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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ACH24H.CN



欧盟REACH法规于2007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入世以来面临的最

大技术性贸易壁垒。随着2010年第一个注册截止日期的临近，REACH法规全面进入

了正式注册阶段，相较于之前的预注册，REACH正式注册所涉及的工作技术要求

高、程序复杂、周期冗长、费用昂贵。因此，加强对REACH法规的深入研究，采取

相应的防范措施，提高企业产品质量，以助企业顺利进行输欧贸易已是刻不容缓。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工作的机

构，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实力雄厚的专业REACH法规研究团队，面向全球企业提

供REACH法规的一站式解决服务。瑞欧科技专家本着服务于大众企业的原则，对现

有欧盟REACH法规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并将法规的研究心得和实战技巧汇编

成册——《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针对目前企业应对REACH过程中的众多

困惑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瑞欧科技REACH专家团队，将不断总结工作心得

和实战技巧，更新绿皮书内容，与业界共分享，与企业同成长。

“宝典”主要围绕REACH法规的应对展开, 介绍了欧盟REACH法规的最新进

展，如欧盟监管实施的现状; 解读了REACH法规中的疑点难点, 针对具有代表性的产

品进行了案例分析；同时还介绍了仅次于REACH的另一项欧盟重大法规CLP的相关

信息。

总之，这项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大、最复杂、涉及面最广的技术贸易壁垒”的

法规，正全面冲击着国内企业。只要我们积极面对，紧跟法规步伐，就能进一步提

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瑞欧科技全体成员，致力

为广大国内出口企业提供一个应对欧盟REACH法规的平台，整理出版内刊，旨在为

广大企业应对REACH法规指点迷津。望读者不吝赐教，有不足之处共勉共进。

目
    录CONTENTS

版权说明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 以整合REACH法规信

息、引导行业发展为目的，尽可能地将各种有利于行业

发展的信息和观点收集、筛选，整理后提供给业内外广

大企业作为参考。本刊所刊登的内容，为杭州瑞欧科技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严禁私自转载，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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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REACH工作年报2010

第三届中国香精香料技术及市场年会在海口召开

中国石油、瑞欧科技“应对欧盟REACH法规物质测试标准研讨会”在杭召开

瑞欧科技及其爱尔兰公司RCS参加法国REACH Meetings

泰国商务部:“贸易在中国，为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做好准备”

中欧橡胶轮胎协会召开高层对话会议

瑞欧科技“中国REACH法规技术峰会 布鲁塞尔 2010”成功召开

欧盟REACH法规第一批注册正式落下帷幕 约3400个物质及时赶上截止期

2011年欧盟REACH法规应对，企业还需要做什么

REACH注册预警：ECHA查询卷宗审核周期过长，可能影响企业正常对欧贸易

欧盟海关已逐步介入REACH执法

揭密真正的智能测试策略（ITS)

拿到REACH注册号，勿忘传递eSDS

橡胶助剂REACH注册现状分析

REACH 应对有术    橡胶助剂期待叩开欧盟大门

橡胶助剂REACH注册成本分析

安全数据表(SDS) 欧盟REACH检查要点点评

透过欧盟REACH法规的视角分析DOP的产品生命力

QSARs方法在有机物持久性评估中的应用

新化学物质申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企业也须应对

欧盟化妆品动物实验禁令介绍

中国化学品法规和化妆品法规与动物实验禁令

REACH注册  这笔费用到底花不花

因违反REACH法规化学品含量要求  中国产品三年被拒两百次

11月30日REACH正式注册第一阶段截止 ——欧洲市场开始查验“身份证”

典型化学品欧盟REACH法规注册数据相关费用 (Letter of Access, LoA)清单

中国化妆品管理条例逐步与欧美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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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企业界共同跨过第一个REACH注册截止日期     定位于“全球化学品法规服务专家”的角色，

（2010年12月1日），第一波REACH注册的应对工 2010年瑞欧科技在REACH之外的其它的化学品法规

作正式划上了句号。2010年瑞欧科技成功为来自中 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了便于行业内各方更

国、东南亚、北美等地区的企业完成了235个物质的正 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REACH的应对情况，为业

式注册，并且为全球逾千家企业提供了包括化学品法 内今后更好地应对2013/2018年的REACH工作提供参

规咨询、REACH法规后预注册、欧盟CLP法规应对、 考 依 据 ， 现 本 报 告 仅 总 结 瑞 欧 科 技 在 2010年

中国新化学品登记、产品检测认证等在内的一系列全 REACH服务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面临的挑战和所积累

球产品市场准入服务。通过REACH注册工作的开展， 的应对经验。同时，这份报告也可以为欧盟下游用户

REACH24H获得了丰富的REACH应对实战经验，同 更好地选择非欧盟供应商，确保供应链的长期稳定提

时积累了一大批忠实的客户，并且在国内外建立了广 供借鉴。

泛的合作渠道，从而为后续在化学品法规服务以及全     详情请登录www.reach24h.cn

球产品市场准入领域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往期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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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REACH工作年报2010

第三届中国香精香料技术及市场年会在海口召开

     “第三届中国香精香料技术及市场年会”于2011年1月9日-14日在海口市召开，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China）受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第三期 目录         随着企业界共同跨过第一个REACH注册截止日期（2010年12月1日），第一波REACH注册的应对工

作正式划上了句号。2010年瑞欧科技成功为来自中国、东南亚、北美等地区的国内外企业完成了235个物

质的正式注册.

    由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北京中能国科信息技术中

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香精香料技术及市场年会”于2011年1月

9日-14日在海口市召开，来自国内外从事香精香料科研、设计、生

产、大专院校等60多家单位，近70位专家、教授、科技工作者、销售

人员、管理干部等出席了会议。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China）受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

    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秘书长王大全教授

级高工主持了会议并进行开幕式讲话。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China）在会上作了题为“香精香料行业在进出

口贸易中所面对的化学品法规壁垒”的报告，全面解析香精香料产品

在进出口贸易中可能遇到的化学品法规屏障。目前，各国对化学品的

监管日益严厉，随着欧盟REACH法规的实施，全球各个主要经济

体，如北美、东亚、南美等也纷纷开始改革各自的法规和风险评价体

系，并出台类似的化学品监管法规。瑞欧科技专家详细讲解了香精香

料行业可能涉及到的化学品法规，如欧盟REACH、GHS、中国新物

质化学品登记等法规政策的应对策略。

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的带动下，通过各位专家、教授、

科研单位、香精香料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组织编制“全国香精香料

行业十二•五的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规划，”对行业进行产学研的技术

攻关，进行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组织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与合

作，技术和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协调。据悉，“第四届中国香精香料技

术及市场年会”将于2011年11月中旬召开。

    此次会议总结了中国香精香料近年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推介了

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了关于中国香精香料行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

图为 瑞欧科技专家在会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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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对11个新高关注物质(SVHC)发出公共咨询

◎ECHA将对SME企业进行核查，企业规模发生变化时该如何处理？

◎ECHA更新数据共享页面 不履行数据共享义务的注册人将被处罚

◎紧跟化妆品法规最新动向—瑞欧科技法规专家参加“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及相关法规培训班”

◎ECHA执行理事盘点REACH注册挑战

◎英国CHEMICALWATCH媒体发文警示不合格OR对企业造成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呼吁成员国共同努力完成106个高关注物质目标

◎比利时、荷兰向ECHA提议将5个物质加入高关注物质(SVHC)

◎REACH注册大限将近：企业应如何应对

◎警惕，领头注册人对物质的新分类

◎REACH法规中物质鉴定的重要性

◎REACH法规下对SMEs的优惠，你享受了么？

◎化学安全评估：暴露评估应基于危害评估结果还是物质分类？

◎欧盟拟将6种高关注度物质（SVHC)于年底列入正式授权清单

◎法国要求在REACH法规下对DMF和珠宝中的铅实行限制

◎德国、奥地利欲向ECHA提名REACH高关注物质(SVHC)

◎ECHA发布联合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的指南手册

◎欧盟REACH法规对橡胶助剂行业的影响及最新进展

◎联合卷宗包含CSR，企业就可以坐等注册号了吗？

法规动态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第四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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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瑞欧科技“应对欧盟REACH法规物质

测试标准研讨会”在杭召开

        2010年12月22日，由中石油和瑞欧科技联合承办的“应对欧盟REACH法规物质测试标准研讨会”在

杭召开。会议为期两天，来自中国石油各分公司和下属单位的近3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2010年12月22日，由中石油和瑞欧科技联合承办的“应对欧盟 作进入了第二批注册、第一批注册卷宗数据审核、实验提案评估、加

REACH法规物质测试标准研讨会”在杭州顺利召开。会议为期两 强监管及CLP（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的应对阶段。中国石油已开

天，来自中国石油各分公司和下属单位的近3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 始就应对ECHA对卷宗数据的审核、欧盟成员国对eSDS的监管以及

会。会议主要就欧盟测试标准与中国石油现行测试标准的差别，对物 欧盟对产品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新要求做好准备。

质鉴定中测试方法、实验仪器、数据审核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就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CLP法规及新版eSDS（扩展安全数据表）对产品数据节点的测试需 团公司总部王振元博士
求进行探讨。 到会发表讲话，瑞欧科

    会议首先由中国石油REACH工作组通报了第一批REACH注册工 技研发部经理白利强在

作的进展情况：中国石油REACH技术中心在11月26日之前成功编写 会上作了《REACH法规

并提交完所有注册物质卷宗，通过ECHA官方REACH-IT网站16道 下 高 关 注 物 质

审核程序，并于11月30日之前获得全部计划物质的注册号，顺利完成 （SVHC）及理化数据

中国石油首批物质注册工作。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要求》的专题演讲。

Group China）作为中国石油唯一的REACH技术合作方，全程参与  
了注册卷宗的准备工作。随着首批注册工作的完成，全球REACH工

泰国商务部:“贸易在中国，为中国新化学物质申

报做好准备”

       瑞欧科技及环保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受泰国商务部邀请参加泰国曼谷“贸易在中国，为中国新化学物质

申报做好准备”研讨会。

    2010年12月21日，应泰国商务部对外贸 用，化学品生产商及出口化学品到中国的出     会议期间，瑞欧科技专家与CRC杨力高

易处（DFT）邀请，瑞欧科技（REACH24h 口商都面临着巨大挑战。据相关数据统计， 级工程师以及泰国DFT的主要负责人等，就

Consulting Group, China）与中国环境保 今年前11个月，泰中贸易超过415亿美元， 《办法》的实施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和泰方企

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CRC-MEP）参加了 增长40.5%，中国已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 业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与交流

于泰国曼谷Richmond酒店举行的“贸易在 伴国及最大的出口市场。继欧盟REACH后，

中国—为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做好准备”研 如何应对中国版REACH对泰国的本土企业来

讨会。该会议由泰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处举 说显得尤为重要。

办，来自泰国化学工业界、相关科研院所及     作为亚洲地区的知名化学品法规服务机
实验室的170多家企业近200名代表参加了会 构，同时有着欧盟REACH成功应对经验的瑞
议。 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欧盟REACH法规的第一批正式注册方落 China） 在 会 议 上 就 如 何 开 展 中 国 版

下帷幕，于今年10月15日正式实施的中国版 REACH的应对工作，为泰国企业作了详细讲

REACH——修订后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解分析，并指导企业如何进行数据缺口评估

办法》，又将所有涉及新化学物质生产、进 并满足数据需求。化学品登记中心杨力高级

口、使用的国内化工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 工程师则介绍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根据新《办法》，凡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 （7号令）》及《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六项

物质名录》的化学物质都被称为新化学物 配套文件及监管措施》。针对泰方参会代表

质，而未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的 提出的诸多问题，瑞欧科技及CRC专家都一

新化学物质将被禁止生产、进口和加工使 一作了详细解答。

。

图为 瑞欧科技专家陈建（左）与CRC杨力高级工程师（右）

及泰国DFT主要负责人（中）合影DEVELOPMENT 公司动态

DEVELOPMENT 公司动态

中欧橡胶轮胎协会召开高层对话会议

        10月26日，欧洲轮胎与橡胶制造商协会（ETRMA）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在布鲁塞尔召开了

欧洲与中国轮胎制造商之间的高层对话会议。

    10月26日，欧洲轮胎与橡胶制造商协会 正式生效执行的两个新轮胎法规——一般机 与欧方代表分享了在法规应对方面的经验。

（ETRMA）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 动车辆安全法规661/2009和轮胎标签法规 双方表示在会后会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欧洲与中国轮胎制造商之 1222/2009，以及欧盟对轮胎滚动阻力、滚 瑞欧科技愿为中欧企业在法规合规方面提供

间的高层对话会议。美国GOODYEAR（固 动噪声和湿地抓着力的标准测试方法，和欧 更多的帮助。

特 异 ） 、 米 其 林 MICHELIN、 德 国 盟对轮胎等级的划分标准。双方均对所涉及     本次中欧橡胶轮胎协会对话会议取得了
Continental、法拉利、横滨轮胎等来自中欧 的检测认证问题表示了极大关注。会议期 良好成效，为中欧双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
知名轮胎企业的共40余名高层管理者参加了 间，中欧代表在新法规、新标签、环保和有 奠定了基础，对进一步增进中欧双方相互了
此 次 会 议 。 瑞 欧 科 技 （ REACH24H 害物质控制方面进行了深入沟通，对于废旧 解，促进技术协同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China）总经理魏文锋先生应邀参加会议，并对 轮胎的处理和再利用技术也进行了良好的交

中国相关法规的情况进行了主题发言和介绍。 流。魏文锋总经理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相

关适用法规的情况，此外还解答了欧洲橡胶    会议围绕中欧橡胶轮胎行业各自关注的
轮胎企业在中国法规合规方面遇到的难题，问题，中方多关心欧洲将于2012年11月开始

    2010 年11月16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及其爱尔 处罚罚金可达15000欧元。瑞欧科技专家在会上作了专题讲座，详细

兰公司RCS（REACH24h Ireland）参加了由IDIS在法国沙特尔组 讲解了其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应对法规的要求，因为这个关系到从中国

