提交各自的个体卷宗。 

如果主导注册者停止了制造，其他注册者需指定一个新的主导注册者。 

欧盟委员会 迟将于2008年6月1日前制定关于注册费的法规，注册费将考虑

到注册卷宗是联合提交还是单独提交。 

法律参考：第11条 
1.8.4.2 自愿退出的可能性 

当列于第11（3）条中的理由之一适用或对于第19（2）条中的中间体分别适

用时，生产商或进口商可分别单独提交注册卷宗中的共同部分(即自愿退出联合

提交)： 

 

a) 对他而言，联合提交此信息的费用不成比例；或 
b) 联合提交信息可能会导致其认为有商业机密信息（CBI）的暴露；或 
c) 他在信息的选择上与主导注册者意见不一致。 

在此情况下，该注册者必须连同卷宗一起提交一份关于费用不成比例的理由、

信息暴露可能导致实质性商业损害原因或意见不一致的性质的阐明。更多关于自

愿退出的可能性和机制的详细信息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2  数据共享程序 
目标：REACH法规有若干便于注册者之间共享数据的规定。这是为了减少脊椎动

物试验和产业界的成本。不论分阶段物质还是非分阶段物质，通过脊椎动

物试验得来的数据必须通过付费而共享。 

分 阶 段 物 质 的 主 要 交 流 机 制 是 随 预 注 册 后 建 立 的 物 质 信 息 交 流 论 坛

(SIEF)。于非分阶段物质，这个机制则是查询过程。分阶段物质和非分阶

段物质的区别参见第1.5.4节。 

详细指南参见《数据共享指南》。因此，在本章中： 

——阐述了数据共享的主要原则； 

——阐述了分阶段物质预注册的主要原则； 

——详细阐明了查询过程：何时以及如何准备并提交一份查询卷宗。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 

2.1 数据共享程序的基本原则 
为方便数据共享，REACH法规要求所有物质在注册前必须或者进行预注册、或

者提交查询卷宗。一般而言，预注册是和分阶段物质相关的，查询是和非分阶段



物质及未预注册的分阶段物质相关的。 

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潜在注册者，包括根据第12（1）（d）和(e)拥有所有要求

信息全套数据的注册者以及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出试验议案的注册者。 

REACH法规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试验，特别是脊椎动物试验，

与此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平衡危险物质身份特征必要信息的获得以及风险结果的

控制。重复的动物试验必须避免，脊椎动物试验只能作为 后的手段（第25条)。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并将之嵌入法规之中（第Ⅲ篇：数据共
享和避免不必要的实验）。 

关于数据共享，当信息涉及脊椎动物试验时，同种物质必须共享数据。在进

行脊椎动物试验之前，潜在注册者必须在SIEF中提出试验请求或者通过对先前注

册者的查询过程提出试验请求。如有同种物质的潜在注册者提出请求，不涉及脊

椎动物试验的信息必须共享。数据共享机制旨在确保现成试验结果研究费用的分

摊在潜在注册者之间是公平的，按比例和无歧视的。如果费用分摊无法在潜在注

册者之间解决，REACH法规中包括了平均分派费用的规定。重要的是，在缺少数

据的情况下，共享机制旨在使同种物质的潜在注册者们就由谁来承担该必要数据

的收集并保证试验只进行一次达成一致。 

2．2  分阶段物质预注册的主要原则 
如要受益于第1.7.2节中给出的较长延续期的注册期限，每年制造量、进口量

为1 t或1 t以上的分阶段物质的潜在注册者必须进行预注册。 

为在过渡期能继续保持分阶段物质的制造、进口和投放市场，预注册是个一

段式过程，必须在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1日期间完成。所有要受益于过渡

期注册期限的分阶段物质生产商或进口商需在该时间段内提交其预注册卷宗。这

使得各公司能在数年内继续制造和进口其分阶段物质直到注册截止期为止。另

外，这也使得同种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能够启动数据共享程序。 

未为其物质提交预注册卷宗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将不得不对其物质完成注册后

才可继续制造或进口。根据第2.3节中所述的非分阶段物质的规则，生产商或进

口商将不得不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查询卷宗；只有注册完成后，才可以重新

制造或进口物质。因此，在预注册时间段内，分阶段物质预注册失败意味着生产

商/进口商不能够受益于过渡期中较晚的注册截止期。 

在这个主要预注册阶段之外，对那些在预注册截止期后(2008年12月1日后)

首次制造量或进口量为每年1 t或1 t以上分阶段物质的潜在注册者还有一项便

利，使之也能受益于过渡期政策和分阶段的注册截止期。为此，潜在注册者需在

首次制造、进口或使用该物质的6个月内并且不迟于相关注册截止期前12个月，

也就是第23条中给出的相应吨位段的截止期，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预注册卷

宗。 

数据共享指南及REACH-IT行业用户手册第4部分-在线预注册中提供了预注册

的指南。 

 

 

2.3 非分阶段物质和未预注册的分阶段物质的查询 

本部分详细解释了查询过程。更多信息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法律参考：第26条和第27条 
2.3.1 那些物质需提出查询 

查询是每一个潜在注册者必须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询问同种物质是否已经提

交注册的过程。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相关各方共享数据。查询的责任适用于非分阶

段物质。查询也适用于未预注册的分阶段物质。 

2.3.2  何时查询 

查询必须在进行物质注册之前提交，即使在潜在注册者拥有满足信息要求的

全部数据的情况下，以及在潜在注册者需根据第12（1）（d）和（e）向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提出试验议案的情况下。 

因此，如潜在注册者想要迅速地进入市场，就其自身利益而言就应尽快提交



查询卷宗。 

2.3.3  查询卷宗的内容 

提交查询卷宗时，潜在注册者需提交详细联系方式、物质身份特征信息以及

相关信息要求（第26条和附件Ⅵ，第1和第2部分）。 

2.3.3.1 查询者身份 

这将包括详细的联系方式和查询者物质生产场所的所在地，目的是为了数据

共享。 

为了保密，预注册、查询和数据共享程序可以为所有与数据共享过程相关的

活动指定一个第三方代表，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接触除外。任何由第三方代表

代理的生产商、进口商或相关下游用户仍保留履行其在REACH法规下义务的全部

责任，但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常不会向REACH法规的其他行为方泄露其身份。然

而仍需生产商或进口商为其物质进行注册，因为第三方不能为其在数据共享商讨

中所代表的公司的物质进行注册。 

法律参考：第4条 
2.3.3.2 物质身份特征 

对于每一种物质，物质信息要足够充分以实现对物质的鉴别。物质身份特征

所要求的信息与物质注册技术卷宗中要求的信息相同，《物质鉴别指南》中给出

了这些信息要求。 

需注意的是，要提供全面的、精确的物质身份特征信息，充分考虑此领域中

的现行指南对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确定先前注册者和潜在注册者非常必要，并因此

可 大限度地减轻注册者生成新数据的负担。 

2.3.3.3  信息要求列表和可能需要的新研究列表 

具体物质的信息要求取决于其吨位段。潜在注册者需为其特定物质确定信息

要求列表以便利随后的数据共享阶段 

潜在注册者需确定： 

 哪些信息要求将会需要由其进行涉及脊椎动物的新研究； 

 哪些信息要求将会需要由其进行其他新的研究； 

一般注册目的所需信息指南，包括在各吨位段下要求的信息可参见本指南文

件的第Ⅱ部分以及《信息要求指南》。 

2.3.4  查询卷宗的准备和提交 

查询卷宗需通过使用REACHIT应用软件进行准备。指南会随着REACH IT的开发

而更新。 

REACH-IT用户操作手册第11部分：在线创建和提交问询卷宗，数据提交手册2：

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REACH-IT和IUCLID 5准备和提交问询卷。 

2.3.5 查询过程概要 

一旦收到查询卷宗：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将进行物质身份特征核查，以确定先前注册者或潜在注

册者。 

 在进行物质身份特征核查后，如果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做出结论同种物质先前

尚未注册过或尚无所要求的信息(例如，先前注册者提到的是较低的吨位段)，

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就此通知潜在注册者，可以进行其注册程序。 

 如果同种物质在 近12年内已经在先注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通知潜在注

册者先前注册者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已提交的可用的研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

要。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同时也应把潜在注册者的名称、地址，以及注册要求

告诉先前注册者并将启动数据共享程序。关于数据共享包括费用分摊的更详

细信息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在根据REACH法规注册框架下至少12年前提交的任何研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

要可以为其他生产商或进口商免费用于注册之目的。在由于达到更高吨位段

并且为此更高吨位段提交了附加研究信息而更新注册的情况下，将会为提交

的新信息而开始一个为期12年的时期（第25（3）条)。另外，对于已经据指

令67/548/EEC在通报卷宗中提交的数据，将可自通报之日起12年后免费用于



注册目的。对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问询时，可要求提供12年前提交的数据。 

如果若干潜在注册者对同种物质提出了查询，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毫不延迟

地通知所有潜在注册者关于其他注册者的名称和地址。如果一个以上的注册者随

后决定继续其注册，则他们需提交这一信息作为联合提交的一部分，如第1.8.4

节中所阐明的那样。 

 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得出结论，该物质实际是错过了预注册截止期的分阶段

物质，查询者需核实是否满足《数据共享指南》中给出的晚期预注册条件。

如满足条件，他们可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相关信息，加入由物质信息交

换论坛(SIEF)推动的数据共享机制，并且可以根据相关第23条中较长延续期

的注册期限进行注册。然而，如果不满足晚期预注册的条件，则需在制造、

进口或投放于欧盟市场之前完成物质注册。 

3  注册者的其他义务 
3.1  注册者的信息交流义务 

为了准备注册卷宗，注册者与其下游用户的信息交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

注册者需要关于下游用户物质用途和他们已经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的信息。假设

的暴露场景可以用于和下游用户交流以完善暴露场景。 

3.1.1  向客户提供安全数据表(SDS) 

自2007年6月1日起，当向其他相关方供应物质时，供应商必须向所有下游用

户和他供货的分销商提供安全数据表，只要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物质归入下列

类别之一： 

 物质符合指令CLP法规中危险物质分类标准或据指令1999/45/EC分类为危险

物质的混合物中的物质； 

 根据REACH法规附件ⅩⅢ为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物质或高持久性

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物质； 

 列于根据第59（1）条建立的需授权的候选物质名录中的物质。 

另外，客户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其物质供应商索要任何不符合分类为危险品但

含有下列物质的混合物的安全数据表（第31（3）条）： 

 在非气体混合物中含量(质量分数)≥1％(或气体混合物中体积分数≥0．2％)

的表现出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物质 

 根据REACH法规附件ⅹⅢ对于非气体混合物中含量(质量分数)≥0.1％的持久

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或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或列

于根据第59（1）条建立的需授权的候选物质名录中的物质；或 

 受在欧盟内作业场所限制的物质。 

因此，强烈建议此类物质的每一供应商为那些混合物准备安全数据表。 

如果供应的是物质本身，则要准备物质本身的安全数据表。如果供应的是混

合物中的物质，则要准备混合物的安全数据表。 

物质符合指令CLP法规中危险物质分类标准或根据指令1999/45/EC分类为危

险物质的混合物中的物质，只要有充分信息能保证物质安全使用，则无义务为已

经向一般公众供应或出售的危险物质或混合物提供安全数据表，除非下游用户或

分销商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 

REACH法规附件Ⅱ给出了安全数据表的编写指南。根据指令67/548/EEC、法规

(EC)1272/2010指令1999/45/EC的分类以及相关的职业暴露限量和/或生物学限

量，DNELs和PNECs也都要在SDS中交流。 

特别地，对于作为CSA一部分为确定用途开发的 终暴露场景必须作为SDS的

附件与注册者的客户进行沟通，因为这会为确保充分控制风险的风险管理措施的

制定提供指导。 

如REACH法规的其他条款对某个首次供应的物质或混合物有新的信息要求，则

在SDS中需对这些物质要求的新信息做出相应的更新。 

 

提示一下，CLP法规于2009年1月20日实施，下述过渡期适用于安全数据表包

含的物质的分类： 



2010年 12月 1日 至 2015年 6月 1日 ， 安 全 数 据 表 中 的 物 质 分 类 适 用 指 令

67/548/EEC和CLP法规。 

2015年6月1日之后，过渡期结束，安全数据表应只含有根据CLP法规的分类。 

下述过渡期适用于安全数据表中混合物分类： 

自2009年1月20日CLP法规开始实施起至2015年6月1日，安全数据表中除含有

按照指令1999/45/ECP混合物的分类，还可自愿添加按照CLP法规的混合物分类。

但是，如果混合物按照CLP法规进行了分类和制作标签，安全数据表中则必须同

时包含分别按照指令1999/45/EC和指令67/548/EEC的混合物分类。2015年6月1日

之后，过渡期结束后，混合物及其构成只能按照CLP法规分类。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正在编纂安全数据表指南。如需知晓其更多内容，请参考

ECHA指南http://guidance.echa.europa.eu/guidance4_en.htm. 
3.1.2  向客户提供其他信息 

当供应一种不要求安全数据表的物质或混合物(参见上述部分)时，供应商仍

需向其所有下游用户和他所供应的分销商提供一些信息（第32条）: 

 

 如果物质受辖于授权，则要提供给予授权的详细信息或拒绝授权的适当信息； 

 关于限制的详细信息； 

 对物质进行适当风险管理所必需的所有现成的和相关的信息。 

 注册号，如果有的话； 

  

 

2007年6月1日以后，上述信息须 晚在物质或者混合物首次交付时沟通。混

合物 

3.2 分类和标签通报 

如果物质受辖于注册，但还未注册，或物质受辖于CLP法规，符合危险物质分

类标准并且其物质本身或以超过规定的浓度限量的形式存在于混合物中而投放

于市场，注册者必须要把与该物质相关的分类和标签信息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

报。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起之后已经投放市场上的物质需在投放市场后一个月

以内进行通报。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已注册物质，分类和标签信息包含在注册卷宗里，

则无须单独通报分类和标签。提示一下，分类和标签适用CLP法规是从2010年12

月 1日起。这意味着在 2010年 12月 1日前提交的注册中可能只包含按照指令

67/548/EEC的分类和标签信息。这种情况下，注册者需要及时更新按照CLP法规

的分类和标签信息。更多关于更新注册卷宗的信息，可参见本指南第二部分第4

节。 

分类和标签通报可通过下列任何一种工具准备： 

IUCLID5：可以在IUCLID创建分类和通报卷宗，与注册卷宗类似。如申请IUPAC

名称保密，只能使用此方式。 

BULK:本方式使得通报者在同一个文件里同时为几种确定EC号和CAS号的物质

提交通报。 

Online:可在REACH-IT手动录入信息。如仅有少数物质进行通报可考虑此种方

式，且通报者目前未使用IUCLID5。 

提交分类和标签通报必须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上的REACH-IT端口进

行电子化通报。 

混合物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已经存在于市场上的物质需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

完成通报，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还未存在于市场上的物质，需在将其投放

于市场前完成通报（第116条）。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把所有分类和标签信息整理成一个分类和标签名录。名

录的大部分将会公开(尤其是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其余部分仅对提交同种物质信



息的注册者和通报者公开。此名录也会给出相关注册号(如果可以得到)以及不同

注册者或通报者提交的同种物质的分类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无论采用什么方法，

注册者和通报者都要对同种物质的分类达成一致，并要适当修改其注册/通报文

件(《C&L通报指南》将会另行制定)。 

4. 何时以及如何更新注册卷宗 
目的：本章旨在阐明何时以及如何更新注册卷宗。本章阐明了注册者需主动地更

新其注册的理由以及权威机构何时能够向注册者要求其更新注册卷宗。本

章还阐明了注册者对已注册物质有哪些注册更新义务。 

结构：本章结构如下图所示： 

 

 
已经在注册卷宗中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信息必须保持随时更新。只要

有需要，注册者有责任更新其注册。如需更新的信息是联合提交信息的一部分，

则建议由主导注册者更新其卷宗。 

有三种基本情况，需注册者更新其注册并再次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1）注册者主动更新

法规要求注册者通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关于已注册物质或其注册卷宗的新的

相关可用信息（第22（1）条)。任何新信息必须以注册卷宗更新版的形式毫不延

迟地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详细信息参见第9.1.3节。 

（2）据不完整首次提交进行更新 

如果在完整性审核时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认定该注册不完整，则注册者须提交一个

更新卷宗，这个更新是要满足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按照第20（2）条规定的时限提

交进一步的信息要求。 

（3）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更新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经评估程序做出决定后，注册者必须对其注

册进行更新。这些更新需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欧盟委员会决定规定的时限内完

成。注册者还应考虑到根据第60条（给予授权）和第73条（欧盟委员会关于限制
的决定）做出的任何决定，做出的任何决定，为其注册进行更新。详细信息参见

第9.1.4节。 

另外，根据第20（6）条，无论何时新注册者就特定物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提交了更多信息，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有责任通报给现有的注册者这些信息可在数

据库中得到。于是，注册者需考虑这些信息，并且考虑是否要对其注册卷宗做相

关更新。 

对于视为已注册的物质，因为已根据指令67/548/EEC提交了通报，如出现上

述提到的（1）或（2）情况，则需更新其注册卷宗，其中包含更新根据指令

67/548/EEC做的决定和按照第51条或者第52条（REACH法规第135条）做的决定。 

对于植物保护产品和生物杀灭剂产品中的物质（15条），其注册卷宗无更新要求

（第16（2）条）。更多关于已完成注册的物质更新信息参看REACH法规第9.1.5

条。 

根据第Ⅸ篇费用与收费，更新将伴随相关部分的必需费用。 

更多关于如何更新注册信息，请参看本文件的第2部分的第9节。 



法律参考：第20号，第22条 

5  申诉程序 
如果注册者或潜在注册者对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向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申诉委员会将对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决定有异议的申诉进行审核和决断。 

在5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决定有异议的、涉及注册程序的

申诉发生： 

(1) 在完整性核查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要求完成注册并对所要求信息的提

交设定截止期的决定，或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拒绝一项注册的决定，如果注

册者未能在设定的期限内完成注册(关于拒绝注册卷宗参见第7.3节和第20
（5）条) 

(2) 在查询过程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关于允许潜在注册者参考先前注册者

在其注册卷宗中提交的信息的决定（第27（6）条）。  
(3) 在分阶段物质的数据共享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指定某一注册者或下游

用户代表其他注册者进行某一试验的决定，该试验在现有的SIEF中尚不可用

(第30（2）条) 
(4) 在分阶段物质的数据共享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允许所有相关注册者引

用由其他注册者提交的信息的决定，这些其他注册者在数据共享程序中拒绝

提供研究费用凭证，也拒绝提供研究结果本身(第30（3）条). 
(5) 在更新程序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在评估程序后要求提交

补充信息的决定，参阅前面第3部分。  
所有申诉都必须陈述申诉背景。 

中强调，在决定(关于拒绝注册、允许共享其他注册者提交的信息、指定某一

注册者进行试验、要求提交补充信息)通报给其有关人后的3个月内，注册者本人

可以书面形式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申诉。 

申诉也可以由注册者之外的人员以书面形式提出，只要该决定直接地、个别

地涉及那个人。申诉必须 晚在其知晓该决定后3个月内提出。关于申诉费用，

请参见《关于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支付费用及其收费的欧盟委员会法规》，预

计该法规 迟于2008年6月1日出台。 

申诉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进行审查。如果在与申诉委员会主席磋商后，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的执行官认为申诉可以接受并且是很有根据的，他会在申诉正式提

出后的30天内对决定做出修正。否则，申诉委员会主席会在申诉正式提出的30天

内审核该申诉是否可以接受。在此情况下，他会把申诉移交给申诉欧盟委员会进

行背景情况审查。申诉委员会将会行使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权限范围内的所有权力

或把该事件移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主管机构进行进一步处理。 

如果结果仍不能使相关方满意，则申诉委员会可向原诉法庭或法院提出起诉，

就申诉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或在申诉委员会无权的情况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做出

的决定进行辩论。 

法律参考：第90条，第91条，第92条，和第94条。 

6 费用 
REACH法规第Ⅸ篇阐明另行制定关于费用法规的框架以及制定该法规时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该《关于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支付费用及其收费的欧盟委员会

法规》尚待批准， 晚在2008年6月1日。 

6.1  适用的费用和费用计算 

注册者有义务为其注册付费，作为法规加之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和各主管机

构的费用的补偿(参见第19（13）条)。为使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能够开具发票，注

册者需在首次注册前或在首次注册过程中，在网上提交其账户信息。 

用于适用费用计算的系统应如下所述： 

当注册者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人口上传注册卷宗到REACHIT系统，该系

统会自动对提交的卷宗计算适用的费用。 



计算费用时，会考虑到以下几点： 

 针对不同吨位范围的费用标准； 

 适用时对中小企业的减免；为此目的，要求注册者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

进行网上申报； 

 适用时对联合提交的减免； 

 在第119（2）条（关于要求限制公众电子存取该条所列信息的规定)中标记出

的项目。 

在提交注册卷宗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尽快，通常是在注册卷宗提交后的

下一个工作日，对提交的注册卷宗开具发票。一当收到发票，注册者需按照发票

上开据的金额付费。 

6.2  注册卷宗更新的费用 
注册信息的更新将伴随REACH法规第22（5）条中阐明的费用中的相关部分。

如同首次注册一样，注册者需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入口提交更新卷宗，

REACH—IT系统会自动对更新计算适用的费用，并向注册者发送发票。 

7  欧洲化学晶管理局的职责 

目的：出于透明度原则，本章旨在阐明在提交注册卷宗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有哪

些职责。本章阐明了要求什么样的初核，如何分派提交号和提交日期、什

么是完整性核查、什么是注册号以及如何和何时注册会通报给相关各成员

国的主管机构。不同提交步骤的更多信息，注册者可参看REACH-IT用户操

作手册第6部分，卷宗提交。 

结构：本章的结构如下： 

 
7.0 初核 

所有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卷宗须进过一些 初的技术和管理核查，以确

保这些卷宗可以被正确处理，并且法定的程序可以正常开展。下面将不同的初核

按照顺序一一介绍。 

 

7.0.1 病毒扫描 

提交的卷宗需进行已知的病毒扫描。只有没有病毒的卷宗文件才可以进入下

一步。 

 

7.0.2 文件格式有效性 

文件格式有效性审查是检查提交的卷宗文件的格式是否是适当的格式（.i5z

文件格式），并且是否和IUCLID5使用的XML模式匹配。 

 

7.0.3 内部结构有效性 

审查确保提交的卷宗不包含REACH-IT不支持或者认识格式的附件。 



 

7.0.4 商业规则有效性 

商业规则是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可以处理提交的卷宗的一套前提条件。他么适

用REACH-IT软件进行审查。关于商业规则有效性步骤的具体内容可参看REACH-IT

数据提交手册第4部分，如何通过商业规则审查。 

 

只有通过了所有有关商业规则审查，卷宗才可以被接受。其后，提交

卷宗可以进入下一步（技术完整性审查和开具发票）。如果在商业规则审查阶段，

卷宗提交失败，该卷宗则无法继续被处理。只有重新提交，才可以开始任何法定

的处理程序。 

 

7.1 分派提交号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REACH IT系统会向所有提交注册的注册者自动分派一个

相应提交物质的提交号和提交日期。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IT系统会毫不延迟地将

提交号和提交日期传递给注册者。提交号将用于相关卷宗类型(如预注册、注册

或PPORD通报)的所有通信联系。在注册(包括现场可分离中间体和运输中可分离

中间体的注册)和PPORD通报的情况下，提交号要一直使用到注册/通报完成为止

（第20（1）条)。而后，提交号将会为注册/通报号取代。 

7.2  完整性核查和开具发票程序 

完整性核查程序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子程序组成： 
 技术完整性核查； 

 财务完整性核查。 

根据REACH法规需对下列类型卷宗进行技术完整性核查：注册卷宗(包括中间

体)、注册更新和PPORD通报。财务完整性核查是针对所有那些有收费要求类型的

卷宗。 

7.2.1 技术完整性核查 

本过程旨在核查卷宗的技术完整性。本核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是否按照吨

位范围提交了法规要求的所有要素，特别是第10，12条和相关附件中所要求的要

素。 

当卷宗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后，它会用专门创建的运算规则对卷宗的技

术完整性进行筛查，这套运算规则根据法规要求特别为每一类型卷宗设计。该系

统核查是否所有要求填写的地方都已经填写以及是否所有试验议案、偏离声明、

波动声明都包括在内。如未符合上述要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还会对完整性核查

的输出结果进行验证，以保证其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强烈建议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卷宗前，使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开

发的IUCLID 技术完整性核查（TCC）插件，以检查卷宗的完整性。TCC插件还包

括注册卷宗、PPORD、问询以及分类标签通报的商业规则核查。 

7.2.2  财务完整性核查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监控其发票中规定费用的支付。如果注册者未能在发票

指明的截止期支付全部费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再设定第一个合理的截止期。

如果注册者在第二个截止期前仍未交纳费用，则注册卷宗将会被拒绝。可能存在

这样的情况，例如受公司内部处理程序或有限的服务周期的限制，而使及时付款

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该公司在提交卷宗前先做好付款准备，以便在提

交卷宗后能使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在完成完整性核查前及时收到付款证明。 

7.2.3  完整性核查程序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在提交日期后3周内或在第23条中规定的相关截止期的3

个月内对注册申请进行完整性核查，对于提交分阶段物质的注册应在该截止期前

两个月期间内立即进行完整性核查（第20（2）条）。 

如果注册卷宗不完整和/或费用还未支付，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在给定截止期

结束前通知注册者哪些要求的信息还未提交，以便完成注册（第20（2）条）。 

未通过完整性核查的决定将会以报告形式把欠缺的信息通报给注册者，同时



设定一个合理的截止期，以便注册者提供必需的信息。此类决定可通过申诉委员

会进行申诉。 

注册者必须相应地完善其注册，并且在设定的截止期前再次提交给欧洲化学

品管理局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向注册者确认补充信息的提交日期，并在进行进一

步完整性核查时考虑这些补充信息。 

如果在提交日期后3周内，注册者没有收到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否定批示，则

注册者可以开始或继续制造或进口物质、产品或物品（第21（1）条）。 

7.3  注册卷宗的拒绝 

如果在设定的截止期前，注册者第二次未能完成其注册，则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将拒绝其注册。此类决定可以通过申诉过程进行申诉。注册费用将不会退回，

并且该公司不会得到在欧盟境内制造或进口该物质的许可（第20（1）条）。 

7．4  分派注册号 

注册完成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REACH IT系统会自动分派一个注册号以及

一个±提交日期相伺的注册日期给注册者的相关物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及时

将注册号和注册日期传递给相关注册者。从那时起，注册者应在随后相关的注册

程序中使用该注册号（第20（3）条)。另外，在收到注册号后，对于任何供货都

要将注册号写入安全数据表中。 

对于给定的物质，适用于确定的卷宗类型。例如， 初通报为PPORD的物质可

能会在豁免截止期将尽时被要求提交注册卷宗，如果PPORD导致了该物质的商业

应用。同样，已提交了分类和标签通报的物质，后来可能也需提交注册卷宗。在

那些情况下，这些物质要带有每一种类的身份鉴别号，在上述第一个示例中还包

括PPORD号和注册号，在第一个示例中包括分类和标签号和注册号。所有这些号

称为“查询号”，其结构为：<类型>—<基数号>—<核查>—<索引号>，其中： 

——01注册 

——02分类和标签通报 

——03物品中的物质 

——04 PPORD 

一一05预注册 

——06查询 

<基数号>是一个7位数号 

<核查>是一个2位数号 

<索引号>是一个4位数号，它给出联合提交中成员的索引。 

7.5 通知相关各成员国主管机构 

根据第20（4）条，在提交日期后的30天内，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需告知确定进

行物质帝造或是物质进口商所在的各成员国的主管机构，其已提交注册，注册卷

宗、提交号、提交日期或注册号、注册日期以及完整性核查结果均可在欧洲化学

品管理局数据库里查到。 

如果生产商在不止一个各成员国内有生产场地，所有相关各成员国都会通知

到。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也需通报对进一步信息的任何要求，该信息包括截止期的

设定以及注册者所提交的补充信息何时可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数据库内查到。

7.6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注册更新程序 

无论何时，当一新注册者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为一特定的已注册物质提交补

充信息时，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应通知现有的注册者，该信息已可在数据库中查到

（第20（6）条)。其结果，可能会要求现有注册者进行注册更新(参见本指南第4

章和第9章)。 

7.6.1  注册更新的完整性核查 

更新卷宗完整性核查包括与先前提交版本的卷宗进行对比。   

7.6.2  把注册更新通知给相关各成员国主管机构 

注册更新卷宗完成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要把此更新尽快通知给相关各成员

国的主管机构（第22（1），22（2）条）。 



 

 

第2部分：如何准备注册卷宗的详细指南 
 

8 注册卷宗的准备 

本部分指南阐明了如何准备注册卷宗，但不考虑所准备的卷宗是否作为联合

提交部分。第1.8.4节阐明了联合提交过程。另外，还可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8.1  注册需求信息的完成 

8.1.1  引言 

本节就注册者根据第10条在注册卷宗中提交信息的适用义务给出了指南。大

多息要提交，特别是技术卷宗中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即使很多注册者也已

收集了物质用途和暴露场景的信息。因此，本指南文件主要阐明注册者义务中关

于物质信息单提交过程，特别是涉及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更多关于详细信息的

指南参见《信息要南》。 

在进口混合物的情况下，确实很难从非欧盟供应商那里获得关于混合物成分

的信息。然而，同样根据现有的欧盟法规(例如关于配制品分类和标签的法规)，

进口商需知道进口的混合物中的那些物质正在以便确保它们符合法律。各公司有

责任加强其供应链中的交流，以确保符合REACH法规。如果公开混合物中的物质

成分可能会导致如第1.5.2予的泄露商业机密的结果，非欧盟出口商可以指定一

个唯一代表。 

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收集所有可得到的现有的物质内在特性信息，无论物质

制进口的吨位是多少，也无论物质的制造或使用。这些信息需根据每生产商或每

进口商制造或进口物质的数量，逐条与标准信息要求进行比较。如附件Ⅵ中所示，

此过程分四个步骤进行，下文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附件Ⅶ至附件Ⅹ为每年1 t或1 t以上到每年1 000t或1 000t以上4个不同的吨

位段(参见第12条)列出标准信息要求。附件Ⅶ给出了对于 低吨位水平的标准信

息，当边个新的吨位水平时，相应附件中的要求就会增加。因此，这些附件应视

为一个整体并与详列于表1中的注册、评估、注意的责任等所有要求相关联。然

而，只要适当证明是合理的（附件Ⅲ以及附件Ⅵ至附件Ⅺ），也可以调整这些标

准信息要求(放弃或增加)。相应地，对于种物质，根据其内在特性的可用信息以

及吨位、用途和暴露，其精确信息要求可能是不同的。 

需强调的是，只要可能，注册者有义务与其他注册者共享或共同生成同种物

质的数据而不是自行去做，如果数据生成涉及动物试验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表1  各附件基于吨位段的要求 
    吨位段   附件Ⅵ   附件Ⅶ   附件Ⅷ   附件Ⅸ   附件 X   附件Ⅺ 

    l 一 10 t/a     X     X 

(+附件Ⅲ) 

       X 

    10—100 t/a     X     X     X       X 

  100—1 000 t/a     X     X     X     X      X 

    ≥1 000 t/a     X     X     X     X     X     - 

   X 

只要符合附件Ⅺ中规定的条件，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可通过使用体内试

验之外的其他来源生成。注册者可使用各种各样可以替代动物试验的方法，例如

(Q)SARs((定量)结构活性关系)、体外试验、物质分组/归类法和外推法。 

所有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也可以用于证据权重法。 

当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需通过试验来生成时，注册者们必须按照相关委员会

法规(仍待批准)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或按照欧盟委员会或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认可



的其他国际试验方法进行。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的试验与分析必须遵守良好实验

室规范(GLP)或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承认等效的其他国际标准，或

遵守指令86/609/EEC中的规定。 

REACH法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如第1.3节中所阐明的，与化学安全评估(CSA)、

风险管理措施和关于物质特性信息的收集和/或生成过程之间紧密的趋同和迭代

关系。这些信息中的每一项都必须在注册者之间相互告知和反馈。因此，注册者

应根据第12条和附件Ⅰ中第0.5部分的要求，提供对进行分类和标签(C＆L)和化

学安全评估(CSA)有用的、适当的物质内在特性信息。CSA的结果可能会指出在下

一次迭代中所需生成的进一步信息。更多关于化学安全评估的指南可以参阅《化

学安全报告指南》。 

8.1.2  来源于其他评估的信息的使用 

如附件Ⅰ的第0.5部分中所述，“据其他国际项目或国家项目所进行的评估得
到的可用信息应该包括……对这些评估的偏离应证明其是正当的。”因此，注册

者应考虑并且使用这些已经现成的评估来准备其注册卷宗。这特别应包括据其他

欧盟项目进行的评估，诸如现有物质风险评估项目、据生物产品指令进行的活性

物质评估或据植物保护产品指令进行的活性物质评估，当这些物质为REACH法规

所涵盖时。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是OECDHPV(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产量)化学品项目，该

项目与REACH法规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为避免重复工作并节约资源，显然需

要该项目与REACH法规之间的协调。 

在“OECDHPV化学品研究手册”    

(http：//www.oecd.org/document/7/0,2340,en_2649_34379_1947463_l_1_1_1,00.html)第

1章的附件Ⅰ中，已经制定了加强REACH法规与OECD HPV化学品项目之间协同作用

的文件。从该文件中可明确看出，OECDHPV化学品项目的结果可有助于具体REACH

法规过程的实施，特别是可用于形成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s)以及用于注册。

在REACH法规框架下准备注册卷宗时，对生产商/进口商的许多要求和OECDHPV化

学品项目中的要求类似或者相同，例如：  
 所有与物质相关的信息需在IUCLID 5中报告：IUCLID 5模板已与OECD协调，

在OECD充分研究摘要格式中也报告了这种重要的研究数据； 

 当放弃使用化学品分类法或(Q)SARs时适用一致的指南； 

 用OECD试验导则生成的新信息，如果有的话； 

 编写CSR时，针对危险评估部分的格式和内容要求完全与OECDSIDS初试评估报

告(SIAR)一致。 

OECD文件中列出了REACH法规与OECD HPV项目技术上的相似之处。 

结果是，OECDSIDS卷宗和SIDS初试评估报告(SIAR)可用来准备REACH法规的注

册卷宗，尽管用于REACH法规之目的，卷宗中还必须包含另外的信息。这意味着，

部分SIDS卷宗和SIAR是可直接从REACH法规注册卷宗摘录而来。 

两个项目技术上的相似性，使得使用或适当修订SIAR来撰写REACH法规中用于

注册的CSA(CSR)中的危险评估部分成为可能。 

ECD文件还就如何分别在准备REACH法规注册卷宗/SIDS文件中使用SIDS文件

和REACH法规注册卷宗提出了一种方法，而且基于EACH法规的注册截止期区分了

三种不同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或缺少SIDS卷宗。 

总之，为避免注册者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各成员国的重复工作，在准备或评

估注册卷宗时，需考虑REACH法规和OECD HPV化学品项目之间的相似性，只要OECD 

SIDS/SIAR是现成的。 

8.1.3  完成注册需求信息的过程 

附件Ⅵ描述了对于给定物质，注册者完成信息要求过程的通用方案和注册者

需照办的4个步骤: 

第1步：收集和共享现有信息 
第2步：考虑信息需求 
第3步：确定缺失信息 



第4步；生成新信息或提议试验策略 
关于REACH法规下信息要求的综合性指南文件已经制定。该文件包括所有4个

步骤的通用指南。通用决策框架(GDMF)已经制定，详细阐明了上述4个步骤。另

外，框架包括了试验终点的具体指南，其中包括具体试验终点的“综合试验策略”

(ITS)(例如水生物毒性、生物诱变性)。我们建议，在编写注册卷宗前，特别是

进行任何试验前，或在提交附件Ⅸ和附件Ⅹ中的试验议案前先查阅该指南。 

为帮助注册者通过考虑所有类型的信息及其潜在来源以完成所要求的信息，

已经制定了《信息要求指南》。该指南就鉴别信息来源、如何确保所用信息的可

靠性以及就目的而言信息的充分性与适合性给出了建议。该指南还阐明了何时以

及如何使用体外试验信息和非试验信息、物质类型的分组方法和各物质间信息

“外推法”的使用。 

关于信息要求的指南为在标准试验体制下适用调整(即部分废除/放弃)而寻

找合理的证据提供帮助，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也鉴别附加试验的需求(附加试验

需求可能来自于信息。缺乏情况下，现成数据表明了较低信息水平的危险结果，

从而会引发额外试验)。该指南解释了相关附件对于每个试验终点的要求，并且

诠释了用于这些附件暴露因素的不同描述符。 

本指南文件只集中解决根据附件Ⅵ中的4步程序需完成的义务和主要过程。更

多详细信息请查询《信息需求指南》。 

在联合提交的情况下，要求各注册者在进入这些不同的步骤之前，先在SIEF

中进行沟通(参见关于联合提交的第1.8.4节)。 

8.1.3.1  步骤1：收集并共享现有数据 

注册者需收集物质所有可以利用的现有信息，包括来自内部档案和其他来源

的对确定物质性质有帮助的信息。第11或19条要求，当若干法人实体要为同种物

质注册时，注册者需联合提交信息，以实现试验数据共享。在联合提交时，应尽

可能地共享物质内在性质信息，并由主导注册者以其他注册者的名义进行提交。

关于这以问题的更多指南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需收集的信息涉及： 

 试验数据：即所有体内试验或体外试验数据； 

 非试验数据：来源于计算工具，即由(Q)SAR模型获得的数据，或来源于物质

分组或外推法等获得的数据。在关于信息要求的指南中(第6章)有如何使用这

些非试验数据的更多信息。 

 关于制造、使用和风险管理措施的信息以及它们所导致的暴露结果。 

注册者收集的数据信息必须是彻底的、可靠的并且有充分文件证明的。 

当收集信息时，由(Q)SAR法生成的信息或通过应用从一个化学品到另一个化

学品的外推法而生成的信息，应像任何其他信息一样对待。当提供这类信息时，

如何撰写和提交注册卷宗的过程与其他情况毫无二致。然而，当注册者要为作为

某类化学品一部分的物质提交注册卷宗时，需查询《信息要求指南》(第6章)中

制定的具体指南，该指南文件提议了制定化学品分类的渐进法(参见下文表格)。 

 

应用物质分组/分类法时所要求的信息 

注册者必须为其需要注册的每一种物质提交注册卷宗，不论其是否是某类化

学品的一部分。然而，关于一类中所有物质的所有可用的和相关的必要信息，包

括那些不打算注册物质的信息，都需收集于注册卷宗中，因为这些信息是判定注

册物质特性数据的相关性和充分性的依据。 

IUCLID5给出了一个专门的特征，以方便注册者确定物质类型的工作（参见

《IUCLID 指南》中的D.6节）。 

确定一个化学类型可能会涉及下列给出的情形中的一个或若干注册者： 

 注册者为其物质本身确定化学类型 

 注册者为其物质本身确定化学类型，但是也结合了其他注册者关于类似物质

的信息。 

 注册者连同其他物质的注册者为所有注册者可用的众多物质确定了一个共同



类型。 

作为某类物质一部分的每一个物质的数据应与其他注册者共享。可以形成一

个物质类别的不同物质的注册者可以决定共同为类型中的所有物质建立一个数

据集，这个数据集可以用于所有单个物质的注册。如注册者之间有分歧，则可能

有一个或多个注册者选择退出联合注册而建立其自己的物质类型。更多详细信息

参见《数据共享指南》。 

 

对于每一条可用信息，注册者必须评估其充分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

注册者必须对每一个试验终点进行评估，收集到的可用信息是否： 

 是相关的并且有足够的质量； 

 满足附件Ⅶ至附件Ⅹ所描述的由吨位引发的具体要求； 

 对于危险性分类；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物质的鉴别或高持久性

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物质的鉴别及其风险评估是恰当的。 

这个评估结果应使得注册者能够决定哪种研究可以用于危险评估，是否应当

为试验终点进行一个作为重点研究或支持信息的专门研究，并且该研究可用作证

据权重法的一部分（更多关于证据权重法的指南参见《信息要求指南》） 

 

重点研究的决定： 

重点研究是已经确定为从质量观点、数据完整性和代表性 1） 适合描述试验

终点的研究。对于给定试验终点，如果有若干可用结果，则可能会有若干重点研

究。 

 

对于其试验终点有一个以上可用研究的物质，这些引起了 高关注，对质量、

充分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和证据权重法的考虑通常应作为物质评估的重要研究。

如果已有其它研究被用作重要研究，则应在技术卷宗里面证明其对于已使用的研

究以及所有表现出更高关注的研究是有充分理由的。 

 

 

而后，所有相关的可用信息应以研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要的形式按IUCI：-ID

的格式做成文件。更多关于何时提交充分研究摘要或研究摘要参见第8．2．2．6

节。 

8.1.3.2  步骤2：考虑信息需求 

注册者必须精确地确定所要求的物质信息。REACH法规要求提交的信息有： 

 物质身份特征； 

 物理化学性质； 

 哺乳动物毒性； 

 生物毒性； 

 环境归趋，包括生命和非生命降解； 

 制造、使用以及风险管理措施信息。 

无论属于哪个吨位范围，注册者必须提供其可用的所有相关的物理化学、毒

理学和生盔毒理学信息，即使未要求该信息(例如他自己持有这些信息或他可以

从其他信息来源获得抅信息)。对于处于一定吨位范围的制造或进口的物质，根

据附件Ⅶ至附件Ⅹ栏目1，注册者必须提交所要求的物质内在特性的标准信息，

并且，如达到了更高的新吨位范围，则需补充提交相应附件中所要求的信息。另

外，注册者还必须提交第10条和附件Ⅵ中给出的制造和使用信息。 

根据每附件Ⅶ至附件Ⅹ，栏目2中列出的详细的标准，例如暴露或危险特性，

个别试验终点要求的标准信息可能需(适当地)修正，即详细阐明部分废除某些要

求信息的可能性，或生特定的情况下确定需补充的信息。如果部分废除了信息，

即不提供相关附件中某一附件栏目2要求的信息，注册者必须提供充分证明，并

                                                        
1）  



把其写入注册卷宗。 

除了这些详细规定，注册者还需根据附件Ⅺ中的一般原则改编要求的标准信

息，这些要R改编信息的情况如下： 

 科学地讲，试验并非必需的。这种情况是，适当的信息可以通过现有数据、

非试验方法((Q)SARs、外推或分组原则)和生物体外方法获得； 

 从技术上讲，试验是不可能的； 

 作为CSA一部分的暴露场景上试验可以忽略(注意，这条仅适用于附件Ⅸ~附件
Ⅹ和附件Ⅷ第8.6节和第8.7节中要求的信息)。 

具体修改的暴露详细信息可参看附件I第R.5章，即关于要求信息和化学安全评估

指南。 

在所有情况下，必须提供支持要求信息改编的充分和可信的档案文件。更多

关于这些见则和条件的详细指南参见发信息要求指南》和《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另外，根据2008年2月1日版的附件Ⅺ第3部分中描述的暴露信息，欧盟委员会必

须为放弃试验要确定哪些充分证明制定标准。 

需注意的是，对于需提交物质要求信息的注册者，如其物质的吨位范围符合

附件Ⅶ或附件Ⅷ中规定的范围，则他需为附件Ⅸ或附件Ⅹ中更高吨位的试验准备

一份试验议案，如其认为有必要为获得其物质危险性特性的更多信息而准备这一

试验议案，下面举一些示例： 

 某一试验终点的可用信息并不决定危险性。 

 结构上警戒引起的进一步试验。 

 化学安全评估(CSA)指出有风险的存在，并且注册者决定用改进DNELs/PNECs

或PECs(需更多环境归趋信息)来代替执行RMM。 

 有必要对某些危险特性的评估进行鉴别或改进，并且这对物质分类和标签有

影响。 

 有必要改进PBT/vPvB评估(例如，如果PBT评估只是基于筛选试验的结果，如

对数、现成生物降解试验结果)。 

关于制造量或进口量在1~10 t/a的分阶段物质的考虑 

如分阶段物质的数量为1~10 t/a，且不符合附件Ⅲ中的任一规定，则可废除

附件Ⅶ中要求的信息(物理/化学身份特征除外)。可使用《信息要求和安全数据

评估指南》中的指南。然而，需注意的是，在此情况下还是需注册者提交所有要

求的可用信息。 

8.1.3.3  步骤3：鉴别信息差 

在该步骤里，注册者需把步骤2中确定的信息与步骤1中收集的信息进行比较，

从而确定哪里有信息差并如何收集缺失的信息。因此，注册者首先要评估通常由

重要证明方法收集的信息，以确定是否已经符合所要求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无

要求。 

在评估过程的 后，如果确定信息不够充分，则注册者需执行步骤4。 

除了附件附件Ⅶ至附件Ⅹ中所列的义务，如认为有必要执行安全运作和化学

品使用的义务，注册者还可选择性地提交数据。然而，需注意的是，如果这些试

验关系到附件Ⅸ~附件Ⅹ中所列的试验，则需在进行试验前提交试验议案以及为

试验的必要性先提交一份科学证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需对该试验议案进行评

估。 

8.1.3.4  步骤4：收集新信息或议案试验方案 

如果有无法通过如步骤2里所述的非试验手段获得的信息差，则注册者需根据

步骤3里确定的缺失试验/信息采取措施： 

 如果执行附件魉或街戮鳜里的要求，注册者要根据信息要求指南里给出的指

南获取新信息； 

 如执行附件Ⅸ或附件Ⅹ里的要求，注册者都要准备一份试验议案，并且作为

其注册卷宗的一部分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让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考虑该

试验议案(注意，包括Ⅸ和附件Ⅹ中的非脊椎动物试验)。要根据为每试验终

点确定的所谓的完整试验方案(ITS)选择进行相关试验。关于ITS的详细指南



参见《信息要求指南》第7章。在此情况下，在等待关于试验议案及其后续工

作的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决定结果时，注册者需执行和/或告知下游用户此过

渡风险管理措施。 

当执行新试验时，必须按照良好实验室规范(GLP)的程序进行环境(包括环境

毒理学和环境去向)和毒理学试验( 第13（4）条)，并且试验方法必须符合欧盟
委员会法规中所规定的试验方法或符合按照欧盟委员会或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认
为适当的其它国际试验方法（第13（3）条)。如果试验条件符合附件Ⅺ中的规定

并且是《信息要求指南》中的豁免情况，也可使用其他方法，特别是： 

 该试验方法对分类和标签和/或风险评估是充分的； 

 为评估研究的充分性提供了充分的文件。 

需强调的是，尽量避免动物试验。只有当注册者认为有必要为评估获取补充

信息并且以书面文件的形式证明风险是能够充分控制的，才能够提议进行动物试

验。 

需考虑所有上述情况，不但是为了设计适合目的的体外试验，而且为一定条

件下不进行体外试验提供相关性证明。 

当准备试验议案寸，注册者必须提供相关性证明： 

 试验是必要的； 

 为了使注册卷宗符合要求(即，为了执行REACH要求的信息，该试验议案是必

要的)； 

 试验结果将会增加物质危险特性的知识，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当为试验

终点议案除了标准要求信息以外的补充试验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更多信息

参见《评估指南》2.1节)； 

 试验议案是充分的，即可信的和相关的(如《信息要求指南》中定义的)。 

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试验议案检查后，注册者会收到一份正式决定，并且

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指定的截止期内(除非注册者决定起诉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

决定)进行适当的试验。更多详细情况参见《评估指南》。 

8．2  注册卷宗的生成 

所有相关和可用的信息必须在技术卷宗中和每年生产量或进口量≥10 1的物

质注册者的化学安全报告(CSR)中以书面形式给出。至少第10条中对技术卷宗所

要求的信息以及第10（b）条中对化学安全报告(CSR)所要求的信息需按推荐的报

告格式IUCLID（第111条)以书面的形式给出，对于技术卷宗则必须按此格式给出。 

承担的任务： 
 根据第10条和附件Ⅵ至附件Ⅺ，在IUCLID中书面给出技术卷宗的所有相关和

可用信息(参见第8.2.2节)。 

 对每年生产量或进口量≥10t的物质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参见第8.2.3节）。 

 进行危险评估(人类健康，环境，物理化学身份特征)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

和毒性(PBT)/高持久性和生物累积(vPvB)评估。 

 根据指令 67/548/EEC的标准被评估为危险物质或者是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PBT)/高持久性和生物累积(vPvB)物质： 

——确定和进行暴露评估(包括暴露场景)。 

——进行风险特性描述。 

 在化学安全报告中记录化学安全评估的结果。 

注册卷宗制作完成后，把注册卷宗按图4中的阐示通过REACHIT提交给化学品

安全局。 



 
 

8.2.1  IUCLID 
本部分对如何利用IUCLID 5准备注册卷宗给予更为详细的指导。如非用于商

业目的，任何相关方可以免费从IUCLID网站[http：//iuclid.eu]上下载IUCLID 5

软件。 

IUCLID 5可以录入、储存，发布有关物质身份特征和用途的信息。特别是对

每试验终点，制作了与OECD相结合的统一数据模板
1）

，以便IUCLID 5用于不同的

化学评估程序，例如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宗化学品(OECD HPV)项目，美国

大宗化学品(US HPV)挑战项目，日本挑战者项目，欧盟生物杀灭剂产品指示和欧

盟REACH法规。更多信息例如暴露信息等也可以储存在较少结构性但更为具体的

领域。 

IUCLID 5也可以用来准备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特别地，终点总结部分可用

于化学安全报告(CSR)的等同部分，该终点总结部分允许用户在每试验终点水平

上报告评估的合理性和总结。一些 终总结部分也在生态毒理学特性层面报告了

DNELs(衍生无效水平)和PNECs(预期无效浓度)。 

必须在IUCLID中报告所有可用和相关信息。什么是相关信息取决于注册者，

但是其中一些事项将在第8.2.2节详述。 

8.2.2 技术卷宗的生成 

8.2.2.1  技术卷宗中信息报告的详细程度 

加以报告所有现成数据无论其有效与否，以便以书面的形式记录所有搜集数

据的工作。根据本节中对数据的详细论述，在报告数据时，数据的详细程度可能

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注册者面临几种矛盾的试验结果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册者应当尽量报告原始数据而非文献中的数据。这样尤其可以避免对同一

结果的重复报告。 

需在IUCLID中报告的信息的详细程度取决于具体情形。对于重要研究，用尽

可能多的细节来描述试验程序和报告的有效性结果的判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注

册者认为信息不够充分的特性，应当给出判定的理由，特别地，对于所有潜在的

研究应给予比已保留的信息更高的关注。对于那些表现为低关注度的且判定为数

据不够充分的特性仅能提供 简单的详细报告，例如参考方法和结果。 

评 估 研 究 可 靠 性 的 指 南 参 见 《 信 息 要 求 指 南 》 第 4.2节 。 特 别 地 ， 由

K1imischl997年开发的数据可靠性评分系统，详细描述了从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

                                                        
1）OECD统一模板是报告有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化学品的性能和影响的试验结果的标准格式(例如

水解，皮肤刺激，重复剂量毒性等)。这些模板可用来报告任何类型化学品的试验结果(例如杀

虫剂、生物杀灭剂产品、工业化学品等)。  



研究扩展到物理化学、环境氛围以及行为研究。系统将IUCLID中报告的数据可靠

性分为4个级别：1．无限制可靠；2．有限制可靠；3．不可靠；4.不可转让。 

所有信息需在IUCLID 5的试验终点研究报告中报告。当某一特定的试验终点

研究有若干信息来源时，则可报告多个研究报告。另外推荐在试验终点摘要中提

供从某一特定试验终点(例如鱼的急性毒性)或者更为全面的(例如毒理学信息)

评估中得到的不同信息。试验终点研究报告和试验终点摘要的定义详参见下框，

更多信息参见《IUCLID指南》B4.2.2节。 

 

试验终点研究报告 

 

IUCLID5中定义的试验终点研究报告为化学试验结果的报告提供了标准格式，

并帮助用户通过预先定义的范围和备注来总结研究结果。信息录入和储存于

IUCLID数据登记窗口。 

试验终点摘要  试验终点摘要包括由特定的IUCLID部分汇编而来的相关研

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要组成的评估摘要。在试验终点水平(例如对鱼的短期毒

性)，试验终点摘要应重视 重要的信息，即 关键的结果和结论，论证危险性

鉴别的特定研究的应用。这种信息直接来自于核心研究，也可以来自于对于论证

方法的考虑或者其他任何途径。 

试验终点摘要旨在对于某一特定试验终点相关的可用信息的评估结果进行记

述和总结并对试验终点评估提出结论。“试验终点摘要”在较高层次的IUCLID上

仍可采用，例如“生态毒理学信息”，其目的是记录化学安全评估所需的信息，

例如，DNELs(衍生无效水平)和PNECs(预期无影响程度)。 

 

 

8.2.2.2  IUCLID模板 

注册者需在技术卷宗中报告关于物质的所有相关和可用信息。由于标准信息

要求依赖于生产或进口的吨位数量，注册者可根据注册物质的吨位水平选择合适

的模板。在这些卷宗模板中，为履行第10(a)条中的要求而填写的所有相关部分

都需明确。在IUCLID 5中技术卷宗的不同模板参见表2。 

由于REACH法规要求所有相关可用信息都应收集在技术卷宗中，注册者应将所

有的研究文件化而不只是某一特定吨位所要求的。因此，注册者不但要依赖选定

的IUCLID 5模板中强调的字段以确保符合REACH法规，而且还要将收集到的所有

相关可用信息文件化。IUCLID 5中的REACH模板只能作为准备技术卷宗的起点，

因其是根据吨位而来，注册者还要检查自己是否遵守了REACH法规的要求，也就

是是否需提供第8.1.3.4节阐明的附加信息。 
 

表2  注册卷宗的ⅡUCLlD5模板 
IUCLID5 注册卷宗 注释 

REACH 注册 1—10 t，物理化学要求 用于独立注册的情况或联合注册情况下

的主导注册(参见第 8.2.4.1 节) 

REAqH 注册 1—10 t，标准要求      

REACH 注册 10—100 t 

REACH 注册 100—1 000 t 

 

 

 

 

续表2 



IUCLID5 注册卷宗 注释 

REACH 注册 1 000 t 以上  

REACH 注册联合提交成员——一般情况 

REACH 注册联合提交成员——中间体 

用于联合注册的成员(非主导注册者)(参见 

第 8.2.4.2 节) 

REACH 注册现场可分离中间体 1 t 以上 用于独立注册的情况或联合注册情况下的 

主导注册(参见第 8.2.4.1 节) 

REACH 注册外运可分离中间体 1—1 000 t 

REACH 注册外运可分离中间体 1 000 t 以上 

 

注册者必须利用进程初期搜集到的信息填写IUCLID 5的字段。填写不同字段

的方式以及所需的详细程度在以下各节描述。为了便于注册者的工作，为准备技

术卷宗的指南已在按IUCLID5结构制定出来，并清楚地与第10条和附件VI描述的

信息要求相关联。此外，表3给出了第10条和附件Ⅵ相关部分所列的信息以及

IUCLID5文件的汇总。 

应用IUCLID 5填写技术卷宗时，注册者必须牢记其与物质评估的紧密联系，

并且即使对于每年10 t以下的物质也可能会部分地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参见1.3

节)。 

表3  第10条要求的信息与附件Ⅵ、IUCLID5文件的相应部分的关系 

    第 10 条     附件Ⅵ     IUCLID 5 

(a)技术卷宗   

(i)生产商或进口商身份 第 1 部分：注册者一般信息 法人实体和第 1.1 节 

(ii)物质身份特征 第 2 部分：物质的鉴定 第 1.1、1.2、1.4 节 

(iii)物质的生产和用途以及

相关时，用途和暴露种类 

第 3 部分：关于物质生产和用

途的信息 

第 3 节 

(ⅳ)分类和标签 第 4 部分：分类和标签 第 2 节 

(ⅴ)安全使用指南 第 5 部分：安全使用指南 第 11 节 

(vi)应用附件Ⅶ到附件Ⅺ推导 

出来的信息的研究摘要 

 第 4，5，6 和 7 节 

(ⅶ)如果附件Ⅰ要求，应用附

件Ⅶ到附件Ⅺ推导出来的信息

的充分研究摘要 

 第 4，5，6 和 7 节 

(ⅷ)指明信息评估者据(iii)， 

(ⅳ)，(ⅵ)，(ⅶ)and(b)提交 

的评论 

 卷宗首页
1）

(ⅸ)试验议案  第 4，5，6，7 节和卷宗首页

续表3 

                                                        
 



    第 10 条     附件Ⅵ     IUCLID 5 

(ⅹ)1 一 10 t 物质的暴露信息 第 6 部分：每年每生产商或进

口商注册数量为 1 一 lo t 物

质的暴露信息 

第 3.5 节 

(xi)关于不应在互联网上公开 

的第 119(2)条中的信息的要求 
 所有相关附属章节 

(b)化学安全报告  第 13 节附件 

    1)卷宗首页由用于管理之目的的信息组成，申请者在通过物质数据集准备其卷宗时，需

完成卷宗首页。 

8.2.2.3  关于注册者和注册物质的一般信息 
一般信息主要包括: 

 注册者身份信息； 

 注册物质的鉴别信息。 

如第10（a）(i)条和附件Ⅵ(第1部分)规定的注册者的身份信息必须根据

IUCLID 5文件法人身份部分的要求在技术卷宗中报告。关于如何在IUCLID中文件

化法人实体参见《IUCLID5终端用户使用手册》D.9节。 

为了技术卷宗的完整，只要可能，附件Ⅵ第一部分规定的所有字段和所有信

息都必须在IUCLID 5中文件化。这包括：注册者姓名、地址、电话、传真、E-mail

地址、联系人详细情况以及适用时，关于注册者生产场所及自我用途场所的信息。

如果注册者已经指定了第三方代表，则此代表的身份和详细联系方式也应包括在

技术卷宗的该部分中。 

在联合提交情况下，主导注册者不仅要鉴别其自身也要鉴别作为联合提交一

部分的所有其他注册者(参见第1.8.4节)。同样道理适用于其他注册者，他们必

须既要在其注册卷宗中鉴别其自身，也要鉴别以他们名义提交技术信息的主导注

册者。 

根据第10（a）(ⅱ)条和附件Ⅵ的第二部分，注册者还需要据IUCLID5的这一

部分提交技术卷宗中所要求的办理物质鉴别所需的所有信息。 

物质通过其化学身份特征、分子式和结构式、化学组成和物质中每一组分的

含量进行鉴别。列于附件Ⅵ第二部分中所要求的信息应尽可能地文件化，包括物

质信息、组成、纯度、杂质性质和关于分析方法的信息。 

鉴别步骤是REACH法规注册的核心部分，注册者应查询《物质鉴别指南》以便

能够适当地清楚鉴别和正确命名其物质。汇集关于物质鉴别信息的步骤应在注册

过程初期完成，也就是预注册或查询阶段。因此，注册者应该准备好技术卷宗中

所需的全部信息并应能填写IUCLID 5中所有要求的字段。更多指南参见《物质鉴

别指南》和数据提交手册18。 

在IUCLID5的l.3节中，常规项目标识符一栏需填写问询号或预注册号。 

联合提交时，主导注册人可以在IUCLID5的1.5节中确定参加联合提交的成员。

同理适用于可以确定作为其代表的主导注册人提交了技术信息的注册人。但是，

信息在IUCLID5中只具有行政价值。联合提交和联合提交的成员的确定只是为注

册的目的在REACH-IT中进行。具体如何在REACH-IT上创建联合提交参看REACH-IT

用户操作手册第7部分，即联合提交。。 

8.2.2.4  分类和标签 

注册者必须确定其物质关于物理化学性质、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分类和标签。 

终分类和标签的决定应在IUCLID 5的第2部分中文件化，如果有不分类的情

况，也包括不分类的原因。关于分类决定的理由可以在每一个相关试验终点的摘

要部分文件化。例如，环境分类需据毒理学信息的试验终点摘要证明是合理的，

物理—化学性质和人类健康分类需据相关试验终点摘要证明是合理的(例如急性



毒性，可燃性等)，关于哪里需提供分类和标签信息的更多指南可以参见《数据

提交手册5》。 

2010年12月1日起注册卷宗里必须包括按照CLP标准进行的分类和标签信息。

这部分填写在IUCLID5卷宗第2.1节。2010年12月1日以前，注册卷宗所需的分类

和标签信息须符合指令67/458/和IUCLID5中第2.2节要求。 

2010年12月1日前，所有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的注册卷宗有关分类和标签

的信息都必须及时更新，除非提供的这些信息已经按照CLP法规标准提交了。 

为了确保危险物质的危险分类与标签能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和一般公众使用，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建立并维护一个分类与标签名录，以记录注册卷宗中所提议

的分类与标签。分类与标签名录将包含所有需注册物质的分类，以及所有在CLP

法规范围内符合该法规分类标准并且投放于市场的物质的分类。 

建议注册者在为其物质分类前，查询CLP法规的附件VI(其中列出了所有危险

物质的协调分类与标签)以及分类与标签名录以核查其物质是否已列入其中。如

果已经列于CLP法规的附件VI中(因此已在欧盟层面协调)，则应遵循这个协调分

类。如已列于名录中，但未列于CLP法规附件VI内，注册者需尽一切努力与其他

注册者、已经预注册的潜在注册者以及同种物质分类与标签的其他通报者协调其

分类。欧盟 

8.2.2.5  制造、用途和暴露 

第10（a）(ⅲ)条中提到的和在附件Ⅲ第3部分中规定的关于物质制造和用途

的信息应在IUCLID5第3部分中文件化。 

注册者有可能在IUCLID5文件中记录关于制造、用途和暴露的真实数量信息  

(如技术工艺，估计数量，暴露和用途类型，废弃物等)。报告的详细程度取决于

注册者，但附件Ⅵ第3部分要求的所有字段必须填满。 

 

如何在IUCLID5中报告吨位? 

 

在IUCLID5中适当地报告吨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连同所有其他事项，它将用

于核查卷宗的完整性以及费用的计算。 

在IUCLID5的“3.2  数量评估”节中，需要填写以下字段； 

——年份：所报告吨位当时的日历年(参见第1.6.2.3节)。为了使注册者尽可

能按高吨位段注册，而不是按其实际打算注册的吨位注册(如预见吨位增长或是

用于非分阶段物质)，要求在卷宗中报告卷宗提交年份的吨位(可能高于预期的制

造或进口的吨位)。 

 

分阶段物质的示例： 

V公司的制造量为：2010年900t，2011年900t，2012年950t。则2013年的“三

年平均”吨位为933t/a。注册 迟需在2013年 5月 31日完成。注册者可以按

100~1000t/a的吨位段注册。 

 

 

 

    年    份     吨    位 

    2010     900 

    2011     900 

    2012     950 

    2013     916 

 

如果该公司知道其物质吨位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1 000 t阈限，则其可以选择

按每年1 000 t或1 000t以上的吨位段为其物质进行注册，以避免对其卷宗更新



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在IUCLID中报告，在其注册的2013年其吨位为每

年1 000t或1 000t以上。 

 

 

 

    年    份     吨    位 

    2010     900 

    2011     900 

    2012     950 

    2013        l 200 

 

非分阶段物质示例： 

如果一法人实体想在2008年10月注册物质，其在2008年的制造量或进口量预

计为5 t，因为2008年只剩下几个月了。然而，注册者预计2009年的制造量或进

口量为30 t。 

为避免在2009年就需要对其注册卷宗进行更新，注册者可以按10—100 t/a

的吨位段进行注册。实际执行中，注册者在IUCLID3.2部分中填写2008年的吨位

范围为10—100 t/a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预计考虑到了将来的制造/进口。 

 

 

——吨位：报告以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物质，包括“中间体”用途的物质

的形式制造或进口的总吨位(参见下文)。这个吨位不包括进口物品中的物质。信

息要求基于“吨位—（现场）中间体—（运输中的）中间体”。 

——自用：注册者自己使用的吨位。包括作为中间体用途和非中间体用途。 

——(现场)中间体：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作为现场中间体的物质制造或进口

的吨位(参见《中间体指南》)。 

——(运输中的)中间体：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作为中间体的物质制造或进口

的吨位。 

警告： 

——如果部分吨位用于PPORD目的，且已涵盖在PPORD通报中，则这部分吨位

不包括在这里。如果未涵盖在PPORD通报中，则这部分吨位应包括在这里，也包

括在用于决定信息要求的吨位里。 

对于进口物品中的物质，其吨位信息应在“3.4供应链中的形式”中报告。这

里需报告的吨位仅需考虑物品中有意释放的物质吨位(更多指南参见《物品指

南》)。如果物质会产生有意释放且该用途还未注册，则需对其注册。如果注册

者也制造或进口该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该物质，则注册者需在其注册卷宗里包

括该物质作为物品中物质用途的信息。如果注册者仅进口物品中有意释放的的物

质，且找不到其他注册者对该用途提交的注册，则要求的信息将根据进口物品中

有意释放的物质的吨位(报告于IUCLID5的3.4部分)。 

其他关于制造和用途的信息 

如果要求提供CSR，则暴露场景将作为CSR的一部分而附于IUClID5文件。然而，

暴露场景也可以附于IUCLID5中涉及制造、用途和暴露的第3部分。 

另外，对于无须化学安全报告的生产量或者进口量在1~10 t的物质，注册者

必须提供附件Ⅵ第6部分所述的信息，如主要用途类型、工业和专业用途规范、

对人类和环境的重要暴露途径以及暴露方式。这一信息需在IUCLID的3.5节中文

件化(确定用途和暴露场景)。 

8.2.2.6  关于内在特性的信息要求（附件Ⅶ到附件Ⅹ） 

所有规定的关于物理化学、环境归趋、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特性的相关的和

可用的信息，必须在IUCLID5各自字段的试验终点研究报告中以研究摘要或者充



分研究摘要的形式提供（第10（a）(ⅵ和（ⅶ）条) 

图5总结了在IUCLID5的试验终点研究报告和试验终点摘要中填写物质内在特

性相关信息的不同步骤。 

 

 
 

关于报告要求的详细程度和何时建议提供完整的充分研究摘要或只提供研究

摘要的更多指南参见下文。 

8.2.2.6.l  关于当用每个具体试验终点信息填写技术卷宗时，何时需提供充分研

究摘要或研究摘要的指南 

充分研究摘要能反映完整研究报告的目标、方法、结果和结论。摘要所包含

的信息必须足够详细以使合格的技术人员能够对其可靠性和完整性做出独立评

估——将复查完整研究报告的需要降到 低。此外，它还应包含充分信息以确定

是否已经为试验终点选择了正确的重点研究。 

如果在技术卷宗中据附件Ⅰ有要求（第10（a）(ⅶ)条），则只要求对应用附
件Ⅶ到附件Ⅺ所产生的信息提供充分研究摘要。只有当要求提交化学安全报告

时，才需要在技术卷宗中提供充分研究摘要，因此只对每年量值超过10 t的物质

的重点研究有此要求（第10（a）(ⅶ)条)。但是，建议在技术卷宗中对所有物质

的重点研究提供充分研究摘要，包括年制造量和进口量小于10 t的物质，此举可

以方便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和 后各成员国在物质评估框架下的评估工作， 终可

以避免他们要求更多的信息。 

另外，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为非重点研究提供充分研究摘要会是有用的。

例如，在重点研究不是引起 高关注的情况下，为此研究以及所有较高关注度的

研究准备充分研究摘要会是有用的，或至少报告充分信息以论证不考虑这些结果

的合理性，从而使选择重点研究的合理性得到更好的论证。 

对于用作物质评估支持信息的所有其他可用研究，只需在技术卷宗中提供研

究摘要，不必要提供更多细节。然而，重要的是要报告为何该研究未被选作重点

研究的理由，特别是在较高关注度的情况下。 

对于每个试验终点，物质可能有不止一个的可用研究，其中会有不止一个的

研究是适当的。注册者因此会遇到图6中描述的一种或几种情况。 



 
 

有理由预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一给定的REACH法规试验终点里存在若干不

充分或并非十分充分的数据。 

必须强调，当使用证据权重法时，对一给定试验终点会存在若干不够充分/

不够可靠的研究的情况(例如，试验不是按第13（3）条中的试验方法进行的)。

如有充分理由可以表明此类试验足以描述所关注的试验终点，则可不必对该特定

试验终点做进一步试验。例如，一化学品可能会有若干重复的可用剂量研究，而

由于一些缺陷的存在，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研究的结果本身都是不能接受的(例如

分组规模小，计量组数目不足，参数不够等)。然而整体而言，不同研究以大致

相同的剂量和时间表现出对于相同靶器官的结果。 

 对于所评估的试验终点只有一个适当的(可靠的和相关的)研究可用。 

当只有一个适当的研究可用时它就是重点研究，应提供其充分研究摘要。然

而，那些认为不够适当的研究(例如，该研究的可靠性认为比重点研究的可靠性

低，但其还是有效研究)只能作为支持性信息或可用信息的予以文件化，而对于

这些研究，注册者仅需提交简单的研究摘要。 

 对于所评估的试验终点有一个以上可用的适当研究。 

当有若干适当研究可用时，会有一个以上的重点研究。可用研究可以用作证

据权重法的一部分(也可参见《信息要求指南》关于一般信息的第5章和关于具体

试验终点信息的第7章)。当一个试验终点有不止一个可用研究时，采用证据权重

法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这在以下几种情况时尤其有用： 

 有一个以上的适当研究，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信息，以及其他不

够适当的研究。 
在此情况下，强烈建议对所有研究，包括对那些不够适当的研究，准备充分

研究摘要用作证据权重法的一部分。 

 有一个以上的适当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试验了不同的物种或使用了不同

的暴露途径。 

在此情况下，一个以上的研究可看作是用在评估中的重点研究。此情况下，

为这些研究准备充分研究摘要以便于对评估中选择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只有认为不够充分/可靠的研究可用。 

当可用信息被个别地视为不十分充分时，注册者仍然可以考虑通过运用证据

权重法使其信息对既定目的是足够充分的。在此特定情况下，应为每项研究准备

一份充分研究摘要用作证据权重法的一部分。 

8.2.2.6.2  关于何时为非重点研究提供充分研究摘要的进一步建议 

如第8.2.2.1节所述，在IUCLID中报告所需详细程度取决于每种情形。在下述

两种情况中，建议以极大量的细节报告关于研究的信息。 

 何时按照非标准方案进行研究 

对于未按标准方案进行的研究，建议提供充分研究摘要以能对试验过程所用

的具体条件进行评估。摘要尤其应提供足够信息并突出证明选择该方案而不选择

标准方案合理性的要点，以及由于物质内在特性而做调整的充分信息。这对在试

验过程中需特殊考虑的物质尤其适用，这些物质常常需要对试验方案做出调整

(参见《信息要求指南》，第5.2.2节)。 

 当研究得出不明确的结果时 

有时按照公认指南进行试验得出的结果不明确，这些结果需要更多的解释(例

如，无明确剂量—反应关系的试验)。在此情况下，如果该项研究用于物质危险

评估，建议详细提供必需信息。 

对于每一个试验终点，注册者必须填写试验终点研究记录。此外，只要可行，

强烈建议注册者也要如下详述的在IUCLID5中填写试验终点摘要。 

8.2.2.6.3  如何文件化试验终点研究记录 

注册者为了完成要求，在填写IUCLID5时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形： 

 有以研究报告结果为形式的信息。信息类型可以是体内试验结果，也可以是来

自其他替代方法((Q)SARs，体外试验方法，外推法)的结果。 

 没有关于试验终点的可用信息，但有论证放弃试验可能性的信息(例如，技术

上无法取得的信息和因缺少暴露而无须提供的信息)。 

 没有可用信息但又需要，因为此信息列于附件Ⅸ和附件Ⅹ，必须提交试验议案。 

 

如何用可用信息(研究报告和替代方法)文件化试验终点研究记录 

IUCLID5使得用户可以突出是否为试验终点提供了研究摘要或完整的充分研

究摘要。然而，要由注册者决定填写哪个字段和填写信息的详细程度。在充分研

究摘要情况下，需使用“所有字段”这种详细程度。建议至少分别在各字段提供

与研究报告可靠性和完整性评估相关的信息类型和数量(例如：取决于所进行试

验的类型，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 

此外，应该在IUCLID5中详细说明每项研究是重点研究、支持性研究还是作为

证据加权法的一部分
1）

。这是将注册者所做评估文件化的一种方法，并且对为准

备CSR而开发的IT工具会是有用的(例如，为了在CSR中报告主要结果)，而且也会

便利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评估。 

在适应替代方法情况下，注册者还必须用充足的信息填写试验终点研究记录

以便能正确地评估。尤其在应用(Q)SARs情况下，建议在IUCLID5结构化的字段中

填写尽可能多的信息，但也要在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附上《信息要求指南》(第

6.1节)中对(Q)SARs提出的完整报告格式。 

通过外推法从其他物质获取信息的基本原理也应该在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文

件化并证明其是合理的。 

 

如何文件化有放弃声明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 

如果注册者放弃数据，则应该记录在试验终点研究记录。应明确给出放

弃的理由。 

 

                                                        
1）在IUCLID中，用户可以在“数据管理”部分中的“目的标记”字段中进行选择，它是否是重点

研究。支持性研究或者证据权重法。如果不在上述所列之中，则不应为此字段做出选择。  



如何文件化试验议案 

注册者应当在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文件化试验提案。因为没有可用的研究结

果，注册者必须填写“研究结果类型”字段以说明“已计划试验性研究”。提交

试验议案时，注册者需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充足的信息，使其能够决定是否

接受这项试验议案。大多数需提交的信息涉及试验方案，也就是研究记录中的材

料和方法部分。为避免随后的工作，注册者在IUCLID结构化的字段中提交所有这

种信息是可能的，这样当注册者根据试验结果更新其卷宗时，试验终点研究记录

中的这部分内容已经填妥。 

8.2.2.6.4  如何文件化试验终点摘要 

注册者还需要填写试验终点摘要(例如水生物毒性，重复剂量毒性)以汇总全

面试验终点评估的结论或更多通用信息，如生态毒理学信息或者毒理学信息。 

为能填写试验终点研究摘要，注册者必须评估在不同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报

告的信息。依据情形，注册者可以只拥有试验终点的一项研究或者若干研究。 

如果只报告了一个关于试验终点的研究： 

注册者必须运用充分研究摘要中的可用信息，在试验终点摘要中对试验终点

做出总结。如果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已经充分文件化，注册者只需采用试验终点

研究记录中已汇总的信息。 

 

如果有一个以上关于试验终点的研究： 

注册者必须使用不同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所有可用信息以对试验终点做出结

论。通常，首先采用的信息应该是试验终点研究记录中文件化的关于重点研究的

充分研究摘要。其他信息只用作支持性证据。然而，可能会有这样情况，即对某

一特定试验终点不止有一个重点研究或先前没有开展重点研究。在此情形下，应

使用证据权重法中的所有可用信息进行评估。在此情况下，应良好地文件化终点

摘要和所有讨论过的研究以论证 终结论的正确性。 

试验终点摘要中可以报告以下3种类型的信息： 

 特定试验终点的现成数据摘要以及与物质特定试验终点评估有关的结论(如复

制毒性，鱼类急性毒性，生物降解)。 

 物质的分类和标签以及分类的合理性(人类健康，环境和物理—化学特性)。 

 预期无影响程度(PNECs)和衍生无效水平(DNELs)值以及所报告量值的合理性。 

如何从技术上完成试验终点摘要的指南参见《IUClID指南》E部分，根据“试

验终点摘要记录”对每个试验终点做出了详细指南。应该注意，IUCLID5中

试验终点摘要中的信息可以自动抽取出来以生成化学安全报告中的特定部

分。 

8.2.2.7  安全使用指南 
注册者必须在IUCLID5文件的第11节中据附件Ⅵ第5部分的要求报告信息，当

需要安全数据表时，这个信息必须与安全数据表(SDS)信息一致。附件Ⅱ中有关

于安全数据表，因而也就是这部分所需信息水平的更多信息（《安全数据表编写

指南》)。此外，在填写技术卷宗这一部分时，建议遵循内部现行惯例或者安全

数据表制作指南。 

如果化学安全报告中包含有暴露场景，则需将暴露场景附于安全数据表。在

暴露场景、技术卷宗和安全数据表中，关于安全使用的信息必须一致。同样要求

适用于物理一化学特征危险评估的摘要，环境危险评估摘要，环境归趋以及预期

无效浓度的计算，人类健康危险评估摘要以及卫生无效水平的计算，也适用于据

第31条的要求在SDS中报告认为是PBT/vPvB物质的PBT/vPvB特性(参见第1.2.3.2

节). 

8.2.2.8 其他 

评估员的核查 

还应在技术卷宗中进一步提供第10条提到的信息。这特别关系到技术卷宗中

需强调的信息，如果该信息是在(iii)，(iv)，(vi)，(vii)下提交的或者根据第
10（ⅷ）条，部分信息是由生产商或者进口商选定的具有一定经验的评估员核查



过的信息。这必须记录在IUCLID5卷宗的首页中。 

保密信息 

注册者可以在IUCLID5中将所有部分或者试验终点研究记录或者第119（2）条
提到的任何其他信息标记为保密信息(包括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常在互联网上公

布可用的信息目录)。这可以通过在所有研究的“管理性数据”页面中填充“保

密性和监管目的标记”来完成。如果用户想对数据保密，他有3种选择： 

1.CBI(机密商业信息)：数据必须不向其他公司提供或向公众散布。 

2.IP(知识产权)：只有在他们委托时(例如银团或准入函)，数据才能提供给其

他公司。 

3.非PA(非公众可用)：数据可以提供给其他公司，但不得向公众散布。 

然而，必须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出清楚的理由，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该信息

为保密信息，这应在“保密性和监管目的标记”可用的“理由”字段中写明。然

而，应当明确的是这仅适用于第119（2）条列举的信息，而第119（1）条中提到

的所有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公开。对于第119条中未提到的信息，适用第118条
以及文件访问规则((EC)No1049/2001法规)。 

注册者在付费后有权据第119(2)条要求真保密信息不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

站上泄露（第74（3）条）。由于保密性声明是编辑注册卷宗的一部分，所以IUCLID 

5的建设方式是产业界可以对第119（2）条中所列的所有7个项(a—g)进行标记(参

见第1.8.2节)。 

 

8.2.3  化学安全报告 
如第1.8.1节所述，对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为10 t或10 t以上的物质，注册者需

提交化学安全报告(CSR)作为其注册卷宗的一部分。化学安全报告作为独立文件

附于IUCLID注册卷宗“评估报告”第13部分，且包含部分已经在技术卷宗中报告

的信息。化学安全报告的格式参见附件Ⅰ。 

化学安全报告是报告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文件。因此，要准备化学安全报告，

注册者必须先进行化学安全评估，为此： 

 进行危险评估并用相关报告格式予以文件化； 

 人类健康危险评估； 

 物理化学危险评估； 

 环境危险评估； 

 PBT/vPvB评估。 

如果物质根据CLP法规第58（1）条分类为危险物质或按附件XIII的标准评估

为PBT/vPvB物质，注册者必须： 

 进行包括暴露场景在内的暴露评估并予以文件化； 

 进行风险特性描述并予以文件化。 

关于如何进行化学安全评估的具体指南，注册者需要参考信息要求及化学安

全评估等指南文件。有若干欧盟化学品管理局开发的工具可用来进行化学安

全评估并生成化学安全报告。 

（1）化学安全评估IUCLID插件，该插件旨在帮助注册者准备化学安全报告，

可生成化学安全报告的整个章节，包括全部主要及各分章节，并且特别预先

录入了可从IUCLID5中取得的信息，例如，主要是构成危害评估的化学评估报

告的章节，此插件以文本形式生成化学安排评估报告，可以用任意的文本编

辑 程 序 进 行 编 辑 及 进 一 步 的 更 新 ， 此 插 件 可 从 IUCLID 网 站 免 费

（http://iuclid.eu）下载。 

（2）Chesar软件，该软件根据信息要求及化学安全评估等指南文件的原则编

写，旨在帮助企业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并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hesar软件作为

IUCLID5的插件之一，可从IUCLID网站免费（http://iuclid.eu）下载。 

以下内容解释说明了化学安全评估的不同步骤，尽管这种评估应在准备技术

卷宗早期的阶段完成。 

关于如何进行化学安全评估的具体指南，注册者可以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



南》)。有若干现成的或者将要开发的工具可用来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并生成化学

安全报告。部分工具列于《化学安全报告指南》中。 

该指南重述了化学安全评估的不同步骤，尽管这种评估应在准备技术卷宗早

期的阶段完成。 

8.2.3.1  危险评估 

评估从物理化学评估，人类健康和环境危险评估开始。此外，注册者应该评

估物质是否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PBT)或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

(vPvB)。 

如前所述，危险评估应该建立在技术卷宗中报告的所有可用的和相关的信息

基础上。注册者应当特别依赖在技术卷宗中为相关试验终点确认的重点研究。除

这些重点研究之外，注册者应该将其他研究的可用信息作为支持信息或者作为如

此前指南文件所述的证据加权法的一部分。 

8.2.3.1.1  人类健康危险评估 

注册者进行人类健康危险评估旨在分类和标签其物质，并且为工人和公众决

定衍生无效水平(DNEL)。DNEL被认为是低于该水平则不会产生负面效应的暴露水

平(内部或外部)。DNEL来自采用合适评估因素的毒性试验结果。这些毒性结果应

该在不同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的技术卷宗中报告，并且一当评估完成并计算出

DNELs值，应该在试验终点摘要中报告评估结果。关于如何推导出“衍生无效水

平”(DNEL)数据的指南，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应建立在第8.2.2.4节详述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的可用信

息基础上。 

总之，注册者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在IUCLID5的研究摘要中记录相关的人类健康

评估，然后将此信息作为用于化学安全报告第5部分的基础。 

8.2.3.1.2  物理化学危险评估 
物理化学危险评估旨在为注册者确定其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并至少评估对人

类健康有潜在影响的爆炸性、可燃性和潜在氧化性。如何评估物理化学特性可参

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应建立在第8.2.2.4节详述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的可用信

息基础上。 

应在化学安全报告第6部分中基于技术卷宗中依据IUCLID 5试验终点研究记

录的可用信息，报告不同影响的摘要并至少包括爆炸性，可燃性和潜在氧化性。 
8.2.3.1.3 环境危险评估 

环境危险评估旨在为注册者确定其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并确定该物质的“预

期无效浓度”(PNEC)。在低于该浓度的情况下，物质不会对环境空间产生负面影

响结果。关于如何推导“预期无效浓度”(PNEC)的指南，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

南》。 

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应建立在第8.2.2.4节详述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的可用信

息基础上。 

应在CSR第7部分中基于技术卷宗中依据IUCLID 5试验终点研究记录的可用信

息，报告对某个目标环境空间(水生的、陆生的、大气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微生

物活动)不同影响的摘要。一当评估完成并计算出PNECs值，应该据相关试验终点

摘要在IUCLID 5中报告评估结果。 

除了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的信息，注册者还应据化学安全报告第4部分将物质

的环境归趋(例如，降解，生物累积性)文件化，因为这种信息将用于确定物质分

类和标签或用于暴露评估。 

8.2.3.1.4  PBT和vPvB评估 

PBT和vPvB评估旨在确定物质是否符合的标准。如果符合，描述该物质潜在排

放的特性。如何进行PBT和vPvB评估的指南，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关于物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性质的相关信息应已经分别可供化

学安全报告关于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第4节以及关于毒性的第5节和第7节使

用。注册者需按照这些章节中的规定进行PBT/vPvB评估。另外，如监测数据这种



补充信息也可能有用(如《化学安全报告指南》所描述)。 

关于PBT和vPvB评估的结论应当在化学安全报告第8部分中报告。如果在评估

结束后，物质被评估为PBT和vPvB物质，则应进行排放特征描述并在化学安全报

告的第8部分中报告。 

8.2.3.2  暴露评估 

当危险评估的结果表明某种物质符合危险品分类的任一标准 (依照指令

67/548/EEC)，或者被评估为PBT或vPvB(依照附件Ⅷ中的标准)时，注册者应进行

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包括定性或定量地确定人类或环境对其暴露的物质的剂量/浓度。暴

露评估包括两个步骤： 

1) 暴露场景的生成； 

2) 暴露估算。  
暴露场景系指物质在其生命周期中如何制造或使用的一系列条件，以及生产

商、进口商或下游用户如何控制或者建议控制物质对人类或环境的暴露。暴露场

景必须包含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和操作条件，当这些措施和条件正确实施时，可

以确保充分控制由于使用该物质而产生的风险。 

这些暴露场景应当是化学安全评估在多次迭代后得出的结果。关于如何制定

暴露场景和进行暴露估算的指南，请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暴露评估必须在化学安全报告的第9部分中提交。 

8.2.3.3  风险特性描述 

风险特性描述是化学安全评估的 后步骤，它应该物质的生产、进口和使用

中的风险是否被充分控制来决定。注册者应当把衍生无效水平(DNELs)、预期无

效浓度(PNECs)分别与对人类和环境的计算暴露浓度进行对比。风险特性描述也

包括由物质物理化学特性引发负面事件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评估，以及与风险评

估有关的不确定因素的定性或定量估算/描述。如何进行风险特性描述的指南，

参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不论是对于人类人类健康还是对于，每一个暴露场景都应进行这一步骤，并

将结果与讨论在化学安全报告的第10部分中报告。这样做旨在为了证明风险已得

到充分控制，所以可以预期，化学安全报告中风险特性描述的结果应显示无风险。 

8.2.4 联合提交情况下注册卷宗的准备 

在创建的注册卷宗是联合提交的一部分的情况下，主导注册者的卷宗内容将

不同于其他注册者的卷宗。而且，卷宗准备就不能按第8.2节中指南的相同方式

进行。《IUCLID指南》D.1部分中所述应用案例4涉及拟用于联合提交卷宗的物质

数据集的编写。该指南E.1.5部分与联合提交有关，D.8.2.6部分与联合提交卷宗

的生成有关。 

8.2.4.1 主导注册者卷宗的准备 

如1.8.4.1节所述，主导注册者应在其注册卷宗中包括与其他注册者共享的所

有信息及其个人需要提交的信息。这意味着，主导注册者的注册卷宗需包括： 

1.与其他注册者任何注册卷宗相关的所有研究记录且已达成协议；以及 

2.应包括在主导注册者卷宗中且未包括在第1点中的研究记录。 

为准备注册卷宗，主导注册者应选择IUCLID中的常规模板(基于吨位，参见表

2)。 

8.2.4.2  其他注册者卷宗的准备 

作为联合注册一部分的所有其他注册者需在其注册卷宗中包括如下信息： 

 其他注册者必须另行提交或其选择另行提交的信息(此点适用于每个法人实体

的身份信息、物质身份特征信息、包括吨位在内的关于物质制造和使用的信息，

以及注册为1—10 t物质的某些暴露信息，详情参见《数据共享指南》第8.1节)。 

 其他注册者选择不联合提交的信息。关于不联合提交的更多指南参见《数据共

享指南》第8.4节。 

为准备其注册卷宗，联合提交成员必须选择IUCLID中为联合提交成员专用的

模板(参见表2)。通过这样做，所有包括在物质数据集中的试验终点研究记录将



默认为不包括在该卷宗中。在不联合提交情况下，注册者必须具体指明哪个研究

报告是其打算在自己的卷宗中提交的。把研究记录包含在一联合提交成员的注册

卷宗中，将自动地解释为选择不联合提交。注册者还应在其卷宗首页里指明，他

不联合提交。 

9  何时以及如何更新注册卷宗 
9.1.1  保持信息更新的义务 

在注册卷宗中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信息必须保持更新。需要时更新其

注册卷宗是注册者的责任。基本上有两类情况需注册者更新其注册并且再次向欧

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 

——注册者自己主动进行的更新
法规要求注册者及时通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关于已注册物质或其注册卷宗中

的新的相关可用信息(例如，新吨位)，（第22（1）条）仅于注册者相关的通用

信息变更，如注册者的身份变化，联合注册注册者群体的组成情况变化，可直接

在REACH-IT系统中报告。 

其他任何已提交信息的变更都应在注册卷宗中更新，并上报欧盟化学品管理

局。 

——因主动提交的信息不完整导致的更新 
    如果欧盟化学品管理局的完整性审查认为注册信息不完整，注册者应提交

信息以符合法规第20（2）条，即管理局在规定时间内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引起

的卷宗更新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决定要求的更新 
在评估过程中，注册者必须根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更新

其注册，同时，只要相关也应根据第60条（给与授权）和第73条（欧盟委员会关
于限制的决定）所做出的决定进行更新。这些更新必须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欧

盟委员会的决定中规定的截止期前完成。 

另外，根据第20(6)条，无论何时一新注册者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一具体

物质的补充信息，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负责通知现有注册者该信息已在其数据库中

可供使用。其结果是，注册者必须考虑该信息，并且只要相关就更新其注册卷宗。 

根据指令67/548/EEC已经提交了通报的被视为已注册的物质，当以下情况发

生时，注册者需更新卷宗，包括按照67/548/EEC做出的决定，现在按照管理局51

或52条（第135条）做出的决定，但更新不必完全符合REACH信息的按照吨位应提

供的全部要求，除非生产或进口的已通报物质的数量达到了第12条（参考第24条）

规定的更高的吨位阚值。 

对于植物保护产品和生物杀灭剂产品（第15条）无更新注册卷宗的要求（第

16（2）条）。 

根据第Ⅸ篇“费用和收费”中的要求，更新需随附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支付

的一部分相关费用。 

9.1.2  更新过程简述 

新的相关信息的准备，无论是注册者自己主动准备还是应主管机构要求准备，

都必须及时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交流，如果变化引起更新注册卷宗的要求，更新

的卷宗需经过自提交之日起3周内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完整性核查。更多关于完

整性核查过程参见第7．2节。 

 

一旦注册更新卷宗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数据库内可以提供，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需通知各相关各成员国主管机构该项更新（第22（1），22（2）条） 

如果自提交注册更新之日起3周内，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此更新无异议，则生

产商/进口商可以继续制造/进口该物质(第21（1）条)。 

9.1.3  要求注册者主动进行的更新 

注册者负责主动地及时用相关新信息更新其注册卷宗，并且在此提交给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第22（1）条确定了下列情况。适合时，以下给出了每一种情况

的详细阐释和指南。 

a) 自身状况的任何变更，如作为物品生产商、进口商或是生产商的变更、或
其身份的变更，如姓名或地址

注册者及时通知欧盟化学品管理局自身状况的任何变化以及与联系方式的变

更，以上变更可在REACH-IT系统中修改，不必在卷宗中更新。应特别注意因公司

合并兼并导致的注册实体变更或更换了新的唯一代表的情况，具体操作信息见

REACH-IT工业用户手册第17部分和实用指南8、 

 

b) 附件Ⅵ第2部分规定的物质成分的任何变化
附件Ⅵ第2部分给出了哪些信息对鉴别每一种物质是有用的。第2.3部分规定

了关于物质成分的信息。如果物质成分有变化，例如由于改变工艺，则应向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报告。重要的是，注册者要评估其物质成分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物

质的性质(如物理化学性质、归趋性质或危险性性质)进行。 

关于一项变化，如纯度，是否会导致要求更新的更多指南参见《物质鉴别指

南》。 

C）注册者年产量或进口量或总产量/总进口量的变化，或注册者或进口物品
中出现的物质总量的变化，只要这些变化导致吨位段的变化，包括停止制造或进
口 

只要已经注册物质的总量达到了更高的吨位段，对注册卷宗要求的信息就会

发生变化，即10t/a、100t/a、1000t/a，注册者必须通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物质

量值的变化（第22（1）（c）条）以及为了符合新吨位水平的信息要求所要求的

补充信息（第12（2）条）。此时应提交问询卷宗至管理局，管理局将通知之前

的注册者（及任何潜在的注册者）的名称及地址，及任何相关的已提交研究摘要，

以便现有数据的共享，同时避免重复不必要的脊椎动物实验。 

若注册者停止生产或进口注册物质，或停止物品的生产或进口，则应通知管

理局相关情况，更改注册吨位至0（第50（2）条）并注意到相应的后果，注册者

必须保存相关信息自 后一次生产或进口发生之日起至少10年，并可随时接受检

查。 

 

d) 新确定的用途和对制造或进口物质建议的新用途
如果下游用户通知注册者在注册卷宗中尚未确定的物质的新用途，这可能有

两种情况： 

 如果注册者以每年l0 t的吨位段为起点已经注册，并因此按要求准备化学安全

报告(CSR)，则他可以对新用途进行化学评估，并且把新用途写入化学安全报

告，如果化学评估的结果显示新用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是能够充分控制

的。而后，只要相关，他将向下游用户提供给修订版的SDS，其中包括物质的

新用途以及描述该物质安全使用操作条件的暴露场景。如果基于化学安全评

估，出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理由，他不能把新的确定用途纳入化学安全报

告，则应以书面形式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如此决定的理由。若未提供标明

不建议使用用途的更新SDS，注册者不能供应给下游用户相关物质。 

 如果注册者已经按照每年小于l0 t的吨位段进行了注册，则他没有进行化学安

全评估的义务。然而，他可以决定是否把新用途写入SDS。 

无论哪种情况，注册者都需更新其注册，将新的确定用途或新的不建议使用

用途考虑在内。还可以有一种情况，注册者必须考虑新的自用用途或他自行决定确

定一项下游用户感兴趣或可能感兴趣的新的用途。 

因此，如果“新”用途为已包含在注册者CSR(并且随附于SDS)中的暴露场景所

涵盖，他无须更新其注册，即使根据附件Ⅵ第3.5部分里的“用途的简要概述”不

完全对应于该用途。 

e) 注册者有理由预期关于物质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风险的新知识已为人们
所了解，这些知识会导致安全数据表或化学安全报告的变化 



如果注册者了解到其制造或进口的物质可能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引起其他或不

同的风险，例如基于环境监控数据或流行病学研究，他需考虑这些数据并且对实

行的或向供应链下游推荐的风险管理措施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引发化学安全评估或安全数据表修订的新信息可以接受国际评论，例如IPCS

评论或OECD SIDS，或任何一种涉及物质释放、危险或暴露的出版物。 

即使初始注册是完全正确的，注册者还需保持对CSA/CSR或SDS的随时更新种

多样的情况引发对CSA或SDS以及注册卷宗进行更新的需求，诸如： 

 持续的义务：定期地筛选可能导致CSA结果变化的新物质信息。 

 已有新的或额外的研究报告可用，它们会改变危险或鉴别出新的危险。 

例如，对于已经被鉴别为极高关注的物质，并且包含于附件XIV将 终进入需

授权的候选物质名录的物质，如果先前注册未包括这一信息，其注册者需考虑这

一情况以更新其注册卷宗。f) 任何物质的分类和标签的变化 
法规要求任一注册者就其所有需注册物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物质分

