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式-B1）
2022.03.31  修订

寄送日期

公司编码

对象品名称

物品编号

窗口部门名称

窗口部门担当者姓名

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委托方部门名称（担当者姓名）

委托方E-mail地址

※ 如需提交的文件发生变更，或即使所要提交的文件不变但却发生原材料、

采购品名称： 物品编号（件号）：

1.

No. 是否含有

1 请选择

2 请选择

3 请选择

4 请选择

5 请选择

6 请选择

7 请选择

8 请选择

9 请选择

10 请选择

11 请选择

12 请选择

13 请选择

14 请选择

15 请选择

16 请选择

17 请选择

18 请选择

19 请选择

20 请选择

21 请选择

22 请选择

23 请选择

24 请选择

25 请选择

26 请选择

27 请选择

28 请选择

29 请选择

30 请选择

31 请选择

32 请选择

33 请选择

34 请选择

35 请选择

36 请选择

37 请选择

38 请选择

39 请选择

40 请选择

41 请选择

42 请选择

43 请选择

44 请选择

产品材料及向本公司交付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
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保证书

←（请由供应商选择）

4-nitrobiphenyl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氧代二氯甲烷
CAS No.542-88-1

无有意添加

Mirex

CAS No.2385-85-5
无有意添加

Kelthane or dicofol

CAS No.115-32-2, 10606-46-9
无有意添加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CAS No.87-68-3

无有意添加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Biphenyl-4-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
CAS No.50-29-3

无有意添加

Chlordanes 无有意添加

N, N'-ditolyl-p-phenylenediamine, N-tolyl-N'-xylyl-p-phenylenediamine, or N, N'-dixylyl-p-

phenylenediamine
无有意添加

2,4,6-三(1,1-二甲基乙基)苯酚
CAS No.732-26-3

无有意添加

Toxaphene

CAS No.8001-35-2
无有意添加

全氟辛酸铵(PFOA)及其盐类化合物和PFOA相关物质

1. 无有意添加

2.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小于0.025ppm（25ppb）

3. 单个或多个PFOA相关物质的组合的场合，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浓度合计小于1000ppb(1ppm)

4. 纤维、地毯、其它涂层产品不超过1μg/m2

六氯苯
CAS No.118-74-1

无有意添加

Aldrin

CAS No.309-00-2
无有意添加

狄氏剂
CAS No.60-57-1

无有意添加

异狄氏剂
CAS No.72-20-8

无有意添加

≪委托方填写栏≫ ≪供应商填写栏≫
填写日期

公司名称

印负责人姓名

公司地址

部门名称

※ 包装材料的不含有保证对象为第2项的物质。

六价铬化合物

镉/镉化合物

相对成品织物和皮革产品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ppm (0.003wt%)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负责人E-mail地址

　 工艺变化的情况，请再次提交相关文件。

※ 请务必加盖负责人的人名章并签名。

※ 系列产品的回答内容相同时，可以在附件中添加一览表。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中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的保证

　1-1．法律法规限制物质

请选择

不含有下表所示的任一“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时，请选择“不含有”。此时，无需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

质。
关于No.3～6及No.17及No.28，符合欧洲RoHS指令及POPs条例等法规的豁免项目时，可视为不含有。

即使只含有一种“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亦请选择“含有”，并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质。

生成部分芳香族胺的偶氮染料和颜料:仅用于纺织品及皮革产品用途

无有意添加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ppm(0.0005wt％)

不含有的条件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条件，则应全部满足。

石棉类

放射性物质

二辛基锡化合物（DOT）

六溴环十二烷（HBCDD）及其非对映异构体

酚、2-(2H-苯并三唑-2-yl)-4,6-双(1,1-二甲乙基)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 (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ppm(0.0001wt％)、而且无有意添加

电池中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为5ppm(0.0005 wt%）

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铅/铅化合物

汞/汞化合物

短链型氯石蜡类(C10-13)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电缆和电线的覆膜（热硬化性/热塑化性覆膜），表面被覆中，

相对覆膜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0ppm(0.03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40ppm(0.004wt％)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CASNo.117-81-7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CASNo.85-68-7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ASNo.84-74-2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酯类第1组 （BBP, DBP, DEHP，DIBP）