织的REACH Meetings。会议聚集了众多行业的生产商、进口商、 进口化学品的进口商的切身利益。听讲人认真记录，并在讲座结束后

分销商代表，与服务提供商以一对一的形式，就欧盟REACH、 继续与专家们进行交流探讨。法国商会的Nadia女士在讲座后向瑞欧

CLP等化学品法规的符合性应对进行交流。 科技及RCS的专家详细了解了如何协助中国企业注册，以及持续注册

后的信息更新及信息传递等工作细节，重点讨论了安全数据表    由于本次会议与法国一年一度的化妆品、香水年会在一起举行，
（SDS）的制作及化学物质CLP下的分类。参会代表多为化妆品企业，对毒理学方面的数据要求比普通的化学物

质更高，对于暴露途径的考虑也较多。因此，瑞欧科技及RCS的专家     显然，REACH法规等越来越多的化学品法规对业界造成了很大

除了就目前热点的Qsar、reach-across数据可用性与企业代表进行 的冲击，企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日益凸显。随着REACH法规第一个

了讨论，还特别就非测试方法在人体健康方面运用的细节进行了深入 注册截止期的逼近，更是加剧了企业的困境。REACH24h专家团队愿

探讨。 为企业提供专业、优质的应对服务，以最佳方式、最优价格、最短周

期帮助企业顺利突破REACH壁垒。    在今年年初，法国政府就发起活动以帮助法国企业，尤其是中小

型企业（SME）在2010年11月30日REACH第一个注册截止期前顺  

利完成注册。与此同时，法国对于违反REACH法规的罚金在欧盟各

国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例如，对违反REACH下限制条款的最高行政

        2010 年11月16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及其爱尔兰公司RCS（REACH24H Ireland）参加

了由IDIS在法国沙特尔组织的REACH Meetings。

瑞欧科技及其爱尔兰公司RCS参加法国
REACH Meetings

图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部王振元博士到会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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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0月 15日 ， 由 中 国 环 境 保 护 部 发 布 的 中 国 版

REACH——修订后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根据新

《办法》，凡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化学物质都被称为

新化学物质，而未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将被

禁止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化学品生产商及出口化学品到中国的出

口商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为帮助国外企业及时了解法规的实施情况，瑞欧科技于11月3日在

布鲁塞尔召开“中国REACH法规技术峰会 布鲁塞尔 2010”。这是

瑞欧科技第三次在欧洲为国外企业举办此类会议。此次大会特别邀请

了中国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CRC-MEP）官员，现场讲解中

国REACH法规应对策略，吸引了来自欧盟总部、美国驻欧盟使团以及

欧盟各国业界知名化工、化妆品行业的共一百余名代表前来参会。会

议同时得到了欧洲化学品工业协会（CEFIC）、ReachCentrum和

Chemical Watch的大力支持。CEFIC全球化学品政策经理Leo 

Heezen在会上作了发言。
    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参会代表对于瑞欧科技可以邀请主管当局

在国外召开此类研讨会表示感谢，会议的全程英语讲解以及会议地点
    按照新《办法》规定，新化学品物质的登记需由中国注册登记的

的选择使他们可以十分便利地获取有关法规的第一手资讯，将来若在
企业或代理机构向中国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提交，经化学品登

应对过程中遇到难题还需瑞欧科技继续给予帮助。瑞欧科技则表示会
记中心审核后提交环保部。中国版REACH的实施更多得引起了国外政

进一步加强与环保部的联系，及时反馈信息，为国外企业提供有效的
府及包括默克、陶氏等行业巨头在内的国外企业的重视与关注。会

中国REACH应对解决方案。
上，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刘纯新研究员对新《办法》的主要修

改内容及其实施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瑞欧科技专家则针对新化学品物

质的申报程序、如何满足数据要求、以及如何有效节省应对成本展开
 探讨。参会代表对新《办法》的实施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表示了极大

关注，并围绕试验数据的获取、申报流程、指南文件的要求等方面提

出了诸多问题，刘纯新研究员与瑞欧科技专家一一作了解答。

    瑞欧科技总经理魏文锋指出，一部法规在颁布之初肯定有许多不

完善之处，新《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各种现实难题，需

要业界和主管当局加强沟通，提出并解决问题。为此，瑞欧科技特开

通中国REACH帮助平台，企业可向

chinareach.helpdesk@reach24h.com

chinareach.helpdesk@reach24h.com 提交在应对过程中遇到的各

类问题，瑞欧科技将及时把问题和意见反馈给官方。通过业界与主管

当局的协作，根据实际情况对《办法》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如此，相信

《办法》会不断趋于完善，中国的化学物质管理也将越来越趋于成熟。

瑞欧科技"中国REACH法规技术峰会 

布鲁塞尔 2010"成功召开

        为帮助国外企业及时了解法规的实施情况，瑞欧科技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REACH法规

技术峰会 布鲁塞尔 2010”。这是瑞欧科技第三次在欧洲为国外企业举办此类会议。

REACH法规动态

瑞 欧 专 家 原 创 文 章

图为 CEFIC全球化学品政策经理
Leo Heezen在会上发言

图为 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刘纯新研究员在会上发言

图为 瑞欧科技总经理魏文锋在会上发言
瑞欧版权声明：本书中的文章依法受版权保护，未经授权，不得复制、销售和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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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位  至 2010年截止期
接受处理的卷宗比例

1-10

10+

1%

99%

现场分离中间体

排除自动更新的情况。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至2010年截止期
接受处理的卷宗比例

86%

9%

4%

1%

表7 按企业规模统计

吨位  至 2010年截止期
接受处理的卷宗比例

1-10

10-100

100-1000

1000+

4%

2%

4%

90%

表8 按物质吨位统计的注册比例

吨位
 至 2010年截止期
接受处理的卷宗比例

1-10

10-100

1000+

3%

14%

83%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议论议题 事件数 百分比

收到询问总数

成员国主管机构

主管联络小组(DCG)

ECHA网络支持

ECHA信息支持

卷宗的提交

REACH-IT-用户管理

REACH-IT

CHESAR

IUCLID5

CLP

REACH 573

133

932

141

689

1561

1332

144

77

79

119

5780

9.90%

2.30%

16.10%

2.40%

11.90%

27.00%

13.00%

2.50%

1.30%

1.40%

2.10%

100.00%

欧盟REACH法规第一批注册正式落下帷幕 
约3400个物质及时赶上截止期

        2010年11月30日，REACH法规第一批注册正式落下帷幕。官方公布数据称，ECHA共收到4300个物质的24,675

份注册卷宗，其中包括3400个分阶段物质。

卷宗类型

注册

可转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总 计

接受处理数

至2010截止期**

17174

2692

857

20723

共计*

19702

3544

1429

24675

共计

14265

2699

1037

18001

完成数

至2010截止期

12312

1979

492

14783

*2010年1月1日-11月30日期间的卷宗更新。

**企业提交的表明符合2010年截止期标准的分阶段物质的卷宗。 

    ECHA表示，最终的统计数据将在未来几周内待所有提交的卷

宗都处理完毕后发布，其中将包含按“分阶段”和“非分阶段”统

计的数据。此外，ECHA官网上还将定期更新分阶段物质及已注册

的分阶段物质的总数。

    ECHA执行理事Geert Dancet及ECHA管理委员会主席

Thomas Jakl称赞11月30日是重塑欧盟化学品政策之路的重要里程

碑，并感谢欧盟各成员国同僚及欧盟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成功应

对REACH的企业表示祝贺。

    Dancet先生称，截止前最后4个小时里仍有大约300份卷宗提

交。通过系统显示卷宗提交失败的原因，ECHA对提交失败的企业

提供了电话帮助，但还是有67份卷宗未能成功提交，其中包括1份领

头注册卷宗。此外，在过去的6个月里，ECHA帮助平台共收到

500多次企业询问，并于注册截止前最后3个月里主动联系了近

500家企业，其中30%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SMEs）。ECHA在

2010年共举办16场网络研讨会，吸引超过10000位参会者。

表5 2010年6月-11月收到的询问统计

    根据统计，注册企业大部分是来自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比利

时，其中大约86%为大型企业，14%为中小型企业。Dancet先生指出，

注册中有19%为非欧盟生产商指定的唯一代表提交，这说明了非欧盟企

业成功地参与了物质信息交换论坛（SIEF）。

国家
至2010年截止期

数目 百分比

4727德国

英国

荷兰

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

西班牙

波兰

瑞典

芬兰

捷克

奥地利

希腊

罗马尼亚

挪威

爱尔兰

葡萄牙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丹麦

卢森堡

塞浦路斯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冰岛

马耳他

列支敦士登

总数

2430

1922

1838

1676

1504

1251

705

582

546

444

392

313

302

289

227

217

212

212

170

161

141

105

101

86

77

66

16

8

3

20723

23%

12%

9%

9%

8%

7%

6%

3%

3%

3%

3%

2%

2%

1.50%

1.50%

1.40%

1.10%

1.00%

1.00%

0.80%

0.80%

0.70%

0.50%

0.50%

0.40%

0.40%

0.30%

0.08%

0.04%

0.01%

100%

表6 各国接受处理的卷宗数

    Dancet先生表示，接下去一个重要步骤是公布卷宗中的数据。

ECHA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在其网站上添加物质。据悉，数据提取工具完

成后，大部分数据将于明年3月份起自动上传。在此之前，企业可使用插

件工具确认其注册卷宗中哪些信息将被公布，并决定是否要对某些信息

申请保密。目前，系统中不会显示注册人身份，然而ECHA表示将与管

理委员会及欧委会商讨，使系统在必要时可显示注册人身份。

    对于ECHA的另一项挑战则是要处理580份提交卷宗中的1548份测

试提案。Dancet先生预计将需要6个月的时间发布所有这些提案接受公

众咨询和评议。

    接下去几个月中，ECHA将核对分阶段物质的注册数与之前预计数

量之间的差异。ECHA表示注册数与委员会估计的数量还是相吻合的，

目前公布的数据仅是2010年的注册数，未包含2008年及2009年的注册

数。Dancet先生强调，除确认注册物质外，ECHA还将核对注册物质清

单，重点审查没注册的物质。

问题 描述 数量

卷宗完整性

法人身份改变

与领头注册人的关系

总数

13

20

10

15

21 无欧盟制造商的SIEF

0

2

17

2

*包括单独提交非分阶段物质的注册人。

**每位领头注册人下的成员注册人数。 

表4 得到REACH主管联络小组帮助的注册人

表3 技术完整性核查失败比例

卷宗类型

注册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1%

2%

1%

至2010截止期

接受处理中 成员/领头比率**

联合领头注册人

联合成员注册人

单独注册人

12%

82%

6%

6.7

表2 提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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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欧盟REACH法规应对，企业还需要做什么

注册，在注册截至期限之前都可以继续生产

或进口。

    对于注册截至期限在2010年的物质，

ECHA明确声明只要在截至期限前提交了注

册卷宗，在截至期限后都可以继续生产或进

口。因为卷宗提交后，还要等待ECHA的审

核，短时间内不能拿到注册号。对于目前已

经提交了卷宗但还没有被ECHA接受，或者

领头注册人卷宗没有通过审核，还需要继续

提交等原因，暂时没拿到注册号的情况，企

业可放心的告知进口商：卷宗已经提交，生

产和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对于目前已经拿到注册号的企业，要注

意注册号的正确使用。进口商要严格遵守

OR提交注册涵盖的物质信息（物质成分、纯

度、杂质含量等）和用途信息。企业应告知

进口商：OR只对注册涵盖的物质和用途负

责，若进口商将注册号用于注册涵盖的范围

    之外，进行另一物质的进口活动，或私自更

改物质的组分信息等，被执法当局查处后，    2010年，轰轰烈烈的REACH注册第一 办法进行了汇总，以期对广大企业有所帮助
需要自行承担责任！个浪潮已过，有很多企业都陆续顺利完成了     2011年国内企业REACH注册准备, 截

注册，有些企业已经拿到了注册号。2010     对于注册截至期限在2010年，但在截至止到2010年12月1日，绝大多数的高吨位及
年，对广大中国企业应对REACH法规来说， 日期前未提交注册卷宗的物质，在截至日期高毒性的物质已经完成了REACH注册。在接
是收获颇丰的一年。不仅顺利完成了注册， 前已经生产或者进口的物质，可以继续在市下去的2011年里，除了新化学物质外，高危
保持了产品在欧盟市场的合法身份，更通过 场上流通。但在截至日期后不允许再进行生害（CMR1,2类）的化学物质同样需要完成
参与注册，扩大了企业与其他SIEF成员的交 产或进口活动，至到注册完成后才能回复该注册后才能合法投放欧盟市场。另外，需要
流。同时也为企业日后应对更多的化学品管 物质的生产和进口。在2013年完成注册的物质，已经开始在做
理法规，取得各地市场的准入证积累了宝贵 REACH注册的前期工作（物质统一性标准确     此外，企业在成功完成注册，并拿到注
经验。但是，2010年仅是REACH注册拉开 定，注册意向初步调查等等）。根据第一批 册号以后，需要更新SDS，并对危险化学物
了帷幕，REACH注册是一场持久战，还需要 REACH注册的经验来看，如果是REACH非 质 开 发 eSDS( Extended Safety Data 
企业有足够的耐心。 做不可的前提下，积极参与REACH注册过程可 Sheet)。 将注册号传递给下游用户，并开发

    在2013年，REACH第一个注册截止日 以保证按时完成REACH注册，否则将可能面临 暴露场景，将产品的危害信息、暴露信息和

期已经过去而2013及2018后续的REACH截 临近注册截止期，而不能完成注册的厄运。 风 险 表 征 、 以 及 风 险 控 制 措 施 等 通 过

止日期还比较遥远的时候，很多企业对接下 ESDS传递给下游用户。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
去的REACH应对工作有很多的疑问。完成注 建议企业在2011年：
册的物质，是不是有注册号就足够了？我的

1）梳理自己产品中的新化学物质、高危害
物质预注册时，缓冲到2013年，但现在进口     列入授权物质清单的物质，完成注册以

（CMR1,2类）的化学物质；
商现在就和我要注册号，我该如何应对？我 后，ECHA会进行授权评估，进而对某一用

2）结合自己的产品特点及发展，梳理自己的的注册号需要在SDS上体现吗？我的产品吨 途做出授权使用。除非ECHA对某一用途给
重点产品；位 是 100-1000吨 /年 的 级 别 ， 关 于 与限制使用的决定，否则在任何情况下物质

REACH注册我现在能做哪些工作？物质被列 作为某一个用途的使用都不会受到限制。企3）与供应链上的欧盟进口商积极联系沟通，
为高关注度物质，应该怎么办？……广大企 业在提交注册卷宗的时候，已经对目前的使确定最终的应对方；
业在对欧贸易中还面临着较多的困扰，如进 用用途提交了充分的数据资料，并作了风险