类。 

在已经按照第115条采纳了协调分类和标签的情况下，注册卷宗需做相应的更

新注册。 

此外，任一把物质投放于市场的物品生产商、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向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通报关物质身份特征的信息于和关于物质危险分类的信息(不受已分

类物质量值的限制)，包括标记和具体的浓度限量。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把所有

这些关于分类和标签的信息整理成一个可供公众使用的分类和标签名录。该名录

将指明相关注册号以及不同注册者或通报者提交的分类是否不同。如果不同，法

规要求注册者和通报者尽一切努力就分类达成一致，并在适当时更新对其注册或

通报（见C&L指南）。 

另外，每个注册者还有义务按照任何与分类相关的其他新数据更新其注册卷宗。 

 

g) 化学安全报告或附件Ⅵ第5部分内容的任何更新或修订（有关安全使用的指
南）

除了前面各点提到的原因外，还会由于以下原因需对CSA/CSR进行更新，也就

是： 

 供应链中的创新。 

 新产品和新应用。 

 下游用户的新设备和新工艺(使用条件)。 

另外，产量和/或进口量的增加也会引发CSR的更新。 

以上提到的更新CSA/CSR的需求可以由生产商或进口商、下游用户或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成员国内部确定。尽管更新CSA/CSR的需求可能是由沿供应链向下传递的

信息产生的结果，但是街道鄘餸口商可以选择是否支持任何报告的对C5R的修订： 

 如果支持这些变化，则要对CSR和任何现有的SDS(和/或其他下游用户信息)进

行修订，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注册卷宗也要进行更新。 

 如果生产商或进口商决定不支持修订，则要把 初的信息来源通报给他们，以

便他们采取适宜行动和理由建议应在SDS第16节中规定不支持的使用条件，同

时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那些理由。另外，必须通过将不支持

的用途纳入建议的主导用途之下来更新注册（第37(3)条)。 

h) 注册者确定进行附件Ⅸ或附件Ⅹ所列试验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应提出试验提
案 

倘若由于较低吨位段而法律不要求更高水平的研究，为了能够充分控制物质

制造和使用所带来的风险，从注册者的观点来看，在一些场合下这种研究仍然会

是必要的。在注册者确定需进行附件Ⅸ或附件Ⅹ中所列较高水平研究的情况下，

他将必须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包括该试验议案的更新版注册卷宗。 

i)在注册过程中准许的任何变化 
法规鼓励注册者共享数据，以便节约资源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动物试验，保

持更新关于相关数据所有权和使用许可的 新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尤其相关信息的联合提交。在信息的联合提交中，主导注册者应以所

有注册相同物质的一组注册者的名义提交全套数据，而所有其他注册者只应在其

各自的注册中提交一组有限的信息，至于其他信息则引用主导注册。注册者团组

成员组成的变化应由注册者在REACH-IT系统中更新，但是如果主导注册人或注册

团员提出保密的要求涉及的变化，则需更新卷宗或向管理局提交新的卷宗。 

9.1.4  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决定的更新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据“评估篇”做出决定的结果是，注册者必

须更新其注册，或考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根据第60条（给与授权）
和第73条（欧盟委员会关于限制的决定）做出的决定。该更新需在欧洲化学品管

理局/欧盟委员会决定中所规定的截止期前完成。 

a) 评估程序

评估程序有两种主要类型，物质评估和卷宗评估。后者再细分为对任何试验

议案的审查和对注册卷宗的符合性核查。据该篇规定做出的决定会对注册者的更

新义务产生影响，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在试验议案审查中，作为注册一部分提交的附件Ⅸ或附件Ⅹ的所有试验议案

必须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在确定的截止期内进行审查。当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

盟委员会的决定要求进行一项或若干项试验时，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试验议案的

审查会引发注册者更新其注册卷宗。更多详细信息参见《评估指南》。 

如果在更新注册卷宗的时候附件Ⅰ有要求，所有基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据第
40条（试验议案的审查)的决定进行的试验，必须以研究摘要或充分研究摘要形

式提交。另外，根据所进行新试验的结果，注册者必须更新对物质危险的概述和

/或包括ES的CSR。 

在符合性核查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审查任一注册卷宗，以核查注册者是

否已履行了其义务以及注册卷宗是否符合REACH法规的规定(更多关于符合性核

查的详细信息参见《评估指南》)。 

根据符合性核查的结果，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可以要求注册者在

给定的时间期限内提交使其注册符合相关信息要求的任何信息。作为回应，注册

者应使用所要求的任何补充信息更新其包括化学安全报告在内的注册卷宗。 

物质评估旨在澄清这样一种关注，也就是给定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了

风险。 

在怀疑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风险的情况下，物质评估为主管机构要求产业界获

得并提交补充信息提供了一种机制。当主管机构认为有必要用补充信息来澄清这

种怀疑，它将必须准备起草决定草案，阐明这一要求的理由。 

当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欧盟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注册者必须以在设定的截止

期更新其注册卷宗的方式来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所要求的信息。如果是多个

注册者的情况，他们需为谁以所有注册者名义进行试验以及如何公平分摊试验费

用达成共识。 

b)授权/限制 

如果某物质通过欧盟委员会决定而获得授权，则注册卷宗中要反映出授权的

条件。而后，如果注册卷宗中没有考虑到这些条件，就必须对注册卷宗进行更新。 

对受辖于限制的物质，注册卷宗中应反映出豁免限制的相关用途或包括在限

制的用途的相关条件。 

9.1.5  据REACH法规视为巳注册物质的注册卷宗的更新 
已经按照指令67/548/EEC通报的物质 

通报卷宗更新应区分为吨位更新和其他原因引起的更新 

吨位更新 
在REACH法规下，已经按照指令67/548/EEC由生产商或进口商提交通报的物质

视为已注册物质。然而，如果这些视为已注册物质的制造量/进口量达到第12条
中规定的下一个吨位阈限(10、100或1000t)，则应尽快更新其REACH法规注册卷

宗。另外，按指令67/548/EEC低于1吨通报物质的更新，不但要求包含REACH法规

中对应的较吨位阈限所要求的信息，而且要包含对应所有还未提交的较低吨位阈



限所要求的信息。 

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脊椎动物试验，注册者必须首先通知欧洲化学品管

理局其为符合新吨位水平的信息要求而拥有的补充信息。一旦收到该信息，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应当启动查询程序（第12（2）和第26（3）条)，并且应当通知该

注册者先前注册者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们已经提交的任何有关研究摘要，以便共

享现有数据并确保不重复进行不必要的脊椎动物研究，更多关于查询的信息参见

第2．3节和《数据共享指南》。 

当更新吨位时，已通报物质的注册者还必须符合REACH法规的所有其他要求和

规定（第24（2）。例如，当提交其更新时，注册者必须准备化学安全报告并在

相关时，准备暴露场景报告随附其安全数据表上。 

除吨位外的其他更新当达到下一个吨位阈限时，除了所要求的更新外，只要
相关，还必须提交前面第9.1.3节和第9.1.4节所描述的更新。 

 除因达到更高的吨位阚值要求的更新，如果存在且与以上9.1.3节和9.1.4节

提及的要点相关，也应进行更新，包括按照 16（1）条，16（2）条或指令67/548/EEC 

中7（2）条规定做出决定的更新。 

以上更新并非按照REACH法规要求的所有信息都要提供，如24（2）条，只需

提供达到下一个吨位阚值的信息，因此，只提交一个非吨位增加的更新时，应使

用减损声明，说明根据22条更新不需额外REACH数据，只要未达到下一个吨位阚

值，信息要求可得到豁免。更多关于减损声明信息及相关使用指南参见“先前已

通报物质的问答”。 

以上情况通报人通常不必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CSR）,也不需提供针对用途

和已包含在原来的通报中信息的暴露场景和扩展安全数据表，因为风险已经被评

估过，而且相关成员国主管机构已基于风险评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注册者只需在以下情形时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CSR）： 

 第22（1）（d）-仅需提交新的确定用途的CSR，但鼓励提交所有用途的

CSR 
 第22（1）（e）-物质风险影响健康和环境认识会引起安全数据表中的变

化，随着对物质风险影响健康和环境认识的增加，需提交相应的CSR。 

 第22（1）（e）-物质的分类和标签的变化引起安全数据表发生变化，导

致更严格的分类时，需提交相应的CSR 。  
但是，鼓励通报者提交按照REACH法规定义的CSR以便i)确认有法规权威机构

开发的暴露场景仍然适用；ii)尽早描述风险管理措施（及随后对下游用户的

建议）。 

通报者应按照REACH法规的要求，为任一新的研究，提交充分研究摘要，如按

照指令67/548/EEC第16（1），16（2）或7（2）（现被认为是管理局的按照

第51条和52条做出的决定））或符合第41条。已经由成员国主管当局评估过

的原来作为通报的一部分提交的数据， 不需提供充分研究摘要，除非因生成

CSR所必需。 

更多关于如何为每一个暴露场景完成IUCLID卷宗并通过技术完整性审核检查

的信息，可参考数据提交手册5：如何完成注册用技术卷宗及PPORD通报，以

及“先前已通报物质问答”。 

 
生物杀灭产品中的物质和植物保护产品中的物质 
 
对于在生物杀灭产品指令或植物保护产品指令下视为已注册物质的各项用途

（参见第15条），第22条中的更新要求不适用（第16（2）条）。 



附录1 
缩略语 

 
C&L C1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分类和标签 
CBI Confidentia1 Business Information  商业机密信息  
Chesar 化学安全评估及报告工具  
CMR Carcinogenic, Mutagenic and Reprotoxic substance 致癌、致畸和生殖毒

性物质  
CSA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化学安全评估  
CSR Chemical Safety Report  化学安全报告  
CWG Commission Working Group  欧盟委员会工作组  
DNELs Derived No Effect Levels  衍生无效水平  
DU Down stream User  下游用户  
ECHA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EA European Economic Area  欧洲经济区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欧洲自由贸易协定  
EINECS European lnventory of Existing Commercial Chemical Substances 欧
洲现有商用化学物质名录  
ELINCS European List of Notified Chemical Substances 欧洲已通报化学物质

名录  
ES ExposureScenario  暴露场景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  
GDMF General Decision Making Frame work  通用决策框架  
GHS  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for classification and 1abeling 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GLP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良好实验室规范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IPCS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 化学品安全国际纲要  
lTS  Integrated Testing Strategies  综合试验战略  
IUCLID International Uniform Chemical Information Database 国际统一化学

品信息数据库  
IUPAC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

学联合会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LP no—longer polymer  不再视为聚合物  
OC  Operational Conditions  操作条件  
OECD HPV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igh 
Production Volume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产量(化学品数据库) 
OECD SIDS OECD Screening Information Data Set OECD  筛选信息数据集  
OECD SIDS SIAR OECD SIDS Initial Assessment Report  筛选信息数据集初

始评估报告  
PA publicly available  向公众开放  
PBT Persistent，Bioaccumulative，Toxic substances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

毒性物质  
PNECs 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s  预期无效浓度  
PPORD Product and Process Orienta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产品和工

艺导向的研发  



QSARs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REACH  Registration ， Evaluation ，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RIPs  REACH Implemention Projects REACH  实施方案  
RMM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风险管理措施  
SDS  Safety Data Sheet  安全数据表  
SIEF  Substance lnformation Exchange Forum 物质信息交流论坛  
SM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 中小企业  
SVHC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高度关注物质  
UVCB  substance  substances  of  Unknown or Variable Composition，   
Complex reaction products or Biological materials 未知组分或可变组分的物

质、复杂反应产品或生物材料  
vPvB  very Persistent and very Bioaccumulative substances  高持久性和高

生物累积性物质  



附录2 

REACH法规中主要利益相关方的任务和责任 

 

 
Ⅰ产业界 

 
 混合物   

    (1)物质量值低于每年1 t的生产商和进口商  
 对已投放市场的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和标签。 

 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制作所有投放市场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名录，向其通报危险

物质的分类。 

 为下游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第31条和附件Ⅱ所要求的物质及混合物的安

全数据表。 

 就未分类物质为直接消费者准备并提供第32条所要求的信息。 

 进行风险评估并减少任何化学品代理商产生在工作场所中的风险(关于化学品

代理商工作的指令98/24/EC)。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为列于附件ⅩⅣ中的物质申请或决定不申请使用授权。 

 在拥有数据的情况下，在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里表现为数据持有者。 

(2)物质量值为每年1 t或1 t以上的生产商 

 如果你希望保证你的物质作为分阶段物质的地位，则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进

行预注册。 

 如果你的物质为非分阶段物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出查询以确定是否已经

有人为该物质提交了注册。 

 搜集并共享现有的、生成并提议生成关于物质特性和使用条件的新信息。 

 准备技术卷宗(要注意适用于可分离中间体的特殊规定)。 

 准备CSA和CSR(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0t或10 t以上的生产商)。 

 准备包括暴露场景和风险特性描述的CSA和CSR(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0 t

或10 t以上的生产商，其化学品是危险物质或符合PBT物质或vPvB物质的标准)。 

 对自己制造和使用的物质实施适宜的RMMs。 

 为物质提交注册(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 t或1 t以上的生产商)。 

 保持更新提交的注册信息，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更新。 

 对投放市场的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和标签。 

 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制作所有投放市场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名录，向其通报/注

册危险物质的分类。 

 按第31条和附件Ⅱ要求为下游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物质和混合物的安全

数据表。 

 在SDS中推荐适宜的RMMs。 

 传递CSA中制定的作为SDS附件的ESs(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0 t或10 t以上

的生产商)。 

 按第32条要求，为下游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关于未分类物质的信息。 

 进行风险评估并减少任何化学品代理商产生在工作场所中的风险(关于化学品

代理商工作的指令98/24/EC)。 

 对作为评估过程结果而要求更多信息的任何决定做出回复。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为列于附件ⅩⅣ中物质的用途申请授权。 

（3）物质量值为每年1 t或1 t以上的物质和混合物的进口商， 

 如果你希望保证你的物质作为分阶段物质的地位，则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进

行预注册。 



 如果你的物质为非分阶段物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出查询以确定是否已经

有人为同种物质提交了注册。 

 搜集并共享现有的、生成并提议生成关于物质特性和使用条件的新信息。 

 准备技术卷宗(要注意适用于可分离中间体的特殊规定)。 

 准备包括暴露场景和风险特性描述的CSA和CSR(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0 t

或10 t以上的进口商，其化学品是危险物质的或符合PBT物质或vPvB物质的标

准)。 

 自己制造和使用的物质实施适宜的RMMs。    ’ 

 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物质提交注册(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 t或1 t以上

的进商)。 

 持更新提交的注册信息，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更新。 

 投放市场的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和标签。 

 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制作所有投放市场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名录，向其通报/注

册危险物的分类。 

 按第31条和附件Ⅱ的要求为下游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物质和混合物的安

全数据表。 

 在SDS中推荐适宜的RMMs。 

 传递CSA中制定的作为SDS附件的ESs(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0 t或10 t以上

的进口商)。 

 按第32条的要求，为下游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关于未分类物质的信息。 

 对作为评估过程结果而要求更多信息的任何决定做出回复。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为列于附件ⅩⅣ中物质的用途申请授权。 

（4）物品的生产商 

 在某些情况下要为物品中的物质注册(引发注册的量值为每年每生产商1 t或1 

t以上)。只要相关，应履行关于C＆L、预注册和查询等各项义务。 

 对提交注册的信息保持更新。 

 在某些情况下通报物品中的物质(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l t或1 t以上)。只

有相关，应履行关于C&L、预注册和查询等各项义务。 

 对提交注册的信息保持更新。 

 在某些情况下通报物质（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t或1t以上的生产商）。 

 当收到附有ESs由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组成的物品的SDS时： 

a．如果该项用途已经包含于ES中，则实施ES中设定的RMMs；或 

b．如果该项用途情况不包含于SDS的附件中，通知供应商该项用途(也就是要使他们

知晓该项用途并使之成为确定用途)并且等待附有更新ES(s)的新SDS或者自行进行

化学安全评估并就此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报(如果下游用户的吨位范围为每年1 t

或1 t以上)。  
 实施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SDS中设定的那些RMMs，当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组合到

物品中时这些措施适用 

 进行风险评估并减少任何化学品代理商产生在工作场所中的风险(关于化学品

代理商工作的指令98/24/EC)。 

 对作为评估过程结果而要求更多信息的任何决定做出回复(只与已注册物质相

关)。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如授权中规定的，使用已授权物质组成物品或为列于附件ⅩⅣ中物质的用途申

请授权。 

（5）物品进口商 

 在某些情况下要为物品中的物质注册(引发注册的量值为每年每生产商1 1或1 

1以上)。只要相关，应履行关于C＆L、预注册和查询等各项义务。 

 对提交注册的信息保持更新。 

 在某些情况下通报物品中的物质(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 t或1t以上).只要



相关，应履行关于C&L的生产商、预注册和查询等各项义务。 

 对提交注册的信息保持更新 

 在某些情况下通报物质（对于每化学品每年量值为1t或1t以上的生产商）。 

 对作为评估过程结果而要求更多信息的任何决定做出回复(只与已注册物质相

关)。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为列于附件ⅩⅣ中物质的用途申请授权。 

（6）下游用户 

 核查物质是否已经列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公布的预注册物质名录中。如果没有

并且认为相关，则要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该物质列入名录。 

 拥有相关数据的情况下，下游用户在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中表现为数据持

有者。 

 实施SDS中设定的RMMs。 

 当收到附有ESs的SDS时： 

a．如果下游用户的用途已为ES所涵盖，则实施附于SDS的ES中规定的RMMs；或 

b．通知供应商该项用途(也就是要使他们知晓该项用途并使之成为确定用途)并且等

待附有更新ES(s)的新SDS或者自行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并就此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

报(如果下游用户的吨位范围为每年1 t或l t以上)。 
 为更下游的用户准备并提供SDS(s)，并在其中和随附的ES(s)中推荐适宜的

RMMs。 

 按第32条的要求，为更下游的用户和分销商准备并提供关于未分类物质的信

息。 

 直接向其供应商传递关于物质危险的新信息以及可能引起对SDS中为确定用途

确定的RMM质疑的信息。 

 进行风险评估并减少任何化学品代理商产生在工作场所中的风险(关于化学品

代理商工作的指令98/24/EC)。 

 对作为下游用户报告中试验议案评估过程结果而要求更多信息的任何决定做

出回复。 

 遵守附件ⅩⅦ中规定的对于物质和混合物制造、投放市场及使用的任何限制。 

 如授权中规定的，使用已授权物质(该信息应在供应商的SDS中找到)或为列于

附件ⅩⅣ中物质的用途申请授权。 

 就已授权物质的使用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通报。 

Ⅱ 各成员国 

 就生产商、进口商、下游用户和其他利害关系方在REACH法规下各自的责任和

义务向他们提供建议(各主管机构的帮助平台)。 

 为列于欧盟滚动行动计划的优先物质进行物质评估。准备决定草案。 

 为CMRs物质和呼吸致敏剂建议协调C＆L。 

 确定需授权的高度关注物质。 

 提议限制。 

 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风险评估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学分析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提

名候选人。 

 为“成员国委员会”任命成员，以解决评估、考虑协调分类和标签的议案以及

确认物质授权的决定时的意见分歧。 

 为他们所提名的各委员会成员提供适当的科学和技术资源。 

 任命论坛的成员并集会讨论执行问题。 

 执行REACH法规。 

Ⅲ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为REACH法规的实施提供技术、科学指南和工具，特别帮助产业界，尤其是中

小企业(SMEs)准备化学安全报告。 

 为各成员国主管机构实施REACH法规提供技术和科学上的指南，并且为各主管

机构的帮助平台提供支持。 



 接收并核查对厢于研究与开发(PPORD)的物质的豁免请求。 

 预注册： 

a．  接收所有生产商和进口商为某一物质提交的信息，并准许其访问这些信息为有

冲突的问题做出预先决断。 

b． 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上公布预注册物质名录。根据下游用户的要求对名录

进行更新。  
 执行对非分阶段物质的数据共享规则。 

 注册：核查完整性、要求注册的完整以及拒绝不完整的注册。 

 评估： 

a.确保协调一致的方法。设定优先性并做出决定。 

b.进行注册卷宗评估，包括试验议案和其他选择性注册 

c.物质评估：提议欧盟滚动计划草案，协调物质评估过程。 

d.就试验议案做出决定。 

 物品中的物质：就通报做出决定。 

 授权/限制：管理过程并提供意见；对优先性提出建议。 

 为论坛和各委员会提供秘书服务。 

 就访问已提交的数据做出决定。 

 在可公共访问数据库中公布一些具体的数据。 

 处理抱怨和上诉——关于注册、R＆D、评估、机密性等。 

Ⅳ 欧盟委员会 

 在各成员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就评估过程中补充信息的需求做出决定。 

 把物质纳入授权系统。 

 就给予或拒绝授权做出决定。 

 就限制做出决定。 

 如果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未能做出决定，则就试验议案做出决定。 

V 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贸易协会或行业协会、NGOs和社会公众 

注意：以下所列是各利益相关方可能的情况 /选择：  
 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获取非机密信息。 

 要求访问信息。 

 评估：就欧洲化学晶管理局网站上公布的试验议案提供科学有效且相关的信息

和研究。 

 授权： 

a.对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议优先处理的物质以及豁免授权要求的物质的用途

提出评议意见。 

b.就可能的替代办法提供信息。 

 限制： 

a．  就限制议案提出评议意见。 

b．  为建议的限制提供社会经济学分析，或提供与之有帮助的信息。 

c．  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风险评估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学分析委员会的意见

草案提出评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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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手册——初学者案例课程 

 
本《入门手册》是《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三章的摘录内容。欲参阅第三章之外的其他章节内容，请阅读全本手册。. 

 
1. 案例课程介绍 

 
本入门手册中的指南旨在协助IUCLID 新用户设置并立即使用该应用程序，而无需事先详细阅读全本《IUCLID5 终用户手册》。有关

更多的细节提示，请参阅整本用户手册的具体章节。本课程主要介绍以下几个部分： 
 
 

 初步操作向导将指导您完成与应用程序设置相关的几个不同步骤，使您能够立即使用该应用程序：见第二章“启动IUCLID 5：初

步操作向导”。 
 

 这是一个自我指导的案例课程，将指导用户实现物质数据集操作所需的 常见的功能，而这正是IUCLID所提供信息的核心所

在。本课程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 3 为某种物质创建数据集并分配一种参考物质
 
 

○ 4 完成物质数据集
 
 

▫ 4.1 第1-3节数据输入/编辑
 
 

▫ 4.2 第4-13节数据输入/编辑
 
 

○ 5 打印物质数据集
 
 

○ 6 建立卷宗
 
 

○ 7 导出物质数据集
 
 

○ 8 导入物质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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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注释
 
 

▫ 9.1 原始数据注释
 
 

▫ 9.2 卷宗注释
 
 

○ 10 退出 
 
 
本实践操作课程中提供了一系列的真实案例。这些案件都是从不同的已发布数据集中摘选，但并不一定与所使用的案例物质相关。这里，所

有案例均应被视为虚构案例。 
 
 

注意 
 

这些实践操作课程案例可能与您的特定提交工作不存在相关性。但是，尽管如此，这对于您进行自我指导教程练习仍会有

很大帮助，可使您能够大体熟悉 IUCLID 的功能。 
 
 
2. 启动 IUCLID 5：初步操作向导 

 
第一次启动IUCLID时，在电脑上安装IUCLID之后，初步操作向导就会出现，指导您完成应用程序设置相关的不同步骤，以便您能够立即使用

该应用程序。如果管理员已经设置IUCLID应用程序和您的用户账户，您可以跳过本章。也可以通过《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16 章
“用户、角色、偏好管理”中所描述的功能进行任何用户相关设置，尽管其中一些需要有超级用户权限才可（请参见《IUCLID 5 终用户手

册》第 D.16.21 章节“SuperUser（超级用户）与‘SuperUser（超级用户）’属性间的区别”）。 
 
 

重要提示： 
 

本向导可帮助定义用户账户，而用户账户是使用该应用程序所需的先决条件。如果以管理员账户默认提供的超级用户账户登录，则无

法进行用户账户定义。 
 

运行本向导前，请确认至少您公司/组织的法人实体信息已在您的电脑上以IUCLID导出文件形式进行存储（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

《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9.2.1 章节“创建一个‘正式’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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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信息也可在以后阶段再进行加载，但是强烈推荐在运行本向导时已经在您的个人电脑上存储以下文件： 
 

• EC目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12 章“目录”（查看EC目录相关信息） 
 
• 参考物质目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11 章“参考物质”（创建及更新参考物质

相关信息）） 
 
 
 

注意： 
 

如果想手动启动该向导，请以“SuperUser（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从“文件”菜单中选择“管理工具”和“初始化”命令。 
 
 
第一次设置您的IUCLID应用程序，创建一个适合日常办公的用户账户，并要确保该安装正确完成，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通过点击桌面上的相应图标，启动IUCLID 
 

 
 
2.  首次启动该应用程序时，唯一可用的用户是管理员，命名为“SuperUser（超级用户）”。通过输入以下名称（区分大小写！），以管理

员身份登录： 
 

 用户名：SuperUser  

 密码：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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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操作向导将会出现，并显示第1步中的一般信息。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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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2步：如未将 SuperUser（超级用户）的默认密码更改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密码，向导画面上的红绿灯将显示为黄色。选中“更改

SuperUser（超级用户）密码”复选框，输入旧密码“root”，接着再输入新密码。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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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3步：选择法人实体的导入文件（参见上述绪言部分），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法人实体将立即被导入。 
 
 
 

重要提示： 
 

注意：要成功完成此向导，至少要导入一个法人实体。如果未导入任何法人实体至 IUCLID 系统，向导画面上的红绿灯将

显示为红色。当您登录IUCLID时，初步操作向导将会自动启动，直到已成功导入一个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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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4步：选择EC 目录文件（参见上述绪言部分）。EC 目录不会立即被导入，而是在初步操作向导结束后开始导入。本导入过程

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即：半小时，具体决绝于您的计算机速度和目录文件的大小。 
 

 
 
 
 
 
 
 
 
 
 
 
 
 
 
 
 
 
 
 
 

7 



IUCLID 5 入门手册 
 
 
 
 
 
 
 
 
 
 
 
 
 
 
 
 
 
 
 
 
 
 
 
 
 
 
 
 
 
 
 
 
 
7.  第5步：选择参考物质目录文件（参见上述绪言部分）。参考物质目录不会立即被导入，而是在初步操作向导结束后与EC目录一起

开始导入。此批量导入过程可能需要花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取绝于您的计算机速度和目录文件的大小。导入参考物质目录

本身可能就需要好几个小时！ 
 
 
 

注意： 
 

如果不希望将整个参考物质目录导入您的IUCLID 系统，可从IUCLID 网站上下载个别参考物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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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6步：创建一个用户账户，并为此用户分配一个角色，定义该用户访问数据的权限。有必要创建一个新用户，配合不支持

SuperUser （超级用户）时使用。 
 

 选中“创建用户”复选框。 
填写所有字段。用户需要输入‘登录名称’，用于在登录过程中进行识别。‘全名’用来对用户进行正确识别。‘分配的角

色’用来对访问权限进行管理（在新安装的IUCLID 5系统中，默认提供“管理员”、“完全访问”和“只可读取”访问权

限）。 
 输入‘登录名称’，用于在登录过程中进行识别，以及‘全名’，用于进行正确用户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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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点击“设置密码”，并定义一个密码。 
 

 点击并高亮显示未分配角色列表中的一个角色，点击向右箭头，将该角色分配给用户。要管理访问权限，需要分配角色

（在新安装的IUCLID 5系统中，默认提供“管理员”、“完全访问”和“只可读取”访问权限）。 
 
 
 

提示： 
 

建议以“管理员”角色创建一个用户，无论是设置IUCLID单机版，还是IUCLID并行版本。一旦创建一个用户，IUCLID 管理

员（如果是并行版本）将可以定义不同的其他用户，并为其分配不同的角色（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D.16.1 章
节“用户设置管理工具使用原则”）。 

 
 点击绿色加号按钮并搜索所期望的法人实体来指定一个法人实体（通常情况下，法人实体在本向导的第三步操作中进行

导入）。在“查询”的‘法人实体名称’字段中，输入所期望的法人实体名称，或一个星号（*）作为通配符，并按下

“搜索”按钮。在“查询”结果列表中，点击所需的条目，然后按下“指定”按钮。 
 

 或者，也可以选择默认附件，以及导入/导出目录。这些设置可在以后的阶段进行，具体如《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16.5 章节“功能‘用户首选项’：任何设置用户首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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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7步：如果在向导操作步骤过程中已经选择了某一EC目录和/或参考物质目录文件，现在可执行导入操作。点击“执行导入”按

钮。再次提请注意：这些导入操作过程可能会需要花几个小时，具体决绝于您的计算机速度和正在导入的数据数量。 
 

然后，点击“完成”按钮。如果已经启动任何导入操作，现在请等待，直至导入操作完成。之后，退出系统，然后以新定义账户的

用户身份再次登录（请记住：不支持以SuperUser（超级用户）身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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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某种物质创建数据集并分配一种参考物质 

 
该手册在本章中介绍了如何创建物质数据档案，并为其分配一种参考物质。 

 
介绍 

 
在IUCLID中，有三个重要的部分都与物质的识别有关： 

 
 EC目录：即化学品标识符编目，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集中管理和提供。如果已经从IUCLID网站下载该编目，则利用

IUCLID所特有的EC目录就可以浏览该编目。请参阅《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D.12章节“目录”（查看与目录有关的信

息）。 
 

 参考物质目录：这是一种本地目录，由用户在其适当的IUCLID安装程序上进行管理与更新。请参阅《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

D.11.1章节“参考物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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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可以从IUCLID网站下载一份目录，其中包含有EC目录中所列的大约70,000种参考物质，该目录可以导入到你的IUCLID
系统中。 

 
 物质数据集：该数据集是IUCLID的核心信息。其中包含有与化学物质有关的所有数据，如化学特性（包括物质组成）、生产信息、

用途与暴露、分类与标签信息，以及所有必需的和可用的终端研究摘要。物质数据集是数据的资料库，可用于为提交的物质创建一个

数据集卷宗。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D.4章节“物质”（创建并更新与物质有关的信息）。 
 

当为某种给定的化学物质创建物质数据集之后，将其分配给一种指定的参考物质。该参考物质又依据EC目录，或者如果没有列出该参考物

质，则重新定义。物质数据集命名所依据的（提交）物质和指定的参考物质之间的差别，现根据下列实例进行简略说明：（i）单组分物质，和

（ii）多组分物质： 
 

二乙基过氧化二碳酸酯（Diethyl peroxydicarbonate）： 

参考物质 = 二乙基过氧化二碳酸酯，如EC目录中所列，其标识符为：EC:238-707-3, CAS:14666-78-5, C6H10O6 
 

提交物质 = 例如，二乙基过氧化二碳酸酯，即以参考物质作为主要组成部分进行命名，但是包含有作为稳定剂的异构十二烷基，

以及添加剂和杂质，这些在第1.2章节“组成”（Composition）中必须详细说明。在该物质中，二乙基过氧化二碳酸酯的典型浓度为

22%，其上限为27%。 
 

1,4-二甲苯、1,2-二甲苯和1,3-二甲苯的混合物： 
 

参考物质 = 1,4-二甲苯、1,2-二甲苯和1,3-二甲苯的混合物，其标识符为：EC 215-535-7, CAS 1330-20-7, C8H10 
 

提交物质 = 例如，1,4-二甲苯、1,2-二甲苯和1,3-二甲苯的混合物，即以参考物质作为主要组成部分进行命名，但是含有其所有成分的

标识，即1,4-二甲苯（30-40%）、1,2-二甲苯（25-35%）、1,3-二甲苯（20-30%）和杂质（水，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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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创建物质数据集并完成第1至3节，包括下列工作流程： 

 启动新建物质功能，并定义物质名称和法人实体拥有者。 
 为该物质数据集指定一个参考物质。 
 在新创建参考物质的情况下，转换到相应的记录，并从EC目录中为参考物质指定各自的化学特性；并完成其他标识符字段。 
 转回到该物质。 
 视情况而定，完成第1、2和3节。 

 
 
分步指南  

 
下列分步指南，采用基于虚构样本数据的截屏图进行举例说明。 

 
1.   在IUCLID“任务”面板中，或者在“菜单”栏的“文件”菜单中，选择“新物质”命令。 

 
 
 
 
 
 

2.   此时会出现物质向导，并引导你完成下列步骤： 
 

 输入用户定义的物质名称，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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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法人实体，并单击“完成”按钮。（注意：使用为贵公司定义的法人实体名称，如果还没有进行定义，则使用IUCLID
网站提供的任何其他法人实体（即“官方的”法人实体，LEO）。如有必要，可以随后创建一个新的法人实体，并将其指定给该数据集。请参

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D.9.2章节“功能‘法人实体’：如何创建法人实体”）。 
 

 
 
 
 
 
 
 
 
 
 
 
 
 
 
 
 
 
4.   新创建的物质数据集显示在数据输入窗口中，选项卡“查询结果”和“树结构”则出现在导航窗口中。如果显示器较小，则可以单击导

航条上的“ 小化”按钮（在下面的截屏画面中用圆圈标出），以便扩展数据输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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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要指定参考物质，则请单击参考物质字段中“添加参考”按钮 （参加上面的截屏图）。在出现的查询对话框中，按如下方式继续进

行： 
 情形1：搜索想要的参考物质。例如，在搜索字段EC名称中输入“ethanol”或者“eth*”，并单击“搜索”按钮，或者按下回车

键。 
 情形2：如果未找到该物质，则单击“新建”按钮，并输入适当的名称，例如“ethanol”。然后，单击“完成”按钮。（注意：

还可以稍后采用相应的功能来定义参考物质（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D.11.3章节“功能‘参考物质 — 新建’：

如何创建参考物质”）并将其指定给该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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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已经创建了某种新的参考物质，则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定义EC目录和/或者其他标识符：  

 通过点击靠右边的“转到”按钮 ，转换到参考物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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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时会出现一个空的参考物质记录。 

 

 
 

8.   如要指定相应的EC目录标识，如果有的话，则请点击靠右边的“添加参考”按钮 ，并在出现的查询对话框中搜索该物质，并单击 
“指定”按钮。（注意：如果数据输入被锁定，请单击工具栏上的“编辑”按钮 。） 

 
 
 
 
 
 
 

18 



IUCLID 5 入门手册 
 
 
 
 
 
 
 
 
 
 
 
 
 
 
 
 
 
 
 
 
 
 
 
 
 
 
 
 
 
 
 
 
 
 
 
 
 
 
 
 
 
9.   EC编号、EC名称、CAS编号、分子式和说明（若有），均自动加入到参考物质记录中。你可以选择是现在或者稍后完成任何其他字段

（例如，CAS编号、IUPAC名称、同物异名和SMILES记号）。 
 

 ，你可以返回到物质数据集。此时会显示指定的参考物质的标识符字段。  单击工具栏上的“返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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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时，新创建的物质数据集与参考物质有关联，你可以通过点击“返回首页” 按钮关闭该数据集，或者按照第4章 完成物质数据集中

的指示，继续完成该数据集。 
 

提示： 
尽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参考物质指定给某种物质，但是本手册强烈建议，在创建物质数据集时要认真处理好此事，其原因是：如

第4.2章节的第4-13节数据输入/编辑 中所示，每当你创建新的结点（Endpoint）研究记录时，“测试材料标识”字段中都会自动地填

入该参考物质的标识符。如果稍后再指定参考物质，该字段将无法自动更新。相反地，就必须在每个记录中手动地输入该物质的标

识符。 
 
 
4. 完成物质数据集 

 
该手册在本章中介绍如何完成某一物质数据集的各部分内容。并针对下列情况给出了样本数据和说明： 

 
 第1-3节数据输入/编辑（第 4.1 章节） 

 第4-13节数据输入/编辑（第 4.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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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IUCLID数据集的结构分为13个主要的节。各节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相应的子章节，如下列截屏图中所示： 

 

 
 
在第1-3节和第4-13节两者之间，在数据输入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具体如下： 

 
 第1-3节：数据被直接输入到各个子章节中，而且所有的第1-3节均是在物理上作为一项记录进行管理。无法创建进一步的记录。 
 第4-13节：数据只能被输入到结点研究记录或者结点摘要记录中，这些记录必须由用户来创建。 

 
这一差别通过不同的符号显示在用户界面上：第1-3节中，各个子章节的任何标题前面都有一个绿色或者红色的书页符号 ，然而在第4-13节
中，任何记录都采用一个绿色的小圆球 进行标识。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6.1 章节“第0-3节和第4-13
节之间的差别”。 

 
注意： 
“第0节 相关信息”中包含有和模板、分类以及混合物有关的信息。由于该示例性讲解主要针对初学者，因此不考虑这些相关信息。该示

例性讲解，根据亲自实践的例子，阐述了编辑物质数据集时 常用的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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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为编辑并完成物资数据集，可采用下列工作流程：  

 打开物资数据集。 
 展开树结构，显示出子章节点标题。 
 自定义查看模式，即针对给定管制程序显示必须的节点。 
 视情况完成第1、2和3节。 
 按要求完成结点第4-13节。 

 
 
 
4.1. 第1-3节数据输入/编辑 

 
 
介绍 

 
IUCLID第1-3节包含一般信息和非结点信息。讨论了下列类型的信息： 

 
 第1节  一般信息：物质的一般信息包括，由相关联的参考物质所代表的化学特性、它的成分、各种不同的业务关系（赞助商、供应商

或接受人、联合提交/联营企业的成员的身份）、由管制程序所指定的标识符（例如REACH注册编号）和其他IT系统（例如IUCLID 4 
参考）、分析信息和光谱数据、产品和工艺导向的研发的有关信息（如果适用）。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

册》第 E.1 章节“一般信息”。 
 第2节  分类与标签：依照分类与标签的全球统一系统（GHS）和/或者欧洲指令（物质指令67/548/EEC和配制品指令1999/45/EC）及其

修正与采纳情况，可将分类与标签信息添加到本节中。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E.2 章节“分类与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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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节  生产、用途与暴露：在本节点中存储的信息包括：生产方法、估算的产量、进口与使用、生产/使用场地、在供应链中的可获

得性、用途与暴露场景、废物生产，以及生产和使用该物质而产生的化合物。欲知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

第 E.3 章节“生产、用途与暴露”。 
 
 

注意： 
“第0节 相关信息”，实际上并不是数据输入节点，但却提供了一种，即模板、混合物、分类（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B.4.2.1章节“一般信息和非结点信息”）。 
 
 
分步指南 

 
下列分步指南，用基于虚构样本数据的截屏图进行举例说明。 

 
1.   在IUCLID“任务”面板中，选择“更新物质”命令。 

 
 
 
 
 
 

2.   此时，屏幕右侧出现一个空的数据输入窗口，左侧出现的“查询结果”方框（位置在标题栏“导航”下方）显示了你的本地IUCLID 安装

系统中或者你连接的网络中所有有效的物质。 
 

双击所需的物质（鼠标左键），打开相应的数据集。如果列有大量的物质，则按照下面的《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 D.4.3.2 章节“查询物

质”所描述的方法，在“查询结果”方框中进行查询。（注意：还可以从右键单击该物质时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打开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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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物质数据集后，导航窗口会在“查询结果”选项卡旁边提供第二个选项卡，即“树结构”。单击该选项卡，转换至树结构方框。熟

悉下列功能： 
 

展开树结构：单击任一节（例如，1 一般信息）前面的加号或者查找方框旁边的箭头 （在下面的截图中用红色圆圈标出），并从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全部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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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模式选择：单击查看模式指示器旁边的黑色箭头（位于查询/树结构选项卡正下方），打开下拉列表框，选择查看模式。在默

认情况下，查看模式被设置为“完整”。选择适当的另一种模式，例如，“REACH注册 1 – 10 吨，标准要求”。随后，树结构发

生改变，使此类注册或者提交所要求的节点之前的书本符号 变成红色，而所有可选节点的符号保持为绿色。那些不适用的节点

（例如，和生物性农药有关的节点）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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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IUCLID 第1.1节“标识”中，完成标题“在供应链中的作用”、“物质类型”、“商品名称”和“联系人”下方的字段，如上面的

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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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IUCLID全部的各节，为特定的部分（例如，上面截图中的商品名称标志和联系人标志）和整个记录都提供了相关的旗标对话

框。这些对话框都具有相同的设计，并包括有保密性标志和法规目的标志，这些标志可用于在后续操作例如输出、打印或者

创建数据集卷宗时筛选出标有标记的数据。例如，为“商品名称标志”设置“CBI”（机密商业信息）和“EU：REACH”旗

标。 
 

 
 
 
 
 
 
 
 
 
 
 
 
 
 
 
 
 
 
 
 
 
 
 
 
 
 
 
 
 
 
 
 
 
 
 
 
 
 
 

27 



IUCLID 5 入门手册 
 
 
 
 
 
 
 
 
 
 
 
 
 
 
 
 
 
 
 
 
 
 
 
 
 
 
 
 
 
 
 
 
 
 
 
 
 
 
 
 
 
5.  在树结构方框中双击各自的节标题，导航到“第1.2节  组成”（如有必要，单击导航条上的“ 大化”按钮，或者直接将鼠标悬停在导航

与数据输入窗口的分隔条上，直到指针变成双箭头。然后，单击并向左或者向右拖动分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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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第1.2节：组成”中，完成可重复数据块中的各个字段，从而使得能够指定物质的多个成分（这是具有不同杂质分布的物质所必需

的）： 
 

 单击加号 ，展开“物质组成”数据块。 
 输入你想要指定给该组成（或者组成分布）的名称，并指定物质的典型纯度。 
 如有需要，设置与该纯度相关的机密性和/或者法规目的的标志（参加下面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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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加号 ，打开“成分”数据块。 

 
通过设定各自的参考物质来详细说明其成分，该参考物质等同于单组分物质情形下的物质（即乙醇）。请参见第3章 为某种物质

创建数据集并分配一种参考物质中为物质分配一种参考物质的第4步（情形1）。 
 

完成“成分”数据块中的“典型浓度”与“浓度范围”字段。字段的“备注”可用于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例如，对于多组分物质，

在出现80%偏差的情况下，用于给出简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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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加号 ，打开“杂质”数据块。 

 
通过设定各自的参考物质（例如，甲醇）来详细说明其首要的杂质。请参见为物质分配一种参考物质的第4步和第5步。如果参

考物质的记录被锁定，要注意点击工具栏上的“编辑”按钮 。 
 

，并完成该字段。 从参考物质记录返回到“杂质”数据块，再次单击“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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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视情况重复地单击加号 ，打开“成分”、“杂质”和/或者“添加剂”数据块，记录所有的物质。 
10.  完成第1、2和3节中的所有子章节。请分别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E.1 章节“第1节：一般信息”、第 E.2 章节“第2节：分

类与标签”和第E.3章节“第3节：生产、用途与暴露”中的指南。  
 
 
4.2. 第4-13节数据输入/编辑 

 
介绍 

IUCLID第4-13节也称为“结点节”。在本文中，结点是指信息要求或数据点，涉及物质的理化性质参数、环境命运与行为、生态毒理学信

息、毒理学信息和符合给定的法规程序的特定信息（例如，食品和饲料中的残余物），例如欧盟REACH法规附件VI至XI中的标准信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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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LID的结点节，提供了存储“结点研究”数据的容器，例如，要输入到“第4.6节 蒸汽压力”中的蒸汽压力研究，或者要输入到“第7.5.1
节 重复剂量毒性：口服”中的重复剂量毒性研究（口服）。术语“研究”具有相当泛化的含意，因为它可以指任何实验性研究，而且还可以指估

算和预测方法，包括(Q)SAR、交叉参照、证据权重评估、数据免除，或者与给定的信息要求有关的任何其他类型信息。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

《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 B.4.2.2 章节“研究报告摘要与其他信息”。 
 
IUCLID中与结点有关的信息收集，是基于对整个研究报告的摘要说明。这些研究摘要可以是非常扼要的，或者是非常详细的。然而，研究摘

要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对有关的研究进行评价。非常详细的研究摘要，如果它们讨论了所有相关的研究项目，则还可称作“详细研究摘

要”（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B.4.2.2.3.1 章节“关键研究、支持研究和详细研究摘要的定义”）。 
 
在IUCLID中，采用结点研究记录来管理研究摘要。该记录具有预定义字段的模板和全文检索提示，意在帮助用户进行研究摘要（请参阅

《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7.1 章节“什么是结点研究记录？”）。第4-10节中的每个结点研究记录，都按照下列各个主要部分来组织结

构： 
 

 管理性数据 
 数据源 
 材料与方法 
 结果与讨论 
 整体备注与附件 
 申请人的摘要与结论  

 
在这些标题之下，除了结点特有的数据输入字段之外，还包含所有结点研究记录中常用的一些数据录入字段。由于很多字段只和详细研究摘

要有关，因此在IUCLID中还实现了一个不同细节级别的系统。这样就可以只显示基本的字段或者显示所有的字段（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

手册》第 D.4.7.6 章节“在显示类型‘基本字段’（细节级别1）和‘所有字段’（细节级别2）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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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IUCLID结点研究记录，都是以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一模板作为模型的，这些模板是用来报告任何类型化学

品有关的结点研究摘要的标准格式（这些化学品，例如有农药、杀虫剂和工业化学品）（请参阅《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D.4.7.1 章节

“什么是结点研究记录？”） 
 
IUCLID没有规定应当记录何种细节级别的研究摘要。应当将所提供的字段视为 大细节级别的数据字段。较早的研究报告或文献来源，通

常并未提供详细研究摘要中所提示的多个字段的详细信息。另一方面，许多 近进行的研究和任何新的研究，都可以进行非常详细的摘要。请

参考各自化学品项目有关的指南，了解需要对研究进行何种细节级别的摘要。现存的IUCLID 4 数据集，是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大宗化学品项目》和《欧盟风险评估》或者其他目的的背景下进行编制的。这些数据集将用于欧盟的REACH法规。必须考虑采用实

用的方法，避免不必要的附加工作，将这些数据集调整为IUCLID5的新格式。 
 
注意： 
第11节安全使用指南、第12节文献检索和第13节评估报告，并未用于记录结点研究摘要，但是也和结点信息有关。 

 
 
 
分步指南 

 
下列分步指南，采用基于虚构样本数据的截屏图进行举例说明。 

 
 
创建结点研究记录 

 
1.  按照4.1 第1-3节数据输入/编辑中的说明，打开物质数据集。  

 
2.  核实是否已经选择了查看模式“REACH注册 1 – 10 吨，标准要求”（请参阅章节4.1 在第1-3节数据输入/编辑）。  

 
3.  单击“第4节 物理化学性质”前的加号，显示所有被包括在内的子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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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击“第4.2节 熔点/凝固点”，并从显示的菜单中点击“新结点研究记录”命令。 

 
5.  此时出现一个新记录，并以绿色小圆球  标示。生成了缺省记录名，并同时显示在树结构方框与记录标题栏中。该记录名包括节标题和

后接的连续编号，例如，“熔点/凝固点.001”，如下面的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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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结点研究记录 

 
1.  在树结构方框中选择记录，并按F2键或者鼠标右键单击该记录，并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重命名”命令。 

 
2.  视情况编辑记录名称，随后单击“确定”。  

 
 
 

提示： 
添加额外信息，或者甚至可以匆忙地采用概要的记录值信息替换缺省的记录名，这样的做法是比较有用的。例如：“Hommel (1987) / 
key .001”（表明了作者与年份，并显示该记录包含有关键研究）。如需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IUCLID5 终用户手册》第D.4.7.3 章
节“重命名结点研究记录”。 

 
 
 
为“第 4.2节 熔点 /凝固点”录入手册数据 

 
这个用途案例包括（有限的）手册数据的录入。假定该数据来自可信任的数据源，因此可以用于关键研究。（注意：请参阅与法规程序有

关的指南文件，确认是否可以接受手册数据涵盖结点的理化性质。） 
 

1.  在“第4.2节 熔点/凝固点”中新创建的记录应当处于打开状态，并显示在数据输入窗口中。如果不是这样，则在树结构中双击该记录。 
 

提示： 
。 所有新创建的记录，都将自动地处于编辑模式。当你重新打开一个记录时，需要单击工具栏中的“编辑”按钮

 
2.  “管理性数据”部分：按照下列截图所示，完成适当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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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源”部分：按照下列截图所示，在“参考数目”字段数据块中，单击“添加”按钮，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参考数目类

型，并输入书目参考信息。本部分中的其他字段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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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与方法”部分：在本例中，唯一可完成的字段是“GLP符合性”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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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与讨论”部分：在字段数据块“熔点/凝固点”中，单击“添加”按钮，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凝固点的摄氏度数。如有需要，

重复该步骤，并输入相应的开氏温度值。 
 
 
 
 
 
 
 
 
 
 
 
 
6.  如果你继续创建另一个结点研究记录，对话框会要求你保存已修改的数据。单击“保存”按钮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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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如果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停止使用IUCLID进行工作（即超过两个小时），建议单击工具栏上的“保存” 按钮，确保已经保存了

录入的数据。否则，会话超时可能会导致IUCLID停止运行。从而无法保存数据。 
 
 
在“第6.1.1节 对鱼类的短期毒性”中录入某项研究的基本数据 

 
本用例包括，在结点研究记录中输入一项研究的基本数据。假定在出版物中和研究报告的摘要中，只有有限的信息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无

法获得该研究报告本身。该用例的目的是，示范细节级别的转换、如何只使用基本字段、启动联机帮助、操作包含内容全面的下拉列表、使用

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以及“撤销”功能。 
 

1.  在“第6.1.1节 对鱼类的短期毒性”中创建新的结点研究记录。 
2.  将该记录重命名为“Dorgerloh (1992)”。 
3.  单击记录标题栏下方的细节级别按钮，并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基本字段”。 

 

注意： 
如《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7.1 章节“什么是结点研究记录？”中所述，IUCLID可以只显示基本字段，或者显示所有字

段，即包括只和详细研究摘要有关的附加字段。任何附加字段的字段标签都被设为蓝色，而所有基本字段的标签均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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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性数据”部分：在“研究结果类型”字段中，选择“实验性研究”。在“研究时期”字段中，按照出版物中指示的时间输入

“1991”。其他字段暂时留空。 
 

 
 
5.  “数据源”部分： 

 
 在“参考数目”字段数据块中，输入如下截图所示的两本参考书目： 

 在任何字段内，通过F1快捷键或者通过单击工具栏上的“帮助”按钮 ，启动上下文敏感的联机帮助。  
 适当地自定义帮助窗口的尺寸（如果你需要经常查询各字段的联机帮助，那么比较有用的做法是合理放置“帮助”

窗口和IUCLID程序窗口，使得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窗口，而无需来回切换。然而，每个字段的上下文敏感的帮助，

必须明确地通过按F1快捷键或者单击“帮助”按钮 来启动。） 
 输入适当的参考书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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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存取”字段中，选择“数据发布”项。 
 
 
 
 
 
 
 
 
 
 
 
 
 
 
 
 
 
 
 
 
 
 
 
 
 
 
 
 
 
 
 
 
 
6.  “材料与方法”部分： 

 
 输入数据源中给出的指南：在“限定词”字段中选择“根据”（according to）。在“指南”字段中选择“其他指南”(other 

guideline)，这是因为所有的指南未列入参数选用表，在相关联的文本区域中输入“DIN 38412 L15”。 
 

 
 
 

43 



IUCLID 5 入门手册 
 
 

 指明该指南等价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南203：重复该步骤，如下面截图所示，从参数选用表中选择合适的项。 
 

 在“GLP符合性”字段中，选择“是”。 
 
 
 
 
 
 
 
 
 
 
 
 
 
 
 
 
 
 
 
 
 
7.  “试验材料”部分： 

 
 与试验材料的特性有关的字段，是基于指定给该物质数据集的参考物质自动填充（请参阅第3章节 为某种物质创建数据集并分

配一种参考物质）。你可以添加任何附加的标识符。 
 

注意： 
如果该研究采用的是提交物质（即由参考物质来鉴别的物质）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并且将其用作交叉参照，你必须相应地更

新这些字段。 
 

 “试验材料细节”字段：单击字段标签下面拼图形状的图标 。在打开的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对话框中，编辑所提供的自

由文本（Freetext）模板，只保留“-分析纯度：”并删除所有其他项。具体如下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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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字段“分析检测”（“是”）和“工具”（“否”）。 
 

 
 
 
 
 
 
 
 
 
 
 
 
 
 
 
 
 
 
 
 
 
 
 
 
 
 
 
 
 
 
 
8.  “测试生物体”、“研究设计”和“试验条件”部分：如下面截图所示，输入基本数据。 

 
提示： 

 
如果在下拉组合框中提供有非常全面的参数选用表，你可以使用下列方式之一，快速地找到你想要的项： 

 
 单击下拉箭头，在打开的参数选用表中单击进入查找窗格 ，然后输入该项的足够的部分。例如，输入“my”就会立即

找到任何含有该字符串的项，如“Oncorhynchus mykiss”。你不必使用通配符（*），并且此类动态查询是不区分大小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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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列表字段中开始输入你选择的项。IUCLID系统的自动填充功能，会在列表中自动显示以你所输入的字母开头的第
一条记录。例如，输入“O”或者“o”，将会自动扩展为“Oncorhynchus gorbuscha”。随后，当单击下拉箭头时，列表
中以这些字母开头的第一条记录，将会直接显示出来，你可以立即找到想要的项（例如，“Oncorhynchus mykiss”）。 

 
 
 
 
 
 
 
 
 
 
 
 
 
 
 
 
 
 
 
 
 
 
 
 
 
 
 
 
 
 
 
 
 
 
9.  “结果与讨论”部分：在字段数据块“浓度效应”中，单击“添加”按钮，并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LC50数值和下面截图中所示的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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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体备注与附件”部分：该案例研究中不需添加任何内容。 

 
11.   “申请人的摘要与结论”部分：在字段“有效准则”中，选择“是”，并在相关的文本字段中添加简短的说明。 

 
 
 

提示： 
在打印输出中，与该列表字段有关的补充文本字段，没有采用任何定界符来进行分隔。这会导致文本组合的混淆。因此，建议

将任何补充文本都置于圆括号中，使其与列表项分开。如果参数选用表中各项以冒号“其他：”作为结束，则不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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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试撤销功能：通过选择空白项，来删除字段“自的填充的有效准则”。然后，单击工具栏上的“撤销”按钮 。先前的参数选用表项

将会被重新输入，而不是相关的文本字段。 
 
 
 

注意： 
使用撤销命令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撤销 近的编辑操作。如上面的例子所示，这一规则也有少数的礼物情况。 

 
 
 
复制结点研究记录 

 
用例：为了示范“复制”功能，假定上述案例中编制的结点研究记录会被扩展为详细研究摘要，而第一个记录草稿会被存储。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在树结构窗格中用鼠标右击记录“Dorgerloh (1992)”，并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复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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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时，剪贴板管理器打开，并显示已经复制的记录。 
 
3.  在剪贴板中选择并加亮已复制的记录，单击“粘贴所选项”按钮 。然后，该记录会出现在树结构中与原始名称相同的节点下方。 

 
 
 
 
 
 
 
 
 
 
 
 
 
 
4.  将一个记录重命名为“Dorgerloh (1992)/draft (basic data)”，另一个重命名为“Dorgerloh (1992)/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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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结点研究记录排序 

 
用例：重新排序树结构中的记录，使指定为“关键研究”的记录置于 前面（当每个结点节中有许多记录时，是很有用的）。按如下步骤进

行： 
 

1.  鼠标右击节标题“6.1.1 对鱼类的短期毒性”，在显示的菜单中单击“记录排序”命令。 
 
 
 
 
 
 
 
 
 
 
 
 
 
 
 
 
 
 
 
 
 
 

2.  在对话框中，加亮指定为“关键研究”的记录，点击“向上移动箭头”将该记录置于第一个位置，然后单击“确定”。 
 

3.  此时，关键研究显示为第一个记录。 
 

 
 
 
 
 
 
 
 
 

50 



IUCLID 5 入门手册 
 
 
在树结构中快速查找特定的结点研究记录 

 
用例：尤其当一节中含有大量的结点研究记录时，应当采用查询/筛选方法，以快速地筛选出特定的记录。 

 
查询并查找某一记录： 

 
1.  单击并进入树结构窗格标题栏下方的查找或筛选窗格 。  

 
2.  输入记录名称中足够的部分，然后名称中含有该搜索字符串的所有记录都会被筛选出来，并立即显示出来。例如，输入“Dor”（不含引

号），将可以选择以该字符串开头的所有记录。输入“Dor*key”，将可以找到记录“Dorgerloh (1992)/key”。 
 

 
 
 
 

提示： 
在搜索字符串的前面或后面，可以使用通配符(*)替代任何字符。 

 
 
 
为“第6.1.1节对鱼类的短期毒性”中的详细研究摘要输入附加数据 

 
用例：假定整个研究报告现在都是可用的，并可以用于编制详细研究摘要。本用例的目的是示范“所有字段”的细节级别、导航链接至结点研

究记录的主体部分、综合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的使用、对可重复的字段数据块中的各项进行排序、使用多文本字段并上载预定义表，以及

其他的编辑功能。 
 
 

51 



IUCLID 5 入门手册 
 
 
1.  在该树结构中找到记录“Dorgerloh (1992)/key”，并双击将其打开。  
2.  单击工具栏上的“编辑”按钮 ，进入记录编辑状态。 
3.  单击记录标题栏下方的细节级别按钮，并在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所有字段”。  
4.  “管理性数据”部分：如下截屏图所示，完成“目的标志”字段，选择“详细研究摘要”复选框，并在相应字段指定研究时间段。（注意：

字段“可靠性”和“可靠性的基本原理”将稍后完成，当完成对该研究的评估之后，就完成了详细研究摘要。） 
 
 
 
 
 
 
 
 
 
 
 
 
 
 
 
 
 
 
 
 
 
 
 
 
 
 
5.  “试验材料”部分： 

 
 在“试验材料细节”字段中添加附加信息。单击该字段标签下方的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图标 。在打开的自由文本

（Freetext）模板对话框中，编辑所提供的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仅保留必须的项目，并删除所有其他项。具体如下截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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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材料的机密性细节”字段：在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中选择项目“-批号/批次编号：”，并按下面的截屏图所示添加数

据。（注意：任何可以断定为机密的信息（例如，组成、杂质、批号/批次编号），都应当被包括在该字段中，因为这样就可以

从任何打印或导出的文件中筛选出此类数据。） 
 

 “试验用替代材料或模拟材料性质细节”字段：将该字段留空，因为其只有在和另一种物质进行交叉对照时才相关，例如，模

拟材料或者替代材料。 
 
 
 
 
 
 
 
 
 
 
 
 
 
 
 
 
 
 
 
 
 
 
6.  “测试生物体”部分，“测试生物体的细节”字段：如下列截屏图所示，选择并编辑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 

 
提示： 

 
点击字段右上角的展开按钮 ，展开该字段，或者点击折叠按钮 ，以 小化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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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条件”部分：如下面截屏图所示，完成“硬度”、“试验温度”、“PH值”、“溶解氧”以及“标称与测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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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条件”部分（接上页），“试验条件细节”字段：如下面截屏图所示，选择并编辑自由文本（Freetext）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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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何其他与材料和方法有关的信息，包括表格”字段：按照如下方式，将一份预定义的表格或者其他可用的表格上载到多文本字段： 
  

 单击多文本编辑器工具栏上的“打开文件”按钮  。 
 在显示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你想要上载到该字段的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  
 适当地编辑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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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果与讨论”部分：如下面截屏图所示，在 “浓度效应”字段数据块中添加附加的浓度效应数据，并在“结果细节”字段中添加细

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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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性数据”部分：还需要基于实验报告或出版物的固有性质，以及数据的充分性，来完成“可靠性”和“可靠性的基本原理”字

段。按如下方式进行： 
 

 点击工具栏正下方的导航栏中的链接“管理性数据”，直接跳到该部分。 
 

提示： 
如果结点研究记录非常全面，或者如果你更喜欢从特定的部分开始进行编辑与浏览，例如“结果与讨论”，那么导航栏

上的链接会特别有用。 
 

 如下面截屏图所示，完成 “可靠性”字段和“可靠性的基本原理”字段。  

 点击链接“申请人的摘要与结论”，跳转到该部分，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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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请人的摘要与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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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印物质数据集 

 
该手册在本章中介绍如何打印： 
 

 只有基本字段的结点研究记录  

 具有全部字段的结点研究记录 

 完整的物质数据集 
 
分步指南 

 
打印仅有基本字段的示例结点研究记录“Dorgerloh (1992)/key” 

 
1.  在结构树中右击该记录，或者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命令。 

 
2.  此时出现“打印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自解释性打印对话框中的若干步骤：验证或者改变打印记录时采用的默认属性。在第五步中，选择

细节级别为“基本级别”。指定输出路径、文件名和其他打印选项，并点击“完成”按钮。 
 

3.  打开html文件，并进行查看。 
 
打印该记录及其所有的字段，除了选择细节级别“所有字段– 包括机密试验材料信息”之外，其他步骤完全相同。 

 
打印完整的数据集 

 
1.   双击第0 – 3节中的任何记录。确保其中一个子章节的内容显示在数据输入窗口中，例如，第1.1节 识别。 

 
2.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命令。 

 
3.   此时出现“打印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自解释性打印对话框中的若干步骤：验证或者改变打印记录时采用的默认属性、指定输出路径、

文件名和其他打印选项，并点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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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截屏图，显示的是示例性结点研究记录打印输出的部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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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打印输出见《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7.13章节“打印结点研究记录”。 

 
 
 
6. 建立卷宗 

 
本手册在本章中介绍如何创建卷宗，其方法与创建一个打印输出非常相似。 

 
介绍 

 
卷宗是物质数据集中所存储的原始数据的一种写保护性副本。可以设置所有权保护选项，防止对卷宗中提供的结点研究/摘要记录进行复制。

如果要将卷宗提供给另一方使用，而提交者不允许复制结点记录，这样做就有重要的作用。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

册》第 D.8 章节“卷宗”（创建卷宗，并浏览卷宗数据）。 
 

 
分步指南 

 
按照下列步骤，为物质数据集创建卷宗： 

 
1.   如果当前不在“任务”面板，则返回首页 ，并进入“任务”面板。 

 
2.   在“物质” 下方，点击“更新”。 

 
3.   在“查询结果”栏中，右击想要的物质（即样本数据集），并在显示的菜单中点击“创建卷宗”命令。 

 
4.   此时出现“创建卷宗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若干步骤的对话框：验证或者改变默认属性（用于将记录包含在卷宗中）、指定特定的卷

宗信息，并点击“完成”按钮。 
 

5.  创建后的卷宗出现在导航窗口内新的选项卡中，将其称为组件。卷宗的各个组件均被列出，即 ： 

 卷宗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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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宗的标题中包括有卷宗的模板类型、物质/参考物质的名称、CAS编号、法人实体、日期和用户定义的名称。 

 在创建卷宗的过程中输入的卷宗信息被显示（只读）在数据输入窗口中。你可以直接导航至卷宗主题。请参见下面的截屏

图。 

 与卷宗相关的信息窗口。  

 物质数据集原始资料。 

 在该物质中涉及的参考物质。  

 该物质所归属的法人实体。 

下列截屏图给出了卷宗组件和卷宗信息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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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出物质集 

 
该手册在本章中介绍如何导出完整的物质数据集，或者个别的记录。 

 
 
分步指南 

 
导出完整的物质数据集 

 
1.  如果“查询结果”窗格未处于激活状态，则点击该窗格，或者从IUCLID “任务”面板中选择“更新物质”命令。  

 
2.  选择要导出的物质数据集： 

 右击该物质数据集，并在显示出的菜单中点击“导出”命令。 

 或者，单击该物质数据集，并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命令。 

3.  此时出现“导出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若干步骤的“导出”对话框：验证或者改变默认属性（用于导出记录）、指定输出路径、文件名和

其他选项，并点击“完成”按钮。 
 

 
导出物质数据集的个别记录 

 
1.  在树结构中右击该记录名，并在出现的菜单中点击“导出”命令。  

 
2.  此时出现“导出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若干步骤的“导出”对话框：验证或者改变默认属性（用于导出记录）、指定输出路径、文件名和

其他选项，并点击“完成”按钮。 
 

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7.14 章节“导出结点研究记录”。 
 
 
8. 导入物质数据集 

 
该手册在本章中介绍如何导入完整的物质数据集，或者个别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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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是在你的电脑中存储有IUCLID导出文件，例如，在前面的练习中创建的文件（请参阅第 C.7 章节 导出物质数据集）。如果你导

入已存在的物质数据集，则默认会自动取消选择相同的记录。为了测试导入你的IUCLID安装系统中并不存在的物质数据集，你可以在导出之后

删除该物质数据集（在查询结果窗格中右击该集，并选择“删除”命令）。 
 
 
分步指南 

 
导入物质数据集的IUCLID 导出文件 

 
1.  如果当前不在“任务”面板，则返回首页 ，并进入“任务”面板。 

 
2.   在“导入” 下方，点击“导入”。 

 
 
 
 
 
 

3.  此时出现“导入助手”，可引导你通过若干步骤的“导入”对话框：选择输入路径和文件名、验证或者改变默认属性（用于导入记

录）、选择/取消选择所有或者个别要导入的记录，并点击“完成”按钮。 
 

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14 章节“导入（从IUCLID 5以外的系统导入数据）”。 
 
 
9. 注释 

 
本手册在该章中介绍，如何对原始数据层的记录和由卷宗提供的记录进行注释。 

 
介绍 

 
注释功能主要是供监管机构在评估申请人提交的数据时使用，例如，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或者成员国的主管机构。然而，该功能也可供

法人实体用来编制物质数据集，例如，在内部审查过程中使用。 
 
 

68 



IUCLID 5 入门手册 
 
 
可以在信息窗口的“注释”选项卡中找到，如下面的截屏图所示，该窗口信息窗口位于数据输入窗口的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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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你可以分别点击该窗口标题栏右上角的“ 小化”按钮  和“ 大化”按钮 ，以便 小化/ 大化该信息窗口。 
 

注释记录包括下列三个选项卡： 

 数据：构成实际的注释输入屏幕。  
 信息：包含一般的技术信息： 

 记录ID：显示分配给注释记录的UUID（通用唯一标识符）。 
 链接的记录ID：显示为注释记录所指向的记录分配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链接的记录ID：显示所链接记录的类型。 
 链接的记录ID：显示所链接记录的日期。  

 修改：给出当前注释文档的修改历史。 
 

可以为任何IUCLID要素创建注释。一般来说，在信息窗口中提供的注释选项卡，与其上方的数据输入窗口中显示的那个记录相关联。该记

录可以是卷宗、卷宗中含有的任何物质的结点研究或摘要记录、法人实体或者法人实体地址等。 
 

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9 章节“如何使用信息窗口”。 
 
 
9.1. 原始数据注释 

 
尽管物质数据集的第0-3节被从技术的角度处理成一个IUCLID中的记录（请参阅《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6.1 章节“第0-3节与第

4-13节之间的差别”），但是可以为每种物质创建单独的注释。下列实际动手的例子示范了如何管理一个结点研究记录的注释记录。同样的原则

适用于任何其他的IUCLID要素，例外情况是结点研究记录的注释模板提供了额外的结点相关的注释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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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指南 

 
添加与示例结点研究记录有关的注释 
 

1.  在树结构中找到记录“Dorgerloh (1992)/key”，并双击将其打开。  
 

2.  在信息窗口中，点击注释选项卡，进入该功能。 
 

 
 

3.  在注释工具栏上点击“添加”按钮 。 
 

4.  在出现的注释模板上，如下面的截屏图所示，完成适当的字段。在“结论”和“摘要”字段中，可以采用提交人的建议或者适当

修改后的建议。 
5.  点击“保存”按钮，或者如果你希望添加任何评论，则点击“与评论一起保存” 按钮，这些评论仅会出现在修改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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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按钮之后，注释记录会显示在如下表视图中： 

 

 
 
 
 
9.2. 卷宗注释 

 
注释功能还可用来对任何卷宗组件进行注释，以及对各个组件内的任何记录进行注释。一般来说，在信息窗口中提供的注释选项卡，与其

上方的数据输入窗口中显示的那个记录相关联。该记录可以是卷宗、卷宗中含有的任何物质的结点研究或摘要记录、法人实体或者法人实体地

址等。 
 

 
重要提示： 
对原始数据的任何注释都不会被包含在卷宗中。反之亦然，对卷宗数据的任何注释均被限制于该卷宗，而与相应的原始数据没有关系。 

 
分步指南 

 
首先需要按照如下操作打开卷宗： 

 
1.  如果当前不在“任务”面板，则返回首页 ，并进入“任务”面板。 

 
2.  在“卷宗” 下面，点击“查看”。此时会出现一个屏幕，其右侧为空窗口，左侧为“查询结果”窗格（位于“导航”标题栏下方）显示

本地IUCLID安装系统中或者已经联接的网络中可用的所有卷宗。 
 

3.  双击想要的卷宗，并在组件窗格中进行显示，同时显示其所有的组件，如下面的截屏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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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查询结果中列出了大量的卷宗，可以按照《IUCLID 5 终用户手册》第 D.4.3.2 章节“在查询结果窗格中查询物质”中所述，进物

质查询。 
 
5.  选定想要的卷宗后，该卷宗和其所有的组件都显示在组件窗格中，即： 

 卷宗自身： 

 卷宗的标题中包括有卷宗的模板类型、物质/参考物质的名称、CAS编号、法人实体、日期和用户定义的名称。 

 在创建卷宗的过程中输入的卷宗信息被显示（只读）在数据输入窗口中。 

 与卷宗相关的信息窗口，包括“注释”选项卡。  

 物质数据集原始资料（采用粗体字）。 

 在该物质中涉及的参考物质。  

 该物质所归属的法人实体。 

 

 
 
 
 
 
 
 
 
 
 
 
 
 
 
 
 
 

75 



IUCLID 5 入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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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卷宗中添加注释，可打开需要的卷宗组件，并导航至你需要评论的要素。例如，为卷宗自身添加注释，或者打开物质数据集并导航

至结点记录，然后添加和这些记录有关的注释。关于如何创建注释，请参见前面的练习。 
 
 
10. 退出 

 
如要注销用户帐号或者要退出IUCLID 系统，请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注销”或“退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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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体指南 
1 介绍 
 
1.1 不同中间体的定义  
REACH将中间体定义为“将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所进行的化学加工中制造、消耗或使用的物

质”（第三条15款）。因此，中间体不应该体现在最终制造出来的物质中（除非可能作为杂质）。

REACH定义了不同种类的中间体： 

 非分离中间体 

 分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 

 

非分离中间体：指合成过程中不打算从合成反应发生装置中去除的中间体（取样除外）。此类装置

包括反应釜、辅助设备、为下一步反应的发生而在反应釜之间转移物质的管道设备与物质持续或间

歇通过的其他设备，但不包括制成后物质的储存罐或其他容器（第三条15款(a)）。 

现场分离中间体：系指不符合非分离中间体标准的中间体，其制造和由此中间体合成其他物质的反

应都在同一现场发生，该过程有一个或多个法人实体运作（第三条15款(b)）。 

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指不符合非分离中间体标准、可在其他现场间运输或提供的中间体（第三条15

款(c)）。 

对于不同的中间体，使用不同的义务和信息要求。 

分离中间体的生命周期开始于它的制造（更为实际的术语可以是，开始于它从制造过程的提取）。

该周期止于该物质在合成制造另一种物质过程中的使用。在制造过程中没有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分

离中间体的残留将通常被丢弃或作为废料处置，并在当没有被回收成为非分离中间体或分离中间体

时，进入废物管理程序。由此，他们不再属于REACH的管辖范围。中间体的残留在合成物质中被发

现时，他们就被作为该种物质的杂质而由该种物质进行注册和评估。 

 

1.2 任务和义务  

 

1.2.1 非分离中间体  

 

REACH法规不适用于非分离中间体的使用（第二条 (1)(c)）。 

 

1.2.2 现场分离中间体 

 

每年生产 1吨或 1 吨以上的现场分离中间体的制造商需要注册，除非他被豁免注册（请参照注册指

南 1.6 部分）。以标准注册为目的而递交的信息(除作为中间体注册之外)在 REACH 法规第 10 条列

出，并在注册指南 1. 8.1 条有详细描述。但是，如果现场可分离中间体的注册者可以证实物质是

在如第 17 条第(3)款和本指南第 2.1 部分所描述的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话，则可根据第

17 条第(2)款提供减少的注册信息。  

 

注册义务和豁免 

 第2条 (8) 免除了中间体进行注册的一般义务。但是，现场分离中间体的制造商如符合

REACH第二篇第三章所列明的条件，则需要注册其年产量在大于等于1吨的物质。 

 如果制造商证实现场分离中间体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参见第2.1部分)，对

物质固有特性(物理化学、人类健康或环境性能方面) 的信息要求可减少到现有数据(例如他自行掌

握的信息或他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并且，如果有充分的研究报告，则可只提交一个研究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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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17条) (参见2.2部分)。 

 如果不符合严格可控条件，则根据吨位不同要求提交全面（标准的）数据包（第10条和12

条）。 

 当一个现场分离中间体是用于聚合时的单体（参见聚合物指南）时，对中间体注册条款的

减少就不适用于该物质，制造商必须按照“标准”物质的要求进行注册（参见注册指南）。 

 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已经按照涵盖相关物质使用的67/548/EEC指令的要求提交了一个通

报，则不需要注册（第24条）；该物质将会被视为已经注册，化学品管理局将会为其分配一个注册

号码（第24条）。 

  

分类和标签 

 

如果该现场分离中间体是作为一个分阶段物质进行注册，则制造商必须通知化学品管理局与其分类

和标签有关的信息，如果:  

 他在市场投放该种物质（例如：他在同现场提供给另外一个法人实体），并且 

 他还尚未提交注册 。 

对于2010年12月1日之前已经在市场上的物质，2010年12月1日之前必须完成此项工作。对在2010

年12月1日未投放市场的物质，在其投放市场时必需完成此项工作。（116条）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注册的现场分离中间体，分类和标签应该在注册卷宗中报告，因此不需

要单独通报。如果该现场分离中间体是一个年产量少于1吨的分阶段注册物质，制造商必须将与其

分类和标签有关的信息通知化学品管理局，如果（113条）：  

 他在市场投放该种物质（例如：他在同现场提供给另外一个法人实体），并且 

 该物质符合危险品进行分类的标准 

对于2010年12月1日之前已经在市场上的物质，2010年12月1日之前必须完成此项工作。对在2010

年12月1日未投放市场的物质，在其投放市场时必需完成此项工作。（116条） 

 

对于年产大于等于1吨的非分阶段注册物质必需提交包括分类和标签的注册卷宗；在此种情况下，

无须通报。  

 

卷宗和物质评估 

 

 卷宗和物质评估不适用于现场分离中间体。 但是，制造所在地的成员国主管机构（MSCA）可

以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当考虑到： 

 对于人类健康或环境，相当于对于高度关注物质的使用引起的关注（如同第

57条定义），存在风险和 

 该风险没有得到适当控制（第49条）。 

 

授权和限制 

 中间体无须授权( 即第七篇—授权—不适用) 。这同样适用于为聚合物的合成而作为单体使用

的中间体。 

 所有制造商和下游用户必须检查该中间体是否受到REACH法规附录XVII的条款限制（第67条） 

 

 

1.2.3 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 

除非物质是豁免的，否则每年制造或进口大于等于１吨的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的制造者或进口商需

要提交其物质的注册。为标准注册而递交的信息(即不因符合严格控制条件而减少注册要求) 在

REACH法规第10条列出，并在注册指南1. 8.1条有详细描述。但是，如果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的注

册者自己确认或声明他已经收到用户（在欧盟内或在欧盟外）的确认，确认该物质在如第18条（4）

款和本指南2.1部分描述的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生产或其本身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生产该物

质的，则该注册者能够按照第18条（2）款提供减少的注册信息。此种情况可以信赖注册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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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于严格控制条件的自我声明。 

  

注册义务和豁免 

 第2条 (8) 免除了中间体进行注册的一般义务。但是，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的制造商或进口商

如符合REACH第二篇第三章所列明的条件，则需要注册其年产量在大于等于1吨的物质。 

 如果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的制造商或进口商自己确认或声明他已经收到用户（在欧盟内或在欧

盟外）的确认，确认该物质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使用（本指南2.1部分），并且该物质的

每年生产或进口量低于1000吨，则对物质固有特性(物理化学、人类健康或环境性能方面) 的

信息要求可减少到现有数据(例如他自行掌握的信息或他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并且，如

果有充分的研究报告，则可只提交一个研究摘要(第18条)。  

 当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生产，且年生产或进口量大于或等于1000吨时，对在附录VII中详

尽说明的物质固有特性(物理化学、人类健康或环境性能方面) 的数据要求必需包括在内，

REACH法规第二篇第三章要求的信息也同样必需包括在内。 

 如果不符合严格可控条件，则根据吨位不同要求提交全面（标准的）数据包（第10条和12条）。 

 当一个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是用于聚合时的单体，对中间体注册条款的减少就不适用于该物

质，制造商必须按照“标准”物质的要求进行注册（参见注册指南）。 

 但是，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已经按照涵盖相关使用的67/548/EEC指令的要求提交了一个通报，

则不需要注册（第24条）。该物质将会被视为已经注册，化学品管理局将会为其分配一个注册

号码（第24条）。 

 如果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超过1000吨/年的门槛，那么该制造商/进口商必需更新注册卷宗并按

照附录VII的要求提交少量信息。 

  

分类和标签 

如果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是作为一个分阶段物质进行注册，则制造商/进口商必须通知化学品管理

局与其分类和标签有关的信息，如果(第113条):  
 他在市场投放该种物质（例如：他在同现场或其它现场提供给另外一个法人实体），且 

 他还尚未提交注册 。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当天已经在市场上的物质，2010年12月1日之前必须完成此项工作。对在2010

年12月1日未投放市场的物质，在其投放市场时必需完成此项工作。（116条）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之前注册的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分类和标签应该在注册卷宗中报告，不需

要单独通告。 

 

如果该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是一个年产量少于1吨的分阶段物质，制造商必须通知化学品管理局与

其分类和标签有关的信息，如果（113条）：  

 他在市场投放该种物质（例如：他在同现场提供给另外一个法人实体），且 

 该物质符合危险品进行分类的标准 

对于在2010年12月1日已经在市场上的物质，2010年12月1日之前必须完成此项工作。对在2010年12

月1日未投放市场的物质，在其投放市场时必需完成此项工作。（116条） 

对于年产大于等于1吨的非分阶段物质必需提交包括分类和标签的注册卷宗。在此种情况下，无须

单独通告ECHA。  

 

卷宗和物质评估 

 

 制造商/进口商必需明白，卷宗和物质评估适用于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因此，欧洲化学品管

理局，如果在成员国主管机构之间没有协议，欧委会在进行评估时可以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制

造商/进口商必需在限期之内遵循相关要求。（参见评估指南）。 

 

授权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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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体无须授权( 即第七篇—授权—不适用) 。这同样适用于为聚合物的合成而作为单体

使用的中间体。 

 有制造商和下游用户必须检查该中间体是否受REACH法规附录XVII的条款限制（第67条） 

 

2  分离中间体的注册 

本指南旨在回答注册者的问题：是否可以提交一个按照第17条和18条进行的注册，或是否要求进行

完整（标准）注册。 

 

尽管他们的注册适用特定规定(第2条 (8), 第17条, 第18条, 和第19条)，分离中间体（现场和可

转移中间体）在REACH法规监管范围内。 

 

除非物质豁免，年产量或进口量大于等于1吨的现场分离中间体的制造商和可转移的分离中间体的

制造商或进口商需要提交注册卷宗。 

 

如果某物质的制造商或进口商不作为中间体使用，而以其他目的制造或进口该物质；或制造或使用

不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那么，制造商或进口商需要按照第10条提交“标准”注册卷宗。在此情

况下，如果制造或进口的部分吨位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作为中间体使用，注册者可以提交一个涵盖

全部吨位的注册卷宗。对该注册卷宗的信息要求是基于非中间体用途和非严格控制条件下使用物质

的吨位。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作为中间体生产或进口的部分不需提交相关注册卷宗信息。不过，作为

中间体的使用应该在卷宗中予以记录，包括为此目的制造或进口的数量。作为严格控制条件中间体

费用（中间体费用）和其他用途费用（标准费用）独立计算。 

 

例一 即作为分离中间体使用也作为非中间体使用的物质的注册卷宗需要考虑的吨位 

A公司制造2300吨物质A，其中1700吨作为中间体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使用。这家公司将为物质A递交

一个标准注册卷宗，剩余的600吨不作为中间体使用的量被用来决定信息要求。这意味着对100-1000

吨物质的信息要求将被用作标准卷宗的依据。该物质也被用作中间体使用的事实应该在卷宗中体现

出来，并且1700吨作为中间体使用的量应该在卷宗中予以记录。 

 

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制造或进口物质仅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作为分离中间体使用，则该制造商或进口

商可以提交一个在2.2部分和2.3部分描述的减少了信息要求（按照第17和18条）的注册卷宗。但是，

该注册卷宗必需包含所有关于此物质固有属性的全部现存可利用的信息。 

关于如何计算吨位，请参阅注册指南1.6.2部分。 

一个中间体的所有注册都要收费。 

对于年产量大于等于1吨的分离中间体的注册的数据要求基于他们是否被转移。对于可转移的中间

体，这些要求基于生产或进口的数量。相对于对“标准”物质注册的数据要求，对于分离中间体的

信息要求有所减少，只要注册者确认在制造和使用该物质时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条件（现场分离中间

体）并，对于可转移分离中间体而言，已经收到用户的确认，确认在其他现场也采取了严格的控制

条件 (第17(3)条和第 18(4)条) 。对于每年数量超过1000吨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还要包括REACH

法规附件VII中所规定的信息(第18 (3)条)。 

然而还应该注意，对于用作现场分离中间体和可转移分离中间体的单体，没有获得标准注册程序的

免除，并必须按照第10条描述的注册要求进行注册。因此《注册指南》适用于单体的注册。 

对现场分离中间体，物理化学、人类健康或环境性能方面信息要求局限于制造商无需任何试验就可

以获得的数据（例如，它自身拥有的信息或他从其他来源获取的信息）。因此，为准备REACH法规

要求他提供的注册卷宗，注册者应该收集关于物质的物理化学、人类健康或环境性能方面的任何可

以获得的现有信息。 

对可转移分离中间体，也应如同对现场分离中间体一样，提交可以获得的现有信息，但是，如果没

有现有信息并且如同第18条和本指南2.3部分所指的每年数量超过1000吨，就需要产生一系列有限

的附加信息。 

因此，注册者的首要任务是考察该物质是否是一个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分离中间体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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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是否运输，以确定他必须提交的注册卷宗的信息内容以履行他的义务。 

 

2.1 严格控制条件 

对于现场和可转移分离中间体，当满足下列条件时，有提供减少的信息注册要求的可能性： 

 对现场分离中间体而言，制造商确认物质只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和使用，在这个条件
中物质的全部生命周期为技术手段严格限制(第17条(3))。  

 对可转移分离中间体而言，制造商或进口商自己确认或声明他已收到用户的确认由该中间
体合成其它物质的反应发生在其他现场，且遵守第18条(4)详尽描述的严格控制条件。在欧盟境内

制造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严格控制条件应适用于该物质的制造和使用。 

 

因此，为享受减少的注册要求，注册者必须首先评估他们的中间体在制造和使用现场是否采取了严

格的控制条件。当使用IUCLID5填写注册卷宗时，注册者必须报告他们的中间体在制造和使用现场

是否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条件并能够提供相关证明（参见2.4部分）。 

要评估中间体在其全部生命周期中，制造和使用是否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条件，注册者应评估是否满

足下列条件，如第18条（4）规定： 

（a） 物质在包括制造、纯化、设备的清洁和养护、取样、分析、设备或容器的装卸、肥料的处

理或纯化及储存在内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受到技术手段的严格控制；(见 2.1.1章) 

（b） 程序性和控制性技术应用来减少物质的散发和任何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暴露；(见 2.1.2章) 

（c） 只允许经过适当训练并获得授权的人员对物质进行处理；(见 2.1.3章) 

（d） 在清洁和养护工作中，在打开和进入系统前，使用诸如吹洗和洗涤等专门程序； 

（e） 在纯化或清洁和养护过程中，如发生事故并产生废物，则适用程序性和/或控制性技术将其

散发和暴露量降至最低；(见 2.1.4章) 

（f） 物质处理程序应完善地制成文件，并有现场操作人员严格监管。 

第18条（4）对可转移分离中间体进行的严格控制的定义也可以作为分离现场中间体的工作基础。

第18条（4）对严格控制的定义比第17条（3）更为宽泛。第17条（3）限于上述列出的(a) 、(b)

两点。这不意味着标准(c) 到(f)不能作为针对现场分离中间体的严格控制的标准。这个定义包含：

(i) 正常操作情况和(ii)非常规操作情况，例如养护和事故。对两种中间体来说，在评估和描述物

质在制造商的现场和使用者的现场（在可转移中间体的情况下）制造或者/和处理的条件的基础上，

注册者有两种可能性： 

 在他能够得出物质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结论的前提下，提交一个注册卷宗，

包括中间体要求的有限的数据。 

 如果不能得出物质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结论，则需要按照第10条的要求提交

一个全面的注册卷宗。 

 

严格控制条件应该被视为是管理体系支持下的各种技术手段的结合。这种管理人体健康和环境风险

的手段与现存的关于物质制造的法定义务相一致，并承认这些法定义务（例如，96/82/EC2指令关

于事故控制，96/61/EC3指令关于整体污染防治，98/24/EC4指令关于化工品职业保护等的规定）。

这种手段包括培训、流程控制、管理体系、监管、个体防护用品（PPE）等“硬件”和“软件”措

施的结合，以严格控制风险。但是，应该记住，例如，个体防护用品（PPE）的使用，在决定工作

场所对中间体的暴露是否受控的时候，不能作为主要角色，因为类似措施的单独使用一般不能等同

于严格控制条件。众所周知，PPE应被推荐与采样、维护和修理同时使用。注册卷宗不要求对严格

控制条件的到位进行全面解释。但是作为中间体的任何物质（或一组相似物质）的使用评估应当在

一个公司内部记录下来，以便在主管机关查询类似信息的时候能够出具。记录可以包括： 

 作为中间体应用于物质的证明，包括客户的陈述（如果是可转移分离中间体的话）;  

 相关运营条件； 

 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推荐给外部客户的风险管理手段； 

 对应的暴露补偿和 

 任何相关价值阙的依据和衍生（例如， 人体无效衍生水平(DNELs)和无效预期浓度(PNECs)包

括相关的物理化学，毒理学和包括物质分组数据的生态毒理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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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并推荐给使用者的风险管理措施的细节，反映了严格控制条件，应该包含在注册卷宗内。在记

录风险管理的时候可以应用现存的法律框架或行业标准。 

 

为方便评估是否达成严格控制的流程，附录1提供了一个指导性但非穷尽的应当考虑的事件列表。

这种手段只是想作为一种界面友好的工具来记录评估严格控制条件的流程。回答这些问题背后的实

际流程涉及相关人士（例如现场经理、工程师等）的相当多的分析。尽管可转移分离中间体要求在

供应链之间的沟通来确定严格控制条件的达成，记录严格控制的流程并不要求看起来构成保密的商

业信息的交换（例如流程技术的细节和/或工程技术等）。一个记录物质是如何在严格控制条件下

制造和使用的一般模式例子见附录2。他应该包含附录1提出的有关事件的信息和证明。请注意，任

何为其它法律（例如工人保护立法）的目的而产生的信息都能够构成演示严格控制条件的要素。 

  

2.1.1 物质的严格控制 

严格控制是技术和程序措施的结合，以确保减少暴露（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环境）以严格控制风险。

它适用于处理所有的中间体。 

 

在每个案例中，风险的成功管理是严格控制的概念的核心：当没有可利用的危险和风险信息时，中

间体应被当作危险物质处理，以保证（和实现）排放和暴露的最小化。当一个中间体有可利用的危

害信息时，中间体应该按照适当的条件处理，该条件应确保所有在处理该物质的时候发生的危险被

严格管理。因此，根据对一个中间体的理化性质和危险性的了解不同，达到严格控制的途径可能不

同。 

 

中间体在其全部生命周期中，包括制造、从反应混合物中的分离、可能需要的进一步纯化（例如蒸

馏、再结晶、过滤等）、清洁和养护、取样、分析、设备或容器的装卸、废料的处理/纯化和储存，

和在合成中的使用，需要以技术手段予以严格控制。为了能够确认和在内部记录物质的严格控制，

注册者应该描述其全部生命周期的各个流程和考虑到物质的属性而用来描述控制水平的设备。 

 

这些技术手段和条件的描述应该允许鉴定物质对工人和环境的潜在暴露。保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

法是当潜在的排放可能发生在工作场所或环境时，在整个流程的不同步骤，例如物质的制造、转移

（充填、排空等）或取样时，要保证不同功能单元(受压容器,密封袋,箱,桶等)防漏的必要水平。 

 

例如，只有在进行设备充填和排空（通过软管、管线接头）期间，在取样（通过取样器从一个容器

转移到另一个容器）期间，以及在进行清洁和养护时，分离中间体的包装和容器应才能在短期内保

持暴露状态。在运输和管理通过管道和专用罐装设备进行处理的批量分离中间体时应予以特别重

视。容器或装备，在延长暴露时间时，应有与该中间体的特征和特性相一致的到位措施。 

 

例二到例四给出了在不同行业内为保护工人和环境而采取的相关的技术措施。这些案例不具有约束

性，也并不彻底，仅仅是为了举例说明应该采取的措施。 

 

例二 制药业: 为保护工人与环境采取的技术措施举例。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应该设计防止工人暴露的限制措施。控制技术和设备的设计和选择基于一系

列以表现为基准的标准。控制和防止源头的排放的控制措施的选择具有优先权。技术措施的例子可

能包括：  

 ● 通过直管箍和封闭系统进行转运，并选择使用单向气流设备。包括:  

         ● 设计的气流设备 

         ● 通风的封入物，即层流或粉末遏制摊 

         ● 垂直流程链 

 ● 特殊装设阀门，例如分裂蝶形阀 

 ● 真空转运 

  6



 ●中间散装货物集装箱 

 ● 完全附属流程;使用直接耦合转移; 障碍或绝缘物技术。 例子包括： 

         ● 隔离技术 即绝缘物 

         ●使用分裂蝶形阀的中间散装转移   

         ● 软的隔离绝缘物 (手套袋子)  

         ● Alpha Beta Rapid Transfer systems on enclosures  

         ●专业真空转换系统 

使用科技手段控制其对环境的放射性和暴露性污染。  

 

控制暴露性环境污染的科技手段可包括下列方法： 

● 焚烧废气: 经技术人员计算后，对废气进行高温焚烧，焚烧时间不得少于规定时长，以保证其

结构得到彻底破坏。 

● 冷凝器：使用降温设施让废弃的蒸汽液化，以便于日后收集。  

● 洗涤器：有多种类型的洗涤器可供选择。通常在其周边环有栅状结构，多用于液态环境下的洗

涤，由技术人员决定具体洗涤方法。从某道工序或某个区域中排放出的废弃蒸汽，在通过洗涤器时，

包含在其中的烟尘会被洗涤液所截留。使用过的洗涤液经焚化后会被排放出去。 

● 高校微粒过滤器：一个专门用于过滤微笑尘粒的设施。普通的空气或某设备中排放出的气体必

须经过滤器过滤后方可排放到大气中。被污染的过滤器同样需经焚化后才可处理掉。  

 

● 废水处理厂（WWTP）：某道工序中排放出的污水或清洗/清洁用水将被排放到废水处理厂中采用

生物系统进行处理。废水处理厂中的微生物会将有机结构分解成CO2然后才可以将水排放到外界环

境中。  ● 低温处理指使用极低温度冷凝器将所有可境界的物质凝结成液态或固态物质，将这些

液态或固态物质焚化后再行排放。    

 

例3 石化业: 用于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科技手段及常见案例  

在石化行业中，大量不会产生变化的中间产物需送到功能齐全的化工厂中进行处理，以确保将其对

空气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降到最低。对于这种处理条件需严格控制的过程要采用适当的控制方法和

系统，经典案例如下：  

● 使用封闭时传输设备以防止泄露，例如：自排式传输管线等。  

● 装卸材料时要使用一些策划周全的方法（例如Drylok耦合，蒸汽捕捉与回收） 

● 工厂中设计带有排放和冲洗设备的车间要做好设备的维护工作，保证用过的废水可循环使用和/

或经过适当处理后才被排放出去。  

● 使用高密度阀门（发射量低）和法兰密封  

● 进样时可使用联机控制系统和/或包含式控制系统     

● 使用发射量低的泵，例如罐装泵、磁力泵、机械密封泵等  

● 对所有工序进行全程监控和检测仪降低渗漏性放射污染量 

 

例 4 精细化工业: 用于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科技手段及常见案例  

负责分批处理精细化工业的中间产物的工厂需要有良好的设备和完善的系统，确保将气对空气和水

的放射性降至最低。对于这种处理条件需严格控制的过程要采用适当的控制方法和系统，经典案例

如下： 

● 通过封闭式系统传输材料（例如：使用半自动散装窗口IBC等）  

● 由封闭和通气功能的交换系统（例如：带有整套包装处理功能的包裹切割机）  

● 卸货后的安置工作要考虑到如何将放射性污染降到最低（例如：使用充气的罐装头和连续式衬

套；带有排气洗涤器的通气式舱室）  

● 设计上带有排放和冲洗(以及消除放射性污染)设备的车间要做好设备的维护工作   

● 尽量采用自动化程控系统,以避免因手工操作而引入的干扰  

● 使用包含式进样系统(例如通风柜或样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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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关信息不充分，则应该使用可靠的模型计算和/或监控数据来评估工人和环境的暴露情况。 

基于产品的控制措施取决于物质的形式和使用。 

  

2.1.2为最小化排放及其导致的暴露采取的程序上的控制技术 

应该通过控制程序，例如适当的物理障碍（如堤岸）和/或化学障碍（如膜），防止物质大量排放

到周边环境。现场操作应进行管理，以确保包括事故防治在内的现场内控制措施得当，2.1.5部分

有具体描述。 

另外一种减低废气排放以及由此产生的暴露的方式是，在已经确定产生排放时，采用程序和控制技

术。这种允许考虑的技术仍将物质视为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例如，如废水的排放(包括在清洁和保

养流程中)，如果登记人能证明使用了通过例如焚烧废水或从中提取中间体以减少排放量的技术，

则该物质会被认为是严格受控的。这同样适用于程序和控制技术在大气排放或弃置废弃物过程中的

使用，以减低潜在人体和环境的暴露。任何以减低废气排放造成的风险的方法的效率均应进行说明

并在内部留存记录。 

此外,这些方法的细节(如效率)必须纳入在注册卷宗进行介绍。,只要充足的文献证明条件齐备,并

表明物质严格受控，使用的方法的记录和描述可基于公司的植保执照或许可证。 

对遏制进行评估后，选择和使用的进一步的风险管理措施、设备标准及安全程序将根据行业特点有

较大不同，并独立于工艺程序和充分熟知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物质毒性。 

 

2.1.3由训练有素的人员进行的物质处理 

 

为将排放和所有导致的暴露最小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只有经过适当训练并获得授权的人员才能对

物质进行处理(第18条4(c))。作为最低要求，注册者应该确保处理中间体的人员能够得到： 

 关于适当的防范措施的培训和信息, 在发生故障过程中和发生事故的情况下的工作程序,以及

应采取的行动,以保障工作场所内的有关人员。 

 能够获取安全数据单(SDS),其中包括关于物质的危险特性,例如识别方法、安全和健康风险、

有关的职业暴露限值(欧盟和各成员国)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 

这些程序应适用于所有处理物质的人员，包括清洁和保养人员。 

 

2.1.4事故案例和废物产生  

 

在发生事故并产生废物的情况下(第18条第4(e)款)，必须有到位的程序和/或控制技术。在这方面，

根据关于控制涉及危险物质的重大事故的危害的96/82/EC指令和关于可能用于爆炸性气体的有关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94/9/EC指令，可能需要做出有关说明。 

 

2.1.5 管理体系  

为确保正确应用风险管理措施，管理体系是很好的选择。管理体系应包括相关作业程序，以确保控

制措施的落实。这种制度也可能界定管理责任、审批手续(如设备的养护或启用,检查和审计要求

等)。对任何特定现场，管理制度应包含事故预防和响应的参考程序。该体系可以与工程运行控制

系统互连。对于可转移的中间体，有关各方(供应商和客户)都将需要一个管理系统，以确保在中间

体的整个生命周期实现严格控制和控制条件。 

 

2.2 对现场分离中间体的注册要求  

年产量在1吨或1吨以上的现场分离中间体都必须向ECHA注册。为了获得现场分离中间体降低注册要

求的好处，制造商必须证实该物质在其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参见

第17条(3)和本文第2.1部分。 

 

第17条(2)款 要求的信息如下： 

 制造商身份:详见注册指南第 8.2.2.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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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体特性:提交的资料,以确定该物质于提交完整注册的物质是相同的 (见注册指南第

8.2.2.3 部分)，除没有要求的分析方法说明部分之外(附件六第 2.3.5 至 2.3.7 部分)。 

 中间体的分类:注册者根据物质的物化参数、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确定其分类。分类结果需

记录在 IULID5 第二部分“分类”项下。更多关于分类标签的指南请见注册指南第 8.2.2.4 部

分。 

 任何现成的有关中间体物理化学特性的、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所产生影响的信息：当注册者合法

拥有全面研究报告或具有其使用许可时(在提交的注册框架内，完整的研究报告或研究报告摘

要至少在 12 年后方可被自由使用(第 25 条(3))，他应在其注册中提交一份研究报告摘要，除

非在联合登记时由联合注册代表提交资料(见第 2.5 部分)。如何准备一份研究报告摘要详见注

册指南 8.2.2.6 部分。 

 关于用途的一般描述概要:分离中间体只要求如附件六第 3.5 节所述的，关于已确认的用途的

一般描述概要。更多的细节见注册指南第 8.2.2.5 部分。 

 适用的详细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措施的细节应在 IUCLID 第 11 部分（安全使用指南），特

别是“处理和存储”和“暴露控制/个人保护”栏目。资料应包括对风险管理措施效率的说明，

足以证明这种物质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并使用的，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是严格受控的。

更多关于如何描述适用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效率的信息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如果从现有的信息和工艺流程知识中，注册者不能断定这种物质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并使用

的，按照第 10 条和注册指南规定，则需要进行全面注册。 

 

2.3对可转移分离中间体的注册要求 

如果可转移分离中间体年产量或年进口量在1吨或1吨以上，则必须向ECHA登记。为了获得可转移分

离中间体降低的注册要求的好处，制造商或进口商必须确认或声明他已收到用户的确认，该物质在

其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和使用的。参见第18条(4)和本文第2.1部分。 

所以，要注册一个可转移分离中间体，应首先从不同的用户(位于欧盟以内或以外)得到必要的确认，

确认物质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使用。 

 

对于低于1000吨/年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第18条(2)要求的资料如下： 

 制造商或进口商身份:详见注册指南第 8.2.2.3 部分。 

 中间体特性:提交的资料,以确定该物质于提交完整注册的物质是相同的 (见注册指南第

8.2.2.3 部分)，除没有要求的分析方法说明部分之外(附件六第 2.3.5 至 2.3.7 部分)。 

 中间体的分类: 注册者根据物质的物化参数、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确定其分类。分类结果需

记录在 IULID5 第二部分“分类”项下。需要提交的信息详细列在注册指南第 8.2.2.4 部分。 

 任何现成的有关中间体物理化学特性的、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所产生影响的信息：当注册者合法

拥有全面研究报告或具有其使用许可时(在提交的注册框架内，完整的研究报告或研究报告摘

要至少在 12 年后方可被自由使用(第 25 条(3))，他应在其注册中提交一份研究报告摘要，除

非在联合登记时由联合注册代表提交资料(见第 2.5 部分)。如何准备一份研究报告摘要详见注

册指南 8.2.2.6 部分。 

 关于用途的一般描述概要:分离中间体只要求如附件六第 3.5 节所述的，关于已确认的用途的

一般描述概要。更多的细节见注册指南第 8.2.2.5 部分。 

 适用的详细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措施的细节应在 IUCLID 第 11 部分（安全使用指南），特

别是“处理和存储”和“暴露控制/个人保护”栏目。资料应包括对风险管理措施效率的说明，

足以证明这种物质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并使用的，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是严格受控的。

更多关于如何描述适用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效率的信息见化学安全报告指南。 

 如果从现有的信息和流程知识中,注册者不能断定,这种物质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并使

用的，按照第 10 条和注册指南规定，则需要进行全面注册。 

 

对于每个制造商或进口商的等于或大于 1000 吨/年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注册者应包括 RACH 法规

附件七要求的资料。更多的细节详见注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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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对不同现场的信息和工艺流程知识中，或如果没有可利用的确认，注册者不能得出物质在

严格控制条件的使用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考虑到此种物质制造或进口吨位的全面注册

(包括在注册指南中描述的对"标准"物质的全套资料)。 

 

2.4 分离中间体注册卷宗的准备 

 
REACH法规第111条要求技术卷宗的格式必须是 IUCLID （国际统一的化学品信息数据库）格式。这

意味着只要其他IT工具能得出相同的格式，也可以用来准备材料。本文档只说明了使用IUCLID进行

的注册卷宗准备。该软件最新版本是IUCLID 5，将会在本文中被用作参考，并且有专门的指导文件

（IUCLID指南）。IUCLID 5 软件可在http://iuclid.eu免费下载，如不用于商业目的，可免费使

用。 

全部注册卷宗应该按照注册指南8.2部分的要求，通过REACH IT系统提交到ECHA。 

对于中间体，IUCLID 5 使注册者能够确定所需提供的资料,无论是对现场分离中间体,产量 1000 吨

以下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和年产量 1000 吨及 1000 吨以上的可转移分离中间体。每种情况下，所有

现有和相关资料须在注册卷宗中予以呈报。 

根据注册者的选择，关于IUCLID5需要填写的部分在注册指南部分有清晰的说明。 

 

2.5 关于分离中间体的数据的多注册人联合提交 

 

用作分离中间体(现场或转移)使用的一种物质由数个不同的注册者制造或进口，用做中间体或非中

间体用途。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交联合提交。注册者应遵循联合注册的一般原则(见注册指南1.8.4

部分)。 

 

适用于登记中间体的具体规则在第 19 条有具体规定。 

一旦主导注册人被确定,他必须首先提交以下联合注册资料和与其它制造商或进口商的协议: 

 中间体的分类，和 

 关于中间体的理化性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性能的任何可利用的现有资料。 

 

如有一注册者生产或进口分离中间体达到或超过 1000 吨，推荐主导注册人根据第 18（3 条）提供

附件七信息。 

 

每个注册者则应另行提交以下具体信息:  

 制造商身份 

 中间体的特性 

 关于用途的一般描述概要(如用于化学合成的中间体) 

 详细的风险管理措施 

 

如果注册人不想共同提交资料分类或理化性能、人体健康和环境的资料，他有可能单独提交资料，

只要有根据第 19 条（2）款的规定有明确和合理的单独提交理由。这些理由是: 

 对其而言，联合提交信息的费用不成比例；或 

 联合提交信息会导致其认为是商业敏感信息的泄露，而且可能导致实质性的商业损害；或 

 其不同意主导注册人关于本信息的选择。 

 

关于如何准备在联合注册时申请单独提交数据的一般指导原则在注册指南中有全面描述。 

 

2.6 时限  

中间体和非中间体适用同样的时限。注册指南1.7.1部分详尽描述的有关细节。 

已由67/548/EEC指令明确的物质视为已经注册，不过一些条款仍适用，细节请参考注册指南1.6.5.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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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在检查分离中间体是否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制造时可能考虑的问题清单举例 

 
本清单可用于 
 　 分离中间体的注册者（制造商和进口商）和  
 　 中间体的用户，希望向注册者确认他的使用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 

 

提供的文件需要有对下列有关问题的证明 

 

1 .具有物质的生命周期被用于 

a )生产?连续过程或间歇操作? 经营的规模?  

b )任何有关存储?  

c )任何加工?  

d )最后合成过程?  

e)处置,废物处理? 