二丁基锡化合物（DB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富马酸二甲酯（DMF）

臭氧层破坏物质

聚溴联苯类（PBB类）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加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

氧化三丁基锡(TBTO)

无有意添加

多氯联苯类（PCB类）及特定代替物质

多氯三联苯类（PCT类）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溴联苯醚类（PBDE类 包含decaBDE）

多氯化萘（氯原子在1个以上）

无有意添加

无有意添加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0ppm（0.005wt%）

电池、印刷品(使用说明书等)的可塑化材料中4种物质单项或合计含有率小于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纺织品及其它衣料的质量的含有量不超过1μg/m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CASNo.84-69-5

有意与皮肤接触的纺织品/皮革产品、母婴用品或者二液性室温硬化成型工具包（RTV-2密封剂成型工具包）中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0.1ppm(0.00001wt％)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45 请选择

46 请选择

47 请选择

48 请选择

49 请选择

50 请选择

51 请选择

52 请选择

53 请选择

54 请选择

55 请选择

56 请选择

57 请选择

58 请选择

59 请选择

60 请选择

61 请选择

62 请选择

63 请选择

64 请选择

 1-2. REACH的附属文件17

　

No. 是否含有

1 请选择

请选择  ← 请在请求者处选择选项。（然而，普通部件应是禁用物质。）

（请由供应商选择）

Pentachlorophenol (PCP) or its salts or esters 无有意添加

Alpha-hexachlorocyclohexane

CAS No.319-84-6
无有意添加

β-六六六
CAS No.319-85-7

无有意添加

γ-六氯环己烷
CAS No.58-89-9

无有意添加

Chlordecone

CAS No.143-50-0
无有意添加

Endosulfan or Benzoepin

CAS No.115-29-7, 959-98-8, 33213-65-9
无有意添加

二恶英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在REACH附件17中规定的物质

（不包括在 "1-1. 法律法规限制物质"中单独指定的REACH附件17物质组。）
　符合REACH法规附件17的规定

如果选择 "有"，请在下面输入适用的 "条目编号 "和含有的化学物质。
Entry No 含有的化学物质

无有意添加

氯化钴（II）（CoCl2）
CAS No.7646-79-9

不包含在任何浓度中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CAS No.28553-12-0, 68515-48-0
无有意添加

多环芳烃（PAHs）

与人体皮肤或口腔直接以及长期或短期重复接触的橡胶或塑料成分。
当均质材料的含量相对于其质量低于表4*中给出的值时。

*请参考绿色采购标准的附录 "需要调查的化学物质群"。

五氯代苯
CAS No.608-93-5

无有意添加

有机磷化合物（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地美顿-O-甲基、EPN）
CAS No.56-38-2, 298-00-0, 8022-00-2, 2104-64-5

无有意添加

烷基汞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

Simazine

CAS No.122-34-9
无有意添加

三氯乙烯
CAS No.79-01-6

无有意添加

Perchloroethene

CAS No.127-18-4
无有意添加

2-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含苯的橡胶胶水（含量超过5%）

CAS No.71-43-2 （苯）
无有意添加

氰化物(不包括丙烯腈) 无有意添加

黄磷火柴
CAS No.12185-10-3

无有意添加



2．

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但冲电气集团也会根据情况针对其它的包装材料委托调查。

 ←（请由供应商选择）

No. 是否含有

1 请选择

2 请选择

3 请选择

4 请选择

  无有意添加（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CAS No.  84-74-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CAS No.  84-69-5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   CAS No. 117-81-7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CAS No.  85-68-7

冲电气集团包装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仅在选择了“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时，

需进行以下选择的回答。

包装材料不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的保证

请选择



 

（格式-B1）

2022.03.31  修订

寄送日期

公司编码

对象品名称

物品编号

窗口部门名称

窗口部门担当者姓名

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委托方部门名称（担当者姓名）

委托方E-mail地址

※ 如需提交的文件发生变更，或即使所要提交的文件不变但却发生原材料、

采购品名称： 物品编号（件号）：

1.