4）寻求专业的化学品法规服务机构，制定合
口商对产品是否有注册号的询问，对物质被 评估，保证现有使用是风险可控的。因此，

理有效的应对方案。
列入候选物质清单的担忧等。已经完成注册 进口商大可不必担心“SVHC”物质的使

的企业，如何在贸易过程中正确使用注册 用。

号，如何将信息传递给下游用户等问题。瑞
    对于注册截至期限在2013年和2018的

欧科技（REACH24h China）的专家对企
物质（吨位小于1000吨的普通物质，吨位小

业当前应对REACH法规的常见问题以及解决   
于100的R50/53物质），只要物质进行了预

授权物质清单， SVHC

关于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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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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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网站： h0571-87007566    www.reach24 .cn

瑞欧科技 宋敏

VIEW 专家观点

REACH注册预警：
ECHA查询卷宗审核周期过长，可能影响企业正常对欧贸易

    欧盟REACH法规中，有一类物质(新物质，CMR1，2类物质)在注

册前必须向欧洲化学品局（ECHA）提交一份查询（inquiry）卷宗，得

到ECHA的查询报告回复后。再行制作注册卷宗，从而完成REACH注

册。按照REACH法规的规定，查询是这类物质完成注册的必要的过

程，在注册卷宗中查询号码是必须的信息。

    在2010年，ECHA公布的对查询过程的处理时间的统计显示，绝

大多数（90%）的查询卷宗在30工作日内完成，只有极少数（不超过

5%）的查询卷宗的处理时间大于36个工作日。瑞欧科技

（REACH24h China）提交的查询卷宗，也大多会在20－30个工作

日得到ECHA的反馈。

    然而进入2010年10月份以来，ECHA接到查询卷宗的数量大大 小知识：
增加。据ECHA统计：2010年10月份ECHA在处理查询卷宗的数目

查询卷宗的内容：
为993个；2011年1月中旬，ECHA在处理查询卷宗的数目为激增为

1）申报人详细信息1589个。相比而言，在2009年ECHA处理的全年的查询卷宗数约为

1400个。与查询卷宗激增而来的，就是ECHA查询卷宗处理时间的急 2）计划REACH注册物质的识别信息（纯度、杂质、谱图信息）

剧加长。据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统计，进入2010年10月 3）自己需要的数据等
份以来，瑞欧科技已提交查询卷宗10多份，目前只有5份得到ECHA的

ECHA查询报告内容：
反馈。ECHA对查询卷宗的处理时间普遍为2个月到4个月之间。

1）你计划注册的物质，前期在欧盟是否有人注册过及具体的联系方式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广大企业，如果

2）你要求的数据，前期注册人是否已经提交过；
REACH注册物质属于新化学物质或CMR1,2类物质的，请务必及时

3）当前，欧洲其他的查询者（潜在注册人）的信息尽早进行物质的查询工作以免影响正常的对欧贸易。

瑞欧科技   白利强 

VIEW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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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授权使用之外，SVHC物质在供应 规规定供应商并不需要向下游用户提供任何 的物质除外）的分类标签和包装需要严格按

链上的信息传递与其他危险物质基本相同。 “不含SVHC”之类的声明。 照CLP法规执行，2011年将全面进入CLP法

列入候选物质清单，并不会改变物质的分类 规的执行阶段。因此，企业应该引起极大关

信息。含有SVHC的物质或混合物的进口 注，积极与进口商沟通，帮助进口商顺利完

商，与其他物质一样，履行常规的SDS传递     除了应对供应链信息传递之外，企业还 成CLP通报。在CLP法规下，企业需要在实

义务。唯一不同的是，含有SVHC的物品供 应该注意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CLP通报。 际发生进口或生产活动后的一个月内完成注

应商，需要向下游用户传递物品中含量大于 按照法规规定，进口商有履行CLP通报的义 册的CLP通报工作，否则就视为违法。

0.1%的SVHC。除此之外，按照REACH法 务。2010年12月1日以后，物质（混合物中

CLP通报



欧盟海关已逐步介入REACH执法

    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是由 草案，并已对CLP执法人员进行执法培训， 物 因 违 反 REACH法 规 接 受 审 查 期 间 ，

27个成员国构成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各个成 下 一 步 工 作 即 协 助 海 关 执 行 REACH及 HMRC有权对其进行扣留。根据德国的规

员国实施统一的海关法典，欧盟共同的海关 CLP执法。 定，因疏忽注册造成的违反行为将被处以高

规则已超越了关税同盟，随着共同关税的推 达10万欧元的罚款；因疏忽授权造成的违反   自 2009年 4月 ECHA启 动 第 一 次
行延伸到贸易政策的所有方面。据中国海关 行为，将被处以1年监禁或适当罚款；若对人REACH联合执法以来，欧盟方面已实施了
统计，2009年中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同比下 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则将被判以最高200多项REACH联合执法检查，除了之前传
降了14.5%，中国贸易顺差也较去年有所削 5年的监禁。目前德国海关官员正在接受出的比利时海关检查美国化工出口企业的预
减。究其原因，除金融危机、贸易壁垒，还 REACH法规执行的专门培训，注册截止日期注册证书事件外，欧洲新闻媒体还陆续报道
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欧盟海关已逐步介入 一到，欧盟诸多国家可能会参照德国海关的了意大利、法国、德国、芬兰等海关抽查
REACH执法。因为REACH，中欧贸易大受 标准实施，这将对中国与化学品有关的产品REACH符合性文件。而中国出口产品因
影响，家电纺织、服装、鞋业、玩具、轻 带来一次严峻考验。届时各个执法当局将加REACH法规受阻的消息也在欧盟RAPEX快
工、电子、汽车、制药等均将受到波及，整 强对吨位涵盖证明的监管，迫使进口商履行速通报系统中频频出现，被通报数位于被通
个贸易格局乃至其上下游产业格局都将面临 REACH法规；进口商会更加紧张产品中是否报国家的首位。
一次重大洗牌。 含有高关注物质（SVHC）；产品是否已附

   RAPEX（The Rapid Alert System 
上符合REACH、CLP法规的安全数据表    欧盟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REACH处罚 for Non-Food Products），即欧盟非食用
（SDS）；产品是否已做过CLP通报等等。措施，除加强对境内公司进行REACH检查之 消费品快速通报系统，中国因涉及欧盟

外，各大海关也加强了外来产品的进口检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REACH法规受阻被各国海关当局拒绝产品进
查，大量中国制造因违反REACH而被欧盟海 企业一方面要严格执行REACH法规下对于产口的通报，其中大部分因为违反REACH法规
关滞留港口。与此同时，自CLP法规执行 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并积极研发、降低成附件17，即对某些危险物质、配制品和物品
后，进入欧盟市场流通的化学品如未根据法 本、提高质量、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制造、投放市场和使用的限制。
规要求更新安全数据表和分类标签，也遭遇 面在产品出关前也应及时准备好REACH相关

    欧盟各国对REACH法规的执法力度各不
了货物滞港、退货、罚款等困境。因此中国 文档；瑞欧科技将竭诚为企业服务，帮助企

相同，其中英国和德国的处罚力度最为严
对欧出口当有远谋，不仅是出口结构的调 业成功应对欧盟法规，跨越REACH壁垒。

厉。英国除设定非常高的罚款外，直接执行
整；同时也需积极应对欧盟技术性贸易壁

刑事处罚；且在2008年底前英国税务海关总
垒，不再囿于欧盟海关的牵绊，导致贸易之

署HMRC就获得了REACH执行权利；当货
路自到达欧盟港口就无功而返。

    回眸2008年，应REACH法规及执法要

求，各成员国执法当局代表成立“REACH执

法信息交流论坛”（Foru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Enforcement，以下简

称FORUM），欧洲化学品管理署（以下简

称 ECHA）通 过 FORUM协 助 执 法 ，

FORUM以负责执行该论坛和CLP法规的主

管当局网络进行信息的交流，并统一协调

REACH和CLP执法相关的活动。在2009年

5月Forum第四次会议上，负责研究与海关合

作领域的工作小组正式成立，且与海关合作

的计划被列为高度优先。

  日 前 由 瑞 欧 科 技 （ REACH24h 

China）联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及

DR. KNOELL CONSULT GmbH（德

国）举行的2010亚欧REACH法规技术峰会

上，FORUM秘书处Ulrike Kowalski女士再

次确认目前已制定了海关介入REACH执法的

江艳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50    邮箱：jy@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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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 江艳

揭密真正的智能测试策略（ITS)

    目前，一些国内机构大肆宣扬：可以利用(Q)SAR等非测试方法 QSAR中的经验表明，这些方法可以用于部分的化学品评估，但在欧

获得注册所需的数据，不再需要实验室测试，为企业节省数据费用， 盟REACH法规下，并不是总能满足风险评估或化学品分类的要求，

美其名曰之智能测试策略（ITS）。事实上，非测试方法就是智能测 在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下，非测试方法获得的数据就被

试策略吗？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接下来就为大家揭 主管当局婉拒于门外，只能作为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参考数据而已。

开这层神秘的面纱，阐述真正的智能测试策略。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为减少不必要的动

    智能测试策略：Intelligent/Integrated Testing Strategy，是人 物实验，降低数据成本，应该考虑运用智能测试策略方法，而不是一

们在对大量的化学品进行危害评估和风险评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 味地追求QSARs等非测试方法的使用，尤其是那些还未得到广泛验

优化的获取缺口数据的策略，主要目的是为避免大量的动物测试，降 证的非测试方法。在使用非测试方法前，也一定要考虑到当地法规的

低数据获取的成本，以及加快评估的进程。美国、加拿大、OECD等 要求。

国家或机构在有关化学品法规的实施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

ITS应用的经验。

    通常，智能测试策略由以下六部分组成：1）化学品分类和交互比

对（grouping/read-across）；2）QSARs 和SARs；3）毒理学

关注阈值（TTCs）；4）基于暴露信息豁免（Exposure-Based 

Waiving）；5）体外测试方法；6）优化的体内测试。简言之，智能

测试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测试方法和非测试方法，并不是现在盛

传的非测试方法。

    非测试方法，只是智能测试策略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获取数据的

手段而已，而智能测试策略（ITS），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一

种如何减少动物测试，降低数据成本的策略。其和大家熟知的“统筹

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以最经济省时的手段达到目的。从

图1可以看出，在判断物质是否具有降解性时，智能测试策略方法与非

测试方法的差异。

    非测试方法，相较于测试方法，由于所需成本低，周期短而受到

很多人的追捧。然而，非测试方法QSARs，从开发到最终运用至少

需要10年的时间，其数据有效性是需要不断地和动物实验数据进行验

证的，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动物实验，尤其是复杂的毒性数

据。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即使是目前认为是最

成熟有效的QSARs方法也并不是万能的，每个QSARs模型都有本身

的适用性。不同的QSARs 模型，都有其特定的物质适用范围和预测

目标，即使同一个QSAR模型，不会也不可能预测所有物质的所有毒

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因此，QSARs方法的使用，一定要谨慎。

虽然好的QSARs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一旦

QSARs模型选择失当，由此获得的数据误差会非常大，这样造成的

后果不仅不会节省成本，更会影响企业的产品的上市计划，显得得不

偿失。

    非测试方法，也会受到各个国家法规要求的影响。如美国，加拿

大和OECD在化学品分类和交互比对（grouping/read-across）和

是否可以得出物质具体由降解性的结论？

筛选测试:
1 易生物降解测试；
2 水解测试；
3 直接光解测试；
4 修改的易生物降解测试；

非测试

方法

的应用

可获得的数据：

1 生物的或非生物的降解测试数据；

2 QSARs和grouping/read-across预测数据；   

3 其他相关信息，如水溶性，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kow）等；

是否可以得出物质具体由降解性的结论？

否

否

1 如果需要，运用增强易生物降解设计和测试；

2 模拟降解测试；根据需要，考虑地表水，

  土壤还是沉积物模拟测试。

   是  
停止

   是  
停止

图1 判断物质是否有降解性的智能测试策略（ITS）方法

瑞欧科技 李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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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REACH注册号，

勿忘传递eSDS

        REACH法规所要求的基本原则——“无数据，无市场”刺激着企业对

法规予以遵守，随着201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第一批物质紧张但有序的

REACH注册进程在这一原则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与此同时，完成注册的

企业都在思虑着是否拿到注册号就能完全符合REACH法规的要求？

    “国内某某企业的货物在海关被查，要 有效控制风险”的措施。暴露场景在内容上 3. ECHA对SDS(eSDS)的监管
求出示注册号方能过关，或者要求出示注册 主要分类以下四部分：1）暴露场景的标

    在化学品的国际贸易中，客户常常在购相关文件”等消息不断从业界传来，使众企 题；2）确定用途下的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
买化学品前，向供应商索取SDS/eSDS，经业掉入一个误区：“一号在手，畅通无 施；3）暴露评估，相应的DNEL/PNEC及
审核，符合条件者才有资格同采购部门进行阻”。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得出的RCR值；4）对下游用户的指导意
下一步的商务接触，持有符合REACH法规Group China）专家需再次提醒企业，注册 见。eSDS的重要性在于，按照REACH法
的SDS/eSDS将是一张畅行欧盟贸易市场的号被检查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企业需要重 规的规定欧洲下游用户需要遵循eSDS暴露
通行证。视的是随着注册完成后带来的其他合规要 场景部分的操作条件和风险管理措施。如果

    目前欧洲化学品管理署执法论坛已经成求，切不可因小失大，其中符合REACH法 物质供应商不能提供规范的eSDS，ECHA和

熟，各成员国已根据法规第126条指定了违规的安全数据表（SDS）及扩展的安全数据 欧洲的工业协会都建议下游企业更换能提供

反REACH的相应处罚措施。根据ECHA发表（eSDS）的更新便是注册完成后企业首 标准eSDS的物质供应商。

布的报告显示不同国家的处罚方式各异，要面临的监管之一。从ECHA（欧洲化学品
2. 什么情况下需要提供eSDS SDS（eSDS）作为REACH执法行动中的管理署）2010年公布的REACH执法报告中

一项重要内容，各成员国早已指定了有力的也可以发现，除了注册号的监管之外，     REACH法规中对eSDS的要求如下：
违规处罚措施。如德国有害物质法令SDS和eSDS无疑是2011年REACH执法的