 

2 .是否运用程序和控制技术?  

a )物质是严格受控的 

b )应用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c )管理体系已到位 

d )实施欧盟现有法例 

 

 

3 .是否只有经过适当培训和授权的人员处理物质?  

a )涵盖的这种物质和/或流程的有关培训或授权计划 

b )确保只有经过适当训练及授权的人员处理物质 

c )控制处理该物质的其他法律框架 

 

 

4 .在进行清洁和养护工作时，在系统被打开和进入之前是否采取了特别程序？ 

a )在工厂和工程设计中，已经考虑到在清理和养护时的合理的控制程序 

b )操作程序系统检查，包括对生产工艺设备的维修和清洁 

c )在清理和保养时采取风险管理措施  

d )特定的程序,例如: 在打开系统之前的净化和洗涤。 

 

5 .在纯化或清理及养护程序中，包括在发生事故或产生废料的情况下，是否采取了程序和/或控制

技术?  

A )为确保遏制已应用于生产和加工各阶段的程序 

b )作业系统的检查,包括事故预防和废物管理 

 

6 .物质处理程序是否有案可查，并受到现场操作员的监督？ 

a )对职业程序进行评估和记录 

7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a )证明以该中间体为原料进行的其它物质的合成是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并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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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对分离中间体的严格控制条件的内部记录文件格式举例 

 

这种格式适用于 

 　 分离中间体的注册者（制造商和进口商）和  
 　 中间体的用户，希望向注册者确认他的使用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 

 

1 .用于制造的技术工艺程序的描述 

 

2 .物质使用的描述。 

对于物质在不同现场的使用给出描述。 
核查是否考虑到最终物质的相关储存、加工和合成流程。 
 
3 .该物质是否严格包含:  

 

a．在制造过程中?  

●控制物质的工艺流程和控制手段。 

●识别对工作场所和环境的潜在排放 

●建模预估或可利用的监视数据，如果需要 

●符合现行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的到位的程序和制度 

 

b. 在使用过程中?  

●控制物质的工艺流程和控制手段。 

●识别对工作场所和环境的潜在排放 

●建模预估或可利用的监视数据，如果需要 

 

4 .如果已确定在制造或使用的现场发生排放，是否有程序和控制技术,以减少排放以及由此导致的

暴露?  

详细介绍这些到位的程序和控制技术。 
 
5 .该物质是否是由经过训练和授权的人员进行处理?  

●是否为这些人员提供了关于该物质处理的安全数据单（SDS）?  

●是否有关于适当的防范措施和工作程序(对特定工作现场的正确标签)的足够的培训和信息? 

介绍这些到位的信息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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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聚合体构成的材料被广泛选用在多个领域，例如包装、建筑、运输、电器电子设

备、农业以及医疗、体育行业。聚合体材料之所以具有多功能性，源自通过对组

成聚合体的分子之组合与分子量分布的精细调节，聚合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可以根

据需要调整。 
 
由于市场上广泛存在不同类型的聚合物，且聚合物分子分子量高却通常关注度较

低，这类物质在 REACH 中免予注册和评估。但聚合体仍可能需受授权和限制。 
 
聚合体的生产者和进口者可能也需注册单体和其他 终用来组成聚合体的物质，

这些分子通常比聚合体分子本身要受到更高关注。 
 
2 定义 
 
2.1 单体 
 
REACH 定义单体为：可以与其他相似或不相似的的分子在特定过程（条 3（6））
中进行的聚合反应的条件下形成共价键的物质。换言之，单体是在聚合反应下，

转换为聚合体序列中重复单元的物质。只涉及催化、引发、终止聚合反应的物质

不是单体。故按本定义，任何单体均是中间体。然而，REACH 中关于中间体注

册的特定条款并不适用于单体。 
  
上述物质在聚合领域以外的应用中不被认为是单体。如果被用作中间体，它可能

符合 REACH 中关于中间体注册的特定条款从而受益。否则，它就必须遵守所有

REACH 对“普通物质”的注册要求。例一是对单体定义的一个图示说明。 
 
例一 单体的定义：丙烯例 
 
按 REACH，如果在聚合过程（例如制作聚丙烯）中使用，丙烯可被视作单体，

如图二所示： 
 
图一：丙烯聚合 
 
丙烯       聚丙烯 
 
丙烯也可被用作制造环氧丙烷，例如通过与过氧化氢的催化环氧化反应。该反应

如图二所示。这个应用中，丙烯实际上是中间体而不是单体。 
 
图二：氧化丙烯反应 
 
丙烯的另一个应用例是在某些工业过程中被用作燃料气体。这种情况下，丙烯既

不是中间体，也不是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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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      催化     环氧丙烷 
 
2.2 聚合体 
 
组成聚合体的分子的性质由一类或多类单体单元的序列决定。这些分子的分子量

分布在一定范围，分子量的不同主要源自单体单元数目的不同。 
 
根据 REACH（条 3（5）），聚合体被定义作符合下列标准的物质： 
 
（a）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重量来自聚合体分子（见下列定义）；与， 
  
（b）同分子量的某类聚合体分子的重量少于该物质总重量的百分之五十。 
 
在本定义中： 
 
“聚合体分子”指包含了一个至少由三个单体单元组成的序列的分子，其中每个

单体单元通过共价键与其他至少一个单体单元或其他反应物结合在一起。 
 
“单体单元”指单体物质反应后在聚合体中的存在形态。 
 
“序列”指分子中一连串彼此共价结合、之间不含其他分子单元的单体单元。 
 
这些连串单体单元可能在聚合体结构中形成网状。 
 
 “其他反应物”指可以与一个或更多单体单元序列连接的分子，但该分子在聚

合体生成过程的反应中不能被视作单体。 
 
这些定义在例二中例示。 
 
就像其他物质一样，聚合物里也可以含有为了保持物质稳定性所需的添加剂以及

生产过程中带来的杂质。这些稳定剂和杂质被视作是聚合物的一部分，也不需要

单独进行注册。稳定剂包括热稳定剂、抗氧化剂和光稳定剂等。杂质是不是有意

添加的成文，如催化剂残余或者未完全反应的单体等。 
 
为了改善聚合物的特性，稳定剂之外的物质也常常被添加到聚合物里。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其目的是改善聚合物外观或者物理化学性质。这包括颜料、

润滑剂、增稠剂、抗静电剂、抗雾剂、成核剂和阻燃剂。如果一种聚合物里含有

上述物质，那么它就应该被看做是一个配制品或者物品。 
 
当一个物质既被当做聚合物中稳定剂也被用来在聚合物中改善性能时，应该认真

计算被用来做稳定剂的那一部分。因为不用来做稳定剂的那一部分是不能被认为

是聚合物的部分的，而应当被认为是配制品中的一个物质。因此需要单独注册。 
 
如在科学上不能确定某种物质是否符合聚合体的定义，或者无法识别单体单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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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元的化学结构以及在该物质中的浓度，该物质可被视为 UCVB，即成分未

知物质、复杂反应生成物、生物学材料（参见“物质识别指引”）。在此情形下这

种物质本身的注册可被提交。 
 
2.3 聚合体制造 
 
须注意的是，聚合体既可以通过单体聚合合成，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对聚合物

的化学后期处理合成。这种后期处理的例子包括聚合体固化，通过移植达到的聚

合体功能化，聚合体可控降解如减粘裂化。 
 
例二：例示第二节的定义。 
 
为阐明节 2.1 和 2.2 中的定义，可设想乙撑氧与苯酚反应时发生的聚合体生成反

应。 
 
图三显示了当这种乙氧基化型聚合反应完成时易形成的不同分子。 
 
图三：乙氧基化苯酚 （n 是大于等于 1 的整数） 
 
单体单元在这里是开环环氧化物-(CH2-CH2-O)- 
 
苯酚作为乙氧基化反应的引发剂，因其不能与自身或开环环氧化物反应，须被视

为“其他反应物”。 
 
因此，无论是否 n≥3，图三中所示的分子符合“聚合体分子”定义。 
 
如符合下列全部条件，如此制造的乙氧基化苯酚物质须被视为聚合体： 
 
(a) 该物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重量由聚合体分子即图二所示的分子组成且 n≥3。 
 
 (b) 同分子量的某类聚合体分子的重量少于该物质总重量的百分之五十。 
 
表一中，考虑了乙氧基化苯酚物质的三种不同组成成份。每一例中都列出了每种

分子在物质中的重量比例。 
 
表一 三例乙氧基化苯酚物质的分子组成 
 
例一中，物质组成中 n=2 的乙氧基化苯酚占 10%，n=3 的占 85%，n=4 的占 5%。

由于同一类聚合体分子(n=3)的重量构成了物质总重量的 85%，它不符合聚合体

的定义。故而它应被视为一种标准物质。 
 
例二中，仅 5+12+8+5=40%的物质重量由聚合体分子构成（即 n≥3 的分子）。故

而例二不符合聚合体定义的标准。因此它也应被视为一种标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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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符合聚合体的定义。物质的 20+30+20+10+5=85%的重量由聚合体分子构成

（即 n≥3 的分子），且没有哪种成份集中了超过总重量 50%的重量，每种成份有

不同的分子量。 
 
Example 1 Example 2 Example 3  
例一    例二    例三 
n=1 0% 40% 5%  
n=2 10% 20% 10%  
n=3 85% 15% 20%  
n=4 5% 12% 30%  
n=5 0% 8% 20%  
n=6 0% 5% 10%  
n=7 0% 0% 5%  
Sum 100% 100% 100%  
总计 100% 100% 100%  
 
3 责任和义务 
3.1 单体的生产者/进口者 
 
单体的生产者或进口者须按照 REACH 法规的第六部分规定的注册义务进行注

册。尽管，单体从定义上说是中间体，这种物质，根据法规的某些条款不能进行

注册，这些条款的规定适用于中间体。（第 17 条第 18 条适用于生产聚合物的一

些其他物质，只要上述的其他物质满足有关条款的规定。） 
 
如果自然人或法人生产或进口用作单体和单体的中间体，该自然人或法人须上交

一个标准的注册卷宗。如果生产或进口的物质用作非单体的中间体，并且在严格

控制条件下，注册材料的信息要求就不涉及这种物质。例如，如果某个生产者一

年生产了 11 吨物质，2 吨用作单体，剩余的 9 吨用作严格控制条件下的非单体

的中间体，这种情况下，按照注册信息的要求，可以只就 2 吨的单体物质进行注

册。严格控制条件下的中间体的注册费用和当做其他用途的注册费用是分开计算

的。 
 
单体从定义上说是中间体，按照法规在聚合反应中的单体物质不给予授权。 
 
单体的生产商或进口商所承担的义务都和生产和进口其他任何标准物质是相同

的，例如限制的一般规则、供应链下游的信息、分类和标识以及适用等。 
 
3.2 聚合体的制造者和生产者 
 
3.2.1 注册义务 
 
3.2.1.1 一般情况 
 
聚合体是不属于法规规定的范畴内的。聚合体的生产者或进口者是不需要向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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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有关聚合体内在性质的信息的。唯一例外的是，分类和标识义务。（见

3.2.2） 
 
根据第 63 款，聚合体的制造者或生产者必须对在供应链上游未被注册的单体物

质或其他物质，向注册当局进行注册。除非这些物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a：聚合物中以单体单元或化合物存在的单体物质或其他物质的重量比达到或超

过 2%时， 
b：且总重量每年达到或超过一吨时 
 
对于已被供应商或已在上游供应链进行过注册的单体物质或聚合物中的化合物

质，生产者或进口者则不需要再进行注册。对于聚合物的生产者，单体物质或其

他物质的注册多数是由他们的供货商提供的。然而，对于进口符合上述 A 和 B
条件的聚合物的进口者， 单体或其他物质必须进行注册，除非： 
 
a:由非欧盟国家的生产者指定唯一的代理人履行进口商的注册义务。在这种情况

下，唯一代理商对单体物质进行代理注册。 
b:用作聚合物生产者的单体或其他物质已经在上游供应链进行注册，如果它们是

在欧盟内部生产并向聚合物生产商出口。 
 
上游供应链的不同角色的注册要求见图三  
 
为了避免对聚合物进行复杂的化学分析，完成法规的注册义务，聚合物的进口商

希望从非欧盟国家的生产商那里获得确认单体物质以及聚合物其他物质和聚合

物的详细构成的信息。或者，这些信息可以从第四部分讲的分析方法而获取。 
 
上述单体和有关物质的注册是为其他物质的注册作准备，见指南的注册部分。例

四中，单体和有些物质的注册是为了聚合物的注册。  
 
3.2.1.2 根据 67/548/EEC 号指令，聚合物的通报案例。 
 
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须按照 67/548/EEC 号指令对聚合物进行通报，因此对

于符合 A 和 B 的单体或其他物质则无必要进行注册，如果符合下列条件： 
生产商或进口商已按照 67/548/EEC 号指令对单体或其他物质进行通报 
供应链上游的中间商已按照 67/548/EEC 号指令对单体或其他物质进行通报 
.供应链上游的中间商已按照 67/548/EEC 号指令对单体或其他物质进行注册 
 
对于其他情况，服务代理机构应考虑相应的做法，指南也会随时更新的。 
 
3.2.1.3 自然生成聚合物和发生化学变化的自然生成聚合物的案例 
 
根据 REACH 法规，如果聚合物符合自然生成物质的定义，同时根据指令（见条

款 2（7）（b)）和附件 v(8),如果聚合物未发生化学变化而且不属于危险物质的范

围，这种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可以不进行注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商或进

口商没有必要确认组成聚合物的单体或其他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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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自然生成的聚合物已发生化学变化，或者根据指令属于危险物质的范

围，根据条款 6（3），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则须就单体或其他物质进行注册。

自然生成的单体或者自然生成的其他物质除非根据指令属于危险物质的范围，或

者已发生化学变化，否则不需要进行注册。如果通过科学手段确认并且量化组成

聚合物的原始物质，这种物质应被认为是 UVCB 物质。（见 2.2） 
 
3.2.1.4 聚合物回收的案例 
 
从废物中提取聚合物的企业，如果组成聚合物的单体或其他物质符合条款 6（3）
规定的标准，而且这种单体或其他物质已被注册过 
则该企业就聚合物里的单体或其他物质可免于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注册豁免指的是这种物质不需要处在同一供应链上的生产商

进行注册。所以，只要该物质已被同一供应链的生产商 
注册或者已被另一供应链的生产商注册，就已达到注册要求，无须进行再注册。 
 
关于注册义务的其他信息见注册指南的第一、六、四、五部分。 
 
欧委会已经开始了审查废物框架指令和 REACH 法规的关系，旨在弄清终端废物

标准的定义和分类，以明确废物狂接指令下的责任和 REACH 法规下的责任。该

审查还将考虑到聚合物废物的回收问题，并将在审查结束后，公布新的相关指南

文件。 
 
3.2.2 申请授权 
 
根据法规规定，聚合物是需要授权的。关于授权的详细信息可见指南的授权部分。 
 
3.2.3 符合限制规定 
 
用于生产单个聚合物或多个聚合物的单体或者其他物质应该符合限制的规定。关

于限制的范围可见附件八（对制造、投放市场和使用某些危险物质、配置品和物

品的限制。） 
 
对单体的限制只适用于聚合物中残留单体浓度超过附件八规定的单体浓度限值。 
 
3.2.4 分类和标记 
 
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对聚合物进行分类和标记，如果这些物质根据

67/548/EEC 号指令的规定分类为危险品，或者根据 67/548/EEC 号指令规定配置

品中的浓度高于指令规定的浓度限值，配置品即可被分类为危险品，当上述危险

品投放市场时，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向当局通报。 
 
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需要对他进行注册的单体物质进行分类，作为申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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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资料的一部分。 
 
3.2.5 供应链下游的信息 
 
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生产或进口的聚合物满足分类为危险品、PBT 或 vPvB
的标准,或者属于需要授权的物质的范畴，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向客户提供一份

关于聚合物的安全的数据清单。如果不需要数据清单，但是聚合物属于授权或者

限制的范围，或者是如果可以提供聚合物风险管理的信息，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

连同物品在供应链上获得授权与否的信息，一同提供给客户。 
 
案例四：聚合物进口商确认单体物质和其他物质 
欧盟内部的一家公司每年进口 50 吨树脂，这种树脂是由构成的。它的成分如下： 
1.0 WT%的丙三醇 
70.0 wt%的聚合的环氧乙烷 
26.5 WT%的聚合的聚合的氧化丙烯 
2.5 WT%的未参加反应的丙三醇 
 
图四：环氧乙烷和氧化丙烯和丙三醇发生化学反应的生成物分子结构图  
 
环氧乙烷和氧化丙烯都是单体，丙三醇而是作为引发剂的，因此它是另一种反应

物。 
 
 
表 2 聚合物的构成 
 
假设这种物质满足聚合物的定义，X 公司须就物质进行注册，除非它们已在上游

供应链被注册。因为： 
(a) 环氧乙烷和氧化丙烯被适用而且被包括在聚合物链上的重量分别是 35 吨和

13.25 吨。 
(b).  
 
然而，丙三醇则不需要进行注册，因为参加反应的的重量只占聚合物的 1% 
不参加反应的不需要注册，因为它们是杂质。                               
 
 
3.3 含有聚合物的物品的生产或进口 
 
聚合物可以作为物品的一部分，或者组成一个物品。由聚合物制成的物品有塑料

水杯、塑料花园设施和塑料袋等。 
 
应用某些特殊技术，包括，可以将聚合物作成特定的形状。然而，这些有特殊形

状的聚合物不一定就是物品，因为改变聚合物的形状不必然使之成为物品，改变

了形状的聚合物的功能不仅仅就是其化学性质所决定的功能。例如，目的仅仅是

为了进一步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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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聚合物的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须进行注册，因为聚合

物是可以不注册的。条款 7（1)和 7（5）都不适用于由聚合物制成的物品。当这

些物品含有其他物质时，按法规规定，生产商或进口商付有同样的注册义务。   
 
4 分析方法 
 
以下部分是一些分析方法的简介，聚合物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可以用来完成法规规

定的相关义务   
 
4.1 聚合物物质的确认 
 
确认一种物质是否属于聚合物常用的方法是。在 OECD TG118/1996,可以找到这

种方法的说明，决定平均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准则。应用这种方法会面临很多

实际的困难，分子量决定的替代方法也在 OECD 准则列明了。 
OECD 化学品检测准则可以在 OECD 网站查询，网址是：

http://www.oecd.org/findDocument/0,3354,en_2649_34377_1_1_1_1_37465,00.html.  
 
4.2 聚合物中单体和其他反应物 
 
4.2.1 聚合物和其他反应物浓度 
 
根据条款 6（3），聚合物中单体或其他反应物的浓度不是指聚合物中单体或其他

物质的重量比，而是指化合物中的单体单元或其他物质。应该注意的是，化合物

中的单体单元的分子量与单体的分子量是不同的，单体单元的分子量要比单体的

分子量小。 
 
见案例五 
 
有几种定量分些方法可以测定聚合物中的单体单元或其他化合物的重量比，例如

质谱法、气象色谱法、红外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 
 
替代的方法是，聚合物中单体单元或其他化合物的重量比可以从参加化学反应的

反应物（即参加反应的单体或其他物质）和化学反应后的聚合物中未发生化学反

应的单体和其他反应物的数量估算出来。 
 
4.2.2 需要注册的单体和其他反应物的重量 
 
根据条款 6（3）部分，只有 后生成聚合物的单体或其他物质，无论是否通过

化和反应，而且相应的重量达到每年一吨或以上的，这种单体或其他物质需要

终的注册。  
 
单体或其他物质的重量可以从参加反应的量减去反应过程中消失的单体或其他

物质的量测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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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测算单体单元浓度和反应后聚合物中的参加反应和未参加反应的单体物

质重量 
 
假设 X 公司每年用 90 吨的单体 A 和 50 吨的单体 B 生产 133 吨的聚合物。 
 
聚合物的结构是 –(A’-B’)n，其中 A’和 B’，分别是单体 A 和单体 B 的单体

单元，单体单元 A 和单体单元 B 均比它们相应的单体重量轻。 
在这个例子中，聚合物的纯净物是从 后聚合物混合物中减去 3 吨未反应的单体

A 和 4 吨未反应的单体 B 而得到的。 
通过对聚合物的分析得出其构成:  
 
单体单元 A,:85 吨/年 
单体单元 B,:40 吨/年 
未反应的单体 A:1 吨年 
未反应的单体 B:2 吨/年 
其他杂质：5 吨/年 
 
 
聚合物里的单体单元浓度是 85/133x100= 64 %，大于 2%。 
聚合物里的单体单元浓度是 40/133x100= 30 %，大于 2%。 
聚合物里参加反应和未参加反应的的单体 A 的重量是：90-3=87 吨/年，大于 1
吨/年。 
聚合物里参加反应和未参加反应的单体 B 的重量是：50-4=46 吨/年，大于 1 吨/
年。 
生产者应就单体 A 和单体 B 进行注册，只要这些物质没有在供应链上游进行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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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文件是 REACH 法规系列性指南文件之一，其目的是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帮助，让他们了

解根据 REACH 法规应履行的义务。这些指南文件涵盖内容极广，涉及到 REACH 的所有必要程

序，以及工业企业或有关当局在 REACH 法规下需要使用的特殊科学性和/或技术性方法。 
本指南文件的第一版在欧盟委员会各总司领导下的REACH实施方案（RIP）内起草并讨论，

该方案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各成员国、产业界以及非政府组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依照指南协商程序（Consultation procedure on guidance）更新本指南文件以及其他

指 南 文 件 。 这 些 指 南 文 件 可 以 从 欧 洲 化 学 品 管 理 局 （ ECHA ） 的 官 方 网 站

（http://echa.europa.eu/reach_en.html）下载获得。如有新的指南文件生成或旧指南文件有所更

新，亦将如期公布于该网站。 
本指南参考的法律文献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12月18日颁布的REACH法规

（EC）第1907/2006号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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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成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第 1999/45/EC号欧盟委员会指令文件进行修订，并撤销欧

盟理事会法规（EEC）第 793/93 和 1488/94 号文件的规定，以及欧盟理事会指令第 76/769/EEC号文件和欧盟委员会

指令第 91/155/EEC、93/67/EEC、93/105/EC以及 2000/21/EC (OJ L 396，30.12.2006)号文件；修正文：2007 年 11 月

15 日颁布的欧盟理事会法规（EC）第 1354/2007 号文件，改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颁布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

估、授权和限制的REACH法规（EC）第 1907/2006 号文件，其原因是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 2008 年 10 月

8 日颁布的欧盟委员会法规（EC）第 987/2008 号文件，附件 4 与附件 5；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08 年 12 月 18
日颁布的法规（EC）第 1272/2008 号文件，其内容为化学物质与混合物的分类、标签与包装；2009 年 2 月 16 日颁布

的欧委会法规（EC）第 134/2009 号文件附件 11，以及 2009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欧委会法规（EC）第 552/2009 号文

件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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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指南文件与REACH法规的其他一些指南文件相互支持。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除非在本指南文件

中有特别需要，否则不会再重复其他指南文件中的内容。因此，本指南文件中引述的其他指南文件和工

具，都可以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官方网站（http://guidance.echa.europa.eu/）上找到。 

1.1. 本指南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对象 

本指南文件解释并说明了欧盟委员会法规（EC）第 1907/2006 号文件的规定（REACH法规），该

法规适用于物品2中的化学物质。本指南文件主要针对： 
• 生产、进口和/或供应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欧洲经济区（EEA）相关公司内部负责遵守REACH法

规的负责人，特别是采购、生产和销售经理。 
• 生产并向欧洲经济区出口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非欧洲经济区公司的唯一代表3。 
• 来自行业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组织，并根据REACH法规向相关公司提供对物品中物质的要求

有关信息的专家。 
本指南文件尤其可以帮助公司，决策其是否必须履行与物品中物质有关的注册、通报与/或沟通要求

（表1中概括了这些义务）。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生产、进口和供应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公司。这种

公司和一般行业一样，有责任确定其在REACH法规下的义务。 
在本指南文件中，如果某个公司在欧洲经济区内生产含有化学物质的物品，不管该物品是如何生产

以及在何处投放市场，则称该公司为物品生产商4。物品进口商5是指，位于欧洲经济区内部并从欧洲经

济区之外的国家进口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公司。物品生产商与进口商（以及供应链中的其他参与者，例

如零售商），如果他们将其物品投放到欧洲经济区内的市场进行销售，那么他们也还是物品供应商6。

因此，对于物品供应商的角色，既不考虑该供应商是否自己生产物品，也不考虑他是否采购物品（也不

论是指欧洲经济区内部或外部）。 
请注意，除了上面提到的角色之外，公司可能还会有其他角色，因此还会有本指南文件所规定的义

务之外的其他义务（另见第1.3节）。例如，如果一个物品生产商在欧洲经济区内采购纯化学物品，在他

自己的物品生产流程中使用，则他还必须履行对下游用户的要求。相反地，如果是在欧洲经济区之外采

购的纯化学物品，则该物品生产商还兼有进口商的角色，随之而来的是相关的义务，例如注册的义务。

因此，一般来说，建议各个公司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上运行Navigator 程序，以确定自己应履行

的义务。Navigator程序可以帮助企业确定自己在REACH法规下的义务，并找到合适的指南文件，告诉

其如何履行这些义务。 
 
 

                                                              
2
物品：在生产过程中被赋予特定形状、外表或设计的物体，且此特定形状、外表或设计较其他化 学成分更大程度的决定

其功能（条款3（3））。 
3 非欧洲经济区中生产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生产商，可为其在欧洲经济区内进口其物品的进口商指定“唯一代表”，履行其

全部由REACH法规规定的义务。《注册指南》（Guidance on registration）在其第 1.5.3.4 节中详细阐明了“唯一代表”的作用

与义务。 
4 物品生产商：是指欧共体内任何制造或组装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自然人或法人（第 3(4)条款）。 
5 进口商：是指在欧共体内任何负责进口的自然人或法人（第 3(11)条款）；进口：是指向欧共体的关税区内引进实物（第

3(10)条款）。 
6  物品的供应商：是指供应链中将物品投放到市场的任何生产商或进口商、经销商或者其他参与者（第3（33）条款），其

中包括零售商（第3（14）条款）。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navigator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表 1：本指南文件规定的义务 

义务: 
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

注册 
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

通报 
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

信息传递 

在REACH法规中的法

律依据 
第7（1）条款 第 7（2）条款 第 33条款 

涉及的参与者 物品生产商与物品进

口商 
物品生产商与物品进口

商 
物品供应者 

涉及的物质 
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

物质 

针对授权的高度关注物

质候选清单中包含的物

质 

针对授权的高度关注

物质候选清单中包含

的物质 
吨位阈值 每年1吨 每年1吨 - 
在物品中的浓度阈值 - 0.1% (w/w) 0.1% (w/w) 

 
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可能豁免义务： 
该物质已经针对某用途

进行了注册 
是 是 否 

可以排除暴露的可能性 否 是 否 
 

1.2. 本指南文件的结构 

本指南文件根据下列几个问题来组织结构，但每一章只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提供指南进行回答。 
1.  我需要该指南吗? （见第1章） 
2.  我有含化学物质的物品吗？（见第2章） 
3.  在我的物品中存在有意释放的化学物质吗，其后果是什么（例如，我的义务）？（见第3章） 
4.  我的物品中的成分会导致特定的义务吗？（见第4章） 
5.  我怎样才能得到有关我的物品中所含物质的进一步信息?（见第5章） 
6.  我能够从物品所含物质涉及的任何一项义务豁免中受益吗？（见第6章） 
 
关于确定物品中所含物质而引起的义务，下列流程图概述了其中涉及的主要步骤，并引导本指南文

件的读者至相应的章节。 

 



 

 
 

图 1：根据第 7 条款和第 33 条款规定，确定对物品中所含物质的义务的一般流程 

1.3. 其他指南文件涵盖的主题 

对化学品授权与限制的要求，不仅会影响使用化学物质进行物品生产的公司，而且通常还会影响到

下游用户。因此，其他指南文件中提供了关于这些程序的详细指南，现概括如下： 
作为进口物品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化学物质，不必以授权为准7。这表明，为了向欧洲经济

区内进口含化学物质的物品，可以不必要求授权。但是，如果一个欧洲经济区的物品生产商，将化学物

质自身或者将含有该物质的混合物加入到其生产的物品中，则对化学物质的这种用途须经授权（如果该

物质已经列入REACH法规的附件14中）。如果是从欧洲经济区内的市场中获取的此种物质，则供应商

必须将此信息提供在《安全数据表》的第16节中，或者根据第32条款提供此信息。如果该物品生产商自

己进口这些物质，为了继续使用这些物质，他必须申请相关用途的授权。根据REACH法规第3（24）条

款，物品的生产应视为一项用途。有关授权程序和对已获授权的物质进行通报的详细说明，见《下游用

户指南》（链接：Guidance  for  downstream  users  ）第12章和《授权申请指南》。 
此外，根据限制程序，物品中化学物质的含量会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因此，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

必须遵守经修订 8的REACH法规附件17中所列之条款。有关遵守REACH法规限制的详细内容，见于

《下游用户指南》（链接：Guidance  for  downstream  users  ）第13章。请注意，除REACH法规外，

其他限制在物品中使用有害物质相关立法，仍然分别适用。例如，《通用产品安全指令2001/95/EEC》

和特定产品的立法，例如关于在电气与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的《RoHS指令

2002/95/EC》、关于玩具的《指令88/378/EEC》或者关于报废车辆的《指令2000/53/EC》。在本指南

文件附录6中列举了除REACH法规以外的相关立法。 

                                                              
7
欧洲议会与理事会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化学物质与混合物的分类、标签与包装的法规（EC）文件第

1272/2008。随着该法规的生效实施，修订和废除《指令 67/548/EEC》和《指令 1999/45/EC》，并且修订法规（EC）文件第

1907/2006，术语“配制品”（preparation）已经由术语“混合物”（mixture）代替。术语“配制品”的含义规定在REACH
法规第 3（2）条款中。因此，在本指南文件中，术语“混合物”与其他（早期的）指南文件中采用的术语“配制品”具有

同样的含义。 
8 请注意，REACH法规可能会通过法律修正案而被修改，并且在法律文本中查阅资料时，须考虑所有已经通过的修订法

规 。REACH法规的修订法规，见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链接：ECHA’s website）。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du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du_en.htm
http://echa.europa.eu/legislation/reach_legislation_en.asp


 

 

2. 确定什么是 REACH 法规下的物品 

在确定是否适用以及适用哪些要求时，第一步应先检查已经生产、进口和/或者投放市场的物体9是

否已被视为REACH法规下的物品。 
一件物品通常被理解为具有特定的形状、外表和设计，并由一种或多种物质或者混合物组成的物

体。它可能是由天然材料制成的，例如木材或羊毛，或者由合成材料制成，例如聚氯乙烯（PVC）。它

可以非常简单，例如木椅，也可以非常复杂，由很多个零部件组成，例如笔记本电脑。在家庭和企业中

绝大多数常用的物体都是物品，例如家具、服装、车辆、书籍、玩具、厨房设备和电子设备。只要建筑

物在其所坐落的土地上保持固定不动，就不可把建筑物视为物品10。 
REACH法规第3（3）条款将物品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被赋予一种特定的形状、外表或设计的物

体，且此特定形状、外表或设计较其他化学成分更大程度地决定其功能”。为确定一个物体是否满足

REACH法规下物品的定义，需要对该物体的功能及其特征进行评估。 
请注意，REACH法规下物体的定义，并不影响其他法规对于物品的定义 

2.1. 物体的功能 

在物品的定义中，术语“功能”的内涵应当解释为决定该物体用途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决定用途质量

的技术复杂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应关注使用物体产生的结果，而不是该结果的质量。例如，打

印机墨盒的基本原理是将墨印制在纸张上。物体“打印机墨盒”的较高的技术复杂程度，可改进功能和结

果的质量，但是不会改变功能本身。 

2.2. 物体的形状、外表与设计 

物体的形状、外表和设计代表其物理外观，不可被理解为化学特征。形状是指物体的三维形态，例

如深度、宽度和高度。外表是指物体的 外层。设计是指以 好地实现其特殊目的的方式对“设计要素”
进行的排列布置。例如，纺织品的设计可由纱线中的纤维捻度、织物中的线的编制式样以及纺织品的外

表处理来决定。 
物体的形状、外表和设计不可与由制造该物体的材料的化学性质所产生的物理特征相混淆。 这种材

料特征或属性包括：解理、密度、延展性、导电率、硬度、磁性和熔点等。 
例1：喷砂 
用于喷磨的粗砂砾，需要有一定的硬度，并具有锐利边缘，才可用作喷磨的介质（例如，用于

玻璃雕刻或者石头蚀刻）。用作喷砂的材料（例如金刚砂或者钢材）的硬度和解理性质，取决于这

些材料的化学性质，不得将其与物体的形状、外表和设计相混淆。 
 
此外，必须指出，根据REACH法规第3(3)条款规定，物品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被赋予一种特定的形

状、外表或设计的物体，且此特定形状、外表或设计较其他化学成分更大程度的决定其功能。这意味

着，形状、外表或设计必须是在生产步骤中被刻意确定并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物品的“生产

步骤”还可以理解为包括复杂物品（例如笔记本电脑）的组件装配（这些组件自己也可以是物品）。 
相反地，一组仅仅是被集中在一起进行提供的物体，没有特定的生产步骤可以用来为这组物体或套

件赋予特定的形状、外表或设计。使用这一要求时，不考虑物体是否是 
• 　分别使用（如炊具套件中不同的炒菜锅和平底锅）； 
• 　一起使用（如由工具、电池和充电器组成的便携式电动工具），或者 
• 　组装到单个物体中（如平装家具）。 

因此，不可将一组物体当作一个物品，必须将其视为多个物品、物质和/或混合物。 

                                                              
9 术语“物体”主要是指处于供应链中的任何产品。 
10 既然建筑物在其所坐落的土地上保持固定不动，不可把建筑物视为REACH法规下的物品。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大型）建

筑结构，例如桥梁，以及较小的建筑结构，例如公园的秋千等，只要它们保持固定在土地上。 
 



 

2.3. 包装 

物质、混合物和物品，可以装入包装中，例如纸板箱、塑料包装纸或白铁罐。该包装不属于被包装

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可被视为REACH法规下的一个单独物品。包装或者被包装的物质、混合物或

物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和供应商，必须履行REACH法规的要求。具有不同功能的包装，需要分别地考

虑（例如，如果一件物品被直接包装在塑料制品中，然后又被包装在纸箱中，则该塑料制品和纸箱应当

分别视为单独的物品）。 

2.4. 确定一个物体是否是物品 

下列流程图为决定一个物体是否是含有化学物质的物品提供了指南。 

 
图 2：确定一个物体是否是物品 

 
步骤 1：按照第2.1节的规定，明确物体的功能。 
步骤 2：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REACH法规对物品的定义。于是，对于一个物体是否为物品

的，可以直接通过比较其物理特征与化学特征对于实现该物体功能的重要性来做出决策。 
如果你可以明确而且无歧义地做出结论，即该物体的形状、外表或设计比其化学成分与该功能更加

重要，则该物体即为一件物品。如果形状、外表或设计与其化学成分对功能的重要性相当，或者没有化

学成分重要，则该物体为物质或混合物。 
例2：蜡笔 
蜡笔由石蜡和颜料组成，用于在纸张上着色或者绘画。由于其形状/外表/设计对蜡笔的功能不

 



 

如其化学成分作用大，因此将其视为混合物。 
 
对于该物体是否满足REACH法规对物品的定义，如果无法明确而且无歧义地做出结论， 则需要进

行更深入的评估。为此，执行步骤3。 
步骤3： 确定物体（可以是通过非常简单或高度复杂的方式构造而成的）中是否包含有可以物理上

与该物体分开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通过倾倒或拧出的方式）。所讨论的物质或混合物，可以是固

态、液态或气态的，可以包含在该物体中（例如温度计中液体，或者喷雾罐中的喷雾剂），或者能够在

其外表上承载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物体（例如湿抹布）。 
如果步骤3适用于该物体，则执行步骤4，否则执行步骤6。 
步骤4：为了确定该物体中的化学成分是否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该物体作为一个整体

来看，是REACH法规下所定义的一件物品），或者如果该物体其余的部分具有作为物质/混合物的容器

或者载体材料的功能，则必须回答下列指示性的问题： 
问题4a：如果将物质/混合物从该物体中去除或分离开来，并和该物体各自独立地使用，物质/

混合物原则上是否仍然能够胜任（方便性或者复杂性）执行步骤1中所定义的功能？ 
问题4b：该物体是否主要用作（例如，根据步骤1中定义的功能）物质/混合物或其反应产物的

释放或受控传送的容器或者载体？ 
问题4c：物质/混合物是否在该物体的使用阶段消耗（即用尽，例如由于化学或者物理改性）或

者排除（例如从该物体中释放），从而致使该物体变得无用并导致终止其使用寿命？ 
如果你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为“是”（即三个问题中有两个如此）而不是“否”，那么这个物体应

当被视为物品（执行容器或者载体材料的功能）与物质/混合物的组合物。 
请注意，这种物体的进口商或供应商也被视为物质/混合物的进口商或供应商。就这一点而论，他

也有不同于本指南文件所规定的物品进口商和供应商的义务。这表明，容器中的物质或者载体材料上承

载的物质应当进行注册或者需提供安全数据表。因此，“物品与物质/混合物的组合物”的进口商与供应

商，必须分别检查到底应该适用针对物品的义务，还是适用针对物质/混合物的义务。第3章与第4章中阐

述了该如何确定针对物品的义务；为了确定针对物质/混合物（在物品的外表上或者包含在里面）的义

务，建议你运行ECHA网站程序Navigator，进行确认。 
例3：打印机墨盒 

回答上面的指示性问题：4a）如果从墨盒中取出墨粉/墨水，还有可能将其印在纸张上，然而

质量变差而且也不方便了；4b）墨盒的功能是在打印机中适当位置处存放墨粉/墨水，并控制其释

放的速度与模式；4c）在墨盒的使用寿命内，墨粉/墨水被耗尽，然后墨盒被处理。对这些问题的

答案可以得到结论，即打印机墨盒是物品（执行容器的功能）与物质/混合物的组合物。 

步骤5：如果对步骤4中指示性问题的答案主要是“否”，你应当采用下列问题反复核对该物体作为一

个整体是否的确应当被视为一件物品，或者应当被视为物品（执行容器或者载体材料的功能）与物质/混
合物的组合物。 

问题5a：如果物质/混合物被从该物体中移出除或分离出来，该物体是否还能具有其原有用途？ 
问题5b：该物体的主要用途是否不同于传送物质/混合物或其反应产物？ 
问题5c：该物体在使用寿命结束时，通常是否和物质/混合物一起废弃，例如销毁？ 
如果你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为“是”而非“否”，那么该物体的功能可能要通过物理特性来确

定，即形状、外表和设计，而不是通过其化学组成来确定。于是，该物体被看作是具有必不可少的物质/
混合物（即物质/混合物构成了物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物品。构成物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

物质（物质本身，或者是在混合物中的物质），只需根据第3.2节规定的条件进行注册。 
例4：温度计 

回答上面的问题：5a）空的温度计将无法指示温度；因此，该物体将不再有用；5b）温度计

的主要功能是指示温度，而不是传送物质或混合物；5c）温度计主要是和其化学内容物一起弃

置。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带来的结论为，温度计是一件物品，其内部的液体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navigator_en.htm


 

附录1中提供了容器中或载体材料上的物质/混合物的边际案例的更多的实例。 
步骤6：根据按照步骤3进行的评估，物体未含有可以物理上分开的物质或混合物。但是，决定该物

体是否满足REACH法规对物品的定义，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仍然存在困难。常见的例子是，要进一步

加工成 终物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但是也可能存在其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难以做出决策，你

可以使用下面的指示性问题，以便更好地确定该物体是否为一件物品。这些问题只能用于支撑评估化学

组成和形状/外表/设计哪个对其功能更重要，从而便于应用物品的定义。 
问题 6a：该物体是否不经过进一步加工就具有某种功能？ 

如果该物体明显地具有其他功能（即 终使用功能），则这可以表明它是REACH法规所

定义的物品。 
问题6b：卖方将该物体投放市场，或者顾客有兴趣购买它是否是因为其形状/外表/设计（而很少是

因为其化学组成）？ 
如果该物体被投放市场或被购买的原因是因为其形状/外表/设计，则这可以表明该物体是

一个物品。 
问题6c：当被进一步加工时，该物体是否只经过“轻加工”，即形状上没有明显可见的改变？ 

“轻加工”，例如钻孔、表面研磨或涂层，可改善或修改物体用于执行一项功能的形状、外

表或设计，经常用于已经是物品的物体。因此，如果仅采用了“轻加工”，则可以表明该物

体是一个物品。 
如果加工会导致形状总体改变，即改变物体的湿度、宽度和高度，则不可将其视为“轻加

工”。例如，这种加工可能是主要的成形工艺（如铸造或烧结处理）或者成型处理（如挤

压、锻造或轧制）。如果在进一步加工时，物质至少保持一项特征尺寸（深度、宽度和/
或高度），则该工程可被视为“轻加工”。 

问题6d：当进一步加工后，物体的化学组成是否还保持不变？ 
在后续处理步骤中，化学组成的改变可表明该物体是一个混合物。然而，对已经是物品的

某些处理，会导致其整个化学组成的变化，但不会改变该物体成为物品的地位。相应的例

子有，在物体表面上印刷、喷漆、涂层、染色等。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物体，并且对问题的答案的证据权重也可能视情况而各有不

同。然而，在决定该物体是否为物品时，对各种相关的指示性问题的答案都应当给予重视，而不是只考

虑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问题的答案主要为“是”，则表明该物体是物品。如果问题的答案主要为

“否”，则表明该物体是物质或混合物。附录2中说明了如何使用这些指示性问题，并给出来自四个不同

行业的实例。 

2.5. 文件编制 

根据REACH法规第36(1)11款之规定可知，下游用户（根据REACH法规，物品生产商在生产物品时

使用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则他们也被视为下游用户）必须保持他们执行其REACH法规义务所需要的所

有信息现成可用。但是，即使已经确定该下游用户没有REACH法规下的义务，这些公司还是应当考虑

将他们的遵守性检查结果编制成文件材料，包括，决策某些产品是否为物品、物质或混合物的文件材

料，以及检查特定的要求是否适用于这些产品的文件材料。建议一般的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应进行文件

编制，以便于向顾客和（检查/强制执行）当局证明其遵守REACH法规的情况。 
由行业协会和其他组织制定的检查表或者其他标准化的工具，可以协助各公司对其REACH法规遵

守性检查结果进行文件编制。 
 
 

                                                              
11 “每个制造商、进口商、下游用户和经销商，都应当收集并保存执行本REACH法规义务需要的所有信息直到其 后一次

制造、进口、供应或使用该物质或混合物之后至少 10 年的时间[…]”  
 



 

 

3. 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物质 

3.1.物品中有意的物质释放 

在不同的情况下，物质和混合物可从物品中释放出来。但仅在特定情况下，才可将物质的释放（不

论是该物质本身被释放，还是作为混合物的一部分进行释放）看作是有意释放。 
如果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的释放是一项特别设计的附属功能（区别于第2.1节所规定的主要功能），

并且若物质未被释放就无法取得该功能，那么这种释放就是有意的释放。例如，对于有香味的物品，为

了使物品有香味，就必须使其释放出香味物质。因此，因物品老化、磨损，或者是因物品行使其功能时

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释放物质，通常不是有意的释放，因为这种释放其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功能。 
如果一个物体进行物质释放，是履行该物体的主要功能（根据第2.1节的定义），根据REACH法规

不可将这种释放看作“有意的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该物体通常被视为物品（行使容器或载体材料的功

能）和物质/混合物的组合物，而不可将其视为具有有意释放的物质/混合物的物品。 
此外，从物品中有意释放物质必须是在使用条件下发生的（正常的或者可以合理预见的）。这表

明，物质释放必须发生在该物品的使用寿命期内。因此，在物品生命周期的生产或处理阶段的物质释

放，不属于有意释放。 
而且，在发生有意释放期间的使用条件也必须是“正常的或可合理预见的”。正常使用条件是指，与

物品主要功能相关联的使用条件。这些条件常在用户手册或是使用说明书中说明。工业与专业用户使用

物品的正常使用条件，会明显地不同于消费者使用该物品的“正常”条件。这些差异可能在使用的频率和

持续期间，以及温度、空气置换率或和水接触相关的条件表现更加明显。如果用户以物品供应商书面方

式（例如在使用说明书或物品标签中）明确建议应避免使用的情况或方式使用该物品，则这明显不是“正
常使用条件”12。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是指，因为该物品的功能与外观而能够预期可能会发生的使用

条件（即使不是正常使用条件）。例如，当一个小孩子不知道物品功能的情况下，将其用于任何由他给

予的用途，如咬它或舔它。综上所述，对于不是在正常的或者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下进行的物质释

放，不可将其视为有意释放。 
 
例 5：有意从物品中进行的物质释放 

对于配有洗液的裤袜，其主要功能是供穿着。这一主要功能明显与洗液无关。洗液的功能

（护肤）只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且如果不释放洗液就无法实现这一功能。因此，配有洗液的裤袜

应被视为一种有意释放物质的物品。 
 
下列情况举例说明了何时进行的物质释放不可被视为有意释放： 
• 在处理半成品的过程中发生的释放，即在作为制成品上市销售之前： 
例如：为改进其加工性能而增加织物的胶料13，但是在对织物进行进一步的湿法加工后，胶料又

会释放掉。 
• 在物品使用或维护过程中发生的释放，但是释放的物质对该物品的功能没有任何贡献。 
例如：消费者在洗衣服时，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化学制品（染料、软化剂、淀粉浆等）的残

留物，在某些洗涤循环后会被除掉。 
• 物质释放是物品行使其功能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这种释放对该物品的功能没有任何贡献。 
例如：高度摩擦条件下的材料磨损，例如制动衬片、橡胶轮胎；用于减小两个运动部件之间的摩

擦力而发生的润滑油泄漏。 

                                                              
12 排除特定使用条件的例子有，纺织品的说明标签上“洗涤温度不可超过 30°C”，以及警告声明，如“请置于儿童不可触及

之处”或者“请勿暴露于高温下”。 
13 胶料是一种化学制品，应用于织物，以改进其纱线的强度和耐磨性，并减少起毛。在织造流程之后，织物会脱浆（洗过

后）。 
 



 

• 任何种类的化学反应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的释放。 
例如：复印机释放的臭氧，或者物品着火后燃烧产物的释放。 

• 意外事故中发生的释放。 
例如：温度计掉落打碎后发生的物质释放。 

• 长期极度密集使用物品引起的释放。 
例如：消费者在使用工具时，不顾使用说明书中针对操作时间提供的建议，而产生的释放。 

 

3.2. 检查对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物质的要求 

当根据法规第7（1）条款所列的所有条件都满足时，必须对物品中的化学物质进行注册。 
• 在正常或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下有意释放的物质14（可采用第3.1节中的准则来确定）。 
• 一名参与者生产或进口的所有物品中含有的有意释放物质的总量（包括非有意释放物质的量）超

过1吨每年15。 
因此，为了确定物品中的物质可能要进行注册的义务，需要检查物质是否超出了每年1吨的阈值。

为做到这一点，不必总需知道实际物质的身份与吨位，因为可以首先将每年1吨的阈值与下列数量进行

比较： 
1.  含有意释放物质的所有生产和/或进口物品的总吨位； 
2.  这些物品中包含的所有有意释放的物质和混合物的总吨位。 
如果以上吨位数值中的任意一个等于或者小于每年1吨的阈值，那么这些物品中包含的有意释放的

个别物质的数量，将肯定小于每年1吨的阈值。因此，显然不需要对这些物品中的物质进行注册。然

而，在这些检查的基础上无法排除需要注册的可能性，则必须确定有意释放的个别物质，以及（豁免注

册情况除外，见第6章）各自的吨位。 
物品中所含的有意释放的物质的吨位可以采用下列任一公式进行计算： 
Vol subs  = Weight article⋅ Number article ⋅ Concmax mixture in article ⋅  Concmax subs. in mixture

Vol subs.  = Vol article  ⋅  Concmax subs. in article

其中， 
Vol subs：物品中含有的有意释放物质的数量[吨/年]。 
Weight article：一个物品的重量[吨/物品]。 
Number article：每年生产和/或进口的物品数目[物品/年]。 
Concmax mixture in article：物品中有意释放的混合物的 大重量百分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50% = 

0.5，25% = 0.25，20% = 0.2等）。 
Concmax subs. in mixture：有意释放的混合物中物质的 大重量百分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50% = 

0.5，25% = 0.25，20% = 0.2等）。 
Volarticle：每年生产和/或进口的物品数量[吨/年]。 
Concmax subs. in article：物品中有意释放的物质的 大重量百分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50% = 

0.5，25% = 0.25，20% = 0.2等）。 
 
例6：计算有意释放物质的吨位 

T恤衫中含有有意释放的香味物质。 
假设：该香味物质占T恤衫的 大重量百分率为5%，T恤衫生产量为100吨/年。同一生产商的其他

物品中不含有这种香味物质。 

Vol subs.  = Vol article  ⋅ Concmax subs. in article = 100t/a ⋅ 0.05 = 5 t/a 

                                                              
14  两种条件都必须满足，即有意释放并且是正常或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 
15 对于至少连续三年被进口或生产物品中的分阶段物质，其每年的数量应当基于前面三个日历年中该物质的平均数量进行计

算。在《注册指南》（链接：Guidance on registration）第1.6.2.3节中，提供有每年物质吨位计算的指南和例子。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结论：超出了1吨/年的阈值，该T恤衫的生产商必须注册该香味物质。 

 
当计算物品中含有的有意释放物质的吨位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 
• 不仅需要考虑有意释放的数量，而且还要考虑在物品中的总数量。因此，如果该物质也是物品基

质的一部分，则还必须考虑这些数量。 
• 只有在 终成品中的物质才必须考虑其数量，也就是说，不必考虑那些含在物品中但在随后的生

产阶段中（例如，蒸发或洗掉的）损失的数量 
• 如果一个生产商/进口商的不同物品中含有同样的有意释放的物质，则必须将所有物品中含有该物

质的数量加在一起16。 
请注意，根据第7(5)条款的规定，如果物质的数量超出了1吨每年，以及怀疑该物品中释放的物质会

危及人类健康或环境，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会决定物品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对物品中所含化学物质提交注

册（除非已经按照第7(1)条款进行了注册）。如果物品中的这种物质释放并非有意释放，该要求也适

用。 

3.3. 物品中物质的注册 

对于物品中的一种必须注册的物质，该物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应当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注册卷

宗。对注册卷宗的要求，通常与对该物质的制造商和进口商的要求相同。但如果要求将化学安全报告作

为该注册卷宗的一部分（数量>10吨/年），并且该物质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

性（PBT）/高度持久性和高度生物蓄积性（vPvB）物质，那么该物品生产商/进口商必须在其暴露评估

和风险定性只涵盖该物品的使用寿命和对该物品的处置。另外，对于物品中的物质本身或混合物中的物

质，分阶段物质和非分阶段物质的区别、注册截止时间、以及数据共享的要求都同样适用。《注册指

南》（链接：Guidance on registration ）和《数据共享指南》（链接：Guidance on data sharing）中

提供了关于注册与数据共享的详细指南。 
 

                                                              
16 例如：一家公司X进口了三种物品A、B和C，每种物品中存在有 60 吨的某种物质。在物品A中，该物质并非有意释放的，

在物品B中的 60 吨物质有 40 吨是在正常条件下释放的，在物品C中的 60 吨物质有 10 吨是在正常条件下释放的。因此，公

司X将需要注册物品B和物品C中的物质总量，即 120 吨，处于 100 至 1000 吨/年的范围内。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data_sharing_en.htm


 

 

4. 对高度关注物质的要求 

根据REACH法规，每个物品生产商、进口商和供应商都应对其物品的安全负责任。当物品中所含

的物质会对人体健康与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时，尤其要实施这一规定。正如REACH法规所追求

的，为确保对物品中此类物质的使用进行高水平的防护，需要公开其在物品中的存在情况，并在供应链

中进行信息沟通。因为这是确认并应用适当风险管理措施的先决条件。 

4.1.授权候选清单 

满足REACH法规第57条款所规定准则中的一条或多条准则的物质，可被鉴定为“高度关注物质”
（SVHC），并被列入“授权候选清单”。这些高度关注物质可能是： 

• 满足1类或2类致癌性、诱变性和生殖毒性（CMR）分类准则的物质。 
• 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PBT）物质，或者高持久性、高生物蓄积性（vPvB）物质。 
• 有证据表明受到了类似关注的物质，例如内分泌干扰物质。 
候选清单（Candidate List ）已经根据REACH法规第59条款所规定的程序制定，现可从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的网站上获取。对于生产、进口、供应物品的公司来说，如果其物品中含有已经列入该候选清单

的物质，就会触发一定的法规义务。这些义务在下面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 
请注意，当更多的物质被鉴定为高度关注物质时，授权候选清单会定期更新。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的网站上设置了一个“意向登记”栏目（registry of intentions ）。该登记的目的之一是，使有关各方在某

些物质被纳入授权候选清单之前，清楚这些物质可能会被确认为高度关注物质。当一种物质 终被纳入

授权候选清单时，这可以方便有关各方及时地准备遵守可能产生的义务。因此，建议物品生产商、进口

商和供应商定期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上查看“意向登记”栏目。 
如果认为检查意向登记时获得的时间窗口不够充足，各家公司可先行一步，提前鉴定在其供应链中

使用的而且有可能被列入候选清单的物质。这些物质必须至少满足一条上面所提到高度关注物质的标

准，对其鉴定可以考虑采用如下列信息来源： 
• 分类、标签与包装（CLP）法规（EC）)第1272/2008号附件VI的表3.1和3.2中包含的有害物质的

统一分类与标签列表，可以从欧洲委员会网站获取（websit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的专题论文数据库（Monographs Database ） 
• 欧洲化学物质信息系统（European chemical Substances Information System）（ESIS）之内的

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PBT）物质信息系统 
• 贯彻实施“关于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共同体策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文件（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EC(2007)1635 ） 
• 奥斯吧委员会（OSPAR Commission）的优先行动化学品清单 
• 国际化学秘书处（ChemSec）的SIN列表数据库（SIN List database ） 
• 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的工会优先名单（Trade Union Priority List ） 
请务必注意本章中所规定的法律义务，仅适用于纳入候选清单（Candidate List ）的物质。其他信

息来源，例如本节中上面所列者，只是为了帮助各公司鉴定（如有需要）可能会被包含在候选清单中的

物质。 

4.2. 根据第 7（2）条款进行通报  

当满足第7（2）条款规定的所有条件时，要求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通报，条件

包括： 
• 物质包含在授权候选清单中。 
• 存在于生产或进口物品中的物质浓度大于0.1% (w/w)。 
• 存在于生产或进口的所有物品（要求所含物质浓度大于0.1% (w/w)）中的物质总量，超出每位参

与者每年1吨的限值。 
物质的浓度阈值0.1% (w/w)，适用于生产或进口物品。如果事实上，公司可能已经收集了关于整个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authorisation_process/candidate_list_en.asp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reg_intentions_en.asp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sectors/chemicals/documents/classification/index_en.htm
http://monographs.iarc.fr/
http://ecb.jrc.ec.europa.eu/esis/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ndocrine/documents/sec_2007_1635_en.pdf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ndocrine/documents/sec_2007_1635_en.pdf
http://www.ospar.org/
http://www.chemsec.org/list/sin-database
http://www.etuc.org/a/6023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authorisation_process/candidate_list_en.asp


 

物品的信息和物品部件的信息。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司可以此为基础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通报。 
对物品中所含物质进行通报的义务，也适用于包装材料，这些包装材料可以是单独地生产或进口，

并用于进口商品的包装。对于包装的评估，要将其与所容纳的任何物体分开单独地进行。 
在物质尚未被列入授权候选清单之前，不需要对已生产或进口物品中这种物质进行通报17。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豁免通报的义务（见第6章）。 
在物品中的物质被列入高度关注物质授权候选清单后的六个月之内，应当对物品中所含的物质进行

通报，但是仅适于2011年6月1日。这意味着，对于2010年12月1日之前列入候选清单的物质，必须提交

通报的日期不得迟于2011年6月1日。对于2010年12月1日当天或之后列入候选清单的物质，必须提交通

报的日期不得迟于列入清单后的6个月时间。 
根据REACH法规第7（2）条款的规定，要通报的信息应当包含下列各项： 
• 物品生产商或进口商的身份与详细联系方式。 
• 物质的注册号（如果有的话）。 
• 高度关注物质的身份（该信息可从候选物质清单和支持文档中获取）。 
• 物质的分类（该信息可从候选物质清单和支持文档中获取）。 
• 按照附件VI中第3.5节的规定，对物品中物质的用途和物品的用途的简要说明。 
• 物品中所含物质的吨位范围，即1-10吨、10-100 吨、100-1000吨或者 ≥1000吨。 
在针对物品中物质通报的《数据提交手册》中，给出了关于如何在通报中提供这些信息的更加详细

的资料，该手册可从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上获取。 

4.3. 第 33 条款所规定的义务 

第33条款的目的是，确保沿着供应链向下传递信息，使物品可以安全地使用。 
如果供应商所供应的物品含有授权候选清单中的高度关注物质，且物质浓度大于0.1% (w/w)，该供

应商必须将其可以得到的有关该物质安全使用的信息提供给这些物品的接受方（第33（1）条款）。对

于含有授权候选清单中物质的物品，如果安全使用该物品不需要特别的信息，至少必须将有问题的物质

名称传递给接受方。信息是应主动提供给接受方，也就是说，一旦该物质被列入授权候选清单，信息就

应提供给接受方。请注意，术语“接受方”是指工业用户或专业用户和分销商，而不是指消费者。 
一旦消费者提出请求，同一位物品供应商须将其可以得到的有关该高度关注物质安全使用的信息提

供给这位消费者（第33（2）条款）。如果安全使用该物品不需要特别的信息，至少必须将问题中物质

的名称传递给这位消费者。该信息应在消费者提出请求后的45个历日之内，免费提供。供应物品的零售

商不必遵守该义务，只需让消费者向其物品的供应商或物品生产商咨询。 
对于传递一般物品中物质有关信息的义务（即与接受方和消费者沟通信息），请注意： 
• 这些义务不存在吨位限制（即也适用于低于每年1吨的情况）。 
• 包装材料总是与其所包装的内容分开，单独作为物品对待。因此，对物品中物质传递信息的义务

也适用于包装材料。 
• 物质的浓度阈值0.1% (w/w)适用于供应时状态的物品。但是在实际中，公司可能已经收集了关于

整个物品的信息和关于物品部件的信息。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司可以在按照第33条款传递信息

时采用本方法。 
• 该义务也适用于在物质被列入候选清单之前生产或进口并在列入之后供应的物品。因此，有关日

期是供应该物品的日期。 
• 传递信息中的物质名称，是出现在授权候选清单中的那个名称。 

 

4.3.1. 根据第 33 条款传递信息 

根据REACH法规第33条规定，物品供应商为了确定自己应该传递什么信息，他必须考虑： 
• 该物品直至 终处置的下游生命周期阶段是那些（运输、存储、使用） 

                                                              
17 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报义务不仅与物品中存在的高度关注物质在某一体积中超过了某一浓度有关联，还与物品进口

商或生产商的角色有关联。因此，如果在该义务开始时，生产商或进口商不再行使其物品进口商或生产商的角色，他就不

必进行通报。 
 



 

• 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阶段中，可能的暴露途径有哪些。 
• 该高度关注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哪些危害。 
• 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为了使用这些被认为是安全的物品，哪些类型的暴露控制和个人防护措

施可能是适合的。    
为了确认由物品中的高度关注物质产生的任何风险，需要考虑以上内容，以确定为了使用户控制风

险，须将除了高度关注物质的名称之外的哪些信息提供给用户。这表明，有义务提供的附加信息取决于

用户需要知道什么信息才可以安全地使用该物品，而不是取决于这些安全信息可以如何便于获取。不要

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仅仅提供物质的名称就足以安全地使用该物品。 
对于任何一种物品的信息，根据接受方的不同，其信息类型与细节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对于专业

用户，通常不需要告知他应当将该物品保存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而此类信息往往适用于一般的消费

者。 
因信息的内容与收信人不同，信息提供的格式也会不一样。标准的答复信件可能是适用于通知消费

者，而对于专业用户 好通过单独的使用说明来告知有关信息。 
REACH法规没有规定提供符合第33条款的信息的具体格式；例如，可能的格式有： 
• 对现有文档的修改，例如使用与包装说明书 
• 标签上的信息 
• 链接到具有 新资料的网站 
• 有行业协会所制定的标准通信格式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选择一个格式，确保物品的接受方或消费者易于得到信息，并且始终考虑

到使用的特殊情况。 

4.4. 确定具有不同成分物品中的候选物质清单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 

对于同一件物品，其不同的组件中可能含有不同浓度的候选清单上的高度关注物质，例如在笔记本

电脑底盘中是一种浓度，而在变压器中又是另一种浓度。对于第7（2）和33条款规定的义务，根据第2
章的规定，在整个物品中该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必须超过0.1% (w/w)。为检查这个条件，首先要了解每

个组件中是否含有浓度超过0.1% (w/w)的高度关注物质（如果没有现成的信息，则可以通过第5章所说

明的各种不同方式获取该信息）。 
为了说明检查0.1%阈值时会产生的情况，以笔记本电脑为例，电脑由多个不同的组件组装而成，例

如变压器、主板、存储器、处理器、底盘等： 
如果没有含候选清单上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超过0.1%（w/w）的组件，则整个笔记本电脑的含量也

不会超过0.1%（w/w）。 
如果有含候选清单上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超过0.1%（w/w）的一个或者多个组件，则笔记本电脑的

生产商或进口商需要： 
1.  查明每个组件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以及每个含高度关注物质的组件的质量（是高于还是低于

0.1%（w/w））， 
2.  计算这 n 个组件中每个组件所含高度关注物质的指令，如下所示， 

mSVHC in component  = mcomponent  ⋅  ConcSVHC in component [%] ⋅ 0.01 
3.  利用下式计算笔记本电脑中高度关注物质的平均浓度，并检查其是否超过0.1%（w/w）。 

 
同样地，如果某个笔记本电脑生产商自己添加高度关注物质至笔记本电脑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中，他

必须按照同样的方法检查其 终投放市场的笔记本电脑是否超出0.1%的阈值。 
 
 
 
例7：计算一件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平均浓度 

每个椅子由木制部件和塑料部件组成。椅子的重量为2.001 kg。椅子的木制部件含有10g某种高度关

 



 

注物质。木制部件的重量为2 kg。椅子的塑料部件含有1 mg同样的高度关注物质，塑料部件重量为1 g。 
椅子中该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采用上述公式进行。 

 
结论： 该椅子中高度关注物质的平均浓度没有超过0.1% (w/w)。无需根据第7（2）和33条款履行义

务。 
 

4.5. 确定不同物品中所含候选物质清单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总量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生产和/或进口的不同类项物品中，例如皮包和皮带，所含候选清单上

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大于0.1% (w/w)。为确定是否需要通报，就必须确定所有这些类项的物品中所含高

度关注物品的总量，并将它们相加求和。 
为计算每年生产和/或进口且含有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大于0.1% (w/w)的每种类项物品中高度关注物

质的总量，可使用下列公式： 

 
生产和/或进口且含有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大于0.1% (w/w)的所有项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总量可

通过将每种类项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计算量求和得到 

 
 
例8：计算不同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总量 

某公司每年向欧洲经济区内进口2万双鞋子、5万条皮带和4万件皮包。鞋子、皮带和皮包都含有候

选清单上相同的高度关注物质，其中每双鞋子含有0.05% (w/w)的高度关注物质，每条皮带含有0.75% 
(w/w)的该物质，而每件皮包含有2% (w/w)的该物质。这些物品的质量分别为，每双鞋子0.7 kg、每条

皮带700 g、每件皮包1 kg。 
中皮带和皮包中，高度关注物质的浓度高于0.1% (w/w)。 
对于每年生产或进口的物品，其中含高度关注物质浓度高于0.1% (w/w)的每种物品中的高度关注

物质总量，可采用上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将对每个类型物品计算所得结果数值相加，从而得到所有含高度关注物质浓度高于0.1% (w/w)的

物品中的高度关注物质总量。 

 
结论：所有含高度关注物质浓度高于0.1% (w/w)的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总量大于每年1吨的阈

值。因此，该公司必须对皮包和皮带中所含的高度关注物质提交通报。而且，该公司必须按照REACH
法规第33条款的规定提供皮带和皮包的信息。 

 

 



 

 

5. 获取物品中物质的信息 

生产、进口或将物品投放市场销售的公司，其自身并非总是拥有必要的信息，以便用于确定对物品

中物质的要求是否适用。对于含有有意释放的物质的物品，其生产商和进口商需要知道，在这些物品中所

有有意释放的物质的身份，以及它们各自在物品中的浓度。此外，通常物品的生产商和进口商，以及物品的

经销商，需要知道他们的物品中是否含有授权候选清单上的物质和这些物质的浓度。 
一家公司能否成功地获取这些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具有适当质量管理系统。质

量管理系统可包括，公司内部执行的产品测试、供应商审核以及第三方认证。正常情况下，都是例行执

行这些措施，以改进工序流程和产品以及客户的满意度。如果已经有适当的惯例做法，为获得必须的物

品中物质有关信息，可通过在供应链上的信息沟通或者通过化学分析的方式取得，而不必做更大的努

力。 

5.1. 通过供应链传递的信息 

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供应链中的行为参与者提供各种物质的可用信息，才有可能鉴定物品中的各

种物质，并确定这些物质的数量。因此，对于为确定REACH法规下的义务而进行的必要信息收集，沿

供应链沟通信息是 重要的方式。这是由于，尽管化学分析是鉴定和量化物品中物质的可用方法，但它

既费时费钱又难以组织实施。在这方面，对于私营部门来说，为方便其实施REACH法规，建立供应链

的信息沟通标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5.1.1 从欧洲经济区内供应商处得到标准化的信息 

用于鉴定物品中的物质和遵守REACH法规对其所要求的必要信息，通常可以衍生自从欧洲经济区

内的供应商处所得到的标准化信息。例如，物质或混合物的供应商，必须为其客户提供安全数据表，或

者（如果不需要安全数据表的话）提供符合第32条款的可用有关安全信息和法规要求（需要授权、施加

的限制）的详细资料。当该物质或混合物以存在于容器中或者在载体材料上的方式供应时，这项义务也

适用。 
如果一种需要安全数据表的物质已被注册，且注册的数量为10吨/年或更多数量，则该物质（物质自

身或者混合物中的物质）的注册者会得到其供应商提供的有关暴露场景，并以附件形式附在安全数据表

后。暴露场景描述了一种物质在其生命周期内是如何被使用的，并就如何控制物质对人体和环境的暴露

问题提出建议。这些暴露场景包括，物质在物品中结合方式和由此生产的物质生命周期阶段。这些周期

阶段包括物品的使用寿命期间和废物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暴露场景中包含的信息是很有用的，特别是

当物品生产商准备向客户提供第32条款所要求的信息时。 
与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商不同，物品的供应商并不总是给他们的客户提供标准化信息。只有当所供

应的物品中含有列入高度关注物质授权候选清单中的物质且其浓度高于0.1% (w/w)时，他们必须根据第

33条款的规定提供相应的安全信息，该信息 低限度应包括物质的名称。 

5.1.2 沿供应链向上请求信息 

如果收到的信息不充分，则物品的生产商、进口商和供应商可考虑在供应链中积极主动地请求以获

得必要的信息。当向供应链中其他的行动参与者请求信息时，应当考虑下列各点： 
• 可能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告诉供应商为什么需要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不知道的，尤其是对

于非欧洲经济区内的供应商。为此，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上提供了若干出版物

publications ，用于解释REACH法规的背景与含义。其中的一些文件采用了不同的语言版本，

帮助克服语言障碍。 
• 为避免请求在复杂的供应链上通过多个经销商来传递，可以直接确认物品生产商、配方设计师和

物质制造商的身份与联系地址，以获得请求的信息。 
• 在多种情况下，为了弄清楚是否必须满足对物品中物质的要求，没有必要知道物品或混合物确切

的组成。通过排除或限制授权物质候选清单中物质的存在性，还可以特别确定对于物品中的物

 

http://echa.europa.eu/publications_en.asp


 

质没有通报或沟通信息的义务。例如，供应商可以提供证书保证某些物质没有用于其产品制

造，或者在其产品中残留的物质低于一定的浓度。另一种方法是，在供应合同中列明标准，排

除或限制某些物质在将供应的产品中的存在性。 
• 建议为在供应链中发出的请求定好目标，并以排除或限制某些物质（例如那些在授权候选清单中

物质）的存在性为目的，而不是要询问物品和混合物的精确组成成分，这些通常是保密信息。 
• 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物质，通常是作为混合物的一部分进行释放。相比于单个有意释放的物质，

这些混合物在物品中的浓度通常更易于获知。如果物品中有意释放的混合物的 大含量是已知

的，则物质在混合物中的浓度临界水平（如果超出这一临界水平，就必须对物品中的物质注

册）可以按照第5.1.2.1节所示的方式计算得到。然后，沿供应链向上进行的信息请求，应当集

中在计算浓度超出临界水平的物质。 
某些工业部门已经开发出了信息系统和工具，可以有效地在供应链上获取和沟通关于物品中物质的

信息。然而，有些情况下，供应链信息沟通将难获成功。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获取物品

中物质的信息，例如结合学科知识、公开的信息来源（见附录4）以及由化学分析得到的结论（见附录

5）。 
5.1.2.1. 有意释放的混合物中的物质临界浓度水平 

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混合物中的物质浓度限值（超出该限值就必须进行注册），可以使用下面的公

式计算。为此，必须知道物品中该混合物的 大浓度，和这些物品的总产量与进口量。这种计算的基本

假设是，该物质只存在于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混合物中。 

 
Concmax subs. in mixture：有意释放的混合物中物质的 大重量百分率，而且是不会触发注册义务的百

分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50% = 0.5，25% = 0.25，20% = 0.2等）。 

Volarticles：生产和/或进口的物品数量[吨/年]。 
Concmax mixture in article：物品中有意释放的混合物的 大重量百分率，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50% = 

0.5，25% = 0.25，20% = 0.2等）。 
 
例9：混合物中有意释放的物质的临界浓度水平 

香味玩具中含有芳香剂的混合物，该混合物在使用过程中是有意释放的。 
假设： 该玩具含有 大为15%的芳香剂。一家公司每年进口30吨重的这种玩具。该进口商没有进

口或生产其他物品。 

 
结论：这表明，芳香剂混合物中所含物质的 大浓度为22%（重量比），不必为该物质进行注

册。由于这一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芳香剂混合物中的所有物质，因此比寻求进一步的信息。因而，该玩

具进口商可以向供应商询问，芳香剂混合物中的任一种物质是否会超出22%的浓度。 
 

5.1.2.2. 评估从供应商接收到的信息 
如果沿供应链向上请求信息，供应商通常会为其产品提供符合性声明。为确保这些声明可以用作自

己遵守REACH证明，需要仔细评估这些声明的内容。在评估时，可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 供应商说明的是什么？这些内容与自己的符合性检查有关吗？ 
• 该声明是否明显地与该供应商及其所供应的产品有关？ 
• 是谁在做此声明？该声明的签署者有权代表供应商进行签署吗？ 
• 是否有理由关注该声明的有效性？如果答案为“是”，则应当要求获取任何可支持该项声明的文件

材料。 
盲目地相信供应商所提供的科学测试报告的正确性，同样是不明智的。应当严格地检查这样的报

告，确保其的确可以用来证明符合性。当用科学测试报告为符合性检查提供引证材料时，应当考虑下列

 



 

几点： 
• 科学测试报告必须包括下列要素： 
- 参与分析的实验室名称与地址 
- 受到测试样本的日期与进行测试的日期 
- 报告的唯一性标识（例如序列号）和发布日期 
- 以执行的测试中所采用样本与物质的清晰的标识与说明 
- 采用的样本制备方法与分析方法，包括使用的参考标准和与标准的偏差 
- 测试方法的检测极限（LOD）或者定量极限 
- 测试结果（含计量单位），包括测试结果的不确定性 
- 批准该报告的个人名称与签名 

• 应当检查测试中获得的物质浓度是否真是低于相关的限值（例如低于0.1%的阈值或者有意释放的

混合物中物质的临界浓度水平） 
• 原材料和产品的加工可随时间变化，并导致供应的产品批次的改变。因此，需要确保报告中记录

的测试采用了相关类型的产品（例如，和供应产品的类项相同）。 
• 应当对测试中采用的方法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如果该方法的描述不够清楚，应当向供应商寻求解

释，以避免混淆和可能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5.2. 物品中物质的化学分析 

可以采用分析方法确定物品中的物质并量，化其浓度。如果其他方法未能获取信息，或者太过复

杂，则可以选择进行化学分析，以获取物品的组成成分信息。尤其是当物品是由 质材料组成时，更需

要采用化学分析方法，但是也适用于复杂的小物品，此时切割并测试样本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对于某些物品（例如玩具、鞋子），对生产过程中或 终产品中使用的材料进行化学分析，更是惯

例做法。这种常规进行的分析，用于检查对其他立法或产品质量控制的符合性，也可以用于获得为符合

REACH法规所需的信息。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化学分析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要注意它们可能会产生含糊不清的结果，或者成

本很高，因此不建议将其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手段。 

5.2.1.化学分析的困难 

与物品中物质的化学分析有关的困难涉及下列问题，如果要进行化学分析，请一定牢记： 
• 物品可能非常复杂，并且可能由不同的部分和材料组成。因此，很难为分析取到能够代表这个物

品的样本。 
• 包括在物品基体中的物质必须从物品中提取18。 

- 这可能导致化学反应，并“产生”物品中本来不存在的物质。 
- 提纯无法毫无遗漏，因此可能无法得到物品中物质的全部含量。 

• 多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筛选样本中不同物质的存在性和身份。 
- 大多数情况下，测量结果可确定样本中的化学组成，但是不一定是原本用来生产物品的“物

质”。注意，该物质可能由多种成分组成（更多的信息，请参照《物质鉴别指南》Guidance on 
substance identification）。 

- 有些分析方法可能会表面某些元素（例如卤素）的存在性，而不是物质的存在性。 
- 如果包含有大量的不同物质，可能需要多种分析，以确定所有的物质。如果不清楚要寻找哪种

物质，要指出一种适合的方法尤为困难。 
- 物质的量化需要额外的测量。 

 

5.2.2. 物品中物质化学分析的计划 

必须对化学分析进行周密计划，要考虑用哪种方法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应当与经验丰富的实验室合

                                                              
18 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物质，原则上可以从物品中分离开来，而不需要提取法或者特殊方法，因此通常可能取出各自的样本

进行化学分析。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substance_id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substance_id_en.htm


 

作进行化学分析，基于现有的方法，制定分析策略。测试策略与结果解释，应当考虑到与被测试物品有

关的任何其他可用的信息，例如来自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和经过认可的化学分析实验室。对于使用哪些

方法和实验室，并未正式的要求；而是由每家公司自己判断所有的方法与实验室是否合适。然而，只要

有可能而且适合的话，应当采用现有的标准方法和适当认可的实验室。可在附录5中查找对物品中物质

进行取样与分析的标准方法示例。 
在做化学分析计划时，建议考虑下列步骤： 
• 咨询专家或者行业部门的信息源，以减少需要寻找的物质（例如，对于许多物品，可以排除其中

还有气态物质的可能）。 
• 制定一种分层过程的测试策略，即广泛筛选、缩小筛选和通过半定量化的方法进行鉴别。 
• 确定对物品的哪些部分进行分析：物品中所含的液体和气体或粉末、从物品的基体中提取、可能

含有特定的高度关注物质的物品部件等。 
• 进行化学分析，鉴别物质。 

 

 



 

 

6.对物品中物质要求的豁免 

如第3和4章中所说明的对物品中已经鉴定的物质进行注册或通报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

本章解释说明，你需要检查哪些内容以确定你是否可以豁免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注册或通报的义务。然

而，根据第33条款对物品中的物质进行信息沟通的义务是不可豁免的。 

6.1.对物质注册与通报义务的一般豁免 

通常地，许多物质都是免于注册与通报的，因为知道了关于这些物质的充分的信息，或者因为对其

进行注册和通报完全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见REACH法规第2（7）（a）和（b））。REACH法规

附件IV和附件V详细说明了这些物质都有哪些。可以使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上的Navigator ，基于附

件IV和附件V中的条款检查是否有豁免可采用，并检查第7条款下规定的注册或通报义务是否也是不必要

的。 

6.2. 对回收物质注册与通报义务的豁免 

REACH法规豁免了在欧洲经济区内回收利用的物质的注册与通报义务，其前提是要求满足一系列

的条件（第2（7）（d）条款）。因此，利用回收物质制造物品的生产商，原则上可以从该豁免中受

益。为了从该豁免中受益，必须服从REACH法规所设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注册指南》（Guidance 
on registration）的第1.6.4.5节中有说明。 

6.3. 基于暴露情况的通报义务豁免 

根据REACH法规第7（3）条款，如果物品生产商或进口商可以，排除物品在正常使用条件或可以

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19下对人体或环境的暴露（包括处置的时候），则可以不必通报。 
即使物质没有从物品中释放出来而只是在物品的外表上，还是有可能暴露到物品中的物质下。因

此，想要证明可以“排除暴露”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确保候选清单所列的高度关注物质不会接触到人

体或环境，而无论其危险性质如何。请注意，必须考虑物品所有生命期阶段的所有暴露途径（物品的使

用寿命和废弃阶段）。 
不要求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文件，以支持对通报义务的豁免。然而，应当准备好能够证明可以

排除暴露的豁免理由材料，以便在有要求时将其提供给执法机构。这种正当理由可包括诸如一个或多个

下列要素： 
• 可证明该物品即使在其处置阶段也不会发生物质排放的一份证明材料。 
• 如果物质是通过技术手段而被包含入该物品的：论证为什么该物品不大可能在被打开或打破时导

致该物质的释放，尤其是在废弃阶段。 
• 如果该物质是被嵌入到物品的基体中：针对该物品生命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说明该物品基体的

稳定性，以及物质与物品基体之间的连接情况。 
• 可证明该物质在物品内部保持稳定并且不会迁移到物品外面的证明材料（例如，由于物质固有的

物理化学性质，或者物品的特殊涂层）。 
• 可证明从物品中释放的物质量，是通过技术手段包含在物品中的，或者被直接销毁（例如在废品

的热处理阶段）的证明材料。 
这些证据可以基于测量（例如浸出和迁移测试）、模拟、文献或其他资料来源。任何正当理由都应

还包括： 
• 物质的名称。 
• 物品的描述，其正常使用条件或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以及处置途径。 
• 在物品或其部件中所含物质的浓度信息，包括物品基体中的物质含量和非集成（剩余）部分中的

物质含量。 

                                                              
19 术语“正常使用条件”和“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见第 3.1 节的说明。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navigator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registration_en.htm


 

　 
请注意，相比于进行通报来说，证明“没有暴露”可能要更困难，费用也更高。第6.3.1节中说明了用

于暴露评估的一些关键概念，关于如何证明没有发生暴露的进一步的指南，请参照《信息要求和化学安

全评估指南》第R14至R18章的内容（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6.3.1. 释放的可能性 

物品中某种物质从物品中释放的可能性取决于：  
• 该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如蒸汽压力、水溶性、与空气和水等接触时的稳定性等。 
• 物品基体的结构与性质，包括物理化学参数和物质结合到物品中的方式（是否为化学键结合）。 
• 物质的使用与处置条件，例如： 

-使用的地点（室内或室外使用、私人住宅、工作场所等）。 
- 使用场所的物理条件（温度、通风等）。 
- 物品是否为综合废物收集方案的一部分。 
- 处理技术。 

某些化学物质非常牢固地结合到材料中，例如不锈钢中的铬，所以铬的释放潜力很低。其他物质是

松散地结合到基体中，例如PVC塑料中的软化添加剂。如邻苯二甲酸酯这样的物质，不断地从物品的表

面释放出来。物质释放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物品的正常损耗（磨损）。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连同物品基

体一起释放，例如汽车轮胎中的添加剂或者汽车底部的外表涂层。 

6.4. 已经为物质的某种用途注册后的豁免注册与通报 

根据REACH法规第7（6）条款，如果已经对物品中某一物质的某项用途进行了注册，则可以不再

需要对该物质进行注册或通报（即将该物质包含在该物品中的过程）。此处提到的注册是指，在同一供

应链中或者任何其他供应链中对物质该项用途的任何注册。 
参照相同的标准，如果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自己已经对物质的该项用途注册，则可以免除对该物

质进行通报的义务。也就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对其物品中的同一物质有注册

和通报的义务，但是一旦其对该用途进行了注册，他就可免除对该物质进行通报的义务。 
如果满足下列两个条件，就认为物质已经针对某个特定用途进行了注册： 
• 问题中的物质和已经被注册的物质是同一物质。 
• 问题中用途和该物质已被注册的用途之一相同。 
为确保问题中的物质与已经注册的物质相同，仅比较两种物质的名称、欧洲现有商业化学物质名录

（EINECS）编号或者美国化学文摘登记（CAS）编号，可能是不够的。在确定两种物质是否可以被认

为是相同物质时，应当采用《物质鉴定指南》（Guidance on substance identification ）第5章中给定的

“用于检查物质是否相同的准则”。 
物品中物质的潜在注册者或通报者，还必须检查其物品中物质的该项用途与已注册物质中描述的用

途是否相同。为此，他必须描述物品中该物质的功能（例如，颜料、阻燃剂）、将物质包含在物品中的

过程以及是包含在那种类项的物品中。这种用途描述应当依照《信息要求与化学安全评估指南》第R.12
章（chapter R.12 of the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中

所解释的用途描述系统。这个用途描述系统有五个基本要素，具体说明工业部门、混合物类项、在环境

中的释放、物质使用过程与物品类别。该系统还具体说明了是否可预见某物质是有意从物品中释放的。

请注意，对于确定是否可按照第7（6）条款免除义务来说，（由于该用途描述系统的通用体系结构）仅

使用该用途描述系统的基本要素来描述一种物质，还不足以断定两种用途是否相同。因此，对问题中考

虑的用途所进行的描述，必须比仅使用用途描述系统的基本要素进行的描述更加详细。为了断定是否可

以认为该物质已经“为该用途”进行了注册，潜在的注册者或通报者必须将其物质用途的描述与已经为该

物质注册的用途进行比较。应当认真记录所获得的结论和导致该结论的考虑事项，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向

当局证明遵守REACH法规的情况。 
物质的注册，将在整个分阶段方案中进行，直至2018年。因而，在物品生产商或进口商检查其对物

质的使用是否已经注册时，该物质可能还未被注册。 
 

http://reach.jrc.it/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http://reach.jrc.it/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substance_id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r12_en.pdf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r12_en.pdf


 

6.4.1. 用于确定是否已经为物质某种用途进行了注册的信息源 

谋求使用REACH法规第7（6）条款规定的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应当注意，在确定他们不必为物品

中的物质进行注册和通报之前，必需积极地查明其物品中的物质是否已经为他们使用的用途进行了注

册。如果只是简单地假定已被注册，而不为执法机构的检查准备相应的文件材料，一般认为这样做是不

够的。可以采用不同类项的信息来源，用于确定是否已经为物质的某种特定用途进行了注册。 
安全数据表（SDS）中含有供应商所知的所有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用途的信息。如果有多种可能的用

途，只将 重要或 常用的用途列入表中。如果安全数据表另外还含有注册号码，则有可能断定该物质

或混合物的这一特定用途已经注册，这取决于安全数据表中用途描述的详细程度。然而，若有任何疑

问，应当沿着供应链向上从实际注册人寻求两种用途（即物品中物质的用途与已经注册的用途）相同性

的证明。 
如果需要安全数据表的物质已经被注册，且注册的数量为10 t/a或更大，则该物质（物质自身或者

混合物中的物质）的注册人会得到其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暴露场景，相关资料附在安全数据表的附件中。

如果这些暴露场景与该物质的注册人有关，则这些暴露场景还包括将该物质加入物品中的使用。因此，

暴露场景中包含的信息，可由物品生产商用来确定他们对这些物质的使用沿着供应链向上是否已经被注

册。 
物质（物质自身或者混合物中的物质）的供应商，可能会选择在其公司网站上提供与该物质已被注

册的用途有关的细节。根据是否已经提供信息，可能要检查该物质是否已经针对所关注的用途进行注

册。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需要查明某一物质已经针对那些用途进行了注册，则你必须沿着供应链向

上询问其他参与者。作为另一种选择，你可识别并询问来自任何供应链的该物质的制造商或者进口商，

有关他已经为该物质注册的用途，或者他是否为某种特定的用途进行了注册。供应链上的沟通，可以采

用不同的方式开始： 
• 为识别出已经为物质的某种特定用途进行注册的物质制造商和进口商，一种好的方式是在该物质

的“物质信息交流论坛”（SIEF）上发起相应的请求，前提是你已经预注册了该物质并已经成为该

物质信息交流论坛的参与者。 
• 你还可以联系贸易协会，它们可能拥有特定物质的注册状态信息，和该物质已注册用途的信息。 
• 作为下游用户，物品生产商有权让其供应商知道他对该物质（物质自身或者以其在混合物中的形