No. 是否含有

1 无

2 无

3 有

4 无

5 无

6 无

7 无

8 无

9 无

10 无

11 无

12 无

13 无

14 无

15 有

16 无

17 无

18 无

19 无

20 无

21 有

22 无

23 无

24 无

25 无

26 无

27 无

28 有

29 无

30 无

31 无

32 无

33 无

34 无

35 有

36 无

37 无

38 无

39 无

40 无

41 无

42 无

43 无

44 无

产品材料及向本公司交付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
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保证书

≪委托方填写栏≫ ≪供应商填写栏≫
２０××年×月×日 填写日期 ２０××年×月×日

4YB1234-5678P001 部门名称 ××事业部　××部
○○○○事业部　○○部 负责人姓名 冲　二郎　　　　　 　　　　　　　　　　 　　     　　　　印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
○○○○ 公司地址 东京都×××

○○○○@co.ｊｐ 负责人E-mail地址 ××××@co.ｊｐ

○○○○事业部　○○部

□□□□@co.ｊｐ ※ 请务必加盖负责人的人名章并签名。

冲　一郎 电话号码 03-5678-5678
03-1234-1234 传真号码 03-8765-4321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中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的保证

　1-1．法律法规限制物质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中含有禁止对象物质 ←（请由供应商选择）

不含有下表所示的任一“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时，请选择“不含有”。此时，无需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

质。
关于No.3～6及No.17及No.28，符合欧洲RoHS指令及POPs条例等法规的豁免项目时，可视为不含有。

即使只含有一种“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亦请选择“含有”，并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质。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条件，则应全部满足。

　 工艺变化的情况，请再次提交相关文件。

※ 系列产品的回答内容相同时，可以在附件中添加一览表。

※ 包装材料的不含有保证对象为第2项的物质。

○○○○○组件 △△△△-□□□□-○○○○

六价铬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铅/铅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电缆和电线的覆膜（热硬化性/热塑化性覆膜），表面被覆中，

相对覆膜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0ppm(0.03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40ppm(0.004wt％)

汞/汞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 (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ppm(0.0001wt％)、而且无有意添加

电池中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为5ppm(0.0005 wt%）

石棉类 无有意添加

生成部分芳香族胺的偶氮染料和颜料:仅用于纺织品及皮革产品用途 相对成品织物和皮革产品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ppm (0.003wt%)

镉/镉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ppm(0.0005wt％)

多氯联苯类（PCB类）及特定代替物质 无有意添加

多氯三联苯类（PCT类）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0ppm（0.005wt%）

多氯化萘（氯原子在1个以上） 无有意添加

臭氧层破坏物质 无有意添加

聚溴联苯类（PBB类） 无有意添加，而且加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溴联苯醚类（PBDE类 包含decaBDE）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氧化三丁基锡(TBTO)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纺织品及其它衣料的质量的含有量不超过1μg/m2

酚、2-(2H-苯并三唑-2-yl)-4,6-双(1,1-二甲乙基)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放射性物质 无有意添加

短链型氯石蜡类(C10-13)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六溴环十二烷（HBCDD）及其非对映异构体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CASNo.117-81-7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CASNo.85-68-7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富马酸二甲酯（DMF）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0.1ppm(0.00001wt％)

二丁基锡化合物（DBT）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二辛基锡化合物（DOT）
有意与皮肤接触的纺织品/皮革产品、母婴用品或者二液性室温硬化成型工具包（RTV-2密封剂成型工具包）中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全氟辛酸铵(PFOA)及其盐类化合物和PFOA相关物质

1. 无有意添加

2.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小于0.025ppm（25ppb）

3. 单个或多个PFOA相关物质的组合的场合，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浓度合计小于1000ppb(1ppm)

4. 纤维、地毯、其它涂层产品不超过1μg/m2

六氯苯
CAS No.118-74-1

无有意添加

Aldrin

CAS No.309-00-2
无有意添加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ASNo.84-74-2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CASNo.84-69-5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酯类第1组 （BBP, DBP, DEHP，DIBP） 电池、印刷品(使用说明书等)的可塑化材料中4种物质单项或合计含有率小于1000ppm(0.1wt%)