    法规第14（1）（4）条规定，注册物质
(GefStoffV)对SDS（eSDS）要求规定若信重中之重。

吨位大于等于10吨/年的在注册时必须进行化
息提供不正确、不完整或更新不及时等都属

学品安全评估（CSA-Chemical Safety 
1. SDS和eSDS的区别是什么？ 违规行为，若eSDS与CSR或暴露场景中的

Assessment ），编写化学品安全报告
内容不一致也属违规，最高罚金可达    众所周知，REACH法规下的SDS是化 （ CSR-Chemical Safety Report）；且
50,000欧元。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对于违反法学品生产或销售企业按法律要求向下游用户 对于其中有危害分类或评估为PBT/vPvB的
规第31（7）条分别给予罚款措施，最高金提供的有关化学品危险特性的一份包含16部 物质必须为其确定的用途开发相应的暴露场
额可达60000欧元。分内容的综合性法律文件。安全数据表 景；
   （SDS）作为供应链上传递信息的工具，可

    法规第31（7）条规定，供应链上需提
谓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据了解大多企业已开      交CSR并已准备了相关暴露场景的任何行为
始重视SDS的法规符合性编写，同时也了解       人，应将相应暴露场景作为附件附在涵盖确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及时更新SDS，如1）注

定用途的SDS之后。
册完成后需将注册号列入SDS；2）产品的

    企业在完成正式注册后，对于大于等于
分类标签发生变化；3）产品的风险管理措

10吨的有危害分类或评估为PBT/vPvB的物
施发生变化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对

质，必须在涵盖确定用途的SDS后添加相应
eSDS的符合性要求，企业仍处于模糊状

的暴露场景。且SDS主体部分的内容和
态，甚至有的企业还未曾了解到。

CSR及ES中的必须保持一致，如SDS第
    所谓eSDS，全称为Extended Safety 

1.2部分的用途信息，第7部分的操作存储条
Data Sheet，即扩展的安全数据表，指有

件，第8部分DNEL/PNEC浓度限值及个人
暴露场景作为附件的安全数据表。暴露场景

防护措施等等。
主要描述物质在生命周期中的如何制造及使

    而针对中间体或小于10吨/年的这类不需
用至成为废弃物这一系列操作条件和风险管

要提供CSR的注册物质，也就不用开发暴露场
理措施，以及制造商或进口商如何控制和建

景，只需提供普通SDS主体16部分内容即可。
议下游用户控制其对人体和环境的暴露，即

描述危险品的“安全使用条件”或者“如何

瑞欧科技 王肖梅

    日前，荷兰某知名企业的SDS收到主管 景部分，因此需要企业自己进行暴露评估， 用途很多会导致eSDS的附件很多很长。

当局的检查，因多项内容不符合REACH法 开发相应用途的暴露场景。暴露场景的制作 ECHA指南文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

规的要求，被勒令限期修改，若仍不合要求 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制作者不仅需要 可以将多个用途的暴露场景整合进一个暴露

将 处 以 罚 款 等 处 罚 措 施 。 瑞 欧 科 技 对整个CSR的结构及其个章节内容理解透 场 景 ， 瑞 欧 科 技 （ REACH24H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彻，对暴露评估所涉及的各种工具也必须了 Consulting Group China）专家有丰富经

China）对该企业SDS进行了专家审核，发 如指掌。在拿到这类CSR制作eSDS会存在 验帮企业制作简洁而完整的整合暴露场景，

现其中的一些内容的确不符合 CLP和 较大困难，因此需要企业审慎对待，寻找专 为企业提供合规的eSDS向下传递。

REACH的 规 定 。 最 终 ， 在 瑞 欧 科 技 业的机构进行CSR的编写核对和暴露场景的
5. 结束语(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开发，从而完成合规的eSDS。

China）专家的指导下该企业顺利通过当局     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eSDS的重要性在于暴露场景的完整
的再次审查。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盟进口商对 Group China）专家自2007年REACH法 性。由于暴露场景描述了物质或配制品在整
于企业提供的SDS已有了更直接、明确的要 规生效以来，一直密切跟踪法规及众多指南 个生命周期的安全使用条件，因此下游客户
求：符合REACH、CLP法规；且最近多家 文件的相关动态，CSR/暴露场景开发和制 的用途应确保被包含在企业提供的eSDS暴
企业的产品在海关清关过程中被要求必须出 作方面的专业性在行业内首屈一指。 露场景中。若其下游客户的暴露场景有差异
具符合法规要求的SDS等等。瑞欧科技 或者用途未涵盖在eSDS暴露场景中，此时    其次，瑞欧科技已严格按照ECHA于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即使企业已获得该物质的注册号，产品也不2010年5月份出台的最新标准暴露场景的要
China）专家针对此类事件指出，目前执法 能在欧洲市场上合法使用，否则将面临主管求制作。较之旧版要求，新版的暴露场景在
当局的执法制度相当严格，企业切不可抱侥 当局处以巨额罚款的风险。结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9部分内
幸心理，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容 整 合 分 为 4大 部 分 内 容 。 瑞 欧 科 技     瑞欧科技（REACH24H Consulting 

（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Group China）专家再次提醒企业，若企
4. 为什么选择瑞欧科技

China）在其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 业已完成正式注册需要提供eSDS的物质未

的暴露种类开发了4种基础模板，因此对接收 向下传递含暴露场景的eSDS将面临两大风(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China)

eSDS的下游用户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下 险：一是被ECHA执法当局处罚，二是下游
    对于众多国内企业，由于没有完成注册

游用户可以直接从eSDS中查到对应的用途是 用户有可能寻找新的供应商。因此不要将目
所需要的数据，只能和LR联合提交，采用

否被包含，操作中如何控制风险等。 光仅限于注册号是否拿到，更要警惕注册后
购买LoA完成REACH 注册工作。瑞欧科技

的其他相关配套文件，如eSDS的制作，给  再 次 ， 瑞 欧 科 技 （ REACH24H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China）专家
进口商的吨位涵盖证明等。Consulting Group China）专家凭借多年在制作eSDS的过程中发现，鉴于第一批完

化学品安全法规研究经验及危害评估相关知成注册物质时间紧迫，很多LR提供的

识，在暴露场景的内容撰写方面保证准确且CSR并不规范，尤其是第9部分暴露场景和

详尽。在制作暴露场景的过程中，最基本的第10部分的风险表征信息不完整。更残酷的

操作为一个用途一个暴露场景，企业物质若是部分LR不提供CSR的Part B或者暴露场

王肖梅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1    邮箱：wxm@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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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助剂REACH注册现状分析

1. 橡胶助剂类别及其REACH义务

    橡胶助剂产品是指橡胶行业加工过程中使用的一大类添加助剂，

用作改善橡胶产品性能及降低能耗等，主要有硫化剂（如

DTDM，BPO），促进剂（如TMTD，CBS，TBBS，MBTS），防老

剂（如4010NA，TMQ），防焦剂（如CTP）及其他阻燃剂，胶黏

剂，增塑剂，偶联剂，分散剂，补强剂，硫磺，炭黑，氧化锌等等。

    REACH法规涵盖了在欧盟制造、进口或投入市场的全部化学物

质，既包括化学物质本身、配制品中的物质，也包括物品中所含的化

学物质，范围很广。大多橡胶助剂属于“物质”范畴，在REACH法

规下需要履行的义务：

1) （后）预注册/正式注册：出口到欧盟市场的橡胶助剂物质必须完

成（后）预注册/正式注册后才能合法在欧盟市场上销售。

2)  供应链上信息传递：多数橡胶助剂物质有危害分类，因此根据 MBTS（CAS#120-78-5）、 DCBS（CAS# 4979-32-2）、
REACH法规第31条，企业需要为此制作合规的SDS向下传递，同时 CBS（CAS# 95-33-0）、 TBBS（CAS# 95-31-8）、
随着CLP法规的实施应及时更新分类标签相关内容。 SMBT（CAS# 2492-26-4）和ZMBT（CAS# 155-04-4）。

    对于橡胶助剂下游行业的橡胶物品，在REACH法规下还需谨慎     防护体系助剂主要在欧洲协会Paraphenylendiamines（PPD） 
应对高关注物质（SVHC）的检查。 consortium的主导下展开REACH正式注册相关工作，该协会成员有

General Quimica S.A., Lanxess Deutschland GmbH, 2. 橡胶助剂REACH正式注册进展
Sinorgchem Europe B.V., Solutia Europe SPRL/BVBA。其下

覆盖物质包括4-ADPA(CAS# 101-54-2); 6PPD (CAS# 793-
    根据REACH法规要求，大吨位（吨位大于等于1000吨/年）的物

24-8)，77PD(CAS# 3081-14-9)，7PPD(CAS# 3081-01-
质，或者高危害高风险（分类为R50/53且吨位大于等于100吨/年的物

4)，IPPD(CAS# 101-72-4)等。以上物质除了IPPD的领头注册人
质，或者分类为CMR1/2类且大于等于1吨/年）的物质，均需在2010年

为 Lanxess Deutschland GmbH，其 余 四 者 LR均 为 Solutia 
11月30日前完成正式注册，才能合法地在欧盟市场上进行贸易。

Europe SPRL/BVBA，且都已完成正式注册拿到注册号。
橡胶助剂类物质很多被分类为高危害、高风险的产品，如促进剂

CBS、MBTS都被分类为R50/53，因此大于 100吨以上就需在
    欧盟企业对于REACH法规下橡胶助剂的正式注册工作极其重

2010年底前完成正式注册。2010年对于REACH法规实施发展是至
视。2010年第一个注册截止期，橡胶助剂的注册大多集中在硫化体系

关重要的一年，同样对于橡胶助剂的正式注册也是关键性的一年。在
助剂的注册。其他橡胶助剂物质，如炭黑、白炭黑已由领头注册人

2010年，国外需橡胶助剂企业纷纷组建相应的物质协会，在SIEF中展开
Evonik Degussa GmbH主导完成正式注册；DUSLO, A.S.作为防

橡胶助剂正式注册的积极应对，力求在2010年底顺利完成正式注册。
焦剂CTP的LR也已成功获得该物质的注册号等。

    欧洲协会Sulfenamide/Thiazole Consortium主要负责硫化促进
    据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剂的REACH正式注册相关工作，该协会成员有LANXESS，FLEXSYS 
2011年2月16日，已完成正式注册的各类橡胶助剂物质大致有如下二

及 GENERAL QUIMICA。其下共覆盖了如下8种橡胶促进剂：
十多种：

MBS（CAS# 102-77-2）、MBT（CAS# 149-30-4）、

瑞欧科技 王肖梅

       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发展迅猛，生产企业众多，是全球最大的橡胶助剂生产与消费国，超过三分之一产品供出

口，其中欧盟市场占有很大比例。随着REACH法规的实施，很多产品可能因缺少“准入证”而被欧盟市场拒之门

外，同时给其下游橡胶行业的出口、生产与发展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过去几年的REACH应对服务过程中，瑞欧科

技（REACH24h China）积累了丰富的橡胶助剂类产品REACH应对经验。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将详

细的介绍橡胶助剂类产品在2010年的REACH注册情况，以供国内的企业在REACH应对略做参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助剂名称

NOBS

TBBS

MBTS

DCBS

CBS

TBBS

MBT

ZMBT

4-ADPA

6PPD

77PD

7PPD

IPPD

ZDBC

ZBEC

TP

SDMC

SDEC

SBEC

CTP

炭黑

二氧化硅

CAS号

102-77-2

149-30-4

120-78-5

4979-32-2

95-33-0

95-31-8

2492-26-4

155-04-4

101-54-2

793-24-8

3081-14-9

3081-01-4

101-72-4

136-23-2

14726-36-4

136-30-1

128-04-1

148-18-5

55310-46-8

17796-82-6

1333-86-4

7631-86-9

EC 号

203-052-4

205-736-8

204-424-9

225-625-8

202-411-2

202-409-1

219-660-8

205-840-3

202-951-9

212-344-0

221-375-9

221-374-3

202-969-7

205-232-8

238-778-0

205-238-0

204-876-7

205-710-6

259-587-9

241-774-1

215-609-9

231-545-4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普通全卷宗

现场分离中间体

-

现场分离中间体

-

-

-

-

-

-

现场分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现场分离中间体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

-

-

-

-

-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

-

-

-

-

-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可转移分离中间体

Lr提交的卷宗类型

同时符合REACH和CLP法规的安全数据表 导致部分企业产品甚至可能选择退出欧盟市3. 助剂企业注册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SDS。 场。此外，由于橡胶的加工过程中需要很多不

    根据LR发布的众多助剂物质信息显示，
同品种的橡胶助剂，这些物质绝大多数需要注    在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今天，以安全、

一些在原67/548/EEC指令/CLP法规下无危
册，这样将会严重影响下游行业产品出口，使环保、节能为中心，发展绿色化工推动清洁生

害分类的物质，LR在注册过程中基于收集的
本来经营艰难的橡胶行业出口更是雪上加霜，产成为我国橡胶助剂工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

可用数据评估得出了新的危害分类（如
迫使轮胎企业掉头去开拓欧盟以外的市场，也展战略。企业应警惕优胜劣汰，注意生产工艺

R50/53）。根据REACH法规第31条，企业
势必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绿色化。强化副产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加快技

需要为有危害分类的物质更新SDS并传递至
术进步，开发与推广清洁工艺，将污染和副产     我国橡胶助剂企业若不紧跟REACH步

下游用户；同时应进行分类标签更新；若配制
物消灭在工艺中。在应对欧盟法规同时，企业 伐，将给自身出口贸易造成巨大障碍。因此，

品中有害物质超过一定浓度限值，影响整个产
应严格贯彻预防原则，警惕责任，转变观念， 国内企业应该积极应对。我们只有正视它、重

品分类时，也需要更新SDS及分类标签。
全面剖析自身产品，从源头控制自身贸易的是 视它，充分准备、直面迎接、从容应对，才是

    需要注意的是，和REACH法规不同，对
绿色合规产品。 上策。随着2010年第一批正式注册的顺利结

于出口欧盟的物质和配制品，即使出口吨位量
束，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建

低于1吨/年也必须同时应对CLP法规。物质 4. 结束语
议企业选择专业的REACH 服务商，加强与

和配制品在相应的缓冲日期后必须按CLP法
    虽然国外企业已完成了大多的橡胶助剂 国外协会或领头注册人及其他重点橡胶助剂公

规进行分类，标签与包装。企业必须根据
REACH正式注册，但是大部分橡胶助剂的 司的联系，尽早完成REACH注册及供应链上

CLP法规对产品重新进行分类和标签；需重
LoA费用都较昂贵，过高的REACH注册费用 的信息传递，以便抢占欧盟市场先机。

新对产品进行包装；向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使大多本来利润就不高的国内企业难以承受，