式）的使用（即将该物质用于其生产的物品中），并要求使他对该物质的这种使用成为一种被确

定的用途20 Guidance 。物品供应商有若干选择项可用来应对被告知的用途（《下游用户指南》（

for downstream users）第8章中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在发起与供应商对话的过程中，

物品生产商可确认他对该物质使用的用途已经被注册或者将要被注册。 
可以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网站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registered-sub.aspx ，访

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物质信息发布数据库，该数据库中有各家公司在其注册卷宗中提供的已注册物质信

息。数据库包含有物质是由哪家公司制造或进口的多种信息，可能包括物质用途的信息（除非这些公司

声明这些信息是保密的），还包括物品中物质的使用信息。然而，由于此处提供的用途描述只包括用途

描述系统的基本要素，因此，为确定REACH法规第7（6）条款的豁免义务是否适用，这些信息通常还

不足以断定两种用途是否完全相同。 

 

                                                              
20请注意，这并非是针对物品进口商的选项，因为他们不是下游用户。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du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du_en.htm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registered-sub.aspx


物质的鉴别和命名 

1 定义 

该技术指导文件中使用的主要定义在下表列出并解释。这些定义考虑到了 REACH 法规 CLP 法规

对纯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分类、包装及标签中所使用的定义。由于这一原因，有些术语与 67/548/EEC 导

则中的定义不同。 

表 1 定义 

 定义 说明 
添加剂 有意添加的用来对纯化学物质起稳定作用的纯化学物质1 
合金* 一种金属材料，宏观上是均质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结合后不能通过机

械手段迅速分离。所有的合金都被当做特别的混合物。 
含有化学物质的物品* 生产期间被赋予一种特殊外形、表面或设计的物体，这决定了其功能性大于其化

学成分。 
气相色谱指纹 表示分析色谱中组分分布有特征的一种纯化学物质成分 

成份 有意添加的、用来形成配制品的纯化学物质 
组份  
 

任何出现在一种纯化学物质中、可以通过其独特的化学身份来表示特点的单个种

类 
欧盟化学物质清单 欧盟以前三个化学品法规框架的纯化学物质清单，即EINECS, ELINCS 和NLP清

单，合称欧盟化学品清单。欧盟化学品清单是欧盟成员作为物质识别者的起源。

杂质 一种纯化学物质生成时里面出现的一种非人为造成的组分。它可能来自于原始材

料，也可能来自生产过程中的二次或不完全反应。当其出现在 终化学物质中时，

它不是人为加进去的。 
中间体*  
 

一种制造出来用于和消耗于或用于化学处理以便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的物质（以

下称为合成）： 
（a）非分离中间体指的是合成期间不是有意从发生反应的设备中脱除的（取样除

外）一种中间体。此类设备包括反应容器、其辅助设备，和连续流动或批量加工

期间化学物质通过的任何设备以及为进行下一步反应从一个容器向另外一个容器

输送的管道，但不包括生产后用于存放的储罐或其他容器； 
（b）现场分离中间体指的是不符合非分离中间体标准的一种中间体且中间体生产

和合成其他物质发生在同一地点，由一个或多个法人实体操作； 
 （c）可转移的中间体指的是不符合非分离中间体标准并且在不同现场间转移或

供给其他现场的一种中间体。 
IUCLID  IUCLID是一个数据库和管理系统，用来管理化学物质数据 

主要组分 一种化学物质中的一种组分，它不是添加剂也不是杂质，是该物质中的重要部分

并因此用于物质命名和详细的物质识别。 
制造*  生产和萃取天然状态中的物质 

                                                        
1在其他领域，添加剂还有其他功能，如 pH 值调节剂或着色剂。然而，在 REACH 法规和该 TGD 文件中，添加剂是一

种稳定剂。 



单体*  
 

单体是通过附加相同或不同的分子序列，在用于特定工艺的相关聚合物反应条件

下可以形成共价键的一种化学物质。 
单组分物质 一般的规则是，通过成份定义的一种物质，其中的一个主要组分至少达到80%

（w/w） 
多组分物质  一般的规则是，通过成份定义的一种物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组分的浓度≥10%

（w/w）且< 80% （w/w）。 

非分阶段化学物质 一种根据REACH法规供给分阶段化学物质、不能从过渡状态获益而需要注册的化

学物质。 
非化学改性物质* 即使经过化学处理或物理矿物学转换，如脱除杂质，化学结构仍保持不变的一种

物质。 
分阶段化学物质*  
 

至少符合下列一种标准的物质： 
（a）被列入欧洲商业化学物质目录（EINECS）； 

（b）在共同体内制造，或在1995年1月1日或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国家制造但

制造商或进口商未投入市场，该法规生效前15年中至少制造一次，制造商或进口

商有文件证明。 
 （c）已投放欧盟市场，或在该法规生效前，制造商或进口商已投放1995年1月1
日或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国家市场，并且被通告其符合导则67/548/EEC款 8
（1）的第一个契约但不符合该法规聚合物定义，制造商或进口商须提供文件证据。

聚合物*  包含具有一种或多种类型单体单元序列特征分子的一种化学物质。此类分子必须

在分子量范围内分布，其中分子量差异主要是由于单体单元数量差异形成的。一

种聚合物必须作出下面妥协： 
（a）分子简单重量多数包括至少三个单体单元，这三个单体单元共价到至少一个

其他单体单元或其他反应物。 
（b）少于一个简单重量多数的相同分子量的分子。在本定义中，一个“单体单元”

指的是聚合物中单体物质反应形式。 
纯化学物质*  一种化学元素及其天然状态下或通过制造工艺获得的化合物，包括为保持其稳定

性所必须的任何添加剂以及从工艺中提出的任何杂质，但不包括分离出来后可能

不影响物质稳定性或改变其成份的任何溶剂。 
天然存在的纯化学物质

* 
天然存在的物质是未进行加工或进行了手工、机械重力手段加工的物质；通过水

中分解、漂浮、用水萃取、用蒸汽蒸馏或加热只为了去掉水分、或通过任何手段

从空气中提取的物质 

注解*：根据 REACH 法规条款 3 定义 

 



 

2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化学物质识别框架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包括了纯化学物质的定义。REACH 法规则列举了以便达到注册目的的化

学物质识别参数。 

本章描述了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中纯化学物质定义，就如何使用以前化学品法规框架中欧盟

化学物质清单提供一般指南，并且为 REACH 法规化学物质识别要求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2.1 纯化学物质定义 

REACH 法规中对纯物质进行定义： 

REACH 法规中对（化学）物质进行了定义（条款 3，定义 1）：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中纯化学物质定义与《危险物质导则》第七修正案（导则 92/32/EEC 修

正导则 67/548/EEC）中所使用的纯化学物质定义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定义超越了由单分子组成的

纯化合物。化学物质的定义包括了不同组分，如杂质。 

2.2 欧盟化学物质清单 

在欧盟以前的化学品法规框架下有三个单独的化学物质清单。这三个清单是欧洲商业化学物质目录

（EINECS）、欧洲被通报新化学物质目录（ELINCS） 和不再作为聚合体的物质（NLP）清单。 

1971年1月1日至1981年9月18日之间欧盟市场上的物质被列入欧洲商业化学物质目录（EINECS）

2。1981 年 9 月 18 日以后 3 个被通报并被投入市场的物质被列入欧洲被通报新化学物质目录（ELINCS）。 

聚合物免于向 EINECS 报告但受到导则 67/548/EEC 特别规则的限制。术语“聚合物”在导则

67/548/EEC （导则 92/32/EEC）第七修正案中被进一步定义。实施该定义的后果是，EINECS 报告规

则中被当作聚合物的一些化学物质在第七修正案中不再被当作聚合物。由于 EINECS 中未列入的所有物

质都须申报，所以所有“不再作为聚合物的物质”（NLP）理论上要进行通报。然而，部长理事会已清

楚地说明这些不再作为聚合物的物质不应变成通报的主题。欧洲委员会已受命起草一个不再被当作聚合

                                                        
2 EINECS 以欧洲 COre INventory （ECOIN）为基础，补充物质报告可以由产业进行（根据 EINECS 标准报告物质）。ECOIN 由欧洲市场上假

定化学品的不同目录混合组成。 

 （纯化学）物质指的是一种化学元素及其在天然状态下或通过制造工艺获得的化合物，包括为增加

稳定性所必须的添加剂以及工艺产生的杂质，但不包括分离出来后不影响化学物质稳定性或不会改变

其成分的溶剂。 



物的物质清单（NLP 清单）。该清单内的物质已在 1981 年 9 月 18 日与 1993 年 10 月 31 日之间投入欧

盟市场并且满足在 EINECS 报告规则下它们被当作聚合物但根据第七修正案不再被当作聚合物的要求。

NLP 清单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 

EINECS、ELINCS 和 NLP 清单这三个纯化学物质清单合称欧盟化学物质清单。清单中每种纯化学

物质都有一个由欧洲委员会分配的 EC 号（请见附件 II 中 EC 号中的详细信息）。 

这些物质的信息可以通过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http://ecb.jrc.it）的“ESIS”子栏目中获得。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未来会保留和发布已注册的化学物质清单。 

2.2.1 REACH 法规生效时欧盟化学物质清单的作用 

制造商和进口商可以通过欧盟化学物质清单这一工具来确定一种纯化学物质是否是分阶段化学物

质或非分阶段化学物质。因此，欧盟化学物质清单有助于制造商和进口商查明何时需要对物质进行注册

以及是否需要预注册或查询。 

如果一种纯化学物质以前已经按照导则 67/548/EEC 进行了通告并因此被列入 ELINCS，所提交的

通告应当被看作按照 REACH 法规（条款 24）而进行的注册。这些物质被认为已经由相关制造商或进

口商注册且不需要制造商/进口商初始注册。但无论如何，制造商/进口商有义务更新注册。在列入

ELINCS 中（先前通告未包括）物质的其他制造商/进口商有义务注册（非分阶段化学物质）并与先前注

册者分享数据。注册指南中有更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指导。 

2.2.2 REACH 法规生效后欧盟化学物质清单 

当 REACH 法规生效时，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保持一份已注册的纯化学物质清单。每个注册者就每

种注册物质都将收到一个注册号。对于没有 EC 号（EINECS、ELINCS 或者 NLP 号）来识别的纯化学

物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也将分配一个 EC 号。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将定期更新化学物质清单。新的REACH法规纯化学物质（在REACH法规中被称

为非分阶段化学物质）将被添加到里面。注册过程中允许用新的已注册物质清单来“校正”目前有“错

误”的EINECS3。向新的REACH法规纯化学物质分配EC号的系统大多会沿袭EINECS、ELINCS和NLP

清单的使用方法。 

有时 EINECS 中对纯化学物质的描述相对宽泛。在这些情况下，潜在的注册者就会受到邀请来（如

通过 IUPAC 名称或其他标识符）对该纯化学物质进行更精确的描述。为了从分阶段规则中获益，注册

                                                        
3 EINECS 在 1990 年 6 月 15 日发布，它包括超过 100,000 种物质。在使用该清单时，发现许多错误（印刷错误，如不正

确的化学物质名称、分子式或 CAS 注册号）。因此，在 2002 年 3 月 1 日出版了一个勘误表，但不管怎样，其他不一致

性继续存在。 

http://ecb.jrc.it/


者无论如何应当注明该纯化学物质属于 EINECS 的哪一个条目。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就会

在向有疑问的纯化学物质分配一个新的 EC 号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与纯化学物质识别相关的预注册、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形成以及联合提交的进一步信息见

RIP 3.4 指南中的数据分享。 

2.3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中化学物质识别要求 

在 REACH 法规中，当需要注册时，要包括附件 VI 第 2 项规定的纯化学物质识别信息。该信息应

当足以识别各种物质。如果技术上不可行，或者如果认为没有技术必要来为一种或多种物质识别参数提

供信息，其理由要清晰阐明（见附件 VI 中的说明）。 

相似的, 为了符合 CLP 法规要求，当需要通报时, 物质的信息需要按照 REACH 法规附件 VI 中的

说明提供，以便能完全鉴别该物质。如果有些信息因为技术文法无法提供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不提供，必

须清楚的说明不提供的原因。 

REACH 法规附件 IV 中纯化学物质识别参数概述见下表 

表 2.1 REACH 法规附件 IV 中化学物质识别参数概述 

2.  纯化学物质识别 
针对纯化学物质提供的信息要足以识别每种纯化学物质。如果技术上不可行，或者如果

认为从科学上来说没有必要来为下面一项或多项提供信息，其理由要清晰阐明。 
2.1  各种纯化学物质的名称或识别符 
2.1.1  IUPAC术语中的名称或其他国际化学名称 
2.1.2  其他名称（常名称、贸易名称、缩写） 
2.1.3  EINECS 或 ELINCS号（如果有且合适的话） 
2.1.4  CAS名称和CAS号（如果有的话） 
2.1.5  其他识别码（如果有的话） 
2.2  与各种纯化学物质的分子和结构图相关的信息 
2.2.1  分子和结构图（包括SMILES表示法，如果有的话） 
2.2.2  旋光性和（立体）异构体典型比信息（如果有且合适的话） 
2.2.3  分子量或分子量范围 
2.3.  各纯化学物质的成份 
2.3.1  纯度（%） 
2.3.2  杂质属性，包括异构体和副产品 
2.3.3  （重要）主要杂质百分比 
2.3.4  任何添加剂（如稳定剂或者阻聚剂）的属性和数量级（......ppm, ......%） 

2.3.5  光普数据（紫外线、红外线、核磁共振或质谱） 
2.3.6  高性能液相色谱图、气相色谱图 



2.3.7 
 

用于识别纯化学物质、识别杂质（如果适合的话）和添加剂的分析方法介绍或者合适的

著书目录参考资料。该信息应当足以支持使用该方法复制。 

3. REACH 法规中纯化学物质识别和命名指南 

3.1 导言 

不同类型的纯化学物质识别和命名的规则是不同的。为了便于实用，对于每种纯化学物质，指导性

文件在结构安排上是将用户直接引导到合适指南所在的章节。在结尾底部会有一些对于不同类型纯化学

物质的解释， 后有找到正确章节的解说。 

纯化学物质识别至少要使用列入 REACH 法规附件 IV 第 2 项 （见表 3.1）中的纯化学物质识别参

数。因此，任何纯化学物质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识别参数组合来进行识别： 

——IUPAC 和/或其他名称和其他识别符，如 CAS 号、EC 号（附录 IV, 第 2.1 项） 

——分子或结构信息（附录 IV, 第 2.2 项） 

——化学成分（附录 IV, 第 2.3 项） 

纯化学物质通过其化学成分、化学身份和在纯化学物质中各组分含量来得到完全识别。尽管这种直

接的识别方法对于大多数纯化学物质是管用的，但对于某些纯化学物质则不可行或者在 REACH 法规范

围内不充分。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其他的或增加纯化学物质识别信息。 

这样纯化学物质可以被分成两组： 

1. “已准确定义的纯化学物质”：纯化学物质有明确的定性和定量成份，根据 REACH 法规附录 IV 第 2

项的识别参数可以充分识别。 

2.  “UVCB 纯化学物质”： 未知、可变、复杂反应产物或生物材料物质。这些物质不能通过上面的参

数来充分识别。 

已准确定义纯化学物质的可变性由主要组分的浓度范围上下限来明确说明。对于 UVCB 纯化学物

质来说，可变性相对较大且/或不可预测。 

大家都认识到在已准确定义化学物质（反应产品有许多组分，每个组分都在宽限内）和 UVCB 纯

化学物质（反应产品多变且成份不可预测）之间将有会临界个案。注册者有义务用 合适的方式来识别

物质。 

有一个主要组分与有多个主要组分的“已准确定义化学物质”，其识别和命名规则是不同的。针对

“UVCB”的多种纯化学物质类型，介绍了不同的识别和命名规则。 

在表 3.1 和 3.2 中列入了主要识别符，作为几个不同类型的纯化学物质的范例。这些范例被分组，

使得纯化学物质识别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很容易被认可。 



表 3.1 和 3.2 不表示所有可能类型的纯化学物质综合清单。这种识别和命名规则对纯化学物质分组不应

被当作官方物质分类系统，但可作为应用特定规则和在 TGD 中寻找正确指南的实用帮助。 

 

 

 

 

表 3.1 表示各种类型的、已准确定义的相似的纯化学物质主要识别符范例分组 

共同特点 范例或典型 主要识别符 

通过纯化学成分已

准确定义的化学物

质（4.2 节） 

 

单组分的纯化学物质，如： 

—苯（95%） 

—镍（99%） 

（4.2.1节） 

化学成分：一种主要组分≥ 80%:  

—主要组分化学识别（化学名称、CAS号、EC号等等）

—一般浓度和上下限 

 多组分的纯化学物质，如，已定义反应物像

2-, 3-, 和 4-氯甲苯 （各30%）反应物料 

（4.2.2节） 

化学成分：各主要组分介于≥10 - <80%之间的一种混

合物（反应物料）： 

— 各主要组分的化学识别 

— 各组分和反应物料本身一般浓度及上下限 

 不只依靠化学成分定义的物质，如石墨和金

刚石（4.2.3节） 

单组分-多组分物质化学成分和其他物理或特性参

数：如晶体地貌、（地质）矿物成分等。 

表 3.2 表示各种类型 UVCB 纯化学物质范例的主要识别符分组 

主要识别符 共同特点 范例或典型 

来源 工艺 其他识别符 

生物材料物质萃取，如

天然香料、天然油、天

然染料和色素 

 已知或普通成分 

 色谱或其他指纹 

 参考标准 

 颜色索引 

 

复杂生物高分子，如

酶、蛋白质、DNA 或

RNA-断片、荷尔蒙、

抗生素 

 动植物的种

和族 

 植物 / 动物

部分 

 萃取 

 分馏、浓

缩、离析、

净化等 

 衍生 

 标准酶指数 

 遗传密码 

 立体构造 

 物理性能 

 功能/活性 

 结构 

 氨基酸序列 

生物材料物质（B） 

发酵产品抗生素、二元

共聚物、酶混合物、酒

糟（糖发酵制品）等 

 培养基 

 使用的微

生物 

 发酵 

 产品离析 

 提纯 

 

 产品类型：如抗生

素、二元共聚物、

蛋白质等 

 已知成分 

UVCB 纯

化学物

质（未

知 , 可

变 , 复

杂反应

产物或

生物材

料 物

质）（章

节 4.3 

） 

未准确定义、复杂或可变化学成分（UVC） 难以预知和/或可变化 初始物质 化学反应类型，  已知成分 



学成分物质反应混合

物 

如酯化、烷基化、

加氢 

 色谱和其他指纹 

 参考标准 

 分馏或蒸馏物，

如石油 

 粘土，如斑脱土

 焦油 

 原油 

 煤炭/泥煤 

 矿物气 

 矿物质 

 分馏、蒸

馏 

 馏分转化 

 物理加工 

 残渣 

 切割范围 

 链长度范围 

 芳香/脂肪族物质

比例 

 已知成分 

 标准指数 

的化学和矿物质 

 

 

浓缩物或融体，如金属

矿物质、或各种熔融或

冶金工艺残留物，如渣

矿石  融化 

 热处理 

 各种冶金

工艺 

 已知或普通成分 

 金属浓度 

注解*：下划线工艺表示新分子合成 

本章分为两个小章节，包括各种类型的纯化学物质识别特定指南。在合适的章节里配有以图形方式

出现的解答。（图 3.1） 

图 3.1 的解说是建立在“经验法则”标准之上。注册者负责选择 合适的章节并记录该型物质符合

法规和标准的纯化学物质身份。 

基本规则是化学物质要尽可能多地通过化学成分和组分身份来定义。只有在技术上证明不可行，才

能使用其他识别符，这一点对于各种类型的 UVCB 纯化学物质已作了具体规定。 

如果注册者偏离了该 TGD 文件的纯化学物质识别规则和标准，就要提出辩解的论据。物质识别工

作要透明、尽责和保持贯性。 

图 3.1 各种类型纯化学物质指南的 TGD 章节和附件图解 

图 3.1，（另附） 

 

图 3.1 中文字翻译 

Chemical composition fully defined?   化学成分完全定义？ 

Substance definable by chemical composition only?  纯化学物质只能通过化学成分定义？ 

Definable by chemical composition +physical parameters 可以通过化学成分+物理参数来定义 

One constituent ≥ 80%?  一种组分≥ 80%? 

UVCB substances （Chapter 4.3.1）  UVCB 纯化学物质（第 4.3.1 节） 

Mono constituent substances （Chapter 4.2.1） 单组分物质（第 4.2.1 节） 

Multi constituent substances （Chapter 4.2.2） 多组分物质（第 4.2.2 节） 

no 否 

yes 是 

no 否 



yes 是 

Substances of defined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other main identifiers （Chapter 4.2.3） 已定义化学成分和

其他主要识别符的纯化学物质（4.2.3 节） 

no 否 

yes 是 

no 否 

yes 是 

Specific UVCB substances （Chapter 4.3.2） 特殊的 UVCB 纯化学物质（4.3.2 节） 

Substances with variations In carbon chain length （Chapter 4.3.2.1） 碳链长度不同的纯化学物质（4.3.2.1

节） 

Substances obtained from oil or oil like sources （Chapter 4.3.2.2） 从油和油状物中获得的纯化学物质

（4.3.2.2 节） 

Enzymes Chapter 4.3.2.3    酶，4.3.2.3 节 

Technical guidance per substance identification parameter 符合纯化学物质识别参数的技术指南 

要提供识别纯化学物质和，如果合适的话，识别杂质及添加剂的分析方法和/或正确的著书目录参

考资料的概况（REACH 法规附件 VI, 第 2.3.5, 2.3.6 和 2.3.7 项）。该信息要充分，足以照葫芦画瓢。 

3.2  已准确定义的纯化学物质 

已准确定义纯化学成分的物质按主要组分命名。有些类型的纯化学物质，仅有化学成分还不足以描

述其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识别纯化学物质时就需要增加一些有关化学结构的物理参数。 

作为一般规则，要将目标瞄准包含 100%成分，且每种组分需要一个完整的化学规格，包括结构信

息。对于由化学成分定义的纯化学物质，其间的区别是： 

——主要组分：纯化学物质中的一种组分，它不是添加剂或杂质，这种组分构成该纯化学物质的主

要部分并且因此被用于纯化学物质命名和详细识别。 

——杂质：随生产非人为出现在纯化学物质中的组分。它可能来自初始物质，也可能来自二次加工

或生产工艺中的不完全反应。当杂质在 终产品中出现时，它不是有意被添加到里面去的。 

    ——添加剂：有意添加的用于起稳定作用的物质。 

单组分物质或多组分物质中不是主要组分的所有组分（除添加剂外）都被认为是杂质。尽管在有些

部门习惯上使用 “微量” 这个术语，但在该 TGD 文件中只使用术语“杂质”。 

不同的组分有着不同的识别要求： 



——纯化学物质命名依据主要组分且每个主要组分都要用所有相关识别符完整地说明； 

——杂质在纯化学物质命名中不起作用并且只需要通过名称、CAS 号和 EC 号和/或分子式具体说

明。 

 ——添加剂影响化学成分（而不是命名）并且应当始终被完全识别。 

有些惯例被用于区别单组分和多组分物质。 

——单组分物质是一种组分的浓度至少达到 80% （w/w）并且杂质 多达 20% （w/w）的一种化

学物质。 

单组分物质根据一种主要组分来命名 

——多组分物质是一种包含多种主要组分、主要组分浓度一般≥10%且< 80% （w/w）的物质。 

多组分物质被作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分的反应物而命名。 

 

 

一般说来，杂质浓度≧1%要具体说明。然而，与分类和/或PBT评估 4相关的杂质始终要具体说明。

作为一般规则，成份信息要 100%完成。 

REACH 法规和本 TGD 文件中的添加剂是稳定剂，是保持物质稳定性所必须的。因此，添加剂是

化学物质的基本组分并且在做物料平衡时被考虑在内。然而，在 REACH 法规和本 TGD 文件定义之外，

“添加剂”这个词还用于有意添加的物质，附有其他功能，如 pH 值添加剂或着色剂。这些有意添加的

物质不是该物质的一部分，因此在作物料平衡时没有被考虑在内。 

REACH法规中定义的配制品是有意对纯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因此不被当作多组分物质 5。 

单组分物质特别指南可以在 4.2.1 节找到，多组分物质特别指南可以在 4.2.2 节找到。对于需要更多

信息的物质（如某些矿物质），可以在 4.2.3 节找到指南。 

3.2.1 单组分物质 

单组分物质是一种由其定量成份定义、其中一种主要组分至少达到 80% （w/w）的物质。 

3.2.1.1 命名惯例 

单组分物质依据主要组分命名。原则上要按照 IUPAC 命名规则取英文名称（见附件 I）。其他国际

上接受的称谓可以另外附上。 

3.2.1.2  识别符 

单组分物质通过主要组分的化学名称和其他识别符（包括分子式和结构图）、杂质和/或添加剂化学

                                                        
4有关 PBT 评估和相关浓度范围的更多信息可以在 RIP 3.2 TGD 化学安全评估文件中找到。 
5未来 GHS 分类和标签中，“配制品”将会被称作“混合物”。 

上述规则用于指南。如果能提供合理的辩解证明，允许偏差存在。 



身份、他们的一般浓度和被光谱及分析信息证实的浓度范围来识别。 

主要组分 含量（%） 杂质 含量 （%） 物质身份 

m－二甲苯 91 o -二甲苯 5  m－二甲苯 

o－二甲苯 87 m－二甲苯 10  o－二甲苯 

一般说来，主要组分> 80%就要通过上面提到的所有参数完全详细说明。杂质浓度> 1%就要至少用

下面的一种识别符来详细说明：化学名称（IUPAC 和/或CAS 名称）、CAS号和EC号以和/或分子式。

与分类和/或PBT6相关的杂质始终要独立于浓度、通过相同识别符详细说明。 

 

 

 

“80%法则”已被应用于通报新纯化学物质（导则 67/548/EEC）。它可被看作“经验法则”。然而，

偏离 80%法则就需要证明。可能用于证明偏差的例子： 

——如果主要组分< 80%但能够表明该物质有着能够满足 80%规则的相同身份，具有与其他单组分物质

相似的理化性质和相同的危险性状。 

——主要组分和杂质浓度范围在 80%重叠且主要组分只是偶尔≤ 80% 

范例 

化学物

质 

主要组分 高含量 

（%） 

一般含

量（%）

低含量

（%） 

杂质 高含量

（%） 

一般含

量（%） 

低含量

（%） 

物质身

份  

1  O-二甲苯  90  85  65  m-二甲

苯 

35  15  10  o-二甲苯 

2  o-二甲苯 

m-二甲苯 

90 

35  

85 

15  

65 

10  

P-二甲苯 5  4  1  o-二甲苯

  

根据主要组分和杂质的浓度范围，1号物质和2号物质可以被认为是有o-二甲苯和m-二甲苯这两个主要组分的多组分物

质或单组分物质。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是考虑把两者都当作单组分物质，这是基于o-二甲苯一般> 80%的事实。

 

关于如何描述 IUCLID 5 中的单组分物质，查看 8.2.1 节指南。 

3.2.1.3 分析信息 

确认单组分物质结构需要足够的光谱数据。比较合适的光谱分析方法有好几种，具体说来是紫外线

和可见吸收光谱（UV/VIS）、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光谱（NMR）和质谱（MS）。对于无机物来说，

使用 X 射线散射（XRD）或者 X 射线荧光（XRF）或原子吸收光谱（AAS）也许更合适。 

色谱法，比如气相色谱（GC）或高性能液相色谱（HPLC），要用来确认化学物质的成份。适当的

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其他有效的组分分离技术。 

                                                        
6有关 PBT 评估和相关浓度范围的更多信息可以在 RIP 3.2 TGD 化学安全评估－PBT 评估章节找到。 

为了正确应用这 80%的规则，有意添加的物质像 pH-调节剂或着色剂不应被包括在物料

平衡中。 



色谱和分析法一直在变化。因此，注册者有责任提交正确的光谱和分析数据。 

3.2.2 多组分物质 

多组分物质是一种通过其定量成份定义的、至少两个主要组分的浓度都≥ 10% （w/w） 且 < 80% 

（w/w）的化学物质。多组分物质是制造工艺的产物
7
。 

REACH法规要求纯化学物质像生产的那样注册。如果多组分物质被制造出来，多组分物质需要被

注册 8 9。它是逐个逐个地就“制造”这个定义所涵盖物质生产的不同阶段作出决定。所有先前被EINECS

包括的纯化学物质（例如，如果所有的单个组分被列入EINECS，则多组分物质就被包括在内）都将符

合分阶段化学物质的要求。如果纯化学物质的危险性能够通过单个组分信息进行充分描述，就没有必要

来对它进行试验。 

3.2.2.1 命名惯例 

多组分物质按物质主要组分反应物命名，即该物质不是用于生产物质的初始物料。一般格式是“〔主

要组分名称〕的反应物料”。按照名车的首字母顺序排列。只有≥10%的主要组分决定名称。原则上，

根据 IUPAC 命名规则，名称要用英文。国际上认可的其他称谓可以附在后面。 

3.2.2.2 识别符 

多组分物质根据该物质化学名称和识别符以及被分析信息所证明的组分定量和定性化学成分（化学

身份，包括分子式和结构图）来识别。 

范例 
主要组分 含量（%） 杂质 含量（%） 物质身份 
m-二甲苯  
o-二甲苯  

50  
45  

p-二甲苯 5 m-二甲苯和 o-二甲苯反应物 
 

对于多组分物质来说，化学成分是已知的，并且不止一个主要组分与物质的识别相关。另外，物质

的化学成分是可预知的，如一般值和范围。主要组分要通过相关参数完全详细地说明。主要组分一般浓

度（≥ 10%）和杂质（< 10%）加起来要是 100%。 

为了正确使用 10%和 80%法则，有意添加的物质，如 pH 值调节剂和着色剂，不应该被包括在物料

平衡中。 

浓度≥1%的杂质要用下列至少一种标识符详细说明：化学名称、CAS 号和 EC 号和/或分子式。与

分类和/或 PBT 评估相关的杂质要始终通过相同的识别符，撇开浓度，予以详细说明。 

范例 

主要组分 高 含 量 

（%） 

一 般 含

量（%） 

低 含 量

（%） 

杂质 高 含 量

（%） 

一 般 含

量（%） 

低 含 量

（%）  

物 质 身

份 

                                                        
7配制品和多组分物质的区别在于配制品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在不经过化学反应的情况下混合而成，而多组分物质是

化学反应的结果。 
8 REACH 法规中有许多物质免于注册。 
9该方法不适用于一些特定物质，如矿物质（详见 7.5 节）。 



苯胺 

萘球 

90  

35  

 

75  

20 

65  

10  

 

菲 5 4  

 

1  

 

苯 胺 和

萘 球 反

应物 

 

根据该 TGD 规则，该物质是多组分物质。尽管一种组分的范围> 80%，但这只是偶尔发生并且一般成份< 80%。 

 

偶尔情况下，甚至当一种组分≥ 80%时，将物质当作多组分物质更方便些。例如，一种物质含有

两种组分，一种组分占 85%另外一种占 10%，剩余的为杂质。两种组分对达到物质的理想技术效果都

有作用且都是基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种物质> 80%，该物质可以被描述为双组分物质。 

描述 IUCLID 5 中多组分物质的指南见 8.2.2 节  

3.2.2.3 分析信息 

在光谱数据提供了多组分物质成份信息的情况下就要提供该信息。有几个光谱分析法是比较合适

的，特别是紫外线和可见吸收光谱（UV/VIS）、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NMR）和质谱（MS）。 

对于无机物来说，使用 X 射线散射（XRD）或者 X 射线荧光（XRF）或原子吸收光谱（AAS）会

更合适。 

使用色谱法，需要如气相色谱（GC）和/或高性能液相色谱（HPLC）确认物质成份。如果有必要，

还可以用其他有效的组分分离技术。 

光谱和分析法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注册者有义务提供合适的光谱和分析数据。 

3.2.2.4 多组分物质的单个组分注册 

一般说来，为了（预）注册而纪录物质身份应当遵循多组分物质途径（即多组分物质注册）。偏离

这一途径的是，如果得到有效证明，单个组分可以被注册。下面情况为偏离标准案例通过单个组分识别

物质提供了可能性： 

——信息需求没有减少； 

——现有数据足够阐明注册单个组分的方法，即该方法同标准方法相比通常不会导致增加（脊椎动物）

试验； 

——对单个组分的注册产生更高效情况（避免了相同组分物质的无数次注册）； 

——已提供单个反应物的成分信息。 

所提供的这种弹性不应被滥用来逃避数据需求。在每年 1200 吨多组分物质“（C + D）”的案例中，

化学成分为 50% C 和 50 % D，该方法会导致用下列信息进行两个注册： 

C 物质 

——600 吨 

——数据需求要满足 >1000 吨（附件 X） 



D 物质 

——600 吨 

——数据需求要满足 >1000 吨（附件 X） 

该方法要与 REACH 法规的要求组合使用，按法人实体将相同物质的量加起来。 

——单个组分的所有量相加（根据物质中的数量） 

——参考包含那种组分物质的 高量 

    信息需求要依据 高的结果。对于报告吨数，取各单个组分合计吨数的结果。下面给出一个简要范

例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 

例 1 

多组分物质“C+D+E”是一个法人实体的工艺结果，其中结果是不同的组分： 

化学物质 1：50% C 和 25 % D 和 25 % E, 1100 tpa  

化学物质 2：50% C 和 50 % D 500 tpa  

在这个案例中，反应产品是起点：两种物质要被注册为多组分物质。如果采用该单个组分注册方法

10，就适用以下情况： 

化学物质 D 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将意味着： 

吨数：（25% * 1100） + （50% * 500） = 525 tpa  

信息需求的确定是建立在 严格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本例中：>1000 tpa,，因为多组分化学物质总

吨数“C+D+E”多于 1000。 

说明：在本例中，物质 C 和 E 相应地要被注册。 

 

例 2：多组分物质“G+H+I”是一个法人实体的工艺结果，其中结果为不同组分： 

化学物质 3: 65% G 和 15 % H 和 20 % I, 90 tpa  

化学物质 4: 60% G 和 40 % H, 90 tpa  

物质 G 报告： 

吨数：（65% * 90） + （60% * 90） = 112.5 tpa  

信息需求的确定是建立在 严格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本案中：>100，因为组分 G 的总吨数高于 100 

tpa. 

说明：在这个例子中，物质 H 和 I 相应地要被注册。 

除了要建立上面提到的信息需求，另一个考虑就是需要实施的新研究（对脊椎动物）号。在作出战

略决定以前，潜在注册者要考虑是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对脊椎动物）以及提议的弹性是否会导致或多

                                                        
10范例只是用来阐明建立信息需求和报告量。它不强调在本案例中该方法是否是无可辩解的。 



或少要进行新试验（对脊椎动物）。战略上要考虑避免进行新的试验（对脊椎动物）。 

万一有疑问，为注册目的而纪录物质身份的标准路线始终是按制造的物质原样识别。 

3.2.3 已定义化学成分和其他主要识别符的纯化学物质 

有些可以通过其化学成分识别的物质（如无机矿物质）需要更多的识别符来详细说明才能得到他们

的物质身份。这些物质要么是单组分物质，要么是多组分物质，但除了前面章节描述的物质身份参数外，

还需要其他主要识别符来准确无误地纪录物质身份。 

范例 

有些具有独特结构的非金属矿物质（天然或人工）也需要形态学和矿物成份来准确无误地识别物质。举

例说高岭土（CAS 1332-58-7）由高岭石、铝硅酸钾、长石和石英组成。 

目前纳米技术和与危险影响相关的内窥技术的发展会导致需要增加获得未来物质的信息。目前的发

展还不够成熟，不能在该 TGD 文件中包括识别纳米形式物质的指南。 

3.2.3.1 命名惯例 

至于单组分物质（见 4.2.1 节）或多组分物质（见 4.2.2 节）的相同命名惯例，原则上需要遵循。 

对于无机矿物质，其组分可以使用矿物学名称。例如，磷灰石是一种多组分物质，晶格中包括一组

磷酸盐矿物质，通常指的是羟磷灰石、氟磷灰石和氯磷灰石，分别以高浓度的 OH-、 F-、或 Cl- 离子

命名。这三种 常见物质混合物分子式是 Ca5（PO4）3（OH, F, Cl）。另外一个例子是霰石，碳酸钙的

特殊晶体之一。 

3.2.3.2 识别符 

这些物质根据单组分物质（见 4.2.1 节）或多组分物质（见 4.2.2 节）规则来识别和命名。视化学物

质增加其他特定主要识别参数。其他主要识别符例子有通过 X 射线散射（XRD）、红外吸收峰值、膨胀

指数、正离子交换能力或其他物理和化学性能揭示的有光谱数据、晶体结构的元素成份。 

对于矿物质，也就是说，将元素成份结果和光谱数据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从而识别矿物成份和晶体

结构，再通过像晶体结构（X 射线散射）、外形、硬度、膨胀能力、密度和/或表面积这些理化性能来确

认。 

对于特定矿物质，可以增加特别的主要识别符，因为矿物质有能够完成其识别的理化性能特点，如：

低硬度的云母、有膨胀性的皂土、可塑性强的硅藻土、高密度的重金石和表面积（氮吸收）。 

如何描述 IUCLID 5 中已定义化学成分和其他主要识别符物质，见 8.2.3 节指南 

3.2.3.3 分析信息 

对于单组分物质（见 4.2.1 节）或多组分物质（见 4.2.2 节），要提供相同的分析信息。对于那些靠

光谱数据、GC 或 HPLC 色谱不足以用来识别的物质，要提供其他分析技术结果信息，如矿物质 X 射线

散射、元素分析等。其标准是要提供足够的信息确认物质结构。 



 

3.3 UVCB 纯化学物质 

未知或可变成份、复杂反应产品或生物材料物质，也被称为 UVCB 纯化学物质，它不能被化学成

分充分识别，因为： 

——组分数相对较高且/或 

——成份，很大一部分，是未知的且/或 

——成份变化相对较大或很难预测。 

这样一来，除了对化学成分中已知的以外，UVCB 纯化学物质就需要其他类型的信息来对其进行识

别。 

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各种类型 UVCB 纯化学物质的主要识别符都与物质的来源和所使用的工艺相

关；或者它们属于一组“其他主要识别符”（如“色谱和其他指纹”）。表 4.2 中的识别符数量和种类表

示对类型变化性的阐述，不要被当成综合性的概述。在诸如复杂反应产品或生物源物质化学成分已知的

地方，物质身份要作为单组分或多组分物质来被正确识别。将物质定义为 UVCB 纯化学物质的后果是，

来源或工艺的任何显著变化都会导致产生需要重新注册的不同物质。如果反应混合物被识别为“多组分

物质”，只要 终物质的成份在规定的范围内，该物质可能来自不同源和/或通过不同工艺。因此，不需

要重新注册。 

UVCB 纯化学物质一般指南可以在 4.3.1 节找到，而碳链长度变化的纯化学物质、从油或油状源和

酶中获得物质的具体指南，如同特定类型的 UVCB 纯化学物质一样，在 4.3.2 节。 

3.3.1 UVCB 纯化学物质一般指南 

除了 REACH 法规中附件 IV （第 2 项）物质身份参数之外，TGD 文件中这一章节就如何使用某

些主要识别符来识别 UVCB 纯化学物质身份提供一般指南。 

3.3.1.1 化学成分信息 

UVCB 纯化学物质要么不能用 IUPAC－组分名称作唯一地具体规定，因为不是所有的组分都能够

被识别；要么它们可以作出属类上的具体规定，但由于精确成份变化的缘故而缺乏特性。由于组分和杂

质间缺乏差异，术语“主要组分”和杂质不应被认为与 UVCB 纯化学物质相关。 

然而，化学成分和组分身份仍然应当尽可能地提供。成份的描述经常会是更普通的方式，例如“直

链脂肪酸 C8-C16”或者“有醇 C10-C14 和 4-10 乙氧基化物单位的醇乙氧基化物”。此外，化学成分信

息可以依据已知参考样品或标准提供；且在许多情况下指数和现有代码可以用于补充。其他有关成份的



一般信息会包括所谓的“指纹”，就是说，例如显示具特征峰值分布图的色谱或光谱图像。 

对于UVCB纯化学物质所有已知组分，当呈现的浓度≥10%时，应当至少用英语IUPAC名称， 好

是CAS号来具体规定；已知组分的一般浓度和浓度范围也要提供。与纯化学物质分类和/或PBT评估 11相

关的组分始终要通过相同识别符，撇开浓度来识别。 

未知物质是，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对他们的化学性质进行一般描述来识别的。添加剂要同描述那些

已完全定义纯化学物质相似的方式完全详细说明。 

3.3.1.2 主要识别参数-名称、来源和工艺 

由于化学成分单独不足以对纯化学物质进行识别，纯化学物质总体上应通过名称、来源和加工过程

中 相关步骤来识别。其他纯化学物质性能也可作为重要的识别符，要么是一般相关识别符（如沸点），

要么是具体组别物质（如酶催化活性）的关键识别符。 

1. 命名惯例 

一般说来，UVBC 物质的命名是来源和一般格式工艺的结合：先来源后工艺。 

——来自生物的纯化学物质 通过物种的名称识别。 

——来自非生物的纯化学物质通过起始原料来识别。 

——对工艺的识别如果涉及新分子合成的话是通过化学反应类型，或作为一种类型的精炼步骤，如

萃取、分馏、浓缩，或作为残渣，来实现的。 

范例  
欧盟号 欧盟名称 
296-358-2 熏衣草，醒目薰衣草，ext.，乙酰化 
307-507-9 薰衣草，宽叶薰衣草，ext.,硫化，钯盐

假设 EC 化学物质清单中使用了反应产品不同格式，如 

.——EINECS：主要起始材料，其他起始材料的反应产品 

. ——ELINCS：起始材料的反应产品 

范例  

EC 号 EC 名称 

232-341-8 亚硝酸、4-甲基-1,3-苯二胺盐酸盐反应产品 

263-151-3 脂肪酸、椰子、与二乙撑三胺反应产品 

400-160-5 高油脂肪酸、二乙醇胺和硼酸反应产品 

428-190-4 下列物质的反应产品：2,4-二氨基-6-[2-（2-甲基-1H-咪唑-1-yl） 乙基]-1,3,5-三嗪和 

三聚氰酸 

 

在该 TGD 文件中，反应产品的一般格式是“[起始物质]的反应产品”。原则上，根据 IUPAC 命名

规则，命名要用英文。国际上接受的其他称谓可以增加到里面。建议替换一般方式描述的具体类型反应

                                                        
11有关 PBT 评估和相关浓度范围的更多信息见 PBT 评估的 RIP 3.2 TGD 化学安全评估章节。 



名称中的“反应”这个词，如酯化作用或盐形成等（见后面四个具体的 UVCB 子类）。 

 

2.  来源 

来源可分成两组： 

2.1. 生物特性来源 

生物物质要通过属、类和族来定义，如瑞士石松（Pinuscembra），Pinaceae 指松（属）、瑞士五针松

类、松族，如果相关的话还有品系或成因类型。适当的情况下也要提供用于萃取物质的组织或生物体部

分，如骨髓、胰腺；或杆、籽或根。 

范例 

EC 号 EC 名称 

酿酒酵母，ext. 

EC 描述 

283-294-5 

来自酿酒酵母、Saccharomycelaceae 的萃取物及其物理改性引出物如药酒、浸膏、净油、精油、树脂油、萜

烯、无萜烯馏分、蒸馏物、残渣等。 

墨西哥山金车， 

EC 描述 

296-350-9 

来自菊科植物墨西哥山金车的萃取物及其物理改性引出物如药酒、浸膏、净油、精油、树脂油、萜烯、无萜

烯馏分、蒸馏物、残渣等。 

 

2.2. 化学或矿物来源 

假如是化学反应的反应产品，起始物质必须用其 IUPAC 名称用英语描述。矿物源要用一般术语描

述，如磷矿石、矾土、瓷土、煤气、煤、泥煤。 

 

3.工艺 

对工艺的识别如果涉及新分子合成的话是通过化学反应类型，或作为一种类型的提纯步骤，如萃取、

浓缩，或作为提纯的残渣，来实现的。 

对于有些物质，例如化学派生物，工艺要作为提纯和合成的组合来进行描述。 

——合成 

在起始物质间发生某些生物或化学反应生成物质。例如，格里纳德反应，磺化、蛋白酶或脂肪酶等

酶裂解。许多衍生反应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新合成的物质，由于不能提供化学成分，主要识别符是起始物质，佐以反应说明，即化学反应

类型。化学反应类型对于预期会出现在物质中分子具有指示作用。有好几种 终化学反应：水解、酯化、

烷基化、氯化等。由于这对于可能产生的物质只能提供一般信息，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色谱指纹来描述

其特点和识别其身份。 



范例  
EC 号 EC 名称 
294-801-4 亚麻籽油，环氧化，与四乙撑五胺反应产品 
401-530-9  
 

 （2-羟基-4-（3-丙烯氧） 二苯甲酮和三乙氧基硅烷） 与（硅土和甲基三甲氧

基硅烷的水解产品）反应产品 

——精炼 

天然物质或矿物质有多种精炼方法，组分的化学身份没有改变，但组分的浓度改变了，如植物组织

的冷加工接着采用乙醇萃取。 

精炼可以进一步在类似萃取的工艺中定义。物质身份识别依赖于工艺类型： 

——对于从物理方法中衍生出来的物质，如精炼或分馏，馏分的切割范围和参数要详细说明（即分

子大小、链长、沸点、挥发范围等）； 

——对于精选（浓缩）出来的物质，例如冶金工艺产品，离心沉淀物、过滤器残渣等，不仅要同起

始物质相比较详细说明生成物的一般成分，还要详细描述浓缩步骤; 

 

范例 
EC 号 EC 名称 
408-250-6 有机钨化合物浓缩物（六氯化钨与 2-甲基丙-2-ol、壬基苯酚及戊烷-2,4-dione

反应产品） 

——对于特定反应的残留物，例如渣、焦油和重质馏分，要描述工艺和生成物的一般成分。 

范例 
EC 号 EC 名称 

锡、熔渣 
EC 描述 

283-659-9 

使用和生产来自一次源和二次源的锡及其合金（包括回收装置中间体）产生的物质。主要

包括锡化合物，也许还包括其他残留的非铁金属及其化合物。 
大豆粉、蛋白质 extn.残留物 
EC 描述 

293-693-6 

副产品，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由脱脂大豆的乙醇提取物产生 

——对于萃取物，要提供萃取方法、用于萃取的溶剂和其他相关条件，如温度/温度范围）。 

——对于组合工艺，除了源的信息之外，还要详细说明（一般方法）各工艺步骤。组合工艺化学衍

生情况下尤其相关。 

 

范例 

 植物首先被萃取，萃取物被蒸馏且植物萃取物蒸馏出来的馏分用于化学衍生。生成物可以进一步纯

化。纯化的产品 终会通过化学成分准确定义，因此没有必要作为 UVCB 纯化学物质来识别。如果

该产品仍然被当作 UVCB 纯化学物质来识别，组合工艺可以被描述为“植物萃取（提取）物蒸馏馏



分的纯化化学衍生物”。 

如果提取物进一步的加工只包括物理衍生，则成分会改变但不会有人为安排的新分子合成发生。无

论如何，成分的改变会形成不同的物质，如，蒸馏物或装置萃取沉淀物。 

 在生产石油产品时，通常会组合利用化学衍生和分馏。例如，油在蒸馏后再裂化产生起始原料的馏

分和新分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类型的工艺都要进行识别，否则蒸馏物要作为裂化的起始

原料详细说明。特别是它适用于组合工艺产生的石油衍生物。然而，有一个单独的特殊系统可以用

来识别石油物质（见 4.3.2.2）。 

由于萃取物的化学衍生物没有包含与母萃取物相同的组分，因此它应当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物质。

作为一种结果，该规则也会从早先的 EINECS 名称和描述中衍生出通过名称和描述来识别的方法。在建

立 EINECS 化学物质清单时，来自不同工艺、不同溶剂的萃取物甚至物理或化学萃取物通常在一个单个

条目中。假设危险性能没有区别且证明是相同的类别，在 REACH 法规中，这些物质可以作为一个个体

物质注册。然而，也可能有理由，如 EINECS 中宽限物质描述，在一个 EINECS 号下面识别几种不同的

物质。 

4. 其他物质识别参数 

除了化学名称，来源和工艺技术说明外，UVCB 纯化学物质还要像 REACH 法规附件 VI 第 2 项要

求的那样，应当包括任何其他的相关信息。 

尤其是对于特殊类型的 UVCB 纯化学物质，可能与其他识别参数相关。补充的其他识别参数可能

包括： 

——化学成分的一般描述； 

——色谱指纹或其他类型的指纹； 

——参考资料（如 ISO）； 

——理化参数（如沸点）； 

——颜色索引号： 

——AISE 号； 

下面内容包括了针对各种类型来源和工艺，就如何使用名称、来源和工艺信息来识别 UVCB 纯化

学物质的规则和标准的特别指南。在下面的段落中，四个 UVCB 子类被作为一个生物或化学/矿物源的

工艺（合成或提纯）组合来进行描述。 

如何描述 IUCLID5 中的物质指南见 8.2.4 节 

 

UVCB 子类 1—来源是生物而工艺是合成 

生物性物质在（生物）化学处理过程中会改变并生成起始原料中没有的组分，如装置萃取物的化学



衍生物或萃取物的酶处理产品。例如，蛋白质可以通过蛋白酶水解生成低聚肽，或木材中的纤维素可以

羰化生成羟甲基化纤维素（CMC）。 

发酵产品也可以属于该 UVCB 子类。例如，酒糟是糖份发酵产物，与糖分相比，它含有许多不同

的组分。当发酵产品被进一步提纯时，物质 终会变得完全可以通过它们的化学成分来进行识别并且不

再作为 UVCB 纯化学物质来识别。 

酶是一种可以通过萃取和进一步精炼的方法从生物源物质中得到的特殊物质。尽管来源和工艺可以

详细规定，但这不会提供酶的具体信息。对于这些物质，要使用一套用于分类、命名和识别的特殊系统

（见 4.3.2.3 节）。 

对于纯化学物质识别来说，要提供 终工艺步骤和/或与物质识别相关的任何其他的工艺步骤。 

对化学工艺的描述应当是对工艺类型（脂化、加碱水解、烷基化、氯化、替换等）以及相关工艺环

境的一般描述。 

对生物化学工艺的描述可以是对催化反应及酶催化反应名称的一般描述。 

对于因发酵或（组织）物种培养生成的纯化学物质，要提供发酵的物种、类型和一般条件（成批还

是连续、需氧、厌氧、缺氧、温度、pH 等）以及任何用于分离发酵产品的进一步的工艺步骤，如离心、

沉淀或萃取等。如果这些纯化学物质要进一步精炼，会产出馏分、浓缩物或残渣。这些进一步加工的物

质用进一步加工步骤的附加技术说明来识别。 

UVCB 子类 2—来源是化学或矿物而工艺是合成 

从化学或矿物源获得、通过新分子合成工艺衍生的 UVCB 纯化学物质是“反应产品”。化学反应是

范例有脂化、烷基化或氯化产品。应用分离的酶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是化学反应的特殊形式。然而，如

果完全使用微生物，应用复杂的生物化学合成路径，则 好将生成物当作发酵产品并通过发酵工艺和发

酵物种而不是起始原料来识别（见 UVCB 子类 4）。 

并不是所有的反应产品要自动作为 UVCB 纯化学物质详细说明。如果一个反应产品能够通过化学

成分（包括一些变体）充分定义，那么推荐作为多组分物质（见 4.2.2）来识别。只有当反应产品的成

份不被充分认识或者非常难以预知的时候，该物质才被作为 UVCB 纯化学物质（反应产品）识别。反

应产品的身份是建立在反应起始物质和产生物质的（生物）化学反应工艺的基础之上。 

范例 
EC 号 EINECS 名称 CAS 号 
294-006-2 壬二酸，与 2-氨基-2-甲基-1-丙醇的反应产品 91672-02-5
294-148-5 甲醛，与二甘醇和苯酚的反应产品 91673-32-4

反应产品的一个主要识别符是制造工艺描述。对于物质身份来说，要提供 终的或大多数相关工艺

步骤。化学工艺描述应当是对工艺类型（如脂化、加碱水解、烷基化、氯化、置换等）以及相关工艺环

境的一般描述。生物工艺要通过反应类型以及酶催化反应的名称来描述。 



 

UVCB 子类 3—来源是生物或矿物而工艺是精炼 

生物源 UVCB 纯化学物质来自没有刻意生成新分子的精炼工艺，它可以是（例如）生物源物质萃

取物、萃取物馏分、萃取物浓缩物、纯化萃取物或工艺残渣。 

一旦萃取物被进一步加工，则纯化学物质与萃取物不再相同，而是属于另外一个 UVCB 子（类）

型的另外一种纯化学物质，如萃取物的馏分或残渣。这些纯化学物质需要用另外的（进一步）工艺参数

来详细说明。如果萃取物在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中被修改，产生新分子（衍生物），则对于已完全定义

的纯化学物质的识别要使用 UVCB 子类 2 或 4.2 节指南。 

深加工萃取物的差异性会导致新的名称和描述与那些在 EINECS 清单中的不同。在建立该清单时，

差异性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且拥有不同溶剂和进一步加工步骤的所有类型的萃取物会在一个单个的条目

下。 

UVCB 纯化学物质子类的第一个识别符是有机物起源的族、属和类。如果合适的话，要提供用于物

质萃取的组织或有机物部分，如骨髓、胰腺；或杆、籽或根。如，物种的微生物源、品系和成因类型要

定义。 

如果 UVCB 纯化学物质是从不同的物种衍生出来的，就会被当作不同的物质，即使化学成分可能

相似也是如此。 

范例 
EC 号 EINECS 名称 

氧化洋苏木（拉丁名：Haematoxylon campechianum）萃取物 
EC 描述 

290-977-1 

该物质在颜色索引中通过颜色索引组织号 C.I. 75290 识别 
已氧化 

282-014-9 胰脏提取物，已脱除蛋白质 

第二个主要识别符是物质加工工艺，如萃取工艺、分馏、纯化或浓缩工艺或影响残渣成份的工艺。

因此，不同工艺精炼的萃取物，如使用不同的溶剂或不同的纯化步骤，生成的物质是不同的。 

使用的精炼步骤越多，通过化学成分对纯化学物质定义就变得越可行。在那种情况下，不同来源的

物种或不同的工艺修改不会导致自动生成不同物质。 

生物源物质的一个主要识别参数是对相关工艺的描述。对于萃取物，萃取工艺应当被详细描述到识

别纯化学物质的相关程度。至少所使用的溶剂要详细说明。 

当深层工艺步骤被用于制造纯化学物质时，比如分馏或浓缩，相关的组合工艺步骤要进行描述，如

包括切割范围的萃取和分馏组合。 

 

UVCB 子类 4—来源是化学或矿物而工艺是精炼 



非生物源物质，本身就是或来源于矿物质、矿石、煤、天然气和原油的物质或其他用于化学工业的

原材料，它产生于没有刻意进行化学反应的工艺，可以是这些工艺的（提纯的）馏分、浓缩物或残渣。 

煤和原油被用于蒸馏和气化工艺生产多种物质，如石油产品和燃料气等等，还有诸如焦油和煤渣之

类的残渣。通常情况下，蒸馏或分馏产品马上被进一步加工，包括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识别

要遵循 UVCB 子类 2 指南，因为工艺比来源更相关。 

对于石油物质，采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识别系统（见 4.3.2.2）。该系统涵盖的物质包括馏分和化

学反应产品。 

UVCB 子类 4 中的纯化学物质包括矿石、矿石浓缩物和含有不同数量的金属、可以通过冶金工艺萃

取的渣。 

 诸如皂土或碳酸钙之类的矿物质可以通过例如酸溶解和/或化学沉淀或在离子交换柱中处理。当化学成

分被完全定义时，矿物质要根据 4.2 节合适段落的指南来识别。如果矿物质仅仅通过机械方法来加工，

例如通过打磨、筛选、离心、浮选等，则它们仍被当作与开采相同的矿物质。通过制造工艺生产的矿物

质—用于识别 12—倘若成分相似且毒性相同，可以被当作与天然出现的相同的物质。 

非生物源物质的一个主要识别参数是对相关工艺步骤的描述 

对于馏分，要描述分馏工艺的分离馏分参数和切割范围，还要描述前面的相关工艺步骤。 

对于浓缩步骤，要提供如蒸发、沉淀等工艺类型、主要组分起始浓度和 终浓度之间的比例以及前

面的工艺步骤信息。 

对于非生物源残渣来说，主要的识别参数是对产生残渣的工艺描述。该工艺可以是产生残渣的任何

物理反应，如净化、分馏、浓缩工艺。 

3.3.1.3 分析信息 

一旦光谱数据提供了 UVCB 纯化学物质的成分信息，则该信息要提供。用于光谱（UV/VIS、红外

线、核磁共振和质谱）的有好几种光谱方法。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洞察力是不断变化的。因此，

注册者有责任出示合适的光谱数据。 

要提供可以用作指纹的色谱以便描述物质成分特点。如果有的话，还要提供可能要使用的其他有效

组分分离技术。 

3.3.2 特定类型的 UVCB 纯化学物质 

本章节为特殊类别的 UVCB 纯化学物质提供指南：碳链长度可变（4.3.2.1）；从油或油状物提取的

物质（4.3.2.2）；酶； 

3.3.2.1 碳链长度变化的纯化学物质 
                                                        
12用相同的方法来识别天然出现的和化学生产的矿物质并不意味着法律需求（例如免除注册）也相同。 



该组 UVCB 纯化学物质主要研究碳链长度变化的长链烷基物质，如石蜡和烯烃。这些纯化学物质

要么是从天然脂肪或油中衍生出来，要么是通过合成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天然脂肪要么来自植物，要么

来自动物。从植物中衍生出来的长碳链物质通常只有偶数链长，而从动物源衍生出来的长碳链物质还包

括（一些）奇数链长。合成法生产出来的长碳链物质能够包含偶数和奇数整个范围的碳链。 

识别符和命名惯例 

这一类别包括了单个组分具有共同结构特点的物质：附有一个功能组的一个或多个长链烷基组。在

一个或多个下列烷基链组特点方面，组分是彼此不相同的： 

——碳链长度（碳数量）  

——饱和度 

——结构（直链或支链） 

——功能组的定位 

组分的化学身份可以通过使用下面三种描述符来充分描述和进行系统地命名： 

——烷基描述符，描述烷基组别的碳链长度中碳原子数量。 

——功能性描述符，识别物质的功能组别，如胺、铵、羟酸。 

——盐描述符，任何盐的阳离子/阴离子，如钠（Na+）、碳酸盐（CO32-）、氯化物（Cl-）。 

烷基描述符 

—一般说来，烷基描述符 Cx-y 指的是饱和、直链烷基链，包含从 x 到 y 的所有链长，如 C8-12 对

应 C8, C9, C10, C11 和 C12。 

——需要指明的是烷基描述符是否只指偶数或奇数烷基链，如 C8-12 （偶数）。 

   ——需要指明的是烷基描述符是否还指支链烷基链，如 C8-12 （支链） 或 C8-12 （直链和支链）。 

   ——需要指明的是烷基描述符是否还指未饱和烷基链，如 C12-22 （C18 未饱和）。 

——一个狭窄的烷基链长度分布不能包含更宽的（烷基链），反之亦然，如 C10-14 不能对应 C8-18。  

——烷基描述符还可以指烷基链来源，如椰子或牛脂。然而，碳链长度分布必须与其来源相符。 

要使用上面描述的系统来描述碳链长度变化的纯化学物质。它不适合已准确定义的物质，已准确定

义的物质可以通过一个明确的化学结构来识别。 

烷基描述符、功能性描述符和盐描述符的信息是对该型 UVCB 纯化学物质进行命名的基础。此外，

关于来源和工艺的信息对于更精确地识别化学物质也许是有用的。 

 

范例   

描述符 名称 

烷基描述符 烷基链长度 C10-18 脂肪酸（C10-18）铬盐 



功能性描述符 

盐描述符 

脂肪酸（羟酸） 

镉盐 

烷基描述符 

功能性描述符 

盐描述符 

di-C10-18-烷基-二甲基

铵 

氯  

 

di-C10-18-烷基-二甲基氯化铵 

烷基描述符 

功能性描述符 

盐描述符 

三甲基牛油 

铵 

氯化物 

三甲基-牛羊油-氯化铵 

 

 

3.3.2.2 从油或油状物中得到的纯化学物质 

从油（石油物质）或类似油的物质（如煤）中得到的纯化学物质是非常复杂和多变或者部分未定义

成分的纯化学物质。在本章节中，石油物质被用于示范如何识别这种特殊类型的 UVCB 纯化学物质。

然而，同一方法可以应用到从类似油的物质中（如煤）获得的其他的纯化学物质上。 

石油炼制工业中使用的原料可能是原油，或从一个或多个工艺中获得的任何特定的炼油物流。 终

产品的成分取决于用于加工的原油（因为不同产地的原油成分不同）和后续炼制工艺。因此，石油物质

的成分存在着天然的、不依赖于工艺的变化[Rasmussen et al., 1999]。 

1. 命名惯例 

对于识别石油物质，建议根据已经建立的命名系统命名[也被美国使用]。该名称通常包括炼油工艺、

物流来源和一般成分或特点。如果物质包含> 5 w/w-% 的 4- 至 6-元稠环芳烃，则该信息要包括在描述

中。对于有 EINECS 号的石油物质，要使用欧盟化学物质清单中给出的名称。 

2. 识别符 

识别石油物质的术语和定义一般包括物流来源、炼制工艺、一般成分、碳数量、沸腾范围或其他合

适的物理性能以及主要的碳氢化合物类型[US EPA]。 

REACH 法规附件 IV 第 2 项的识别参数要提供。大家都认识到石油物质的制造是为了满足性能技

术规格而不是成分技术规格的要求。因此，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识别石油物质，像名称、碳链长度范围、

沸点、粘度、切割值和其他物理性能一般来说要比成分信息更有帮助。 

对于 UVCB 纯化学物质来说，尽管化学成分不是主要的识别符，但已知主要组分（≥ 10%）要提

供并且成分要用一般术语描述，如分子量范围、脂（肪）族化合物、芳烃、氢化度和其他基本信息。此

外，浓度更低的、对危险性分类有影响的任何其他组分都要用名称和一般浓度来进行识别。 

3.3.2.3 酶 



酶是微生物发酵 常见的产品，但有时也来源于植物和动物。液态酶浓缩物产生于发酵或者萃取和

后续提纯步骤，它除了含有水之外，还含有活性酶蛋白和包括发酵残渣的其他组分，如蛋白质、肽、胺、

碳水化合物、类脂和无机盐。 

酶蛋白以及其他通过发酵或萃取工艺得到的组分，应当被当作用于识别用途的纯化学物质。这中间

不包括任何水，水的分离不会影响酶蛋白的稳定性也不会改变其成分。 

酶物质一般包含 10-80 % （w/w）的酶蛋白。其他组分的百分比含量各不相同并且取决于所使用的

生产生物、发酵介质、和发酵工艺的操作参数以及下游所使用的纯化（工艺），但成分一般会在下表注

明的范围内。 

 

活性酶蛋白 10 - 80%

其他蛋白质+ 肽和氨基酸 5 - 55% 

碳水化合物 3 - 40% 

类脂 0 - 5% 

无机盐 1 - 45% 

合计 100% 

由于其可变性和部分未知成分，酶物质应当被当作 UVCB 纯化学物质。酶蛋白应当被当作 UVCB

纯化学物质组分。高度纯化的酶可以作为已准确定义组分（单组分或多组分） 来识别并且也应当因此

被识别。 

在 EINECS 中，酶的主要识别符是催化活性。酶被当作没有进一步规格的一般条目或被当作注明原

生物或培养基的具体条目被列入。 

 

范例 

EC 号 EINECS 名称 CAS 号 

278-547-1 蛋白酶、杆状菌中性 76774-43-1

278-588-5 蛋白酶、曲霉菌中性 77000-13-6

254-453-6 胰肽酶 E（猪胰腺） 39445-21-1

262-402-4 甘露聚糖酶 60748-69-8

欧洲委会[UBA, 2000]委托对酶进行的一项研究建议根据酶命名国际系统 IUBMB（生物化学和分子

生物国际联合会；www.chem.qmul.ac.uk/iubmb/）来识别酶。 

该方法在该 TGD 文件中被采用，并且在同 EINECS 比较起来将能够对酶进行更系统、详细和综合

性的识别。 



1. 命名惯例 

酶按照 IUBMB 命名惯例来命名[http://www.chem.qmul.ac.uk/iubmb/enzyme/index.html]。 

IUBMB分类系统为每种类型酶和催化功能提供了独特的 4 位数号（如 3.2.1.1 用于 α-淀粉酶）13。

每个号可能包括不同氨基酸序列和来源的酶，但酶的功能性是相同的。要用IUBMB命名规则中的名称

和号码来进行纯化学物质识别。IUBMB命名规则将酶分类为六个主要组别： 

1.氧化还原酶 

2.转移酶 

3.水解酶 

4.泥质灰岩 

5.异构酶 

6.连接酶 

下面举例说明根据 IUBMB 命名规则的条目： 

 

EC 3.4.22.33 

公认的名称：水果菠萝蛋白酶 

反应：用于肽键的特异性广泛的蛋白质水解。Bz-Phe-Val-Arg+NHMec 是一种好的合成培养基，但

在 Z-Arg-Arg-NHMec （c.f. 杆菠萝蛋白酶） 上没有作用。 

其他名称：果汁菠萝蛋白酶、菠萝酶、菠萝蛋白酶、菠萝果蛋白酶 FA2。 

评论：来自菠萝。几乎没有被鸡半胱胺酸蛋白酶抑制剂抑制。另外一种对小分子培养基、凤梨蛋白

酶（以前 EC 3.4.99.18）具有相似作用的半胱氨酸肽链内切酶，是从相关植物凤梨中获得的，但凤梨蛋

白酶不同于水果菠萝蛋白酶受到鸡半胱胺酸蛋白酶抑制剂抑制[4]。位于肽酶族 C1 中（木瓜蛋白酶族）。

以前属 EC 3.4.22.5 并包括在 EC 3.4.22.4 中。   

与数据库链接：BRENDA, EXPASY, MEROPS, CAS 注册号：9001-00-7  

 

参考文献： 

1. Sasaki, M., Kato, T. 和 Iida, S. 所著的《四种植物来源的硫醇蛋白酶共有的抗原决定簇》.J. 

Biochem。 （东京） 74 （1973） 635-637. [Medline UI: 74041600]  

 

2. Yamada, F., Takahashi, N. 和 Murachi, T. 所著的《菠萝果、菠萝蛋白酶 FA2 中蛋白酶净化和特点》。

                                                        
13术语“EU 号”（≡酶委员会编号）和“IUBMB 号”经常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为了避免误解，建议用术语“IUBMB 号”

作为 IUBMB 中的四位数代码。 



J. Biochem. （东京） 79 （1976） 1223-1234. [Medline UI: 76260156]  

 

3. Ota, S.、Muta, E.、Katanita, Y. 和 Okamoto, Y. 所著的《对分馏及敌稗和菠萝果蛋白酶分解蛋白

质活性成份性能的再调查》。J. Biochem. （东京） 98 （1985） 219-228. [Medline UI: 86008148]  

 

4. Rowan, A.D.、Buttle, D.J. 和 Barrett, A.J. 所著的《菠萝植物的半胱氨酸蛋白酶》。Biochem. J. 266 

（1990） 869-875. [Medline UI: 90226288]  

根据 IUBMB 系统酶分类范例 
（http://www.chem.qmul.ac.uk/iubmb/enzyme/index.html） 
蛋白质按下列标准编号： 
3. 水解酶 
3.4  作用于肽键（肽酶），带子（分）类别： 
3.4.1  α-氨基-酰基-肽水解酶 （现在位于 EC 3.4.11 中） 
3.4.2  肽酰-氨基-酸性水解酶（现在位于 EC 3.4.17）  
3.4.3  二肽水解酶 （现在位于 EC 3.4.13）  
3.4.4   肽酰肽水解酶 （现在在 EC 3.4 中重新分类）  
3.4.11 氨肽酶 
3.4.12  肽酰氨-酸性水解酶或者酰氨基-酸性水解酶（现在 3.4 中重新分类） 
3.4.13  二肽酶 
3.4.14  二肽-肽酶和三肽-肽酶  
3.4.15  肽酰-二肽水解酶  
3.4.16  
 

丝氨酸-型羧肽酶   

3.4.17  金属羧肽酶 
3.4.18  半光氨酸-型羟肽酶 
3.4.19  Ω肽酶 
3.4.21 丝氨酸肽链内切酶 
更多特殊酶被识别： 
3.4.21.1 胰凝乳蛋白酶  
3.4.21.2   胰凝乳蛋白酶 C 
3.4.21.3  metridin  
3.4.21.4  
 

胰岛素 

3.4.21.5 凝血酵素 
3.4.21.6  组织凝血活酶 Xa 
3.4.21.7 血浆酶 
3.4.21.8 现在被 EC 3.4.21.34 和 EC 3.4.21.35 包含 
3.4.21.9 肽链内切酶 
3.4.21.10 精子酵素 
3.4.21.11 现在被 EC 3.4.21.36 和 EC 3.4.21.37 包含 
3.4.21.12 12 a-溶菌肽链内切酶 
…   



3.4.21.105  
3.4.99  未知催化机制的肽链内切酶 

 

EINECS 中添加了 IUBMB 号的范例 

EC 号 EINECS 名称 CAS 号 IUBMB 号 

278-547-1 蛋白酶，杆状菌中性 76774-43-1 3.4.24.28 

232-752-2 枯草杆菌蛋白酶 9014-01-1 3.4.21.62 

232-734-4 纤维素酶 9012-54-8 3.2.1.4 

 

2. 识别符 

酶物质是通过含酶蛋白质（IUBMB 命名规则）和发酵中的其他组分来识别的。除了酶蛋白之外，

各特殊组分出现的浓度通常不超过 1%。如果这些特殊组分是未知的话，则可以在组别中注明（也就是

说蛋白质、肽、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类脂和无机盐）。然而，如果身份是已知的，则要注明组分，并

且如果浓度超过 10 %或者如果它们与分类和标签及-或PBT评估 14相关联则要予以识别。 

 

酶蛋白质 

浓缩物中酶蛋白质要通过下列途径识别： 

——IUBMB 号 

——IUBMB 命名（系统名称、酶名称、同义名） 

——IUBMB 给出的评论 

——反应和反应类型 

——EC 号和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AS 号和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由酶产生的反应要予以详细说明。该反应通过 IUBMB 来识别。 

 

范例 

α-淀粉酶：含 α-（1-4）-连接的葡萄糖单元+ H2O =麦芽低聚糖的多糖；多糖中含三个或三个以上 1,4-α-

连接的 d-葡萄糖单元 1,4-α-d-葡萄糖苷键的内向水解。 

 根据酶分类，反应类型要指定。可以是氧化、还原、消除、添加或一个反应名称。 

范例 

                                                        
14有关 PBT 评估以及相关浓度范围的更多信息可以在 PBT 评估中 RIP 3.2 TGD 化学安全评估文件中找到。 



α-淀粉酶：O-配糖键水解（内向水解）。

 

酶以外的组分 

所有组分≥10%（w/w）或者如果它们与分类和标签及-或PBT评估 15相关联则要予以识别。小于 10%

组分的身份则可以作为一个化学组别注明。其一般浓度或浓度范围要提供，也就是说： 

——（糖蛋白） 

——肽和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 

——类脂 

无机物（如氯化钠或其他无机盐） 

如果充分识别酶浓缩物其他组分不切合实际，生成生物体的名称（属和品系或成因类型）要像其他

生物源料 UVCB 纯化学物质一样提供。 

如果可以得到的话，要提供附加参数，如功能参数（即 pH 或 佳温度和范围）、动力学参数（即

具体活性或转换数）、配合基、培养基和产品及辅助因子。 

 

4 检验纯化学物质是否相同的标准 

当检查来自不同制造商/进口商的纯化学物质是否可以被当作相同的纯化学物质时，要遵循一些工

作。这些被用于建立 EINECS 的规则要被当作识别和命名一种物质并因此找到这一具体物质潜在共同注

册者的一般基础。在下面的段落中提供了识别和命名物质指南。然而，没有被当作相同物质的物质可以

通过专家鉴定被当作结构相关的物质。无论如何，如果从科学上能够证明的话，这些物质的数据是有可

能共享的。然而，这不是本指南文件的主题，它将在数据共享章节中说明。 

——要采用单组分物质“≥ 80%”规则以及多组分物质“< 80%/≥ 10%”规则。 

物质的技术级与纯级或分析级之间没有区别。“相同的”物质具有所有级别的任何生产工艺，有不

同数量的不同杂质。然而，已准确定义的物质一般应包含主要组分且只允许存在的杂质是从生产工艺中

衍生出来的以及稳定物质所必须的添加剂。 

——含水和无水形式的（无水的）化合物要作为相同物质看待。 

 

范例 

                                                        
15有关 PBT 评估以及相关浓度范围的更多信息可以在 PBT 评估中 RIP 3.2 TGD 化学安全评估章节中找到。 



名称和分子式 CAS 号 EC 号 规则 

硫酸铜（Cu . H2O4S） 7758-98-7 

 

231-847-6  

硫酸铜（2+）盐（1:1）,五水合

物 

（Cu.H2O4 S• 5 H2O） 

7758-99-8  该物质包含在无水形式之中（ EC 号：

231-847-6）  

含水和无水形式有不同的化学名称和不同的 CAS 号。然而，要提供一个注册卷宗。无水形式的要

注册。含水形式的包含在该注册内。 

——酸或主要成分以及他们的盐要被当作不同的物质。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1-186-8 过乙酸 

C2H4O3 

该物质不应被认为是与其钠盐相同的物质（EINECS 220-624-9） 

220-624-9 

 

乙醇酸钠 C2H4O3. 

Na 

该物质不应被认为是与其相应酸相同的物质（EINECS 201-186-8） 

202-426-4 2-氯苯胺 C6H6ClN 该物质不应被认为是与苯胺, 2-氯-，氢溴酸盐（C6H6ClN . HBr）相

同的物质 

——单个盐（如钠或钾）要当作不同的物质对待。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8-534-8 苯甲酸钠 

C7H5O2 . Na 

不应认为该物质与钾盐相同（EINECS 209-481-3）

209-481-3 苯甲酸钾  

C7H5O2 . K 

不应认为该物质与钠盐相同（EINECS 208-534-8）

——支链或直链烷基链应当被当作不同的物质。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95-083-5 支链和直链磷酸二戊基

酯 

不应认为该物质等同于单一物质支链磷酸二戊基酯或磷酸 n-二戊

基酯 

支链组别要像 IUPAC 名称中那样提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含有烷基组别、没有任何进一步信息



的物质只包含未支化的直链。 

范例 

EU 号 名称 规则 

306-791-1 脂肪酸, C12-16 

279-420-3 乙醇, C12-14 

288-454-8 C12-18-烷基甲胺

只有直链和未支化的烷基组别被当作相同物质 

烷基组别物质的术语上带有异、新、支化等词不应被当作与没有这类技术说明的物质相同。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66-944-2 C12-18 甘油酯  

该物质通过 SDA 物质名称：C12-18 三烷基甘油酯及

SDA 报告号：16-001-00 识别 

该物质不能等同于饱和烷基链在任

何位置支化的 C12-18-异物质 

若没有清楚的技术说明，酸或醇等中的烷基链被认为只能表示饱和链。未饱和链要详细说明并且被

当作不同物质。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0-313-4 C18H36O2 硬脂酸 不可认为该物质等同于油酸 C18H34O2 （EINECS 204-007-1）

 

手性中心物质 

有一个手性中心的物质可能存在于左手形式和右手形式（对映体）。相反地在缺乏任何指示的情况

下，假设物质是这两种形式的相等（外消旋的）混合物。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1-154-3 2- 氯 -1- 丙

醇 

不能认为单个（对映体）（R）-2-氯-1-丙醇和 （S）-2-氯-1-丙醇等同于对该条

目。 

当物质富集单个对映体时，适用多组分物质规则。 

具有多个手性中心的物质能够以 2n 的形式存在（n 是手性中心的数量）。这些不同形态能够彼此具

有不同的理化、毒理和/或生态毒理性能。它们要被当作独立的物质。 

http://www.chinapharm.com.cn/cgi-bin/search/search.jsp?id_option=yycp&ProductType=B&key=2-%C2%C8-1-%B1%FB%B4%BC
http://www.chinapharm.com.cn/cgi-bin/search/search.jsp?id_option=yycp&ProductType=B&key=2-%C2%C8-1-%B1%FB%B4%BC


 

——无机催化剂 

无机催化剂被当作配制品。为了识别，金属成份或金属化合物要被当作个体物质（无使用技术说明）。 

范例 

 名称 规则 

 钴氧化铝氧化催化剂 应当分别识别为：

－氧化钴 II 

－氧化钴 III 

－氧化铝 

－氧化铝钴 

 

假设危险性没有明显区别并且证明是同一类别，尽管使用不同的生产生物，具有相同的 IUBMB 号

的酶浓缩物可以被当作相同物质。 

 

多组分物质 

导则 67/548/EEC 调整了市场的物质投放。化学物质的生产方式不相关。因此，如果所有的单组分

被列入 67/548/EEC，则市场交易的多组分物质就被包含在 EINECS 之内；如：尽管同质异构混合物二

氟苯本身没有被列入 EINECS，但它被包含在 EINECS 词条 1,2-二氟苯 （206-680-7）, 1,3-二氟苯 

（206-746-5） 和 1,4-二氟苯 （208-742-9）之内。 

REACH 法规改为需要对制造出来的物质进行注册。它是逐个逐个地就“制造”这个定义所包含物

质生产的不同阶段作出决定（如不同的净化或蒸馏步骤）。如果一种多组分物质被生产出来了，它就要

注册（并且没有被包含在个体组分注册之内）；如，同质异构二氟苯混合物生产出来后，那么，作为同

质异构混合物的“二氟苯”就要注册。然而，对于多组分物质来说，如果该物质的危险性能够通过个体

组分信息进行充分地描述，则没有必要这样测试该物质。如果个体同质异构体 1,2-二氟苯, 1,3-二氟苯和

1,4-二氟苯生产出来并随后进行混合，个体同质异构体要进行注册，而同质异构的混合物会被当作配制

品。 

不应当认为主要组分是 A、B 和 C 的多组分物质等同于主要组分是 A 和 B 的多组分物质或者 A、

B、C 和 D 的反应物。 

 

——多组分物质不能等同于只有单组分一个子集的物质。 



 

物质相同时的检验标准 

 

UVCB 纯化学物质 

——组分分布很窄的高度关注物质不被看作与成份较宽的高度关注物质相等，反之亦然。 

 

——以物种/种属为特征的物质不被看作与从另一物种/种属分离出来的物质相同。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7-205-6 2,5- 二 氟

甲苯 

 

207-211-9 2,4- 二 氟

甲苯 

不能认为这两种物质等同于同质异构混合物二氟甲苯，因为这两种物质只是所

有可能出现的同质异构体的一个子集。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08-747-6 1,2－二

溴乙烯 

这种纯化学物质描述顺式和反式同分异构体混合物。该异构混合物的注册不涵盖

单独的物质“（1Z）-1,2-二溴乙烯                                和 （1E）

-1,2-二溴乙烯。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88-450-6 胺 类 , 

C12-18-烷基, 

醋酸盐 

 “ 胺 类 ,  C12-14- 烷 基 ,  醋 酸 盐 类 ”  或   ” 胺 类 , 

C12-20-烷基, 醋酸盐类” 或 “胺类, 十二烷基 （C12-烷基）, 醋酸盐类” 物

质或仅有偶数烷基链的物质不被看作是相等物质。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96-286-1 甘油酯类；

葵花油 

271-388-9） 该物质既不被看作与甘油酯类如黄豆 di-（EINECS: 271-386-8）、 也

不被看作与甘油酯类如牛脂 di-（EINECS: 271-388-9）相同。 



 

——净化后的提取物或浓缩物被认为是与提取物不同的纯化学物质。 

 

 

5  （后）预注册内的物质鉴定和查询 

本技术指南文献第四章里提供了如何鉴定和命名纯化学物质的指南。为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

之目的，应该遵循本指南来确定纯化学物质是否被认为相同。下面进一步详细说明分阶段化学物质的

（后）预注册以及非分阶段化学物质的查询。 

根据第四款，任何生产商或进口商，在保留遵守 REACH 法规之义务的完全责任时，可以根据涉及

与其他生产商或进口商讨论的标题三任命所有行动的第三方代表。 

5.1  （后）预注册 

（后）预注册程序的目的是把同一种物质的潜在注册者集中起来以避免重复研究，尤其是测试脊椎

动物的重复研究。（后）预注册只适用于分阶段化学物质。 

232-401-3 亚麻籽油，

被环氧化 

该物质不被看作与氧化了的亚麻籽油 （EINECS: 272-038-8） 相同， 也不被

看作是 maleated 马来酸酯亚麻籽油（EINECS: 268- 897-3），也不被当做环氧化

了的篦麻子油（未列入 EINECS）。 

范例 

EC 号 名称 规则 

232-299-0 菜籽油 

萃取液和它们的物理改

性衍生物。主要由脂肪

酸类， 芥酸、亚麻酸和

油酸的甘油酯类（芸苔，

矮麝香鹿，十字花科）

构成。 

 

物质 “（Z）-Docos-13-enoic 酸   （芥酸）”  是菜籽油的组分。

芥酸不被看作与菜籽油相同， 因为它是从菜籽油中分离出来的纯

物质；芥酸有自己的 EINECS 条目（204-011-3）。 

 

棕榈酸、油酸、亚麻酸， 亚麻酸、芥酸和二十碳稀酸的分离混合

物不被看作与菜籽油相同，因为这些组分不代表完整的油。 



6.  范例 

下面给出的范例旨在举例说明用户如何用本 TGD 里的指南来工作。这些例子不介绍关于 REACH

责任的先例。 

下面的范例有： 

——过氧重碳酸二乙酯是单组分物质的例子，它含有也作为稳定剂的溶剂（见 7.1 节）。 

     ——佐利米定是既被鉴定为单组分物质又被鉴定为多组分物质的物质范例（见 7.2 节）。 

     ——在制造反应中形成的异构体混合物被列为多组分物质的例子（见 7.3 节；该物质以前已被纳

入单个异构体的 EINECS 条目； 

——芳香烃 AH 是以不同质量生产的物质范例，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浓度范围的五种成份的反应物

（见 7.4 节）。它也是正当偏离 80％原则和 10%原则的例子； 

——7.5 节介绍需要额外的物理特性的非金属矿物质，包括作为准确定义的物质范例的高岭石。  

——熏衣草精油是从植物里获得的 UVCB 纯化学物质范例（见 7.6 节）。 

    ——菊花油和从中分离出来的异构体是 UVCB 生物来源范例，它需要进一步加工（7.7 节）； 

——苯酚、异丙基磷酸盐是 UVCB 的可变物质范例，无法对其予以充分说明（见 7.8 节）； 

——季铵化合物代表碳链长不同的物质（7.9 节）； 

——7.10 节介绍石油物质的两个范例，汽油混合物和汽油； 

——7.11 节介绍如何鉴定酶类，有漆酶和淀粉脢两个例子。 

6.1    过氧重碳酸二乙酯 

纯化学物质“过氧重碳酸二乙酯”（EC238-707-3,  CAS14666-78-5, C6H10O6 ）是生产出来的异十

二丁烷（EC 250-816-8, CAS 31807-55-3）18%溶液 。 异十二丁烷也是抗爆炸稳定剂，保证该纯化学物

质安全处理的 高可能浓度是 27%溶液。 

为了便于注册，应该如何识别和命名上面介绍的纯化学物质呢？ 

根据 REACH 的纯化学物质定义，可以分离出来而不影响纯化学物质的稳定或改变其组分的溶剂应

该排除在外。 

在上面的例子里，异十二丁烷也是稳定剂，并且由于物质的爆炸性能而不能被完全分离，所以异十

二丁烷必须被视作添加剂而不只是溶剂。然而，该物质应仍然被看作单组分物质。 

因此，该物质应注册为 高可能浓度能保证安全处理的溶液：过氧重碳酸二乙酯（上限：27%; 典型浓

度： 22%）。 



6.2  佐利米定 

制造的甲醇溶液含有“佐利米定”（EC 214-947-4; CAS 1222-57-7, C14H12N2O2S） 和“咪唑”（EC  

206-019-2; CAS 288-32-4, C 3 H 4N2）。 

去除溶剂“甲醇”和优化生产工艺之后，该物质仍然含有纯度范围在 74 – 86%的佐利米定和 4-12%

的咪唑。 

为了注册，应该如何识别和命名上面介绍的纯化学物质呢？ 

根据 REACH 的纯化学物质定义，可以分离出来而不影响物质的稳定或改变其组分的溶剂应该排除

在外。在上面的例子里，甲醇可以毫无困难的被分离出来，所以，必须注册为无溶剂的物质。  

一般地，如果一个主要组分大于等于 80%， 则该纯化学物质被看作是单组分物质；如果一个主要

组分大于等于 10%并小于 80%， 则该纯化学物质被看作是多组分物质；上面的例子是临界个案，因为

极限值被超过/低于。因此，该纯化学物质可以看作是单组分物质“佐利米定”或是多组分物质，即“佐

利米定”和“咪唑”的反应物。 

在这里个临界个案下， 物质主要组分的典型浓度可以用来决定如何 好地介绍该纯化学物质， 例

如： 

（1），如果 佐利米定的典型浓度   =   77%  ，咪唑的典型浓度   =   11%,  则建议把该物质看作

是佐利米定和咪唑的反应物； 

（2），如果 佐利米定的典型浓度   =   85%  ，咪唑的典型浓度   =   15%,  则建议把该物质看作

是单组分物质“佐利米定”； 

6.3 同分异构体混合物 

正被讨论的纯化学物质是制造反应中形成的两种异构体混合物（反应物）。单独的异构体已经向

EINECS 报告了。导则 67/548/EEC 调控该物质在市场上的投放。由于该纯化学物质的生产方式不是很

重要，两个单独异构体的 EINECS 条目都包括了该混合物。REACH 要求注册被制造的物质。 “制造”

定义涵盖的物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步骤的范围要逐例确定。如果异构体混合物被注册为一个多组分

物质（遵循 4.4.4 章的指南），则无需这样测试该物质，如果单个组份的信息能够充分介绍该物质的危险

情况的话。然而，应该列出单组分异构体的 EINECS 条目的参考资料以证明分阶段情况。 

 

1.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IUPAC 名称和（该物质

的）其他国际化学名称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和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的反应物 
（该物质的）其他名称 2'-[[（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乙醇, 2,2'-[[（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methyl]亚氨基]双-和水的反应物 
乙醇 , 2,2'-[[（甲基 -1H-苯并三唑基 -1-yl）甲基 ]亚氨基 ]双 - （ 9CI）
同质异构化合物 

（该物质的）EC 号 
EC 名称              
EC 详细说明 

混合物没有 EC 号，因为没有向 EINECS 报告该混合物。然而 EINECS 条目

包括了该物质的组分（（279-502-9,   279-501-3）。因此，该混合物应该被看

作为分阶段物质。 
该物质的 CAS 号 
CAS 名称 

不可获得； 
不可获得； 

EC 号 （成份 A） 
EC 名称 
EC 详细说明 

279-502-9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 

EC 号 （成份 B） 
EC 名称 
EC 详细说明 

279-501-3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 

CAS 号（成份 A） 
CAS 名称 

80584-89-0 
乙醇,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双- 

CAS 号 （成份 B） 
CAS 名称 

80584-88-9 
乙醇,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 甲基]亚氨基]双- 

其他鉴定代码 
参考资料 
 

ENCS 号 5-5917 

 

2.   成分信息－主要组分 

主要组分 
 IUPAC 名称 CAS 号 EC 号 分子式 

希尔方法 
典 型 浓 度

（%w/w） 
浓 度 范 围

（%w/w） 
A 乙醇, 2,2'-[[（4-甲基-1H- 

苯并三唑基-1- yl）甲基 l]
亚氨基]双- 

80584-89-0 279-502-9 C12H18N4O2 60 50-70 

B 乙醇, 2,2'-[[（5-甲基-1H-
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
氨基]双- 

80584-88-9 279-501-3 C12H18N4O2 40 30-50 

  
主要组分 
 其他名称 
A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的]乙二醇 
B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主要组分 
 EC 名称 EC 详细说明 
A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 
B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yl）甲基]亚氨基]乙二醇 / 

 



主要组分 
 CAS 名称 CAS 号 
A 乙醇 l, 2,2'-[[（4-甲基-1H-苯并三唑基-1- yl）甲基]亚氨基]双- 80584-89-0 
B 乙醇, 2,2'-[[（5-甲基-1H-苯并三唑基-1- yl）甲基]亚氨基]双- 80584-88-9 

 
主要组分 
 分子式 

CAS 方法 
结构式 SMILES 代码 

A   / OCCN（CCO）Cn2nnc1cc（C）ccc12 

B / 

 

OCCN（CCO）Cn2nnc1c（C）cccc12 

                                                                                                   

主要组分 
 分子量   [g mol-1] 分子量范围

A 250 / 
B 250 / 

6.4   芳香烃 

芳香烃 AH 包括γ－（异－α）甲基紫罗酮及其同分异构体。它有三种不同的质量（质量 A，质量

B 和质量 C），其中同分异构体的比率不同。 

下表是不同质量的成分。 

 

芳香烃不同质量的成分 

浓度范围〔％〕              质量 A         质量 B         质量 C       总的范围 

γ－（异－α）甲基紫罗酮    80 - 85        65 - 75          50 - 60        50 - 85  

β  （异－β） 甲基紫罗酮       6 - 10          3 - 7            3 – 7          3 - 10  

α 正甲基紫罗酮             3 - 11          10 - 20         20 - 30         3 - 30  

γ 正甲基紫罗酮            0.5 - 1.5         2 - 4            2 - 4          0.5 - 4  

β  正甲基紫罗酮            0.5 - 1.5         4 - 6            5 - 15         0.5 -15  



假甲基紫罗酮               0.5 - 1.5         1 - 3            1 - 3          0.5 - 3  

 

物质识别有几种选择： 

——质量 A 含有至少 80%的γ－（异－α）甲基紫罗酮同分异构体，因此，根据γ－（异－α）

甲基紫罗酮同分异构体与其他作为杂质的同分异构体的比例，质量 A可以看作是单组分物质； 

——质量 B 和 C 含有不到 80％的γ－（异－α）甲基紫罗酮同分异构体和 10％以上（含 10％）的

其他同分异构体，所以可以看作是混合物； 

——质量 B：是γ－（异－α）甲基紫罗酮（65-75%）和α 正甲基紫罗酮（10-20%）与作为杂质

的其他异构体的反应物； 

——质量 C：是γ－（异－α）甲基紫罗酮（50-60%）和α 正甲基紫罗酮（20-30%）〔可能与 β 甲

基紫罗酮〕与作为杂质的其他异构体的反应物； 

成分是变化的， 有时一种同分异构体≥10％（因此通常被称为主要组分），有时﹤10%（所以通常

被称为杂质）。 

有可能对不同质量分别注册。这将意味着有三种注册。然而， 数据的交叉使用可能是合理的。 

作为选择，可以考虑： 

一种注册为单组分物质，包括两个次质量级。在此个案里，次质量级偏离 80％的原则（见 4..2.1

章）； 

一种注册为 5 种异构体的确定反应物（多组分物质）；在此个案里，一些异构体（主要组分）偏离

了区分主要组分与杂质的 10%原则（见 4.2.2 章）； 

作为一种已定义反应物注册，所有异构体涵盖了其成分的可变性。 

考虑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 

——三种质量都具有相同或非常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能。 

——拥有相似的用途和曝光场景。 

——所有质量等级都具有相同的危险分类和标签， 安全数据表和安全报告的内容相同 

——可利用的测试数据（和以后的测试）包括了三种质量的可变性。 

本范例介绍作为 5 中异构体确定反应物（多组分物质）的物质识别。因为偏离了 80％的原则（见

4..2.1 章）和 10％的原则（见 4..2.2 章），所以需要提供正当的理由。由于每种质量是这样产生的， 所

以三个质量等级每种质量的成分都应该在注册档案理详细说明。然而， 在正式条件下，至少两种注册

是必不可少的。 

（1）γ－（异－α）甲基紫罗酮; （2） γ－（异－α）甲基紫罗酮和α 正甲基紫罗酮的反应物。 

 



纯化学物质识别 

芳香烃由三个具有相同性质但不同数量的成分的不同的质量（A,B 和 C）生成。在一个注册档案里

把所有的三个质量描述为多组分物质，尽管这意味着没有严格运用 80％和 10%的原则， 但是注册为一

个多组分物质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1）可以利用的测试数涵盖了三种质量的可变性，（2） 三个质

量具有非常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能； （3）所有质量都具有相同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因此，安全数据表

相同）， 以及（4）三个质量具有相似的用途和暴露场景（因此，化学安全报告相似）。 

1.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IUPCA 名称和国际化学品名称 反应物 
3－甲基－4－2（2,6,6-三甲基-2-环乙烯-1-基）丁-3-en-2-酮;  
3-甲基-4-（2,6,6-三甲基-1-环乙烯-1-基）but-3-en-2-酮;  
[R-（E）]-1-（2,6,6-三甲基-2-环乙烯-1-基）pent-1-en-3-酮;  
1- （6,6 甲基-2-亚甲基环乙烯-1-yl） pent-1-en-3-酮;  
1- （2,6,6-三甲基-2-环乙烯-1-基） pent-1-ten-3-酮 

其他名称 甲基紫罗酮 γ质量 A 
甲基紫罗酮 γ质量 B 
甲基紫罗酮 γ质量 C 

EC 号 
EC 名称 
EC 介绍 

不可用 
/ 
/ 

CAS 号 
CAS 名称 

不可用 
/ 

                               

2．成分资料――主要组分 

理论上，额外的 entimeres 是可能的。但对下面的同分异构体进行了分析。 

主要组分 
  IUPAC 名称 CAS 号 EC 号 分子式 

希尔方法

低浓度 
（%w/w） 

大浓度 
（%w/w）

 A   3-甲基-4-（2,6,6-         
    三甲基-2-环乙烯-  
    1-yl）but-3-en-2-酮 

127-51-5 204-846-3 C14H22O 50 85 

 B   3-甲基-4-（2,6,6-         
   三甲基 l-1-环乙烯-  
    1-yl）but-3-en-2-酮  

79-89-0 201-231-1 C14H22O 3 10 

 C   [R-（E）]-1-（2,6,6       
   三甲基-2-环乙烯-  
    1-yl）pent-1-en-3-酮  

127-42-4 204-842-1 C14H22O 3 30 

 D  1-（6,6-甲基-2-           
   亚甲基环乙烯-1-      
   yl）pent-1-en-3-酮  

不可用 不可用 C14H22O 0.5 4 

 E  1-（2,6,6-三甲基-1-        
    环乙烯-1-yl）pent-1-  

127-43-5 204-843-7 C14H22O 0.5 15 



    en-3-酮  

                                              

 主要组分 

                           其他名称 

A                        α－异－ 甲基紫罗酮; γ－甲基紫罗酮  

 B                        β－异－ 甲基紫罗酮; δ－甲基紫罗酮  

 C                        α－正甲基紫罗酮  

 D                        γ－正甲基紫罗酮  

 E                        β－正甲基紫罗酮  

主要组分： 

 EC 名称 EC 详细说明 

A 3-甲基-4-（2,6,6-三甲基-2-环乙烯-1-yl）-3-buten-2-酮 / 

B 3-甲基-4-（2,6,6-三甲基-1-环乙烯-1-yl）-3-buten-2-酮 / 

C [R-（E）]-1-（2,6,6-三甲基-2-环乙烯-1-yl）pent-1-en-3-酮 / 

D 1-（2,6,6-三甲基-2-环乙烯-1-yl）pent-1-en-3-酮 / 

E 1-（2,6,6-三甲基-1-环乙烯-1-yl）pent-1-en-3-酮 / 

主要组分： 

                        CAS 名称                                      CAS 号 

A             3-Buten-2-酮, 3-甲基 4-（2,6,6-三甲基-2-环乙烯-1-yl）-          127-51-5  

 B             3-Buten-2-酮, 3-甲基-4-（2,6,6-三甲基-1-环乙烯-1-yl）-          79-89-0  

 C             1-Penten-3-酮, 1-[（1R）-2,6,6-三甲基-2-环乙烯-1-yl）]-, （1E）-      127-42-4  

D             不可用                                                  不可用  

 E             1-Penten-3-酮, 1-（2,6,6 三甲基-1-环乙烯-1-yl）-                127-43-5  

主要组分： 

                       其他鉴定代码                         参考资料 

 A                     2714                                 FEMA  

                       07.036                                EU 香料注册者  

  

B                     07.041                                EU 香料注册者  

 

C                     2711                                 FEMA  



                       07.009                                EU 香料注册者  

 

D                    不可用                                不可用 

 

E                     2712                                 FEMA  

                       07.010                                EU 香料注册者  

主要组分： 

 分子式 

CAS 方法 

结构图 SMILES 代码 

A C14H22O  O=C（C（=CC（C（=CCC1）C）C1（C）C）C）C 

B C14H22O  O=C（C（=CC（=C（CCC1）C）C1（C）C）C）C 

C C14H22O  O=C（C=CC（C（=CCC1）C）C1（C）C）CC 

D C14H22O  C=C1CCCC（C）（C）C1/C=C/C（=O）CC 

E C14H22O  O=C（C=CC（=C（CCC1）C）C1（C）C）CC 

主要组分： 

              分子量 / gmol-1                            分子量范围  

A                206.33                                      /  

B                206.33                                      /  

C                206.33                                      /  

D                206.33                                      /  

E                206.33                                      /  

3．    成分资料――杂质和添加剂 

杂质 
 IUPAC 名称 CAS 号 EC 号 分子式 典型浓度 

（%w/w） 
浓度范围 
（%w/w）

F       
未详细说明的杂质数目 
未详细说明的杂质的总浓度 

11 （假甲基紫罗酮） 
0.5 – 3%w/w 

添加剂 
 IUPAC 名称 CAS 编号 EC 号 分子式 典型浓度 

（%w/w） 
浓度范围 
（%w/w）

G 丁基化羟基甲苯 
（BHT） 

128-37-0   204-881-4 C15H24O 0.1  0.05 – 0.15

                                                                    



4.  不同质量等级的信息  

下面是三个不同质量等级里的五种主要族分的浓度范围： 

浓度范围[%] 质量 A 质量 B 质量 C 
γ－（异－α）甲基紫罗酮 80 - 85 65 - 75 50 - 60 
δ（异－β）－甲基紫罗酮 6 - 10 3 - 7 3 – 7 
α－正甲基紫罗酮 3 - 11 10 - 20 20 - 30 
γ－正甲基紫罗酮 0.5 - 1.5 2 - 4 2 - 4 
β－正甲基紫罗酮 0.5 - 1.5 4 - 6 5 - 15 
假甲基紫罗酮 0.5 - 1.5 1 - 3 1 - 3 

7.5  矿物质 

矿物质被定义为在地壳里发现的无机组分的化合， 具有化学成分、晶体形式（从高度结晶到无形

态）和物理－化学性能等一系列性质。 

如果矿物质不是用化学方法改进的，则免于登记。这适用于即使经过化学加工或处理或象去除杂质

之类的物理矿物学变化但化学结构保持不变的矿物质。 

一些矿物质可以只按照它们的化学成分来介绍（见 4.2.1 和 4.2.2 章：单组分物质和多组分物），就

其他矿物质而言， 仅化学成分一项是不足以唯一地识别这些物质的（见 4.2.3 章）。 

与其他单组分物质或多组分物质相反，识别许多矿物质必须以化学成分和内部结构为基础（例如，

象用 X-光衍射揭示的那样）， 因为这些共同反映了矿物质的本质并决定了它的物理－化学性能。 

     关于多组分物质，矿物质的 CAS 号将被用作识别的一个部分（例如，无机组分的化合）。无机组

分的 CAS 号（按照系统矿物学来定义）被用来描述不同的组分。如果要生成单独的无机组分（单组分

物质），则该物质的 CAS 号应该由于该物质的识别。例如： 

——矿物质高岭石 （EINECS: 310-194-1,  CAS:  1332-58-7） 基本上由初级和二级的高岭石构成

（EINECS:  215-286-4；CAS: 1318-74-7），高岭石是一种含水的铝矽酸盐黏土。 

——在对高岭石进行炼制以生产单组分物质 kaolone 即高岭石的情况下，该物质的 CAS－/EINECS

号即是 EINECS: 215-286-4, CAS: 1318-74-7。 

矿物质斑脱土（EINECS: 215-108-5,  CAS: 1302-78-9） 在 EINECS 里被描述为“一种胶质黏土，

主要含有胶岭石”。 它含有比例很高的无机组分胶岭石（EINECS: 215-288-5, CAS: 1318-93- 0），但并

非仅此一种成分。 

    在生产纯胶岭石（EINECS: 215-288-5, CAS: 1318-93- 0）的情况下，用来识别该物质的 CAS 号就是

胶岭石的编号。 

必须强调的是斑脱土（EINECS: 215-108-5, CAS:  1302-78-9）和胶岭石（EINECS:  215-288-5,  

CAS: 1318-93-0）不能被看作是相同的物质。 

    总之，矿物质一般根据其化合在一起的无机组分来命名。它们可以被看作单组分物质或多组分物（见



4.2.1 和 4.2.2 章的一般指南）。一些矿物质不可以只根据其化学成分来介绍，而是需要额外的物理描述

或加工参数来充分地识别（见 4.2.3 章）。下表给出了一些范例。  

矿物质范例 

名称 CAS EINECS 其他说明 16 
方英石 14464-46-1 238-455-4 O2Si （结晶体： 立方体对称） 
石英 14808-60-7 238-878-4 O2Si （晶体结构: 菱面体对称） 
硅藻土 61790-53-2 - 也被称为 Diatomite, Kieselgur and Celite 即商用硅藻土 

说明： 
一种由很小的史前水生植物基干构成的软固体硅土， 主要成分是硅石。

白云石 16389-88-1 240-440-2 CH 2O3.1/2Ca.1/2Mg 
长石团 68476-25-5 270-666-7 一种无机物， 是不同数量的氧化铝、氧化钡、氧化钙、氧化镁、氧化

硅和氧化锶经高温煅烧，离子均匀地相互扩散形成结晶矩阵而反应生成

的矿物质 
滑石 14807-96-6 238-877-9 Mg 3 H2 （SiO3） 4 
蛭石 1318-00-9 - （Mg0.33[Mg2-3 （Al0-1Fe0-1） 0-1]（Si2.33-3.33Al 0.67-1.67）       

（OH）2O104H2O）                                              

        

矿物质所需要的分析资料 

必需成分：化学成分全面概述了矿物质的成分，不考虑组分数量及其在矿物质里的比例，按照常规，化

学组分用氧化物表示。 

光谱数据（X-射线衍射（XRD 或同等方法）：X 射线衍射或其他方法可以根据矿物质的结晶图结构来识

别矿物质。典型的 XRD 或红外线（IR）峰值识别矿物质的方法应该与对分析方法的简要说

明或参考文献同时提供。 

典型的物理－化学性能：矿物质具有典型的物理化学性能，这些性能使得能够完成对它们的识别。例

如，――硬度很低 

――溶胀性 

――硅藻土的形状（光学显微镜） 

――密度很高 

――表面积（氮吸附） 

6.6  葛罗索醒目薰衣草香精油 

香精油是从植物中获得的物质。因此，香精油也可以被描述为植物来源的物质。 

     一般地，来源于植物的物质是复杂的天然物质， 经过萃取、蒸馏、挤压、分馏、净化、浓缩或发

酵之类的处理对植物或其部分进行加工而获得。这些物质的成分根据原料的种属、种类、生长条件和收

                                                        
16委员会指导文件 2001/30/EC （OJ L 146, 31.05.2001, p.1）里的定义。 



割期以及运用的加工方法的不同而变化。 

香精油可以按照它们的主要组分来定义，因为这是多组分物质的定义方法。然而，香精油可以由多

达几百种的组分构成，这些组分根据许多因素（例如：种属、种类、生长条件和收割期以及运用的加工

方法）而变化相当大。因此，对一种主要组分进行介绍经常不足以描述这些 UVCB 纯化学物质。香精

油应该根据植物原料和 4.3.1 章（使用 UVCB 子类 3）里介绍的处理方法来描述。 

在许多情况下，工业标准适用于香精油（对许多香精油来说，也适用 ISO-标准）。有关标准的资料

另外提供。然而，物质识别应该以制造物质为基础。 

下面的范例介绍“葛罗索醒目薰衣草香精油”，适用 ISO 标准（ISO8902-1999）。 

 

1.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原料 

种类   熏衣草杂交葛罗索 （唇形科） 

工艺 

 

生产该物质的生化反应方法介绍： 

对熏衣草杂交葛罗索（唇形科）的开花部分用水蒸气蒸馏，随后把水和香精油分离； 

后来的分离是自然产生的物理过程，通常在一个分离器（一个所谓的“佛罗伦萨”长颈瓶）里发生，分

离器使得分离了的香精油很容易地隔离开。蒸馏过程在这一阶段的温度大约为 40℃。 

                                                                                   

名称 

IUPAC 名称或国际化学名称    熏衣草葛罗索（唇形科） 香精油 

EC 号                       297-385-2  

EC 名称                     熏衣草，熏衣草杂交葛罗索、葛萝索醒目熏衣草等.  