Chlordanes 无有意添加

N, N'-ditolyl-p-phenylenediamine, N-tolyl-N'-xylyl-p-phenylenediamine, or N, N'-dixylyl-p-

phenylenediamine
无有意添加

2,4,6-三(1,1-二甲基乙基)苯酚
CAS No.732-26-3

无有意添加

狄氏剂
CAS No.60-57-1

无有意添加

异狄氏剂
CAS No.72-20-8

无有意添加

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
CAS No.50-29-3

无有意添加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CAS No.87-68-3

无有意添加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Biphenyl-4-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Toxaphene

CAS No.8001-35-2
无有意添加

Mirex

CAS No.2385-85-5
无有意添加

Kelthane or dicofol

CAS No.115-32-2, 10606-46-9
无有意添加

4-nitrobiphenyl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氧代二氯甲烷
CAS No.542-88-1

无有意添加

沖

含有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时



45 无

46 无

47 无

48 无

49 有

50 无

51 无

52 无

53 无

54 无

55 无

56 有

57 无

58 无

59 无

60 无

61 有

62 无

63 无

64 无

 1-2. REACH的附属文件17

　

No. 是否含有

1 有

含苯的橡胶胶水（含量超过5%）

CAS No.71-43-2 （苯）
无有意添加

氰化物(不包括丙烯腈) 无有意添加

有机磷化合物（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地美顿-O-甲基、EPN）
CAS No.56-38-2, 298-00-0, 8022-00-2, 2104-64-5

无有意添加

2-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Perchloroethene

CAS No.127-18-4
无有意添加

二恶英 无有意添加

氯化钴（II）（CoCl2）
CAS No.7646-79-9

不包含在任何浓度中

烷基汞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

Simazine

CAS No.122-34-9
无有意添加

三氯乙烯
CAS No.79-01-6

无有意添加

Alpha-hexachlorocyclohexane

CAS No.319-84-6
无有意添加

β-六六六
CAS No.319-85-7

无有意添加

γ-六氯环己烷
CAS No.58-89-9

无有意添加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CAS No.28553-12-0, 68515-48-0
无有意添加

多环芳烃（PAHs）

与人体皮肤或口腔直接以及长期或短期重复接触的橡胶或塑料成分。

当均质材料的含量相对于其质量低于表4*中给出的值时。

*请参考绿色采购标准的附录 "需要调查的化学物质群"。

五氯代苯
CAS No.608-93-5

无有意添加

黄磷火柴
CAS No.12185-10-3

无有意添加

REACH附录17被指定为该产品的禁用物质。  ← 请在请求者处选择选项。（然而，普通部件应是禁用物质。）

（请由供应商选择）

Chlordecone

CAS No.143-50-0
无有意添加

Endosulfan or Benzoepin

CAS No.115-29-7, 959-98-8, 33213-65-9
无有意添加

Pentachlorophenol (PCP) or its salts or esters 无有意添加

4 1-propanol, 2,3-dibromo-phosphate (3:1)

66 4,4'-(propane-2,2-diyl)diphenol

72 镉、铅、喹啉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在REACH附件17中规定的物质

（不包括在 "1-1. 法律法规限制物质"中单独指定的REACH附件17物质组。）
　符合REACH法规附件17的规定

如果选择 "有"，请在下面输入适用的 "条目编号 "和含有的化学物质。
Entry No 含有的化学物质



2．

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但冲电气集团也会根据情况针对其它的包装材料委托调查。

 ←（请由供应商选择）

No. 是否含有

1 无

2 有

3 无

4 有

仅在选择了“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时，

需进行以下选择的回答。

冲电气集团包装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   CAS No. 117-81-7

  无有意添加（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CAS No.  85-68-7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CAS No.  84-74-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CAS No.  84-69-5

包装材料不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的保证

包装材料中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



 

（格式-B1）

2022.03.31  修订

寄送日期

公司编码

对象品名称

物品编号

窗口部门名称

窗口部门担当者姓名

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委托方部门名称（担当者姓名）

委托方E-mail地址

※ 如需提交的文件发生变更，或即使所要提交的文件不变但却发生原材料、

采购品名称： 物品编号（件号）：

1.

