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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伴随着一直以来的经济发展，化学物质的风险对人体和环境的恶劣影响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Noritsu precision 株式会社（以下称“NPC”），以 21 世纪为起点，着手开发和设计环境负荷小的产

品，把生产健康环保型的产品定为了目标。 

因此，为了遵守环境化学物质的法规制度及其他要求事项，我们将按照“绿色采购指南”（以下称

“本指南”）推进绿色采购。 

 

2. 目的 

所谓绿色采购，是指从积极致力于环境保护及环境化学物质管理的供应商，采购具有安全性、再资源性、

节能性的产品。 

本方针的目的，除了 NPC 外，还旨在产品流通相关的整个供应链，都能避免环境化学物质的使用，让洁

净社会的水平持续提高。 

 

3. 适用范围 

适用于 NPC 在生产中采购的产品、化学物质、混合物、零部件、构件、包装材、副资材。 

 

4. 绿色采购基准 

为了推进绿色采购，请各位供应商在赞同上述内容的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4-1 关于与供应商的交易条件 

(i) 有关以 ISO14001、EMAS 等国际规格为标准的 EMS、或以（日本适用的）ECO STAGE、ECO 

ACTION 21 为标准的 EMS，必须已取得第三方认证。或则，必须通过 NPC 实施的监查。 

 

规格名 主管 概要 

ISO14001/EMS 国际标准化机构 已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第三方认证制度 

http://www.iso.org/iso/home.html 

EMAS/EU 的环境管理监查规则 

(Eco-Management Audit Scheme) 

European Commission, 

Environment DG. 

以持续环境改善为目的的规格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mas/index_en.htm 

KES/京都 EMS 标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NPO KES 环境机构 

(京都议程 21 论坛) 

环境管理体系 

http://www.keskyoto.org 

Eco Stage Eco Stage 协会 以取得 ISO14001 为基础的环境经营评价制度 

http://www.ecostage.org 

Eco Action 21 持续性推进机构 基于环境省制定的指南的认证・注册制度 

http:/www.ea21.jp 

 

(ii) 请告知绿色采购的实施情况或实施计划。 

 

(iii) NPC 进行监查时，需要有满足“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实施项目一览表兼检查表”的措施。 

 

(iv)请努力构建对交货产品含有化学物质进行管理的体系。  

 

4-2 关于环境保护活动 

关于环境保护，我们将通过“供应商绿色生产调查表”确认实际状况。 

 



4-3 关于管理对象化学物质【附表 1】 

(i) 采购品中含有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必须满足【附表 1】的基准。 

 

(ii) 关于采购品中含有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请提供正确的含有信息。 

 

(iii) 采购品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必须按照“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指南”或遵照该指南的管理基准进行管

理。 

(请通过我公司 HP 确认“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管理指南 实施项目一览表兼检查表”。关于成分测定，请

由 ISO/IEC17025 认定所进行分析、测定，或由 IEC62321 或遵照其基准进行分析、测定。 

 

5. 关于同意书 

本指南，是对产品含有化学物质的不含有以及在制造工序禁止化学物质的不使用，以及构建和维护保证

这些的体制的相关基准和运用进行指示的指南，请供应商在同意本指南内容的同时提交“同意书”。 

 

6. 关于 4M(材料・制造方法・生产设备・负责人)的变更 

关于同意书对象的采购品，如果使用材料(Material)、制造方法(Method)、生产设备(Machine)以及制造上

的负责人(Man)等发生了变更，请事先就变更内容联系 NPC 负责人。 

 

7. 供应商协助调查的请求 

NPC 对于环境保护，希求包含供应商在内的整个供应链都能进行有效的对应。为此，信息的共享是必不

可少的，请供应商协助进行下述调查。 

 

7-1 关于含有化学物质信息 

请提供从供应商采购的产品、化学物质、混合物、零部件、构件、包材、副资材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信息。 

化学物质信息，请通过 JAMP 推荐的信息传达表(chemSHERPA-AI 或 chemSHERPA-CI)提供。 

但本公司有时也会指定另外的格式。 

此外，有时还会请求提交特定的化学物质、法令、基准、规格相关的证明文件。 

 

7-2 关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实地调查 

各供应商在 4-2 的初始阶段自我申报的环境保护活动及其体制，在经过了一定时间后我们将进行实

地视察（到场调查）。 

 

8. 公司外部公告 

本指南从公正的立场出发，以任何人都可以阅览的互联网(web)为媒介，在 NPC 主页(HP)上公开。 

本文的公开，从全球的角度出发，使用“日文”“英文”“中文”三国语言公开。 

(“英文”及“中文”刊载在主页的 English 页面上。) 

  