EC 说明                     从熏衣草杂交葛罗索里获得的提取物和其物理改良的衍生物，诸如：

酊剂、凝结物、绝对物质、香精油、树脂油、萜烯、无萜烯馏份、蒸

馏物、残渣等，  

CAS 号                       93455-97-1  

CAS 名称                    薰衣草, 葛萝索醒目熏衣草等  

 

2. 成分资料――已知组分 

已知组分 



 化学名称 

EC  

CAS  

IUPAC 

其他 

编号 

EC  

CAS 

分子式 

希尔方法 

典型浓度 

% （w/w） 

浓度范围 

% （w/w）

A EC 

乙酸里哪醇 

CAS 

1,6-辛二烯-3-ol, 3,7-二甲基-,醋酸酯 

IUPAC 

3,7-二甲基 octa-1,6-dien-3-yl 醋酸盐 

EC 

204-116-4 

CAS 

115-95-7 

 

C12H20O2 33 28 – 38 

B EC 

里哪醇 

CAS 

1,6-辛二烯-3-ol, 3,7-二甲基- 

IUPAC 

3,7-二甲基八-1,6-二烯-3-ol 

EC 

201-134-4 

CAS 

78-70-6 

C10H18O 29,5 24 – 35 

C EC                                           

Bornan-2-酮            

CAS                             

二环[2.2.1] 庚烷-2-酮, 1,7,7-三甲基-  

IUPAC  

1,7,7-三甲基二环[2.2.1]-2-庚酮  

其他 

樟脑 

EC 

200-945-0 

CAS 

76-22-2 

C10H16O 7 6 – 8 

D EC 

桉树脑 

CAS 

2-噁二环 [2.2.2]辛烷, 1,3,3-三甲基- 

IUPAC 

1,3,3-三甲基-2-噁二环[2.2.2]辛烷  

其他 

1,8-桉树脑 

EC 

207-431-5 

CAS 

470-82-6 

C10H18O 

 

5,5  

  

4 – 7 

 

E EC 

P-menth-1-en-4-ol 

CAS 

3-环乙烯-1-ol, 4-甲基-1-（1-甲基乙基）- 

IUPAC  

1-（1-甲基.乙基）-4-甲基-3-  

环己烯-1-ol  

其他  

萜品烯-4-ol 

EC 

209-235-5 

CAS 

562-74-3 

C10H18O 

 

3,25 

 

1,5 – 5 

F EC 

2-异丙烯基-5-甲基-4-enyl 

醋酸酯 

CAS 

EC 

247-327-7 

 

CAS 

C12H20O2

 

2,25 1,5 – 3 



4-己烯-1-ol, 5-甲基-2-（1- 

甲基乙基）-,醋酸酯 

 

IUPAC  

2-（1-甲基乙基）-5-甲基-4-en-1-ol  

其他 

（±）-熏衣草醇醋酸酯 

25905-14-0

G EC 

DL-龙脑 

CAS 

二环[2.2.1]庚烷-2-ol, 1,7,7-甲基-, （1R,2S,4R）-rel-

IUPAC  

（1R,2S,4R）-rel-1,7,7-三甲基  

二环[2.2.1]庚烷-2-ol  

其他  

冰片 

EC 

208-080-0 

CAS  

507-70-0 

C10H18O 2,25 1,5 – 3 

H   EC 

石竹烯 

CAS 

二环[7.2.0]undec-4-ene, 4,11,11-       

三甲基-8-亚甲基-, （1R,4E,9S）-  

IUPAC  

 （1R,4E,9S）-4,11,11-三甲基-8-  

亚甲基二环[7.2.0]undec-4-  

烯  

其他 

反－β－石竹烯 

EC 

201-746-1 

CAS 

87-44-5 

 

C15H24 1,75 1 – 2,5 

   I EC 

（E）-7,11-二甲基-3- 

methylenedodeca-1,6,10 三烯 

CAS 

1,6,10-Dodecatriene, 7,11-二甲基-      

3-亚甲基-, （6E）-  

IUPAC  

（E）-7,11-二甲基-3-亚甲基-  

1,6,10-dodecatriene  

其他 

顺式-β-金合欢烯 

EC 

242-582-0 

 

CAS 

18794-84-8

C15H24 1,1   0,2 – 2 

J EC 

（R）-p-mentha-1,8-二烯 

CAS 

环己烯, 1-甲基-4-（1- 

甲基乙基）-, （4R）-  

IUPAC  

 （4R）-1-甲基 l-4-（1-  

甲基乙基）环己烯  

EC  

227-813-5 

CAS 

5989-27-5 

C10H16 1 0,5-1,5 



 

其他  

柠檬油精 

K EC 

3,7-dimethylocta-1,3,6-三烯             

 

CAS                                       

1,3,6-Octatriene, 3,7-二甲基 l-           

 

IUPAC  

3,7-Dimethylocta-1,3,6-三烯  

 

其他  

反式-β-罗勒烯 

EC 

237-641-2 

 

CAS 

13877-91-3

 

C10H16 1 0,5- 1,5 

                         

已知组分 ≥ 10%  

 

已知组分  

                       EC 名称                                  EC 说明  

A                     乙酸里哪醇 C12H20O2  

B                     里哪醇  C10H18O  

已知组分 

                       CAS 名称                                相关的 CAS 号  

A                     乙酸里哪醇 C12H20O2                     115-95-7  

B                     里哪醇 C10H18O                          78-70-6   

 

已知组分 

                 分子式                 结构式                SMILES 编码  

                CAS 方法 

 

 A              C12H20O2  

 B              C10H18O  

 

已知组分 

                      分子量                            分子量范围  



A                    196.2888                                 /  

B                    154.2516                                 /  

 

6.7 菊花油以及从中分离出来的同分异构体 

一家公司正在生产菊花油，方法是碾碎菊花的花朵和叶子、瓜菊薄层、菊科植物，用含有水/乙醇

（1:10）混合物的溶剂进行萃提。萃提之后，去除溶剂，进一步提炼“纯”萃取液，制成 终的菊花油。 

另外，从萃取液里分离出两种作为反应物的同分异构体： 

         茉酮菊素 I  

（环丙甲酸 2,2-二甲基-3-（2-甲基-1-丙烯基）-,   （1S）-2-甲基-4-oxo-3-（2Z）-2-戊烯基-2-

环戊烯-1-yl 酯 （1R,3R）-; CAS 号 r 4466-14-2）, 和 

 

         茉酮菊素 II  

         （环丙甲酸, 3-[（1E）-3-含甲氧基-2-甲基-3-oxo-1-丙烯基-2,2-  

         二甲基-, （1S）-2-甲基-4-oxo-3-（2Z）-2-戊烯基 l-2-环戊烯-1-yl-酯                 （1R,3R）

-; CAS 号 1172-63-0  

 

此外，该公司决定也对茉酮菊素 I 和 II 同质异构反应物进行合成。 

公司现在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1. 为了注册，如何识别菊花油？ 

2. 菊花油注册包括分离出来的同分异构体茉酮菊素 I 和 II 反应物吗？ 

3. 两种异构体的合成混合物能被看作与分离出来形成菊花油的异构体混合物相同吗？ 

 

1. 为了注册如何识别菊花油？ 

菊花油被视为不可能根据其化学成分来充分识别的 UVCB 纯化学物质（详细指南见 4.3 章）。 

其他识别参数，如原料和加工方法非常重要。菊花油具有生物特征，应该通过种类和获得菊花油的

有机物部分以及提炼工艺（用溶剂萃提）等来识别。但是，应该给出已知的化学成分和组分的鉴定。 

下面的资料对充分识别该纯化学物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纯化学物质的名称 菊花瓜菊薄层菊科植物，菊花油用水/乙醇

（1:10）从碾碎的花朵和叶子中萃提得到。

来源  



种属、种类、次类 菊花瓜菊薄层菊科植物 
用来生产菊花油的植物部位 花朵和叶子 
加工方法  
生产方法 碾碎再萃提 
萃提用的溶剂 水：乙醇（1:10） 
化学成分资料―――已知组分（用％（w/w 表示） 
主要成分名称 EC 号 CAS 号 小 % 大 % 
除虫菊酯 I:  
2-甲基-4-oxo-3-（penta-2,4-dienyl） 环戊-  
2-enyl [1R-[1α[S*（Z）],3β]]-菊酸盐 

204-455-8 121-21-1 30 38 

除虫菊酯 II: 
2-甲基 l-4-oxo-3-（penta-2,4-dienyl） 环戊- 
2-enyl [1R-[1α[S*（Z）],3β]]-3-（3-含甲氧基

-2-  
甲基 l-3-oxoprop-1-enyl）-2,2-  
二甲基环丙烷.羧酸盐 

204-462-6 121-29-9 27 35 

瓜菊酯 I: 
3-（but-2-enyl）-2-甲基-4-oxocyclopent-2-enyl 
2,2-二甲基-3-（2-methylprop-1-  
enyl）环丙烷.羧酸盐 

246-948-0 25402-06-6 5 10 

瓜菊酯 II:  
3-（but-2-enyl）-2-甲基 l-4-oxocyclopent-2-enyl 
2,2- 二甲基 -3- （ 3- 含甲氧基 -2- 甲基 -3- 
oxoprop-1-enyl）环丙烷.羧酸盐 

204-454-2 121-20-0 8 15 

茉酮菊素 I:                              
2-甲基-4-oxo-3-（pent-2-enyl）环戊 -2-  
enyl [1R-[1α [S*（Z）],3β]]-2,2-二甲基-3-（2-
methylprop-1-enyl）环丙烷.羧酸盐 

无 4466-14-2 4 10 

茉酮菊素 II:                             
2-甲基-4-oxo-3-（pent-2-enyl）cyclo pent-2-en- 
1-yl [1R-[1α [S*（Z）],3β （E）]]-  
2,2-二甲基-3-（3-含甲氧基-2 甲基-3-  
oxoprop-1-enyl）环丙烷.羧酸盐 

无 1172-63-0 4 10 

此外，该物质含有多达 40 种的浓度低于 1% 的组分。 

      

还可以考虑把该纯化学物质鉴定为一个有六种主要组分、定义明确的多组分物质（有除虫菊酯 I, 除

虫菊酯 II, 瓜菊酯 I, 瓜菊酯 II,  I,  II 的反应物）。 

如果生成工艺只是“碾碎”，那么该纯化学物质会被看作是一种“在自然界出现的化学物质”，如果

不符合欧共体指导文件导则 67/548/EEC 危险分类标准，则将免于登记。 

2. 菊花油注册包括分离出来的异构体茉酮菊素 I 和 II 的反应物吗？ 

菊花、瓜菊薄层、菊科植物油的注册不包括分离出来的异构体茉酮菊素 I 和 II 的反应物， 因为整

个 UVCB 纯化学物质不包括单一组分，反之亦然。茉酮菊素  I  和 II 的反应物被看作一种不同的物



质。 

    茉酮菊素 I 和 II 的反应物可以被看作有两种主要组分的多组分物质（详细指南见 4.2.3 章）。 

    要充分识别该物质，下面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物质的 IUPAC 名称 以下物质的反应物 
 （ 2- 甲 基 -4-oxo-3- （ pent-2-enyl ） 环 戊  -2-enyl [1R-[1α [S*
（Z）],3β]]-2,2-di  
甲基-3-（2-methylprop-1-enyl）cyclo propanecarboxylate）  
和 
 （2-甲基-4-oxo-3-（pent-2-enyl）环戊-2-en-1-yl [1R-[1α [S*（Z）],3β 
（E）]]-2,2-二甲基-3-（3-含甲氧基含甲氧基-2-甲基-3-oxoprop-1-enyl）
环丙甲酸甲酯） 

其他名称 茉酮菊素 I 和 茉酮菊素 II 的反应物 
物质纯度 95 – 98% （w/w） 
成分资料――主要组分（用% （w/w）表示） 
主要成分名称 EC-no CAS-no 小% 大% 
茉酮菊素 I:                   
2-甲基 4-oxo-3-（pent-2- enyl）环

戊  -2-enyl   [1R- [1α [S*
（Z）],3β]]-2,2-di  
甲基-3-(2-甲基-1-丙烯基)环丙烷

羧酸 

无 4466-14-2 40 60 

分子式  
结构式 
分子量 

  

 
C22H30O5  
M = 374 g/mol 

  

茉酮菊素 II:                   
2-甲基-4-oxo-3-（pent-2-  
enyl）cyclo pent-2-en-1-yl  
[1R-[1α [S*（Z）],3β （E）]]-  
2,2-二甲基-3-（3-含甲氧基-2-  
甲基-3-oxoprop-1-enyl）环丙甲酸

甲酯  

无 1172-63-0 35 65 

分子式  
结构式  
分子量 

  
C21H30O3  
M = 330 g/mol 
 

 

  

3.  两种异构体的合成混合物（反应物）能被看作和从菊花油中分离出来的异构体混合物相同吗？ 

对化学上定义明确的物质，即根据其组分进行充分说明的物质，该物质是从萃提物分离出来的还是



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并不相关。倘若混合物的纯度和主要组分的浓度范围相同，即使用不同的生产方法制

得，那么茉酮菊素 I 和茉酮菊素 II 的合成反应物就可以被视为与从菊花中分离出来的异构体混合物相

同。 

 

4.结论 

两种物质是一样的： 

1. 从碾碎的花朵和叶子里用水：乙醇（1:10）萃提而得到的菊花、瓜菊薄层、菊科植物油； 

 2. 异构体茉酮菊素 I 和茉酮菊素 II 的反应物，与该物质的生产方法无关。 

 如果上面的物质仅用于植物保护和杀虫产品，它们都被认为根据 REACH 法规（第 15 款）注册了。 

                                                                                                    

6.8   苯酚、 异丙基、磷酸盐 

苯酚、异丙基、磷酸盐（3:1） 是 UVCB, 异丙基实体的可变性不能详细说明。 

  

1.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IUPAC 名称和其他国际化学名称 苯酚、 异丙基, 磷酸盐 （3:1） 
其他名称 苯酚、异丙基、磷酸盐  

苯酚, 异丙基、磷酸盐  （3:1） （根据丙烯与苯酚 1:1 分子比）

EC 号                         
EC 名称                      
EC 说明 

273-066-3 
苯酚, 异丙基 磷酸盐 （3:1） 
  / 

CAS 号                       
CAS 名称 

68937-41-7 
苯酚,异丙基, 磷酸盐 （3:1） 

         

 

2.   成分资料――主要组分 

主要组分  
IUPAC 名称 CAS 号 EC 号 分子式 

希尔方法

典型浓度 
（%w/w） 

浓度范围 
（%w/w）

苯酚, 异丙基,             
 磷酸盐 （3:1） 

68937-41-7 273-066-3 未说明   

 
主要组分 
EC 名称 EC 说明 
苯酚，异丙基， 磷酸盐 （3:1） / 
CAS 名称 CAS 号 



苯酚 ，异丙基，磷酸盐 （3:1）   68937-41-7 

                                                                                                   

6.9 季铵化合物 

一家公司正在合成下面的纯化学物质： 

纯化学物质 A 

季铵化合物, di-C10-18-羟基二甲基, 氯化物  

EC 号            294-392-2  

CAS 号          91721-91-4  

 

碳链长度分布 

      C10            10%  

      C11            5.5%  

      C12            12%  

      C13            7.5%  

      C14            18%  

      C15            8%  

      C16            24%  

      C17            7%  

      C18            8%  

 

纯化学物质 B  

季铵化合物，烷基二甲基，氯化物  

EC 号           263-087-6  

CAS 号          61789-77-3  

该公司尚不知道这种物质的精确成份。 

 

纯化学物质 C  

溴化十二烷基二甲铵  

 

纯化学物质 D  



双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  

 

纯化学物质 E  

物质 E 是溴化十二烷基二甲铵和双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的反应物 （物质 C 和物质 D 的反应物） 。 

 

纯化学物质 F  

季铵化合物, di-C14-18-烷基二甲铵, 氯化物 

EC 号            268-072-8  

CAS 号           68002-59-5  

碳链长度分布： 

       C14             20%  

       C15              10%  

       C16             40%  

       C17              10%  

       C18             20%  

 

纯化学物质 G  

季铵化合物, di-C4-22-烷基二甲基, 氯化物  

碳链长度分布（ 单个素数表示一个双键，两个素数表示一个三键）： 

       C4              0.5%  

       C6              3.0%  

       C8              6.0%  

       C10             10.0%  

       C12             12.0%  

       C14             24.0%  

       C16             20.0%  

       C18             16.0%  

       C18'             2.0%  

       C18''             0.5%  

       C20              4.0%  

       C22              2.0%  



迄今，该公司只使用纯化学物质 B（季铵化合物二可可 烷基二甲基氯化物, EC 号 263-087-6, CAS

号 61789-77-3）来命名，因为它非常适合所有的纯化学物质（物质 A 到 G）。该公司想知道，注册一个

纯化学物质 B 是否可能包括所有的纯化学物质（物质 A 到 G）。 

 

1.    概述  

来自脂肪和油类的烃类（链烷烃，烯烃）或合成替代品通过它们的碳链分布或来源（烷基描述符）、

官能团（功能性描述符）如铵和阴/阳离子（盐描述符）如氯化物来识别。链长分布，例如，C8-18 指的

是:： 

――饱和 

――线性（无支链） 

――所有的碳数目包括（C ,  C ,   C ,   C ,….,  C ）    

                      8    9   10    11    18  

 

而窄分布不包括更宽的分布，反之亦然。 

否则，应该用以下方式表示： 

―――不饱和（C16 不饱和） 

―――有支链（C10 有支链） 

―――偶数编号（C12—C18 偶数编号） 

 

根据来源描述的碳链必需包含来源里出现的分布，例如：动物脂烷基胺： 

动物脂烷基胺的 99%主要是线性链烷基胺，碳链分布如下（Ullmann, 1985）〔一个素数表示一个双键，

两个素数表示一个三键〕。 

      C12              1%  

      C14             3%  

      C14'             1%  

      C15             0.5%  

      C16             29%  

      C16'            3%  

      C17              1%  

      C18             23%  

      C18'            37%  



      C18''            1.5%  

 

2.  为了注册如何识别纯化学该物质？ 

下面把每种纯化学物质与纯化学物质 B（迄今被用作物质名）进行比较，以便决定两个物质能否被

看作是相同的纯化学物质。 

 

纯化学物质 A 和 B 的比较 

下面是物质 B 的“coco”链长分布（Ullmann,  1985） 〔一个素数表示一个双键，两个素数表示一

个三键〕。 

      C6              0.5%  

      C8               8%  

      C10             7%  

      C12             50%  

      C14              18%  

      C16              8%  

      C18              1.5%  

      C18'            6%  

      C18''            1%  

因此，纯化学物质 A 的链长分布偏离了纯化学物质 B 的“coco ”碳链长度分布。由于两种纯化学

物质的性质和数量成份差别极大，所以不能被视为相同的纯化学物质。 

 

纯化学物质 B 和 C 的比较 

物质 B“季铵化合物，二可可烷基二甲基,氯化物”描述的是由碳链长度不同（C6 到 C18 偶数编

号, 线性, 饱和与不饱和）的组分构成的混合物，而纯化学物质 C 只描述一种具有确定并饱和的链长

（C12）且含有不同阴离子（溴化物）的组分。因此，纯化学物质 C 不能视作与纯化学物质 B 相同。 

                                                                                                    

纯化学物质 B 和 D 的比较 

纯化学物质 B“季铵化合物，二可可 烷基二甲基,氯化物”描述的是由碳链长度不同（C6 到 C18 偶

数编号,   线性, 饱和与不饱和）的组分构成的混合物， 而纯化学物质 D 只描述一种具有确定并饱和

的链长（C12）以及相同阴离子（氯化物）的组分。 纯化学物质 B 和纯化学物质 D 具有不同的名称，

不能被视作相同的物质， 因为，含有确定组份的混合物不包括单一组分， 反之亦然。 



 

纯化学物质 B 和 E 的比较 

纯化学物质 B 是纯化学物质 C 和 D 的混合物。两种都含有 C12 的饱和链长但是阴离子不同（溴化

物与氯化物）。纯化学物质 B“季铵化合物，二可可 烷基二甲基,氯化物”描述的是由碳链长度不同（C6 

到 C18 偶数包含, 线性, 饱和与不饱和）并且以氯化物为阴离子的组份构成的混合物， 而物质 E 只描

述含有额外阴离子溴化物的 C12 碳链长度。因此，纯化学物质 B 和纯化学物质 E 不能视作相同。因此，

必需对物质 E 单独注册。 

 

纯化学物质 B 和 F 的比较 

纯化学物质 F“季铵化合物，di-C14-18- 烷基二甲基铵,氯化物”是由碳链长度不同（C14 到 C18 奇

数、偶数编号,   线性, 饱）的组成份构成的混合物，纯化学物质 F 与物质 B 的成分不同且碳链分布的

范围不同，纯化学物质 F 的碳链长度分布狭窄，此外还有 C15-和 C17-碳链。因此，纯化学物质 B 和物

质 F 不能视作相同。 

 

纯化学物质 B 和 G 的比较 

纯化学物质 B 和 G 似乎很相似，因为碳链分布的范围几乎相同。然而。物质 G 还有 C4,C20 和 C22

的碳链长度。纯化学物质 G 的碳链长度分布比物质 B 更宽。因此， 物质 B 和 G 不能视作相同。 

 

3.结论： 

烃类（烷基烃，烯烃）只能在三种描述符（烷基、功能性和盐）相同时被看作是相同的物质。在上

面所给的范例中，描述符总是相互不同，所以，物质 B 的注册不能包括所有这些物质。 

6.10  石油物质 

使用 4.3.3.2 章的 UVCB 特殊物质指南，其中有两个范例。 

6.10.1   汽油调合流 （C4 -C12 ）  

1.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Name 名称 

IUPAC 名或其他国际化学名称     石脑油（石油），催化重整 

 



Source 来源 

流来源的识别或说明       原油 

 

加工方法 

炼制工艺说明        催化重整工艺 

碳范围          C4-C12 

沸点范围或断流        30℃ 到 220℃ 

其他物理性能,例如，黏性      在 40℃ （黏性）的条件下，低于 7 mm/s 

EC 号          273-271-8  

CAS 号          68955-35-1  

EC 名称/CAS 名称       石脑油（石油）, 催化重整  

EC 说明/CAS 说明 对催化重整工艺的产品进行蒸馏而生产出来的复杂的烃化合物。由碳数目范围主要

在 C4-C12、沸点范围大约在 30?C 到 220?C  （90°F  

到 430°F）的烃类构成。包括相当大比例的芳香支

链烃。该调合流可能含有 10 vol-%或更多的苯。 

 

2.      成分资料 

已知的主要组分  

IUPAC 名称   CAS 号   EC 号   浓度范围 （%w/w）  

苯  71-43-2   200-753-7  1-10  

甲苯    108-88-3   203-625-9  20-25  

二甲苯    1330-20-7  215-535-7  15-20  

                                                                                                    

6.10.2   柴油（石油） 

1.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IUPAC 名称或其他国际化学名称                    粗柴油（石油）；重质常压 

 

来源 

流来源的识别或说明                                原油 

 



加工工艺 

炼油工艺介绍                            常压蒸馏 

碳范围                                  C7 - C35 

沸点范围或断流                          121℃到 510℃ 

其他物理性能,例如， 黏度                 在 40?C （黏度） 为 20 mm /s  

EC 号                                  272-184-2  

CAS 号                                 68783-08-4  

EC 名称/CAS 名称                       柴油（石油），重质常压  

EC 说明/CAS 说明                       通过蒸馏原油获得的复杂的烃类化合物。由碳数目主要在

C5 到 C35 范围内、沸点大约在 121?C 到 510?C （250°F

到 950°F） 的烃类构成。 

 

2.  化学成分  

无可用资料。 

 

6.11    酶类  

使用 4.3.2.3 章 UVCB 特殊物质指南，其中有两个酶浓缩物的范例：枯草杆菌蛋白酶（用 IUBMB

术语＋其他组分表示）和-淀粉脢（用 IUBMB 术语＋生产有机体表示）。 

6.11.1 枯草杆菌蛋白酶  

酶类蛋白质      枯草杆菌蛋白酶 

IUBMB 号      3.4.21.62  

IUBMB 给出的名称    枯草杆菌蛋白酶;  

系统名, 酶名称, 同义名） 碱性内切蛋白酶; 碱性内切蛋白酶 0.6L; 碱性内切蛋白酶 2.5L; 

ALK-酶; 杆菌肽酶 A bacillo peptidase A;   bacillopeptidase B 杆菌

肽 酶 B;           

杆 状 菌 ； 枯 草 碱 性 蛋 白 酶           

bioprase AL15;bioprase APL30;  colistinase;           

（也见注释） ; 枯草杆菌蛋白酶  J; 枯草杆菌蛋白酶  S41;           



枯草杆菌蛋白酶 Sendai;枯草杆菌蛋白酶 GX; 枯草杆菌蛋白酶 E; 

等等  

IUBMB 所给的注释             枯草杆菌蛋白酶是一种丝氨酸肽链内切酶，是肽酶族 S8 的典型范例。

它不含有巯基丙氨酸残渣（虽然在同源酶里发现了这些残渣）。种类

变体包括枯草杆菌蛋白酶 BPN’（还有枯草杆菌蛋白酶 B、枯草杆菌

肽酶 B、枯草杆菌肽酶 C、枯草菌蛋白酶，枯草菌蛋白酶、枯草杆

菌蛋白酶 Novo、细菌蛋白酶 Novo）和枯草杆菌蛋白酶 Carlsberg （枯

草 杆 菌 蛋 白 酶 A, 枯 草 杆 菌 肽 酶           

A,    碱性内切蛋白酶    Novo）。  以前 EC3.4.4.16 和包括在

EC3.4.21.14里的类似酶类是用各种各样的杆状菌和枯草杆菌菌株和

其他杆状菌种类〔1,3〕生产的。  

反应                         具有广阔的特异性的蛋白质类水解得到缩氨酸键；优先选择 P1 里的

无电荷残渣。水解缩氨酸氨基化合物。    

反应类型                      水解酶；用作缩氨酸键（肽酶）；肽链内切酶 

EC 号                       232-752-2  

EC 名称       枯草杆菌蛋白酶 Subtilisin  

CAS 号       9014-01-1  

CAS 名称      枯草杆菌蛋白酶  

酶类蛋白质的浓度    26%  

 

其他组份 

其他蛋白质，缩氨酸和氨基酸      39%  

碳水化合物      11%  

脂质       1%  

无机盐       23%  

 

附加参数 

被酶作用物和产品                蛋白质或寡缩氨酸，水缩氨酸 



                                                                          

6.11.2 α-淀粉脢 

酶类蛋白质       -淀粉脢 

IUBMB 号        3.2.1.1  

IUBMB 给出的名称 1,4-α-D-葡聚糖水解酶;  

（系统名、酶的名称和同义名）     肝淀粉酵素 

α－淀粉脢  

内淀粉脢 

Taka-淀粉脢 A   

IUBMB 的注释 以随意方式作用于淀粉、糖原质和有关的多糖及低聚糖；

还原团在 α-构型里是自由的。术语 α’与自由糖团释放的初

始异构化构型相联系但是与水解的链接构型无关。 

反应                                   在含有三种或更多的 1,4-链接 D－葡萄糖单位的多糖里发

生 1,4--D-糖链接的内水解作用。                  

反应类型        水解酶 

糖苷酶 

糖 苷 酶 即 酶 类 水 解 0- 和 S- 糖 基 化 合 物           

例如，酶类水解的 O-和 S-糖基化合物。 

EC 号                                    232-565-6  

EC 名称                                  淀粉脢, α  

CAS 号                                   9000-90-2  

有关的 CAS 号 9001-95-0, 9036-05-9, 9077-78-5, 135319-50-5,           

106009-10-3, 70356-39-7, 144133-13-1           

（全部删除）  

CAS 名称                                淀粉脢，α-  

酶类蛋白质的浓度                         37%  

其他成分  

其他蛋白质类, 缩氨酸和氨基酸              30%  

碳水化合物类                              19%  

无机盐类                                  14%  



附加参数  

被酶作用物和产品                           淀粉; 糖原质; 水;  

                                           多糖; 低聚糖;  

 

 

7   IUCLID 5 物质介绍  

本节阐述在 IUCLID5 里如何根据化学组分、其他标识符来介绍不同类型的物质――单组分物质，

混合物和 UVCB 纯化学物质。 

8.1   总则 

在 IUCLID5 里， 有三个重要部分与一个物质的识别相联系： 

化学物质目录”下的EC化学物质目录 17 18； 

“化学物质目录”下的“参照物质”； 

“化学物质”数据集的 1.1 和 1.2 节。 

 

                                                        
17  
18 现在执行的只是 EC 化学物质目录。 在以后阶段，其他化学物质目录如 TSCA 会被添加到这一节里。 



 
 

7.1.1   化学物质目录 

化学物质目录一节包括主要由欧洲委员会/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集中管理并提供的 EC 化学物质目录

（解释见 3.3 章），和参照物质目录，后者是地方性目录，由用户自己安装管理和更新。 

当选择 EC 化学物质目录的图标时，用户可以搜索并显示化学物质目录的数据（如 EC 号、CAS 号、

EC 名称, 等等）。该信息为只读形式。 

参考物质图标让用户进入化学组分的地方性目录，他将把该组分用于识别他生产的物质，也就是说

包括杂质和添加剂。 

换句话说，在参考物质目录里集中建立并维护物质的生产原料。参考物质目录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物

质，可以再使用。 

 

范例 

如果一种物质由 91%的 1,2－二甲苯和 5%的杂质 1,3－二甲苯构成，两种成份 1,2-二甲苯和 1,3-二

甲苯都需要在参考物质目录里详细说明。接下来在目录里储存和维护所填写的信息。万一相同组分以不



同的百分比出现在另一种物质里，它们已经出现在地方性目录里，所以能够很容易地再使用其信息。 

下面各图是 IUCLID5 里的参考物质一节，它们被分开在不同的图里，但是在 IUCLID 里这是在一个

屏幕上。 

 

参考物质——第一部分  

 

图“参考物质――第一部分”包括： 

     ——参考物质名称 

          该名称能够自由选择（在本例 95-47-6 / 1,2-二甲苯） 

——EC 化学物质目录 

到只读的 EC 化学物质目录的链接，包括像 EC 号之类的固定信息。 

     ——无可以使用的 EC 信息。 

     详细列出不能获得任何 EC 化学物质目录信息的原因（理由）（如：不适用，尚未注册）的 pick-up 

清单。 

参考物质――第二部分   



 

“参考物质――第二部分”的图包括： 

——CAS 信息 （CAS 号和 CAS 名称）, 包括有关的 CAS 信息。  

通常，与 EC 号有关的 CAS 号应该给出。如存在不止一个 CAS 号（例如， 删除的 CAS 号或

为符合不同立法体系的要求来介绍物质所用的同一种物质的 CAS 号），把其他的 CAS 号作为

有关的 CAS 号。 

——IUPAC 名称;  

要注意应该在 “IUPAC 名称”栏用英语给出的物质化学名称。该栏目也可以用于 UVCB 纯化

学物质，它们是通过来源和加工工艺来介绍的； 

——附加信息描述栏 

任何与物质介绍相关的附加信息都应该在此栏给出，例如，UVCB 纯化学物质或矿物质的信

息。 

——同义名 

其他语言的 IUPAC 名称也可以在此给出。 

 

参考物质――第三部分 



 

“参考物质――第三部分”的图包括： 

——分子式 

——分子式应该按照希尔方法列出。 

——分子量，包括范围； 

——SMILES 符号 

——InChIBI 代码 

——作为图的结构式 

7.1.2   化学物质数据集（IUCLID1.1, 1.2,.1.3,和 1.4 节） 

IUCLID5 的数据集包括一种物质的所有资料，如端点研究记录，分类与标签和包括物质成份的化

学物质鉴定的信息。在第 11 节对数据进行分组。 

通过“物质”图标可以对物质数据集进行添加、搜索、查看和更新。 

在“物质”数据集里，1.1 和 1.2 节给出了物质识别和成分的详细资料。 

物质识别――第一部分 



 
1.1 节（物质识别）包括： 

——参考物质 

应该在此创建到与物质有关的参考物质的链接。 

    该物质据此命名。 

——物质类型 

可以从弹出列表中选择物质类型，例如，单组分物质。 

——商品名 

    可以在此列出所有内部和外部公司名称。 

1.2 节（物质成分）包括对该物质成分的介绍，包括到作为原料的相关参考物质的链接。此处列出

制造物质的全部组分（如主要组分， 杂质）和添加剂。8.2 节给出了怎样填写 IUCLID5 的 1.2 节的范

例和详细指南。 

1.3 节（标识符）包含从 IT 角度识别物质的信息，例如，用户可以把他正在使用的标识符指定用于

另一个 IT 系统如安全数据表系统里的相同物质。这改进了 IUCLID5 和其他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它不

是本 TGD（技术指导文献）里介绍的物质识别的一部分。 

1.3 节也介绍了存储不同管理项目分配的识别号（如 REACH 注册号）的可能性。该信息也不是技

术指导文献（TGD）里介绍的物质识别的一部分。 



物质识别――第二部分 

 
1.4 节（分析信息）包含物质 19的分析信息，包括旋光性信息。 

7.2   如何填写 IUCLID5 的范例 

8.2.1 章里给出了一个如何在 IUCLID5 里填写单组分物质的例子；8.2.2 章有一个填写多组分物质的

例子；在 8.2.3 章有一个填写根据化学成份和其他标识符来确定的物质的范例；8.3.4 章有 UVCB 纯化学

物质填写的范例。 

7.2.1    单组分物质 

范例：单组分物质 

名称：1,2-二甲苯  

主要成分     典型含量   低含量   高含量  

% （w/w）    % （w/w）   % （w/w）  

1,2-二甲苯     91     88    93  

杂质 

1,3-二甲苯     5     2    7  

1,4-二甲苯     2     0.5    3  

水       2                   0.5    3  

                                                        
19在 IUCLID5 第二版测试之后本节可能会重写。 



1.1 节给出了物质的名称。根据本技术指导文献，该物质是名为“1,2－二甲苯”的单组分物质。在

IUCLID5 里，这意谓着该物质的数据集应该链接到 1.1 节的参考物质 1,2-二甲苯上。 

 

1.2 章详细说明了物质的成分： 

——纯度 

对单组分物质而言，应该在此给出主要组份（通常≥ 80%）的纯度（下限和上限）。 

——组份 

此处给出了单组分物质的化学标识符（EC 号和 EC 名称， CAS 号和 CAS 名称）。到参考物质的

链接详细介绍了化学特性 。 

    “备注”栏用于任何信息。在偏离 80%原则的情况下，应该在此说明正当理由（见 4.2.2 章）。 

                                                                                                    

 

 

——杂质  

浓度≥1%（或高于任何浓度低限，若与物质的分类相关的话）杂质应该至少用一个化学标识符（EC   

号和 EC 名称，  CAS 号和 CAS 名称，IUPAC 名称）来列入。化学特性由到参考物质的链接来确定。



每一种杂质的浓度（典型浓度和范围）应该用% （w/w）表示。 

若已经知道，则要列出为列入杂质的数目和总浓度以便总浓度之和达到 100%。 

——添加剂 

    应该根据化学标识符（EC 号、EC 名称、CAS 号和 CAS 名称，IUPAC 名称）对所有出现的添加剂

详细说明。用到参考物质的链接来说明化学物质的特性。应该用%（W/W）给出每种添加剂的浓度（典

型浓度和浓度范围）。 

7.2.2  多组分物质 

范例：多组分物质 

名称                                       1,4-二甲苯, 1,2-二甲苯和 1,3-二甲苯 的反应物  

主要成分            典型含量              下限含量                  上限含量 

                   % （w/w）                   % （w/w）                   % （w/w）  

1,4-二甲苯          35                        30                        40  

1,2-二甲苯          30                        25                        35  

1,3-二甲苯          25                        20                        30  

杂质  

水                10                          5                         12  

根据本技术指南文献，该物质是含有三种主要组分的多组分物质，名称为“1,4－二甲苯, 1,2－二甲

苯和 1,3－二甲苯的反应物”。水是无法与该物质进一步分离的残余溶剂，所以应该被看作是杂质而不是

主要成分。 

在 IUCLID5 中，这意谓着该物质的数据集应该链接到参考物质“1,4－二甲苯, 1,2－二甲苯和 1,3

－二甲苯的反应物”上（见 1.1 节）。 

 



 

1.2 章阐述了每一种组分、添加剂和杂质的化学特性、典型浓度和浓度范围。 化学特性通过链接到

参考物质来介绍。 

7.2.3  用化学成分和其他标识符来确定的物质 

在一些情况下，其他主要标识符对赋予该物质独特的标识是必不可少的（见 4.2.4 章）。该类型每种

物质的这些附加参数是不同的。但是，附加参数对物质的识别至关重要。例如，把必要成分的结果与光

谱数据结合起来识别矿物成份和晶体结构非常重要，然后用典型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来确认（也见 7.3 章

里的范例）。 

物理－化学性能，如： 

——晶体结构（象 X 射线衍射所揭示的那样） 

——形状 

——硬度 

——溶胀性 

——密度 

——表面积 

——等等。 

      

范例：通过化学成分和其他标识符来确定的物质 

可以赋于特殊的矿物质特殊的附加主标识符，因为矿物质具有典型的物理－化学性能，它使得对物

质的识别得以完成。例如： 

      ——云母的硬度很低 

     ——脱土的溶胀性 



     ——硅藻土的形状（光学显微镜） 

——重晶石的密度很高 

     ——表面积（氮吸附） 

这类信息应该在参考物质的说明栏给出，数据集链接到（IUCLD5 的 1.1 节）。 

 
 

7.2.4   UVCB 物质  

UVCB 纯化学物质要么不能用组分的 IUPAC 名称唯一地阐述，因为不是所有的组份都能被识别，

要么可以笼统地阐述，但是由于每个确切成分的可变性而缺少特异性。UVCB 纯化学物质的主标识符与

物质的来源和所用的加工方法有关系。由于组份和杂质之间缺少区别，术语“主要组分”和“杂质”不

可以用于 UVCB 纯化学物质。 

然而，应该尽可能地给出该组份已知的化学组成分和特性。可以经常用更加一般的方法介绍成份，

例如，“线性脂肪酸 C8－C16”和“含有醇 C10－C14 的脂肪醇乙氧基化物和 4－10 乙氧基化物单位”。 

为了阐述一个 UVCB 纯化学物质，所介绍的相同体系适用于单组分和多组分物质。可以用参考物

质以及已知的组份来阐述该物质本身。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把物质定义为参考物质时，UVCB 的（化学）名称应该列在“IUPAC 栏”（虽然

UVCB 纯化学物质很少有一个“正统的”IUPAC 名称）。“说明”栏应该用于附加信息（例如，反应条

件）。 

 

范例：UVCB 纯化学物质 

名称      蒸馏物（煤）， 高温，不纯苯馏份 

说明 通过蒸馏范围在 30°C 到 180°C   （86°F 到 356°F）的高温煤的分馏作用，得到该蒸馏物。

主要由含有二硫化碳、环戊二烯和一些硫化氢的 C4－C6 脂肪烃和芳香烃构成。 



 

就物质数据集而言，所介绍的同样适用于单组分和多组分物质。数据集被链接到参考物质上，在

1.1 节里详细介绍该物质。 

 

用所介绍的适合于单组分和多组分物质的参考物质来定义已知的组份。 

7.3  分析信息的报告 

在 1.4 章里报告了分析信息。本章有两部分： 

――分析信息 

――分析结果 



 

本子部与 REACH（附件六）的要求直接联系： 

分析信息：          

――分析方法：此栏介绍分析方法（REACH, 附件六, 2.3.7）。有可能包括附录文件的长文本。 

――旋光性：如果（立体）异构体的旋光性和典型比率方面的信息既适用且合适，则在此栏介绍。

（REACH, 附录六, 2.2.2）。 

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栏旨在让用户有可能提供与分析结果有关的识别信息并附上如色谱之类的项目。可以在此

提供光谱数据（REACH, 附录六,2.3.5）或提供色谱数据（REACH, 附录六,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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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lmer 等人 （1998）：EINECS 的编纂：化学物质、杂质和混合物的介绍和定义。Tox Env Chem Vol. 

65, p. 113-122.。 

Weininger   （1988）： SIMLES, 化学术语和信息系统 1：方法和编码原则简介。J. Chem. Inf. Comput. 

Sci.; 1988; 28（1）; 31-36。 

http://www.epa.gov/opptintr/newchems/mixtures.txt
http://www.epa.gov/opptintr/newchems/rxnprods.txt
http://www.epa.gov/opptintr/newchems/alkyl-rg.txt
http://www.epa.gov/opptintr/newchems/uvcb.txt


                                                                                                    

附录一 指导方法 

本附录包括包括网站、数据库和手册清单，它们可以用来查找合适的 IUPAC，CAS 和 EC 名称，CAS 和 EC

号， 分子式和结构式，包括 SMILES 符号和物质识别必需的其他参数。不包括商业数据库和指导方法。 

概述 

物

质  

识

别  

参

数 

来源 来源说明 

通

用 

http://sis.nlm.nih.gov/chemical.html 一组数据库和工具，帮助用户搜索化学物质信

息 

 http://chemfinder.cambridgesoft.com/ 免费数据库，提供化学品结构、物理性能的查

询以及到其他信息的超链接 

 http://www.accelrys.com/accord/productlisting.html 化学软件，根据字母表顺序提供产品清单 

 http://www.syrres.com/esc/free_demos.htm 免费在线搜索下面的数据库：环境结果数据，

KOW（在线 Log P） ; PHYSPROP（物理性能）

        

名称和其他标识符 

物质识别

参数 

来源 来源说明 

IUPAC 名

称 

http://www.iupac.org 

或更具体： 

           

http://www.iupac.org/publications/books/seriestitle          

s/nomenclature.html#inorganic （无机物）  

http://www.iupac.org/publications/books/seriestitle  

s/nomenclature.html （通用 l）                 

IUPAC 官方网站 

http://www.iupac.org/
http://www.iupac.org/publications/books/seriestitle


 http://www.chem.qmul.ac.uk/iupac （IUPAC 授权下的）IUPAC 化

学物质术语和建议 

 有机化学术语（蓝皮书）， Pergamon, 1979 [ISBN 

0-08022-3699] 出版, 

主要 IUPAC 术语：预期 2006

更新.。 

 IUPAC 有机化学术语指南，（1993 建议书），（对蓝皮书的

补充）    布莱克威尔科学出版社 ,   1993 [ISBN 

0-63203-4882]。 

主要的 IUPAC 术语汇编预期

2006 更新 

 无机化学术语，（ 1990 建议书） 布莱克威尔科学出版社

1990 [ISBN 0-63202-4941]。 

主要的 IUPAC 术语  （红皮书）

出版物,  预期 2005 年 7 月更

新。 

生物化学术语和相关的文献（白皮书）波特兰出版社,1992 

[ISBN 1-85578-005-4]  

IUPAC 主要术语出版物 IUPAC 名

称 

化学品命名法则：IUPAC 建议指南。 

布莱克威尔科学出版社 

介绍卷包含所用类型的化合物

 

IUPAC 名

称 

http://www.acdlabs.com/products/name_lab 商业计算机化命名程序; 非常

有助于给适度复杂的结构命

名；也可以获得小分子的免费

软 件 （ IUPAC

推荐） 

 http://www.acdlabs.com/iupac/nomenclature IUPAC 有 机 化 学 术 语

（IUPAC 推荐） 

 http://www.acdlabs.com/iupac/nomenclature/93/r93_671.htm 被批准的琐细和半系统的根名

有机化合物的完整清单； 

 http://www.chemexper.com/ 化学目录的目标是在互联网上

创立一个通用并可以自由进入

的化学物质数据库。该数据库

包含化学物质的物理性能。 

人人都可以有网页浏览器

来提交和取回化学物质信息。

IUBMB http://www.chem.qmul.ac.uk/iubmb/或 IUBMB 生物化学术语数据库



术语 http://www.chem.qmw.ac.uk/iubmbe （IUBMB 授权） 

http://www.colour-index.org 颜色索引类属名称，国际颜色

索引在线第四版 

其他名称 

http://pharmacos.eudra.org/F3/cosmetic/cosm_inci_index.htm INCI （国际化妆品成份术语

Nomenclature Cosmetic 

Ingredients） ,  INCI 官方网

站 ； 

其他标识

符 

http://www.cenorm.be CE 规范, 欧洲官方的 CE 地址

EC-号 http://ecb.jrc.it/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官方网站：

ESIS: 在  EINECS, ELINCS 

NLP 和 67/548/EEC 的附录以

上搜索, 

http://www.cas.org CAS 注册服务的官方网站  CAS 号 

http://www.chemistry.org 美国化学品协会官方网站    

 

分子式和结构图 

物质      

识别参数 

来源 来源说明 

通用   

http://cactus.nci.nih.gov/services/translate/ 免费的 SMILES 发生器 SMILES 

http://www.daylight.com/smiles/f_smiles.html Facts 和免费的 

分子量和

SMILES 

http://www.acdlabs.com/download/chemsk.html ACDChemsketch, 免费软件 （也可

以购买） 

几个物理

－化学参

数 

http://www.epa.gov/opptintr/exposure/docs/episuite.htm The EPI 评估程序界面） SuiteTM

是以 Windows（R）为基础的一组物

理/化学性能和环境结果评价模型，

由 EPA 的污染预防有毒物质司和锡

拉库扎研究公司（SRC）开发。 

       



 

附录二        每种物质识别参数技术指南 

本附录的信息适用于对术语的技术原则、各种注册号的使用和分子与结构信息的符号规则以及光谱

数据等不是很熟悉的 TGD 用户。 

它对主要原理和指南进行了概述，向用户概括介绍完整信息的原始来源。 

对专业用户来说，概述是简化了的文本，既不完整、不彻底也不十分地详细。决不能把它看作与官

方来源等价。 

1    IUPAC 里的名称或其他国际术语 

为了注册，应该给出该物质的 IUPAC 英文名称或另一个国际认可、定义明确的名称。 

IUPAC 名称是以国际性组织 IUPAC 即纯化学和应用化学国际联盟确定的国际标准的化学术语为基

础。（可参考附录一）。IUPAC 术语是给有机和无机化学物质命名的系统方法。在 IUPAC 术语中，词头、

词尾和词中都表示该物质里官能团的类型和位置。 

penta-1,3-dien-1-ol, 在本例中：  

                          词头是 penta -1,3- ； 

                          词中是 -di ；  

                          词尾是 -ol  

                          en- 是名称的基础，即根名。  

这套规则经过若干年才开发出来，而且在不断地变化以应对分子多样性的新成份以及已经识别出的

可能抵触与混淆。IUPAC 确定的规则只能用于准确定义的物质。 

下面给出有关 IUPAC 名称结构的某些一般性指南。详细支持请使用 TGD 正文第四章的指南。 

1.1    有机物质 

第一步，识别 长的连续碳原子链里 C 原子的数目；这个数目决定根名的词头即第一部分。 

                              碳原子数目                   根  

                               1                          meth-  

                               2                           eth-  

                               3                          prop-  

                               4                           but-  

                               5                          pent-  

                               6                          hex-  



                        7                          hept-  

                               8                           oct-  

                               N                            ….  

第二步，确定链的饱和性；链饱和性确定根名的词尾即第二部分： 

                               饱和性         键             后缀  

                               不饱和的      双键             -ene  

                                             三键             -yn  

                               饱和的          -              -ane  

在有多个双键或三键的情况下，键的数目用“单”、“二”、“三”等标注在词尾之前。 

含有 2 个双键的戊烯：戊二烯 

第三步，把词头、词尾和根名的添加部分合并在一起。 

注：就根名而言,   也可以使用 IUPAC 认可的琐细的半系统名称。 

苯, 甲苯,等等. 

第四步：使用下表：  

识别替代品和/或官能团：被附到 1 下识别出的碳原子链上的碳族和非碳族； 

确定替代品和/或官能团的优先顺序； 

按照优先顺序，添加第一个和任何后来的替代品和/或官能团的词尾。 

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添加其他替代品和官能团的词头。      

优先顺序        族               Formula          词尾            词头 

 1             羟基酸            R-COOH        -oic acid          碳基 

 2             酯                R-CO-O-R       -oate              -  

 3             氨基化合物        R-CONH2       -amide          氨基甲酰 

4             氰化物            R-CN            -nitrile          Cyano  

5             乙醛              R-CHO           -al              Oxo  

6             酮                R-CO-R          -one             含氧 

 7             醇                R-OH            -ol            羟基氢氧基  

 8             硫醇              R-SH            -thiol            磺胺基 

 9             胺                R-NH2           -amine           氨基 

 

1.2    无机物  

1.2.1 简单无机物的命名  



无机物的命名有一套规则（IUPAC 红皮书，参见 7.1），下面列出了其中 基本的规则： 

1 单一原子阴离子用-ide 词尾命名：Single atom anions are named with an -ide suffix:  

                            O2-  是氧化物 

 

2 简单的离子化合物用阳离子后接阴离子命名；电荷>1 的阳离子的电荷用罗马数字写在紧接元素

名的括号里。 

                            Cu2+ （II） 是铜。 

 

3   氢氧化物用离子化合物后接数字词头和- 氢氧化物的形式命名。数字词头有 mono-（单，一）, 

di-（二）,   tri-（三），tetra-（四）, penta-,（五）hexa-（六）, hepta-（七）, octa-（八）, nona-（九）, 

deca-（十）： 

五水硫酸铜 

                                           

注：一种特殊金属盐在氢氧化物和可适用之处的无水形式被认为是“相同物质”。 

 

 4        无机分子化合物在每种元素的前面加一个词头（见水合物）来命名。带更多负电荷的元

素用-ide 的词尾写在 后。 

CO2 二氧化碳 ；CCl4 四氯化碳 

 

5        酸根据酸溶解于水后形成的阴离子来命名。有几种可能性： 

          a        当酸溶于水时，如果酸游离进入名为“x”-ide 的阴离子，那么该酸被命名为氢

-“x”-ic 酸: 

                   氢氯酸：形成氯化物阴离子 

                             

          b        当酸溶于水时，如果酸游离进入名为“x”-ate 的阴离子，那么该酸被命名为

x”-ic 酸。 

氯酸在水中游离进入氯酸盐阴离子 

                                                                                                    

          c         当酸溶于水时，如果酸游离进入名为“x”-ite 的阴离子，那么该酸被命名为 

“x”-ous 酸： 

亚氯酸分离进入亚氯盐阴离子 



1.2.2 矿物相的命名 

复杂的矿物相一般含有三种或以上元素。含有的大多数元素与氧化合，为了简化识别，复杂的化合

物通常被矿物学家认为是氧化物的聚集，性质上，其中一些呈碱性，另一些呈酸性。例如，在硅酸盐里，

习惯把它们要么表示为一些氧化物的总和，要么表示为硅酸的盐类，或硅铝酸。据此，原硅铝酸钙可以

表示为 2CaO.SiO2，是分离氧化物的化合，或表示为 Ca2SiO4，或为原硅酸的钙盐 H4  SiO4。                  

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复杂的矿物氧化物――用在每种氧化物前加个词头的方法来给它们命名。（例如：   

Ca3SiO5  = 硅酸三钙 =   3CaO.SiO2 ）。在一些工业部门，为了缩写化合物分子式，进行了进一步的

简化。例如，在硅酸盐水泥熟料 2CaO.SiO2 的例子里，（原硅酸铝钙或硅酸二钙） 被缩减为 C2S，其中

C=CaO，S=SiO2。 在 给复杂的矿物相命名或鉴定时建议参考标准矿物或行业资料。 

  

1.3 天然产品和相关成份 

对天然产品而言，IUPAC 已经研究出系统命名的几个规则。简而言之，它的意思是对从天然来源

萃提的物质来说，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可以根据萃取物质的有机物的族、种属或物种来命名： 

对一种假想蛋白质 Hypothecalia Examplare 来说， 

名称是以 hypothecalia 和/或 

Examplare 为基础的, 例如 Horse Examplare 

若可能，名称应该反映出该天然产品已知或可能的分布； 若合适，等级或顺序也可用作一些相关

族里出现的物质的命名基础。未知结构的天然产品命名不该含有有机物术语里使用的任何词头、词尾和

/或词中。 

Horse examplare 的浓缩产品, 添加到 N-端的 Valarine 

                            许多天然物质属于准确定义的结构等级，每一种都具有一套密切相连的父结构的

特性，也就是说，每种都来自一个基础结构。这些天然物质及其衍生物的系统命名都以合适的基本父结构为基础。 

已知的父结构有生物碱类，类固醇，三萜和维生素类。 

                           一个基本的父结构应该反映那一级里大多数物质通用的基本基干。天然物质或衍

生物按照父结构命名，添加表示下述含义的词头、词尾或词中： 

——修改基干结构；  

——代替基干原子； 

——父结构名称暗示的加氢作用状态的变化； 

——替代父结构的氢原子的原子和团； 

——父结构名称未暗示的、或暗示改变了的构型 

硫铵氯化铵也被称为维生素 B1。 



要获得天然物质和相关物质相同命名的更加详细的信息， 应该与 IUPAC 联系（见附录 1）。 

 

1.4  不可能获得的 IUPAC 名称 

如果不可能为某些确定物质获得 IUPAC 名称，可以使用专门用于这些物质的其他国际认可的术语。

诸如： 

    ——矿物和矿石；矿物名称 

    ——石油物质 

    ——颜色索引类属名 3； 

    ——油添加剂 

    ——INCI （国际化妆品原料命名） 4;  

    ——SDA （肥皂和清洁剂协会） 名称 for surfactants 5;  

    ——Etcetera.  

 

2   其他名称  

包含一种物质在欧盟销售的所有语言的全部相关名称和/或公用标识符（即商品名）对根据 REACH

框架进行注册都是有益的。 

3. http://www.colour-index.org, Colour Index International, Fourth Edition Online  

4. http://dg3.eudra.org/F3/inci/index.htm, Official INCI website  

5. http://www.cleaning101.com, official website of SDA  

 

3   来自 ENIECS, ELINCS 或 NLP 的 EC 编号（EC 化学物质目录） 

EC 编号，即 EINECS, ELINCS 或 NLP 编号，是该物质在欧盟内正式编号。从正式出版的 EINECS,  

ELINCS 或  NLP 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正式出版物中可以查到 EC 编号。 

EC 编号由 7 个数组成，形式为 x1 x2 x3-x4 x 5x6–x7。第一个数由该物质所属的清单确定。                   

                            清单                           EC 编号的第一个数字  

                            EINECS                         2 或 3  

                            ELINCS                         4  

                            NLP                            5  

                                                                                                    

4   CAS 名称和 CAS 编号  

美国化学文摘社（CAS）是美国化学协会（ACS）的一个部门。它给录入 CAS 注册数据库的每种



化学品分配了一个 CAS 名称和 CAS 编号。CAS 的科学家给独特的物质按顺序分配名称和编号。在美

国化学文摘社注册的每种物质根据 CAS 术语都有一个名称， 该术语在 ACS 术语委员会推荐后被 ACS

采纳（参见附录一）。 

4.1 CAS 名称  

CAS 名称是美国化学文摘社给出的， 与 IUPAC 名称不同。CAS 术语建立在一套有限的标准上，

该标准不足以赋予每种物质一个名称。因此，一般来说，建议与美国化学文摘社联系以获得正确的 CAS

名称。 

简而言之，基本的命名规则是： 

选择化学物质的主要部分作为主名或父名；替代品被列在主名或父名之后，这被称为颠倒的顺序。

当出现更多的替代物时，按字母顺序列出（包括词头）：   

o-Xylen-3-ol 是苯, 1,2-二甲基, 3-羟基 

4.2  CAS 号  

CAS 号可以从美国化学文摘社获得。 

CAS 号 少由五位数字组成，分为三部分，用连字符分开。第二部分总是由 2 个数字构成，第三

部分有一个数字。 

N i ......N4N3 – N2N1 - R  

要校验 CAS 号，可以使用“检查综合”。根据检查总和，CAS 号必需正确。 

插图 

 

4.3    物质在 CAS 中的注册  

CAS 注册社向以下类型的化学物质分配 CAS 号： 

——单组分物质的表示方法为： 

——分子结构完全确定的那些物质（即，所有的原子和连接原子的化学键都已知道）。也要考虑不

同位的同分异构体， 立体化学异构体和盐的形式。 

—— 明显地暗示物质化学成分的名称； 

——盐或浓缩产品的特殊比率； 

——天然矿物质； 

——特殊的合金、离子、同位素和元素颗粒； 

——复杂物质， 诸如： 

——化学改良的生物材料； 

——复杂反应产品； 



——工业加工流； 

对CAS注册而言， 必需使用从 www.cas.org下载一份特殊的表格。 

 

——按照表格的规定， 按照一般的优先顺序提供以下信息： 

——定义明确的化合物： 

——化学结构图； 

——系统化学名称； 

——通用名； 

——分子式； 

 

——复杂反应产品： 

——列出反应物和反应性质； 

——反应图解； 

——该产品的典型成分； 

     

——植物和动物产品： 

来源的种属/种类以及其他明确的通用名； 

萃取方法； 

化学深加工方法介绍； 

 

——工业加工产品： 

——原料和制备方法； 

——介绍工艺和物质分离点的示意图； 

——工艺介绍； 

催化裂化， 被脱蜡 

——（烷基）碳范围： 

从 C4 至 C12 

——物理性能： 

沸腾范围，黏性， 固体， 起渣 

——主要化学成分； 

   ——来源 

http://www.cas.org/


Petroleum, coal 石油， 煤 

——生物技术产品 

                                                                                            

——序列数据 

        ——生物来源信息，包括种属/物种； 

        ——酶的活性 

 

5     其他识别代码 

也可以给出其他国际认可的身份代码，诸如： 

    ——UN 号;  

    ——颜色索引号;  

    ——染色号;  

    ——等等。  

 

6      分子式， 结构式和 SMILES 

6.1    分子式 

分子式用化学符号来识别每一种元素， 并且确定在物质的一个离散分子里发现的原子数目。分子

式应该用（传统的）希尔方法表示，此外，根据 CAS 体系的规定，在 CAS 体系与希尔体系规则不同时，

应该给出 CAS 分子式。 

运用希尔方法要遵循下面的步骤： 

1.             识别元素并列出化学符号； 

2.             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元素； 

         a.    含有碳的物质： 

               按照下面的顺序，用化学符号表示每种元素； 

               （1） 碳 

               （2） 氢 

               （3） 其他元素按字母表顺序排列 

戊烷: C5H12 

戊烯: C5H10 

戊醇: C5H12O 

         b.    不含碳的物质 



              每种元素按字母表顺序给出： 

氢氯酸: ClH 

3.  原子数大于 1 的每种元素，在化学符号下方标出原子数目； 

4.  在分子式的末尾添加与主结构无关的信息，用圆点或逗号隔开； 

 

安息香酸钠是 C7H6O2,钠盐 

二水硫酸铜是 CuO4S.2H2O 

在希尔方法不适用于特殊物质的情况下，要用不同的方法给出分子式， 例如，用一个实验式， 简

单描述原子和可利用原子的比率或用美国化学文摘社的分子式（见 TGD 的第四章）。 

 

6.2  结构图 

结构式用来清楚显示物质内分子的排列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结构式应该表示原子、离子或基的位

置以及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键的性质。这也包括异构性，即反式/顺式、 手性、对映结构体等。结构式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示：用分子式形式和/或结构图的形式。 

用分子式形式的结构式： 

         1.按照出现的顺序明白地写出所有元素团： 

                          正戊烷: CH3CH2CH2CH2CH3  

         2.  用括弧表示每种替代物质，直接写在与之相连的原子之后； 

                          2-甲基丁烷: CH3CH（CH2）CH2CH3  

         3.  在双键或三键的情况下，把它们表示在受影响的元素团之间； 

                          pent-1-ene: CH2=CHCH2CH2CH3  

——用结构图形式表示的结构式： 

对一个结构图来说，元素和元素之间的键用 2D 或 3D 图清楚显示，有若干种方法： 

         1.     显示所有非碳元素以及附着到非碳元素上的氢； 

         2.     按名称显示所有元素； 

                                                                                                    

         3.     把碳和氢显示为团（例如 CH3）， 所有非碳元素和没有耦合到碳上的氢； 

 

6.3 SMILES 符号 

SMILES 是简化分子输入线性条目规范 的首字母缩写（Weininger, 1988）。它是一个用一串线性符

号表示分子结构的化学符号体系。按照标准的 SMILES，分子名称与其结构是同义的：它间接显示分子



结构二维图。由于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绘出二维化学结构，每个分子都有几个正确的 SMILES 符号。

SMILES 的基本原理是表现分子的化合价模型， 因此，它不适合介绍无法用化合价模型表示的分子。 

SMILES 符号由原子和数字构成，原子用元素符号、键和表示分枝的圆括号指定，数字表示循环结

构。SMILES 符号把分子结构表示为具有可任意选择的手性标志的图表。只用键和原子形式描述结构的

SMILES 符号被称为普通 SMILES；用同位素和手性要求表示的 SMILES 符号被称为同质异构 SMILES。 

简单地说，SMILES 符号有若干个基本规则： 

1.     原子用原子符号表示；  

2.     除氢之外的每个原子都单独阐述； 

a. “有机子集”里的元素 B,  C,  N,  O,  P,  S,  F,  Cl,  Br 和  I，只要 H 的数目与和外在键一致

的 低正常化合价相符合，都不写在括弧里且都没有附加氢。 

                    “有机子集”里的元素        “ 低的正常化合价” 

                          B                                 3  

                          C                                 4  

                          N                                 3 和 5  

                          O                                 2  

                          P                                 3 和 5  

                          S                                 2, 4 和 6  

                          F                                 1  

                          Cl                                1  

                          Br                                1  

                          I                                 1  

         b.    只要 H 数目与 低的正常化合价不一致，则 “有机子集”里的元素用括弧表示：  

铵阳离子是 NH4+ 

         c.   “有机子集”之外的元素用括弧与显示的任何附加氢一起表示； 

3.   脂肪族原子用大写字母表示，芳香族原子用小写字母表示； 

苯是 c1ccccc1，而环己烷是 C1CCCCC1 

4.              氢只包括在下面的物质里：  

         a.     带电荷的氢，即一个质子〔＋H〕；  

         b.     与其他氢连接的氢，即分子氢[H][H]；  

         c.     与不止一个其他原子连接的氢，例如，桥接氢； 

         d.     同位素氢规范，例如氘（[2H]）；  



         e.     如果氢与一个手性原子连接； 

5、.四种基本键表示如下：  

                                键的类型            SMILES 符号  

                                单                   - （无需显示）  

                                双                   =  

                                三                   #  

                                芳香                小写字母  

6.  替代物质用括号表示，紧接在与它们连接的原子之后； 

                           2-甲基丁烷是 CC（C）CC  

         a      替代物质总是紧接在相关原子之后显示，不能跟在一个双键或三键符号之后； 

                           戊酸是 CCCCC（=O）O  

         b.     允许替代物质内的替代：  

2－（1－甲基乙基）丁烷是 CC（C（C）C）CC  

7.   对循环结构来说，使用数字 1－9 来表示循环起始和终结原子。 

         a.      每个环使用同一个数字来表示初始和终结的原子；初始和终结原子必须相互连接； 

         b.      数字紧接者表示初始和终结位置的原子； 

         c.      一个初始或终结原子可以与两个连续数字相连系；  

 

 

8.    分离的化合物是被指定为用圆点（“.”）分开的单独结构或离子；用圆点（“.”）分开的相邻

原子不直接相互耦合，例如，Van der Waals 耦合： 

氢氯氨基丙烷是 C=CC（N）.HCl 



9.   同质异构的构型用斜线"\" 和"/"表示。这些符号表示两个同质异构键之间的相对方向（顺式  

=”/  \”,  反式 =  “/  /”）。 

SMILES 运用局部手性，这意味着必需完整地指定手性： 

顺式－1,2-二溴乙烯是 Br/C=C\Br 

反式－1,2-二溴乙烯是 Br/C=C/Br 

10.  用@符号指定对映结构体或手性。符号“@”表示手性原子后面的原子逆时针列出，如果使

用了符号“@@”，则原子被顺时针列出。手性原子和“@”用括弧表示： 

具有规定手性的 2-氯-2-hydroxypropanoic acid 是 C[C@]（Cl）（O）C（=O）（O） 。 

特定手性 2-氯-2-乳酸 

是 C[C@]（Cl）（O）C（=O）（O） 

11.     在原子符号前加上一个等于相应整数原子质量的数字， 以此表示同位素规格。原子质量

只能在括弧里标明。 

                           碳-13  是[13C]， 氧-18 是 [18O]  

为了确定 SMILES 符号， 可以使用几个工具（SMILES 发生器）（见附录一）。 

 

7   旋光性信息 

旋光性是不对称物质围绕平面偏振光旋转的能力。这类物质以及它们的镜像被称为对映结构体并具

有一个或更多的手性中心。虽然几何排列不同，对映结构体拥有同样的化学和物理性能。由于每种类型

的对映结构体对偏振光的影响不同， 旋光性可以用来鉴定何种对映结构体存在于样本里，因此也鉴定

物质的纯度。旋转幅度是分子的内在特性。 

对映结构体总是具有相反的旋转方向：它们使光偏振到同样的范围，但是方向相反。因此，对映结

构体混合物的旋光性表示两个对映结构体之间的比率。对映结构体 50-50 的混合物的旋光性为零。 

所观察到的旋转依赖于浓度，取样管的长度，温度和光源的波长。所以，旋光性是鉴定不对称物质

的定义参数；而且是区分物质和其镜像的唯一参数。因此，若可以适用，要给出物质的旋光性。旋光性

标准被称为特殊旋转。特殊旋转被定义为波长在 5896 埃、轨长 1dm 和样本浓度为 1 g/ml 时所观察到的

光的旋转。特殊旋转是所观察到的旋转除以轨长（dm）乘以浓度（g/ml）。 

旋光性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 通用的是： 

——光旋转，用此法测量通过样本的一束光的偏振平面的旋转； 

——循环分色性，此方法测量样本左右偏振光的吸收。 

如果该物质绕着光向右转（顺时钟），就被称为右旋性物质并用+标记， 如果围绕光向左旋转（逆



时针）， 就被称为左旋性物质，并用－标记。 

                                                                                                    

8  分子量和分子量范围 

分子量是用原子质量单位（amu）或摩尔质量（g/mol）表示的物质分子的重量。分子量可以根据物

质的分子式来计算：它是构成该分子的各原子的原子量总和。对诸如确定的蛋白质类或未明确定义的反

应混合物的分子来说，由于它们的单个分子量无法确定，则可以给出分子量范围。 

可以用几种方法来确定物质的分子量： 

要确定气态物质的分子量， 可以使用阿伏伽德罗定律，即在温度和压力一定的情况下，任何给定

量的气体都含有特定量的气体分子。 

     PV  =  nRT     =  NkT  

     n =摩尔数 

     R =通用气体常数 = 8.3145 J/mol K  

     N =分子数 

     k =波尔兹曼常数= 1.38066 x 10-23 J/K = 8.617385 x 10-5 eV/K  

     k = R/NA  

     NA = 阿伏伽德罗数= 6.0221 x 1023 /mol  

——就液态和固态物质来说，确定它们对熔点、沸点、蒸汽压力或每种溶剂的渗透压力的影响就可

以确定分子量。 

——质谱是一种精确度非常高的测量方法； 

——分子量很高的复杂物质如蛋白质类或滤过性微生物的分子来说， 可以通过测量，比如， 超速

离心机里的沉降速度来确定或用光散射测光法来确定。 

——有几种可用工具能够根据物质的结构图或分子式计算分子量（见附录一）。 

     

9  物质成份 

就每种物质而言，作为主要组份化合的物质组分、添加剂和杂质要根据 TGD 文本第四章介绍的标

准来报告。 

每种组份、添加剂或杂质需要用下列方法来适当识别： 

——名称（IUPAC 名称或其他国际认可的名称）； 

——CAS 号 （若可以获得）；  

——EC 号 （若可以获得）。 



对每种组份、添加剂或杂质来说，要给出百分比（更适宜用重量或体积百分比），可能的话，给出

商业物质的范围；就组份而言，应该给出典型商业批量的具有上下限的典型百分比纯度； 对添加剂和

杂质来说，应该给出典型百分比或上下限。 通常地，所给出的值累加起来要达到 100%。 

 

10   光谱数据 

需要光谱数据来确定所给的单组分物质或确定反应物质不是配制物质。几种方法可以用于光谱（紫

外线光谱法、红外线光谱法、核磁共振光谱法或质谱法）。不是所用的方法都适合于所有的物质，在可

能之处，TGD 会给出适合于不同物质类型的光谱（ECB, 2004; ECB, 2005）。对几种众所周知的方法而

言，下面的信息应该标注在光谱上或附录里： 

可见紫外光谱（UV－VIS）： 

     ——物质身份； 

     ——溶剂和浓度； 

     ——范围； 

     ——主峰值位置（和 ε值） 

     ——Effect of acid; 酸的作用 

     ——Effect of alkali. 碱的作用 

 

红外光谱学（IR）光谱： 

     ——物质的识别； 

     ——介质； 

     ——范围； 

     ——结果（表示主峰值对物质识别例如指纹面积的解释很重要）。 

 

核磁共振光谱学（NMR）光谱： 

     ——物质身份； 

     ——原子核和频率； 

     ——溶剂； 

     ——若合适，内部或外部参考资料  

     ——结果（表示信号对物质识别很重要并表示对应于溶剂和杂质的信号） 

     ——应该提供 1H NMR 光谱的综合曲线图。 

     ——弱 NMR 峰值的强度应该垂直增加，复杂模式应该扩展。 



 

质谱（MS）光谱： 

     ——物质身份； 

     ——加速电压； 

     ——装填方法（通过 GC 等直接插入）； 

     ——电离方式（电子冲击、化学电离、场解析，等） 

     ——分子离子（M）； 

     ——物质识别的重要片断； 

     ——对物质结构识别很重要的 M/z 值或峰值的分配； 

     ——复杂模式应该扩展； 

如果光谱资料将会确定物质的识别，例如， 内部结构， 那么其他国际认可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包

括鉴定复杂的氧化矿物成份的 XRD 和分析其化学组分的 XRF。为了清楚地理解和/或解释光谱，需要

下面的常用必备条件： 

    ——把重要的波长或其他数据记为适当； 

    ——提供额外的信息，例如，初始材料的光谱； 

    ——按上面所示给出所用溶剂和/或其他的必要细节； 

    ——提供数值范围适当标记的清楚复印件（而不是原件）； 

    ——提供所用的物质浓度信息； 

    ——确保与物质有关的 强峰值接近全数值范围标记。 

 

11 高效液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在物质类型合适时，需要提供色谱来确定其成分。例如，一个合适的色谱会确定杂质、添加剂和反

应混合物的组份的存在。混合物的分离和识别的两个 好的已知方法是气相色谱法（GC）和高效液相

色谱法（HPLC）。 

对 GC/HPLC 色谱来说，下面的信息应该表示在色谱上或在附录里（ECB, 2004; ECB, 2005）。 

——HPLC 高效液相色谱法 

                ——物质身份， 

                ——柱状性能， 诸如直径、包装、长度 

                ——温度，若使用也包括温度范围 

                ——移动相成分，若使用也包括范围； 

                ——物质的浓度范围； 



                ——目测方法， 例如 UV-VIS； 

                ——结果（表示峰值对物质识别很重要） 

——GC 气相色谱法 

                ——物质身份； 

                ——柱状物性能，例如直径， 包装， 长度； 

                ——温度，若使用也包括温度范围 

                ——注射温度 

                ——载气和载气压力； 

                ——物质的浓度范围； 

                ——目测方法， 例如，MS 

                ——峰值识别 

                ——结果（表示峰值对物质识别很重要）。 

 

12  分析方法介绍 

REACH 的附录四要求注册者介绍分析方法和/或提供识别物质所用方法以及，若合适，识别杂质和

添加剂所用方法的参考文献目录。该信息足以允许复制这些方法。 



 

法律声明 

 

本指南文件为 REACH 法规的指南文件，解释了 REACH 法规中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的

方式。然而，需指出的是 REACH 法规法律文本是唯一可信的法律依据，本指南文件中的任何

信息不构成法律建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不为本指南文件的内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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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描述了据 REACH 法规对物质性质、暴露、使用、风险管理措施(RMM)和化学安全

评估(L5A)的信息要求。它只是系列指南文件之一，该系列指南文件旨在帮助所有利益相关

方做好履行 REACH 法规义务的准备工作。这些文件包括对 REACH 法规基本程序的详细指导，

以及产业部门或主管机构应用 REACH 法规所需的具体的科学和／或技术方法。 

本指南文件在欧盟委员会各总司领导下的 REACH 法规实施方案(RIPs)内起草并讨论，该

方案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各成员国、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本指南文件可以从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网站(http://echa.europa.eu／REACH 法规—en.html)获得。更多的指南文件将会在

起草完成或更新后在该网站发布。 

本指南文件与2006年12月18日的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REACH法规(EC)N01907／2006

相关联
1)
。  

                                                        
1) 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ACH 法规），建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修改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第 1999/45/EC/号指令，并废止第 793/93(EEC)号法令和第 1488/94(EC)号欧盟委员会法规以及第

76/769/EEC、93/67/EEC 和 2000/21/EC 号欧盟委员会指令的第 1907/2006(EC)号法令（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指

令 199/45/EC）(OJ L396,30.12.2006)的勘误表；为 2007 年 11 月 15 日第 1354／2007(EC)号理事会法规所修

订，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加入(OJ L 304，22．11．2007，p．1)，该法规对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REACH 法规)的第 1907/2006(EC)号法规进行了调整。 



 

 

A 部分  指南文件绪论 

 

A.1.1 本部分的目的 

本部分旨在介绍如何对制造量或进口量为每年 10t或 10t以上的物质进行化学安全评估

（CSA）并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SR)(参见第A.1 章)
1)
。本部分包括作为化学安全报告(CSR)

一部分的化学安全评估(CSA)的主要内容和预期结果的概述。本部分还包括在进行CSA的迭代

过程就成本有效性做出决定的全部方法和本指南中不同要素的寻找方法。 

第 A.2 章解释了如何理解化学安全评估(CSA)所需的关键事实。第 A.3 章概述了供应链

内与化学安全评估(CSA)相关的信息传递和任务。第 A.4 章更详细地描述了在何种情况下

REACH 法规的一行为方需要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 

A.1.2 什么是化学安全评估(CSA) 

A.1.2.1 化学安全评估(CSA)过程概述 

REACH 法规基于以下原则：工业界应对物质的制造、进口或使用，或者以不会对人体健

康以及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途径将此物质投放市场。所以化学安全评估(CSA)是开展以下工

作的工具： 

 评估物质的固有危害，包括危险分类、更深入的危险特性描述，还包括可能情况下

无效水平的推导(对人体健康的推导无效水平 DNELs 和对环境的预期无效水平   

PNECs)，以及对 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有关的特性的评估。需要时，这

还包括新信息的生成。 

如果物质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评估为具有PBT特性或者vPvB
2）
特性，则： 

 评估贯穿该物质生命周期中由于制造和使用而产生的排放/对人或环境的暴露。评

估包括生成关于该物质用途、使用条件和排放/暴露的详实信息。 

 描述这种排放/暴露所带来风险的特性。 

 终确定并文件化控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风险所需的制造和使用条件。这包括操作

条件(OC)以及风险管理措施(RMM)。在 REACH 法规中这全套的信息被称作暴露场景

（ES）。 

    评估的目的并非是确定是否存在风险，而是确定并描述控制风险的各项条件。当估计的

暴露水平不超过预期无效水平(DNEL 或者 PNEC)时，就可以认为风险是受到控制的。对于那

些不能确定这种无效水平的物质，风险特性描述由避免不利影响可能性的半定量或者定性评

估组成。更明确的说，对于符合 PBT 和 vPvB 标准的物质，只有当通过实施暴露场景(ES)使

排放和暴露 小化时，方可以得出风险是被控制的结论。此外，对于物理—化学危害的可能

性以及由于这些性质触发事件的严重性必须是可以忽略的(REACH 法规的附件 I 的第 6 节)。

在本指南的其余部分，这些要求将以“风险的控制”和“已控制的风险”来引用。 

    风险的控制包括操作条件，例如使用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在一次活动中物质的总量或浓

度，或者加工温度等。还包括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RMM)，例如：局部排气通风，佩戴特种

手套，采用通用的或特殊的废水和废气处理方式。 

   在 REACH 法规附件 I 中对 CSA 规定的要求，对于如何取得结果给出了很高的灵活度，这

些结果取决于关于物质物性的现成可用的信息，危害评估的结果，物质的分类和标记，以及

暴露估计等。制造商或进口商(M/1)应确定 有效果和 有效率的方法和途径来控制风险并

                                                        
1) 根据附件VI第 6 点，关于每年量值在 1~10t之间的物质所要求的与使用和暴露相关信息的收集和评估不

包括在本指南中。 
2） 高持久性，高生物累计性。 



予以证明。 

   CSA

                                                       

旨在传递如下输出： 

 对该物质可能存在的任何危险的评估。这包括：i)评价和整合现成可用的信息；

ii)该物质的分类和标记以及关于该物质是否可判定为 PBT 物质／vPvB 物质的 

         结论；iii)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的阈限水平的推导。 

 只要评估表明该物质符合分类标准或者符合 PBT 物质或者 vPvB 物质标准，就需 

要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控制由于该物质的制造和使用所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要

确定暴露场景(ES)。 

 执行评估的实体，自行将相关数据，判断意见，论证理由，以及在化学安全报告

(CSR)中的结论文件化以存档。存档文件还包括送交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注册卷宗

(或者授权申请)中的化学安全报告(CSR)。 

 当暴露场景(ES)建立以后，正在进行评估的公司必须在其自己的场所执行使用条

件以控制风险。该公司还应告知其直接用户以及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下的下游用户

(DU)这些使用条件(也就是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RMM))以确保控制风险。为此

目的，来自化学安全报告(CSR)中的相关信息被编辑到一个或者多个暴露场景(ES)

中作为扩展的安全数据单(eSDS)的附件。 

图 A．1—1给出了化学安全评估(CSA)中各个不同要素的概览。 

A．1．2．2  现成可用信息的收集和评定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第一步就是收集并评价所有现成可用的信息。包括关于物质的内

在特性，制造和使用，随后的生命周期的阶段，相关的排放和暴露的信息。 

   信息的收集将构成化学安全评估(CSA)所有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例如靶向危害评估，而且

需要时，信息收集也可以成为暴露评估的基础。 

   在 REACH 法规中，对于物质内在特性的生成过程是基于以下 4 个步骤的： 

 第 1 步：收集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现成可用信息，并与其他公司(在可能的范围内)

共享这个信息(<<数据共享指南>>)。 

 第 2 步：将附件Ⅶ到附件 X 中规定的标准物质内在特性信息要求与附件Ⅺ中推导 

出来的标准要求选项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确定所需信息。需要注意的是，考虑

到关于制造、使用和暴露的信息，这会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有些情况下，为

了证明无需某些标准信息（基于延迟的暴露等），也会要求进行暴露评估。同样的，

使用和暴露信息会触发更进一步的信息生成（暴露触发的试验等）。 

 第 3 步：通过将现成可用信息与所需信息进行比较确定数据缺口。 

 第 4 步：生成新数据和/或提议试验方案。 

就此而言，化学安全评估（CSA）不仅是一个建立暴露场景（ES）以及证明风险得到控

制的方法，而且还是一个支持从物质现成可用信息的收集（第 1 步）到建立所需数据及生成

所需数据（第 4 步）的评价过程。 

A.1.2.3 危险评估 

危害评估要使用上述 4 个步骤中生成的信息。在危害评估过程中，人们会发觉需要关

于物质内在特性的进一步信息（迭代过程）。危害评估包括下列评价任务： 

 根据 67/548
1)
指令的原则对物质进行分类（与物质的内在危险特性相关）。 

 对物质的物理化学危险进行进一步评价。 

 评价物质主要在哪个环境隔间中终止其寿命(例如：取决于物质在空气、水体、沉

 
1) 当前在欧盟，危险物质和配制品必须分别按 67/548/EEC指令和 1999/45/EC指令进行分类和标记。应该注

意的是，这些指令将被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记和包装，在欧盟内实施化学品分类与标记的全球协调

系统（GHS）的欧盟法规所废止并取代。在REACH法规实施项目 3.6 下正在制定对该法规的指南。 
（[[Link=Guidance on Classificatiohn, Labelling and Packaging#file=ghs_en]]） 



积物和生物区中的降解性和分布行为)。 

 评价物质是如何移动的(例如：挥发性、水溶性，或者粉尘度)，并且取决于其用

途，评价有哪些暴露途径，哪些暴露途径需要予以考虑等。 

 从现成可用的试验结果以及关于各种终点的其他适当信息推导出对人体健康的

DNEL 值和对环境的 PNEC 值；考虑到可预见的暴露途径和人口。如不能推导出 DNEL

值时，则应对潜在的危险或危险做出定性或者半定量的特性描述。 

 确定物质可否应视为(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如果被

认定为 vPvB 物质，则应进行排放特性描述(包括排放的量化数据以及可

能暴露途径的确定)。如果，该物质基于所有现成可用信息和所有内在特

性所需的信息，没有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不被认为是 PBT 物质／vPvB 物

质，那么化学安全评估(CSA)就由此停止(见图 A.1-1)。所有结果将被记

录在化学安全报告(CSR)的第 1 章~第 8 章。 

 

图 A.1-1 CSA 过程概览 

A.1.2.4  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述 
    暴露评估应涵盖与危害评估中确认的与危险相关的任何暴露。 

    只要物质在任何一个终点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为 PBT 物质或 vPvB 物质)，则必须进

行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述(根据 REACH 法规附件 1 的第 5步和第 6 步)。这包括根据实际的

或者预计的使用条件对预期的暴露的评估。通过将风险与危害评估的结果比较，这些暴露水

平将用来描述风险特征。 

   正如上述所述，这种对控制风险的使用条件的描述是一个暴露场景（ES）的核心部分。

一个暴露场景(ES)包括操作条件(OC)以及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如果制造商或者进口

商未能在他的暴露场景(ES)中描述用于在某些用途下控制物质风险的相关的和实际的措施，

就不能在其暴露场景(ES)中涵盖该项用途，或者他必须明确地在安全数据单中建议不要使用

该用途。暴露场景(ES)的建立可能包括下列对话：i)在物质制造商和下游用户(DU)之间的对



话，以及 ii)在下游用户(DU)和在化学品供应链上更进一步下游用户(DU)之间的对话(参见

图 A.3-1 和图 A.3-2)。 

   暴露评估的第 1 步通常是描述一种或者多种初始暴露场景，说明该物质当前是如何在供

应链上使用的。 

   暴露评估的第 2 步是在这个初始暴露场景所描述的使用条件下，对不同的暴露途径进行

暴露估计。这包括诸如对在工作场所或者住宅中室内物质浓度，对使用物品时皮肤接触的物

质总量，以及对河道中物质沉积的浓度的估计。暴露估计可以从模型或者测得的数据推导出

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预期的暴露情况与(初始)暴露场景(ES)中所规定的操作条件及风险管

理措施(RMM)响应是非常关键的。 

   暴露评估需要涵盖物质的制造和所有确定的用途，而且必须考虑到作为制造和确定的用

途结果的全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暴露评估需要涵盖所有相关的人体和环境的暴露途径以

及所有人口。 

   对于可能推导出无效水平(DNEL 或者 PNEC)的物质，风险特性描述必须做出估计暴露水平

不超过这些无效水平的结论。然而，很多情况下风险特性描述需要基于其他途径： 

 对那些人体健康影响和环境范围内无法测得 DNEL 或者 PNEC 的情况，风险特性描述

则应包括看来能够避免不利影响的半定量或者定性评估。 

 对那些符合 PBT 和 vPvB 标准的物质(见 REACH 法规附件 XIII)，当排放和暴露被暴

露场景(ES)的实施 小化时，则可以认为风险是被控制的。 

 另外，对与物理—化学危险的评估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些性质而发生事件

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可以忽略。 

在本指南的下面部分，这些要求将会被称为“风险控制”和“控制的风险”。 

当下列情况发生时，化学安全评估(CSA)可以被终结并记录于化学安全报告(CRS)中，相

关的暴露场景(ESs)信息可以沿供应链向下传递： 

 化学安全评估(CSA)证明所有暴露场景(ES)的风险都得到控制。 

 当所有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所需信息已经生成，或者已经描述了相应的试验议案。 

    否则，需进一步的迭代以精化化学安全评估(CSA)。 

A.1.2.5  基于精化评估进行决策(迭代过程) 

与满足物质内在特性要求相关的问题 

制造商和进口商有义务按照附件Ⅶ和附件Ⅺ中规定的标准信息要求，系统化地准备他们

的注册卷宗。这可以通过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试验议案或者通过适当的对放弃的论证来完

成(见图 A.1-1 中的信息迭代部分)。 

与表明风险控制相关的问题 

当风险特性描述(适用于危险物质)表明风险未被控制时，通过将更多或者其他信息加入

到评估中(见图 A.1-1)，有 3 个主要的选项可以用来迭代评估： 

 通过获得更多数据，其中可能包括试验议案，来精化危害评估。 

 通过确保暴露估计的真实性并反应初始暴露场景中规定的使用条件来精化暴露评

估。模型或者监控数据可以用于此目的； 

或者 

 精化制造或使用条件，例如通过引进更加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RMM）或者改变暴

露场景(ES)的操作条件(OC)。 

这种迭代过程一直要持续到能够证明风险是受控制的。 

REACH 法规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标准信息要求主要取决于吨位。很多标准信息要求都可

以调整，忽略(放弃)，替代或者基于危险、暴露或风险考虑引发新的信息要求。此外，由于

存在测试物质的困难或者无法获得替代信息的可能性，标准试验方法也有可能被改进。 



因此，为了证明以 有效的方式控制风险，包括脊椎动物试验的 小化等，制造商/进

口商(M/I)必须做出各种决定，使用哪些信息，和/或收集哪些信息，和/或生成哪些信息。

在平衡哪项行为是精化评估的 有效途径时，必须考虑行为(包括试验、建模、测量、风险

管理、改变操作条件等)的成本和安全评估预期结果改变之间的比率。与成本和风险特性描

述相关的不确定性也必须考虑。在确定 适宜的和 有效的途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包括： 

 通过进行额外试验， 终获得更多关于物质危险的相关数据。额外试验会导致用于

推导无效水平(DNELs 或 PNECs)的评估因子的降低，并使之更加精确于推导无效水

平(DNELs 或 PNECs)的评估因子的降低，并使之更加精确。然而，额外试验数据是

否会产生更高的无效水平取决于进行附加试验所得到的毒理学数据。因此，更多试

验的成本(就动物生命和金钱而言)可以为将能获得更高无效水平的可能性所平衡。 

 如果暴露是由一个简单而保守的模型估计时，更高层次模型的使用会产生更加精确

的暴露水平估计。这会要求收集额外的数据，例如关于物质在给定过程中的使用频

率。另一个选项可以是，利用测得的关于排放水平或暴露水平的数据。基于更高层

次模型或测得数据的精化暴露估计，可能会得出较低的暴露估计，从而表明为更低

的风险。如上所述，当决定使用迭代战略时，要考虑到精化暴露评估的成本。 

 缩小使用范围或者引入额外风险控制措施会是降低排放和其导致暴露的有效途

径。此类风险管理措施(RMM)或操作条件应该与风险成比例，并且在注册者自己的

场所或者为下游用户(DU)所用时是切实可行的。引进额外的或者不同的风险管理措

施(RMM)或者更改操作条件(OC)可能是非常昂贵的，在做出决策前应该仔细就对风

险的影响进行估计。 

当考虑用不同选项来证明满足标准信息要求和／或控制风险时，人们应区分增加对风险

理解(物质的危险和暴露的危险)的方法和那些实际降低风险的方法的差别。而且，制造商和

进口商应该考虑到，投资于制造商／进口商(M／1)层面增加对物质特性的知识，可以使风险

管理措施(RMM)更目标化，对更下游用户(DU)有更好的成本—效益。这有助于避免向下游用

户(DU)推荐不切实际的昂贵的风险管理措施(RMM)。 

本指南还旨在为那些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SR)的行为方所

使用： 

 那些需要或者打算自行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并准备报告的下游用户(DU)。 

 那些物品中包含有意释放物质的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如果那些物质尚未为该用途

注册。如果这些物质在这些物品中的总量超过每年 10t，还需准备化学安全报告

(CSR)。 

 准备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作为授权申请一部分的制造商/进口

商(M/I)和/或下游用户(DU)。 

当其活动与评估、授权和限制过程下的风险控制相关时，本指南也将被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ECHA)和 EU 成员国使用作为参考文献。需要指出的是，与单个注

册者相比，他们的授权活动会有不同的目标，例如，由市场总量导致的累积暴露

评估和物质的使用模式. 