（ECHA）进行通报（Notification）；提供

王肖梅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1    邮箱：wxm@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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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应对有术    橡胶助剂期待叩开欧盟大门

        REACH强力冲击橡胶助剂行业，包括硫化剂(交联剂)、硫化促进剂、硫化活性剂、防焦剂、防老剂、软化剂、

增塑剂等主要品种，还有着色剂、发泡剂、阻燃剂等可与塑料助剂通用。

REACH强力冲击橡胶助剂行业

CZ/CBS 了解客户REACH要求最重要

    橡胶助剂包括硫化剂(交联剂)、硫化促

进剂、硫化活性剂、防焦剂、防老剂、软化

剂、增塑剂、塑解剂和再生活化剂、增粘

剂、胶乳专用助剂等主要品种，还有着色

剂、发泡剂、阻燃剂等可与塑料助剂通用。

目前,橡胶助剂产业已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硫

化促进剂和防老剂两类主要助剂的产量大约

为生胶消耗量的4％。我国是橡胶助剂的生产

大国和消费大国，在整个橡胶行业中有着至

关重要的地位，2008年我国橡胶助剂总产量

为60万 t，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其中

30%出口，且出口量逐年增长。

    在REACH法规中，橡胶助剂属于“物

质”范畴，即出口到欧盟市场的橡胶助剂必

须完成（预）注册后才能合法销售。同时欧

盟 REACH法 规 规 定 大 吨 位 （ 大 于

1000t/a）、 高 毒 性 （ CMR1&2，大 于

1t/a）、 环 境 毒 性 （ R50/53，大 于

100t/a）的物质必须在2010年11月30日前

完成注册，否则将不能合法地投放欧盟市

场。

    促进剂CZ/CBS和促进剂MBTS是中国橡胶

助剂行业产量较大的两类，它们应对

REACH法规的举措及其在REACH法规注册

的最新进展，对于其他助剂种类有着很好的示

范和引导作用，因而备受瞩目。

    在RACH法规中，促进剂

CZ/CBS(CAS：95-33-0)属于物质范畴。

根据欧盟相关分类的法规67/548/EEC，促

进剂CZ/CBS分类为R43和R50-53（注：

R43为皮肤接触会产生过敏反应，R50-

53为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

的长期不良影响）。根据REACH法规的相

关规定，分类为R50-53的分阶段物质，如

果吨位超过 100t/a则需要在 2010年 11月

30日前完成注册。故对于每年向欧盟出口

CZ/CBS超过100t的中国企业需要在今年

11月30日前完成正式注册。

瑞欧科技  白利强

促进剂CZ/CBS在REACH法规中的责任和     需要国内企业注意的是，这些谱图信息     (1) 注册意向调查结果  2010年将有

义务有： 是REACH注册卷宗中必备的数据，并且在 11位SIEF成员完成注册，2018年将有14位

REACH法规中，对谱图信息有着极为苛刻 SIEF成员完成注册；(2) 基于最新的注册意   (1) REACH预注册和注册  促进剂
的要求，在ECHA先前接受的注册卷宗中， 向调查结果  估计的使用许可证（LOA）价CZ/CBS列在欧盟现有物质清单中，属于分
就有相当数量的注册卷宗因谱图信息缺失而 格为：每注册人/完整卷宗3万～3.5万欧元；阶段物质，因此需要做(后)预注册和注册。
没有通过其专家审核。因此，企业在取得谱 (3) 卷宗提交时间  2010年8月的最后一

    (2) REACH 供应链信息传递  促进剂
图的过程中，最好能与权威的REACH技术 周。

CZ/CBS符合67/548/EEC危险品的分类标
服务机构联系以获得其专业的帮助。     为应对REACH法规，国内促进剂准，根据REACH法规第31条(1)规定，需要
    (3) 最新SIEF进展及数据费用情况  MBTS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自己的注册为该物质编写符合REACH法规的安全数据

意向和需要注册的吨位。企业确定好注册意表（SDS）。根据欧盟配制品分类相关的法     据悉，截止到7月底，领头注册人共收到
向及吨位后，企业应委托专业的REACH服规，含促进剂CZ/CBS的配制品，当促进剂 5～8个SIEF成员的反馈。据领头注册人介
务提供商向领头注册人通报自己的注册意CZ/CBS含量超过0.25%，则需要为配制品 绍，促进剂CZ/CBS整个注册所花的费用约
向、了解最新的注册进展、制备注册卷宗，编写符合REACH法规的SDS。 为28万欧元，联合提交内容包括化学安全报
从而完成REACH注册。告（CSR）。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每个要参    促进剂CZ/CBS的REACH注册，由欧

与注册的企业需要的数据费用约为3.5万～     2010年对于REACH注册来说是一个很盟 的 Sul fenamide / Thiazole 
5.6万欧元。这个数值与最终参与注册的企业 关键的年份，欧盟各橡胶助剂企业对其给予Consortium来领导进行。该注册联合体涵盖
数目直接相关，即参与注册的企业数据越 了高度的重视。从2010年11月30日开始，了包括CBS在内的8个橡胶助剂物质，其他
多，单位数据费用越少。 任何没有完成注册的高吨位橡胶助剂产品投7个 物 质 是 MBS(CAS: 102-77-2)、

放欧盟市场都是非法的。届时，欧盟的橡胶D C B S ( C A S :  4 9 7 9 - 3 2 - 2 ) 、     国内促进剂CZ/CBS企业需要做好以下
助剂市场将发生一次新的变革，众多没有能MBT(CAS:149-30-4)、 SMBT(CAS: 几个方面的工作：与欧盟客户就促进剂
力应对REACH法规的企业将被排挤在欧盟2492-26-4)、 TBBS(CAS: 95-31-8)、 CZ/CBS企业的REACH事务进行沟通，详
市 场 之 外 ， 而 正 在 积 极 准 备 并 完 成ZMBT(CAS: 155-04-4)、 MBTS(CAS: 细了解欧盟客户对涉欧产品的REACH要
REACH正式注册的企业将是最终的受益120-78-5)。 求；委托专业的REACH服务提供商，尽早
方。向领头注册人表达注册意愿以便能按时完成目前促进剂CZ/CBS的注册进展为：

REACH注册。     国内的橡胶助剂企业应该认识到，有毒
    (1) 领头注册人  促进剂CZ/CBS的领

有害助剂是一定不能通过REACH评估的，
头注册人是朗盛(LANXESS N.V.)公司。目

只有逐步实现产品的绿色化才是出路，企业
前，该公司已经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在REACH法规中，四溴双酚A促进剂 应对REACH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自身
（ECHA）进行了领头注册人登记，并计划

MBTS (CAS：120-78-5)属于物质范畴， 发展的过程。因此建议国内企业应明确
在2010年11月30日之前完成正式注册。

其在欧盟危险品指令（DSD）中分类为可能 REACH注册需求、了解REACH动态、积极
    (2) 领头注册人推荐的物质同一性相关

对水生环境造成长期有害影响（R50/53）物 应对REACH法规，争取成功挤进欧洲市场。
图谱数据 “物质同一性标准”是所有参与

质。根据REACH法规的规定，每年向欧盟
REACH联合提交注册的基础。

出口MBTS超过100t的企业需要在今年11月
    只有企业的物质与领头注册人的物质保 30日前完成正式注册。
持一致，才能参与领头注册人的联合注册。

    促进剂MBTS在REACH法规中的责任
为了鉴别参与联合提交企业的物质是否与领

和义务与CE/CBS相同，其REACH注册目
头注册人物质保持一致，领头注册人一般推

前也是由 SulfenamideThiazoleConsortium来
荐用HPLC（高效液相色谱）来鉴别物质的

主 导 进 行 ， 该 物 质 的 领 头 注 册 人 为
纯度，用UV（紫外）、 IR（红外）、

GENERAL QUIMICA,S.A.。目前，该物
NMR（核磁）、MS（质谱）来鉴别和确定

质的领头注册人已经在ECHA进行备案。
物质的结构。

    目前促进剂MBTS的注册进展为：

    MBTS 确定注册意向和吨位最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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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助剂REACH注册成本分析

    REACH第一个注册截止期已逾三月。许多物质的领头注册人都     Sulfenamide / Thiazole Consortium共含有8个橡胶助剂，

已成功完成注册。每个联合注册人所应分摊的费用也已与注册完成前 TBBS与MBT恰都被该consortium所涵盖。因此某种程度上，这两个

或者注册完成后相继公布。橡胶助剂产品相关的物质也不例外。绝大 物质具体的费用分摊模式有相似之处。

部分在注册完成前抑或者与注册完成同步，领头注册人便也将分摊价     首先，TBBS的大致费用分摊模式为：该物质的REACH法规所
格进行了公布。为了帮助国内的助剂类企业了解REACH注册，瑞欧 要求数据各个节点数据费总和（包括附件VII至X），以及制作该物质
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将介绍和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橡胶助 卷宗所需的花费，最后为对consortium成员其他REACH应对工作的
剂类产品的数据费用，包括Lanxess担任领头注册人的助剂TBBS， 补偿，例如组织各类会议，webinar等。
GENERAL QUIMICA,S.A.担任领头注册人的MBT以及Duslo担任

领头注册人的CTP防焦剂。

TBBS注册成本明细 (4个联合注册者)

卷宗制作花费（€）

58.750 €

数据费（€）

325.539 €

其他补偿 （€）

81,385 €

>1000 t/a

116,000 €

100-1000 t/a 

90%

105,000 €

10 100 t/a 

70%

-

65,000 €

1 10 t/a
40%
-

47,000 €

MBT注册成本明细 (3个联合注册者)

卷宗制作花费（€）

58.750 €

数据费（€）

401.782€

其他补偿（€）

16.741€/registrant

>1000 t/a

约170,000€

100 1000 t/a 

90%

-

约165,000 €

备注：鉴于MBT分类为R50/53的因素，低吨位MBT产品过渡期知直到2018年才截止。因此低吨位的LoA价格, 

GENERAL QUIMICA暂时未定,预计今年中旬会提到议事日程。

另外，Duslo作为橡胶生厂商，也为主打产品CTP担任了领头注册人，并已成功完成注册。但是由于实际参与注册的人数较少，

导致最终每个企业的注册成本仍然偏高。

CTP注册成本明细 (8个联合注册者)

卷宗制作花费（€）

68,700 €

数据费 （€）

650,000 €

其他补偿 （€）

6,700 €

>1000 t/a

89,000 €

100-1000 t/a 

90%

80,100 €

10-100 t/a 

70%

62,300 €

1-10 t/a
40%

35,600 €

瑞欧科技 武烨

    由以上三个例子不难看出，橡胶助剂的注册费用成本均在上万欧元，有的甚至达到近20万欧元。当然，费用之所以高昂，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与实际参与注册人数较少有很大相关性，人数越高，最后人均企业注册成本也将随之降低。鉴于欧盟REACH执法将日趋严格的大趋势，请

广大橡胶相关企业，无论考虑市场因素亦或者经济实力，都能够周全考虑，尽快做出是否注册的决定。

 武烨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9    邮箱：wy@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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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台湾一家知名企业分公司的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s 2) 某项授权申请被通过或被拒绝时；

(MSDS)，在荷兰被执法当局抽查，结果发现该企业提供的MSDS存 3) 物质或某用途被限制时。
在很多问题，要求他们在6个星期内完成更新，提供符合REACH法规

此外，2010年12月1日已经过去，新版本的SDS还会有以下变动：
要求的SDS，否则不但要停止贸易还要进行一定额度的罚款。

1) 第一批注册已经完成，相应的需要将注册号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REACH法规施行已近4年，欧盟的成员国执法当局对企业的检查

SDS中（第1部分）；
不再是企业是否可以提供SDS，而是深入到了SDS的内容及其质量。

2) 2010年12月1日之后，物质必须按照CLP进行分类，那么产品
从这次荷兰执法人员的检查情况来看，他们严格地遵照了SDS的编写

是物质的SDS必须包含CLP的分类和标签，且保留67/548/EEC附件
标准。那么这家企业的SDS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缺陷呢？

1中的分类信息（第2部分）；
    主要问题有：①缺失产品用途信息（SDS中1.2 Relevant 

3) 风险管理措施的是否有变化（个人保护设备或适当的工程控制或
identified uses）；②缺失进口商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电话和e-

环境暴露控制），该物质是否获得的最新暴露限值（第8部分）；
mail（1.3 Details of the supplier of the SDS）；③缺失应急电

4) 注册完成后，完成了暴露场景的开发，此时需要将暴露场景作为话（1.4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④对防护设备的描述不
附件添加在SDS后扩展为eSDS；够详细，如手套的材质和渗透时间（8 Exposure controls/personal 

protection）等；⑤有些遗漏了R术语的解释等等。（更多内容，请与 5) 当SDS进行了更新，在16部分或SDS其他位置一定要将所有更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联系） 新的内容说明清楚并注明更新日期。

    其实，除了上述执法当局在检查该企业时提出的问题外，瑞欧科 ……

技的专家提醒企业，要完成一份符合法规要求的SDS，现在您还要注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企业，下一个被检查
意以下内容： 的可能就是您，千万不要忽略了SDS的质量问题。杭州瑞欧科技有限

首先，按照法规31（9）规定，在下列情况发生时供应商应毫不延迟 公司一直追踪REACH法规的最新进展，及时研究SDS的最新指南，

地更新SDS： 至此已经为广大企业制作了上千份符合REACH法规要求的SDS。如

果您有此类需要和咨询，请及时联系我们。1) 有新的可能会影响风险管理措施的信息或相关危害信息时；

安全数据表(SDS) 欧盟REACH检查要点点评

VIEW 专家观点

瑞欧科技 朱娟

 朱娟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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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欧盟REACH法规的视角分析DOP的产品生命力

    目前商业化的邻苯二甲酸二甲酯类物质（Phthalates）共有近     随着欧美对于Phthalates的立法监管日益加强（主要表现在禁止

20多个品种，但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两种Phthalates产品 或者限制使用），以及安全性更高的替代产品商业化，某些

（BBP与DBP）会对人体的内分泌以及生殖系统产生一定的毒性作 Phthalates产品已经进入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逐渐退出欧美高端