【附表 1】管理对象化学物质清单 

化学物质名 用途 阈值等级 代表性的法规制度 

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的管制

的法律第 1 类特定化学物质 
所有 禁止含有 

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

的管制的法律 

劳动安全卫生法制造等禁止物质 所有 禁止含有 劳动安全卫生法 

毒剧物取缔法特定毒物 所有 禁止含有 毒剧物取缔法 

臭氧层保护法特定物质 所有 禁止含有 臭氧层保护法 

关于化学武器的禁止及特定物质的管

制等的法律  特定物质 
所有 禁止含有 

关于化学武器的禁止及特定物

质的管制等的法律 

兴奋剂取缔法兴奋剂 所有 禁止含有 兴奋剂取缔法 

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取缔法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 
所有 禁止含有 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取缔法 

大气污染防止法对象物质 遵照法令（但本指南中指定的物质除外） 大气污染防止法 

水质污浊防止法对象物质 遵照法令（但本指南中指定的物质除外） 水质污浊防止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象物质 遵照法令（但本指南中指定的物质除外） 土壤污染对策法 

US TSCA 6(h)PBT 化学物质 所有 禁止含有 US TSCA 

镉/镉化合物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01wt%(100ppm) 

EU RoHS 指令(2011/65/EU) 

铅/铅化合物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六价铬/六价铬化合物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水银/水银化合物 所有 
有意添加或均质材料中 0.1wt% 

(1,000ppm) 

多溴联苯(PBB)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多溴联苯醚(PBDE)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EHP)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BP)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镉 

包材・副资材 
4 种对象物质的总和在包装材或包

装材的构成物中 0.01wt%(100ppm) 

EU 包装废弃物指令
(94/62/EC) 

铅 

六价铬 

水银 

镉/镉化合物 

电池 

电池的 0.001wt%(10ppm) 

EU 电池指令(2006/66/EC) 
铅/铅化合物 电池的 0.004wt%(40ppm) 

水银/水银化合物 

有意添加或电池的
0.0001wt%(1ppm) 

均质材料中 0.0005wt%(5ppm) 
加拿大水银法规 (SOR/2014-

254) 

石棉系 所有 有意添加 
EU REACH 规则
(1907/2006/EC) 

部分偶氮染料・颜料 纺织和皮革 产品的 0.003wt% (30ppm) 
EU REACH 规则
(1907/2006/EC) 

氧化铍(BeO) 所有 产品的 0.1wt% (1000ppm) 
EU EICTA・CECED 

EERA 指引 

溴系阻燃剂 

(PBB 类和 PBDE 类及 HBCDD 除外) 

印制电路板除外的

塑料 
塑料材料中的溴 0.1wt%(1,000ppm) 

IEC61249-2-21 

IPC-4101 

印制电路板 
电路板中溴合计含量 

0.09wt%(900ppm) 
JEDEC JS709 

氯系阻燃剂(CFR) 

印制电路板除外的

塑料 
塑料材料中的溴 0.1wt%(1,000ppm) 

IEC61249-2-21 

IPC-4101 

印制电路板 
电路板中溴合计含量
0.09wt%(900ppm) 

JEDEC JS709 

五氧化二砷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EU REACH 规 则
(1907/2006/EC) 

三氧化二砷 所有 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EU REACH 规 则
(1907/2006/EC) 

氟系温室效应气体 

(PFC・SF6・HFC) 
所有 有意添加 EU 氟利昂管制(517/20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B%E8%8B%AF%E4%BA%8C%E7%94%B2%E9%85%B8%E4%BA%8C%E8%BE%9B%E9%85%AF/3588789


化学物质名 用途 阈值等级 代表性的法规制度 

甲醛 
木材产品 有意添加 US TSCA 

纺织 纺织产品的0.0075wt%(75ppm) 澳大利亚 BGBI 

铅/铅化合物 

12岁以下对象家庭

品 
产品的0.01wt%(100ppm) 

US消费者产品安全改善法 
玩具涂料・表面涂

装 
表面涂装的0.009wt%(90ppm) 

被覆电线・绝缘电

线 

表面覆盖材料中的
0.03wt%(300ppm) 

US 加州65号提案 

苯 所有 有意添加 

大气污染防止法 

劳动安全卫生法 

水质污浊防止法 

镍/镍化合物 
长时间接触皮肤时

为所有 
有意添加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高氯酸盐 所有 
电池或构成零部件的
0.0000006wt%(0.006ppm) 