No. 是否含有

1 无

2 无

3 无

4 无

5 无

6 无

7 无

8 无

9 无

10 无

11 无

12 无

13 无

14 无

15 无

16 无

17 无

18 无

19 无

20 无

21 无

22 无

23 无

24 无

25 无

26 无

27 无

28 无

29 无

30 无

31 无

32 无

33 无

34 无

35 无

36 无

37 无

38 无

39 无

40 无

41 无

42 无

43 无

44 无

产品材料及向本公司交付时使用的包装材料中
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保证书

≪委托方填写栏≫ ≪供应商填写栏≫
２０××年×月×日 填写日期 ２０××年×月×日

4YB1234-5678P001 部门名称 ××事业部　××部
○○○○事业部　○○部 负责人姓名 冲　二郎　　　　　 　　　　　　　　　　 　　     　　　　印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
○○○○ 公司地址 东京都×××

○○○○@co.ｊｐ 负责人E-mail地址 ××××@co.ｊｐ

○○○○事业部　○○部

□□□□@co.ｊｐ ※ 请务必加盖负责人的人名章并签名。

冲　一郎 电话号码 03-5678-5678
03-1234-1234 传真号码 03-8765-4321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中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的保证

　1-1．法律法规限制物质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中不含有禁止对象物质 ←（请由供应商选择）

不含有下表所示的任一“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时，请选择“不含有”。此时，无需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

质。
关于No.3～6及No.17及No.28，符合欧洲RoHS指令及POPs条例等法规的豁免项目时，可视为不含有。

即使只含有一种“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亦请选择“含有”，并在下表中选择是否含有各个物质。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条件，则应全部满足。

　 工艺变化的情况，请再次提交相关文件。

※ 系列产品的回答内容相同时，可以在附件中添加一览表。

※ 包装材料的不含有保证对象为第2项的物质。

○○○○○组件 △△△△-□□□□-○○○○

六价铬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铅/铅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电缆和电线的覆膜（热硬化性/热塑化性覆膜），表面被覆中，

相对覆膜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0ppm(0.03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40ppm(0.004wt％)

汞/汞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 (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ppm(0.0001wt％)、而且无有意添加

电池中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为5ppm(0.0005 wt%）

石棉类 无有意添加

生成部分芳香族胺的偶氮染料和颜料:仅用于纺织品及皮革产品用途 相对成品织物和皮革产品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30ppm (0.003wt%)

镉/镉化合物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相对电池总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ppm(0.0005wt％)

多氯联苯类（PCB类）及特定代替物质 无有意添加

多氯三联苯类（PCT类）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50ppm（0.005wt%）

多氯化萘（氯原子在1个以上） 无有意添加

臭氧层破坏物质 无有意添加

聚溴联苯类（PBB类） 无有意添加，而且加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溴联苯醚类（PBDE类 包含decaBDE）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氧化三丁基锡(TBTO)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纺织品及其它衣料的质量的含有量不超过1μg/m2

酚、2-(2H-苯并三唑-2-yl)-4,6-双(1,1-二甲乙基)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放射性物质 无有意添加

短链型氯石蜡类(C10-13)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六溴环十二烷（HBCDD）及其非对映异构体 无有意添加，而且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ppm（0.01wt％）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CASNo.117-81-7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CASNo.85-68-7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富马酸二甲酯（DMF）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0.1ppm(0.00001wt％)

二丁基锡化合物（DBT）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二辛基锡化合物（DOT）
有意与皮肤接触的纺织品/皮革产品、母婴用品或者二液性室温硬化成型工具包（RTV-2密封剂成型工具包）中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锡元素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全氟辛酸铵(PFOA)及其盐类化合物和PFOA相关物质

1. 无有意添加

2. 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率小于0.025ppm（25ppb）

3. 单个或多个PFOA相关物质的组合的场合，相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的含有浓度合计小于1000ppb(1ppm)

4. 纤维、地毯、其它涂层产品不超过1μg/m2

六氯苯
CAS No.118-74-1

无有意添加

Aldrin

CAS No.309-00-2
无有意添加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ASNo.84-74-2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CASNo.84-69-5 相对均质材料的质量的含有率不超过1,000ppm（0.1wt%）