A.1.4 如何在本指南中寻找解决方法 

本指南包括两大主要部分（见图 A.1-2）：即简明指南(A~G 部分)和支持性参考指南（第

R.2 章到第 R.19 章）。 

B 部分包括关于危害分析的简明指南。它涵盖了 REACH 法规下对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要

求，包括信息收集，非试验方法，和为生成各个终点所需信息的所谓“综合试验方案”。B

部分还提供了如何描述危险特征的简明指南，包括在哪里可以推导出 DNELs 和 PNECs。B 部

分的各个章节对应的更深层的指南包含在第 R.2 章到第 R.10 章的相应部分。这包括： 



 

 

图 A.1-2 指南文件结构图 

 第R.8 章中对DNELs的推导(或其他对物质潜在特性的半定量或者定性分析)以

及与相关人体健康终点的综合试验方案相应的各个章节(第R.7.2 节到第

R.7.7 节)。第R.7 章中的各节还包括如何为物质的分类和标记推导信息。当然，

另外有专门针对分类与标记的指南。参见 67/548 指令
1）
的附件Ⅵ。 

 第R.10 章中对PNEC的推导，以及与相关环境终点的综合试验方案相应的各个

章节(第R.7.8 节到第R.7．10 节)则阐述了如何为物质的分类和标记推导信息。

在R．7 的这些部分同样包含了如何得到对分类与标记合适的信息的方法。当

然，另外有专门针对分类与标记的指南，参见 67/548 指令2）的附件VI。在

第 7c章的第 7.13 节中包含对金属和碳氢化合物的详细评估方法的指南。 

 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要求(第 R.2 章)，关于收集现成可用信息的指南(第

R.3 章)，信息评价(第 R.4 章)，关于基于自愿放弃的暴露和暴露触发的试验

以及对信息要求进行调整的指南(第 R.5 章)，尤其是对非试验方法中的 QSAR

和物质分组的深层指南(第 R.6 章)。 

C 部分包括如何评估一种物质是否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物质，或者是高

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vPvB)物质的简明指南。对 PBT 物质以及 vPvB 物质评估的进一步指

南参见第 R.11 章。 

D 部分详细阐述了如何建立暴露场景(ES)和相关的暴露估计。这部分包括如何鉴别物质

                                                        
1）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指令将被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记和包装，在欧盟内实施化学品分

类与标记的全球协调系统(GHS)的欧盟法规所废止并取代。在REACH法规实施项目3．6下正在制

定对该法规的指南。 

(E[Link=GuidanceonClassification，LabellingandPackaging#file=ghs—en]]) 
2） 参见以上脚注。 



在供应链上的用途，如何建立暴露场景(ES)以及基于控制风险所需的迭代 终确定它们的详

细的工作流程。D 部分提供了与暴露评估更多深入指南的链接，尤其是如何描述用途，如何

收集关于操作条件(OC)和风险管理措施(RMM)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暴露估计。这包括： 

 对确定用途的简要描述和为暴露场景(ES)给出短标题(第 R.12 章)； 

 建立暴露场景(ES)的操作条件(OC)和风险管理措施(RMM)(第 R.13 章)； 

 职业暴露估计(第 R.14 章)； 

 与用户有关的暴露估计(第 R.15 章)； 

 与环境有关的暴露估计(第 R.16 章)； 

 第 R.17 章和第 R.18 章提供了与生命周期阶段内以及随后的确定用途(来自物

品的释放以及来自生命周期中弃置阶段的释放)有关的指南。 

第 R.20 章包括法规本身未定义的，但是对理解化学安全评估(CSA)指南十分必要的术

语表。 

E 部分包括对风险特性描述的指南。在风险特性描述中，把危险和暴露的信息结合到风

险特性描述比例中或者定性风险特性描述中。这两种类型的信息都包括不确定性，这种不确

定性需进行评估以就风险估计的充分性做出决定。不确定性分析在第 R．19 章中有详细描述。

E 部分还包括对认为是无阈值物质的定性风险特性描述。 

F 部分详细描述了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SR)的格式和要求，这是把全部化学安全评估

(CSA)的结果文件化。F 部分详细描述了 REACH 法规附件 1 第 7 节规定的主标题下的各个小

节，同时对如何提交化学安全评估(CSA)的结果进行了指导，对如何使用化学安全报告(CSR)

模板也进行了解释。 

与化学安全评估(CSA)过程中各个不同要素相关的指南见图 A.1-3。 

G 部分包括对准备扩展的安全数据单(SDS)的指南。这包含暴露场景(ES)在供应链上如

何传递和如何执行的信息。在 G 部分的附录中，例证了下游用户(DU)如何根据其使用条件计

算暴露场景(ES)规模。G部分还包括一个简要附录，该附录描述了在配制商层次上，如何将

由扩展安全数据单(SDS)得到的信息加入配制品用户的指南中。 

 



A.2 化学安全评估（CSA）中的关键概念 

本章将进一步详细阐述在第 A.1 章中已经简要介绍过的化学安全评估（CSA）的基本要

素. 

A.2.1 准备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责任 

当制造或者进口物质为每年 10 t 或 10t 以上时，就要求有化学安全评估(CSA)。根据

REACH 法规第 10 条和第 14 条，评估应记录在化学安全报告(CSR)中，并作为注册卷宗的一

部分。REACH 法规附件 I 规定了评估物质和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SR)的通用规则。进行化学

安全评估(CSA)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确定在风险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的使用条件(操作条件和

风险管理措施)(参见第 A.2.5 节).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基础是关于以下方面的信息：单个注册者本身已经制造或者进口

商的量值，这些物质量是如何为注册者、下游用户(DU)和用户以物质本身、在配制品或物品

中的物质来使用的，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结果，包括弃置阶段。对

具有广泛用途或分散用途的物质而言，自愿考虑作为其他注册者制造或进口相同物质排放结

果(也就是估计的全部市场量值)的暴露是非常有用的。只要在暴露与推导无效水平之间注册

者自行投放市场的量值与推导无效水平(PNEC 或者 DNEL)之间经证明的边际值不大，并且不

能排除全部暴露的潜在风险，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这种考虑可能在注册者决定联合注

册其化学安全评估(CSA)时发生(见法规原文第 11 条第(1)款)。 

基于自愿，SIEF(物质信息交流论坛，参见《数据共享指南》)的参与者可以决定，要

求第三方来为其具有广泛用途或分散用途的物质对人体健康或环境的风险总量进行评估。如

果由于投放市场的总量而预期有风险，则各自的条款可以防止群体行为。 

A.2.2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全过程 

通常按如下顺序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图 A.2-1): 

1) 收集和生成所有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现成可用信息和所需信息. 

2) 人体健康危害评估：包括分类和推导无效水平(DNELs)的推导(或者没有迹

象表明物质的潜在危险—参见第 B.7.1 节和第 R.8 章)。 

3) 物理化学危害评估：包括分类(参见第 R.9 章)。 

4) 环境危害评估；包括分类和预期无效浓度(PNECs)的推导 R.10 章。 

5) PBT 和 vPvB 评估(参见 C 部分和第 11 章). 

当该物质危害评估结论为符合指令 67／548／EEC或者 1999／45／EC标准的危险物

质时，或者被认定为PBT物质或者vPvB物质时，那么暴露评估和继而的风险特性描

述是必须的1)
6) 暴露评估(包括暴露场景(ES)的开发和暴露评估). 

7) 风险特性描述: 

为了能够表明风险已被控制，化学安全评估(CSA)可能需要迭代。 

8) 潜在的化学安全评估(CSA)迭代. 

基于物质内在特性的现成可用信息，危害评估的结果，分类与标记和暴露估计的化学

安全评估(CSA)是弹性可变的。制造商／进口商或者下游用户(DU)必须采取 为行之有效的

方法来满足对内在特性和风险控制的信息要求，并形成文件. 

化学安全评估(CSA)开始于收集所有可用的物理化学、环境归趋、毒理学以及生态毒理

                                                        
1) 构成危险的终点必须包括进去。欧盟委员会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为所有的终点进行暴露

评估(例如，暴露评估可着眼于风险驱动的终点)，也不意味着只应对与分类或首先触发暴露评

估的PBT／vPvB特性相关的危险进行评估，因为对特定终点没有分类并不意味着那里没有危险。

后，应该指出，进一步详细明确地说明风险是技术评估的事情。欧盟委员会正为实际执行这

个问题准备提案。 
 



学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对于一个给定终点是否需要或者在其吨位阈值水平。注册者同时还

需要收集关于暴露、用途和风险管理措施(RMM)的信息。 

这包括很多方面信息，例如关于物质制造(如果是在欧盟内制造)，使用、处理和处置

的信息，或者含有这些物质的物品(也就是涵盖其全部生命周期)的信息，以及关于暴露性质

的信息也就是关于暴露途径、频率和周期的信息。考虑到已经收集的现成可用信息，注册者

才有可能确定需要生成进一步信息的起始点。基于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迭代，可能需要收

集或者生成额外信息。 

对所有每年制造或者进口 10 t 或 10 t 以上的物质，应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的第 1

步一第 4 步。在 REACH 法规下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标准信息要求主要由吨位决定。对于那些

不可能确定DNELs值和PNEC值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对环境方面的影响，化学安全评估(CSA)

必须评估那些影响可以避免的可能性。 

 

OC=操作条件，ES=暴露场景，RMM=风险管理措施，DNEL=推导无效水平，PNEC=预期无

影响浓度，PEC=预期环境浓度. 

图 A.2-1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步骤 



如果一个物质被评估为 PBT 物质或 vPvB 物质，贯穿物质全部生命周期中来自制造和确

定的用途的所有排放必须描述其特征，并应推荐可以使排放和随之而来的对人体和环境暴露

小化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和操作条件(OC)。 

REACH 法规附件Ⅶ~附件 X 中给出了调整信息需求的具体规则，相应地，单个终点所需

的标准信息需求也可以修订。所要求的标准信息集也可根据 REACH 法规附件Ⅺ的规定修订，

例如，技术上试验是不可能的，试验在科学上是非必须的，或者基于暴露考虑的等各种情形。

基于关于暴露的适当信息，可以就是否有可能放弃试验(基于暴露的豁免)，或者这是否触发

了包括基于试验的暴露的额外信息需要做出决定。 

如果，作为危害评估和PBT或vPvB评估的结果，发现一个物质符合分类为危险物质的标

准(根据指令 67／548／EEC和 1999／45／EEC)
1）
或者被认定为PBT物质／vPvB物质，则必须

进行暴露评估。暴露评估包括建立暴露场景(ES)以及相关的暴露估计(参见D部分)。如果一

个物质未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并非PBT物质／vPvB物质，则无需暴露评估，注册者在化学安

全报告(CSR)中可以直接进入危害评估和PBT／vPvB评估的文件化。当然，即使一个物质未分

类为危险物质或者PBT物质／vPvB物质，对于某些基于豁免的暴露类型，暴露评估仍然是需

要的(参见B部分和第R.5 章)，即使物质不满足危险物质的级别，分类，或特性。 

暴露评估应涵盖该物质的制造和所有确定的用途，以及作为这些确定用途结果的生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这包括物品的使用寿命，物质本身、在配制品或物品中物质的作为弃置物

的生命阶段。 

暴露场景(ES)是传递实际使用条件以确保贯穿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控制的工具(参见 D部

分)。作为暴露评估的一部分，暴露场景(ES)以迭代方式建立。 

随之而来的风险特性描述步骤(E 部分)是由初始暴露场景(以及相关的暴露估计)到

终暴露场景所需的过程。 终暴露场景基于风险控制。 

暴露场景(ES)记录了为所有已确定危险控制风险的相关操作条件和风险控制措施。相

关的信息将被传递给下游用户(DU)。其内容是：i)提供关于控制风险适当措施的实际建议；

ii)使得下游用户(DU)能够检查他们是否实际符合了化学安全评估(CSA)中定义的条件。 

在风险特性描述部分(参见 E 部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适当的无效水平与对人体和

环境的暴露估计的全部相关组合进行了比较，并且评价了物理—化学危险。如果无效水平不

能建立，则应对当实施暴露场景(ES)时物质的影响可以避免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此外，风险

特性描述还需要考虑由于通过不同暴露途径或者通过不同暴露源而产生的组合暴露引起的

风险。如果不能表明风险已受控制，则需要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进一步迭代(第 7步)。 

有不同的选项可供迭代(另见第 A.2.6 节和第 A.2.7 节)。 

 考虑到法律上对信息要求的义务，危险信息可以被修订或者生成； 

 暴露信息可以从供应链上收集到或者也可由基于自愿生成的新的暴露数据决定(例

如现场测量或者环境中的测量)或者应用更加高级的模型。 

 或者可能修订这两类信息。 

一旦表明风险已被控制， 终暴露场景中对制造和确定用途的操作条件(OC)及风险管

理措施(RMM)将被以文件形式记录到化学安全报告(CSR)中(参见 F 部分)，并且作为 SDS 的附

件传递给该物质的下游用户(DU)(参见 G 部分)。 

以下各节提供了化学安全评估(CSA)关键概念的详细阐述。 

A.2.3 危害评估 

化学安全评估(CSA)开始于危害评估。在化学安全评估(CSA)产生收集或生成的信息将

被用于分类与标记，PBT／vPvB 评估(参见 C 部分)以及推导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阈限水平和

非阈限水平。 
                                                        
1） 参见前面与将采用的GHS体系有关的脚注。 



    一般而言，信息搜集包括以下步骤（REACH 法规附件 VI，第 R.2 章）： 

 收集和共享现有信息； 

 考虑信息要求和进一步的信息需求(REACH 法规附件Ⅵ到附件Ⅺ)； 

 确定数据缺口； 

 生成新的数据/提议试验方法。 

为了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需搜集或生成不同类型的信息。此类信息可以通过不同

的途径得到，比如公司内部数据，或者与其他制造商或者进口商在物质信息交流论坛

（SIEF,REACH 法规第 29 条)中分享数据。 

应基于所有现成可用的信息，并基于根据 REACH 法规附件Ⅵ一附件Ⅺ(基于吨位和可能

的调整，参见 B 部分)所要求的信息进行危害评估。 

选择性信息可以是现成可用的或者是生成的，用来代替(动物)体内试验。这些信息包

括体内试验的结果和使用其他非试验方法(包括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结构活性关系

（SAR)，交叉参考法，物质归类法等)得到的信息。在 B 部分和第 R.7 中章分别有现成可用

的综合试验策略指南。 

在某些情况下，在特定人群和环境隔间中可以预期有 小化的或者可忽略的暴露和风

险。当此种低风险暴露情况存在时，放弃危险数据是可能的。在第 R.5 章中有现成可用的针

对这类情况的具体指南。作为暴露估计和风险特性描述的后果，额外信息是需要的，也就是

所谓的暴露触发的试验。如果在化学安全评估(CSA)中表明对人体或者环境的风险，需要收

集或者生成额外数据，以精化危险信息。在任何特定的阶段，都可以提出进一步试验的提议，

从而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建议额外动物试验前，必须考虑到选择性方法和所有其他选项的

使用。 

危险物质和危险配制品必须根据 67／548／EEC 和 1999／45／EC 指令进行分类与标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指令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欧盟关于在欧盟内实施全球协调系统(GHS)的化

学品和混合物分类与标记和包装的法规（CLP）所取代。 

 

人体健康危害评估 

 

基于现成可用信息，只要可能，必须建立推导无效水平（DNEL）。DNEL 一般表示这样一

种外部暴露程度，当低于该水平时，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是不会发生的。为推导 DNEL，

需选择对给定暴露模式（暴露途径）的主要健康影响。为了推导 DNEL，需要将该项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效应的 N（L）OAEL(或者等同的剂量描述符)值和评估中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由于 DNELs 是人口、途径和频率依赖性的，因此会有推导一个以上的 DNEL 值（参见第

R.8 章）的要求。 

对于某些不能推导出 DNELs 的影响，这既因为有无阈限影响的存在（例如，基因毒性

致癌的）也因为对一些有阈限影响的现成可用数据通常不能设定 DNEL 值（例如，致敏性、

腐蚀性的物质或者皮肤/眼睛刺激性物质）。对于这种情况，REACH 法规要求进行定性分析。

只要数据许可（参见第 B.7.1 节），对于无阈限致癌物质，应制定额外的（半）定量参考值

（DNEL,推导 小影响水平）。第 R.8 章详细讨论了剂量-反应关系或者物质潜力的其他计量

方法的推导和使用。 

在危害评估中，注册者可以选择进行定性或者定量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述，以放弃

具体的信息要求(不仅是为了人体健康)。这种做法要求，在通过化学安全评估(CSA)决定该

物质是否 终判定为危险物质或者被认定为 PBT／vPvB 物质前，在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早

期阶段搜集额外暴露数据。这是在做试验或者获得关于暴露的更好信息以为基于放弃的暴露

提供定性或定量证明之间求得平衡。关于这个问题，在第 R.5 章中有具体的指南。 



    对由于物理化学性质产生的人体健康危害评估 

化学安全品报告还应包括物质物理化学性质对人体健康危险的评估。至少应评估以下

物质物理化学性质对人体的潜在影响：爆炸性、可燃性和氧化潜能(参见 B 部分，第 R.7 章

和第 R.9 章)。 

    环境危害评估 

基于现成可用信息，环境危害评估关注于任何环境氛围(例如，水体、空气、沉积物或

者土壤)中的生态环境系统。此外，在食物链上对食肉动物的危险(二次中毒)也是需要考虑

的。由于污水处理场(STPs)的恰当功能对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对于污水处理系统中微

生物活性造成的危险也是需要评估的。只要其他危险是确定的，诸如腐败变质或者臭氧消耗

／产生的潜在危险也需要评估。(参见 REACH 法规附件 1 第 0.10 点)。 

对于具体的环境隔间，PNEC值是这样一种浓度，低于这个浓度不会发生对生态系统的

不良影响，这个浓度由关于相关环境中物种的现成毒理学数据推导而得。PNEC由毒理学终点

试验数据(LC50s，或者NOECs)利用合适的评估因子推导(参见第B.7.2 节和第R.10 章)而得。 

PBT评估 

对于 PBT 物质／vPvB 物质，为了制定 小排放的有效措施，需要确定所有排放源。潜

在的 PBT 物质／vPvB 物质将在筛选水平被鉴别，随后跟进的试验策略通过包括更多的数据

以验证筛选任务。PBT 评估在 C 部分进行介绍，同时在第 R．11 章中更详细地阐述. 

A.2.4  与建立暴露场景(ES)相关的概念  

本节详细解释了若干概念以便利 REACH 法规下的一些新概念和术语在建立暴露场景(ES)

时使用. 

A.2.4.1 用途的确定和使用条件描述 

A.2.4.1.1 确定的用途 

根据 REACH 法规，物质的“用途”系指物质的任何加工、配制、消费、储存、保管、

处置、充入容器、在容器间转移、混合，物品的生产和任何其他应用（REACH 法规第 3（24）

条）。因此，“用途”一词有广泛的意义。然而，有两个更为具体的数据，对于注册和供应链

上的信息传递是关键的： 

 注册者自用：系指注册者自身的工业用途或专业用途(REACH 法规第 3(25)条)。 

 确定的用途：系指供应链上的行为方有意使用物质本身或在配制品中的物质、或对

配制品的使用，包括其自身使用，或其直接下游用户（DU）以书面形式告知他的用

途(REACH 法规第 3(26)条). 

根据这个定义，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一项用途成为确定的用途。在供应链上的行为方: 

 有意在其生产过程中或者在其制造的产品中使用(或者实际使用)物质本身或在配

制品中的物质或者； 

 为某些用途将物质投放市场(直接或者通过分销商)或者； 

 由其直接下游用户(DU)告知的现有的或者有意的用途。 

   使一项用途为供应商所知，并不自动意味着该供应商必须为该项用途进行化学安全评估

（CSA)和／或该供应商将该项用途包括在他的注册中。供应商可以决定 

 他的现有暴露场景(ES)已经充分涵盖了新的确定用途并已向下游用户(DU)提供了

现有的暴露场景(ES)。制造商／进口商(M／I)将新的用途纳入现有化学安全报告

(CSR)第 2 节，会对其将来注册更新非常有用。 

 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并建立新的或者修订的涵盖新的确定用途的暴露场景

（ES），并且更新相应的注册文件，如果已经开始注册的话。 

 不支持一项用途。如果这个决定是基于化学安全评估(CSA)并且他不能利用现成可

用的信息表明对人体和环境风险的控制，那么就需要文件化，并且还必须包括对用



户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书面回应。建议不应使用的用途必须记录在技术卷宗的

3.7 标题下和 SDS 的第 16 标题下。 

 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上传递该项信息(如果供应商不是制造商／进口商(M／D))。 

A.2.4.1.2 关于用途的简明描述和暴露场景（ES）的短标题 

REACH 法规下的任何注册者均有义务在其注册卷宗中(REACH 法规附件Ⅵ第 3.5 节)提供

关于确定用途的简明描述。而且他必须在有新的确定用途和新的建议不应使用的用途，且该

用途的条件未涵盖在其注册卷宗的暴露场景(ES)中时，更新他的注册卷宗：这意味着对现有

暴露场景(ES)的改编或者向注册卷宗中添加新的额外暴露场景(ES)。 

当一个下游用户(DU)为了使其用途成为确定的用途而书面告知其供应商该物质用途，

那么他必须至少提供对该用途的简明描述，以启动关于用适当的使用条件控制的风险的对

话。 

如果注册者必须进行包括建立暴露场景(ES)在内的化学安全评估(CSA)， 终暴露场景

必须在化学安全报告(CSR)的相关标题下体现，而且必须纳入安全数据单(SDS)的附录中。注

册者必须给暴露场景(ES)一个合适的短标题，来总体描述为暴露场景(ES)所涵盖的物质用

途，它应该与那些在注册卷宗中给出的内容一致。 

区别暴露场景(ES)的标题和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用途描述符/“短标题”：在以下文件中它们以通用术语简要描述了一项用途：i)

注册卷宗的附件Ⅵ；ii)从下游用户(DU)到供应商对用途的确定；iii)给暴

露场景(ES)一个命名。这种简明描述必须基于在第 D.4.3 节和第 R.12 章中

阐明的用途描述符系统。短标题也将有助于把相同通用类型的暴露场景(ES)

用于具有相似危险表征的不同物质。 

 暴露场景(ES)中的使用条件(非短标题的一部分)：使用条件(也就是操作条

件和风险管理措施)应以适当详细的水平进行描述：i)进行安全评估；ii)

确保实施中风险的控制；iii)在供应链上以(下游)用户能够实施的方式传

递。 

因此，短标题旨在便利市场中物质信息的传递、透明度和追溯性，暴露场景(ES)对各

种各样用途的应用和在 REACH-IT 系统中的应用。与之相比，暴露场景(ES)中的使用条件对

供应链上行为方的 REACH 法规义务而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暴露场景(ES)标题和使用条件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必然联系。可

能有若干暴露场景(ES)都有相同的“对用途的简明描述”，因为这可能通过实施不同的风险

管理措施来控制过程风险。 

此外，不同的物质可能有相同类型的用途，这些用途可以被相同的“对用途的简明描

述”而涵盖。但是由于不同的危险属性，可能需要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同样的，同

一类的暴露场景(ES)可能涵盖不同的用途／过程，一些用途的简明描述可能被用作相同暴露

场景(ES)的命名。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暴露场景(ES)考虑更多类的标题来涵盖确定用途的若

干个简明描述。 

A.2.4.1.3  用途的描述符 

REACH 法规的法律文本并未对关于用途简明描述的形式进行定义。然而，供应链上的信

息传递和暴露场景(ES)概念的有效实施是依靠跨越欧盟市场的协调语言的。因此，用途的标

准描述符系统被开发了出来。这个系统以为注册目的嵌和到 REACH 法规注册软件(IUCLID 5)

中，而且可以预见其为在开发中的 IT 支持工具中为暴露场景(ES)指定短标题的支柱。 

这个系统包括 4 个描述符，每个描述符允许为用途的简明描述选择适当的细节水平： 

 使用部门。这个描述符用来描述使用物质本身或在配制品中的物质的贸易

部门和产业部门。该描述符也涵盖了在私人住宅和公共领域的用途。 



 化学产品种类。这个描述符描述了物质在其中使用的配制品(混合物)的类

型。 

 过程种类。这个描述符描述了技术过程类型或操作单元的种类，物质本身

或在配制品中的物质在其中使用。它们会对预期暴露产生影响，因而也会

对所需的风险。 

 物品分类。这个描述符描述了包含物质的物品的类型(只要相关)。 

用途描述符系统的进一步解释参见第 D.4.3 节和第 R.12 章。 

A.2.4.2  释放与暴露的决定因素和暴露评估 

释放和暴露的决定因素代表了为建立暴露场景(ES)并评估相关暴露需要收集的主要信

息。暴露的决定因素涉及：i)物质特征 ii)操作条件和风险控制措施；iii)物质使用或向其

中排放的环境。 

原则上，这些所谓的暴露的决定因素会随着用途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基于现有经验，

定义一套与大多数情况下相关的暴露关键因素是可能的(参见表 D.2—1 关键信息和决定因

素列表)。这些因素包括挥发性，水溶性和物质的灰分，使用量，使用周期和使用频率，物

质使用时能量的消耗量，以及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RMM)。 

基于关键因素列表，注册者可以定向收集信息。 

i) 建立一个或者多个初始暴露场景； 

ii) 利用标准工具进行初始暴露评估(参见 D 部分)。 

A.2.4.3  暴露场景(ES)的功能和内容 

A.2.4.3.1  初始暴露场景和 终暴露场景的功能与内容 

对于确定用途(或者一组用途)的暴露场景(ES)描述了危险物质／PBT 物质／vPvB 物质

(或者一组这类物质)可以使用，同时又可以控制风险的条件。 

暴露场景(ES)是适于确保控制在贯穿整个供应链上对用户的风险而传递操作条件和风

险管理措施(RMM)的工具。为了涵盖在供应链中不同环节上的确定用途，可能需要不同的暴

露场景(ES)。同时，暴露场景(ES)描述了决定排放和暴露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

素是化学安全评估(CSA)中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述的基础，这包括用于对环境隔间(空气、

水、沉积物和土壤)暴露控制和对某些目标人群，如用户、工人等暴露控制的适用措施。 

暴露场景(ES)必须同时涵盖： 

 使用的操作条件(诸如使用量、应用过程、使用期间和频率，接受环境的条

件等暴露决定因素)； 

 风险管理措施(RMM)(诸如废水处理或者本地废气排放等排放和暴露决定因

素)。 

初始暴露场景基于现成可用的标准信息，描述了市场中存在的物质的典型使用条件。

如果这可以表明这些使用条件控制了风险，那么初始暴露场景可以被认定为 终暴露场景。

终暴露场景应该是： 

 记录在化学安全报告(CSR)格式第 9章的一节； 

 并作为扩展安全数据单(SDS)的附件传递给用户。 

如果初始暴露场景证明对于现行做法或基于现成可用信息风险不能被控制，或者标准

决定因素之外的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那么化学安全评估(CSA)就需要迭代进行(参见第

A.3.1 节和 D部分)。 

A.2.4.3.2  使用和暴露分类 

描述一个暴露场景(ES)所需的详细程度将充分地依个案而变，这取决于物质的用途、

物质的危险特性以及可供制造商／进口商现成使用的信息总量。暴露场景(ES)可能描述一个

物质的若干单个过程或者用途的合适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和操作条件。一个暴露场景(ES)



可能因此涵盖了范围广泛的过程或者用途。 

在 REACH 法规下，这样一个暴露场景(ES)可以被称作使用和暴露分类（UEC）(定义见

第 3 条)或者简单的称作宽泛的暴露场景（ES）。 

应重点注意，法律文本中的分类选项是基于对物质所开展的活动或者过程(参见第 3(24)

条的定义)。其他建立使用和暴露分类（UEC）的标准，诸如暴露途径、暴露样式(时间)或者

使用的产业部门，在 REACH 法规中未提到。 

制造商／进口商(M／I)将这些活动和过程分类在—个使用和暴露分类（UEC）之下，在

此使用和暴露分类（UEC）下风险可以由相同的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控制。如何定义一

个类别的广泛程度、是否另外使用其他的分类标准，由注册者做出选择。然而，使用和暴露

分类（UEC）必须与化学安全报告(CSR)中风险评估的结构和内容相应。广泛性是有一定限度

的，使用和暴露分类（UEC）过于广泛对下游用户(DU)而言可能是无用的。 

在第 D.4.3 节和第 R.12 章中建议的描述符系统建立在过程／活动的分类(描述符 3)和

产品分类(描述符 2 和 4)之上。这可以用来鉴别先期—原发的初始暴露场景(包括操作条件

(OC)和风险管理措施(RMM))，并将它们与暴露估计工具相关联。因此它也支持与市场中物质

相关过程／活动／产品分类有关的暴露。 

A.2.4.3.3  通用暴露场景(GES) 

术语通用暴露场景在 REACH 法规中未定义。在本指南的上下文中，通用暴露场景系指

涵盖了某类化学产品在相应产业部门中的使用条件的暴露场景(ES)。 

一个通用暴露场景(GES)可以定义为一个单独的暴露场景(ES)，它描述了与下游用户

(DU)所在产业部门的经营和与有关典型使用条件相关的操作条件(OC)和风险管理措施(RMM)

相关的典型使用条件，特别对中小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支撑物质的通用暴露场景(GES)是以

物质的应用领域为导向的。因此下游用户(DU)只需选择与通用暴露场景(GES)中打算用于的

产业部门且支持其用途相关的通用暴露场景(GES)。为了说明应用于相同用途的具有不同危

险特性和物理—化学特性的潜在的不同物质，对每一个通用暴露场景(GES)带有一个规定“应

用边际”的声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可以为下游用户(DU)就建议能够可靠应用的范围提供额

外的帮助。 

A.2.4.4  配制品中物质的暴露场景(ES) 

只要一个物质用于配制品中，就需要为该物质的该项用途建立一个暴露场景(ES)。基

于此情况，制造商／进口商(M／I)或者下游用户(DU)均可主动建立包括该物质在配制品中的

确定用途的初始场景。与该项用途相关的风险需要涵盖在暴露评估中，作为包括下游用户(DU)

用途的物质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通常，对适宜于配制品的配制和使用的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RMM)，配制商应具有

必要的知识。因此初始暴露场景也可以由配制商所建立(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1）
。 

在多数情况下，当配制品中包含的已分类物质的浓度大于 REACH 法规第 14 条规定的浓

度时，整个配制品就会被归为危险物质。这和欧盟危险配制品指令 1999／45／EC 中关于分

类与标记的现行要求是一致的。 

配制商必须为其专业用户或者工业用户提供适当的安全使用信息。在一些情况下，配

制品中一个物质的暴露场景(ES)可能涵盖了整个配制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认为适当，就

可以简单地将相关暴露场景(ES)传递下去。其他情况下，可能出现单个暴露场景(ES)用于销

售给用户的配制品中多个不同个危险组分，这就导致了与整个配制品安全使用建议相冲突的

情况。此时，配制商就需要在配制品的暴露场景(ES)或者安全数据单(SDS)中糅合进不同的

                                                        
1） 预期产业界正在进行工作的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指南，这些工作在欧洲化学品局

(ECB)2008 年 5 月组织的研讨会上讨论。相关结果可能会整合到当前的指南中，作为指南G

部分的附件。  



暴露场景(ES)。 

当配制商准备安全数据单(SDS)时，REACH 法规并不要求必须将配制品中单个物质的暴

露场景(ES)融合到一起。然而，任何下游用户(DU)都应确定并在适当的位置为安全数据单中

确定风险的控制推荐适宜的风险控制措施。这意味着，在为配制品建立安全数据单(SDS)时，

不同的信息片段都要考虑。配制品的安全数据单(SDS)应该在其主体和作为其附件的暴露场

景(ES)中，就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提供一致的建议。相关方法可以在《下游用户指南》

第 14 节关于配制品的指南中找到。 

如果一个供应给用户的配制品未分类为危险品但是含有危险物质(根据配制商收到的

暴露场景(ES))，且该物质的浓度超过了 REACH 法规第 31(3)条的规定，那么下游用户(DU)

和 终用户之间就存在着额外的信息传递义务。例如，传递关于用途的具体条件(包括使用

条件和建议不应使用的用途)，配制品中相关成分的身份和危险特性。然而，会有这样的情

况出现，对于非危险的配制品而言，为其安全数据单(SDS)附上某个暴露场景(ES)并不总是

相关的。例如，一物质的暴露场景(ES)确定该物质可以在低于定义的浓度下使用而无需进一

步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和操作条件(OC)，并且物质出现在配制品中的浓度低于该浓度。 

A.2.4.5  物品中物质的暴露场景(ES)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3)条，物品系指一在制造过程中获得特定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

体，这些形状、外观和设计比其化学成分更能决定其功能。典型的物品如纺织品、纸张、塑

料或玻璃瓶子和轮胎等。 

嵌合到物品中的物质成为物品的一部分，例如，在纺织品中的染料，塑料物品中的颜

料及轮胎中的稳定剂。 

而后，物质就进入了物品的使用生命周期阶段。危险物质的注册者必须在其化学安全

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中涵盖所有确定的用途和作为其结果的生命周期阶段。如果

物质嵌合到物品中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用途，那么注册者在他的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

全报告(CSR)中必须包括其使用生命周期和 终弃置阶段。 

如果下游用户(DU)将一个危险物质(物质本身或者作为配制品的一部分)嵌合到物品

中，由供应商提供的安全数据单(SDS)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涵盖将物质嵌合到物品中过

程，以及使用周期和弃置阶段的暴露场景(ES)。如果下游用户(DU)的使用条件在收到的暴露

场景(ES)之外，则他可以在通知其供应商该项用途或自行为该物质的该项用途进行安全评估

之间做出选择。注意，这类下游用户(DU)也是物品制造商并有可能担负额外的物品生产商的

义务(参见第 A.4.2 节)。 

正如在第 A.4.2 节中深入解释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物品生产商必须注册物品中有

意释放的物质和／或通报物品中包含的高度关注物质。这些活动可能也要求进行化学安全评

估(CSA)／准备化学安全报告(CSR)而且可能要准备暴露场景(ES)。 

关于如何为物品使用生命周期和弃置阶段建立暴露场景(ES)的指南参见 D 部分和第

R.13 章。 

A.2.5  化学安全报告(CSR)中风险控制的识别和文件化 

当关于物质内在特性的信息要求得到满足，并且表明对于所有暴露和暴露场景(ES)的

风险已被控制时，危害评估中不断迭代的化学安全评估(CSA)过程、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

述便结束了。如果在表明风险被控制前，需要进行附录Ⅸ或附录 X 中提到的额外试验，则应

予鉴别并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提交经证明合理的试验请求作为注册卷宗的一部分。

在等待进一步试验结果时，为管理化学安全评估(CSA)中确认的潜在风险，需要过渡性的操

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并且，只要相关，应向下游用户(DU)推荐并记录在暴露场景(ES)

中。 

终暴露场景包括向制造商推荐的操作条件(OC)和风险管理措施(RMM)，确定的用途要



在化学安全报告(CSR)中文件化(参见 F 部分)并作为安全数据单的附件(参见 G 部分)传递给

物质的下游用户(DU)。 

A.2.6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迭代 

如果基于初始暴露场景，不能在化学安全评估(CSA)过程中证明风险可以被控制，则需

要进行下一步工作。在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迭代过程中，在评估循环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

再评估和精化。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过程可以经任何次数的迭代予以精化，直到表明风险

得到控制。在推荐的操作条件(OC)或风险管理措施(RMM)能够实际执行的程度上，此类迭代

必须是现实的。 

现成可用的精化选项如下，取决于评估员工和他的公司认为 有效的策略。需要注意

的是精化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是基于对进入化学安全评估(CSA)中的信息的精化，以更准确地反映当前的情

况，并不实际改变任何使用条件。第二种是实际精化或完善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并反映在

化学安全评估(CSA)中。这包括更严格或更宽松的风险控制措施。 

完善危险信息——如果现成可用的用于推导 PNEC 或 DNEL 值的数据是有限的毒性数据

集，在评估过程中通常使用相对较大的评估因子(参见 B 部分)。在这些案例中，为收集额外

信息可能使用较为宽松的评估因子，其结果是增加了对数据的信赖(比较第 B.7 章中 DNEL

和 PNEC 推导)。然而，风险特性描述也会指出，某些风险没有得到控制，需要收集额外的数

据。如果化学安全评估(CSA)指向对土壤隔间的严重排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收集额外的土壤毒性数据。 

完善暴露信息——通过调整或完善任何输入数值的缺失，对于暴露数据或暴露假设的

迭代是必要的，这对于以下方面也认为是必要的：关于物质性质、排放数据、暴露假设、模

型定义的数据的精化或复杂化(例如，转向更开放的假设)，或由测量数据来替代模型预测。 

完善操作条件信息——关于操作条件的描述可以精化使之更接近实际情况，例如，可

以改变活动的期间和频率(例如，假设每天每班默认的工时为 8 h，而实际上只有每天 4 h)。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精化，可以进一步加严或者改变推荐的操作条件。 

完善风险管理信息——初始暴露场景基于关于已实施的或推荐的风险管理措施(RMM)

的现成可用信息。因此，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RMM)可以降低残余暴露的潜在风险。完善

风险管理措施(RMM)信息的方式有许多种选择可以发掘。这可以表现为已实施的风险管理措

施(RMM)比默认的假设有更高的效率，并将之文件化。其他选项是添加当前还没有的风险管

理措施(RMM)，例如废水现场处理，改变为化学品加工的封闭系统或经完善的再循环。一般

而言，更安全的替代方法或过程和技术控制，具有比基于个人防护设备更高的优先性。 

A.2.7  迭代策略 

由于 REACH 法规中化学安全评估(CSA)的灵活性，达到 有效风险控制的措施随着每种

评估而不同。一般而言， 快捷且 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是提高评估中暴露和风险管理假设

的真实性。如果能够表明，初始危险和／或暴露信息可以被完善的和更实际的信息所替代，

则无需进行进一步的试验或额外风险管理。 好的办法是首先利用现成可用的数据，或考虑

收集额外信息和测量，穷尽迭代的可能性。如果有足够的现成可用的暴露信息，可以利用更

复杂的暴露模型(“高层次”模型)来得到更准确的暴露估计。运用这样的模型一般要求收集

与物质的用途和使用条件有关的额外信息。在信息收集的额外投资与完善暴露估计之间的平

衡取决于多种因素，依各案而不同。有些案例中，安全评估的结论会是不能再支持某些类型

的应用，因而不能为暴露场景(ES)所涵盖。 

不确定性出现在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所有步骤中。必须开发实际的指南，以帮助注册

者在化学安全评估(CSA)迭代的任何阶段都能确定不确定性对风险特性描述的影响(参见第

R.19 章)。不确定性分析可以用于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迭代之中，以检验风险特性描述的



充分性，识别在整个化学安全评估(CSA)中(不论是相关的危险还是暴露)影响风险特性描述

的 不确定的输入，从而就收集关于这些因素的额外信息来完善化学安全评估(CSA)和风险

管理的 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做出决定。 

A.2.8  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更新 

注册后现成可用的 新信息会触发更新暴露场景(ES)、化学安全评估(CSA)和化学安全

报告(CSR)的义务。而后，注册也需要更新。此类信息例如: 

 物质制造商／进口商(M／I)推出的物质的 新确定用途，这导致暴露场景(ES)的更

新。 

 下游用户(DU)对使新的确定用途众所周知以回应扩展的安全数据单(SDS)，并得到

制造商／进口商(M／I)的支持。如果用途不能为在一个已经是现成可用的暴露场景

(ES)之一中的使用条件所涵盖，这一点适用. 

 新建议不应使用的用途. 

 关于已经确定用途使用条件的额外信息，在注册后成为现成可用的信息，该注册要

求改变操作条件或风险管理措施(RMM))。 

 关于物质物理化学性质或不良影响的 新信息已经确认，或由 ECHA 提议的试验的

结果已经可供使用。 

 分类的改变。 

 如果产量和／或进口量的变化导致要求额外危险信息的吨位段的改变。 

 在 REACH 法规程序中，由各成员主管机构决定的暴露场景(ES)或其他信息需要改变

(关于评估、给予或拒绝授权或新的限制、协调分类及标签所需要的信息)。 

A.2.9  化学安全报告(CSR) 

终的或更新的化学安全评估(CSA)，包括 终暴露场景和相应的暴露估计应文件化在

化学安全报告(CSR)中(参见 F 部分)，并以技术卷宗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A.2.10  作为安全数据单(SDS)附录的暴露场景(ES) 

终暴露场景可以由对自己用途所制定的化学安全报告(CSR)中得到，并且转换为扩展

的安全数据单(SDS)的附录供下游用户(DU)使用。如 G 部分中解释的那样，将关于暴露场景

(ES)的信息转化为安全数据单(SDS)有不同的选项。 

相应于各自不同的用户，需要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暴露场景(ES)作为附件，这取决于不

同下游用户(DU)群组物质使用条件的多样性。只要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RMM)相同(导致

相似级别和模式的暴露)，几个确定的用途可以在一个暴露场景(ES)中描述。同样地，相同

暴露场景(ES)附件也可用于不同物质各种各样的安全数据单(SDS)，只要在化学安全报告

(CSR)中能够确保风险是受到控制的。因此，只要适当，供应商系列文件里的暴露场景(ES)

和安全数据单(SDS)可以互相组合。 

A.3  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 

本节概述了 REACH 法规的各项义务，并简明介绍了与在供应链上信息传递相关的各种

选项。需要强调的是，早期的、公开的交流，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显著提高对各项要求的符合

性。更多细节，请参考 D 部分。 

A.3.1  市场中的责任共担和信息传递 

一旦某种物质被分类为危险物质或者被认定为PBT物质／vPvB物质，需要由暴露评估来

表明在物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风险控制。相关的基于暴露的放弃也可能需要暴露评估(第

R．5 章)。这是供应链上所有行为方共担的责任，以下情况除外；i)运输中的化学品；ii)

废物循环处理
1）
或 后处置和；iii)私人家庭用化学品。 

                                                        
1） 然而，将再生物质(物质本身或在配制品中的物质)作为产品重新引入市场的各个公司，

必须检查是否需为这些再生物质进行注册。  



在 REACH 法规中，使用物质本身或在配制品中的物质的各个公司定义为下游用户(DU)。

用户对物质或配制品的使用不是下游用途，但可以作为确定的用途。 

将物质嵌合到物品中的下游用户(DU)同时也是物品的生产商。物品生产商和进口者受

辖于守 REACH 法规中的专门规定(参见第 A.4.2 节和<<物品指南>>)。 

根据 REACH 法规，仅仅提供物品(物质已经嵌合其中)的公司和用户不是下游用户(DU)，

但可作为“物品供应商”提及。这些也会受辖于一些专门要求(参见第 A.4.3 节和《物品指

南》)。 

A．3．2  组织供应链内对话 

对物质用途的认定是建立暴露场景(ES)以及针对这些情况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的

第一步。要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该物质的制造商或进口商需要加工或收集在供应链中

该物质如何为各行为方所使用的足够信息。REACH 法规并不要求制造商／进口商(M／I)收集

关于用途的所有细节。然而，制造商／进口商(M／I)必须了解其物质在市场中使用时决定暴

露的所有条件。这包括其直接用户及其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下的用户的市场。对于所需细节的

详细程度取决于该物质的危险特性，与用途相关的主要潜在暴露，以及不同用户群组在进行

处置时的主要风险管理措施(RMM)。 

REACH 法规中有两种可以预见的机制来进一步丰富制造商／进口商(M／I)的知识。 

注册前的互动 

下游用户(DU)有权在 近的相关注册截至日期(第一注册阶段为 2009 年 12 月 1 日)前

一年，以书面的形式使其用途、包括关于使用条件的辅助信息(或已关于测得暴露水平的信

息)为供应商知晓
2）
。 

同时，制造商和进口商可以开始与代表性用户对话，以得到更多关于下游使用条件的

通用信息或具体信息。开始对话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制造商／进口商(M／I)可以基于

内部知识建立初始暴露场景，在注册前发给选定的／所有的用户以得到他们的反馈。另外，

登门拜访选定的用户也是开展对话的有效途径。 

注册后的互动 

下游用户(DU)可以在注册后的任何时间，使其对已注册物质的用途为人知晓(包括辅助

信息)。制造商／进口商(M／I)必须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以便决定：1)是否能够将其用

途纳入已经是现成的暴露场景(ES)或；2)需要更新注册信息，添加新暴露场景(ES)或；3)

基于健康和环境关注，是否无法支持这种用途。 

为了避免对注册卷宗的大量更新，注册后出现大量下游用户(DU)化学安全评估(CSA)或

在供应链上下单个供应商—用户对话进行交流的巨大努力，应该在注册前及时进行的协调的

互动。因此，建议制造商／进口商(M／I)与下游用户(DU)通过其相互关联寻求对话与合作(参

考图A.3—1 总体机制)。这包括： 

 相似市场的物质制造商／进口商(M／I)对暴露场景(ES)的格式和核心内容

达成共识。 

 下游用户(DU)就在某些产业／行业中现有的使用标准达成共识。这可能包

括物质本身及在配制品中物质的制造商／分销商以及物质的工业／专业

终用户(参见图 A．3—1 的第二个对话循环)。 

 制造商／进口商(M／I)与下游用户(DU)之间就反映某些市场上使用条件的

大量通用暴露场景达成共识。 

 图 A.3—1 图示了增加制造商／进口商(M／I)了解其供应链中使用条件的基

本机制(向上游“泵送”信息的箭头)。在其生命周期中，物质经历供应链

中的各个阶段(箭头表明物质沿供应链向下的流向)。 

                                                        
2） 法律参考见REACH法规第 37(2)条和第 37(3)条。 



图 A.3—1 图示了增加制造商／进口商(M／I)了解其供应链中使用条件的基本机制(向

上游“泵送”信息的箭头)。在其生命周期中，物质经历供应链中的各个阶段(箭头表明物质

沿供应链向下的流向)。 

通常，制造商／进口商(M／I)并不直接向 终下游用户(DU)提供物质，其间会经过林

林总总的混合化学品的各类下游用户(DU)。制造商／进口商(M／1)通过其直接用户得到关于

用途和使用条件的信息。在这些活动中，供应链各个层面上的联系对建立有效的交流系统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 D 部分中提供了如何建立暴露场景(ES)流程的指南。其中包括大量如何有效组织对

话的建议，如何管理 REACH 法规注册过程等。 

 
A.3.3  供应链中的主要任务 

文本框 A—1概述了沿供应链待执行的主要任务。这些主要任务分派给 REACH 法规中定

义的各个角色。下游用户(DU)的角色可以细分为多种不同的角色，其中 主要的是，来自于

物质或配制品的的配制品配制商(F)、物质或配制品的工业及专业的 终用户(E)。配制品的

工业 终用户通常也是物品的制造商。虽然他们是 终用户，但根据 REACH 法规，他们不是

下游用户(DU)。一些行为方会有多个角色，例如，一个制造商也可以是下游用户(DU)，或者

一个配制商也可以是 终用户(例如，加工助剂的用户)。关于辨别下游用户(DU)角色的更多

细节，参见<<下游用户指南>>第 2 节。 

对于确定的 14 个主要任务中的每一个，文本框 A—1 给出了在本指南中的相关章节，

或标注了对《下游用户指南》的交叉参考。 

图 A．3—2中归纳了这些任务。 

文本框 A·1  化学安全评估(CSA)相关的主要任务，适用于制造商(M)、进口商(I)以及下游



用户(DU)(DUS)，可作为配制品配制商(F)或者 终用户的下游用户(DU) 

1) 制造商／进口商(M／I)：确定是否需要化学安全评估(CSA)(制造或进口的

物质本身或配制品中的物质超过 10 t／a，或进口或生产的物品中有意释放

的物质含量超过 10 t／a)。检查对本要求的豁免(REACH 法规第 14 条). 

2) 制造商／进口商(M／I)：进行危害评估：确定物质分类和标记(只要有)，

同时建立相关的推导无效水平(DNELs)并预测 PNECs(参见 B 部分)。 

3) 制造商／进口商(M／I)：确定物质是否为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及毒性(PBT)

物质，或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物质。如果是，描述该物质在生

产过程和确定用途中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排放情况。 

4) 制造商／进口商(M／I)：确定用途(包括由下游用户(DU)告知的)，至少包

括关于确定用途的简短描述(参见第 D.3.3 节)。如该物质不满足分类为危

险物质的条件、也不满足 PBT／vPvB 物质的定义，转到第 7 步。 

5) 制造商／进口商(M／I)：对于分类为危险物质，和／或是 PBTs／vPvB 的物

质：进行暴露评估和风险特性描述(参见 D 部分和 E 部分)。建立一个或几

个初始暴露场景。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已备妥的现成可用信息(参见 D 部

分)，描述初始暴露场景中的使用条件，并重点强调: 

 与该物质相关的工艺及／或活动的技术性描述； 

 与风险控制相关的使用操作条件； 

 与风险控制相关的使用操作条件； 

 风险管理措施(RMM)。 

6) 制造商／进口商(M／I)：如果风险不能控制，必须精化危害评估和／或暴

露评估。危害评估，暴露场景(ES)或暴露估计需要不断迭代直到能够表明

风险已被控制。这包括： 

 修改风险管理措施(RMM)或操作条件(OC)和／或； 

 限制化学安全评估(CSA)中包含的物质的用途和／或； 

 精化暴露估计使其能更好地反映暴露场景(ES)实施时的情况。 

经过不断迭代，评估风险是否得到控制(参见第 E 部分)。 

7) 制造商／进口商(M／I)：将化学安全评估(CSA)文件化到化学安全报告

(CSR)中。如暴露评估已完成，将基于暴露场景(ES)和相关暴露估计的风险

控制文件化(参见 F 部分)。 

8) 制造商／进口商(M／I)：在扩展的安全数据单中整合下游用户(DU)的相关

信息(参见 G 部分)。 

9) 配制商(F)：将自供应商处收到的暴露场景(ES)与配制商层面及更下游的用

途和实际使用条件进行比较，配制商可做如下事情(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调整自己的使用条件； 

 联系供应商，旨在确定其自己的和下游的用途与操作条件，并且建

议修改相应的暴露场景(ES)或； 

 需要时自己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并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报

告或； 

 用非危险物质，或具有更合适暴露场景(ES)的物质来替代该物质。

10) 配制商(F)：只要相关，将安全数据单中没有提到的关于物质危险特性的新

信息，或者引起对供应商建议的风险管理措施(RMM)的适用性质疑的信息传

递给供应商(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11) 配制商(F)：以合适的方式，将配制品中不同危险物质的暴露场景(ES)信息



告知下游用户(DU)。在 G 部分和《下游用户指南》中有更为详细的指南。 

12) 物质的 终专业用户／工业用户：将自供应商处收到的暴露场景(ES)与以

下几方面信息进行比较：i)物质／配制品 终用户层面的用途和实际使用

条件；ii)由该用途产生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使用条件(物品的使用寿命

阶段和废弃阶段)；在使用条件未被暴露场景(ES)涵盖的情况下，下游用户

(DU)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调整自己的用途和／或由其用途得到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使用

条件； 

 联系供应商，旨在确定其自己的和下游的用途与操作条件，并且建

议修改相应的暴露场景(ES)或； 

 需要时自己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并应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报

告或； 

 用非危险物质，或具有更合适暴露场景(ES)的物质来替代该物质。

13)物质的 终专业用户／工业用户：在任何时候，将安全数据单中没有提到

的关于物质危险特性的新信息，或者引起对供应商建议的操作条件(OCs)或

风险管理措施(RMM)的适用性质疑的信息传递给供应商(参见《下游用户指

南》)。 

14) 物质的 终专业用户／工业用户和随后的物品供应商： 终工业用户常常

也是物品生产商。需要按要求进行通报和注册(参见《物品指南》)。尤其

是物品中含有的候选清单中高度关注物质超过 0.1％时，需要向这些专业的

物品接收方、工业的物品接收方提供信息以便保证物品的使用安全。这项

义务适用于该物品供应链上的所有供应商。应请求，也应向消费者提供这

些信息(参见《物品指南》)。 

 



 
M／I=制造商／进口商；下游用户(DU)分为 F=配制商和 E＝物质本身或配制品中物质的

终用户(工业用户或专业用户)。每项任务会以信息交流的形式传递其输出或把化学安全评估

(CSA)的结果文件化在暴露场景(ES)、化学安全报告(CSR)或安全数据单(SDS)中。 

A.4  供不同行为方使用的化学安全评估(CSA) 

A.4.1 下游用户(DU)对于目前尚无支持用途的化学安全评估(CSA) 
目标 

下游用户(DU)可能会发现，自上游供应商处收到的暴露场景(ES)及其中包括的使用条

件，并未涵盖自己的实际使用条件或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下的用途。下游用户(DU)首先要做的

事是把自己的用途及支持性信息，以使自己的用途成为确定的用途，并使该供应商能够建立

相应的暴露场景(ES)并将之纳入安全数据单(SDS)中。否则，对一项特定用途或某些使用条

件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责任将自制造商／进口商(M／I)转移到下游用户(DU)。例如，

在下面集中场合中会发生这种情况： 

 供应商已经建议不要使用某个特定的用途，但是下游用户(DU)仍希望能够

将该物质用于此项用途。当供应商拒绝将下游用户(DU)提交的新用途包括

在向上游的安全数据单(SDS)中时，例如，基于人体健康和环境的考虑，也



属于这种情况. 

 下游用户(DU)将该用途视为涉及机密商业信息. 

在这些案例中
1）
，下游用户(DU)有义务承担为该用途进行化学安全评估(CSA)的责任(还

可参见A.3.2)，并且在需要时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报告。关于下游用户(DU)如何检查暴露场

景(ES)涵盖的内容，更多细节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在这些案例中，如果下游用户(DU)自己的用途以及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下的确定用途和

来自该物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确定用途没有涵盖在提供给他的暴露场景(ES)中，则需要由

其进行下游用户—化学安全评估(DU—CSA)，以使之涵盖所收到物质的生命周期。当下游用

户(DU)决定自行准备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 CSA／CSR)时，除了传递相关的安

全数据单(SDS)外，对这个特定的下游用户(DU)制造商／进口商(M／1)没有任何额外的责任

(关于进一步需求，参见《下游用户指南》)。 

化学安全评估(CSA)和化学安全报告(CSR) 

文本框 A—2 中详细列出了下游用户(DU)化学安全评估(CSA)的不同步骤。化学安全报

告(CSR)的重点是为未含在供应商提供给下游用户(DU)的暴露场景(ES)中的各种用途建立其

自身的暴露场景(ES)。只要有必要，该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暴露和风险特性描述可以更新，

以便使来自该物质用途的风险得到控制。 

如需要额外的危险信息(在供应商提供给下游用户(DU)的信息之外)，下游用户(DU)应

生成或收集这些信息，只要当需要脊椎动物试验时，这种需要能得到试验议案的支持。 

很可能有这种情况，下游用户(DU)想要评估或通报的确定用途与配制品相关，配制品

中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已分类物质。在《下游用户指南》
2）
中解释了如何为配制品建立暴露

场景(ES)。 

供应链中与配制品中物质有关的额外职责，列在供应链中各行为方总体职责的第 9 步~
第 14 步。 

文本框 A—2  准备下游用户·化学安全评估(DU—CSA)的步骤 

1）  下游用户(DU)：考虑准备下游用户—化学安全评估(DU-CSA)的需求(参见

对第 A.3.2 节的介绍)。 

2）  下游用户(DU)：如果需要下游用户—化学安全评估(DU-CSA)，从用途辨别

开始，包括对物质确定用途的简要整体描述，这个描述自下游用户(DU)收

到和使用物质开始，涵盖沿供应链进一步向下的任何用途以及源自自己的

和确定用途的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服务寿命和废弃阶段(参见 D 部

分)。 

3）  下游用户(DU)：确定收到的安全数据单(SDS)中的危险信息对于确定的用

途是否充分。一般来说，所提供的 DNEL／PNEC 可以整合在化学安全评估

(CSA)／化学安全报告(CSR)中。有些时候，可能需要额外的危害评估和

DNEL／PNEC 计算。对于无法设定 DNEL 的终点，同样需要进一步的危害评

估(参见 B 部分)。如果为配制品做下游用户—化学安全评估(DU-CSA)，则

会在安全数据单(SDS)中出现为配制品中所有已分类物质使用条件的综合

建议(参见 G 部分和《下游用户指南》)。 

4）  下游用户(DU)：基于当前实践和已备妥的现成可用信息，建立初始暴露场

景(这可以部分基于制造商／进口商提供的暴露场景(ES))，包括对确保风

险控制的使用条件的描述(参见 D 部分)。这包括： 

                                                        
1） 除非基于第 37(4)条豁免。  
2） 可以预期，作为当前产业界工作结果的进一步指南在 2008 年 5 月由欧洲化学品局(ECB)组

织的研讨会上进行讨论。相关成果会整合到当前指南中，作为指南G部分的附录。  



 对物质处理过程和／或所做活动的技术性描述； 

 关于用途的其他操作条件； 

 风险管理措施(RMM)。 

4a．下游用户(DU)：对每一个暴露场景(ES)进行暴露估计(定量／定性)和风险特性描

述(参见 D.5 节和 E 部分)。 

4b．下游用户(DU)：如果风险没有得到控制，需要对暴露场景(ES)进行迭代或评估直

到能表明风险得到控制。这可以包括： 

 修改风险管理措施(RMM)或操作条件和／或； 

 限制物质使用范围和／或； 

 收集关于物质性质和／或使用条件的更多信息； 

 精化暴露评估。 

5） 下游用户(DU)： 终完成暴露场景(ES)，在化学安全报告(CSR)的 B.9 章和 B.10

章中文件化这些暴露场景(ES)和风险特性描述(见 F 部分)。 

6）  下游用户(DU)：将下一级下游用户(DU)的相关信息整合在扩展的安全数据单(SDS)

中(参见 G 部分和《下游用户指南》)。 

A.4.2  物品生产商或进口商用于支持注册的化学安全评估(CSA) 

目标 

当要求化学安全评估(CSA)作为物品中物质注册的一部分时，支持物品生产商和进口商
1）
准备化学安全评估(CSA)。 

何时要求化学安全评估(CSA)和化学安全报告(CSR) 

当以下所有条件均满足时，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需要注册物品中的物质，并提供化

学安全报告(CSR)作为注册卷宗的一部分： 

 物质包含在物品中，也就是说—般物体在生产对程中获得特定形态、外观

或设计，这些形态、外观和设计比其化学成分更能决定其功能(REACH 法规

第 3(3)条)。 

 在正常和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物质有意被释放。 

 每个生产商／进口商的物品中物质的总含量至少超过每年 l0t。注意：如果

每个注册者的物质在每年 1—10 t 之间，只需为该物质的该种用途注册，

而无需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 

 物质的该项用途尚未被注册(如果是这样，则不要求注册)。注意：在任何

情况下，物品中物质的潜在注册者应考虑预注册。进一步的解释，参见《物

品指南》。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可以要求对任何有理由怀疑其释放(包括非有意释放)、且有理由怀

疑这种释放对人体或环境带来危险的物质进行注册，除非已经为该物质的该项用途注册。此

情况适用于每年每生产商／进口商物品中总量大于 1 t 的物质。 

对物品中物质要求的指南包含有更详细的信息，以帮助物品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判断他

们是否需要 REACH 法规要求的注册(参见《物质指南》)。 

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范围 

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应着重于物品服务寿命期间释放物质的暴露

(包括对工人、专业人员、消费者和环境的暴露)(参见第 R.17 章)以及随后废弃阶段的暴露

(参见第 R.18 章)。请注意，物品的服务寿命能导致对环境极为分散的排放，包括通过环境

                                                        
1） 注意!如第A.2.8 节中指出的，就物质(本身或配制品中的物质)嵌合到物品中的过程而言，

物品生产商可视为下游用户(DU)。与所生产物品相关的义务各不相同。物品生产商将简写为

“P”，以区别于物质制造商(M)。  



对人体产生的暴露，这取决于物质和基体的特性。因此，化学安全报告(CSR)和其中的暴露

场景(ES)应该考虑不同途径和多重途径的潜在暴露，以及物品在服务寿命期间和废弃阶段的

排放。文本框 A—3 给出了化学安全评估(CSA)步骤的概览。 

无论评估是否作为物质化学安全评估(CSA)的一部分，还是物品中有意或非有意释放物

质的注册的一部分，物品中物质的暴露评估通用框架均可适用(参见 D部分和第 R.13 章)。 

物品生产商／进口商(M／1)的其他义务 

如果物品中的物质是高度关注物质(SVHC)并纳入了授权侯选名单(第 7(2)条)中，物品

的生产商／进口商(P／I)应予以通报并传递与物品中所含物质相关的要求。进一步的解释参

见《物品指南》。 

物品供应商(物品供应链中的行为方)的义务 

任何物品供应商应使物品供应链传递的要求与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含量相关。更多

细节参见《物品指南》。 

后，应注意物品中的物质还受辖于限制(参见 REACH 法规附件 XVII)。供应链上与物

品中物质有关的总体责任和具体责任，在供应链行为方总体责任的第9步~第14步中列出(文

本框 A—1) 

文本框 A.3  为物品中有意释放物质准备化学安全评估(CSA)的步骤 

1) 生产商／进口商(P／I)：查阅物品指南，以确定可能的注册、通报和传递

要求。 

2) 生产商／进口商(P／ I)：如需要注册，确定是否需要化学安全评估

(CSA)(物品中物质的生产量或进口量为每年 10t 或 10t 以上). 

3) 生产商／进口商(P／I)：考虑预注册，如何收集能够体现内在特性的数据

（《注册指南》)。 

4) 生产商／进口商(P／I)：确定物质是否满足危险物质或 PBT／vPvB 物质的

分类标准(进行危害评估和 PBT／vPvB 评估)，决定是否需要暴露场景

(ES)(参见 B 部分和 C 部分). 

5) 生产商／进口商(P／I)：对于物品中的危险物质和 PBT 物质／vPvB 物质进

行暴露评估(参见 D 部分)。预期对于同类物品，可以建立一套通用暴露场

景。初始暴露场景则应包括(参见 D 部分) 

 物品用途和目的的描述; 

 其他可操作的使用条件；; 

 风险评估措施，包括包装或产品设计。 

6) 生产商／进口商(P／I)：进行释放和暴露估计(定量)及风险特性描述(参

见第 R.17 章和 E 部分)。 

7) 生产商／进口商(P／I)：如果风险没有得到控制，迭带暴露场景(ES)或所

需的评估直到能够表明风险被控制。这会包括： 

 修改风险管理措施(RMM)或使用条件和／或； 

 限制物质使用范围和／或； 

 更改产品设计或； 

 收集更多关于物质特性和／或使用条件的信息； 

 精化暴露估计。 

8) 生产商／进口商(P／I)：完成暴露场景(ES)，将化学安全评估(CSA)文件

化到化学安全报告(CSR)中(参见 F 部分)。 

9) 对于物品不要求安全数据单(SDS)。然而，第 33 条中与候选列表中高度关

注物质(SVHC)相关的信息传递要求，适用于物品供应链上的所有行为方



(参见文本框 A—1 和《物品指南》)。 

 

A.4.3 支持对高度关注物质要求授权的化学安全评估(CSA) 

一些物质由于其危险特性被认为是高度关注物质(SVHC)，这意味着它们需得到欧盟委

员会的授权。REACH 法规附件 XIV 中包括需要授权物质的列表。只要需要，关于授权的申请

需应有化学安全报告(CSR)，除非化学安全报告(CSR)已经作为物质注册的一部分提交并得到

更新。 

第l类和第 2类CMR物质
1）
及PBT物质和vPvB物质被视为高度关注物质(SVHC)。基于个案，

如有科学证据证明，其他物质可能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与CMR，PBT，vPvB是同等水平，可由

主管机构确定并提议其随后的优先等级，并纳入到附件XIV中(第 57 条)。在《高度关注物质

识别指南》和《把物质纳入附件XIV的指南》中包含有更多的信息。 

《授权申请指南》中详细解释了物质的授权。在两个基础上可以进行给予授权(第 60

条)。 

a． 如果能够表明，根据附件I第6．4节，源自附件XIV规定的内在特性对物质的使用带

来的风险得到控制，则可给予授权。在本指南中，这称为充分控制途径。 

b． 如果能够表明，源自该物质使用的社会—经济收益超过了该物质使用对人体健康或

环境所产生的风险，并且没有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可行的合适的替代物或替代技术，

则可给予授权。在本指南中，这称为社会—经济分析(SEA)途径。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 PBT 物质／vPvB 物质和由于其 PBT／vPvB 性质而被确认与这些物

质有同等关注度的物质，不能根据“充分控制途径”给予授权。“充分控制途径”也不适用

于 CMR(1 和 2 类)物质或与 CMR 物质有同等关注度但不可能根据附件 I第 6．4 节确定阈值的

物质(第 60(3))条。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通过所谓的“社会—经济途径”才能给予授权(参

见《授权申请指南》)。能够推导出阈值的生殖毒性物质以及能够表明风险得到充分控制的

情况，不再需要通过社会—经济途径。然而，在所有案例中，都需要按照 REACH 法规附件 I

的原则完成化学安全报告(CSR)。 

化学安全评估（CSA）和化学安全报告（CSR） 

所有授权申请需要包括化学安全报告(CSR)或引用已作为注册卷宗一部分提交的化学

安全报告(CSR)。对于为授权申请目的而起草或更新的化学安全报告(CSR)，只需涵盖所申请

的确定用途，并可以仅限于附件 XⅣ中规定的由于内在特性而产生的对人体健康和／或环境

的风险。物质授权申请人化学安全报告(CSR)中的危害评估部分，应以把物质纳入附件 XIV

的附件 XV 卷宗为基础。化学安全报告(CSR)的其他部分要根据附件 I 起草，为此目的可以使

用化学安全评估(CSA)／化学安全报告(CSR)的标准指南。根据附件 I 第 6.4 节或第 6.5 节，

按照物质特性，进行定量／定性风险特性描述，并遵循通用化学安全评估(CSA)指南。起草

支持授权请求的化学安全报告(CSR)的步骤见文本框 A—4 中的第 1 步~第 7 步. 

用于授权申请的化学安全报告(CSR)不应包括医疗器械中物质的使用对人体健康的风

险(依据指令 90／385／EEC，93／42／EEC 或 98／79／EC)。根据第 62(5)(b)条，申请人可

以根据 IPPC 指令(96／61／EC)或先前的欧盟水框架指令(2000／60／EC)规定给予的许可，

提供不考虑对人体或环境风险的正当理由。 

与高度关注物质(SVHCs)授权相关的；在供应链上的额外总体责任和具体责任，列于供

应链中各行为方总体责任(文本框 A—1)中的第 9 步~第 14 步。关于授权申请要求的更多信

息，参见《授权申请指南》。 

文本框A.4  为支持授权申请制作化学安全报告(CSR)的步骤 

1)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将为其申请授权物质的高度关注

                                                        
1） CMR物质：致癌性、致畸性或生殖毒性物质。 
 



物质特性(参见 B 部分和 C 部分)文件化。这种文件化需基于附件 XV 卷宗，

该卷宗把物质纳入候选列表并由之纳入附件 XIV。注意：在附件 XIV 中给

出的危险信息同样确定了物质是否能够通过“充分控制的途径”进行授权。

一般通过所谓“社会—经济评估途径”进行申请总是可能的。这些信息是

化学安全报告(CSR)其他部分的基础。 

a. 化学安全报告(CSR)已存在于先前的注册中：只要需要，用源自附件 XV 卷宗和附

件 XIV 条目的危害评估更新化学安全报告(CSR)。申请人也可以决定将物质的其他

危险特性及其风险特性描述涵盖在申请文件中，用以与可能的替代物质进行比较。

b. 如果没有现成可用的化学安全报告(CSR)：化学安全报告(CSR)可能只限于涵盖源

自物质内在特性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正是这些内在特性使得该物质纳入

附件 XIV。申请人也可以决定将物质的其他危险特性及其风险特性描述涵盖在申请

文件中，用以与可能的替代物质进行比较。 

2)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描述申请授权的用途(参见 D 部

分)。 

3)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建立初始暴露场景。根据当前实

践和已备妥的现成可用信息，描述使用条件(参见 D 部分)。 

 与该物质相关的处理和／或活动的技术性描述； 

 其他操作性的使用条件(OC)； 

 风险管理措施(RMM)。 

4)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排放估计／暴露估计(定量／定

性)及风险特性描述(参见 D 部分、E 部分和 PBT 评估). 

5) 制造商／进口商(M／1)／下游用户(DU)：在风险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迭代暴露场景(ES)或评估. 

a)如果通过“充分控制”途径进行授权申请，如果风险没有被控制，迭代暴露场景(ES)

和评估直到能够表明风险已得到充分控制。这会包括： 

 精化暴露评估，以更好地反映已实施的或推荐的使用条件，例如，通过以

下方式： 

 收集关于使用条件的更多信息； 

 使用测量得到的数据； 

 使用更好的模型或； 

 修改风险管理措施或操作条件，或； 

 缩小授权申请用途的范围。 

b)如通过社会—经济评估(SEA)途径进行授权申请，为确保尽可能地使高度关注物质

(SVHC)的排放和暴露 小化，并确保避免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仍需要考虑通过暴露场

景(ES)和评估的迭代以提高风险控制的可能性。这可能包括与第 5)a 步相同的行动。

6)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将 终暴露场景和化学安全评估

(CSA)文件化到化学安全报告(CSR)(参见 F 部分)。 

7) 制造商／进口商(M／I)／下游用户(DU)：将下游用户(DU)信息整合到扩展

的安全数据单(SDS)中(参见 G 部分)。 

 



 

 

 

 

 

 

 

 

 

 

 

附件五：注册义务豁免指南 

 

 

 

 

 

 

 

 

 

 

 

 

 

 

 

 

 

 

第 1 版 

 

2010年03月 



 

法律声明 
 

本指南文件为REACH法规的指南性文件，文中解释了REACH法规中的相关法律义务及履行

这些义务的具体方式。但是，读者应明确知晓只有REACH法规法律文本才是唯一可信的法律参考

依据，本指南文件中的所有信息都不构成法律建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于本指南文件的所有内

容都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附件五：注册义务豁免指南 
 
参考编号：ECHA-10-G-02-EN 
出版日期：2011年03月31日 
文件语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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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已经被翻译为下列二十二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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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规（EC）No. 1907/2006（REACH）第 2（7）条及 2008 年 10 月颁布的法规（EC）No 987/2008

（REACH）中对它的解释建立起一整套豁免标准，凡是附件五中涉及到的物质在注册、下游客户及

评价要求等环节方面均可享受豁免。这些标准的表达方式很普通。本指南文件旨在给出关于授予不

同豁免权的更多解释和背景资料，清楚地阐明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享受豁免权，何种情况下不可以

享受。必需说明的是，从豁免权中受惠的公司必须（根据要求）提供带有授权信息的授权证明，以

证明他们的物质符合豁免权的要求。根据法规（EC）No 987/2008 中的修改要求，在附件五中列为

可享受豁免权的、可以预见的反应产物要提出后续的风险管理措施，同时还必需根据法规第四条的

要求为整个供应链的各个部分就安全信息进行沟通。 
本指南文件的条目顺序与法规（EC）No 987/20081修改REACH法规附件五的条目顺序一致。 

                                                        

1本指南文件含蓄地指出了附件五中法规（EC）  No 987/2008对法规（EC）  No 1907/2006进行修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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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的指南 

 

条目 1 

因另外一种物质或物品暴露于环境因素中，例如：空气、水分、微生物或日照等，引起化学反

应而偶尔产生的物质。 
 
大多数物质当它们暴露于环境因素中，比如空气、水分、微生物或日光等，都会有某种程度的

不稳定性。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反应产物即使具有不适当性也不是一定要进行注册的；它们的产生属

意外事件，原始物质的生产商、进口商或下游用户均对它们的存在可能一无所知。 
例如，某些物质（比如酯类、酰胺类、卤化烯、酐类、卤化有机硅烷等）从环境中接触到水分

之后形成的反应物就属于本标准范围内，可以享受豁免。另一个例子是乙醚，当它暴露在空气或光

线下，就可能形成过氧化物。乙醚或相关制剂的生产商、进口商、下游用户或分销商无需为这些过

氧化物进行注册。但是，在对原材料进行评估时，需要把这些可能会形成的反应物所带来的潜在危

害考虑在内。 
此外，由于霉菌活动引起的油漆分解物以及彩色纺织品暴露于日光中褪色后形成的产物都在本

条目的豁免范围内。 
 

条目 2 

在储存另外一种物质、制剂或物品的过程中，因发生化学反应而偶尔形成的产物。 
 
物质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因物质本身具有分解性质而形成的反应产物，如果该产物不

会产生实际影响则不需进行注册。它们只是偶尔产生，因此原材料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可能并不知晓

它们的存在。 
由醚类（例如乙醚、四氢呋喃）形成的过氧化物也属于本条目覆盖范围，此类产物的出现除了

受日照和暴露于空气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见上面第 1 点所述），即使正常存储也会形成。这些过氧化

物不需注册。但是对醚类物质进行评估时必须把这些过氧化物可能引起的潜在风险也考虑在内。另

外的例子还包括部分聚合的干性油（比如亚麻籽油）和碳酸铵分解形成的氨水和二氧化碳（特别是

存储温度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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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3 

某些物质、制剂或物品的 终用途可引发化学反应而产生的物质。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

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本条目主要覆盖了某些物质、制剂或物品的 终用途而产生的物质。 
某些物质本身、或相关制剂、物品的 终用途可能导致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化学反应。但是

如果能够证明这些反应的产物既不是某个生产步骤的必然产物，也无法与“ 终用途反应”分离开，

或者说它们不会被投放到市场上，那么这些反应产物也可以从注册条款中获得豁免权。 
终用途的意思是物品、物质或制剂在生命周期结束前的 后一个使用步骤，即物质到达使用

年限时会以反应的方式消耗掉或随污水或空气而排放掉2。请注意术语“ 终用途”并不仅限于专业

或私人用户对物质的使用，还包括供应链中使用该物质的一切有意识的下游用户，它并不是生产3过

程的某个部分。 
本条目中包含的物质案例有粘附剂和染料在 终用途中产生的物质，燃料在机车中使用时所释

放的可燃性物质，使用漂白剂清洗纺织品时产生的反应物。 
 
实例： 
清洁行业中使用过碳酸钠做漂白剂就是一个具体实例。在清洁过程中过碳酸钠会分解为过氧化

氢和碳酸钠。这两种反应产物是过碳酸钠在其 终用途中形成的，因此如果需要对过碳酸钠进行注

册可以将这两种物质排除在外。 

                                                        

2信息要求及化学安全评估指南，R.12章：使用描述符系统，第 8页。 

3根据第 3（8）条的规定，“生产：对天然状态的物质进行生产或提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切有目的产生或分离

的物质都应视作生产的一部分。参见注册指南，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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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4 

下列情况下因发生化学反应而形成的物质，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a）稳定剂、着色剂、调味剂、抗氧化剂、填充剂、溶剂、载体、表面活性剂、增塑剂、防腐

剂、消泡剂或去泡剂、分散剂、助悬剂、干燥剂、粘合剂、乳化剂、破乳剂、脱水剂、凝结剂、增

粘剂、流改性剂、pH 调节剂、络合剂、促凝剂、絮凝剂、阻燃剂、润滑剂、鳌合剂、或需要实现

某些预期功能的质控试剂；或 
（b）一种单纯用来提供某些预期理化性质的物质。 
 
在有些情况下，物质需要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才能提供某种具体功能。而这种化学反应又会产

生一些正常目的之外的物质，比如氧化或腐蚀（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反应）等都属于不必要发生的

反应；而聚合、粘合等反应则会使整个反应过程发生改变。因此，只要能提供资料证明这些反应属

生产过程的非必要反应，并且对正常反应的产物前体进行评估后证明这些物质的产生不会带来危害

就可以免于注册。 
有些物质同属于第 4（a）节和第 4（b）节的范畴内。因此享受豁免权的用户必须根据文件内容

做出 符合各方利益的决定。 
 
需要注意的要点包括： 
·豁免只适用于为实现附件五的第 4（a）节和第 4（b）节中列出的功能而意外产生的附加物质，

并不适用于附件五的第 4（a）节和第 4（b）节中直接列出的物质。换句话说，对于附件五的第 4（a）
节和第 4（b）节中列出的物质，其生产商或进口商仍然有义务为这些物质进行注册，同时还需要填

写化学品安全性报告。报告中要包含预定的使用目的，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可能带来的危

害。 
·属于附件五的第 4（a）节和第 4（b）节中预期功能中的物质引起化学反应后生成的产物应属

于豁免范围。但是如果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产物，且它们可能需要做进一步处理或以其本体、

制剂、或物品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中，那么这些产物是需要注册的。例如为生产某种物质而进行的中

和反应就不在豁免条例的覆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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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段 

本条目的第（a）段列出了可以获得豁免权的所有产物前体。为了检索方便这里按照字母表的顺

序对所有产物前体进行排序： 
 

增粘剂 

增粘剂是一种底物，它们与底物结合后可增强产物对底物的粘稠度。粘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增

粘剂与产物表面间结合力（包括共价键和非共价键）的强弱。此外，还有些产物在第一步就会与反

应物相结合生成具有粘稠属性的物质。因增粘剂的使用过程而产生的物质在注册豁免条款的覆盖范

围内。 
案例： 
·硅烷成为底物后与水分接触水解成为硅醇。硅醇将在之后的反应中起到增粘剂的作用。 
 

凝结剂 

凝结剂可以将颗粒状的固体物质凝聚在一起形成团块。凝聚过程将涉及凝结剂与被凝结固体颗

粒间的化学反应。 
凝结剂本身属于必须注册的范畴，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凝结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消泡剂或去泡剂 

消泡剂或去泡剂是一种用来防止或减少泡沫形成的添加剂。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将液体的表面张

力降低到足以使泡沫破裂的程度，因此它们可以将已经形成的泡沫破坏掉。 
同理，消泡剂或去泡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消泡或去泡目的而

进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

投放到市场中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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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是一种有能力减缓或防止因氧化反应引起其他分子（或物质）结构发生改变的物质。

抗氧化剂通过自身先被氧化或移除自由基的方法来抑制氧化反应的发生。因此，抗氧化剂本身多半

为还原剂。 
同理，抗氧化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抗氧化目的而进行的一系

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

中的即可。 
案例： 
·使用苯酚做抗氧化剂，例如 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EC 编码：204－881－4；

CAS 编码：128－37－0）。该物质能迅速与一切外来基团发生反应，形成极为稳定的苯氧基， 终

成为醌类物质。但是无论是基团还是生成的醌类物质都不在注册范围内。 
 
 
 
 
 
 
 
 
  苯氧基有能力形成多种形式的中间体，因此它们的化学性质极为稳定，并不属于注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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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反应的 终产物也不属于注册范畴。 
抗氧化剂叔丁基－4－甲基苯酚（EC 编码：246－563－8；CAS 编码：25013－16－5）参与氧

化反应的产物就是另外一个案例，该物品用来保护脂肪酸不被（空气中的氧）氧化。 
 

粘合剂 

粘合剂是一种用来将不同类型的聚合体或其他颗粒物粘合在一起的物质，它们可以增加物质的

强度。该过程发生的反应既可以是物理反应也可以是化学反应。 
同理，粘合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粘合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载体 

载体是一种用来帮助其他物质进行转运的物质，特别是在一些技术性过程中。典型案例如下： 
在喷墨打印机中，染料可以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结合到无机载体上，从而把色彩传递到打印纸

上。 
催化剂也可以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与主要反应物相结合。 
同理，载体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运载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

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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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合剂 

鳌合剂也称配体、掩蔽剂是一类有助于复合物形成的辅助试剂。 
同理，鳌合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鳌合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有必要澄清的是，含有鳌合离子的复合物如果是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仍然有必要

进行注册。 
案例： 
·鳌合剂二甲基乙二肟可以与镍离子相结合形成复合物，因此在实验室中被用作检测剂来检测

元素镍的存在。二甲基乙二肟的生产和进口需要进行注册。但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二甲基乙二肟作

为鳌合剂与镍离子结合生成的复合物二甲基乙二肟络镍则不需进行注册，除非该物质被（设计者或

进口商）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上的。 
·乙二胺四乙酸（EDTA）是在工业生产流程中广泛应用的金属离子鳌合剂。例如在纺织行业中，

它可以用来防止染料的颜色受金属离子影响而发生改变。它还可以用来生产无氯纸，与锰离子鳌合

后防止漂白剂过氧化氢的催化分解。同理，EDTA 的生产或进口也在注册范围内，但为实现 EDTA
的鳌合目的而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

中的即可。 

 

促凝剂和絮凝剂 

促凝剂是一种促进溶液中的物质进行分子聚集而结成颗粒物的化学物质。 
絮凝剂是一种促进液体中的混悬颗粒聚合在一起形成肉眼可见的絮凝物的化学物质。 
促凝和絮凝是二种经常联合应用的技术，它们用于迅速消除悬浮在水中的不溶有机物和颗粒物。 
同理，促凝剂和絮凝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促凝和絮凝目的而

进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

投放到市场中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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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硫酸铝（EINECS4编码 233－135－0；CAS编码 10043－01－3）就是一种促凝剂，用于在纯

化水的过程中发挥促凝/絮凝作用。当硫酸铝被加入到水中后，出于促凝和絮凝的目的会引发一系列

的化学反应（包括硫酸铝的水解）。同理硫酸铝的生产或进口在注册条款的规定范围内，但是在促凝

/絮凝过程中因硫酸铝而派生出的物质则不需要进行注册。 
值得一提的是，本条目中并没有特意提及抗凝剂，例如那些用来稳定血液、防止血栓形成的物

质。 
 

着色剂 

着色剂主要用来诱导产物的色彩变化。例如染料和色素就属于着色剂的范围。 
同理，着色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着色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案例： 
·当使用纤维素类物品（例如棉花）时这些染料称为“三嗪类反应性染料”，它们以化学反应的

方式与纤维素结合在一起。这个步骤可以升高色牢度。纤维素染料的反应产物不需要进行注册。 
 

防腐剂 

防腐剂是一种添加剂，即使添加很低的浓度也可以起到防止或减缓金属或合金腐蚀的功能。根

据反应抑制的离子种类可以区分阳极和阴极抑制剂，这两种类型防腐剂的反应产物都在豁免范围内。

化学防腐剂可以通过让需要保护的金属物质和抑制剂之间发生反应在金属物质表面形成一个保护

层。 
同理，防腐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防腐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破乳剂 

                                                        

4EINECS是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化合物目录数据库（European INventory of Existing commercial Chemical Substances）

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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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或二种以上）互不融和的液相物质可以组成相对稳定的乳剂，破乳剂则可以帮助这些成

分相互分离。破乳剂的作用机制是与形成乳化的物质发生反应，从而破坏掉乳剂的稳定性。破乳剂

与乳剂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两种物质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 
同理，破乳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破乳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干燥剂 

干燥剂是一类具有吸湿属性的物质，它们可以起到干燥作用，将水分从其他物质中抽离。干燥

剂可以通过毛细管现象保留水分或通过化学反应来吸收水分。干燥剂可以用来干燥溶剂、气体和固

体。但是如果干燥剂本身潴留了过多水分它们的干燥能力就会有所下降。硅胶和分子筛就是比较常

见的干燥剂。 
同理，干燥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干燥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案例： 
氢化钙（CaH2）常被用作干燥剂。它发挥干燥作用的原理主要依靠水与氢化钙之间的化学反应，

反应产物为氢氧化钙（Ca(OH)2）。同理生产或进口氢化钙是需要进行注册的，但当它作为干燥剂使

用时生成的氢氧化钙却属于注册豁免品种。 
 

脱水剂 

脱水剂是一个统称，指那些在进行化学处理的过程中添加进去以改善脱水效率的物质。比如净

化剂、絮凝剂、表面活性剂等。 
同理，脱水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脱水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分散剂 

分散剂是用来促进分散系形成或使分散系更稳定的一类物质。分散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由多

个分散相构成的均匀系统，其中至少有一个相的物质分散均匀。如果有二个或多个相的物质不溶或

微溶于另一相中，那么它们可均匀地分散于其中，此时可以使用术语分散系或分散来进行描述。 
分散通常不会改变分散相的溶解度，这个概念通常用于描述难溶于水中的固体物质，它们均匀

地分散在彼此之间。分散剂可以用来防止溶液成为胶体分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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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可以把它当作帮助固体物质分散于液体中（乳剂）的助悬剂］ 
分散剂多为具有电解质性质的高分子化合物，它们可以溶解于水中，例如碱金属聚碳酸酯、多

磺酸盐、多磷酸盐、以及其他常见钠盐。磺化木质素以及带有甲醛的芳香磺酸凝结产物也得到了广

泛应用。 
分散剂通常用于下列领域：聚合物分散体、粘合剂分散体的生产、染料的分散（纺织业）、颜料

的分散（工业漆、印刷油墨）、化妆品、制药业及摄像业、清洁剂、去污剂。 
同理，分散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分散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填充剂 

填充剂是一种添加剂，比如聚合体，它们可以减少昂贵材料的用量以降低成本，或改善材料的

某些属性，例如获得更好的力学性能（在轮胎中加入橡胶）、改善树脂的粘度（环氧树脂）、控制成

本和/或增强材料的弹性或粘度（聚合体）、韧性、容量（清水墙体）等。 
常用填充剂包括： 
·用于橡皮轮胎的炭黑或煤烟 
·用于环氧树脂的微球体 
·用于聚合体的玻璃纤维 
·用于纸张中的材料，例如高岭土、石灰石、石膏等 
同理，填充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填充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阻燃剂 

阻燃剂是一类用来保护易燃性材料的物质，例如某些有防火性能的塑胶或木制品。阻燃剂的作

用原理与燃烧状态下它们产生的某些化学反应有关。 
同理，阻燃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阻燃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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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剂 

调味剂可以理解为能让其他物质增加气味的物质。 
同理，调味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5，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调味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案例： 
·地那铵苯甲酸盐是一种略有苦味的调味剂。通常被添加到产品中以减少人们对物质的消耗。 
·香烟中除烟叶外还含有调味剂，它可以让香烟更好闻。 
 

流改性剂 

流改性剂是为了改变材料（通常是液体，但也有少量软性固体或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流动的固体）

的流变学性质而添加的一类物质。应用案例之一就是在表面涂层中添加流改性剂，这样处理过的涂

层可以起到避免物体表面受到损伤的作用，比如减少表面弹坑、针孔、油漆皱皮等的数量。 
同理，流改性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流改性目的而进行的一系

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

中的即可。 
 

润滑剂 

润滑剂是一种应用于两个移行表面以减少两者之间的磨擦和磨损的物质。润滑剂在两种物质的

表面之间形成一层薄膜，把两种物质分隔开可以发挥出提高效率、减少磨损的作用。它们还有溶解

或传输外界粒子以及散热的作用。润滑剂 大的应用案例之一就是被添加在机油中以保护机车的内

燃机或动力设备。有些润滑剂比如 2－循环油还会被添加到某些燃料中。 

                                                        

5注意：根据第  88/388/EEC号指令用作食品调味剂的物质可以享受豁免注册的待遇(REACH法规第 2(5)(b)条第ii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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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流改性剂的成分(如 2－循环油)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润滑

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

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可。 
案例： 
·二硫代磷酸锌（ZDDP）是机车润滑油配方中常用物质。它的作用方式包括在被润滑物表面形

成一个边缘层和需要 ZDDP 参加的化学反应。ZDDP 的进口商或生产商需要依注册条例进行注册，

但在 ZDDP 以润滑为目的进行使用的过程中产生的有助于润滑的物质则在豁免范围内。 

 

pH调节剂 

pH 调节剂是用来将溶液（通常是水溶液）的 pH 值调节到一定水平的物质。pH 调节剂可用来对

饮用水或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水进行酸碱平衡处理。使用 pH调节剂并不意味着要将 pH值调节到中性，

理论上说它可以调节出任意水平的 pH 值。 
调节机制主要依靠 pH 调节剂与被处理物之间发生的酸碱反应。因 pH 调节剂而形成的反应产物

可享受注册豁免。且不需提供酸根或碱基成盐的详细信息。 
同理，流改性剂的成分(如 2－循环油)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润滑

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

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可。附录 1 提供了更多该物质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获得豁免权的背景资料。 
 

增塑剂 

增塑剂是一类可以增强物质柔韧性、可加工性、弹性的物质，比如聚合物和水泥等。它们可以

与聚合物发生化学反应或物理作用，由此改变聚合产物的物理性质。增塑剂可用来改变粘合剂或密

封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以此来改善它们的低温性能；或者添加到水泥中以确保它们的低温性能和

可加工性。增塑剂展现出良好的柔韧性和延展性，它们可以改善材料（如文中所述）因不同季节或

每日不同时间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热膨胀差。 
同理，增塑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增塑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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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己二酸二辛酯（DOA）具有较高的温度（冷或热）稳定性，因而常被用作食品包装袋的增塑剂。 
 

助悬剂 

固体物质从溶液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叫做沉淀。助悬剂可以起到预防或阻止沉淀过程发生的物质。

也就是助悬剂可以预防或阻止固体从溶液中析出。 
同理，助悬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助悬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质控试剂 

质控试剂是为确保物质的质量而进行定性或定量试验时使用的试剂，它可以提供具体参数。 
同理，质控试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质控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