US加州 

高氯酸盐控制 

领苯二甲酸酯类Ⅰ 

(DEHP・DBP・BBP・DIBP) 
玩具・育儿产品 

领苯二甲酸酯合计的可塑化材料的

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领苯二甲酸酯类Ⅱ 

(DINP・DIDP・DNOP) 
玩具・育儿产品 

领苯二甲酸酯合计的可塑化材料的

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十溴联苯醚 (DecaBDE) 所有 
有意添加或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多氯三联苯(PCT类) 所有 
有意添加或均质材料中
0.005wt%(5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聚氯乙烯及其化合物 所有 产品的0.1wt%(1,000ppm) 
US IEEE1680(电子产品环境评

价工具) 

放射性物质 所有 有意添加 EU-D 2013/59/Euratom 

短链型氯化蜡类 

(碳数10～13) 
所有 

有意添加或均质材料中
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EU POPs规则(850/2004/EC) 

三取代有机锡化合物(包含三丁基锡

(TBT)・三苯基锡(TPT)化合物) 
所有 

有意添加或作为锡元素在零部件中
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三氯乙基磷酸酯 所有 均质材料中0.1wt%(1,000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富马酸二甲酯(DMF) 所有 零部件中0.00001wt％(0.1ppm)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所有 有意添加 US 加州第65号提案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所有 有意添加 UUS 加州第65号提案 

IEC62474报告对象化学物质清单 - - - 

EU REACH规则限制对象物质 

(1907/2006/EC ANNEX XVll) 

依据REACH规则 

(但本指南中指定的物质除外)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EU REACH规则认可对象物质 

(1907/2006/EC ANNEX XIV)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EU REACH规则高担忧物质(SVHC) 

(1907/2006/EC Candidate List for 

Authorisation) 

EU REACH规则 

(1907/2006/EC) 

 

 

  



【注释】 

・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的管制的法律  第 1 类特定化学物质、劳动安全卫生法 制造等禁止物质、

毒剧物取缔法 特定毒物、臭氧层保护法 特定物质、关于化学武器的禁止及特定物质的管制等的法律 特

定物质请参照下述链接。 

https://www.nite.go.jp/chem/chrip/chrip_search/sltLst(NITE 化学物质综合信息提供系统) 

 

・关于 IEC62474 报告对象化学物质清单请参照下述链接。 

Material Declaration for Products of and for the Electrotechnical Industry (https://std.iec.ch/iec62474) 

 

・IEC62474/REACH 规则，今后追加的物质全部视为管理对象。不会每次进行追加。 

 

・【附表 1】中所示，是考虑到世界各国/地区的环境法规而指定的管理对象化学物质。 

当由于法规制度的修订，新的物质管制可能会对我公司产品带来影响时，我们将追加该物质作为管理对象

化学物质。 

关于 IEC62474/REACH 规则，今后追加的物质全部会视为管理对象。但不会每次都进行追加记载。 

此外，关于在多个环境法规中都有进行管制的物质，其含有率的阈值采用最严格的基准。 

(根据供应商的不同，有部分例外。) 

 

・关于 RoHS 指令(2011/65/EU)的适用除外 

RoHS 指令，对于在特定用途中使用管制对象物质，制定了免除适用的项目。 

适用除外项目会随时更新，请按照最新信息进行对应。 

即便已被判定为适用除外，也请报告含有量。 

此外，其他的环境法规也有适用除外项目，请同样进行对应。 

 

・成为 chemSHERPA 管理对象物质的基准的法规制度及行业水准 

(因法规制度的修订及新法令的颁布会被随时更新，请按照最新信息进行对应。) 

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的管制的法律 第一类特定化学物质 

美国有害物质控制法(TSCA) 禁止使用或限制物质(第 6 条) 

EU ELV 指令 

EU RoHS 指令 Annex II 

EU POPs 规则 Annex I 

EU REACH 规则 Candidate List of SVHC for Authorisation (认可对象候补物质) 

EU REACH 规则 Annex XIV(认可对象物质) 

EU REACH 规则 Annex XVII (限制对象物质) 

EU 医疗机器规则(MDR)Annex I 10.4 化学物质 

IEC 62474 DB 

 

  

https://std.iec.ch/iec62474


修订履历 

修订 No 制定・修订日期 主要的修订内容 

Ver.3.1 2008 年 1 月 制作管理对象化学物质清单并全面修订 

Ver.3.2 2008 年 10 月 更新【附表 1】管理对象化学物质清单 

Ver.3.3 2009 年 7 月 更新【附表 1】管理对象化学物质清单 

Ver.3.4 2014 年 2 月 公司名从 Noritsu 钢机株式会社更改为 NK Works 株式会社 

Ver.3.5 2016 年 3 月 公司名从 NK Works 株式会社更改为 Noritsu Precision 株式会社 

Ver.3.6 2019 年 4 月 更新管理对象化学物质的指南 

Ver.4.0 2021 年 4 月 修改管理对象化学物质的内容、适应范围及信息传达的机制并全面

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