用，以及使用这类化学品的消费品几乎充满的现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市场。

面，所以欧美各国相关化学品管理部门便开始了对此类化学品的立法     DOP虽然面临着限制/禁止使用以及替代产品商业化的双重夹
监管工作，以至于在丹麦政府的推动下，开始了BBP与DBP在欧盟境 击，但仍有以Arkema为首的欧美公司在追寻该产品在某些特定领域
内的限制使用立法工作，到目前为止，共有六种6种Phthlates产品被 的市场份额，对此，本文力图从欧盟REACH法规的角度，分DOP产
列入到了REACH法规的限制使用清单，以及5种Phthalates产品被列 析品在欧盟以及国内市场的生命力。
入到高关注度物质清单（SVHC List），将来可能会面临需要授权使

用的可能性。

一. DOP产品基本信息

中文名

邻苯二甲酸
二辛脂

中文别名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已醇)酯

DOP: 
Di-Octyle 
Phthalate

DEHP: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117-81-7 204-211-0

DOP产品危害分类结果：Repr. Cat. 2; R60-61

R60 : May impair fertility（会损害人体发育）

R61 : May cause harm to the unborn child（对胎儿会有危害）

二. REACH对DOP的影响

2.1 REACH注册对DOP的影响

    由于DOP被分类为CMR2类，只要生产或进口超过1吨，即必须

要在2010年完成注册，虽然DOP已经被列入到了SVHC清单并且某

些用途已经被禁用（如儿童塑料玩具或者其他育儿产品，如奶瓶、摇

床等），但作为唯一一个组建了REACH注册联合体(Consortium)的

Phthalates类产品，7个联合体成员均决定在2010年完成该产品的注

册，进而在一些潜在的市场中，继续寻求DOP的市场份额。

    由于DOP已经被列入到了REACH法规下的高关注度物质清单 以被用到生产某类塑料产品中去，由此可见，REACH法规在授权方

（SVHC List），即意味着DOP存在将来被列入到需授权使用的物质 面对DOP将来的市场影响将十分巨大，除了准备授权申请以及

清单中（Authorization List），而一旦DOP被列入到了授权物质清 ECHA对此收取的行政费用外（两项之和估计在20-30万欧元之

单，则REACH法规涉及到的DOP所有常见用途均将收到影响，各公 间），还将面临消费者的市场认可，所以，随着替代品的陆续商业

司必须首先向ECHA递交针对某个使用用途方面的授权使用申请（每 化，DOP的市场前景堪忧，并且已有部分欧美公司开始陆续削减或停

用途申请的费用为5万欧元），在得到ECHA审核通过后，DOP才可 止生产与销售此类产品。

英文名               英文别名              CAS号          EC号           结构式

DOP Consortium Members

Arkema France 
(Lead registrant)

Oxea GmbH

Polynt S.p.a

Perstorp Oxo AB

Zak

S.C

Boryszew

LG化学

Baxter (血袋、大输液产品的全球主要生产企业)

Penpet petrochemical trading gmbh

Innua europe s.a.

DOP其他潜在注册公司

由此可见，虽然DOP的市场前景面临挑战，但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存在，比如用于生产血袋，普通PVC塑料产品产品等。

    由于我国在化学品立法方面的不健全，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包括 全面禁止用于PVC产品的可能性不大，但在某些高端产品中的市场份

化学品危害/风险评估，危害化学品鉴定、筛选与淘汰的有效机制，而 额肯定会被更加环保的增塑剂所取代。

对于某些危害化学品的强制禁止使用，往往是在欧美等国已经通过立      反观国内，化学品全面立法与监管不会有类似于欧盟REACH法
法实施后，才在我国有可能被得以实施。 规的实质动作，即禁用或限用某些已有化学物质，所以中短期内

    DOP在环保要求最严格的欧盟已经被列入到了高关注度物质清 DOP在PVC产品中的使用量依然可能会维持目前的水平，但随着我

单，正在接受更加严格的评估，进而确定是否被列入需要授权的物质 们国家在化学品立法，以及社会对更加环保、安全产品的要求，长期

清单，这过程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再加上企业界可能会申请某些 来看DOP的市场份额必将被更加环保的替代产品所取代，而一些高端

DOP在普通PVC产品中的授权使用申请，所以，即使在欧盟DOP被 产品一定会是最先开始的开始。

停止生产或销售DOP产品的企业

企业名称

BSL

ÖMV, Chemie, Linz

SISAS

Perstorp

BASF SE

停产时间

1996

1993

1996

虽然做该产品的正式注册，但在2007年，
宣布逐渐削减产量，转向更安全的替代产品

预注册了此物质，但不准备做最后的正式
注册，正在研发与市场推广非危害的替代产品

三. DOP的替代产品

    由于DOP产品本身危害性质所致，研发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已

经成为工业界的共识，并且已经有相应产品实现了商业化，随着市

场进一步的推广，以及成本进一步的降低，在今后的10-20年，安

全的替代产品必将在更注重环保与安全的欧美高端市场占据更多的

市场份额。

3.1 Phthalate同类替代产品

英文名

DINP

DIDP

DPHP

Ec号

249-079-5

247-977-1

258-469-4

CAS号

28553-12-0

26761-40-0

53306-54-0

危害分类信息

无危害分类信息

无危害分类信息

无危害分类信息

3.2 其他替代产品

产品名称

DINCH

暂无

暂无

暂无

结构特点

环己酸酯类物质

甘油乙酸酯类物质

苯甲酸酯类产品

以生物来源物质为基础

研发公司

BASF

Danisco

Eastman Chemical

Dow

备注

虽然这类替代产品对于Phthalate的市场份额只可谓是沧海一粟，但各公司对未来市场报以乐观态度，特别在一些高端产品领域，势必会替代目前

的Phthalates产品。

2008年在欧盟、美国以及中国，已经被允许用于生产塑料食品包装产品，并且该公司
正在为使该产品能够用于更高端的塑料产品，如医疗产品、儿童玩具等领域正在做相
关法规申报的工作。

该类产品最早由Genovique Specialties公司研发，后期被Eastman Chemical所收购。

用于生产电缆与电线类产品

2002年由BASF作为DOP的替代产品进入市场，可用于儿童玩具、医疗器材以及塑料
食品包装材料等高端产品中。

2.3 REACH禁止使用对DOP的影响

    目前针对DOP产品，考虑到其生殖与发育方面的毒理性质，以

及婴幼儿属于易感人群，并正处于生长发育等多方面原因，欧盟已经

禁止将DOP用于所有的儿童玩具以及育儿产品（Childcare 

Products），具体要求是此类产品中不得含有超过0.1%（w/w）的

DOP物质。虽然这类产品在DOP的整体市场用量所占比例有限，但

其对于Phthalates这类产品的将由一定的潜在影响，替代产品的研

发将会在政策方面得到欧盟各国的更大支持。

瑞欧科技 孔德涛

2.2 REACH授权对DOP影响

孔德涛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7    邮箱：kdt@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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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ARs方法在有机物持久性评估中的应用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PBT），由于具有持久性、生 1 测试模型简介
物累积性、高毒性, 并能通过环境介质（水，大气或生物等）迁移，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而备受世界各国关注。日本的化学品登记 1.1 PBT profiler

审查制度是以PBT 物质为评价和管理核心的。加拿大1995年提出的     预测模型PBT profiler 是一个实时更新的在线系统，由美国科学
有毒物质管理政策（TSMP）将PBT物质的环境管理列为其核心内 中心为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的，主要通过结构-活性关系、回归方程
容。美国1998年提出在TSCA 的新化学品申报制度中专门列出PBT 和其它计算方法，对PBT物质进行筛选。通过输入物质CAS号或
这一类别，并确定了PBT 危害鉴别标准，同时提出“优先PBT物质 SMILES编码，系统可以直接计算出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半衰期，通
综合控制战略”。2007年实施的欧盟REACH法规，也将PBT物质单 过与模型内部的标准进行比对，得出结论。
独列出，优先评估[1-5]。

1.2 TOXTREE
    多氯联苯类物质，是联苯在不同程度上由氯原子取代后生成的人

    预测模型TOXTREE（version 2.1 ），是运用决策树方法确定工有机化合物总称，共有209种同系物。由于该类物质具有持久性、

物质的危害。其START biodegradation and persistence 插件，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因此，2001年联合国《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是由德国Molecular Networks GmbH公司为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斯德哥尔摩公约》中，明确将多氯联苯（PCBs）在内的12种持久性

心开发的。基于加拿大环境保护署编撰的物质结构提醒（structure 有机污染物作为优先环境管理对象[6-9]。

alert），通过输入物质的SMILE编码或二维结构式，可以直接确定物    随着人们化学品安全意识和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也为能缩短化
质是否“持久性物质”。学品风险评估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开始非测

试方法的研究。目前，国内QSAR等非测试方法对生态毒理学研究比 1.3 EPISUITE

较多，但对于PBT或POP评估的研究鲜少报道[10-12]。本文瑞欧科
    预测模型EPISUITE （version 4.0）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

技 专 家 （ REACH24H CHINA）综 述 了 国 外 成 熟 的 PBT 
有多个子模型，运用其子模型“BIOWIN”，输入物质名称、CAS号

profiler，EPISUITE和TOXTREE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多氯联苯类
或SMILES编码，可以直接得出“物质是否易于降解”的结论。

物质进行有机物持久性的预测研究，期望能对我国重点环境管理类物

质的筛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物质名称

2,2',3,3',4,4',5-Heptachlorobiphenyl

2,3,3',4,4',5-Hexachlorobiphenyl

2,3',4-Trichlorobiphenyl

Formaldehyde

表1 测试物质基本信息表[8]
Table 1 overviews of the predicted substances 

CAS 号

35065-30-6

38380-08-4

55712-37-3

50-00-0

分子式

C12H3Cl7

C12H4Cl6

C12H7Cl3

HCHO

分子量

395.33

360.88

257.55

30.03

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

7.27

7.18

5.67

0.35

3 结果与讨论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物质“持久性”的定义标准不一样，经常会导致同一个物质在不同标准下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物

质持久性的鉴别标准如表2[4,5,9,13,14]。从表2可以看出，欧盟REACH法规对物质持久性的定义标准比美国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中POP的标

准都要严格，而加拿大CEPA中对于持久性物质的定义标准最低。

国家或地区

美国EPA

加拿大CEPA

欧盟REACH

斯德哥尔摩公约
---POP标准

水体

>2个月

182 天

淡水：>40天

海水：>60天

>2个月

土壤

>2个月

182 天

>120天

>6个月

沉积物

>2个月

365天

淡水沉物：>120天

海水沉物：>180天

>6个月

筛选标准

1）Biowin 2 和Biowin 3；Does not biodegrade fast (probability < 0.5) and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months (value < 2.2)

2）Biowin 6 和Biowin 3；Does not biodegrade fast (probability < 0.5) and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months (value < 2.2)

满足上述任意一个条件的物质，都属于持久性物质。

    在本文所采用的三个模型中，PBT profiler模型，是采用美国 [2] 刘建国,唐孝炎,胡建信,化学品环境管理的原理与制度的框架思考

EPA的“物质持久性”定义标准，而 EPISUITE 4.0 模型和 [J].环境保护,2005 (4):7-10

TOXTREE2.1模型都是采纳欧盟REACH法规的筛选标准。2,3',4- [3] C.J.van, Leeuwen, T.G. Vermeire, risk assessment of 
Trichlorobiphenyl（CAS :55712-37-3）物质，在美国EPA、欧盟 chemical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B].
REACH法规以及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标准下，都属于持久性物

[4] Environmental Canada. Toxic Substances Management 
质，但若在加拿大CEPA标准下不属于持久性物质。因此，使用

Policy. Government of Canada,1995.
QSAR模型前，一定要明确该物质持久性评估所适用的标准。

[5] US EPA. A Multimedia Strategy for Priority Persistent, 
    判断一个物质是否在环境介质中持久残留，除了测试该物质在环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PBT) Pollutants, 1998.
境介质中的半衰期外，还可以通过其降解性和降解所需时间进行定性

[6] 黄相国,邢峰,陈果等, 浅谈我国多氯联苯污染控制现状及对策[J].环
判断。从表3可以看出，PBT profiler模型是基于物质结构，计算出物

境保护科学,2009,volume35,(6):29-54.
质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半衰期；TOXTREE2.1模型是基于物质的结

[7] 胡本涛,马丽,刘蕊等, 环境中多氯联苯来源、结构关系与处理方法构，运用决策树方法定性判断物质是否具有生物降解性；EPISUITE 
[J].化学与黏合, 2009,volume31,(4):44-46.4.0 模型是通过判断物质的生物降解性以及降解所需时间进行定性评

估的。三个模型，所预测的结果表现形式不一样，但结论均表明我们 [8] Tala R. Henry and Michael J. DeVito, NON-DIOXIN-

选择的多氯联苯类物质具有持久特性，与《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LIKE PCBs: EFFECTS AND CONSIDERATION IN 

斯德哥尔摩公约》中的结论一致。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 2003

[9] 斯德哥尔摩公约.
4 结论

[10] 刘纯新,杨力,周红等,试论QSAR 技术在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决
    QSARs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获取手段，由于其成本低，周期短， 策中的应用[J].现代化工,2007 volume 27,增(2):
不需要复杂的实验设备，无环境污染等因素，越来越受到西方发达国

[11] 聂晶磊,刘纯新,高桂华等, 重视QSARs有效性研究,支持我国化学
家的重视。但QSARs方法并不是万能的，每个模型都有其适用性，需

品行政管理,第五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会议论文.
要 和 实 验 测 试 数 据 不 断 交 互 验 证 ， 才 得 以 发 展 。 PBT 

[12] 程艳, 陈会明,于文莲等, QSAR技术对高关注化学物质生态环境
profiler，EPISUITE 4.0和TOXTREE2.1，是当前比较常用的预测

毒理风险预测[J]. 环境科学研究,2009 volume 22(7): 817-822.
物质“持久性”的模型工具，可以用于初步筛选PBT或POP物质。这

[13]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三个QSARs模型工具在有机物持久性的预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可信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11 PBT assessment度。在《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下，对于管理者而言，可以根据

我国的国情，应用此类模型初步筛选具有持久特性或潜在持久特性的 [14]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物质，从而为重点环境管理类物质的筛选提供重要的参考。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6. QSARs and grouping of 

chemicals.参考文献(reference)：

                [1] 刘建国,唐孝炎,胡建信,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污染物与国际相关控

制策略和行动[J].环境保护,2003 (4):52-56.