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

的即可。 
案例： 
·卡尔－费休滴定技术中使用的溶液就是一种质控试剂。根据这些技术，水和组成质控试剂的

物质将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试剂中包含的物质需要进行注册，作为滴定结果的反应产物则在注册

豁免范围内。 
 

溶剂 

溶剂是一类可以用来溶解固体、液体或气体物质（溶质）而形成溶液的物质。 
同理，溶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溶解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

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

可。 
案例： 
金属盐可以溶解在乙二醇中，聚乙烯乙二醇可形成含金属盐的复合溶液。根据溶液的 终用途，

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并不需要进行注册。（除非这些复合物需要上市销售）。 
 

稳定剂 

稳定剂是一类添加后可以预防其他物质发生不希望出现的反应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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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稳定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稳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案例： 
·聚合抑制剂就是稳定剂的例子之一。例如，苯乙烯是一种在自由基存在的条件下易发生聚合

反应的物质。向其中添加叔丁基邻苯二酚的作用原理就是使叔丁基邻苯二酚与自由基发生反应，使

聚合反应因缺少自由基而无法进行。 
叔丁基邻苯二酚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对其进行注册。但它与自由基引发剂发生化学反应后生成

的产物却可享受注册豁免。 
 

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是一类具有表面活性的物质。它们在设计时就会考虑到二种不同物质接触时的分离

界面，通过对二种物质表面活性的更改，它们可以起到改变界面重要物理性质的作用。界面应存在

于不可以互相融合的固体、液体或气体之间。 
同理，表面活性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表面活性的目的而进行

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

到市场中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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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b）段 

这一段列出的享受注册条例豁免权的物质是对第（a）段豁免物质列表的补充。无论何时，当因

需提供某些物理化学性质而使用某物质、或为满足这种使用目的而发生化学反应时，相关产物不需

要进行注册，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可。应对反应中涉及到的前体物质/
反应物在整个使用周期内可能带来的产物及由此而产生的危险性进行评估。 

 

乳化剂 

乳化剂是一类能使乳液稳定的物质，通常是表面活性剂。 
例如清洁剂就是一类表面活性剂，它们与油性物质和水性物质都能产生物理学上的相互作用。

因此在混悬状态下，它们能在稳定水滴与油滴之间的界面上起稳定作用。 
同理，乳剂本身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乳化功能而进行的一系列化学

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即

可。 
 

润滑剂 

润滑剂（已经在 4a xix 节中有所描述）是一类可以在金属表面发生反应并形成“油性”附着层

的物质。非液体的润滑剂包括油脂、粉末（例如石墨、聚四氟乙烯、二硫化钼、二硫化钨）、用于管

道工业、气垫及其他方面的特氟隆。 
同理，润滑剂的成分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润滑功能而进行的一系列

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

的即可。 
 

粘度调节剂 

粘度调节剂是一类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流程中控制液体流动性的物质。例如，在石油勘探过程

中向水性钻井泥浆中添加聚阴离子纤维素可以起到增稠作用，进而更改液体的流动性。在润滑领域

中，向润滑油中添加粘度调节剂可以起到改变液体流动性的作用，其效果与调节温度相似。在后面

的案例中，调节剂都是典型的聚合分子，它们对热敏感，可随温度变化而收缩或舒展。 
同理，粘度调节剂的成分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粘度调节的目的而进

行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

放到市场中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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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 

溶剂是一类用来溶解固体、液体或气体（溶质）形成溶液的物质。 
同理，溶剂的成分是需要注册的，如果一切均能满足要求，为实现溶解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所产生的物质则在注册豁免范围内，只需证明它们不是被主动生产、进口或投放到市场中的

即可。 
例如，将水添加到盐（如硫酸铜）中，形成的溶液中就含有阴阳平衡的离子对。关于离子混合

物的进一步解释就是水在其中扮演了溶剂的角色，其功能与本指南文件附录 1 的内容完全吻合。 
注意：法规（EC）No. 1907/2006（REACH）及 2008 年 10 月 8 日颁布的法规（EC）No 987/2008

修订版中均将水列为注册豁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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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5 

副产物，除非必须以它们本身的名义进口或上市销售。 
第 2008/98/EC 号指令的第 5 条（废弃物框架指令）把副产物定义为：“在生产流程中产生的某

种物质，但它的生成并不是该生产流程的主要目的，[……]此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 
（a）确定该物质会得到进一步使用； 
（b）除了正常的工业实践外，该物质可直接使用不需任何额外处理； 
（c）该物质的产生是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d）该物质的进一步使用本身是合法的，例如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该物质符合生产、环境、健

康保护条例的要求，不会对整体环境或人身健康造成影响。” 
 

条目 6 

若生产商或进口商已就某物质进行注册，那么该物质遇水后形成的水合物或水合离子可享受注

册豁免。 
水合物的性质与该物质分子或离子连接的水分子有关，特别是氢键的连接。完全不含有水分子

的物质称为无水物。固态水化物中所含结晶水的比例符合化学计量比，NiSO4·7H2O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从化学式上可以看出，每 1 分子NiSO4晶体就会有 7 个结晶水。 
 

实例 
名称 分子式 CAS 码 EC 编码 规则 
硫酸铜 CuSO4 7758-98-7 231-847-6  

五水硫酸铜 CuSO4·5H2O 7758-99-8  这里的物质指无水合物（EC 编码：

23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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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点很重要需特别注意： 
·根据豁免条例，生产商或进口商只需对无水物进行注册即可。推荐在注册卷宗中提供水合物

的参考资料。 
·若公司改变了物质的水合状态（例如改变与物质结合的水分子数目），可将其视为下游用户，

只要供应链上的生产商或进口商曾经就该物质的无水合物进行注册即可。生产商或进口商在进行注

册时应把水化或干燥的过程也包括在暴露场景中。 
·想利用本条目获得注册豁免的注册者需要添加无水合物的数量及技术档案中不同水合物的形

式（但不需要包括添加在前体分子上的水分）。 
 

条目 7&8  －总体考虑 

条目 7 和条目 8 包含的物质均属于天然出现的物质，它们没有经过化学改性。因此“天然出现

的物质”和“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物质”就是对物质定义 简单的解释。这两类物质都有可能获得

豁免权。 
第 3（39）条和第 3（40）条定义了这一类物质的特点： 
根据第 3（39）条“天然出现的物质”指“自然存在的物质，根本未经任何处理，或经手工、

机械、重力等方式进行处理，如溶解于水、从水中浮游选取物质、蒸汽蒸馏、单纯的加热除水、或

使用任何方法从空气中提取物质。” 
有一条背景资料值得注意，在 REACH 法规中关于天然出现物质的定义颁布之前 EINECS 条目

中对物质的定义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其影响力要大于现在的 REACH： 
EINECS 编码：310－127－6，CAS 编码：999999－99－4 
天然出现的物质 
自然界中存在的有生命或没有生命的物质，它们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或只经过手工、机械、

重力等物理方法进行处理，如溶解于水、浮游选取物质、或加热除水等。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将 REACH 的定义分为几部分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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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出现的物质：指从植物、微生物、动物、无机物（如矿物、矿石、精矿）、有机物（如原

油、煤炭、天然气）中获取的物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有生命的或未经处理无生命的机体（例

如酵母（参见附录 2），冻干细菌或它们的一部分（例如躯体的一部分、血液、枝干、树叶、花朵等）

都不应视作REACH所指的物质、制剂或物品，因此也不在REACH覆盖的范围之内。后者如果消化

或分解不完全那么很可能成为第 2008/98/EC号指令中定义的废物，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成为非

废物可回收材料6。 
·天然出现的未经处理的物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物质。 
·只通过手工、机械、重力等方法进行处理：物质的某个部分可以通过手工、机械的方法移除

（例如离心）。如果矿物质只经过机械方法处理例如研磨、筛选、离心、浮集等。那么可以将它们与

初开采的矿物质一样当作天然出现的矿物质。7

·通过溶解于水中：唯一能够使用的溶剂就是水。因此使用其他任何物质做溶剂、或使用几种

溶剂的混合液做溶剂、或使用水对溶剂进行稀释者都不应视作天然出现的物质。 
·浮游选取：用物理方法将物质从水或某种液体比如油中分离出来，整个过程没有发生化学反

应。 
·从水中提取：根据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分自身的物理性质，如它们在水中的分散度，利用

水在添加或不添加调节剂（絮凝剂或乳化剂）的情况下将其提取出来，中间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反应。 
·蒸汽蒸馏：利用水蒸汽为载体在不发生化学反应的情况下将材料组分中天然存在的物质蒸馏

出来。 
·加热除水：通过加热的方式纯化或浓缩某种物质，整个过程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 

                                                        

6具体解释方法应根据当地社区废物的相关法规、物质的性质和当时的状况、对这类物质的潜在定义进行毫无偏见的

讨论，并做出决定。日后可能需要进行更新。 

7（ECHA，2007）指南，可根据REACH第 38页的内容对物质进行识别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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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方法从空气中提取：天然存在于空气中的物质，在不发生化学反应的情况下，使用各

种方法或溶剂将其从空气中提取出来。 
 
根据第 3（40）条规定，“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物质”的定义是“一类虽然经历过化学反应或处

理，或在物理学上发生了矿物学转变，但它的化学结构仍然保持不变的物质。例如除去杂质。” 
根据第 7、8 二项的要求，豁免物质必须是天然存在、且未经化学改性的物质。这意味着在判断

某物质能否获得豁免时需要同时满足二个条件： 
·根据第 3（39）条的定义必须是“天然存在的物质”。 
·根据第 3（40）条的定义必须是“未经化学改性的物质”。 
因此，要想从第 7、8 二项获益，该物质必需是天然存在的，即只按第 3（39）条中列出的处理

流程进行过处理。此外，不能经历过第 3（40）条中定义的任何一种化学改性。 
也就是说，第一步要先确定有疑问的物质是否按照第 3（39）条中列出的处理流程被单纯地提

取出来。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在第二步中要进一步评价在提取的过程中或提取之后该物质是否经历

了第 3（40）条8中描述的化学改性。需注意单纯地以去除杂质为目的的处理过程只要不引起物质化

学结构的改变就不应被视作化学改性。 
一个物质即使它本身属于天然存在的物质，若它的一个或多个组分发生了化学结构上的变化，

也应被视为经历了化学改性。即使它是按照第 3（39）条中列出的方法来进行处理的，也会因违反

了第 3（40）条的规定而被排除在豁免范围之外。 
注意合成物质并不能根据第 7、8 二项的规定享受豁免权，因为它们不满足天然存在的定义。如

确需使用，这些物质应进行注册。（参见下面的 4 个案例） 

                                                        

8请注意第 3（39）条中列出的一些流程可能会改变物质的化学结构从而导致化学改性：例如简单的加热也能产生异

构化作用。根据第 3（39）条对“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和第 3（40）条对“非化学改性”的定义异构化作用就是一

种化学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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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案例列举了一些未经化学改性的物质，它们有的满足天然存在的要求，有些则不满足。 
案例 1： 
利用蒸汽蒸馏的方式从薄荷叶中提取出某个物质。利用化学方法对薄荷叶提取物进行分析，发

现该物质中存在几种立体异构体，其中包括（－）－薄荷醇（例如(1R, 2S, 5R)-5-甲基-2-(丙烷-2-烃
基)环己醇)）。该物质中的所有组分均天然存在于薄荷叶中。在不经化学改性的情况下，该物质能够

满足天然存在的要求。 
 
案例 2： 
案例 1 中分离出的物质在水和乙醇中进一步结晶9后分离出（－）－薄荷醇，同时除掉其他杂质。

虽然这个步骤并没有导致第 3（40）条所述的进行化学改性的结果，但却不再符合天然存在的要求。

因此这些物质不能同时满足天然存在且未经化学改性的要求。 
 
案例 3： 
对案例 1 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单纯地通过加热来除掉水分。加热后案例 1 中分离出的物质在真空

中转换成一个含有（－）－薄荷醇在内的多组分混合物。虽然分离出的物质是天然存在的，但它们

已经进行了化学改性。因此它们也不满足天然存在且未经化学改性的要求。 
 
案例 4： 
生产（－）－薄荷醇时需要进行多个步骤的合成反应。虽然合成物与薄荷叶中发现的成分在化

学结构上完全相同，但它不应被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因此也不能满足天然存在且未经化学改性的

要求。 

                                                        

9结晶时，如果化学结构不发生变化，那么就不会产生化学改性。重结晶经常会使用其他非水溶剂，因此，重结晶物

不再符合天然存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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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7 

下面是一些符合规定的天然存在且不经化学改性的物质：矿物、矿石、精矿、未经或已经处理

的天然气、原油、煤。 
上面列出的各类物质，只要同时满足第 3（39）条天然存在和第 3（40）条未经化学改性的定义，

那么无论它们在欧盟 67/548/EEC 指令中是否被列入危险等级都包括在豁免范围内。 
豁

 

免条例中覆盖的具体物质如下： 

矿物 

矿物本身也是物质。在一些 UVCB 的案例中矿物质可以是单质也可以是多组分物质。矿物的定

义是地壳中发现的由无机物组成的混合物。它们有化学成分的一系列性质，也有不同的晶形（从高

纯度结晶到无定形物质都有）和物理性质。总的来说，矿物都是无机物，而且绝大多数是晶体。第

一步首先需要判断一下矿物的开采/生产过程是否符合“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如果满足了天然存

在的要求，那么可以进行第二步，继续判断矿物在开采/生产期间或之后的过程是否符合第 3（40）
条的要求。 

天然存在且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矿物当属于豁免范围内。天然存在的矿物即使经过化学处理或

物理上的矿物学转变，例如除去杂质，只要 终物质中所有组分都没发生化学变化,那么就在豁免范

围之内。所以，只要能够同时满足上面的要求就可以获得注册豁免。 
石棉就是一个矿物的典型例子。石棉是一类天然存在的含水硅酸盐的通称，比如：青石棉（CAS：

12001－28－4）；铁石棉（CAS：12172－73－5）；直闪石（CAS：77536－67－5）；阳起石（CAS：
77536－66－4）；透闪石（CAS：77536－68－6）；纤蛇纹石（CAS：12001－29－5 和 132207－32－
0）。 

石棉本身属于注册豁免范围，因为这些物质是天然存在的，也不需要进行任何化学改性。但这

并不代表它们可以免除 REACH 要求的其他义务。此外，REACH 附件十七中将石棉纤维列为“限制

生产、投入到市场或在某些危险环境下使用的物质、制剂或物品”。 
注意：纤蛇纹石并没有受到彻底限制，因为在附录XVII的条目中它是准许上市的，也可以在现

有的电解设备上使用含有纤蛇纹石的膜（第（f）点），除非该物质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或找到适合的

不含石棉的替代物。 
 
矿物的其他例子还包括（但不仅限于）： 
白云石（CAS 编码 16389－88－1）CaCO3·MgCO3、岩石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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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CAS 编码 1317－65－3）主要由碳酸钙组成，可能会含有碳酸镁； 
重晶石（CAS 编码 13462－86－7）主要由硫酸钡组成； 
氟磷灰石（CAS 编码 1306－05－4） 常见的磷酸盐矿物。 
注意：合成物并没有资格享受豁免，即使它们与天然存在的矿物质具有同样的化学结构。 

 

矿石 

矿石是矿质骨料或矿物岩的通用表达方式。从中可以提取出金属或含有金属的成分，矿物骨料

的开采还能产生一定经济利益。 
矿石本身被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因此它们可以享受注册豁免权。但应该注意的是，提取矿石

的方法如果与“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不符，或者说更改了 终物质的化学结构，那么正常情况下

处理后的“终产物”不应被视为天然存在且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物质，因此需进行注册。但是，如

果矿石根据第 3（39）条的方法进行处理，无论是化学处理还是物理学上的矿物学转变，例如去除

杂质，那么只要能证明终产物中所有组分的化学结构都未发生改变就可以获得注册豁免。 
案例： 
“带状铁岩”的铁矿石主要由磁铁矿（Fe2+Fe2

3＋O4）和石英组成。它的第一个处理步骤是初步

粉碎和过筛，之后通过粗粉和细研将其磨成细粉，此时磁铁和石英都已经成为精细的粉末，通过磁

力选矿器可以将粉末中的石英除去。到目前为止，所有物质包括 初的矿石仍然可以视为天然存在

的物质。 
磁铁矿必须经过精炼或还原后才能转化为金属铁。磁铁矿（或其他任意形式的铁矿）必须被粉

碎成粉末，然后与焦煤混合在一起。在整个过程中，鼓风炉内发生多种氧化、还原反应，由此产生

的金属铁、碳氧化合物及其他物质统称为炉渣： 
空气鼓风与焦煤：2C+O2→2CO 
一氧化碳（CO）是重要的还原剂 
第一阶段：3Fe2O3+CO→2Fe3O4+CO2

第二阶段：Fe3O4+CO→3FeO+CO2 

第三阶段：FeO+CO→Fe+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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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如果进行了下列处理，那么 终生产出来的铁不应被视为天然存在且没有经过化学

改性的物质。 
·除去为了除水之外，为了其他目的而加热； 
·氧化铁参与的氧化/还原反应都属于化学反应，它们会产生新的/不同的物质。 
结果，铁自然成为一种必须满足条件进行注册的物质。如果相似的处理被应用到其他金属的生

产过程，那么那些金属也需要进行注册。 

 

精矿 

精矿通常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或浮游选矿法从富含矿物质的小碎块中提取出来以供进一步处理的

物质，例如金属。这些处理方法包括但不仅限于：分类、磁分离、静电分选、优先粉碎、研磨、碾

压、过筛、旋流分离、过滤和浮游选矿。 
因此只要能证明精矿在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了机械和/或浮游选矿的方法（例如研磨、筛选、离心

等），那么就可以将其视作天然存在的物质。天然存在的精矿只要没有经过化学改性就可享受注册豁

免。例如，天然存在的精矿虽然经过了一些化学处理或物理上的矿物学转变，比如除去杂质，只要

能证明 终分离出的物质中所有组分的都没有经过化学改性可享受注册豁免。 

 

未经处理或已经过处理的天然气 

天然气是一种由饱和烃为主要成分组成的气态化石。根据不同的来源天然气也含有不同的组分，

因此被几为下面几类： 
·由纯天然气体沉积而成的天然气，主要由甲烷构成，含有少量乙烷； 
·由煤沉积而成的天然气，主要由甲烷、少量乙烷、含量不等的氮质及二氧化碳组成。 
·由原油沉积而成的天然气，通常含有大量的乙烷、丙烷、异丁烷、己烷、庚烷、二氧化碳、

氢硫化物、氦、氮、含砷复合物。 
·由冷凝、蒸馏后沉积而来的天然气除含有甲烷和乙烷之外还有大量的碳氢化合物，这些碳氢

化合物所含的碳原子数目都在 7 个以上。 
但是在提供给家庭、商业和工业用户使用之前，天然气需要进行一定的处理。处理后的天然气

中几乎只含有纯甲醇，与未经处理的天然气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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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CS 表条目中对天然气的描述如下： 
EINECS 编码：232－343－9，CAS 编码：8006－14－2 
天然气 
从自然界中发现的天然气或烃类复合物通常含有 1－4 个碳原子，通过除去冷凝液、天然气凝析

液等物质把它们分离出来。 
原生态的天然气如果不经处理可以被视作天然存在的物质。此外，即使经过处理，如果处理方

法符合第 3（40）条的规定，没有对物质进行任何化学改性，那么它仍在豁免范围内。 
 
注意：应该强调只有来自天然气中的甲烷才可以被视为天然气，除此之外其他来源的甲烷不应

被视作天然气。 
 

原油 

原油是存在于地壳中的亲脂性烃类复合物。原油的组分有 17,000 余种之多，是世界上 复杂的

有机物之一。小型动植物躯体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在细菌、酶类、压力和矿物催化剂的

影响下在浅水区域的泥土中逐渐变成腐殖泥，原油的形成主要依靠这些腐殖泥。原油的开采机制确

保了生产出来的原油仍然属于天然存在的物质。 
但是在对原油进行处理和分离的过程中，得到的各种组分或复合物却不再属于天然存在且未经

修饰的化合物。EINECS 的条目中就有很多从原油中获取的物质，例如： 
EINECS 编码：272－871－7 CAS 编码：68918－99－0 
煤气（石油），原油分馏物 
对原油进行分馏后会产生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化合物由饱和脂肪烃构成，绝大部分成分的

含碳数量在 1 至 5 之间。 
例如：柴油是一种从石油燃料油中以蒸馏形式分馏出来的用于柴油机的燃料。柴油是通过化学

改性的方法从石油中获取的，因此它不可以享受注册豁免。 
 
EINECS 的条目中对柴油的介绍如下： 
EINECS 编码：269－822－7，CAS 编码：68334－30－5 
燃料，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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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由原油中蒸馏出来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其中绝大多数组分的含碳数目在 9－20 之间，

沸点在 163℃至 375℃之间（即 325℉至 675℉之间） 
EINECS 编码：270－676－1，CAS 编码：68476－34－6 
燃料，柴油，－2 号 
在 37.7℃（即 100℉）时，馏出油的 小粘度为 32.6SUS，同样在 37.7℃（即 100℉）时，馏出

油的 大粘度为 40.1SUS。 

 

煤炭 

煤炭是一种植物碳化后形成的固体矿物燃料。目前有两种类型的煤炭：褐煤和黑煤，区别待遇

它们的含碳量不同。褐煤的含碳量为 60－80%，黑煤的含碳量为 80－98%。从煤炭开采的机制来看，

如果后期不进行化学处理的话，它应该符合未经化学改性的天然存在物质的要求。 
木头加热分解后可以获得木炭，木炭不应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因此无法享受注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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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8 

除了第 7 节中列出的天然存在物质之外，还有一些天然物质也没有经过化学改性，但是它们满

足欧盟 67/548/EEC指令10标准的要求可被划分为危险物，或符合附件十三规定被划分为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或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或符合第 59（1）条的规定

至少在二年之前该物质已经得到了不低于第 57（f）条中规定等级的关注。 
有些“天然存在且未经过化学改性的物质”即使未在第 7 节中列出，除非根据欧盟 67/548/EEC

指令的要求可将其划分为危险物质，否则也可获得豁免权。 
要想判断某物质是否满足豁免要求，必须要考虑下列几点： 
·该物质必须满足第 3（39）条11中对“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 
·该物质必须满足第 3（40）条的要求没有进行任何化学改性。化学改性的方法包括但不仅限

于氢化作用、中和反应、氧化反应、酯化作用、酰胺化； 
·按照欧盟 67/548/EEC指令中危险等级分类标准的要求不可以被划分为危险物质。一个天然存

在的物质，如果它出现在欧盟 67/548/EEC指令的附件一中、或该物质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已经认定它

符合欧盟 67/548/EEC指令的附件六的标准，则该物质不应享受注册豁免。此外一个满足附件十三中

PBT或vPvB定义的天然存在物质也不应享受注册豁免。符合第 59（1）条规定至少在二年之前已经

得到了不低于第 57（f）条中规定等级的关注并包括在（第 59（1）条）候选条目中的天然物质不应

享受豁免，必须进行注册。12

 
在所有案例中，希望享受注册豁免的生产商/进口商有义务提供相关证明。物质属性资料的缺失

不能等同于危险属性的缺失。许多属于“天然存在的物质”范畴的物质都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料证明

它们没有危险性。这类物质要想根据 REACH 精神获得豁免必须搜集足够的资料以证明它们没有潜

在的危险性。 
附件五的指南 

不能享受注册豁免的物质案例包括但不仅限于使用第 3（39）条给出的方法以外的手段分离出

的发酵产品。在这些案例中，这些物质已经进行了化学改性，例如溶剂萃取法（骨粉）、发酵产品（酶

类）、或危险性物质，它们都不能得到注册豁免。 
能够享受注册豁免的物质案例包括但不仅限于同时满足第 3（39）条和第 3（40）条规定的棉、

木等物质，但是这些物质不能被欧盟 67/548/EEC 指令的分类标准被划分为危险物质。 
如果因为出现了新的资料使原本不满足欧盟 67/548/EEC 指令分类标准没有被划分为危险物质

的物质重新被划分为危险物质，那么该物质的豁免权将不再适用，它需要进行注册。 

                                                        

10自 2010年 12月 1日起，附件五目录 8中原先引自Directive 67/548/EEC中的内容将被更换为法规（EC）No 

1272/2008  。

11参见目录 7和目录 8中对该定义的解释。 

12在后面的例子中，如果某个天然存在的物质符合第 57(f)条的要求并被包括在候选列表中达二年之久，那么从它进

入列表满二年之日起该物质就不再享受注册豁免，应按规定进行注册。该物质进入候选列表的日期可以从ECHA的网

页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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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9 

下面的物质属于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天然来源物质，而且它们不会根据欧盟 67/548/EEC指令13

的分类标准被划分为危险物质，也不会被划分为易燃物[R10]、有皮肤刺激性的物质[R38]、有眼部

刺激性的物质[R36]、或附件十三中定义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或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

性物质、也没有按照第 59（1）条规定至少在二年之前已经得到了不低于第 57（f）条中规定等级的

关注。 
植物油脂、植物油、植物蜡；动物油脂、动物油、动物蜡；C6－C24 脂肪酸及其它们的钾、钠、

钙、镁盐；甘油。 
本节所述的豁免权仅适用于植物油脂、植物油、植物蜡；动物油脂、动物油、动物蜡；C6－C24

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甘油等物质。它们是没有经过化学改性的天然来源物质，而且它们

不会根据欧盟 67/548/EEC 指令的分类标准被划分为危险物质，也不会被划分为易燃物[R10]、有皮

肤刺激性的物质[R38]、有眼部刺激性的物质[R36]、或附件十三中定义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物质或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物质、也没有按照第 59（1）条规定至少在二年之前已经得到了不

低于第 57（f）条中规定等级的关注。 
在所有案例中，希望享受注册豁免的生产商/进口商有义务提供相关证明。物质性质资料的缺失

不能等同于危险属性的缺失。许多属于“天然来源的物质”范畴的物质都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料证明

它们没有危险性。这类物质要想根据 REACH 精神获得豁免必须搜集足够的资料以证明它们没有潜

在的危险性。 

                                                        

13从 2015年 06月 01日起，第  67/548/EEC号指令将被法规（EC）No 1272/2008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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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范围并不仅限于第 3（39）条14中定义的“天然存在的物质”。这意味着使用第 3（39）条

所描述的方法之外的手段进行提取的某些物质也可享受豁免。 
在本节中，当作“天然来源的物质”获得豁免权的物质其来源必须是天然材料（植物或动物）。

“未进行化学改性”则表示从天然来源获得的物质只有在未进行化学改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豁免。 
特别是附件五（9）中列出的 C6－C24 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它们必须是从天然来源

获得的才能被纳入到豁免范围内，同时它们也不可以经受任何化学改性。也就是说这些 C6－C24 脂

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的化学结构不可以发生改变。 
注意：豁免权不适用于合成物。 
总的来说，从动物或植物等天然来源获取的脂肪及油类物质主要由甘油三酯组成（甘油三酯的

含量 高可达 97%（例如含有脂肪酸的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的含量 高可达 3%；甘油单酯的含量

高可达 1%）。天然存在于脂肪和油脂中的甘油三酯含有饱和及不饱和脂肪酸。 
注意：氢化脂肪和氢化油与植物或动物脂肪或油并不相同，因为前者已经进行了化学改性，因

此不应列入豁免范围。 
本

 

节中被列入豁免范围的物质可分为以下列几类： 

植物油脂和植物油 

植物油脂和植物油15通常是从油籽植物（油菜、亚麻、葵花等）的种子中提取出来的，虽然这

些植物的其他部分也含有，但主要还是从种子中提取。植物油脂和植物油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

它包含一系列不同链长的脂肪酸；例如它们富含棕榈酸、油酸、亚油酸。 

                                                        

14“从天然来源获得的物质”一词并不等同于“天然存在的物质”。因此“从天然来源获得的物质”这个术语不受第

3（39）条定义的限制。 

15欧洲委员会在一篇名为“根据REACH 法规（EC）No. 1907/2006从转基因植物中获取植物油的情况介绍”的文章

中给出了在第 4届REACH和CLP法规主管机关会议上对从转基因植物中获取植物油的解释。MSCA提供了相关的评论

文章。关于这个主题的指南正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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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可油含有高比例的C16－C18脂肪酸及C18不饱和脂肪酸；椰子油则正好相反，含有高比

例的C6－C16脂肪酸及C18不饱和脂肪酸。 
注意：本节的豁免权仅适用于植物油脂和植物油，但却不包括挥发油。挥发油是来源于植物的

疏水性液体复合物，含有具有挥发性的有机复合物，比如醇类、醛类、酮类、苯酚、酯类、乙醚和

乙烯，只是各种物质的比例不同。 
 

植物蜡 

植物蜡由长链脂肪醇、三萜醇和固醇酯化后的长链脂肪酸非甘油酯组成。例如从棕榈叶中提取

的棕榈蜡就是一种典型的植物蜡。 
 

动物油脂及动物油 

动物油脂及动物油可以从各种动物的脂肪组织中获取。例如，牛脂和猪油之类的脂肪主要由甘

油三酯组成，含有大量C16及C18脂肪酸，而乳脂（牛奶中的脂肪）则以C6－C12脂肪酸为主。 
与其他动物脂肪/油相比，从鱼类或其他海水生物中获取的动物油则含有更多的多元不饱和脂肪

酸。不同链长的脂肪酸在不同物质中有不同的分配比例。 常见的是C16－C24脂肪酸。另外，与其他

动物脂肪相比，它们富含大量的Ω－3 脂肪酸（例如鱼油和鲸油）。 
 

动物蜡 

动物蜡由长链脂肪醇、三萜醇和固醇酯化后的长链脂肪酸非甘油酯组成。例如从羊毛中获取的

蜂蜡和羊毛脂就是典型的动物蜡。 
注意：本节的豁免权不适用于硅酮蜡等合成物质，虽然它们显示出了相似的性质；也不适用于

通过蒸馏的手段从天然石油中获得的合成蜡或完全合成的蜡质。 
 



附件五的指南 

 

C6－C24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 

虽然自然界中有很多游离脂肪酸，但油脂中的含量却极少。通常他们在天然来源的物质中通过

化学键结合后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油、脂、蜡的来源不同，各种脂肪酸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在

高等动植物体内，由于其形成的方式不同，所含多C6-C24长链脂肪族单羧酸，碳原子的数目多为偶数，

且并无支链。长链可以是饱和的也可以是不饱和的。不饱和脂肪酸中双键的数目和位置不同，因此

结构也有所不同（例如顺反异构式）。奇数脂肪酸虽也存在，但数量较少。例如乳脂中有十一酸（C11），

反刍动物的奶和体脂中含有十七酸（十七烷酸（C17））。其他脂肪酸的结构就更少见，比如藻类和细

菌等低等生物中可以见到不同的支链和侧基。本节中覆盖的C6－C24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必

须从天然来源中获得。 
用蒸馏的方法从天然脂肪酸比如脂肪和油中分离出来的单个脂肪酸也在豁免范围内。但要证明

每种脂肪酸都未经过化学改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化学结构都保持不变。 
注册豁免所覆盖的范围包括： 
（a） 多类C6－C24饱和和/或不饱和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 
（b）单种C6－C24饱和和/或不饱和脂肪酸及其钾、钠、钙、镁盐。 
 
案例： 
（a）脂肪酸、橄榄油；脂肪酸、棕榈油；脂肪酸、葵花油；脂肪酸，C8－16；脂肪酸C10－14；脂

肪酸C8－19和C18－未饱和；钙盐、脂肪酸、牛脂、钠盐。 
（b）己酸、辛酸、癸酸等， 多可至二十四酸。还包括从天然来源中获得的羟基脂肪酸，例如

从蓖麻油中获得的 12－羟基－9－顺式－十八酸。 
 

甘油 

甘油也称丙三醇或丙烷－1,2,3－三元醇，它是甘油三酯酸的骨架可以结合许多脂肪酸。 
 
注意：本节豁免的甘油应为上述天然来源的甘油。合成出来的甘油仍然需要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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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10 

未经化学改性的下列物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凝析油、由此产生的工业气体及产物，焦煤、

水泥溶渣、氧化镁。 
本

 

节的豁免范围覆盖了许多只要未经化学改性16就可享受豁免的物质。 

液化石油气（LPG） 

一般来说，液化石油气由碳氢类化合物丙烷、丙烯、丁烷、丁烯、异丁烷及各种复合物构成。

通过单纯的降温、压缩或复合手段进行处理后，这些复合气体就会以液化的形式存在。液体石油气

提取自原油和天然气中。对精炼厂中的原油进行处理后也可得到液体石油气，有时它还是化工厂的

副产物。LPG 的组分视生产流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用作商业燃料的丁烷和丙烷复合物就在

本条目的覆盖范围内。 
更多信息可参考 EINECS 在下列条目中列出的 LPG 资料，但可获得豁免的 LPG 却不仅限于下

列定义的范围： 
EINECS 编码：270-704-2，CAS 编码：68476-85-7 
液化石油气 
原油蒸馏后生产出的复杂的碳氢类复合物。绝大多数成分为C3-C7之间的碳氢化合物，沸点范围

约为 40℃-80℃(-40℉-176℉)。 -

 

天然气凝析油 

天然气凝析油是一种低密度的液体碳氢复合物，它们以气体组分的形式存在于天然存在的天然

气中。如果温度低于天然气的露点，它们就会从天然气中凝析出来。天然气凝析油通常被视作天然

气处理过程的副产物。可以根据分离流程的具体情况考虑天然气凝析油是否有机会成为天然存在的

物质而享受附件五(7)的豁免权。 

                                                        

16术语“未经化学改性”的注释请参考本指南文件的第 7节、第 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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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可参考EINECS在下列条目17中列出的天然气凝析油资料： 
EINECS 编码：272-896-3，CAS 编码：68919-39-1 
天然气凝析油 
在生产、收集、传送和管线运输过程中从井口、矿井、洗涤器中分离和/或凝析出的碳水复合物。

主要含有碳原子数目在 2－8 之间的碳氢化合物。 
 

工业气体及其产物 

工业气体并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作为一个术语“工业气体”可以看作某个技术过程中产生的

所有气体的总称。因此应该对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工业气体所的一切危险全部考虑在生产过程中所用

物质的化学品安全评估中。高炉瓦斯就是工业气体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钢铁行业中，铁矿石和混和

了焦炭的烧结物在高炉中发生还原反应时就会产生该气体。工业气体可以重新利用，在某些工厂以

及钢铁产业的其他环节或发电站中用作燃料。 
 

水泥溶渣 

水泥溶渣是水泥的一部分。可以将水泥看作一种由水泥溶渣、石膏、及根据水泥类型添加的其

他成分组成的复合物。水泥溶渣来自于石灰石、粘土、铁矾土、铁矿和石英等原材料。成为粉末后

在氧化条件下进行加热，温度在 1400℃－1500℃之间时会发生部分熔融（烧结）的现象，形成褐色

颗粒。这个过程使得原有的化学键被全部破坏掉，材料熔融后新形成的化学键形式不定，主要含有

硅酸三钙、硅酸二钙、铝铁酸二钙、铝酸三钙和氧化钙等物质。为了保存矿物组分的活性，熔融后

的材料要迅速冷却（熄火）。 
水泥溶渣并没有 EINECS 编码，但是它的成分与“水泥、波特兰石、化学品”和/或“水泥、氧

化铝、化学品”比较相似。这些物质都包括在 EINECS 条目中，参考资料如下： 
1. EINECS 编码 266－043－4，CAS 编码 65997－15－1 

                                                        

17请注意关于天然气凝析油的豁免并不仅限于该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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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波特兰石、化学品 
波特兰水泥（普通水泥）是以碳酸钙、氧化铝、硅土和氧化铁为主要成分的原材料在高温条件

下（高于 1200℃（2192℉））经过锻烧和熔融后形成的化学混合物。生产出来的化学物质属于结晶

物。这一类物质包括在生产波特兰水泥的过程中有意生产出来的全部化学物质，下面已经给出了具

体内容。其中 主要的物质是Ca2SiO4和Ca3SiO5。除主要物质外，下表列出的物质也有可能包含在产

物中。 
CaAl2O4 Ca2Al2SiO7 CaO 
CaAl4O7 Ca4Al6SO16 Ca6Al4Fe2O15

CaAl12O19 Ca12Al14Cl2O32  
Ca3Al2O6 Ca12Al14F2O32  
Ca12Al14O33 Ca4Al2Fe2O10  
 

2. EINECS 编码 266－045－5，CAS 编码 65997－16－2 
水泥、氧化铝、化学品 
高铝水泥是利用以碳酸钙、氧化铝、硅土和氧化铁为主要成分的原材料在高温条件下（高于 1200

℃（2192℉））经过锻烧和熔融后形成的化学混合物（普通水泥）。生产出来的化学物质仅限于结晶

物。 
这一类物质包括在生产高铝水泥的过程中有意生产出来的全部化学物质，下面已经给出了具体

内容。其中 主要的物质是CaAl2O4、Ca4Al2Fe2O10、Ca12Al14O33和Ca2SiO4。除主要物质外，下表列

出的物质也有可能包含在产物中。 
CaAl4O7 Ca2Al2SiO7 Ca3SiO5

CaAl12O19 Ca4Al6SO16 Ca6Al4Fe2O15

Ca3Al2O6 Ca12Al14Cl2O32 Ca2Fe2O5

CaO Ca12Al14F2O32  
 

氧化镁 

氧化镁（MgO）很少存在于天然矿产中（也称作方镁石）。它主要产自天然菱镁矿（MgCO3）、
海水和天然及合成的盐水中。 

本节的豁免条款覆盖了氧化镁的几种形式，包括煅烧氧化镁、烧碱焙烧（轻烧）氧化镁、炽烈

培烧的氧化镁和电熔镁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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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CS 在下面的条目中列出了氧化镁的资料： 
EINECS 编码 215－171－9，CAS 编码 1309－48－4 
氧化镁 
 

焦煤 

焦煤是焦化（炭化或烘焙）过程中生成的黑色可燃性残渣，其中主要含有碳元素。所有焦煤无

论来源于哪里都可享受豁免。焦化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对物质比如木炭、石油精炼过程中产生的

残渣等进行高温处理的过程。视开始使用的原材料不同处理的条件也不同（例如，在缺氧的条件下

煤炭的焦化需要加热到 1100℃）。典型的焦化过程是一个热反应过程，无论在液相或固相中都可以

发生。 
EINECS 将不同类型焦煤的案例列在下面的条目中： 
EINECS 编码 310－221－7，CAS 编码 140203－12－9 
焦煤（煤焦油），高温焦油 
高温条件下（＞700℃或 1292℉）焦油碳化后形成的含碳残渣。主要含碳，还含有少量硫和灰

分。 
EINECS 编码 266－010－4，CAS 编码 65996－77－2 
焦煤（煤炭） 
高温条件下（＞700℃或 1292℉）焦油蒸馏后结构受到破坏成分蜂窝状含碳物。主要含碳，还

含有少量硫和灰分。 
EINECS 编码 265－080－3，CAS 编码 64741－79－3 
焦煤（石油） 
石油馏分经过高温处理后形成固体物质。它由含碳物质和碳氢比较高的炭氢化合物组成。 



附件五的指南 

 

条目 11 

玻璃和陶瓷釉料类物质如果能够满足下列要求即可享受豁免：根据欧盟 67/548/EEC指令18标准

的要求没有被划分为危险品；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所有组分的浓度都不高于欧盟 1999/45/EC 指令19

或欧盟 67/548/EEC指令的附件一规定的浓度限制不会被欧盟 67/548/EEC指令划分为危险品；或有

确定性的科学试验数据显示这些组分在物质的使用期限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并且确认所提供的资

料充分可靠： 
根据科学文献玻璃其实不是一种物质，它只是物质所处的一个状态。因此从立法的角度考虑，

玻璃应同许多 UCVB 物质（成分未知或不定的物质）相似， 好的作法就是提前定义需选用的原材

料和生产工艺。EINECS 中有几个与玻璃有关的条目，具体如下： 
玻璃、非氧化的、化学物质（EC：295－731－7）；玻璃、氧化的、钙镁钾钠磷硅酸盐（EC：305

－415－3）；玻璃、氧化的、钙镁钠磷硅酸盐（EC：305－416－9）；以及玻璃、氧化的、化学物质

（EC：266－04600）20； 
根据可靠的科学资料，釉料是瓷砖或陶器中所使用的毛玻璃或玻璃状物质。 
 
EINECS 在下面的条目中给出了釉料资料： 
釉料，化学物质（EC：266－047－6） 
玻璃和釉料在结构和生产流程上非常相似。 
这些类型的玻璃或陶瓷品只有在不会表现出明显危险属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豁免： 
－首先，按照欧盟 67/548/EEC 指令的要求这些玻璃或陶瓷釉料不能被划分为危险品。评估这个

标准有二个可行的方法：观察玻璃或釉料本身；或观察原材料。 
 

                                                        

18从 年 月 日起，第 指令将被法规（E N 底废除。 2015 06 01   67/548/EEC号 C） o 1272/2008彻

19从 2015年 06月 01日 1999/45/EEC号指令将被法规（EC）No 1272/2008彻底废除。 起，第 

20请注意标题之后描述的EINECS目录中列出的物质仅为目录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案例中它对物质的鉴别起决定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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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所有组分的浓度都不高于欧盟  1999/45/EC 指令或欧盟 
67/548/EEC指令的附件一规定的浓度限制，被欧盟 67/548/EEC指令划分为危险品；或者不能提出有

确定性的科学试验数据以证实这些组分在物质的使用期限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并且确认所提供的

资料充分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从业人员必须对生产出来的玻璃（其成分可能与原材料有所不同）

进行检查，如果按欧盟 67/548/EEC指令规定新产品的成分仍然高于浓度限制被划分为危险品，那么

必须提供资料证明在产品的生存周期中这些成分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否则不可享受豁免。21

生产商或进口商有义务对产品进行评估，并提供确定性的科学资料文件以证明他们的材料是符

合要求的。 
包括在欧盟 67/548/EEC 指令附件一中的人造玻璃纤维（MMVF）如果满足该指令附件六的要

求则不在豁免范围内。此外，没有包括在欧盟 67/548/EEC 指令附件一中，MMVF 如果满足该指令

附件六的要求被划分为危险品则也不在豁免范围内。 

                                                        

21 浓度必需与REACH法规第 7（3）条和附件十一相符合。如果有资料更新，ECHA会提供关于此问题的更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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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12 

 
堆肥和生物沼气 

本节的豁免权适用于那些可能需要进行注册的物质。例如，根据欧盟 2008/98/CE 指令的要求不

再被视作废弃物，而且构成该物质的颗粒状材料经过微生物作用和堆肥化处理后已经失去毒性且性

质稳定。 
社区废弃物法案对于堆肥的状态、属性、特征和潜在定义22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这些内容与

本节的豁免权不会产生冲突，而且日后这些内容还会进行更新。 
生物沼气是在缺氧条件下有机物进行生物分解时产生的气体，其主要成分为甲烷。 

 
 

条目 13 

 
氢与氧 
  本节的豁免权覆盖了二种物质，氢（EC 编码 215－605－7）和氧（EC 编码 231－956－9）。 

                                                        

22应该在本指南的背景下分析堆肥的定义，但其优先等级不高于废弃物框架指令中对堆肥标准的讨论结果，也不应高

于国家/区域合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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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离子化合物23

为了表征一种具体的理化性质，可以向离子化合物（酸、碱、盐）中加入水。加水的目的是为

了让溶液中产生出平衡的离子对，因此不能将其视作有意制造、进口或投放到市场的物质。附件五

第 3 节，第 4（a）节或第 4（b）节很好地定义了取得豁免的条件。 
要想获得豁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配制水溶液的所有原材料（酸、碱、盐）必须是已经注册的物质； 
2. 水溶液中没有能从溶液中分离出来的盐； 
3. 盐在溶液中会保持离子形式。 
进口溶液仍然要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即进口溶液的所有原材料必须是已知且在欧盟注册的物质；

否则便没有资格享受豁免。 
供应链的所有下游客户必须满足后二条的要求。如果某个客户从溶液中分离出任何盐类物质，

那么他/她作为下游客户的身分便即时终结，自动转变为生产商，必须为分离的物质进行注册。 
不需注册的盐水溶液需要有稳定的离子对共存在溶液中，而且不可以从中分离中盐分。在这种

情况下，有必要阐明下面几点： 
（1）无论何时只要物质的离子在水中达到化学平衡形成离子对，且该物质不是主动生产、进口

或投放到市场上的，那么它就不需要注册。 
（2）无论何时只要盐从水溶液中分离出来，那么它就是被生产出来的物质，需要进行注册。 

                                                        

23在水中发生离子化的物质，第 1届REACH和CLP(CARACAL)法规主管机关会议，CARACAL/05/2009，2009年 3月

16－17，Centre A. Borschette Rue Froissart 36，比利时，布鲁塞尔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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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酸或碱类物质有意中和反应（包括在配方过程中的中和）后生成对应的盐，这个是一个产

生新物质的过程，因此不能享受豁免。 
虽然如上所述在水中电离的物质不应视为新物质，也不需进行注册。但有必要在对原材料进行

化学品安全性评估时把电离物质（例如可溶于水中的酸、碱、盐）可能产生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考虑

在内。 
在某些案例中，水溶液内可能会混合很多不同种类的物质（例如，盐、酸、碱）。万能清洁剂就

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产品的配方中一般会包括下列物质（一线物质）： 
·月桂醇磺酸钠 
·（直链）烷基苯磺酸 
·油酸 
·氮川三乙酸 
·磷酸 
·柠檬酸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防腐剂、染料、芳香剂：不参与酸碱平衡。 
在这个案例中，为了能够生成一个具有表面活性的物质，要把酸、碱、盐类物质按照不同的比

例配比混合在一起。不同物质溶解后在溶液中会解离出不同的阴离子和阳离子，形成酸碱平衡的离

子对。如上面所述的案例，从理论上讲可以识别出 12 种阴离子和 2 种阳离子。在这个例子中，理论

上讲 40 余种物质可以同时共存于一种溶液中。其实有一些可能只是前体物质。在一张溶液内物质（酸

基和碱基通过在水中进行质子迁移反应达到电解质平衡）的不完全统计清单中包含了除上述成分（除

去水后可以识别出的物质）外还可能存在的物质（二线物质）： 
·烷基苯磺酸钠 
·烷基苯磺酸钾 
·柠檬酸三钠 
·柠檬酸二钠 
·柠檬酸钠 
·柠檬酸三钾 
·柠檬酸二钾 

附件五的指南 
·柠檬酸钾 
·柠檬酸钠、钾 
·油酸钠 
·油酸钾 
·磷酸钠 
·磷酸钾 
·月桂醇磺酸钾 
·氮川三醋酸钾 
向配方中加上一种碱（氨基）可能会使溶液中产生更多潜在的离子对。 
只要溶液中的盐仍然以离子对的形式保持稳定，且不会从溶液中分离出来。那就只需要对前体

物质（清单一）进行注册，而可能会在溶液中形成的潜在物质（清单二）则不需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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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酵母24

 
1. 背景资料： 
REACH 法规中关于酵母的问题已经在 REACH 救助平台通信网（REHCORN）上进行过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确，酵母提取物属于注册范围内。2008 年 12 月 NL 决定发

布酵母及其蒸馏残渣的提取资料并要求 GRIP 给出意见，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主管机关以引起他们的

关注。 
NL 进行沟通的目的是希望主管机关认可他们的观点，将酵母及其蒸馏残渣定为天然存在的物

质，因而可以享受 REACH 的注册豁免权。有些成员国支持此观点，但 DE 却持有相反观点，他们

认为酵母及其蒸馏残渣是生产流程包括生物技术流程生产出来的物质，因此应按 REACH 的要求进

行注册。 
NL 制作了一份文件以供 GRIP 审评。回收到三份意见，它们的观点都不统一。GRIP 根据这些

意见制作了一份报告，将问题提交到 2009 年 3 月 16、17 日的 CARACAL 会议。要求委员会必须就

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2. 关于酵母提取物的意见 
REACH法规中的酵母 
酵母本身是一种微生物，作为一个有或没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不应被视为一种混合物或 REACH

法规中所说的物品（参见附件五（7）和附件五（8）原则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考虑

酵母属于天然生长的生物还是人工培养的物种。 
生命终结后死去的酵母细胞及其内容物会在酶的作用下分解并释放到体外，这个过程称为自溶。 

                                                        

24未解决的问题：第 2届REACH和CLP(CARACAL)法规主管机关会议，酵母  CA/39/2009，2009年 6月 15－16，Centre 

A. Borschette Rue Froissart 36，比利时，布鲁塞尔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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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法规中的酵母提取物 
没有生命的酵母生物体需经过二个步骤的处理后才能成为酵母提取物，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同产

生的提取物也不同：（1）酵母细胞由于自身酶的作用而发生溶解，可能因物理、化学和/或酶诱导因

素而发生反应（导致酵母细胞溶解）；（2）使用离心等方法从分解的酵母细胞中分离出酵母提取物。

分离后，酵母提取物可以接受进一步处理（例如巴斯德灭菌）为日后使用或上市销售做好准备。 
 

 
溶解后的酵母细胞如果只采用机械方法进行处理，那么酵母提取物应被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

机械的处理方法（参见第 3（39）条）包括用手工、机械或重力的方法进行分离、将物质溶解于水

中、采用浮集法分离、用水将物质提取出来、用蒸汽蒸馏或单纯加热的方法来除掉水分。天然存在

的溶解酵母和天然存在的酵母提取物如果能够遵守下面的豁免条件，可以根据附件五（8）的规定享

受豁免： 
·没有经过化学改性（根据第 3（40）条）； 
·不满足危险品标准且不会被划分为危险品； 
·不是 PBT 或 vPvB； 
·没有被有关机构列入考查清单，至少在二年前已得到了不低于第 57（f）条中规定等级的关注。 
但是如果有关机构确认酵母提取物是通过以第 3（39）条以外的方法或非机械手段使酵母细胞

破裂（溶解）、或者没有遵循第 3（39）条的规定不使用化学方法、也不是通过利用酵母自身的酶类

或人造物质（例如加盐或酶）来获得，之后再进行分离（通常使用离心的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酵母提取物已经不符合第 3（39）条对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因为它不是未经处理或经第 3（39）条

所枚举的处理方式处理的物质。在酵母自身酶类或其他可能存在（但非必要存在）方法的改刊下，

酵母提取物进行了化学改性，之后再做进一步分离已经不能算作天然存在的物质。另外，这种类型

的酵母提取方式也不符合附件五（1）、附件五（2）、附件五（3）或附件五（4）中提到的处理方式，

因此无法利用附件五获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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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上述原则时不需考虑天然存在的酵母提取物与用第 3（39）条以外的方法从化学改性的生

物菌体中得到的酵母提取物在化学结构和属性上是否存在区别。 
后，GRIP 文件中记录了利用附件五（9）为酵母提取物申请豁免的问题，这里面存在一个争

议，即获得酵母提取物的流程与获得脂肪酸的消解流程很相似。在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注意附件五（9）中可获得豁免权的物质列表是一个封闭式列表。只有出现在列表上的物质（在符

合豁免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豁免。 
正在修改的REACH附件五（9）中有“比如在清单上的物质”样的话语，这种思想不能为委员

会所接受，这为物质的注册、评估及下游用户必须提供的未知物质和流程的豁免申请打开了大门。

修改过后，条目 9 以带有严格条件的穷举列表的形式添加到附件五中，因此 新的附件四和附件五25

已不再留有这种优惠。 
 
3. 委员会对于蒸馏残液和 vevomix、kalimix 的观点 
GRIP 报告对于蒸馏残液是否符合第 3（39）条中天然存在物质的定义存有疑问，因为它们并不

是在面包酵母发酵后将发酵物离心出来的。Vevomix 和 kalimix 是通过进一步蒸发和离心的方法从蒸

馏残液中获得的。GRIP 报告根据事实提出结论，认为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与化学改性有关的步骤，

同时浓缩和离心的方法本身也属于第 3（39）条的覆盖范围，因此它们不会修饰物质的天然状态。 
委员会注意到判定蒸馏残液和 vevomix、kalimix 是否可以根据附件五（8）获得豁免第一步就是

要确定发酵物的状态，比如（GRIP 报告中所说的）“发酵体”或糖蜜经面包酵母发酵后形成的物质。

如果这些都不违反原则，那么发酵后的处理步骤离心则属于第 3（39）条的覆盖范围内，这些物质

有权申请豁免。 

                                                        

252008年 10月 8日COMMISSION REGULATION（EC）No 987/2008修改了欧洲议会及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

估、授权及限制（REACH）的文件Regulation（EC）No 1907/2006的附件IV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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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用酵母对糖蜜进行发酵的过程是一个人工操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糖蜜（特别

是其他含糖物质）在发酵过程中发生了化学转化形成新物质，例如一个或多个醇类（蒸馏残液的成

分）。在这个过程中酵母成为化学转化反应中的生物催化剂，完成生物催化功能后酵母还可做进一步

处理，例如成为酵母提取物（参见第 2 页的图）。 
第 3（39）条包含了一系列不会改变物质天然存在状态的活动，而且该列表是封闭型的。如果

使用了术语“只有”（“[……]或只有使用[……]处理”）那么与这个过程有关的列表内容就是有限枚

举的。因为发酵并不包括在第 3（39）条的覆盖范围内，所以不能认为经发酵处理后仍能符合定义

保持天然存在的状态。此外，由于发生了（生）化转化，“发酵物”不能被视作第 3（39）条所定义

的“未经处理的”物质。 
根据上面的解释和 GRIP 报告中的内容，委员会认为利用面包酵母对糖蜜进行发酵属人工发酵

由此产生的物质不应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相反利用酵母对糖蜜进行人工发酵的过程属于糖蜜的化

学转化。因此，附件五（8）的豁免范围不适用于蒸馏残液及其衍生物 vevomix 和 kalimix。 
 
4. 结论 
委员会认为如果酵母细胞的溶解是通过机械方法或只经过第 3（39）条列出的方法进行处理，

那么酵母提取物可以视作天然存在的物质。同理，委员会还认为如果确认酵母提取物是通过以第 3
（39）条以外的方法或非机械手段使酵母细胞破裂（溶解）、或者没有遵循第 3（39）条的规定不使

用化学方法、也不是通过利用酵母自身的酶类或人造物质（例如加盐或酶）来获得，之后再进行分

离（通常使用离心的方法），那么酵母提取物就不应被视为天然存在的物质，不应从附件五（8）中

获得豁免权。 
此外，委员会认为酵母提取物也不能从第 V（9）项中获得豁免权，因为它并不在豁免物质的清

单上。同时委员会也不认为对 REACH 第 V（9）项进行修改后会将豁免物质列表的性质由封闭转为

开放。 
委员会认为蒸馏残液及其衍生物 vevomix 和 kalimix 不能从 REACH 附件五（8）中获得豁免权，

因为它们没有按照第 3（39）条的要求对天然存在的物质进行处理。 
根据法规 （EC）No 178/2002 这些结论不会损害酵母提取物及其蒸馏残液在食物或饲料中的使

用。根据 REACH 法规第 2（5）（b）条和第 2（6）（d）条规定，它们的使用可以从 Titles II、IV、V、

VI 和 VII 中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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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 

要点 

 
 不论是单一物质，还是混合物（不考虑吨位），如要投放市场，进口商和制造商必须通

报其所含有的有害物质。 
 

 如果要将物质投放市场，进口商和制造商必须按照 REACH 法规的注册信息对该物质进

行通报。 
 

 需根据 CLP 法规分类和标签对已投放市场的物质的现有注册信息进行更新。 
 

 从 2010 年 12 月 01 日起，如将某种物质投放市场，需在投放市场后的一个月内对该物

质进行通报。 
 

 第一次通报的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01 月 03 日。 
 

 通报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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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文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将有助于您确定您的化学物质是否需要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建

立的分类标签目录进行通报。本文件还解释了如何根据法规（EC）No 1272/2008（CLP 法

规）准备和提交通报。由于本文件未对分类和标签的主要概念和术语加以解释，因此这

里假设您已了解这些概念和术语的意思。 
 
如果贵公司生产并在欧盟1国家的市场销售化学物质，或是从非欧盟国家向欧盟国家进

口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质，您会发现此文件将尤其有用。 
 
如果您的公司开展了以下一项或多项活动并在市场上投放了所涉及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质

（配制品），此文件将非常重要： 

 

 生产根据REACH法规
2
进行注册的化学物质（包含分离的中间体）。 

 进口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注册的化学物质（如染料）。 

 生产或进口被列为有害物质的化学物质，不考虑所涉及的数量。 

 进口含有有害物质的合物，不考虑所涉及的数量。 

 进口根据 REACH 法规第 7条进行注册的含有化学物质的物品。 

 

ECHA 网站提供了 22 种欧盟官方语言的文件进行下载。下面的章节不仅提供了通报的基本信

息，而且提供了 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和工具的链接，以帮您完成通报。 

 
 
 

                                                        
1欧盟（EU）成员国指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如果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EFTA）签署了

欧洲经济区协定（EEA）（现在包含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CLP法规将被列入到本国立法中。文中对

“欧盟”及“成员国”的附注包含相应国家。 
2 欧洲议会及理事会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法规（EC）No.1907/2006。 



 

1.2. 什么是 CLP 法规？ 

CLP是一项关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新欧盟立法。它将联合国关于分类标

准的全球协调系统（GHS）融入欧盟法律中。CLP法规将逐渐取代危险化学物质指令3（DSD）

和危险配制品指令4（DPD）。 
 
CLP法规规定，自 2010 年 12 月 01 日起5，所有化学物质必须根据CLP标准进行分类和制作

标签，自 2015 年 06 月 01 日起，所有混合物必须根据CLP标准进行分类和标签。更多关于

CLP法规的指南，请参阅 
《CLP 法规入门指南》 

更多关于分类和标签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LP 标准应用指南》 

以上指南和 CLP 法规，以及其他应用性和解释性的文件都可以在 ECHA 网站上进行下载： 
http://echa.europa.eu/clp_en.asp, 

在本文件末尾也可见到此链接。 
随着 CLP 法规的生效，REACH 法规的 XI 条目被废止。包含在 DSD 附录 1 中的统一的分类

转移到 CLP 法规附录六的表 3.2 中，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1.3.什么是根据 CLP 法规进行通报? 

 

CLP 法规的第 39 条至 42 条将介绍如何向分类和标签目录进行通报。 

 

通常情况，在 CLP 法规框架下进行通报是指，化学物质制造商和进口商将他们在市场上投放

的化学物质的分类及标签信息提交给 ECHA 的分类及标签目录（有关实际操作细节，请参阅

第 3 章）。该目录是一个新的数据库，它的存在不以先前的分类和标签法规（DSD 和 DPD）为

前提。 

 

根据CLP法规进行通报适用于在REACH法规规定下投放于欧盟市场的在册登记的所有吨位的

全部有害物质和无害物质。 

 

根据 CLP 法规进行通报的截止时间，见本文件第 2.4 章节。 

 

 

1.4. 什么是分类及标签目录？ 

 

被提交的通报信息将被收录在一个叫做“分类及标签目录”的数据库中。该数据库还包含

                                                        
3理事会第 67/548/EEC号指令是与有害物质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相关的类似的成员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行政

规定。 
4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1999/45/EC号指令是关于成员国中有关危险配制品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的类似法律、

法规和行政规定。 
5 根据DSD 指令，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关于化学物质的分类应包含在安全数据表中。 



REACH 注册卷宗中的信息和有着统一分类和标签的物质信息，即：CLP 法规附录 6 的第 3
部分中所列的物质的信息。 
 
分类和标签目录的第一个公布版本将在 2011 年登载在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它是所有化学品

用户获取物质分类和标签信息的中心来源。 
 
公布版本的数据库包含 REACH 法规第 119（1）条中所提到的物质标识符，分类和标签内

容，以及每种化学物质的任何相关的具体浓度限制（SCL）或倍增因子（M 因子）。通报者

的身份将不作为公共信息公布。如果通报者已设置了保密标志，并提供了 IUPAC 名称保密

的正当理由和发表之用的替代名称，则此项同样适用于某些化学物质的 IUPAC 名称，具体

参阅本文件第 2.7 章的内容。 



 

2. 明确角色和义务 

2.1. 我是否要向此目录进行通报？ 

如果贵公司是本文件第 1.1 章节的表中所列的供应商之一，贵公司就需要向该目录通报贵公

司的化学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在欧盟以外生产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公司不必向欧洲化学品管

理局（ECHA）的分类和标签目录进行通报。非欧盟生产商或配制商打算进口化学物质和混合

物到欧盟的，须提供通报的其欧盟进口商提供相关信息（例如一个 IUCLID 数据档案）。 

 

如果非欧盟制造商或配制商，出于保密原因，不想向欧盟进口商披露其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

成分，可委任其中一个进口商代表其他进口商进行通报（请参阅第 4.2 章节中的团体通报）。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选定的进口商才可获得为进行分类和标签目录(C&L)通报而提供的相关

保密信息。此进口商也可作为非欧盟制造商或配制商在 REACH 法规框架下出于注册目的而指

定的唯一代表（OR）：通过向其提供各自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样品，唯一代表可以成为进口

商并为进口负责。 

 

2.2. 哪些化学物质我必须要向该目录进行通报？ 

 
一般而言，需要向分类和标签目录进行通报的物质包括在 CLP 法规规定范围内的所有有害

物质，不论是单一物质，还是包含在其它有害物质中且超过指定浓度限制的物质（请参阅本

文件附件 1），以及被进口或生产并被投放在欧盟市场进行销售的有害物质都要进行通报。

此外，根据 REACH 法规注册的未分类物质，即：每年生产量或进口量在 1 公吨以上的物

质也必须要进行通报（请参阅第 1.1 章节）。还包括单一化学物质，混合物中的化学物质，

以及进口物品中所含有的化学物质，REACH 法规的第 7 条为它们进行注册提供了法律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如此，通报义务不适用于成品状态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以及将被用于 终用途或用于

已有具体立法的用途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例如：放射性物质、医药产品、化妆品和食品、

饲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LP 法规第 1 条“用途和范围”。 

 
根据第 67/548/EEC (NONS)号指令进行 REACH 正式注册的化学物质可视为完成了。对于生产

和进口量在 1 公吨/年或多于 1 公吨/年的 NONS，要根据 CLP 的分类对其各自卷宗进行及时

更新，但不需单独进行通报。 

 

根据第 67/548/EEC 号指令进行通报的总量低于 1 公吨的 NONS，以及未对其进行吨位范围

更新的，如果化学物质被分类为有害物质并被投放到市场，则需要对该化学物质进行单独通

报，即： 

 如果 NONS 物质的总量少于 1 公吨/年，公司必须向分类和标签目录（C&L）进行通报。

总量一旦到达这个标准，要及时对注册卷宗进行更新。 

 如果年总量已经到达或超过 1 公吨这个标准，要以注册卷宗的形式进行更新。 

 

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R&D）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不包含在 CLP 法规中。如果它们在欧共体



工作场所和环境立法的控制下进行使用或没有被投放到市场中，这些化学物质和混合物都是

不包含在内的。除以上情况，不论吨位数量是多少，该化学物质和混合物都要遵守 CLP 法规。

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如上述化学物质和混合物满足有害物质分类的标准，则应予以通报。 

 

用于科研\产品研发用途的纯化学物质（PPORD）应向 C&L 目录进行通报。不论吨位数量是

多少，只要满足有害物质分类标准并向市场投放，都要进行通报。如果混合物是依据 PPORD

物质进行分类，那么此条规定同样适用于混合物中的 PPORD 物质。 

 

植物保护性产品
6
（PPPs）和杀虫剂产品

7
（BPs）中含有的活性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对于所有

有害物质的分类通常是统一的，都出现在CLP法规附录 6 中的表 3.1 和表 3.2 中。当活性物

质投放于市场，也必须向目录进行通报。 

 

在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中，合金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配制品（CLP 专有名词：混合物）。

如果合金中含有有害成分或含量超过规定的浓度限制，则该合金中的成分需要向目录提出通

报，请参阅本文件附件 1。 

 

根据 CLP 法规第 39（b）条和第 40 条规定，如果聚合物被列为有害物质或被进口、生产并

投放市场，应就其向该目录进行通报。相比之下，这种聚合物中的单体如不投放市场是不必

进行通报的。 

 

根据 CLP 法规，物品进口商不必就物品中所含物质进行分类和标签的通报，除非该物质需要

根据 REACH 法规的第 7条的规定进行注册。 

 

                                                        
6 理事会第 91/414/EEC号指令中涉及的纯化学物质。 
7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98/8/EC号指令所涉及的纯化学物质。 



 

2.3. 是否应同意某种通报物质的现有分类和标签？ 

 

已经进行通报的物质，或在 CLP 法规附录 6 的第 3 部分统一记载的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将作为

您通过 REACH-IT 系统进行网上通报的背景信息予以显示。 

 

如果您的化学物质在附录 6 中有统一的分类和标签，CLP 法规要求您据此相应地进行分类和

标签。在网上通报的过程中，必须在统一的有害类别和划分的分类下的“我同意”一框中进

行勾选。 

 

如果某种化学物质的分类和标签不统一，那么该物质的未来通报人和注册人应尽力找出一个

共同的分类和标签列入目录。与上述情况类似，通过 REACH-IT 系统进行网上通报将十分便

捷：找到你认为恰当的分类和标签，并在“我同意”的框中进行勾选，你通报卷宗的相关字

段信息就会自动被填写好。 

 

在通报之前，如果某种化学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已经被不同的通报人认可，例如：在一个物质

信息交换论坛（SIEF），有关生产商和/或进口商可组成一个团体并向 ECHA 进行分类和标签

联合通报，请参阅第 4.2.章节的内容。 

 

2.4. 应该什么时候进行通报？ 

 

根据一般规定，自 2010 年 12 月 01 日起，须在某种化学物质投放市场后的一个月之内对物

质分类和标签进行通报。对于进口商而言，一个月的延期指从某种化学物质，不论是该化学

物质本身，还是包含在混合物中的化学物质，实质进入欧洲共同体的关税区开始算起。 

 

2011 年第一个工作日指 01 月 03 日。即对于 2010 年 12 月 01 日、02 日、03 日投放到市场

的所有物质，第一个通报日期的截止时间是 2011 年 01 月 03 日。 

 

ECHA 建议通报文件的提交可从现在开始， 好在 2010 年 12 月 24 日前提交。 

 

2.5. 是否要对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注册的化学物质进行通

报？ 

 

你不能就已经被投放市场的某一化学物质进行单独通报，如果你已经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了

注册，并且根据 CLP 法规（IUCLID5 第 2.1 章节）注册卷宗已包含分类和标签信息的话。这

是因为注册卷宗已经包含了向分类和标签目录进行通报的物质信息。 

 

根据 CLP 法规对物质进行分类和标签的义务从 2010 年 12 月 01 日开始实施。这就意味着如

果你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之后对物质进行注册，就必须一直提供 CLP 分类和标签信息。 

 



如果你已经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之前对物质进行了注册，但根据 CLP 法规规定，注册卷宗

不包含分类和标签信息，根据危险物质指令规定，只有你提供了 CLP 法规规定分类和标签信

息，才能对注册卷宗进行更新。此项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例如，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以后

尽快办理。但是，建议您 先提交的注册卷宗中 好包含 CLP 法规下的分类和标签信息，

这样可以在今后进行资料更新时节约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的物质是仅在 2013 年或 2018 年进行注册的分阶段物质，但投放市场的时间要早于这

个时间段，那么你必须在投放市场的一个月内向分类和标签目录进行通报。如果你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02 日、03 日投放市场，那你必须在 2011 年 01 月 03 日前进行通报。如果你

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以后向市场投放分阶段物质，通报必须在投放市场后的一个月内进行。

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注册并已投放市场的物质，即使是无害物质也要进行通报。 

 

对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注册的物质进行通报的义务同样适用于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s）

的会员，他们只需要在 2013 年或 2018 年对物质进行注册。如果领头注册人已经提交进行注

册，其它 SIEF 成员可以通过勾选“我同意”一栏对领头注册人提供的分类和标签信息表示

认同。然后分类和标签信息就会自动填写到各自的通报中。但只有SIEF会员已经在REACH-IT

系统上创建过他们的通报后才能实现。SIEF 成员可以决定作为一个制造商和进口商团体对

某种认可物质分类和标签进行通报（见第 4.2.章节内容）。 

 

需注意的是：根据 REACH 法规第 9 条规定进行通报的 PPORD 物质不必进行注册，因此 CLP

法规的第 39（a）条在此不适用。为了向 C&L 目录通报在市场上投放的 PPORD 有害物质（第

39（b）条规定），你不能更新 PPORD 通报，但必须要另外提交一份单独的 C&L 通报。 

 

2.6. 应该什么时候对通报内容进行更新？ 

 

当你得到新的可靠的信息证明物质的分类和标签发生改变时，须更新通报中的信息。如果你

已经在注册卷宗中提供了通报所需信息，你必须对相应注册卷宗进行更新。 

 

对物质分类和标签信息进行更新的要求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即：当统一的有害物质类别和划

分在你进行通报时已经被列入 CLP 法规第 6 附录的表 3.1 中。 

 

通报后，如物质的分类是统一的，应在这个统一分类变成为合法适用分类之前尽快对你的通

报内容进行更新。 

 

你的详细联系信息也应当进行更新。 

 

2.7.能否对通报信息进行保密标注？ 

 

对于特定化学物质，制造商和进口商可以对 IUPAC 名称添加保密标注，在这种情况下，IUPAC

名称将不在公共 C&L 目录上进行公布。取而代之的是替代名称，根据第 1999/45/EC 号指令

附录 6 的第 2 部分，替代名称将会被公布，也请参阅 DSM12。对 IUPAC 名称保密的化

学物质在 REACH 法规第 119（2）（f）和（g）条中列出： 



 非分阶段物质； 

 仅作为以下一种或更多种用途的物质： 

 作为中间体； 

 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用途； 

 用于科研\产品研发用途。 

 

保密标注只能设置在 IUCLID 中。它们是免费的。DSM12 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件

第 5 章的内容。 

 

应注意的是：如果你想在安全数据表中或标签中使用替代名称，根据 CLP 法规第 24 条规定

或适当依据第 1999/45/EC 号指令第 15 条（危险配制品指令）规定，则需要申请替代名称，

并且支付相应费用。 



 

附件1 

通报时的浓度限制 

 
根据一般规定，任何导致或对混合物分类有影响的物质都应进行通报。 
 
CLP法规要求对所有CLP范围内以单一物质或混合物形式投放市场的有害物质进行通报，如

果： 
 混合物包含的物质浓度超过了第1999/45/EC(DPD)号危险配制品指令的规定，根据

DPD标准要对混合物进行分类；或 
 混合物包含的物质浓度超过了CLP法规的规定，根据CLP标准要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参考法律文本中对浓度的限制指的是： 
A. 根据DAP第3（3）条下的表格的规定，物质超过一定浓度的应考虑被分类；或 
B. 根据CLP附录1的表1.1的规定，超过通用cut-off值的物质应考虑分类（恰当使用CLP附

录1第4部分设置的M因子8）；或 
C. 在人体健康危害的DPD附录2的第B部分以及环境危害DPD附录3的第B部分中规定的浓

度限制；或 
D. CLP附录1的3-5部分的表格中对CLP危害的分类和划分中规定的通用浓度限制（GCL）

(恰当使用CLP附录1第4部分设置的M因子)；或 
E. CLP附录6的表3.1或3.2相应栏中规定的具体浓度限制或根据CLP第10条规定由分类者

设定的具体浓度限制。 
 
因此，以混合物形式投放市场的有害物质超过了关键点C、D或E所指的适当浓度限制，或

超过了关键点A或B所描述的适当浓度，则需要向C&L目录通报。如有害物质在混合物中的

实际浓度直接触发或导致混合物分类，如果其他物质所展现的浓度足以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那么出现在混合物中超过了适当浓度的物质应当被通报。 
 
为一种物质指定一个SCL，较低的SCL（见点E以上）和低于点A(DPD)或点B以上的相关浓

度应当被使用。 
 
一种物质没有被指定SCL，点A（DPD）或点B（CLP）以下的相关浓度和点C(DPD)以下或

点D(CLP)以上的相关浓度限制应被使用。 
 
对于CLP危害类别的急性毒性，GCL和SCL都不适用，CLP附录1的表1.1中关于通用cut-off
值应当被使用。 
 
有关基于浓度阈值的更多分类信息，请参阅ECHA的CLP标准应用指南，特别是第1.6.3.4.2
章节内容(http://echa.europa.eu/clp/clp_help_en.asp)。 
                                                        
8 在CLP中，SCL的概念不用于对水生环境有害的危害分类。相反，M因子的概念将被使用。M因子被应用

到危害水生环境的急性 1 类和慢性 1 类的物质浓度分类中。当应用求和法对该物质所在的混合物进行分类

时，M因子应当被使用到该物质中。实际上，这意味着，例如这种物质所采用的cut-off值是由M因子划分的

通用cut-off值，而M因子则是由混合物的成分物质而设立的，因此浓度（0.1/M）%。 

http://echa.europa.eu/clp/clp_help_en.asp


 
 
实质危害物质的具体注意事项 
 
物质被分类为实质危害类别并含在混合物中，无论该混合物何时被投放市场；由于该等物质

的存在被分类为实质危害类别，有以上情况的物质都要向目录进行通报。应指出的是，属于

实质危害分类的混合物与引起实质危害的物质不同。例如，混合物中被分类为氧化性和可燃

性的物质（划分为易燃或不易燃）可能被划分为爆炸性物质。铵油炸药就是一个例子，它是

一种普通的民用炸药（归为此类），它含有硝酸铵（划分为氧化固体分类）和燃料油（可燃

液体）。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应寻求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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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文件发放给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制造商、进口商、下游用户和经销商，其内容为 2009 年

01 月 20 日生效的法规（EC）No 1272/2008 第 III 章和第 IV 章规定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和包

装指南（CLP 法规）。本指南文件还包括了 CLP 法规的第二次技术补充（ATP）的相关修改。 

 

新的指南文件包括了 CLP 法规的介绍指南以及 CLP 规范的应用指南中提到的 CLP 的危害标签，

后者进一步阐述并解释了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 CLP 标签信息的应用和安排。本指南文件的内容用于

取代 CLP 规范的应用指南的第 5 部分（标签）和附录 V（防范说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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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4 过敏——呼吸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5 生殖细胞诱变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6 致癌性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7 生殖毒性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8 特别目标器官中毒（一次接触）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9 特别目标器官中毒（重复接触）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3.10 吸入危害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4 境危害的特别防范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4.1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急性危害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4.1 对水生环境的危害——慢性危害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5 其他危害 ............................................................................................错误！未定义书签。 
7.3.5.1 对臭氧层的危害（见本文件第 4.8 条的解释） ........................错误！未定义书签。 

7.4 标签的防范说明选择实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1.  一种被划入物理和各种健康危害分类的化学物质（想象的）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2.  一种被划入严重物理和健康危害分类的化学物质（过氧化钠Na2O2，EC No  215‐209‐4）

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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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被划入物理、健康和环境分类的化学物质（二甲基锌，EC No 208‐884‐1）示例 ...错

误！未定义书签。 
4.  一种供消费者使用的混合物（想象的）示例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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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本文件的阅读对象是谁？ 

本文件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商有关，包括： 

·化学物质的制造商和进口商； 

·混合物的进口商； 

·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包括配方）的下游用户； 

·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经销商，包括零售商。 

在进入欧洲市场之前，这些供应商必须根据法规（EC）No 1272/2008（简称 CLP 法规或 CLP）

的条款对其化学物质和混合物贴上标签和进行包装。 

 

1.2 本文件包括哪些内容？ 

本文件是对CLP法规阐述的标签和包装要求的指南。其对已经发布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以下简

称ECHA或管理局）网站上的CLP法规的介绍指南第 14 条至第 16 条进行了概述，见：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clp_en.htm. 

尤其是，本指南的目的在于解释： 

·评估标签所需尺寸时需要考虑的方面； 

·可能的补充信息类型以及此类信息在标签上的位置，见下文第 4.8 条； 

·小包装的例外情况； 

·CLP 和运输标签规则之间的关系； 

·如何选择 适合标签的防范说明。 

本指南文件第 6 条和第 7 条为针对这些主题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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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概述 

2.1 法律背景 

法规（EC）No 1272/2008（简称CLP法规或CLP）是欧盟新颁布的关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标签和包装的法规，于 2009 年 01 月 20 日在欧盟
1
生效，直接适用于制造、进口、使用或经销化学

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商。新的法规将逐步取代危险化学物质第 67/548/EEC（DSD）号指令和危险制

备规定 1999/45/EC（DPD）的条款；后一项规定将于 2015 年 06 月 01 日彻底废除。 

CLP 在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和包装方面引入了一些新的方面。本指南将解释 CLP 中新的标

签和包装规则及其带来的挑战，并且示范如何设计标签。 

总之，CLP 标签应体现出沿袭自联合国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全球协调制度（UN GHS）的标签信息，

即新的图标、警示词及有害和预防说明等，旨在反映出一个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被划入的类别。同时，

CLP 也保留了 DSD 和 DPD 现有的一些标签理念，如小包装的例外。为了容纳尚未被 UN GHS 覆盖的 DSD

的特定有害信息以及其他立法机构的法律要求的标签信息，CLP 引入了标签的“补充信息”的概念。

这一点符合 UN GHS 的条款（见 UN GHS 第 1.4.6.3 点）。 

CLP第 3 条介绍了“标签形式的危害通信”。这一标题说明CLP只涵盖了一种危害通信，即危害

标签。危害通信的另一项关键要素是安全数据表，其一般格式和内容在法规（EC）1907/2006（REACH）

第 31 条和附录II中均有规定。值得注意的是， 近委员会通过法规（EU）No 453/2010 调整的REACH

附 录 II ， 旨 在 纳 入 UN GHS 阐 述 的 安 全 数 据 表 ， 详 见

http://eur-lex.europa.eu/JOIndex.do?year=2010&serie=L&textfield2=133&Submit=Serach&ihm

lang=en。 

REACH 法规第 31 条在 CLP 第 57（2）条中得以修正，阐述了在何种情况下须向化学物质和混合

物的安全数据表提供与 CLP 相关的信息。 

管 理 局 正 在 起 草 另 一 份 关 于 安 全 数 据 表 编 写 的 指 南 文 件 ； 当 前 的 草 案 见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guidance4_en.htm。 

                                                              
1 如果欧洲经济区（EEA）协议的签署国中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当前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在其国

家立法中纳入了CLP法规，则本文件中的“欧盟”和“成员国”应被理解为包括了相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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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LP 法规中标签和包装的范围 

一般，市面上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都具有印有必要的标签信息的包装。如果属于下列情

况，则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包装应根据 CLP 规则贴上标签： 

·该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被划入有害的类别； 

·即使没有被划入有害的类别却在 CLP 的附录 II 的第 2 部分被提到的混合物。在这种情况下，

应适用本部分阐述的补充标签信息。 

此外，符合CLP的附录I第 2.1 部分阐述的爆炸物规范的物品也应根据CLP规则贴上标签。其他物

品无须根据CLP法规贴上标签；欲知如何对物品进行分类，管理局的网站上也有关于这方面的指南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guidance_en.htm） 

属于第 91/414/EEC号指令
2
（植物保护产品规定）或第 98/8/EC号指令（生物农药产品规定）范

围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必须具有恰当的CLP标签信息；化学物质属于前者范围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还

需要体现补充说明EU401，见CLP法规第 25（2）条。另一方面，这些规定的标签条款依然完全适用

于其范围内的所有产品，见CLP法规第 47 项。例如，这些规定对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更新具

有不同的条款，其供应商应遵守这些条款，而不是CLP规则，见CLP第 30（3）条。另一项违背CLP的

是，关于何种信息能够以散页的形式容纳要求提供的标签信息方面具有不同的规则，同样见本文件

第 5.3.1.1 条。 

特定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也可以无须包装直接供应给公众，只需将标签信息的副本附于该化学

物质或混合物，如附在发票上，见 CLP 第 29（3）条和 CLP 的附录 II 的第 5 部分。这一规定目前只

适用于潮湿状态的预拌水泥和混凝土，同样见下文第 5.3.2.2 条。 

后，CLP 第 23 条和 CLP 的附录 I第 1.3 条定义了在特殊情况下不适用的 CLP 标签要求以及这

些标签要求不适用的条件。该定义允许对标签信息进行选择，甚至允许省略 CLP 标签。这些特殊情

况包括： 

·可运输的高压气筒，详见 CLP 的附录 I 第 1.3.1 项； 

·用于丙烷、丁烷或液化石油气的砌体容器，详见 CLP 的附录 I 第 1.3.2 项； 

                                                              
2 从 2011 年 006 月 14 日起，第 91/414/EEC号指令被 2009 年 10 月 21 日生效的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关于市面植

物保护产品的法规（EC）No 1107/2009 所取代。被废除的规定的参考应被视为对新法规的参考。尽管如此，法规（EC）
No 1107/2009 第 80 条还是规定，在特定的过渡时期中，第 91/414/EEC号指令继续适用于该规定的附录I包括的活性

物质。此外，该法规规定，根据第 91/414/EEC号指令第 16 条贴上标签的产品在 2015 年 006 月 14 日之前仍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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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有喷雾附加装置且含有被分类为具有吸入危害类别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气雾剂和容器，

详见 CLP 的附录 I 第 1.3.3 项； 

· 大型金属、合金、含有聚合物的混合物、含有弹性体的混合物，详见 CLP 的附录 I 第 1.3.4

项； 

· CLP 的附录 I 第 2.1 条提及的可能在市面上造成爆炸或烟火的爆炸物，详见 CLP 的附录 I 第

1.3.5 项； 

关于上述特殊情况，本文件并未提供进一步的指南，因为 CLP 的附录 I 第 1.3 条的解释已经足

够充分。 

 

2.3 CLP 危害标签的分类、标签、包装和更新的时间表 

CLP 法规规定了分阶段的过渡期限，在此期限中，CLP 和之前关于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律，即

DSD 和 DPD 规定，均同时适用。关于分类、标签和包装，CLP 针对化学物质和混合物规定了不同的时

间表。这使得公司有时间从 DSD/DPD 系统向 CLP 规则转移。但是，公司也被允许在自愿基础上从 CLP

生效之日起完全应用 CLP，见 CLP 第 61 条。 

例如，CLP 规则规定化学物质的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 01 日。但是，化

学物质在2015年 06月 01日之前依然需要根据DSD进行分类。DSD对化学物质进行的分类应允许DPD

对混合物的分类持续至混合物本身已经由 CLP 进行分类；这些 DSD 的分类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

应体现在安全数据表（第 2.1 子条款）中。如果一种化学物质在 2010 年 12 月 01 日之前已按照 DSD

进行分类、标签和包装并上市，即该化学物质在该日期前已经进入供应链，则其制造商、进口商或

经销商可以根据 CLP 规则将其重新标签和重新包装的日期推迟至 晚 2012 年 12 月 01 日。这意味着

该化学物质在 2012 年 12 月 01 日之前仍可以 DSD 的标签继续在供应链中销售。但是，如果该化学物

质在供应链中进行了重新装填，而且相应的供应商（装填者）改变了其包装，这样使得有必要提供

其它的标签信息，只要知悉了相关 CLP 分类，例如通过安全数据表，则其必须使标签遵守 CLP 的要

求，否则不得继续使用 DSD 的包装。 

对于混合物而言，根据 CLP 规则进行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06 月 01 日。在该

日期之前，混合物仍须根据 DPD 进行分类、标签和包装。如果一种混合物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

已经根据 CLP 进行了分类、标签和包装，则只应具有 CLP 的标签，不得继续贴有 DPD 的标签。如果

一种混合物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已经根据 DPD 规则进行了分类、标签和包装并上市，即该混合

物在该日期前已进入供应链，则其制造商、进口商、下游用户或经销商可以根据 CLP 规则将其重新

标签和重新包装的日期推迟至 晚 2017 年 06 月 01 日。这意味着该混合物在 2017 年 06 月 01 日之

前仍可以 DPD 的标签继续在供应链中销售。但是，如果该混合物在供应链中进行了重新装填，而且

相应的供应商（装填者）改变了其包装，这样使得有必要提供其它的标签信息，只要知悉了相关 CLP

分类，例如通过安全数据表，则其必须使标签遵守 CLP 的要求，否则不得继续使用 DPD 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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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标签的相关时间表的概况列于图 1： 

法律 从 2009 年 1 月 20 日

起 

从 2010 年 12 月 01

日起 

从 2015 年 06 月 01

日起 

要求分类 第 67/548/EEC（DSD）号指令 

要求的标签（如果不

是 CLP 标签） 

要求标签，除非适

用特别条款 

废除 

可以分类 要求分类 

化学物质 

法规 EC No 1272/2008（CLP） 

可以标签 要求标签，除非适用 2012 年保留条款 

要求分类 1999/45/EC（DPD） 

要求标签（如果不是 CLP 标签） 
废除 

可以分类 要求分类 

混合物 

法规 EC No 1272/2008（CLP） 

可以标签 要求标签，除非适

用2017年保留条款

图 1：CLP 和 DSD/DPD 的分类和标签时间表 

 

CLP第 30 条要求，如果分类和标签发生了任何变化，且修改之后的分类更加严格或根据CLP第

25（1）条和第（2）条要求更新了补充标签信息，则供应商须立即对标签的任何信息进行更新，即

以 快的合理速度更新标签信息。但是，第 98/8/EC号指令（生物农药产品规定）和第 91/414/EEC

号指令
3
（植物保护产品规定）关于标签更新具有不同的规定，所以这些规定范围内的化学物质和混

合物的供应商必须遵守这些条款。 

如果标签涉及到其他改变，如修改之后的分类的严格程度更低或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有所改变，

则供应商可以在 18 个月内对标签进行更新。如果严格程度更低的分类来自对 CLP 法规的技术补充

（ATP），则上述 18 个月的更新标签的期限从相关的技术补充生效当日起算。 

                                                              
3从 2011 年 06 月 14 日起，第 91/414/EEC号指令被 2009 年 10 月 21 日生效的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关于市面植物

保护产品的法规（EC）No 1107/2009 所取代。被废除的规定的参考应被视为对新法规的参考。尽管如此，法规（EC）
No 1107/2009 第 80 条还是规定，在特定的过渡时期中，第 91/414/EEC号指令继续适用于该规定的附录I包括的活性

物质。此外，该法规规定，根据第 91/414/EEC号指令第 16 条贴上标签的产品在 2015 年 06 月 14 日之前仍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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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 18 个月期间需要进一步完成的标签变更，包括对特定混合物的标签信息的更新，此类混

合物应为未被分类为有害类别但是 CLP 的附录 II 第 2 部分针对补充标签的特殊规则适用的混合物。 

 

3. CLP 法规对标签和包装的基本要求 

3.1 一般标签规则 

关于 CLP 标签的内容和应用的一般和特殊规则分别列于 CLP 第 III 部分第 1 章和第 2 章中。 

作为一般规则，CLP 要求标签牢固地贴于直接包装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包装的一个或多个表面，

当包装正常放置时应能水平阅读标签，见 CLP 第 31（1）条。标签信息本身，尤其是有害象形图，

应从背景上清晰可见，见 CLP 第 31（2）条和第 31（3）条。此外，所有的标签信息的尺寸和间距均

应以方便阅读为前提。如果包装本身即已清楚标明标签信息，则无需再贴物理标签，见 CLP 第 31（5）

条。 

 

3.2 CLP 危害标签的信息 

根据 CLP 第 17 条，被分类为有害类别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必须包括以下信息： 

·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包装中面向公众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称数量，除非包装其他地方已经标明数量； 

·产品标识符； 

·危害象形图，如适用； 

·相关警示词，如适用； 

·危害说明，如适用； 

·恰当的防范说明，如适用； 

·补充信息部分，如适用。 

应该注意的是，之前的规则适用于一些特定的标签信息。这些规则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 

CLP 要求以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上市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或多种语言书写，除非相关成员国另有

规定。供应商应附上一份多语言的标签，涵盖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上市的国家的所有官方语言，或针

对每个国家制造单独的标签，每种标签均以恰当的一种或多种语言写成。供应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在标签上使用额外的语言，前提是所有语言表达的信息一致。但是，这不得影响必有的标签信息

的易读性，也不得产生 CLP 第 29 条阐述的标签要求的例外情况，见本文件第 5.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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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LP 危害标签的信息位置 

CLP 第 32 条阐述了一些限制性规则，对标签上的信息位置进行了定义。但是，进一步的信息，

如标签信息如何安排，则由负责制定标签的人（们）自行决定，其示例如表 1： 

 

表 1：CLP 的标签要求和供应商的自行决定 

CLP 要求（第 32 条） 由供应商自行决定的内容示例 

危害象形图、警示词、危害说明和防范说明

在标签上应位于同一处。 

供应商可自行对象形图进行安排。 

危害说明在标签上应放在一起，但顺序可自

由选择。 

供应商可自行决定该组信息位于标签的左

侧、右侧或其他位置。 

防范说明在标签上应放在一起，但顺序可自

由选择。 

供应商可自行决定该组信息位于标签的左

侧、右侧或其他位置。 

如果标签上有多种语言，则同一语言的危害

和防范说明应在标签上放在一起。 

如果供应商在满足CLP第31条提到的关于特

定成员国的（一门或多门）语言方面的要求

需要使用替代方法，则供应商可以根据福建 I

第 1.5.1 条自行决定使用折叠标签、拴系标

签或外包装。 

CLP 第 25 条提到的任何补充信息应位于补充

标签区域， 按照 CLP 第 17（1）（a）至（g）

条提到的标签信息排列。 

供应商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将这一部分与含有

CLP 第 17（1）（a）至（g）条标签信息的部

分明显分开。供应商还可以自行决定在标签

上不止一处地方安排此类信息。 

 

3.4 CLP 危害标签规则的首次使用 

关于首次使用 CLP 标签的规则建议，相较于 DSD/DPD，CLP 标签中应提供更多的信息，标签上要

求更多的空间。其中一个原因是 CLP 比 DSD/DPD 要求提供更多的象形图。同样，新的警示词也将占

据更多的空间。当混合物需要基于计算的方法进行分类时，与 DSD/DPD 相比，低通用浓度的限制产

生了更多的分类和标签，这意味着标签上必须提供进一步的危害和防范说明。此外，综合有害说明

并没有能够节省 CLP 法规中宝贵的标签空间，见本文件第 4.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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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说明，CLP 提供了比 DSD/DPD 的安全用语数量更多的防范说明。另一方面，CLP 比 DSD

中的规定性选择更少，从而使得在 CLP 下更难达到要求的六条防范说明，见本文件第 4.6 条和第 7

条。 

出于举例的目的，以下图 2 展现了示例化学物质（戊二醛）在CLP和DSD下主要的标签信息
4
的对

比情况： 

CLP 下的危害象形图 

 

DSD 下的危险标志 

 

警示词：危险 表示的危险：有毒、对环境有危害 

CLP下的 5 项危害说明： 

吞下或吸入有毒
5

可造成严重皮肤烧伤和眼部损伤 

可造成过敏皮肤反应 

吸入后可造成过敏、或哮喘症状或呼吸困难

对水生生物有剧毒 

DSD下的 4 项风险用语： 

吸入和吞下有毒 

可造成烧伤 

吸入和皮肤接触可能导致过敏 

对水生生物有剧毒 

从 30 条防范说明中选出 S：（1/2-）26-36/37/39-45-61 

图 2：示例化学物质（戊二醛）在 CLP 和 DSD 下主要的标签信息的对比情况 

 

                                                              
4 图 2 并非遵守CLP法规的一项标签，仅为对适用标签信息的大致概述。 
5 本综合危害说明为CLP的第二次ATP预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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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示例说明，相比起在 DSD/DPD 的标签体制，未来对标签可用空间的 优化使用将是一项巨

大的挑战。在 CLP 下，标签的布局将耗费更多的精力以使标签符合 CLP 要求的所有标签信息。 

 

3.5 CLP 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包装规则 

CLP 第 35 条包括从 DSD/DPD 沿袭的包装要求。当包装包含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时，除了

标签规则以外，也应仔细考虑这些要求。这些条款旨在确保： 

·包装得以设计、制作和捆扎，从而防止其内容泄露； 

·包装和捆扎物质不会被其内容损伤，也不会与其内容形成危害性的化合物； 

·包装和捆扎的强度和牢固程度，从而防止其松散； 

·含有可更换的捆扎装置的包装被设计为能够在防止其内容泄露的情况下重新捆扎； 

·在供应给公众时，包装不会吸引或引起儿童的好奇或误导消费者。 

应该注意的是，符合运输规则的包装被视为符合上述各点阐述的要求。 

关于供应给公众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CLP 规定了以下规则： 

·儿童保护装置（CRF），见附录 II 第 3.1 条，以及 

·危险的触觉警告（TWD），见附录 II 第 3.2 条。 

当出现特定的危害种类/类别或特定的化学物质集中在其他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中时，适用于以上

条款，见下一页的表 2和表 3。关于 CRF（有时也称为对儿童安全的封闭——CRC）和 TWD，CLP 要求

遵守关于可封闭和不可封闭的包装以及触觉警告装置的特定标准。这些标准在 CLP 的附录 II 第 3 部

分中有详细阐述。只有符合修正之后的 EN ISO/IEC 17025 的实验室才能对遵守这些标准的情况进行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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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适用 CLP 关于儿童保护装置和/或触觉警告条款的危害种类 

危害种类（类别） 儿童保护装置 触觉警告* 

急性毒性（类别 1 至 3） √ √ 

急性毒性（类别 4）  √ 

STOT-SE（类别 1） √ √ 

STOT-SE（类别 2）  √ 

STOT-RE（类别 1） √ √ 

STOT-RE（类别 2）  √ 

皮肤腐蚀（类别 1A、1B 和 1C） √ √ 

呼吸敏感（类别 1）  √ 

吸入危害（类别 1） 

注意：如果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在气溶胶喷灌或带有喷

射装置的容器中供应，则需要 CRF 

√ √ 

生殖细胞诱变（类别 2）  √ 

致癌性（类别 2）  √ 

生殖毒性（类别 2）  √ 

易燃气体（类别 1 和 2）  √ 

易燃液体（类别 1 和 2）  √ 

易燃固体（类别 1 和 2）  √ 

*注意：TWD 条款不适用于仅被分类为极度易燃或易燃气雾剂且贴上相应标签的气雾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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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当处于其他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中或表示浓度以上时适用 CLP 关于儿童保护装置和/或触觉警告

条款的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标识 浓度限值 儿童保护装置 触觉警告 

甲醇* ≥3% √  

二氯甲烷 ≥1% √  

*应该注意的是，在特定浓度以上时，甲醇混合物仍然需要触觉警告，因为此时的混合物已经被分类

为易燃液体类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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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P 标签信息的应用规则 