邻苯二甲酸酯类第1组 （BBP, DBP, DEHP，DIBP） 电池、印刷品(使用说明书等)的可塑化材料中4种物质单项或合计含有率小于1000ppm(0.1wt%)

Chlordanes 无有意添加

N, N'-ditolyl-p-phenylenediamine, N-tolyl-N'-xylyl-p-phenylenediamine, or N, N'-dixylyl-p-

phenylenediamine
无有意添加

2,4,6-三(1,1-二甲基乙基)苯酚
CAS No.732-26-3

无有意添加

狄氏剂
CAS No.60-57-1

无有意添加

异狄氏剂
CAS No.72-20-8

无有意添加

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
CAS No.50-29-3

无有意添加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CAS No.87-68-3

无有意添加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Biphenyl-4-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Toxaphene

CAS No.8001-35-2
无有意添加

Mirex

CAS No.2385-85-5
无有意添加

Kelthane or dicofol

CAS No.115-32-2, 10606-46-9
无有意添加

4-nitrobiphenyl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氧代二氯甲烷
CAS No.542-88-1

无有意添加

沖

不含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禁止对象物质时



45 无

46 无

47 无

48 无

49 无

50 无

51 无

52 无

53 无

54 无

55 无

56 无

57 无

58 无

59 无

60 无

61 无

62 无

63 无

64 无

 1-2. REACH的附属文件17

　

No. 是否含有

1 无

含苯的橡胶胶水（含量超过5%）

CAS No.71-43-2 （苯）
无有意添加

氰化物(不包括丙烯腈) 无有意添加

有机磷化合物（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地美顿-O-甲基、EPN）
CAS No.56-38-2, 298-00-0, 8022-00-2, 2104-64-5

无有意添加

2-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无有意添加

Perchloroethene

CAS No.127-18-4
无有意添加

二恶英 无有意添加

氯化钴（II）（CoCl2）
CAS No.7646-79-9

不包含在任何浓度中

烷基汞化合物 无有意添加

Simazine

CAS No.122-34-9
无有意添加

三氯乙烯
CAS No.79-01-6

无有意添加

Alpha-hexachlorocyclohexane

CAS No.319-84-6
无有意添加

β-六六六
CAS No.319-85-7

无有意添加

γ-六氯环己烷
CAS No.58-89-9

无有意添加

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CAS No.28553-12-0, 68515-48-0
无有意添加

多环芳烃（PAHs）

与人体皮肤或口腔直接以及长期或短期重复接触的橡胶或塑料成分。

当均质材料的含量相对于其质量低于表4*中给出的值时。

*请参考绿色采购标准的附录 "需要调查的化学物质群"。

五氯代苯
CAS No.608-93-5

无有意添加

黄磷火柴
CAS No.12185-10-3

无有意添加

REACH附录17被指定为该产品的禁用物质。  ← 请在请求者处选择选项。（然而，普通部件应是禁用物质。）

（请由供应商选择）

Chlordecone

CAS No.143-50-0
无有意添加

Endosulfan or Benzoepin

CAS No.115-29-7, 959-98-8, 33213-65-9
无有意添加

Pentachlorophenol (PCP) or its salts or esters 无有意添加

冲电气集团产品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在REACH附件17中规定的物质

（不包括在 "1-1. 法律法规限制物质"中单独指定的REACH附件17物质组。）
　符合REACH法规附件17的规定

如果选择 "有"，请在下面输入适用的 "条目编号 "和含有的化学物质。
Entry No 含有的化学物质



2．

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但冲电气集团也会根据情况针对其它的包装材料委托调查。

 ←（请由供应商选择）

No. 是否含有

1 无

2 无

3 无

4 无

仅在选择了“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时，

需进行以下选择的回答。

冲电气集团包装材料的禁止对象物质 不含有的条件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   CAS No. 117-81-7

  无有意添加（对象为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CAS No.  85-68-7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CAS No.  84-74-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CAS No.  84-69-5

包装材料不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的保证

没有与交付产品直接接触的树脂制或橡胶制的包装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