表2 PBT/Persistent的鉴别标准
Table 2 Criteria of PBT/Persistent

定义标准（半衰期）

2 预测物质

    预测物质选为多氯联苯类物质，以任意选取的普通化学物质甲醛为

参照。物质基本信息见表1

瑞欧科技 李秋菊  白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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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需要注意了，有一个新的法规—《新 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还未意识到自己需要应对新《办法》，对《办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需要应对了。 法》本身也是一无所知，当然更无从谈起如何去应对。但若因此而影

响了企业的贸易，那可真是因小失大。因此瑞欧科技（REACH24h     相信很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对于这部法规《新化学物质
China）专家在此特意提醒广大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及时了环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一定很陌生。那么这部法规需
解《办法》修订情况和自身的合规义务，切勿因为未及时应对《办要企业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在进行新化学物质生产或进
法》而影响企业的贸易。口活动前必须办理新化学物质申报，领取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才能合法地开展新化学物质的活动。在旧《办法》，在保税区和     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最新过渡文件，对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

出口加工区从事新化学物质的研究、生产、加工和使用的企业是不受 企业特别规定：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

这个《办法》约束的，因此也无需应对;但这个《办法》在2009年进 2010年10月15日之前已经进口或者生产、并且其后仍需进口或者生

行了重新的修订，修订后的《办法》于2010年的10月15日正式施 产的，应在2011年10月15日之前按照新《办法》和相关文件要求办

行。在这次修订中，有许多新的内容增加，其中于保税区、出口加工 理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因此留给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企业的时间仅

区企业也被纳入了这部《办法》的管辖范围。也就是从2010年的10月 有一年。而一个完整的常规申报至少也要一年，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

15日开始，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从事研究、生产和加工使用或者向保 况决定申报类型，需要准备各类数据。以准备国内必须的生态毒理学

税区、出口加工区出口新化学物质（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的企业， 测试数据为例，需要约3个月甚至更久，此外还要考虑申报资料的填写

都将需要应对《办法》。 准备，国家环保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和专家委员会的审查时间，瑞欧

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再次提醒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企    目前，全国有15个保税区和39个出口加工区，随着中国加入
业，在2010年10月15日之前就已经有新化学物质研究、生产、进出WTO，全国保税区逐步形成区域性格局，南有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
口和加工使用活动，应尽快启动申报工作，不要错过了明年10月15日江三角洲区域，中有以上海、宁波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北有以天
这一截止期限。而2010年10月15日之后开始进口或者生产新化学物津、大连、青岛为主的渤海湾区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保税
质的企业，则须立即完成申报工作，才能合法地开展新化学物质活区实现进出口贸易额724.03亿美元，同比增长51.3%；全国出口加工
动，没有任何过渡期而言。区进出口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889.19亿美元，同比增长59.8％。全国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贸易都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但是绝大多数保税

新化学物质申报，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企业也须应对
瑞欧科技 邵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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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PBT profiler,TOXTREE 和EPISUITE的模型预测结果和结论

Table 3 predic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PBT profiler, TOXTREE and EPISUITE

2,2',3,3',4,4',5

-Heptachlorobiphenyl

CAS:35065-30-6

2,3',4-

Trichlorobiphenyl

CAS :55712-37-3

Formaldehyde 

CAS: 50-00-0 

2,3,3',4,4',5-

Hexachlorobiphenyl

CAS: 38380-08-4 

物质名称       

T1/2 （水）：180天；

T1/2 （土壤）：360天；

T1/2 （沉积物）：1600天；

结论：该物质是持久性

（persistent）化学物质。

T1/2 （水）：60天；

T1/2 （土壤）：120天；

T1/2 （沉积物）：540天；

结论：该物质是持久性

（persistent）化学物质。

T1/2 （水）：180天；

T1/2 （土壤）：360天；

T1/2 （沉积物）：1600天；

结论：该物质是持久性

（persistent）化学物质。

T1/2 （水）：15天；

T1/2 （土壤）：30天；

T1/2 （沉积物）：140天；

结论：该物质是非持久性

（persistent）化学物质。

 PBT profiler

预测结果                  

该物质属于等级II：

持久性（persistent）化学物质。

该物质属于等级II：

持久性（persistent）化学物质。

该物质属于等级II：

持久性（persistent）化学物质。

该物质属于等级I：

易于生物降解物质

（easily biodegradable 

chemicals）。

TOXTREE2.1           

Biowin2: Does Not Biodegrade Fast (probability=0 < 0.5)  

Biowin3: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 months (value=0.8793 < 2.2).

结论：该物质符合欧盟REACH法规下持久性物质的标准。

Biowin2: Does Not Biodegrade Fast (probability=0.0012 < 0.5)  

Biowin3: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months (value=2.0102 < 2.2).

结论：该物质符合欧盟REACH法规下持久性物质的标准。

Biowin3: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 months (value=1.1621 < 2.2).

Biowin6 MITI Non-Linear Model Prediction: 

not readily degradable(probability=0.0002<0.5);

结论：该物质符合欧盟REACH法规下持久性物质的标准。

Biowin2: Biodegrades Fast(probability=0.9999 >0.5) 

Biowin3: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timeframe prediction: 

≥weeks (value=3.1551 >2.2).

结论：该物质不符合欧盟REACH法规下持久性物质的标准，

是易生物降解物质。

EPISUIT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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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专家观点 VIEW

    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动物保护组织以及舆 妆品成分进行动物实验，并且禁止对成品或者成分进行过局部/急性动

论界对于动物实验的关注度也达到了人类文明史从所未有的高度，更 物实验的化妆品销售。

重要的是，现有的科学技术已经有能力设计出合理可靠的非动物模拟     至今为止，通过各方的努力，已经有4大类毒理实验已有可靠的动
实验，动物实验的全面禁止和被其 他实验方法替代是世代的需要和未 物替代实验，并通过了ECVAM的验证：皮肤腐蚀性实验、光毒性实
来的展望。 验、经皮吸收实验、皮肤刺激性实验，第5类---体外经皮吸收/经皮

    在工业界，化妆品显然走在了化学品的前面，其中影响力最广的 渗透实验也已经被OECD正式采纳。不过，眼部刺激性实验、皮肤致

要属欧盟的化妆品法规76/768/EEC。虽然化妆品的动物实验禁令不 敏性实验、基因毒性/致畸性实验、全身毒性实验（包括重复剂量实

是由欧盟独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在十多年前就实行了化妆品的动 验）还在探索中，目前没有可靠的替代方案。

物实验禁令，不过欧盟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其法规对     从动物实验禁令执行以来，该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规由于得到
动物实验的态度对于全球化妆品法规，乃至化学品法规的影响力是澳 了舆论的支持，宣传、普及和执行都格外顺利，不仅仅涉及到了所有
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远远不能匹及的。 的化妆品企业，还影响了欧盟的GLP实验室。瑞欧科技在联系欧盟

    2003年，欧盟化妆品法规76/768/EEC指令迎来其一次重要修订 GLP实验室过程中，就已遇到过需要签署测试对象（化妆品物质）承

---第七次修订，明确规定了欧盟境内的化妆品将逐步、全面禁止动 诺非化妆品用途的声明。

物实验（图1）。总体来讲，有两大原则： （3）展望和忧虑：

1. 确定的3个具体时间点，每个时间点过后禁令的覆盖面会越来越     第三个时间点是2013年3月，届时欧盟将禁止销售对成品或者成
广，直至全面禁止动物实验； 分进行过重复剂量动物实验的化妆品。

2. 一旦有动物替代实验方法经过了欧盟联合实验中心（JRC）所属的     但是，欧盟化妆品原料联盟（EFfCI）早期对于目前8类涉及到动
欧盟替代试验评估中心（ECVAM）验证和被欧盟法规采纳，那么相 物的毒理实验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只有光毒性和经皮吸收实验是可
对应的动物实验就必须采用替代试验。 靠有效且应用面较广。目前时间已经到达2010年底，欧盟委员会的不

少官员对于目前的替代实验方法进展深表忧虑，认为在13年强行全面

禁止动物实验有可能会使化妆品对人体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

    我们很难预计到达2013年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法是否能够成熟应

用于大部分的化妆品，特别是重复剂量的毒理学试验是否能找到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欧盟对于动物试验的态度是明

确的，尽可能的减少动物实验是时代要求和大势所趋。根据欧盟议会

07年的对欧盟境内科学研究的动物试验第五次调查报告（图2），欧

盟化妆品动物实验与欧盟境内的所有动物试验相比是沧海一粟

（0.025%），所以针对化妆品的严格的动物实验禁令可以看作是欧

盟化学界的一个试点。

欧盟化学品动物实验禁令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1）启动：

    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时间点：2004年9月。欧盟要求所有针对化妆

品成品的动物实验全面禁止。

    实际上，在欧盟某些地方，例如英国，针对化妆品成品和成分的

动物实验已经早在1997年和1998年就禁止了。化妆品业界在第七次

修订出台前就开始探索动物替代试验，早在近20年前（1992年），欧

洲化妆品协会（Colipa）就成立了动物替代实验执行委员会

（SCAAT），其成员企业已投入了2千5百万欧元的资金用于开发系

统性毒理试验的替代方法，同时欧盟委员会为其配比了1:1的研究资

金，使整项投资达到了5千万欧元。2005年，欧盟动物替代实验伙伴

组织（EPAA）启动，其联合欧盟委员会和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一起应

对动物替代试验，其中成员过半是化妆品企业（19/37）。

（2）发展：

    第二个时间点：距离我们最近的2009年3月。欧盟要求禁止对化

欧盟化妆品动物实验禁令介绍
瑞欧科技 胡敏新

图1. 欧盟化妆品动物实验禁令一览

图2. 欧盟化妆品动物实验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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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的化学品法规和化妆品法规虽然都在积极借鉴不少欧盟

的先进法规经验，但在对于动物替代实验的态度上都还比较保守。

就 《 中 国 新 化 学 物 质 环 境 管 理 办 法 》 （ 常 被 称 为 “ China 

REACH”）而言，QSAR、Read-across数据目前看来只是最后的

一种解决办法，即非常规的数据提供方式，申报时仅供参考，是否能

通过还是需要经过专家审核。

    乐观的一方面是，除了某些实验节点规定了必须采用中国的供试

物种在指定实验室进行实验，China REACH允许引用国外数据。避

免了重复实验的同时也为跨国申报者节约了大量实验费用。

    再看中国的化妆品法规，动物实验是唯一的选择，不少欧盟进口

的化妆品由于在欧洲未经动物实验，不得不重新为符合中国的化妆品

法规重新进行整套动物实验。而且除了防晒类成品和化妆品新原料

外，其他产品不能引用国外实验数据。

    中国的替代动物实验研究也才刚刚起步，中国替代方法研究评价

中心申报替代方法标准制订计划在2010年7月才获批准，根据计划2年

    此类实验数据最终替代动物实验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一是随着科内将完成6项体外实验检验方法涉及替代方法的验证、样品处理、眼刺

学技术的发展，替代实验方法的科学性，可靠性的进一步确认，而目激性、皮肤刺激和吸入毒性以及部分化妆品功效检测。这意味着如果

前即使是欧盟化妆品法规所用的替代实验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不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吸收采纳国外的替代实验进展，那么在

一方面是其余的法规认可未来的发展成熟后的替代实验。2012年前国内将不会认可体外的动物替代实验。

所以在当前的情形下，国际化妆品企业出口产品至中国时，无论是应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出由于欧盟化妆品法规
对China REACH或中国化妆品法规，动物实验还是不可避免的环有严格的动物禁令，而且动物保护组织和舆论的压力巨大，化妆品未
节。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具有丰富的应对以上法规的经经动物实验不仅深入人心，还是欧盟化妆品品牌宣传的有力武器；但
验和成功案例，有足够的资质和能力为企业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当国际大企业出口化妆品至其他国家（如中国），或者应对欧盟化学

品法规（如化妆品原料需要应对REACH），就会遇到欧盟化妆品法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感兴趣或有任何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获规与其他法规的动物实验要求发生冲突，和替代实验认可的问题。对

取更多帮助。此欧盟化妆品原料联盟（EFfCI）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若为了应对欧

盟本地其他法规或者非欧盟地区的其他法规，动物实验都是允许的，

欧盟化妆品法规的动物禁令的对象只是欧盟境内涉及化妆品用途的产

品和原料。

    此外，对于欧盟化妆品法规现有的替代实验，目前除了QSAR被

EHCA和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China REACH”）认

可，其余实验方法有效性还未得到ECHA或者中国环境保护部，卫生

部的承认。

中国化学品法规和化妆品法规与动物实验禁令
瑞欧科技 胡敏新

胡敏新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3    邮箱：hmx@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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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专家观点 VIEW

REACH注册  这笔费用到底花不花
化工报

    衡水京华化工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经理郭成立：在做正式注册 册是承担不起的。如果大家都不注册，欧盟市场失去了，对国家经济

之前，我们也做了长期的考察，细致分析了注册与否的后果。最后认 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我建议政府应该给予积极注册的企业实际的

定注册后的发展前景很好，长期来看对增加出口量是有好处的。但是 帮助。我们每个物质做下来平均得100万元，国内像我们一样需要注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想要把REACH注册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比 册的企业有好几千家，涉及注册量不下万次，总体花费在上百亿元。

较困难，这部分费用短期内难以消化。金融危机对我们出口量的影响 为了注册，企业向国外支付大笔资金的同时，还要额外向国内政府上

比较大。就我们产品癸二酸而言，国内市场到2009年5月份开始慢慢 缴5%~15%的税。本来我们注册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最后还要承担这

恢复，国际市场尤其欧盟市场恢复并不明显。去年下半年，欧洲客户 个税，负担会更重。目前我没有看到针对企业进行REACH认证的税

把库存的原料消耗得差不多后进行了一批集中采购，那次集中采购之 收减免政策，如果制定这个减免政策比较困难，政府至少应该给予提

后一直到现在采购量都很小。而且我们的主要原材料——从印度进口 前或者主动完成注册的企业一个专项资金的支持，帮助企业承担或消

的蓖麻油价格也在上涨。 化注册成本。 

下游不旺，上游涨价，这     青岛奥克凯姆化学助
种情况下还得想办法消化 剂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凤
巨额REACH注册费，其 轩：我们企业是不做内销
困难可想而知。 的，只做外销。因此对我