4.1 供应商的联系信息 

根据 CLP 第 17 条规定，标签上必须包括一名或多名供应商的联系信息。原则上，供应链中同一

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可以有不止一名供应商，例如，一种混合物可以由配方者供应给经销商，又由经

销商供应给第三方。但是，CLP 第 17 条并未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标签中是否需要包括两名供应商的联

系信息，也没有说明是否其中一名特定供应商的联系信息应被优先。 

根据 CLP 第 4（4）条，供应商应确保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在上市之前根据 CLP 法规第 III

部分和第 IV 部分进行了标签和包装。在供应链过程中，同一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可能会根据包

装的体积或出于进一步包装的需要而变化，见本文件第 5.2 条、第 5.3 条和第 5.4 条。如果供应商

改变了包装，CLP 第 17 条阐述的标签信息也应与供应给供应商的标签/包装有所不同，供应商应将

其自身名称和联系信息添加进标签，或用其自身的联系信息替换其供应商的联系信息，因为其从那

时起有责任对该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进行重新包装和重新标签。如果供应商没有改变包装，但需要对

标签进行改变，则供应商不需要将其自身的联系信息添加进标签，也无须用其自身的联系信息替换

其供应商的联系信息，但是如果供应商有此意愿，也可以添加或替换标签中的联系信息。如果供应

商改变了标签上的（一种或多种）语言，则供应商应将其联系信息添加进发放原始标签的相关供应

商中，因为其从那时起有责任对标签内容进行准确翻译。 

 

4.2 产品标识符 

作为一项一般规则，为标签选出的同一个（或多个）产品标识符必须在 SDS 下用于一种化学物

质或混合物。为标签选出的任何产品标识符均应以该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上市的成员国（们）的官方

语言（一种或多种）书写，除非成员国（们）有其他规定，见 CLP 第 17（2）条。 

根据 CLP 第 18（2）条，化学物质的产品标识符至少应包括： 

·名称以及CLP的附录VI第 3 部分阐述的标识号码。名称是CLP的附录VI第 3 部分的表中第 2 栏

阐述的国际化学品标识的名称。标识号码主要是索引号码、EC号码或CAS号码。推荐使用的是

能够确保对化学物质进行明确标识的号码；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两种号码，例如CAS和索

引号码。在将附录VI中的化学物质名称翻译为所需语言（一种或多种）时，可以在公共数据

库中事先查询该化学物质是否已经有恰当的译名，例如ClassLab，见

http://ecb.jrc.ec.europa.eu/classification-labelling/clp/ 或

http://ecn.jrc.europa.eu/esis/index.php?PGM=cla；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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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化学物质不属于CLP的附录VI的第 3 部分，则应包括分类与标签目录中的名称和标识号码。

名称主要是IUPAC名称
6
、EC名称或CAS名称。标识号码是目录参考号码、EC或CAS号码。推荐

使用的是能够确保对化学物质进行明确标识的号码。应该注意的是，在实践中，选择目录参

考号码并不方便，因为在编制安全数据表时可能没有可用的目录参考号码。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选择标识符，如（在适用的情况下）EC号码或CAS号码，从而将修改安全数据表的需求降至

低；或 

·如果化学物质不属于CLP的附录VI的第 3 部分或分类与标签目录，则应包括CAS号码和IUPAC

名称，或CAS号码和另一项国际化学品名称，例如INCI术语
7
，视情况而定。可以推断的是这

一规定涉及到的是在欧盟境内首次制造或进口但尚未公布的化学物质；或 

·如果没有可用的 CAS 号码而且上述规定均不适用，则应包括 IUPAC 名称或另一项国际化学品

名称，例如 INCI 术语，视情况而定。 

根据 CLP 第 18（3）条的规定，混合物的产品标识符至少应包括： 

·混合物的交易名称或称呼；以及 

·混合物中所有使该混合物具有急性毒性、皮肤腐蚀或严重眼部损伤、生殖细胞诱变、致癌性、

生殖毒性、吸入或皮肤敏感、特异性靶器官毒性（STOT）或吸入危害的化学物质的标识。 

关于混合物标签的第二点，选择的化学品名称应识别决定该混合物的分类的造成其主要健康危

害的化学物质，并且附上相应的危害说明。 

为了减少标签上的化学物质（“化学品”）的名称数量，混合物的标签上不得超过四个名称，

除非其危害性质和严重性需要列出更多的名称。这适用于混合物中有四种以上的化学物质，所有化

学物质都有较高的浓度且使得该混合物被分类为含有一种或多种上述第二点阐述的危害的情况。 

有时制造商、进口商或下游用户可能会认定，标签或安全数据表所要求的针对混合物中的特定

化学物质的标识符可能会影响其商业或知识产权的机密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其可以向成员国的主

管部门提出直接申请适用 DPD 第 15 条规定，即该化学物质的替代化学品名称。如果相应的混合物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和之后已经根据 CLP 进行分类、标签和包装，则此要求应提交给管理局。替

代名称应为更加通用的名称，标识出 重要的功能团或替代名称，见 CLP 第 24 条。根据委员会法规

（EU）No 440/2010 第 3 条，提出此类要求需要缴纳费用。相应的 IT 工具及说明文件将由欧洲化学

品管理局准备。 

                                                              
6 如果IUPAC名称超过了 100 个字符，供应商可以使用REACH的附件VI第 2.1.2 条提到的其他名称（常用名、交易明

或缩略名）中的一个，前提是根据CLP第 40（1）（b）条向管理局发出C&L通知，通知中包括IUPAC名称和另一个使

用的名称。 
7 INCI意为国际化妆品成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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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害象形图 

危害象形图是绘画的方式对涉及到的危害信息的表现，见 CLP 第 2（3）条中的定义。根据 CLP

第 19 条，对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决定了标签上应该展现的危害象形图，见 CLP 的附录 I 第 2 部

分（物理危害）、第 3 部分（健康危害）和第 4 部分（环境危害）。CLP 的附录 V 中还有关于特定的

危害分类和类别/区别的危害象形图名称的信息。当前共有九种不同的象形图。正常情况下一种危害

分类或类别只有一种象形图，很少有危害区别需要两种象形图的情况，即化学物质和混合物被分类

为自反应类型 B 或有机过氧化物类型 B 的情况，见下文。 

标签的颜色和样式必须允许危害象形图及其背景清晰可见，见CLP第 31（2）条。危害象形图应

为围绕一点的正方形，即在水平阅读标签时应为菱形，其标志为黑色，背景为白色，边框为红色（见

CLP的附录I第 1.2.1 条）。红色的具体类型，即潘通色卡编号并未定义，制作标签者可以自行决定：

每个危害象形图
8
的 小面积至少为根据CLP第 17 条在标签中用于显示此类信息的面积的十五分之

一，但是 小面积不得小于 1 cm
2
。 

象形图可以从以下网站免费下载：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pictograms.html。示例象形图为感叹号（象形图

GHS07），用于许多较低严重性的危害分类和类别，见CLP的附录V第 2 部分： 

 

关于被分类为具有多种危害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其标签上应有多种象形图。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检查 CLP 第 26 条规定的优先规则是否适用。作为一项一般规则，标签中应含有反映出每种危

害分类 严重的危害类别的象形图。这也适用于具有协调和非协调（即自我）分类的化学物质，见

CLP 第 26（2）条。 

此外，CLP 规定的关于特定的危害象形图和分类的优先规则为： 

·关于物理危害，如果标签含有象形图 GHS01（爆炸的炸弹），则可选 GHS02（火焰）和 GHS03

（圆圈上的火焰）…… 

                                                              
8 象形图的尺寸与象形图本身的面积相关，与象形图所在的实际面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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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    可选；    可选 

……除非具有不止一个强制性象形图的情况，即化学物质和混合物被分类为自反应类型 B

或有机过氧化物类型 B的情况，见 CLP 的附录 I； 

·关于物理和健康危害，如果标签含有象形图GHS02（火焰）或GHS06（骷髅头和交叉腿骨），则

可选GHS04（气筒）
9
： 

 

       强制；  或     强制；          可选 

·关于健康危害，如果标签含有象形图 GHS06（骷髅头和交叉腿骨），则 GHS07（感叹号）不得

出现： 

 

·关于健康危害，如果标签含有象形图 GHS05（腐蚀），则 GHS07（感叹号）不得被用于皮肤或

眼部刺激…… 

 

……但是仍可用于其他危害； 

                                                              
9 本优先规则列于CLP法规的第二版ATP法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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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康危害，如果标签含有针对吸入敏感的象形图 GHS08（健康危害），则 GHS07（感叹号）

不得用于皮肤敏感或皮肤或眼部刺激…… 

 

……但是仍可用于其他危害。 

 

请注意，关于标签的运输规则也可适用于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在特定的情况下，包装上特定的

CLP 危害象形图可能被省略，见 CLP 第 33 条。 

如果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附有补充危害说明 EUH071（“对呼吸道有腐蚀作用”），则应使用

腐蚀象形图（GHS05），见 CLP 的附录 I 第 3.1.3 条。如果该象形图已经附上，则针对 STOT 的一次接

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的 GHS07 象形图可以从标签中省略，也可省略危害说明 H335（“可能产生

呼吸刺激”），见下文。 

对于需要同时遵守 CLP 法规和危险品运输规则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标签中可以省略 CLP 的象

形图，而使用类似的运输象形图，见 CLP 第 33 条和本文件第 5.4 条。 

 

4.4 警示词 

警示词指的是特定危害的相关严重性级别。标签应根据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危害性化学物

质包括相关的警示词：严重性较高的危害要求使用警示词“危险”，而严重性较低的危害要求使用

警示词“警告”，见 CLP 第 20 条。 

每个特定分类的警示词均列于 CLP 的附录 I 第 2 至 5 部分阐述的每个危害分类的阐述标签信息

的表中。一些危害类别（例如爆炸物，第 1.6 条）没有单独警示词。 

即使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被分类为具有不止一种危害，标签也只能含有一个警示词。在这种

情况下，警示词“危险”具有优先性。 

 

4.5 危害说明 

CLP 危害标签还应具有相关的危害说明，描述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危害的性质和严重性，见 CLP

第 21 条。以急性口服中毒类别 4 的危害说明为例：“吞下有毒”（H302）。 

与每种危害分类和类别/区别相关的危害说明均列于 CLP 的附录 I 第 2至 5 部分的表中。对于大

部分危害说明而言，其用词可以从 CLP 的附录 III 第 1.1 条、第 1.2 条和第 1.3 条的表中挑选。对

于一些健康危害说明而言，应该包括目标器官的接触途径，例如针对 STOT-SE 类别 1 的“通过吸收

对肝脏造成损伤”（H370）。见本文件第 4.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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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化学物质的分类得以协调并列入 CLP 的附录 VI 第 3 部分，则标签应含有与该分类相关

的相应危害说明。注意，CLP 的附录 VI 第 3 部分的一些分类是 低分类，可能需要对更加严格的分

类和相应的危害说明进行安排。同样，标签还应具有未被列入附录 VI 的非协调危害的危害说明，见

CLP 第 4（3）条。 

应该注意的是，与 DSD 不同，CLP 中并没有综合危害说明。尽管如此，一些综合危害说明在联

合国级别也已经得到了认可，并且在 UN GHS 的第三份修改版中得以发布。在欧盟，这些综合危害说

明通过对 CLP 法规（2011 年 3 月 10 日的委员会法规（EU）No 286/2011）的第二次技术补充得以执

行。这意味着对化学物质而言，从 2012 年 12 月 01 日起，以及对混合物而言，从 2015 年 06 月 01

日起，涉及不同暴露途径，但却列为同一类别的，可以在标签和安全数据表中以综合危害说明的形

式出现与不同却属于同一类别的接触方式相关的危害说明能够以综合危害说明的形式出现的标签和

安全数据表中，例如针对口服和皮肤接触类别 3 的 H301+H301：“吞服或与皮肤接触有毒”。 

如果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被分类为具有多种危害分类或同一危害分类的多种区别，则标签上

应包括该分类产生的所有危害说明，除非明显重复或冗余，见 CLP 第 27 条。这也适用于具有补充危

害说明 EUH071（“对呼吸道有腐蚀作用”）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在这种情况下，针对 STOT 的一

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的危害说明 H335（“可能产生呼吸刺激”）可从标签中省略。 

CLP 的附录 III 用所有语言列出了出现在标签上的危害说明的正确用语。标签上一种语言的危

害说明应与同样语言的防范说明聚于一处，见上述第 3.3 条。 

 

4.6 防范说明 

CLP 的危害标签应含有相关的防范说明，就防止或 小化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对人体健康或环境

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措施提出建议，见CLP第22条。示例为防范说明“当火焰触及爆炸物时不得灭火”

（P373）。关于每种危害分类和类别/区别的完整的防范说明以首字母顺序列于 CLP 的附录 I 第 2 至

5 部分中说明每种危害分类所需的标签信息的表中。 

防范说明应根据 CLP 第 22 条和第 28 条以及 CLP 的附录 IV 第 1 部分阐述的通用条款进行选择：

任何选择均应考虑使用的危害说明、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用途或识别用途或使用，以及 CLP 法规的

附录 IV 的表 6.1 至 6.5 的“使用条件”一栏阐述的基本说明。应避免重复和冗余。如果化学物质或

混合物供应给公众，则一般标签上应包括关于处理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及其包装的防范说明，见 CLP

第 28（2）条。正常情况下，标签上的防范说明不得超过六条，除非需要更多的防范说明反映危害

的性质和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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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助选择 恰当的防范说明，本文件第 7条提供了相关指南。 

CLP 的附录 IV 第 2 部分以所有语言列出了出现在标签上的防范说明的正确用语。标签上一种语

言的防范说明应与同样语言的危害说明聚于一处，见上述第 3.3 条。 

 

4.7 危害和防范说明规则 

危害和防范说明以特有的字母代码进行编纂，包括一个字母和三个数字，如下： 

·字母“H”（用于“危害说明”）或“P”（用于“防范说明”）。请注意，沿袭自 DSD 和 DPD

却尚未列入 GHS 的危害说明以“EUH”进行编纂； 

·对于危害说明，第一位数字表示危害的种类，例如“2”表示物理危害；后面两位数字表示危

害的序号，例如爆炸性（从 200 至 210），易燃性（从 220 至 230），等。 

·对于防范说明，第一位数字表示五种说明类型的一种，分别是一般说明（1）、预防说明（2）、

应对说明（3）、储存说明（4）和处理说明（5），后面两位数字是说明本身的序号。 

CLP 中的危害和防范说明的编码范围如下文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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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CLP 中的危害和防范说明的编码范围 

危害说明：H 防范说明：P 

200-299 物理危害 100-199 一般 

300-399 健康危害 200-299 预防 

400-499 环境危害 300-399 应对 

 400-499 储存 

 500-599 处理 

应该注意的是，CLP 第 25（1）条提到的危害和防范说明的编码以及任何补充标签信息均非标签

上的必要信息——CLP 仅要求在标签上提供适用的说明。 

 

4.8 标签补充信息 

CLP 第 25 条引入了“补充信息”的概念，旨在提供 CLP 第 17（a）至（g）条列出的信息以外的

额外标签信息。这些额外的标签信息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信息。两种类型都被

视为 CLP 下的“补充信息”，必须位于标签上的补充信息区域，与其他的 CLP 标签信息以同样的语

言书写。 

强制性的补充标签信息原则上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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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沿袭自 DSD 的特定的物理和健康特性的补充危害说明。这些说明的编码以“EUH”开头，

例如 EUH001，见附录 II 第 I 部分，而编码中的数字则对应 DSD 下的相关风险，例如 EUH001

对应 DSD 下的 R1。对于一些具有协调分类的化学物质，附录 VI 第 3 部分包括了补充危害说

明； 

·关于沿袭自 DPD 的特定的混合物的补充说明，例如“含有异氰酸盐，可能造成过敏反应”

（EUH204），见 CLP 的附录 II 第 2 部分。这些说明的编码也以 EUH 开头，与上述补充危害说

明一同排序； 

·关于 2012 年 12 月 01 日之前的化学物质标签和 2015 年 06 月 01 日之前的混合物标签：关于

保留自 DSD 的“对臭氧层有害”的警示词（危险）和危害与防范说明，见附录 I 第 5 部分。

关于危害分类的单独标签信息应遵守 CLP 第 20 条和第 26 至 28 条阐述的优先规则。在上述日

期之后以及采用了 CLP 法规的第二次技术补充之后，该危害分类将被转化为常规的 CLP 危害

分类。这意味着根据 CLP 第 III 部分的条款，警示词（警告）、危害说明 H420（通过破坏高

层大气的臭氧层对公共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防范说明 P502（联系制造商/供应商获得修复

/回收的信息）以及危害象形图 GHS07（感叹号）将得以适用； 

·CLP 的附录 IV 中的防范说明 P320“特别处理很紧急（见标签的……）”、P321“特别处理（见

标签的……）”和 P322“具体措施（见标签的……）”提到的具体的应对信息，例如“见标

签上的急救补充说明”或“见标签上的解毒剂管理补充说明”。见下文表 5 和本文见第 7.3

条各表； 

·关于含有浓度在 1%或以上的未知的急性毒性成分的混合物，应包括说明“百分之 x 的该混合

物含有未知毒性的成分”，见 CLP 的附录 I 第 3.1.3.6.2.2 点。这一说明将纳入安全数据表

中。在这方面，需要具体阐述说明如下：“百分之 x的该混合物含有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口

服/皮肤/呼吸）”，尤其是当化学物质也被分类为含有其他危害且阐明接触途径非常重要时，

见 CLP 法规应用指南第 3.1.4.2 点； 

·在 2015 年 06 月 01 日和采用 CLP 法规的第二次技术补充之后：对于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均没

有可用的关于对水生环境的急性和/或长期性危害的可用信息的混合物，应包括说明“含有百

分之 x 的对水生环境具有未知危害的成分”，见 CLP 的附录 I 第 4.1.3.6.1 点。这一说明目

前仅被纳入安全数据表； 

·关于第 91/414/EEC 号指令范围内的危害性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补充说明 EUH401（见附录 II

第 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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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法律产生的标签信息，见 CLP 第 32（6）条，例如 REACH 法规（EC）No 1907/2006

要求的授权号码、清洁剂法规 648/2004 要求列出的表面活性剂和芳香剂、气溶胶喷灌第

75/324/EEC号指令要求的易燃性标签或VOC规定2004/42/EC要求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应该注意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危害说明需要额外信息，例如关于接触途径或特定健康危害涉

及到的目标器官的说明，即对 CMR 和 STOT 的一次和多次接触的危害分类的说明。例如，对 STOT 的

多次接触的危害分类，危害说明 H372（“长期或多次接触会造成器官损伤”）应附有已知的会受到

损伤的器官以及接触途径，前提是足以证明其他接触途径均不会造成损伤。但是，这并不构成 CLP

第 25 条意义上的补充标签信息。这是要求包括在危害说明内的 CLP 的附录 III 的表 1.2 阐述的标准

用语以外的额外危害信息，见本文件第 4.5 条。 

大部分强制性的补充信息沿袭自 DSD/DPD，因此通常只在欧盟适用。CLP 包括的任何补充危害说

明均引入了新的“EU”编纂系统将其与来自 UN GHS 的危害说明进行区分。这些说明可以通过 EUH 编

码轻松辨认。 

鉴于这些信息必须与 CLP 第 17（a）至（g）条要求的标签信息置于一处，在制作化学物质或混

合物的 CLP 标签时应充分考虑这些补充标签信息的位置和所需的空间。当需要使用强制性的补充信

息时，其应该易于辨认和阅读。自然，如果标签上的空间有限，强制性的补充信息比非强制性的补

充信息享有优先权。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供应商可能会发现其必须在标签上提供不属于强制信息却

有助于产品的控制和使用的特定信息——例如使用的基本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在对标签的布局进

行安排时也应考虑此类信息的需要。 

应该提到的是，CLP 建议而并非明确要求将标签上的补充标签信息区域归于一处——供应商也

可以考虑 CLP 第 25 条的要求，选择将补充信息分散在多个地方。本文件第 6 条的标签 6.3 和标签

6.5 就是这方面的示例。同样，CLP 也建议而并非明确要求将补充标签信息进行标记并与 CLP 第 17

（a）至（g）条要求的标签信息明显分开，例如将其置于标签上的另一块区域，或将其放入一个文

字框，或通过颜色或不同大小的字母进行区分。 

毋庸置疑，明显分开有助于识别沿袭自 UN GHS 的标签信息。但是，在逐项基础上，并不建议将

CLP 的信息与关于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控制和使用的其他法规要求的补充标签信息明显分开。

例如，当额外的 EUH 说明与一个分类的危害说明表达的警告类似时，建议在标签上将两者结合起来，

例如关于被分类为水反应类别 1 的锂（EC No 231-102-5），EUH014（“与水产生剧烈反应”）与 H260

（“与水接触时释放出易燃气体，可能会产生自然燃烧”）非常类似，见下文第 6.4 条的示例。 

关于可读性，其他国家的法律要求的强制性的标签信息，例如规定 2004/42/EC
10
要求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的内容或法规（EC）No 648/2004 要求的列出具体成分
11
，均不得与CLP本身要求的其他

强制性标签信息区别对待：与后者类似，这些信息也应易于识别和阅读，并且在CLP标签上享有针对

任何其他非强制性的补充信息的优先性。 

表 5 是对应该归于标签上的补充信息区域的强制性的补充标签信息的概述： 

                                                              
10 2004 年 04 月 21 日的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的规定 2004/42/EC，对特定的油漆和涂料以及车辆修补产品中使用的

有机溶剂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了限制，并且修正了规定 1999/13/EC。 
11 2004 年 03 月 31 日的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关于清洁剂的法规（EC）No 64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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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CLP 第 25 条和第 32 条规定的强制性的补充标签信息 

法律参考 类型和适用性 代码 内容/用语 

CLP 第 25（1）条和附

录 II第 1部分第 1.1

条 

a）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相关的特定物理特性的补充危害说明。当化学物质或

混合物已经在 CLP 的附录 I 进行分类之后，这些说明应根据附录 II 阐述的条

件来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对于协调的分类的补充危害说明列于附录 VI 的第

3 部分中。 

  EUH001 

EUH006 

 

EUH014 

EUH018 

 

EUH019 

 

EUH044 

干燥时易爆 

与空气有无接触均易爆 

与水产生剧烈反应 

使用中可能形成易燃/爆炸性

汽水混合物 

可能形成爆炸性过氧化物 

如在密封条件下加热可能产

生爆炸 

CLP 第 25（1）条和附

录 II第 1部分第 1.2

条 

b）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相关的特定健康特性的补充危害说明。当化学物质或

混合物已经在 CLP 的附录 I 进行分类之后，这些说明应根据附录 II 的第 1

部分第 1.2 条阐述的条件来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对于协调的分类的补充危

害说明列于附录 VI 的第 3 部分中。 

关于 EUH071，见附录 I的表 3.1.3 的注释 1。 

  EUH029 

EUH031 

EUH032 

EUH066 

 

EUH070 

EUH071 

遇水释放出有毒气体 

遇酸释放出有毒气体 

遇酸释放出极毒气体 

多次接触可能导致皮肤干燥

或开裂 

眼部接触有毒 

对呼吸道有腐蚀性 

CLP 第 25（6）条和附

录 II 第 2 部分 

关于特定混合物的补充说明。这些说明应根据附录 II 的第 2部分阐述的条件

来决定。 

 1. 含铅的混合物 EUH201 含铅。不得用于儿童咀嚼或吸

吮的表面。 

 -包装内容小于 125 

ml 时 

EUH201A 警告！含铅。 

 2. 含氰基丙烯酸酯

的混合物 

EUH202 氰基丙烯酸酯。危险。几秒即

可粘合皮肤和眼部。远离儿

童。 

 3. 水泥和水泥混合

物 

EUH203 含铬（VI）。可能造成过敏反

应。 

 4. 含异氰酸盐的混

合物 

EUH204 含异氰酸盐。可能造成过敏反

应。 

 5. 含环氧成分且平

均分子量≤700

的混合物 

EUH205 含环氧成分。可能造成过敏反

应。 

 6. 向公众出售的含

活性氯的混合物 

EUH206 警告！不得与其他产品同时使

用。可能释放危险气体（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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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7. 含镉（合金）并

用于铜焊或焊接

的混合物 

EUH207 警告！含镉。使用中产生危险

烟雾。见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符合安全说明。 

 8. 未被分类为过敏

类却含有至少一

种过敏化学物质

的混合物
12
 

EUH208 含（过敏化学物质的名称）。

可能造成过敏反应。 

 9. 含卤代烃的液体

混合物 

EUH209 

EUH209A 

在使用中可能变得高度易燃

或在使用中可能变得易燃。 

 10. 不针对公众的混

合物 

EUH210 应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 

 11. 气雾剂  气 雾 剂 也 应 遵 守 第

75/324/EEC 号指令关于标签

的规定。 

CLP 第 25（5）条和附

录 I 第 5 部分 

附录 I 第 5 部分包括

的危害分类的警示

词、危害说明和防范

说明（见本表前文相

关规定） 

EUH059 

P273 

P501 

危险（警示词）。 

对臭氧层有害。 

避免向环境释放。 

将内容/容器处理给……（具

体的处理地点或适用法律，见

下文第 7 条） 

附件 IV 具有防范说明的化学

物质和混合物 

-P320-特别处理很紧

急（见本标签……）。

-P321-特别处理（见

本标签……）。 

-P322-具体措施（见

本标签……）。 

 防范说明的括号中提到的急

救补充说明（例如，解毒剂的

管理） 

附 录 I 第

3.1.3.6.2.2 条 

含浓度在 1%或以上

的未知急性毒性成分

的混合物 

 百分之x的混合物含有未知毒

性成分（也用于安全数据表）

附录 I 第 4.1.3.6.1

条 

对于一种或多种相关

成分均没有可用的关

于对水生环境的急性

和/或长期性危害的

可用信息的混合物，

 含有百分之x的对水生环境具

有未知危害的成分（也用于安

全数据表） 

CLP 第 25（2）条 第 91/414/EEC 号指

令范围内的化学物质

和混合物的补充说明

EUH401 避免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风

险，遵守使用说明。 

                                                              
12 根据CLP法规的第二次技术补充，如果混合物被分类为敏感类且含有被分类为敏感类的其他化学物质（除了导致

该混合物被分类为敏感类的化学物质以外），而且该化学物质的浓度等于或大于CLP的附录I的表 3.4.6 规定的标准，

则其标签上应列出该化学物质的名称（一项或多项）。这一规定从 2015 年 6 月 1 日适用于混合物。但是，通过减损，

在 2015 年 6 月 1 日以前根据规定 1999/45/EC或法规（EC）No 1272/2008 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混合物在 2017 年 6 月

1 日之前并不要求根据本条款重新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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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32（6）条，

其他国家的法律产生

的标签信息 

示例： 

- 法 规 （ EC ） No 

1907/2006（REACH）

- 法 规 （ EC ） No 

648/2004（清洁剂）

-第 75/324/EEC 号指

令（气溶胶喷灌） 

- 规 定 2004/42/EC

（VOC） 

 -授权号码 

-列出具体成分，如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氧漂白剂、酶、消

毒剂、光学增白剂和芳香剂 

-易燃性标签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内容 

非强制性的补充标签信息的内容由供应商自行决定，不属于 CLP 对标签的要求。例如，可以包

括具体的产品信息或特别的使用说明。 

如果适用，则这些非强制性的补充信息可以与 CLP 第 17（a）至（g）条要求的标签信息和强制

性的补充信息置于一处。但是，其不得与强制性的标签信息产生歧义或冲突，而且也需提供进一步

的详情，见 CLP 第 25（3）条。此外，任何非强制性的补充信息，无论位于标签或包装，都必须与

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一致，见 CLP 第 25（4）条。这意味着“无毒”、“无污染”或“环保”

等用于表示化学物质/混合物无害的说明或与其分类不相称的说明不得出现在已被分类的化学物质

或混合物的标签或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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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词汇表 

本指南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ADR 意为欧洲关于危险货物国际陆路运输的协议，于 1957 年 9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署，由欧盟通过

规定 2008/68/EEC 执行； 

急性毒性意为口腔或皮肤接触单剂量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或24小时内的多倍剂量或呼吸接触4个小

时引起的负面影响； 

气雾剂意为装有在压力下压缩、液化或分解的气体的气溶胶喷灌，即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的不

可反复填充的容器。其中含有或没有液体、糊状物或粉末，而且装有释放装置将其内容以固体或液

体颗粒的形式喷射为空气中的悬浮物，成为液态或气态下的泡沫、糊状物或粉末； 

合金意为一种具有宏观规模的金属物质，含有两种或多种用机械方法无法分开的元素；合金在 CLP

下被视为混合物； 

商品在 CLP 法规第 2（9）条的定义下意为在生产中具有特别的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体，其功能达

到的程度比其化学成分的程度更高； 

吸入意为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地或通过呕吐间接地将液体或固体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吸入器官和下

呼吸道系统； 

致癌物意为能够致癌或增加致癌几率的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 

CLP 或 CLP 法规意为关于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规（EC）No 1272/2008； 

CMR 意为对生殖具有致癌、诱变或毒性等作用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 

金属腐蚀意为通过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化学作用实质性地损害或者甚至毁坏金属； 

CRC 意为对儿童安全的闭合； 

CRF 意为对儿童安全的紧固； 

经销商意为地区内只从事在市场上将化学物质单独或以混合物的形式向第三方存货和铺货的任何自

然人或法人，包括零售商； 

下游用户意为地区内除了制造商或进口商以外的在其行业或专业活动中单独或以混合物的形式使用

化学物质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经销商或消费者不属于下游用户。根据 REACH 法规第 2（7）（c）条，

再进口商不属于下游用户； 

DPD 意为危险制剂规定（1999/45/EC）； 

DSD 意为危险化学物质规定（67/548/EEC）； 

爆炸性商品意为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化学物质的商品； 

爆炸性化学物质意为本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制造出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及速度下对周围造成损害的

固体或液体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自燃化学物质也包括在内，尽管其不会产生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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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刺激意为试样接触眼睛前面之后引起的眼部变化，在 21 天之内可以完全恢复； 

易燃气体意为在 20℃的空气和 101.3kPa 的标准气压中可燃的气体； 

易燃液体意为燃点不超过 60℃的液体。燃点意为点火源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点燃液体蒸汽的 低温

度（修正为在 101.3kPa 的标准气压下）； 

易燃固体意为容易燃烧或通过摩擦能够起火或助燃的固体； 

GHS 意为联合国（UN）结构中的“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全球协调制度”； 

危害分类意为每种危害分类中阐述危害严重性的分类规范； 

危害级别意为物理、健康或环境危害的性质； 

危害象形图（本文件中有时也称为“象形图”）意为包括了标志和其他图画元素，如边框、背景花

纹或颜色的图形组成，旨在表达相关危害的特定信息； 

危害说明意为危害级别和分类选择的用于描述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危害性质的用语，包括

在恰当情况下对危害程度的描述； 

危害性意为满足 CLP 的附录 I 第 2至 5 部分规定的物理危害、健康危害或环境危害的规范； 

IMDG 代码意为危险货物海路运输的“国际海上危险货物代码”； 

进口意为物理引进该地区的关税领域； 

进口商意为地区内负责从事进口工作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INCI 意为国际化妆品原料命名； 

中间包装意为内包装或商品与外包装之间的包装； 

IUCLID 意为国际统一化学信息数据库； 

标签意为关于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从目标部分中选择的恰当的手写、打印或图画信息元素，

粘贴、打印或附加在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容器或外包装上（其定义列于 UN GHS 第 1.2 章中）； 

标签信息意为一种已经经过协调的用于标签上的信息，例如危害象形图和警示词； 

M-系数意为放大系数。用于其浓度被分类为水生环境急性毒性类别 1或水生环境慢性毒性类别 1 的

化学物质，并且通过叠加法得出该化学物质所在的混合物的分类； 

制造商意为在地区内制造化学物质的地区内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制造意为在自然状态下生产或提取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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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意为由两种或多种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注意：“混合物”（CLP）和“制剂”（REACH）

为同义）。但是，UN GHS 第 1.2 章在同样的定义中使用了“不反应的”用语； 

诱变意为增加细胞和/或器官变异发生率的药剂； 

有机过氧化物意为含有二价-O-O结构并且可以被视为过氧化氢的一种衍生物的液体或固体有机化学

物质，其中一个或两个氢原子都已经被有机基所取代。本术语还包括了有机过氧化物配方（混合物）； 

氧化气体意为可能通过提供氧气而比空气更加容易造成或促成其他物质燃烧的任何气体； 

氧化液体意为本身不可燃但是能够通过产生氧气而造成或促成其他物质燃烧的液体； 

氧化固体意为本身不可燃但是能够通过产生氧气而造成或促成其他物质燃烧的固体； 

包裹意为包装操作的成品，包括包装及其内容； 

包装意为一个或多个容器以及任何其他必要的成分或物质以实现其保护和其他安全功能； 

象形图见危害象形图的定义； 

上市意为有偿或无偿向第三方供应或出售。进口也应被视为上市； 

防范说明意为描述防范措施的用语，旨在 小化或阻止在使用或处理过程中接触危害性的化学物质

或混合物造成的负面影响； 

产品标识符意为能够对化学物质或混合物进行识别的细节； 

自燃液体意为即使小批数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的五分钟内开始燃烧的液体； 

自燃固体意为即使小批数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的五分钟内开始燃烧的固体； 

烟火商品意为含有一种或多种烟火化学物质的商品； 

烟火化学物质意为通过非爆炸性的自有的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热、光、声、气或烟中的一种或多种效

果的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 

REACH 和 REACH 法规意为关于化学品登记、评估、授权和限制的法规（EC）No 1907/2006； 

登记者意为根据 REACH 法规提交化学物质登记申请的化学物质的制造商或进口商或商品的生产商或

进口商； 

生殖毒性意为对成年男性和女性的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负面影响，以及通过哺乳对儿童造成的发展

毒性； 

呼吸致敏物意为吸入之后将导致气管过敏的化学物质； 

SADT 意为自加速分解速度； 

SDS 意为“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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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化学物质意为自燃化学物质以外的固体或液体化学物质，可以在没有能量供应的情况下与空气

反应产生自热；此类化学物质与自燃化学物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只有在大批量（千克）时经过长时

间（数小时或数天）才会点燃； 

自反应化学物质意为即使没有氧气（空气）参与也会进行放热分解的热性不稳定的液体或固体。这

一定义排除了在 CLP 中被分类为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或氧化物的化学物质或混合物； 

严重眼部损害意为试样接触眼睛前面之后引起的眼部组织损害或视力的严重衰退，在 21 天之内无法

完全恢复； 

警示词意为阐述危害的严重性的用语，旨在提醒可能的读者该危害的存在；分为以下两个级别： 

（a） 危险意为更加严重的危害类别；以及 

（b） 警告意为较轻程度的危害类别； 

皮肤腐蚀意为试样接触皮肤达 4 小时之后对皮肤造成的不可恢复的损害，包括从表皮到真皮的明显

坏死； 

皮肤刺激意为试样接触皮肤达 4 小时之后对皮肤造成的可以恢复的损害； 

皮肤致敏物意为接触皮肤之后可以引起过敏反应的化学物质； 

特别目标器官中毒意为特别目标器官中毒，包括 STOT、STOT-SE 和 STOT-RE； 

STOT 意为特别目标器官中毒； 

STOT-RE 意为重复接触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目标器官中毒； 

STOT-SE 意为一次接触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目标器官中毒； 

化学物质意为自然状态或通过制造过程获得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任何维护其稳定性的添加

剂以及在过程中使用的任何已知的杂质，但是不包括分离之后不会影响化学物质的稳定性也不会改

变其构成的任何溶剂； 

标志意为旨在简洁地传达信息的图画元素； 

交易名意为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上市的名称； 

TWD 意为危险的触觉警告； 

UN GHS 意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UN ECOSOC）认可的关于危害性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和标签

的国际规范，名为“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全球协调制度”； 

UN RTDG 意为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以及 

使用意为对一件商品的处理、配制、消费、储存、维持、对待、灌入容器、从一个容器转移至另一

个容器、混合、生产或任何其他利用。 

 

组织 

管理局意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也称为 ECHA，根据 REACH 法规成立； 

CAS 意为“化学文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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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CA）意为各成员国成立的履行 CLP 法规义务的一个或多个部门或机构； 

ECHA 意为“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也称为“管理局”，根据 REACH 法规成立； 

EU 意为“欧盟”； 

IUPAC 意为“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UN 意为“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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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数据表编写指南                                          1.0 版本 – 2011 年 09 月 
 

第 1 章：概述  

1.1.安全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SDSs）是欧盟境内广泛采用的向用户提供物质和混合物相关信息的一种有效方法，

也是法规(EC) No 1907/2006（REACH）1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全球化学品危险性统一分类

和标签制度（GHS制度）2中关于安全数据表的要求及GHS制度其他要素在欧盟立法中的执行情况，

对REACH法规中关于SDSs的原有要求进行了改编，此类要素是通过法规（EC）No 1272/2008（CLP）
3引进立法中，并通过REACH法规4附录II（以下简称“附录II修订版”）实现更新。 

SDS 为以下物质和混合物的安全信息提供了适当的传输途径： 
 根据 GLP 标准，符合有害物品划分标准的物质（及混合物，从 2015 年 6 月起）； 
 根据危险配制品第 1999/45/EC 号指令（DPD）（直至 2015 年 6 月 1 日），符合危险物品划

分标准的混合物，或； 
 根据 REACH 法规附录 XIII 中所列标准，属于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的物质

或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的物质，或； 
 根据 REACH 法规第 59（1）条款，因其他原因被列于 终授权候选名单的物质。 

（见 REACH 法规第 31（1）条）。 
某些情况下，一些未达到 DPD 中关于危险品的分类标准或 CLP 中关于有害物品分类标准的混

合物也需要提供 SDS（见 REACH 法规中因 CLP 而相应修订的第 31（3）条）。  
物品不需要提供SDS。尽管少数特定物品在供货链中，可使用SDS的形式传递安全信息，但不

适用于大部分物品5。 
SDS 遵循的是国际公认的 16 项格式。SDS 必须使用物质或混合物市场所在欧盟成员国的官方

语言，除相应的欧盟成员国有其他要求（REACH 法规第 31（5）条）。 
如要求提供化学品安全报告（CSR），则SDS中的信息必须与CSR和注册卷宗中的信息一致。

另外，根据REACH法规第 31（7）条， 要求编制CSR的注册人和下游用户必须将相关暴露场景（ESs）
6作为附件附到安全数据表上。下游用户在编写自身的安全数据表过程中，必须考虑供应商提供的相

关暴露信息。就混合物而言，可以将相关ESs附上或将相关暴露信息包括在SDS主要的 1-16 项中。

                                                        
1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颁布的REACH法规（EC）No 1907/2006 中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的规定，成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对第 1999/45/EC号指令进行修订，撤销理事会的（EEC）No 793/93 和

委员会的No 1488/94 号规定，以及理事会的第 76/769/EEC号指令和委员会的第 91/155/EEC号指令、第 93/67/EE号
指令、第 93/105/EC号指令以及第 2000/21/EC号指令（OJ L 396,30.12.2006，更正版在OJ L136, 29.5.2007, p.3 中）

号文件。 
2点击下方网址查看第三修订版：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3/03files_e.html。 
3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颁布的REACH法规（EC）No 1272/2008 中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标签和包装的规定，对第 67/548/EEC号指令和第 1999/45/EC号指令进行修订和撤销，对法规（EC）No 1907/2006
（OJ L 353, 31.12.2008, p.1）进行修订。 
4委员会于 2010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法规(EU) No 453/2010 对欧洲议会的法规（EC）1907/2006 和理事会关于化学

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规定（REACH法规）(O.J. L133 31.05.2010, p1-43) 进行了修订。 
5尽管根据CLP第 4（8）条款和附录I中 2.1 段，在CLP中使用“物品”（特别是CLP附录I2.1.1.1 (b) 或(c) 和 2.1.1.2
点规定 有“易爆物品”、“烟花物品”或为产生实用、爆破或烟花效果而生产的“物质、混合物和含化学品物质”

的组合）描述的某些对象需根据CLP来进行分类和标识，但文中的“物品”一词的使用与REACH法规第 3（3）条和

CLP第 2（9）条下有单独定义的“物品”不同。REACH法规下，可视为物品（容器/包装）和物质/混合物的组合（见

ECHA指南关于物品中化学物质的要求）。如适用，在这种情况下，会提供相应物质/混合物的SDS。 
6注意：本文件中仅在相同段落内多次出现“暴露场景”或标题清楚说明此为主题的特定情况下，缩写“ES”
(或ESs)才有特定意义。如若在英语文件中查询“es”两个字母的字符，结果很难显示为暴露场景。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3/03files_e.html


 

但是，如下游用户需要按照REACH法规第 37 条编写自身的CSR并因此产生ES，则该ES必须作为

附件放到SDS中。 

1.2 本指南的目标 

本指南的目的是协助各行业确认需要编写的任务和要求，以履行其在 REACH 法规第 31 条（化

学品安全参数表的要求）和附录 II，特别是第 453/2010 号委员会法规（EU）修订版下规定的义务。

修订后的附录 II 要求 SDS 需符合因执行物质及混合物划分和标识变更而产生的适用要求，根据 CLP
规定该变更分别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和 2015 年 6 月 1 日执行。 

本指南包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详细描述： 
 与之前的法规相比，在 REACH 法规要求下，SDS 有哪些新变化 
 在编译 SDS 时需要考虑哪些事项; 
 SDS 每项需描述的详细信息，特别是由 REACH 附录 II 修订（由委员会法规 453/2010 修订），

所产生的变更要求，该修订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生效，并于 2015 年 6 月 1 日生效（详见附

件 1）； 
 附录 II 及其修订附录的实施时间； 
 SDS 的编写人及要求资质。 

 

1.3 本指南的目标读者 

本指南的主要目标读者是根据REACH法规第31条规定要求提供SDSs的物质和混合物的SDSs
的供应商编写人。虽然REACH法规关于SDSs的要求针对的是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商，但本文件也

可为SDS的接收人提供有益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安全数据表中所提供的信息也可帮助雇主们履行

其在第 98/24/EC号指令7下关于保护员工在化学品工作环境下的健康和安全。 
SDS 能够使用户采取工作现场健康和安全防护以及环境保护等必要措施。 
 

1.4 与 CLP 和 GHS 的联系 

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CLP）的第 1272/号法规（EC）将欧盟区内有关物质和混合

物分类和标签的规定和标准进行了统一，并将联合国全球化学品危险性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制度）中的分类标准和标签制度考虑在内。CLP 法规有利于联合国 GHS 制度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以

相同形式描述和传达相同危险因素的目标。CLP 法规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生效。 
REACH法规第 31 条和附录II规定了在欧洲经济区内要求使用的SDS格式和内容。这些内容都

已经过修编与GHS制度要求和CLP法规一致，特别是与GHS制度8附录 4 中的“安全数据表（sds）
编制指南”一致。本版指南反应了 2010 年 5 月 31 日版REACH法规附录 2 的内容。 

                                                        
7 1998 年 4 月委员会第 98/24/EC号指令，关于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以及保护其不受化学品工作环境相关风险的影

响（第 89/391/EEC号指令第 16（1）条款意义下的第 14 个单独指令)，OJ L131, 5..5.1998, p.11)。 
8详见: http://live.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3/03files_e.html。 

http://live.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3/03files_e.html


 

第 2 章：REACH 法规和 CLP 中关于 SDSs 的新内容 

REACH 法规附录 II 中关于安全数据表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都保留了之前法规的传统结构和格

式。然而，REACH 法规对安全数据表中的信息要求做了一些重要变更。下述为与欧盟原 REACH
法规（及原 CLP）对比，对‘REACH 法规 SDSs’新内容的简要罗列（分项）。 

下表 1 是对物质/混合物不同描述部分的主要变更的概述，包括新副标题。请注意本章不包括根

据REACH法规与之前法规相比没有变更的SDS描述部分。也须注意表中仅列举了新（或变更后）要

求，因此，例如，尽管原REACH法规附录II要求在 1.1 部分填写名称（“第 67/548EEC号指令规定标

识所用的术语必须与标签上的一致)，该要求并未在下表中提及，因为之前也有法规有此要求(如  第
91/155/EEC号指令（SDS指令）9) 。 

然而, 因附录 2 修订产生的附加要求或变更在表中使用适当的版次标注进行了详细描述，如“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的修订版附录 II”或“自 2015 年 6 月 1 日的修订版附录 II”。因此，根据 CLP
第 18（2）条，表中 1.1 部分对因附录 II 修订而产生的关于产品识别码的新要求做了描述。 

REACH法规中关于SDS分项和子分项中的详细信息，请见第四章。下表 1 不应视为已涵盖了

所有相关变更，特别是不能视为是对与之前法规不同的相关变更的详细分析-其主要目的仅是对相关

事宜做一个简介10。 
请注意如不使用具体数据或无法获得数据，则必须要在 SDS 的相应分项中仔细说明。且无法提

供完整信息的理由必须有效。 

                                                        
9 第 91/155/EEC号指令规定和阐述了履行第 99/379/EEC号指令第 10 条规定过程中，与危险品配制相关的特定信息

的具体安排, O.J. L 76, 22.03.1991 p. 35。 
10然而，因为REACH法规附录II对欧盟指南文件系列的SDSs编写指南并无正式要求，所以本文件第 2 章将附录II所有

修订版中对SDSs要求的变更和之前的立法进行了对比，包括截至 2007 年 6 月 1 日已经成为要求的变更。这与本文件

的第四章形成了对比第四章仅涉及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和 2015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两个新版附录II要求。 



 

 
表 1：安全数据表新要求概述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1.1.产品识别码 自 2010年 12月 1日起必须按照法规（EC）

1272/2008(CLP)第 18（2）条的规定提供产

品识别码。详见本文件第 4.1 章。 
可选择是否包括 EC 号。 
物质一经注册，供应商必须注明其注册号

码。特殊情况下，分销商和下游用户可省

略联合提交下单个注册人（原注册号码的

后四位数字）的注册号码部分（见本文

件第 4.1 章节和第 4.3 章节）。 

直至 2015 年 6 月 1 日，必须按照

1999/45/EC（DPD）指令提供混合

物的商标或名称，（除非 CLP 关

于该混合物的分类和标识更早

执行）。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

混合物的产品识别码必须按照

法规（EC）1272/2008(CLP)第 18
（3）a 条规定提供。 

1.2. 物质或混合物相关确定

用途以及禁止用途 
供应商必须使用简要（易懂的）描述表明

物质的相关确定用途11。如适用，则也需包

括禁止用途及其原因。 
目的并非要罗列所有的用途描述12，而是对

用途做一个总体描述。 
该信息必须与 SDS（如要求提供）附录中

所述的确定用途和暴露场景（ESs）一致。

可在此处提及附件 ESs，以供参考。 

供应商必须使用简要（易懂的）

描述表明物质的相关确定用途. 
如适用，则也需包括禁止用途及

其原因。 
该信息必须与 SDS（如要求提

供）所有附录中所述的确定用途

和暴露场景（ESs）一致。可在

此处提及附件 ESs（或包含暴露

信息的其他文件），以供参考。

1.3 安全数据表提供人的详

细信息 
- 就注册人而言，信息必须与注册卷宗上的

生产商或进口商或唯一代表身份信息一

致。 
- 应提供 SDS 负责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建

议使用普通电子邮箱地址。 

- 应提供SDS负责人的电子邮箱

地址。建议使用普通电子邮箱地

址。 

第 2 节：危害识别 分类： 分类： 
 

                                                        
11 REACH法规第三条，第 26 点规定了“确定用途” 的 定义。 
12见“信息要求和化学品安全评估指南”第R.12 章：使用描述符号系统，网址如下：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http://guidance.echa.europa.eu/docs/guidance_document/information_requirements_en.htm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自2010年12月01日到2015年0月1日，必须根

据CLP法规和危险物质指令（DSD）给出物
质的分类。. 
2015 年 6 月 1 日以后，只需要根据 CLP 法

规分类。过渡阶段的详细信息见附件 1。 
此处必须包括标签要素（新副标题；之前

在第 15 段有规定）。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

起，该点遵循 CLP 法规。 
符号/图标必须用图表表示。 
如物质需要授权，则必须包括授权编号。 
必须提供物质是否符合附录 XIII 中 PBT 或

vPvB 划分标准的相关信息。 

直至 2015 年 6 月 1 日，必须根据

DPD 给出混合物的分类。如混合

物在此日期之前根据 CLP 进行

了分类和标识，则 CLP 分类也需

包括在此处。 
2015 年 6 月 1 日以后，只需要根

据 CLP 法规分类。 
 
此处的标签要素（新副标题；之

前在第 15 段有规定）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必须符合 CLP 要求。

符号/图标必须用图表表示。 
如混合物中有物质需要授权，则

必须包括授权编号13。 
必须提供混合物是否符合附录

XIII中PBT或vPvB划分标准的相关

信息14。 
第 3 节：成分/组成信息 必须提供主要成分和杂质、稳定剂或自身

有分类以及会影响物质分类的成分的化学

特性。 

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根据CLP
和 67/548/EEC，本节中混合物中

物质成分及其浓度（范围）的确

认标准（基于管制值/浓度限值）

将健康或环境危害增加在内。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仅有 CLP 标

准适用。 
在混合物中，PBT/vPvB 物质和包

括在候选清单中的物质，应提供

如含量为 0.1%或以上，应注明相

关信息和注册号吗（如适用）。 
供应商必须至少提供混合物中

部分已知成分物质的注册号码。

特殊条件下，可省略涉及联合提

交中的个体注册人的注册号码

部分（详见第 4.3 章节）。 
也需提及 PBT 和 vPvB 物质的分

类和相关信息。 
 

                                                        
13如混合中的物质浓度低于REACH法规第 56（6）条的规定且物质位于REACH法规附录XIV中的授权清单下，则

无该点要求。 
14实际操作中，混合物是否包含浓度为 0.1%或更大的PBT或vPvB的相关信息要根据附录XIII中的标准进行评估。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第 7 节：转移和储存 如要求提供化学品安全报告，则此段中的

信息必须和化学品安全报告和安全数据表

所附暴露场景（如适用）中的确定用途信

息一致。 
如有，可提及设计用于特殊用途的工业或

部门专项指南，作为参考。 
如附有暴露场景，可参考。 
设计用于 终特殊用途的物质，必须提供

与 1.2 段确定用途相关的详细操作建议。 

如适用，混合物的 SDS 可包含与

暴露场景的前后参照。 
如有，可提及设计用于特殊用途

的工业或部门专项指南，作为参

考。 
如附有暴露场景，可参考。 
设计用于 终特殊用途的混合

物，必须提供与 1.2 段确定用途

相关的详细操作建议。 
第 8 节：暴露控制/个体防护 列出适用的 DNEL, OEL, 和 PNEC：本段的

适当分项内需给出物质的特殊信息(评估对

人类健康危害的 DNELs 和评估对环境危害

的 PNECs。) 
该信息（而非 OEL 值）主要针对完成化学

品安全评估的已注册物质。 
如要求提供化学品安全报告，则本段必须

与化学品安全报告中确定用途的风险管理

措施一致。 

本段分项内的风险管理措施和

附件暴露场景中的信息必须一

致。 

8.1.控制参数 如使用控制分组方法决定特殊用途的风险

管理措施，则必须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

以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必须明确特殊控制分组方法的使用环境和

局限性。（控制带方法详见 4.8）。 

如使用控制分组方法决定特殊

用途的风险管理措施，则须提供

足够的详细信息，以确保风险管

理的有效性。 
必须明确特殊控制分组方法的

使用环境和局限性。（控制分组

方法详见 4.8） 
8.2. 暴露控制 供应商会在此处描述物质用途的职业和环

境暴露控制的风险管理措施。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应提供风险管理措施概要或（如适用）暴

露场景的参考文件。 
如供应商放弃第3段附录XI中的某个试验，

则其须明确依靠的特殊使用条件，以证明

放弃理由。 
如物质注册为分离中间体（现场分离或可

转移的），则供应商必须表明此安全数据

表与依靠的特殊条件一致，以证明注册是

根据 REACH 法规第 17 或 18 条进行的。 

 

第 9 节：理化特征 本段包含额外的理化特征（详见第 4.9 章） 本段包含额外的理化特征（详见

第 4.9 章） 
第 11 节：毒理学信息 对于需要注册的物质，必须提供源自申请

材料中 REACH 法规附录 VII-XI 所列信息的

概述。对于需要注册的物质，信息中也必

须包括现有数据与CLP法规关于CMR 1A和

1B 类所列标准对比后的结果。 
如要求提供 CSR，则信息必须与其一致。

如适用，也应包括毒物代谢动力学、新陈

代谢和分布等信息。 
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要求在 SDSs 中提

供物质单次和多次暴露的特定目标器官毒

性（STOT）。并且，现在必须将信息包括

在危险等级的专用（扩展）清单内。 

如混合物中的物质可能内部互

相发生化学反应进而改变毒性，

则必须在提供毒理学信息时提

及该点。 
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要求在

SDSs 中提供混合物单次和多次

暴露的特定目标器官毒性

（STOT）。并且，现在必须将信

息包括在危险等级的专用（扩

展）清单内。 

第 12 节：生态学信息 要求提供化学品安全报告时，必须提供其

PBT 和 vPvB 的评估结果。该信息仅在完成

化学品安全报告后才可能存在。 

如相关，则混合物中成分物质的

现有信息要编写到混合物 SDS
的本段内。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第 13 节：废弃处置 本段除废弃物管理措施外，当要求进行暴

露评估时，该废弃物管理措施必须与附件

暴露场景中一致。 

SDS 的第 13 部分需要包括混合

物适用的相关废弃物管理措施。

此类措施须与附件暴露场景一

致。 
第 14 节：运输信息 联合国法规范本欧盟实施中运输分类信息

某些特定方面从可选变成强制要求。 
联合国法规范本欧盟实施中运

输分类信息某些特定方面从可

选变成强制要求。 
第 15 节：法规信息 15.1 分项中必须包括要求授权物质的信息

和授权被同意或拒绝的详情。注册物质的

限制用途必须在此次进行阐述。 
如供应商已对物质进行了化学品安全评

估，则必须在 15.2 分项中说明。 
标签信息不再包括在 15 项，而必须包括在

第 2 项中。 

15.1分项中必须说明混合物中物

质的授权和限制的相关信息。 
如供应商已混合物进行了化学

品安全评估，则必须在 15.2 分项

中说明。 
标签信息不再包括在 15 项，而

必须包括在第 2 项中。 
第 1 节：其他信息 （注意：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禁止用途

的信息必须包括在 1.2 分项，而非第 16 项）。 
员工培训的相关建议也可以包括在本项

内。 
未完全填写在第2到15项内的所有R术语，

风险说明和安全术语和/或警示说明等的完

整内容必须在此处列明。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未执行

CLP标签制度的混合物的CLP分

类自愿在此处而非第2项中提供

（因为第二项应提供当前标

签）。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仅需要

给出 CLP 分类，且在第 2 项。 
员工培训的相关建议也可以包

括在本项内。 
除已包括在其他 1-15 项（如第 2
项）中，则混合物分类评估所使

用的方法必须包括在此处。 
未完全填写在第 2 到 15 项内的

所有 R 术语，风险说明和安全术

语和/或警示说明等的完整内容

必须在此处列明。如混合物按照

CLP 分类，则须说明使用了 CLP
第 9 条中何种信息评估方法。 

 



 

 
SDS 分项或子分项名称 物质 SDSs 新要求 混合物 SDSs 新要求 
暴露场景（附件） REACH 法规要求提供化学品安全评估的物

质，且评估已完成时，相关暴露场景（即，

通常都是用于 SDS 第 1 项中的确定用途）

必须作为附件附到 SDS 之后。ES 扩充了

SDS 主体中的信息，但是必须和 SDS 主体

信息一起考虑（一致），以实现 大用途。

如为混合物准备暴露场景15，则

需通过评估组成物质的相关信

息来编写，包括从物质供应商处

获得的信息。完成该活动，有多

种备选方法（见第 3 章第 3.23
段）。 

 

                                                        
15尽管这不是REACH法规第 14 或 37 条关于CSR（有相应的混合物暴露场景）的要求，但可按照REACH法规第

31（2）条（本质上是用于SDS目的的）进行准备。 



 

第 3 章：编写 SDS 需考虑事宜 

3.1 安全数据表的定义(SDS) 

SDS文件在统一系统内的目的和作用说明如下（基于UN GHS修订版 3 第 1.5 章节的内容16）： 
SDS应提供用于工作场所化学品监督框架范围内的物质或混合物的综合信息。雇主【和工人17】

都可以通过SDS了解危害，包括环境危害，并获取安全预防措施方面的一些建议。SDS是与产品相

关的且通常（无暴露场景相关附件时）不能提供产品 终使用场所的具体信息，尽管产品有专用 终

用途，但SDS的相关信息相比来说更为针对工人对产品的使用。因此，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雇主（a）
建立特别针对具体工作场所的工人防护措施有效程序，包括培训等；（b）考虑保护环境所需的一些

必要措施。  
此外，SDS 可为 GHS 制度下的其他目标用户提供重要的信息源。因此，参与危险物品运输、

应急响应（包括毒物控制中心）和杀虫剂专业使用的人员以及消费者都可能用到信息中的某些要素。

然而，此类用户还会并一直会从其他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如联合国关于危险物品运输的建议、法规

范本和包装说明书。因此，引进统一标签系统并不会影响 SDS 针对工作场所用户的主要用途。 
REACH法规附录 II中规定了在直接使用REACH法规的欧盟成员国内（和其他已经采用REACH

法规的国家内）SDS 的要求格式和内容。本文件第 4 章阐述了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和 2015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附录 II 修订版的完整内容。过渡阶段以及附录 II 不同版本之间关系的更多详情见本指南附

件 1.  
SDS 中所含的信息必须要书写清晰、简洁。 

3.2 对 SDS 内容的责任 

当有供应链的时候，REACH 法规中对安全数据表的要求适用于供应链的每个阶段。生产商、

进口商或唯一代表负责起草安全数据表，在合理、可行的基础上，将物质或混合物的用途输入其中。

供应链下方的参与者应借鉴和检查安全数据表的适用性，并增加一些信息，以满足其客户的具体要

求。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的物质或混合物，其供应商都需对 SDS 中的内容负责，

即使供应商并未亲自参与安全数据表的编写。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显然成为其编制安

全数据表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但是，他们仍需对其提供的安全数据表上的信息的准确性负责（这

也适用于非原始编写语言的其他语种 SDSs）。 

3.3. 要求对 SDS 进行保密  

不得要求对 SDS 必须显示的信息进行保密。  

3.4. 提供 SDS 时要求付费的可能性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8）和 31(9)条，必须免费提供 SDS 和所有要求的更新。  
                                                        
16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3/English/01e_part1.pdf ;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GHS制度），联合国，2009 年第 3 版。 
17应当注意的是在欧盟规章制度内，SDS非常清楚地针对应当将其作为信息来源和根据第 98/24/EC号指令第 8.1 条第

4 契约向雇员传递说明的依据的雇主。但是，雇主并非该文件的主要目标用户，且关于雇员的条款并不能免除雇主在

第 98/24/EC号指令下的义务。 



 

3.5.  SDS 的编写人是谁  

附录 II 修订版的第 0.2.3 段内容规定： 
“安全数据表应由专业人员编写，并应将已知的使用大众的特定需求考虑在内。将物质和混

合物的供应商应确定该专业人员已经接受过适当的培训，包括进修培训。” 

3.5.1. 专业人员的定义  

法规中并无对“专业人员”的具体定义。本文件对该术语的定义是：通过培训、过往经验和继

续培训而获得足够知识来编写 SDS 各分项或整个 SDS 的个人（或一组人）-或一组人的协调者。  
SDS 的供应商可将此任务委派给其员工或第三方。并不要求由一个人提供完整的专业知识。  
可以理解的是，单个人不能拥有 SDS 涵盖的所有领域的广博知识。因此，专业人员有必须要依

赖内部或外部的其他能力。专业人员应确保 SDS 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其作为一组人员的协调者时。  

3.5.2. 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应注意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商有一项特别任务（从上述内容可知），那就是要确保专业人员已

接受过适当培训和进修培训。REACH 法规中没有具体规定专业人员需要接受哪种培训或参加哪种特

定课程或通过哪种官方考试。但是参加课程、通过考试和认证对展现其所需能力还是有益处的。 
此类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以为内部或外部的。建议将公司内部用于 SDSs 的编写和更新的

组织流程用文件形式说明，如通过内部指南或操作程序等。  
如编写易爆物品、灭微生物剂、植被保护产品18或表面活性剂的SDSs，则需要有关于特定产品

适用法律方面的额外知识。  
下述内容列出了（未详尽）专业人员在展示其专业知识方面可参阅的不同领域参考文献。  
1. 化学命名法 
2. 一定程度与 SDSs 编写相关的欧洲化学品法规和指令以及其在 MS 国家执行立法、适用国

家执行立法（现阶段有效版），例如（未详尽清单，缩写名称）： 
 

o REACH：法规(EC) No 1907/2006（特别是关于 SDSs，经过法规(EU) No. 453/2010 修

订的） 
o CLP：法规 (EC) No 1272/2008 
o 危险物质指令：第 67/548/EEC 号指令 
o危险配制品指令：第 1999/45/EC 号指令 
o 化学制剂指令：第 98/24/EC 号指令 
o 职业接触限值：第 2000/39/EC 号指令、第 2006/15/EC 号指令 及第 2009/161/EU 号指

令  
o保护工人不存在接触致癌物或诱变剂的风险：第 2004/37/EC 号指令 
o 怀孕、产后及哺乳期女性员工安全和健康改善条例：第 92/85/EEC 号指令 
o个人劳保用品：第 89/686/EEC 号指令 
o不同运输形式的分类：第 96/35/EC 号指令及第 2000/18/EC 号指令 
o 危险物品内陆运输：第 2008/68/EC 号指令 
o清洁剂法规：法规(EC) No 648/2004 
o工作青年保护：第 94/33/EC 号指令 

                                                        
18关于植被保护和生物农药产品的相关立法，见REACH法规第 15 条。 



 

o 废弃物：第 2006/12/EC 号指令和第 2008/98/EC 号指令 
 

3. 国家或国际各部门协会相关指南 
4. 理化特征： 

o 特别是修订版附录 II第 9.1 段法律条文下列出和讨论的特征（见本文件第 4.9 章）。 
5. 毒理/生态特征： 

o 特别是修订版附录 II 第 11 和 12 段法律条文下列出和讨论的特征（见本文件第 4.11 和

4.12 章） 
6. 急救措施 

O (见本文件第 4.4 章) 
7. 事故预防 

o 防火和防爆，消防、灭火媒介 
o 意外泄露应采取的措施 
o (见本文件第 4.6 章) 

8. 安全操作处置和储存措施 
o (详细参阅本文件第 4.7 章) 

9. 运输规定 
o 特别是修订版附录 II 第 14 段法律条文下列出和讨论的内容（见本文件第 4.14 章）  
o 注意： 96/35/EC  和 2000/18/EC 号指令中的规定（关于公路、铁路和内陆水路运输危

险物品的安全顾问的聘用及其必需的资质）特别适用于直接参与危险物品运输的人员。

根据供应商的组织安排，SDSs 的编写人可是或不是此类法规规定的安全顾问。依据此

类指令的释义，对 SDSs 的编写人是否为专业安全顾问并无法律要求。 
10. 国家规定 
a. 相关的国家规定，如（未详尽列出）：  
在德国: 
i. 水害隐患分类(Wassergefährdungsklassen) 
ii. 技术说明书(TA-Luft) 
iii. 危险物质技术规定(Technische   Regeln   für Gefahrstoffe) 
在法国: 
i. Tableaux de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 
ii. Nomenclature des installations classée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在荷兰:  
i. De Algemene beoordelingsmethodiek Water (ABM) 
b.  国家产品注册(如丹麦、芬兰、意大利、瑞典等) 

3.6. SDS 中分项和子分项需使用的顺序、名称和编号 

每版附录 II 中都规定了 SDS 中每个分项和子分项标题的名称，以及各个标题和子标题的名称。

特别是分别从 2010 年 12 月 01 日使用到 2015 年 06 月 01 日和从 2015 年 06 月 01 日（委员会法

规（EU）No.453/2010，2010 年 05 月 20 日）开始使用的附录 II，两个版本的第 B 部分都规定：  
“根据第 31（6）条，安全数据表应包括下列 16 个标题，并包括第 3 项之外的副标题，

第 3 项中仅 3.1 或 3.2 分项需适当包含：”  
(标题和副标题的完整清单见法定文本)。 
应注意分项标题本身“分项”这个词也是规定标题的一部分，如 SDS 第 1 项的完整标题是：  

“第 1 项：物质/混合物和公司/企业的名称。” 



 

对子标题以下级别的编号没有法律要求，但供应商可因澄清需要引入下级编号（如在第 14 项

中，区分不同的运输方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附录 II 法定文本 A 部分的子分段和各点的编号不能和 B 部分中分项和子分

项要求的编号产生混淆。  
因此，例如在第 11 项毒理学信息中，根据 B 部分规定，必须使用下方标题和副标题：:  

“第 11 项: 毒理学信息 
11.1. 关于毒理效应的信息”  

第 11 项标题下方 A 部分的各点（子编号）11.1.1, 11.1.2, … …   11.1.12.2, … … 等方便讨论

各个元素的编号并不表示该类编号下讨论的信息需要包括在 A 部分的统一描述或标题下。SDS 中按分

项和子分项标题划分的结构只能在 B 部分范围内有规定意义。  
该点也适用于本文件 SDS 任何分项和子分项中数据信息结构化的例子。母分项和第一级子分项

之外关于数据信息的子结构或子分项标题仅是可能结构的例子。  
本文件第 4 章详细介绍了 SDS 每个标题和子标题下必须包括的信息。除子分项 3.1 和 3.2 外（其

中一个或另一个应包含信息），每个子分项中都必须输入信息，即使只是解释为什么没有数据或确

定不适用填写等的“信息”。信息应输入到子分项中，而非直接放到母分项标题的下方。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 条，如采用 SDS 的格式编制不需要 SDS 的物质或混合物的文件（如

作为提供第 32 条要求信息的便捷方式或依据商业决定，为所供应的物质和混合物提供“类似 SDS”
的文件），则关于每个分项内容的要求不适用。这种情况下，可说明此文件不在 REACH 法规第 31
条的范围内，仅供接收人和执行机构使用方便用。  

3.7. 对 SDS 中信息完整度的要求 

第 4 章详细解释了关于信息完整度得要求。应注意如未使用具体数据或数据无法获得，则必须清

楚说明。  

3.8. 需要更新 SDSs  

REACH 法规第 31（9）条中规定的必须更新和重新发布 SDS 的情况如下：  
“9. 供应商在下列情况下须及时更新安全数据表：  
(a) 有影响风险管理措施的新信息或与危害相关的新信息时；  
(b) 有授权被同意或拒绝时；  
(c) 要求进行限制时。   
应免费向过去 12 个月内物质或混合物的接收方提供纸质或电子版的信息更新版，更新版应有

‘版次：（日期）’标识。注册之后的任何更新都需提供注册号码。”  
因此，尽管行业文件中对 SDS 中的变更“大”或“小”的划分有一些建议，但该术语在 REACH

法规中并未使用。只有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9）条的变更才能产生法律责任，即向过去 12 个月

内物质或混合物的接收方提供更新版本。部门和行业组织可就何时需要提供 REACH 法规第 31（9）
条未具体规定的 SDSs 更新版提出指导意见，但此类额外更新版并非法律要求。  

尽管如此，建议定期审核 SDS 内容的完整性。SDS 的颁发人有义务定义该审核的间隔时间-因
REACH 法规中无具体定义。审核间隔时间 好是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害程度决定，且审核应由

专业人员进行。  



 

3.9.    需要说明 SDS 中的变更  

REACH 法规附录 II 修订版（自 2010 年 12 月 01 日起生效）的第 0.2.5 点规定：  
“安全数据表的编写时间需在第一页说明。当安全数据表有修订，且修订、更新版已发放给接

收人时，除其他分项有说明，否则其中的变更须在安全数据表的第 16 项强调说明。这种情况下，

用“版次：（日期）”表示的编写日期和版次编号、修订编号、取代日期或其他关于哪个版本已被

取代的信息都要出现在第一页中。”  
因此，必须在第一页中说明版次，变更的相关信息必须在 SDS 中的第 16 项或其他位置进行说

明。  
如 3.8 所述，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9）条对 SDS 的任何修订，修订版安全数据表必须在提

供给产品过去 12 个月内的接收人。供应商也可选择（额外地）重新发放其认为有根据的其他版本的

SDS。建议使用增值编号系统辨识 SDS 的新版本。该系统中，根据 31（9）条要求需要提供更新版

次的变更可通过增加整数值来辨识，而其他变更可通过增加小数来辨识，如： 
1.0 版：初始发布版；  
1.1 版：不需要更新和重新发布给之前接收人的第一次变更；  
1.2 版：不需要更新和重新发布给之前接收人的第二次变更； 
2.0 版：要求根据 31（9 条）向之前接收人提供更新的第一次变更。  
以此类推。 
以上仅为方便版次追踪的一个例子。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系统。  

3.10.  保持 SDSs 及其修订版记录的必要性  

REACH 法规第 36（1）条第一句要求：  
“1. 各生产商、进口商、下游用户和分销商都须在其 后一次生产、进口、提供或使用物质或

混合物后，收集必需资料并保存至少 10 年，以履行其在法规下的责任。”. 
该文本（或附录 II 修订版）中并未对供货链中各参与者保存 SDS 和/或过期修订版复印件

的具体时间提出要求。SDSs 的提供人以及其接收人都需将该文件视为“履行其在法规下责任

所需的资料”的一部分，此类文件须至少保存 10 年。SDS 编写时所用的资料本身可能就是履

行 REACH 法规责任的必需资料，并要求与 SDS 分开进行保存。SDSs 和其他资料的持有人可

决定因产品责任和其他法定要求对此类资料进行保存，且因根据适用国家法律和法规保存 10 年

以上时间（如有慢性作用的产品）。  

3.11.  关于编写 SDS 过程中信息收集和整理的实例 

使用逐步方法编写 SDS 以确保其内部一致性的建议，见下表 1（编号指的是 SDS 各分项的编号）:  
下表 1 使用了流线型程序强调，例如，SDS 第 2 项危害辨识只有在其他分项中信息已输

入的情况下才能编写。实际过程中，考虑所显示的不同顺序之间的某些方面时，程序之间只能

会有重复甚至平行。  



 

 
 

图 1：编写 SDS 的顺序 
 
 

3.12.  怎样确保 SDS 的一致性和完整度 

安全数据表提供了在职业健康和安全、运输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的信息。通常 SDSs
并非一人编写，而是由几位员工一起编写的，无法避免一些无意识的脱节或重复。因此，在将

完成后的安全数据表及其附件（如适用）交给接收人之前，进行一致性和真实性检查是十分有

益处的。宜由一位专业人员而非单独个人对安全数据表进行整体 终审核。  

3.13.  怎样及何时必须提供 SDS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8）条规定“须不晚于第一次提供物质或混合物免费提供纸质或

电子版的安全数据表”。  
因此，可通过纸质，如信函、传真或电子，如邮件来提供安全数据表。  
应注意此处所说的“须提供”需理解为供应商实际提供SDS(和要求的更新)的积极义务，

而非被动型的，如通过网络或根据要求提供。因此，由国家执法代表组成的ECHA法庭同意，

仅将SDS（或其更新）上传到网页上的行为不视为已完成了“提供”的义务。在提供电子版的

情况下，将SDS（及相应暴露场景附件）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并使用接收人可打开的格式发送是



 

可接受的。相比较，在邮件中提供链接，以通过公共网页查询和下载SDS（或 新更新SDS）
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提供直接指向SDS（或更新SDS）的特定链接的方式可能是可接受的，

此方式在未来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作为处理越来越多的暴露场景附件的一种方法）正在讨论中
19。 

向第一次供应物质或混合物的特定接收人提供 SDS 后，除非 SDS 已修订，否则不需要再

向相同的接收人提供SDS。上述3.9中提供了关于对版次修订引起的变更进行说明的详细信息。  

3.14.  SDS 中必须使用的语言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5）条，“应使用物质或混合物投放市场所在的欧盟成员国的官

方语言提供安全数据表，除相应的成员国另行规定”。注意应遵循接收方欧盟成员国的另行规

定-也就是说比如生产成员国豁免提供并不能视同物质或混合物投放市场所在的成员国豁免提

供。即使成员国有另行规定，仍宜使用该成员国官方语言（可能有其他）提供 SDS。  
也应注意某些成员国要求提供额外官方语言的 SDS（在该成员国，官方语言超过一种）。 
也应注意附件暴露场景是 SDS 的一部分，因此也从属于 SDS 本身的翻译要求-即：应使

用物质或混合物投放市场所在的欧盟成员国的官方语言提供，除相应的成员国另行规定。 

3.15.  未经事先要求，必须提供 SDS 的物质和混合物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1）条（通过 CLP 58（2）（a）和 59（2）（a）进行了修订），

必须提供 SDS（即使未经要求）的标准是：  
2010 年 12 月 1 日和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间： 

“(a) 符合法规（EC）No 1272/2008 中对危害品划分标准的物质或符合第 1999/45/EC 号指令

中对危险品划分标准的混合物；或  
(b) 根据附录 XIII，可划分为 PBT 或 vPvB 的物质；或  
(c) 因（a）和（b）点之外的其他原因并根据第 59（1）条规定纳入在清单内的物质” (清单对

应的是所谓的授权“候选清单”20（清单公布在ECHA网页上，见脚注链接。） 
自 2015 年 06 月 01 日起，上述（a）变更为： 

“(a)  符合法规（EC）No 1272/2008 中对危害品划分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或  
((b) 和 (c)条标准保持不变)。 

3.16.  有要求时必须提供 SDS 的某些混合物  

REACH 法规第 31（3）规定了何种条件下在有要求时必须提供 SDS（就某些混合物）。文本

中规定了与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的适用附录 II 修订版一致的变更条件（见对 REACH 法规第 31（3）
条进行修订的 CLP 第 59（2）（b）条款）。相关规定如下： 
截止 2015 年 6 月 1 日： 

“3. 如混合物不符合 1999/45/EC 指令中第 5、6 及 7 条对危险物的分类，但含有下列成分时， 
在接收人有要求时，供应商需提供根据附录 II 编写的安全数据表:  

(a) 对至少一种物质可能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的混合物，非气态混合物时，个别物质

重量百分比≥ 1 % ，气态混合物时，其个别体积百分比≥ 0,2 % ；或  

                                                        
19适用的先决条件可能为，如SDS（及更新）的接收人提前协定所提供的链接必须只能用于适用于接收人

的特定SDS，或相关成员国的专业机构同意执行等。 
20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authorisation_process/candidate_list_en.asp。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authorisation_process/candidate_list_en.asp


 

(b) 对至少一种物质符合附录 XII 划分标准中的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或高度持久性和高度

生物富集性物质的非气态混合物，其个别重量百分比≥ 0,1 % 或因（a）点之外的其他原因并根据第

59（1）条纳入在内的物质；或  
(c) 有社区工作场所暴露限值规定的物质”  

从 2015 年 06 月 01 日起： 
“3. 如混合物不符合法规（EC）No 1272/2008 标题 I 和 II 中对危害品的分类，但包含下列成分

时， 在接收人有要求时，供应商需提供根据附录 II 编写的安全数据表:  
(a) 对至少一种物质可能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的混合物，非气态混合物，个别物质重

量百分比≥ 1 % ，气态混合物时，其个别体积百分比≥ 0,2 % ；或   
(b) 对至少一种物质属于致癌物类别 2 或对 1A、1B 和 2 类生殖毒性、皮肤过敏类别 1、呼吸

过敏类别 1 或有副作用或通过哺摄入符合附录 XIII 划分标准中的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PBT）
或高度持久性和高度生物富集性物质（vPvB）的气态混合物，其个别重量百分比≥ 0,1 % 或因（a）
点之外的其他原因并根据第 59（1）条纳入在内的物质；或  

 (c) 有社区工作场所暴露限值规定的物质” 

3.17. 必须准备需要贴注标签但未被列入有害物质分类且无意向公众提供的混合物的安

全数据表（SDS）并按要求提供 

根据 CLP 法规，未被列入有害物质分类（或根据 DPD 列为危险物质）且无意向公众提供但含有某

种高于指定限制的具体分类的成分的混合物，必须应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并且包装的标签上必须

表明可以提供 SDSs。 
 
根据 DPD 进行分类和标注的混合物要求说明此的标签内容为：“安全数据表根据专业用户的要求而提

供”（见危险配制品第 1999/45/EC 号指令，附录 V，第 C 部分，第一条）。 

 

根据 CLP 进行分类和标注的混合物要求说明此的标签内容为：“根据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见 CLP

附录 2，2.10，EUH210 部分）。 

 

3.18.为公众提供的有害物质和混合物的 SDSs 

REACH 法规（由 CLP 第 58（2）（b）进行修订）第 31（4）条对向公众出售的物质和混合物质进行

了规定： 
“对法规（EC）第 1272/2008 号规定的有害物质或第 1999/45/EC号指令21规定的危险混合物，如提

供或售卖给公众，已经提供了充足信息使用户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人身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则不必提

供安全数据表，除非下游用户或分销商要求提供”。 
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经 CLP 的第 59（2）（c）条修订的规定被简化为： 
“有害物质或混合物，提供或售卖给公众的，已经提供了充足信息使用户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人身

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则不必提供安全数据表，除非下游用户或分销商要求提供” 
因此，如符合上述条件，危险/有害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数据表不必强制提供给公众22。尽管如此，

                                                        
21 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条文简单地指“物质或混合物”不用参考CLP法规或DPD，因为自该日起，两种物

质的分类都必须遵照CLP法规。 
22 REACH法规中没有规定安全数据表必须提供给普通民众（ “消费者”）；也没有规定阻止产业链中的任何环节在自

愿的基础上向消费者提供安全数据表。 



 

如果产品提供给下游用户或分销商，并且他们要求提供安全数据表，则必须提供。我们建议对于提

供或售卖物质或混合物的分销商（如，零售商）对他所售卖的每种有害物质或混合物持有一份安全

数据表。在储存物质或混合物以及发生事故（或火灾等）时，安全数据表同样包含对该分销商很重

要的信息。出于以上情况或其它目的，下游用户或分销商需要安全数据表时，可以进行申请。 
 
应指出的是，对于此规定明确允许进行安全数据表请求的人应该是下游用户或分销商，而不是普通

民众（“消费者”）。特定用户是否有权要求和得到安全数据表取决于他是否符合 REACH 法规第 3（13）
条和第 3（14）条中 ‘下游用户’或‘分销商’的定义。“消费者”是从下游用户的定义中明确排

除的。要结合考虑“他的工业或专业活动中”对物质或混合物的使用的专业背景来决定接收者是否

可以作为下游用户。是否拥有 SDS 要求权的可靠证据就是贸易注册/公司注册摘要或其它专业认证或

可能是一个增值税号码（或与供应商共同持有的账户），而不是仅仅由数量来决定（数量可以作为第

一个指标）。 
 

3.19. 工人对安全数据表中信息的获取 

根据 REACH 法规的第 35 条： 
“根据第 31 条和 32 条法规规定，工人及他们的代表应被授权获取雇主提供的有关他们使用或在工

作中接触的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关信息” 
安全数据表（在欧盟）以雇主为目标。雇主有责任将信息转化为恰当形式来管理具体工作场所的风

险。但根据 REACH 法规第 35 条规定（以及根据第 98/24/EC 号指令的第 8 条），安全数据表的相关

信息必须给工人和他们的代表。 
 

3.20. 无需提供安全数据表的产品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 条规定提供安全数据表。 
根据第 2（6）条中第 IV 点（因此根据第 31 条包含安全数据表）的规定，不需要提供信息的一般豁

免权： 
“第 IV 点”的规定不适用于提供给 终用户的成品状态的混合物： 
（a） 在法规（EC）No. 726/2004 和第 2001/82/EC 号指令范围内，并在第 2001/83/EC 号指令中定

义的人用和兽用的医药产品； 
（b） 第 76/768/EEC 号指令中定义的化妆品； 
（c） 根据第 1999/45/EC 号指令，在欧共体措施规定的为确保信息提供和保护在同一水平的危险

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和标签范围内的，介入性的和与身体直接接触的医疗设备。 
（d） 根据第 178/2002 号法规（EC）规定的食品或饲料，用于如下用途： 
（i） 第 89/107/EEC 号指令规定范围内的食品添加剂； 
（ii） 第 88/388/EEC 号指令和第 1999/217/EC 号决议规定范围内的调味剂； 
（iii） 法规（EC）No. 1831/2003 规定范围内的饲料添加剂； 
（iv） 第 82/471/EEC 号指令规定范围内的动物营养。” 
根据第 2（1）条规定，还有更多豁免于整个 REACH 法规的其它类别的产品（放射性物质、海关监

督下的物质、非隔离中间体、由铁路、公路、水路、海运和航空运输的产品）。 
第 2006/12/EC 号指令定义的废弃物通常由于不在 REACH 法规第 3 条规定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中

而排除在第 2（2）条之外。 
当要求提供安全数据时，对于不符合第 31（1）（a）、（b）和（c）条的标准或第 31（3）条标准的产



 

品，安全数据当然可以不提供（标准的具体内容参阅上述概述的第 1.1 章节和 REACH 法规的规定）。 
 

3.21. 没有法律要求的情况下编写物质和混合物的安全数据表 

从市场或物流的角度来说，在某些情况下，持有全部物质和混合物的安全数据表对于供应商来说是

大有用处的，也包括没有义务提供安全数据表的物质和混合物。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文件中阐明该

物质或混合物没有提供安全数据表的法定要求，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合规性和一致性问题。

对于物品安全数据表的汇编，这种做法通常是不可取的。 
 
根据 REACH 法规第 32 条中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的信息在供应链中传递职责的相关规定，在提供信息

时安全数据表无须按照 SDS 格式，这一条是有用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 REACH 法规所要

求的，并且如再遇此情况应在文件中阐明该物质和混合物提没有供安全数据表的法定要求，以避免

产生不必要的合规性和一致性问题。同样，根据第 32 条规定，当这样的文件被用作沟通信息时应作

出明确表示。 
 

3.22. 当安全数据表需要附暴露场景时 

根据REACH法规第 31（7）条第一段23的规定： 
“供应链上据第 14 条或第 37 条要求准备化学品安全报告的任何行为人，应将相关的暴露场景作为

附件（适当的，包括用途和暴露的类别），放入涵盖确定用途并包括作为附件 XI 第 3 部分应用结果

的特殊条件的安全数据表中。” 
 
因此，需准备暴露场景时，行为人都有义务附暴露场景到安全数据表。然而应注意不是所有进行化

学品安全评估（CSA）和准备化学品安全报告24（CSR）的注册人都有必要准备暴露场景（ES）。因

此，例如，虽然注册吨位在 10 吨或 10 吨以上的所有物质都需要准备CSA 和CSR，但ES只需提供和

应用于在第 14（4）条中给出进一步标准的物质（即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后，符合PBT（/vPvB标准

的或是从同一天开始实施的符合由CLP法规第 58 条修订的REACH法规第 14（4）条中所列的有害物

质分类标准）。这些标准25有： 
 
“4. 通过第 3 段中（a）步骤到（b）步骤的开展，如果注册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物质符合下面法规

（EC）No. 1272/2008 附录 1 中所列的有害分类或种类的标准： 
（a） 有害分类 2.1 到 2.4，2.6、2.7 和 2.8 中的 A 类和 B 类，2.9、2.10、2.12,、2.13 中的种类 1 和

2，2.14 中种类 1 和 2，2.15 中 A 类和 F 类； 
（b） 有害分类 3.1 至 3.6，3.7 中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其发育的不利影响，3.8 除麻醉效果外的其

他影响，3.9 和 3.10； 
（c） 有害分类 4.1； 
（d） 有害分类 5.1 
                                                        
23 见 3.23 下面第 31（7）条中第二段关于混合物替代品的规定。 
24 应指出的是，有不需要提供CSA/CSR（因此ESs也无需提供）的情况，例如，根据附录IV或V的规定免于进行注册

的物质或根据第 2（7）（d）条规定免于提交注册卷宗的回收物质。 
25 相应的有害分类和类别是：炸药（2.1），易燃气体（2.2），易燃气溶胶（2.3），氧化气体（2.4），易燃液体（2.6），
易燃固体（2.7），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A类和B类（2.8 A + B），自燃液体（2.9），自燃固体（2.10）， 遇水释放易燃

气体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2.12），氧化性液体 1 类和 2 类（2.13 1 + 2），氧化性固体 1 类和 2 类（2.14 1 + 2），有机

过氧化物A类到F类（不包括 2.15 A 到 F） 



 

 或被评估为 PBT（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的物质）或 vPvB (高度持久性和高度生物富集性的物

质)……” 
 
因此，不是所有的 CSAs 和 CSRs 都需要在 SDS 中附上 ES。进一步而言，CSA 和 CSR 通常作为在

相关截止日期前进行注册的准备部分来实施。因此，特殊物质或混合物中物质的暴露场景通常只在

该物质进行注册后附加在安全数据表中。 
 
一旦将 ES 附加到 SDSs 中开始实施，附加部分将作为 SDS 的修订部分。如果 ES 引起新风险管理措

施的产生，则根据 REACH 法规第 31（9）（a）条（同时参阅 3.8 点以上部分）的规定，SDS 必须进

行更新并提供给前任接收人。 

3.23. 将暴露场景加入到混合物 SDS 中的其它方法 

就以上 3.22 中所述情况，REACH 法规第 31（7）条规定暴露场景必须设置在 SDS 的附录中。 
尽管如此，第 31（7）条的第 2 段和第 3 段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任何下游用户在为确定用途编制自己的安全数据表时，应包括相关暴露场景并使用其他相关信息。 
任何分销商在为其根据第 37（2）条规定传递信息的用途编制自己的安全数据表时，都应传递提供

给他的安全数据表中的相关暴露场景并使用其他信息。 
 
（仅）对特定成分物质无需开展自己的CSA的下游用户，可以选择其他方法纳入暴露场景信息26。 
 
结果是下面几种将暴露场景（ES）信息（由生产商/进口商或由下游用户（DU）实施）纳入安全数

据表（SDSs）的情况： 
1. 由于就某一物质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估而产生的实际暴露场景附件或对混合物质中高于第 14

条规定的浓度阈值的化学物质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估所产生的暴露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所附暴露场景至少要做出相关关键信息的总结，并将其纳入安全数据表的核心部分，与

暴露场景的细节交叉引用； 
2. 将混合物中各种成份的暴露场景所整理出的暴露场景信息整合到安全数据表 1-16 的中心章

节中； 
3. 由特殊混合物27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估而产生的暴露场景附件； 
4. 根据REACH法规28第 31（2）条规定下混合物的化学品安全评估而产生的暴露场景的（潜在

的）附件。 
 
应指出的是，要求下游用户对混合物中的成分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估的，以上第 2 项不可用。 
 
应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上述所有选项都是在制定条件下允许的，但在实际作为传递相关信息的手

段时，他们不可能同等适用 – 例如，再下游的用户可能更愿意接受针对混合物中他们收到成分的暴

露场景而不是整合文件。这样，当他们将这些混合物调制成另一种混合时，化学物质的成分要根据

新物质的加入而被重新认识。第 2 项可能更适合，例如，提供给专业的 终用户。同样，我们强烈

                                                        
26 措辞上的改变，第 31（7）条第一段中关于开展CSA（化学品安全评估）/CSR（化学品安全报告）并准备暴露场

景中的“应该设置”在第二段中关于下游用户重要性中改为“应当包含相关暴露场景”。 
27 特殊混合物的更多信息见附录 3 
28 现在还没有一个针对如何开展化学物安全评估（CSA）的指南。为安全数据表整合信息，REACH法规第 31（2）
条对混合物的化学品安全评估是有预见性的。无论是REACH法规的 14 条还是 37 条都没有提出让化学品安全评估作

为注册一部分的要求。 



 

推荐使用第 2 项，如果混合物质成分的 ES 附件部分由于在供应链的向下传递中而变得过长，以至下

游接受者不能处理如此大的信息量。 
 

3.24. SDSs 在编制过程中可使用的辅助形式 

供应商可能借助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专业人员来编制 SDSs，但依旧对提供适当的 SDSs 负有相关责任。 
 
编制和发行 SDSs 的各方可借助应用软件。这些应用软件通常都带有数据库功能。数据库包含了物

质清单和标准短语库。许多软件支持用多种语言编制 SDSs。像这样的软件也可能支持注册卷宗（包

含 CSR）和 SDS 之间的信息管理和保持信息一致性。 
 
标准短语来源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短语目录，在http://www.euphrac.eu有免费德语版和英语版。其它

服务提供商也提供标准短语库。 
 
一些行业和贸易协会提供具体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如，通过他们的互联网主页）。 
 

3.25. 为编制 SDSs 选择有用的数据源 

在编制 SDS 时，供应商应该已经有大量信息，因为其为符合其他化学品管制条例，特别是在根据

CLP 法规、国际运输法规和职业安全健康法例来确定诸如，分类、标签、包装要求时，需要收集大

量信息。 
 
如果根据REACH法规，物质需要进行注册并且供应商是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或联合体29的成

员，如符合上述一种条件，则该物质持有者可以获得额外信息共享。 
 
对于物质的下游用户（和所有混合物质配制者），信息的关键来源是供应商提供的具体（成分）物质

或混合物的 SDS。 
 
如果在 SDS 编制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数据提供给编制人（特别是在注册卷宗提交之前要求准备 SDS，
例如小批量物质），可以通过公共的相关信息数据库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方式获取的相关数据或通过

查阅上游用户提供的一些不一致或不可信的数据），例如：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ECHA）注册物质的数据库：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registered-sub.aspx) 
提供由公司生产和进口的物质的各种相关信息：危害特性、分类和标签以及如何安全使用，例如，

数据库中的信息由公司的注册卷宗提供。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ECHA）分类标签目录： 
分类和标签（C&L）目录是一个数据库，包含了由物质生产商和进口商提供的物质通报和注册的基

础分类和标签信息，也包含统一的分类列表（CLP 法规附录 6 的表 3.1）。目录由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建立和维护。见： 

                                                        
29 应注意加入联合体是强制的。 

http://www.euphrac.eu/
http://apps.echa.europa.eu/registered/registered-sub.aspx


 

http://echa.europa.eu/clp/c_l_inventory_en.asp
 
欧洲化学物质资讯系统（ESIS）(http://esis.jrc.ec.europa.eu) 前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B）的欧洲化

学物质资讯系统（ESIS）平台提供几种数据库的接入 – 通过CAS号、EINECS号（EC号）和物质的

英文名称进行查询。 
 
GESTIS (http://www.dguv.de/bgia/en/gestis/stoffdb/index.jsp) 
这个德国专业协会的数据库包含了 7000 多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有害物质的名称、分类、标签、限制

值、测量方法、个人防护装备信息、工作场所限制值和职业医学信息。 
 
国际化学品安全卡（ICSC） 
(http://www.ilo.org/safework/info/databases/lang--en/WCMS_113134/index.htm ) 
国际劳工组织（ILO）在他的网站上提供的国际化学品安全卡。卡片的首要目的是提供化学品在工作

场所使用的安全性，他的主要目标用户是工人以及对工作场所健康安全负责的相关人士。 
 
eChemPortal 
(http://www.echemportal.org/echemportal/index?pageID=0&request_locale=en) 
eChemPortal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欧洲委员会（EC）、欧盟化学品管理局（ECHA）、

美国、加拿大、日本、化学协会国际理事会（ICCA）、商业和工业咨询委员会（BIAC）、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以及其他非政府环保

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通过报告和数据库的同步查找，eChemPortal 提供免费的化学品属性信息，

包含物理和化学性质，环境归趋和行为，生态毒理和毒性。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INCHEM 
(http://www.inchem.org/ )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INCHEM 网站提供了快速渠道来获得国际同行审查在世界上广泛使

用的化学物质的信息，这些物质通常是环境和食品的污染物。他从协助健全化学品管理的政府间组

织中整合了大量的信息。 
 
TOXNET 
(http://toxnet.nlm.nih.gov/index.html )  
Toxnet 是美国国家图书馆医学毒理学数据网站，他提供了数据库中毒理学、有害化学物质、环境健

康和有毒物质排放的访问权。 
 
但应注意的是，从这些资源获取的信息的可靠性存在潜在变化。 
 
应指出的是，在所有情况下（包括当物质成分信息已从该物质供应商的 SDSs 中获取 – 见第 3 章 3.2
节）SDS 的提供者对内容的准确性负有责任。 

3.26. 如何为回收物质或含回收物质的混合物编写 SDS 

该文档的附录 4 讨论了回收物质和混合物SDS编写的具体事宜。废弃物和回收物质的ECHA指南30包

含专门为回收物质SDSs发布的其它信息。 
 
                                                        
30 废弃物和回收物质指南（第二版）已经完成，见“http://guidance.echa.europa.eu/guidance_en.htm”。  

http://echa.europa.eu/clp/c_l_inventory_en.asp
http://esis.jrc.ec.europa.eu/
http://www.dguv.de/bgia/en/gestis/stoffdb/index.jsp


 

3.27. 以 SDS 信息生成为目的的实验 

SDS 的设计旨在化学品控制管理框架下提供在工作场所使用的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全面信息（见 3.1
节）。这些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文件中。需在一个 SDS 中给出的信息应该是可用的（由于其必要性，

例如：根据 REACH 法规进行注册所需的数据集），如不可用则应在 SDS 的子章节中给出不可用的

理由。 
在 SDS 编制的过程中显示哪些所需数据（如按 CLP 进行正确分类）是缺少的（特别是在分阶段物质

REACH 法规注册档案未完成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实验启动之前，为符合数据丢失和额外实验的请求，应参阅适当的“推动”

立法。如基于“填补 SDS 空缺”的需要，则实验不应启动。 
 
应特别提到的是 REACH 法规第 3 章关于数据共享和避免不必要实验以及 CLP 法规第 7 条和第 8 条

关于动物和人体试验以及有相应物质和混合物质产生的新信息。 
 
特别是，如单纯出于编写SDS的目的，则不应启动动物实验。必须符合理事会第 86/609/EEC号指令31

以及EP和理事会第 2010/63/EU号指令32。REACH法规附录 2中没有直接要求生成非动物实验数据（包

含物理危害），如仅仅出于完成SDS的目的。 

                                                        
31 1986 年 11 月 24 日颁布的关于保护用于实验和其他科学目的的动物的欧盟国家理事会第 86/609/EEC号指令的接近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OJ L358, 18.12.1986 p.1) 。 
32 2010 年 9 月 22 日颁布的关于保护用于实验目的的动物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0/63/EU号指令（OJ L276, 
20.10.2010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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