    黄岩浙东橡胶助剂进 们而言，企业注册后，在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外 贸 部 欧盟的发展前景肯定要好

REACH负责人倪辉：我 于不做注册。不注册意味

们刚完成REACH正式注 着放弃欧盟市场，但注册

册，花了30多万元。我 后何时能收回成本就很难

们产品的出口利润率很 说了。我们现在跟欧洲生

低，每吨产品出口价2万 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竞争非

多元，利润在1000元左 常激烈，原来以为美国弗

右。按现在我们每年几百 莱克斯在欧洲的工厂即将

吨的出口量，两年能收回 停止橡胶促进剂的生产，

成本就不错了。我不敢预 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进一步

测在注册号的帮助下明年 拓展欧盟市场了，但是朗

我们的出口量会大增，至 盛把该工厂收购后继续生

少在2013年之前，正式注册号在对欧出口上的意义不会太大。因为上 产，这样竞争就更趋白热化了。我们的价格除去关税、运费之后跟欧

有政策，下有对策。比方说，一家出口商多注册几家公司，每个公司出 洲本地的产品相比已经没有多大竞争力，想要把注册费转嫁给下游采

口都控制1000吨以内，那么总体出口1000吨以上仍然不会受到限制。 购商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能说把这笔费用当做我们固定资产的

据我所知，除了那些欧盟市场做得非常好的企业之外，其他做正式注册 一部分了，明年我们可能还要牺牲一点利润。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在跟

的积极性并不高。 国内的企业竞争，而是在跟欧洲的生产商竞争，我们已经是在风口浪

尖上了。无论怎样，我们肯定不会放弃欧盟市场。明年我们还要拿着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贸业务经理许岩刚：我们对欧
REACH注册号去欧洲参加展会。出口量非常大，个别产品对欧出口量位于全国前列。对于我们这些长

期做外贸的企业来讲，这个注册的问题是逃不掉的，早也要花那么多   

钱，晚了也要花，还不如早点做。至少我在这期间发展客户，跟客户

谈判时会比没有注册号的企业具备优势，只有注册了才能进一步拓展

客户。我们为注册花费了几百万元，我相信很多企业花这么多钱来注

    “在做正式注册之前，我们也做了长期的考察，细致分析了注册与否的后果。最后认定注册后的发展前景很好，长

期来看对增加出口量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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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REACH法规化学品含量要求

中国产品三年被拒两百次

      记者14日在采访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丁勇时获悉，从2007年6月1日欧盟REACH法规实施至今3年多时间内，

中国输欧产品因违反REACH法规遭欧盟RAPEX通报的次数已约达200次。 

    记者14日在采访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丁勇时获悉，从 角。继2009年4月第一次REACH联合执法启动后，欧盟方面已实施

2007年6月1日欧盟REACH法规实施至今3年多时间内，中国输欧产 了200多项REACH联合执法检查。欧盟各国对REACH的执法力度仍

品因违反REACH法规遭欧盟委员会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 在继续加强。目前欧盟化学品管理署正在搭建一个与海关共享的

（RAPEX）通报的次数已约达200次，其中仅2010年就被通报近 REACH注册信息平台，平台搭建成功后，欧盟海关的REACH抽检将

100次，被通报总数位于各国之首。 变为例行检查。这将给中国与化学品有关的产品带来严峻考验。

    被RAPEX通报召回的产品中以塑料类玩具和围巾、服装等纺织     据了解，欧盟各国对REACH法规的执法力度各不相同，其中英

品为主。其中，塑料玩具被通报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中含有过量的邻苯 国和德国的处罚力度最为严厉。英国除设定非常高的罚款外，还可以

二甲酸盐。根据REACH法规的规定，普通玩具或儿童护理用品，以 执行刑事处罚。在德国，因疏忽注册造成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高达

及儿童可放入口中的玩具、儿童护理用品，其塑料所含的一些特定邻 10万欧元的罚款；因疏忽授权造成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1年监禁或适当

苯二甲酸盐浓度不得超过0.1%。而纺织品被通报召回的原因主要是含 罚款；若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则将被判以最高5年的监禁。

有的偶氮染料会释放出致癌物质。这些产品被通报后已被禁止销售， （本文刊登于《中国化工报》2010年12月15日刊 )
有的甚至被销毁，相同问题产品被拒绝进入欧盟。

    丁勇告诉记者，RAPEX通报只是欧盟进行REACH执法的冰山一

本报讯 （记者 吕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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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REACH正式注册第一阶段截止

——欧洲市场开始查验“身份证”

    11月30日，是欧盟化学品管理法《化学 些预注册出口吨位在1000吨以上，但近期又 止期已过，但并不是所有企业在出口欧盟时

品 注 册 、 评 估 、 授 权 与 限 定 规 定 》 无法完成正式注册的企业。”丁勇分析说， 都会遇到海关抽检。“11月30日后欧盟化学

（REACH法规）的第一个正式注册截止 这些企业的预注册号11月30日后就已作废， 品管理署并没有宣布每批进口欧盟的化学品

期。按照REACH法规要求，12月1日后， 在完成正式注册之前，将无法凭借原来的预 都要进行REACH法规的符合性检查，目前

对欧出口量在1000吨以上的预注册号将作 注册号出口欧盟。 还主要以抽检为主。欧盟各个成员国抽检的

废。换言之，国内预注册吨位在1000吨以上的 概率也不一样。荷兰、德国、意大利、法国    记者同时了解到，这个截止期对预注册
企业只有完成正式注册后，才能对欧出口产品。 等化工大国抽查相对严格，而以旅游业为中申请吨位是100-1000吨的企业暂时没有

主、化工不是支柱产业的国家抽查相对宽    国内企业的正式注册情况怎样？这个截 影响，他们的预注册号在第二个截止期
松。但是只要在一次抽检中发现违反止期给化工出口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企业在注 2013年5月31日之前仍然有效。而预注册时
REACH法规的情况，海关就会对该公司之册中有何困难？本报记者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申报吨位超过1000吨的企业，如果在11月
前的所有进出口记录进行审查。”30日之前提出申请并成功将预注册吨位改为

企业出口已受影响 
100-1000吨，那么该企业仍然可以延续使

    “12月份前来咨询的企业明显变多，仅 用该预注册号至下一个截止期，但每年对欧

仅10多天就有20余家企业前来签约委托注 出口量会受到影响，即必须控制在1000吨以

册，相当于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总签约量。” 内。

国内长期从事REACH注册服务的杭州瑞欧     “国内化工企业真正的挑战是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丁勇说，REACH法规第 2013年的第二个截止期。”丁勇认
一个注册截止期的到来再次引发了国内化工 为，国内年对欧出口量在1000吨以
企业对REACH的关注。据丁勇估算，截至 上的化工企业数量相对少，而且多是
12月底，国内将有600余家企业拿到正式注 大型企业，他们应对REACH的能力
册号，涉及化学物质1000余个。 和积极性都比较强，基本都能够如期

    “我们所有材料和费用都提交过了，正 完成正式注册。而国内对欧出口量在

在等正式注册号。”青岛奥克凯姆化学助剂 100-1000吨之间的企业居多，并且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凤轩告诉记者，他们主要 这个范围内的多是中小企业。这些企

生产CBS和TBBS两种橡胶助剂，每年对欧 业无论在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应对

出口量在2000吨以上。“那边进口商要求我 REACH的弱势群体。第二个截止期

们必须提供正式注册号，我们本月20日就要 过后，对欧出口量在100-1000吨之

往欧盟发货，1月份就到欧洲了。如果本月 间的企业若没有完成正式注册，将必

底拿不到正式注册号，出口肯定要受影响 须把出口量控制在100吨以内。这对

了。” 国内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据刘凤轩介绍，按照REACH法规的要     也有部分企业完成注册后没有什

求，现在产品出口欧盟需要让公司在欧洲的 么感觉。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唯一代表出具一份证明文件，说明这批进欧 公司11月份已经完成了六偏磷酸钠

的化学品涵盖在公司已有的注册号下，然后 等3个物质的正式注册，每个物质年

把这份文件交给那边接货的进口商。“一旦 出口量都在1000吨以上。该公司外

海关查起来，进口商必须证明这批化学品符 贸业务经理许岩刚告诉记者，他们现

合REACH要求，才能清关（提货）。”刘 在出口货物还是和以前一样，并没有

凤轩说。 碰到海关查验正式注册号的情况。

    “这个截止期后，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     丁勇对此分析说，虽然第一个截

        按照REACH法规要求，12月1日后，对欧出口量在1000吨以上的预注册号将作废。换言之，国内预注册吨位在

1000吨以上的企业只有完成正式注册后，才能对欧出口产品。 

化工报记者 吕海波 通讯员 史之辰

们就只能向这70%-80%的客户出口。这同时也 准备注册的TBBS听说要100多万元，不知    
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开拓新客户的主动权，把那些 道几年才能赚回注册费。 

    由于各企业对欧出口量的差异， 没有注册号的客户拱手让给他人，这对企业的长     湖北兴发集团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据许
REACH法规对他们的影响不一致，企业的 期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郭成立解释道。 岩刚透露，他们六偏磷酸钠、次磷酸钠等
注册积极性也不同。

    对于主要向米其林等大型企业供货的奥 3个物质注册下来就花了300余万元，还有一
    黄山市华惠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正在为是 克凯姆公司来讲，不注册就意味着在欧盟市 个物质因为领头注册人要价太高，也选择了
否进行正式注册头疼。该公司今年刚刚研发 场中出局。刘凤轩告诉记者，因为近年来的 继续观望。
出一个新化学物质，这个物质在欧盟化学品 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涨、通货膨胀等多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丁勇说，在瑞欧
名录中没有记录。按照REACH法规，这种 重因素，他们与欧盟生产商相比已经不像几 科技公司帮助注册的近200家有正式注册意
新物质要想出口欧盟，必须直接进行正式注 年前一样具备很强的成本优势。尤其是金融 向的企业中，中途延缓或者放弃正式注册的
册 ， 没 有 预 注 册 的 缓 冲 期 。 该 公 司 危机之后，欧盟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很多 占20%-30%，基本都是因为费用太高。
REACH负责人汪洁向记者抱怨说，尽管经 采购商在买方市场的优势下不会拿出资金做正

    有企业建议，国家在呼吁企业积极参与过多方考察我们看好这个产品在欧洲市场的 式注册，中国企业不注册就意味着出局。
REACH注册的同时，也应该提供一些实际潜力，但这毕竟还只是个预测。在REACH的

    “REACH法规是不会改了，只会越来 的帮助。许岩刚说：“我们的注册主要还是条款下，我们花费几十万元进行正式注册更像一
越严。他们现在恨不得搞出更多的壁垒来保 通过专业中介机构来进行，在具体应对的操场对欧盟市场的赌博。
护欧盟的企业。”刘凤轩回想起今年赴德国 作过程中，很少能得到政府的帮助。”    

    在更多企业看来，应对REACH注册是 进行半年一度的价格谈判时的经历仍感慨不     国内个别省份已经对企业REACH注册
为了抓住抢占欧盟市场的机遇。 已。当时他本以为正式注册号即将到手，可 提供资金支持。据丁勇介绍，福建、广东等
    衡水京华化工有限公司的癸二酸产能位 以借机在价格上涨3个点，但是采购商拿出 地经贸委在2008年已经出台了类似的支持政
于国内前列，每年对欧出口量在1万吨左 欧盟供货商的报价时，他却惊呆了。“出这 策 。 比 如 浙 江 省 内 化 工 企 业 凭 应 对
右。据该公司国际贸易部副经理郭成立介 么低的价格明摆着要让我们出局，我们只能维 REACH注册的有效证明材料，可向浙江省
绍，他们的欧盟贸易伙伴70%-80%已经或 持原价，注册的费用也只能自己来出了。壁垒 商务厅申请补助，通过审核后，每个注册物
即将拿到正式注册号。按照REACH法规的 已经有了，要么掏钱注册，要么出局，但是出 质最高可获得补贴10万元，每家企业最高可
要求，中欧贸易双方只要一方有正式注册 局想再进去就不可能了。”刘凤轩无奈地说。 获得30万元。但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等原
号，对欧出口即可实现。这意味着他们即使     气雾剂生产商广东莱雅化工有限公司在 因，很多企业根本不知道。    
没有正式注册号，今年对欧出口量也不会有 生产中涉及到乙醇、异己烷、二甲苯等几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企业已经开
太大影响。但是京华公司还是花费了50多万 种化学物质，出口欧盟市场的量占总出口量 始探索减少注册费用的办法。莱雅公司出口
元来获取自己的注册号。“如果不注册，那么我 的1/3强。该公司国际营销部主管潘富强说： 的气雾剂中涉及到近40种需要注册的物质，

“我们已经把REACH注册纳为公司的重要 为 此 该 公 司 成 立 了 十 几 个 人 组 成 的
出口战略。气雾剂在欧盟等发达地区使用特 REACH应对小组。潘富强说，这个小组的
别广泛，因为多是直接使用，所以消费者在 任务就是分析未来5年我们重点对欧出口的
购买时对其环保状况的重视甚至超过其价 产品需要哪些物质来配制，并跟踪这些物质
格。在欧盟，要想开拓市场，进行REACH注 当前的注册难度、费用情况。一旦领头注册
册就是一张绿色环保的重要名片。” 人对这个产品的数据费对外报价，并且价格

    莱雅公司对REACH的重视还源于对欧 合理，即使按照REACH要求我们在2018年

盟市场的切身体会。潘富强告诉记者，9月 的第三个截止期才需要完成正式注册，我们

份去意大利参加秋季展会时就感受到了注册 也会马上注册，这样可以把费用控制在可承

带来的优势。“当时几乎所有欧洲采购商都 受的范围内。

会问到REACH注册的问题。介绍了我们注     奥克凯姆公司则通过拓展客户来消化注
册物质的数量和进度后，客户对我们明显更 册费用。据刘凤轩透露，他们正在和瑞欧科
加感兴趣。”据了解，莱雅公司已经陆续进 技公司合作在欧洲建立网站，把自己完成正
行了37个物质的预注册，一种物质完成了正 式注册的产品通过网络向外公布，让注册号
式注册，还有5种物质正准备进行正式注 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以此来对冲高额注册
册。“在注册中有困难，但我们更看重的是 费带来的成本负担。丁勇也表示，他们正准
REACH带来的机遇！”潘富强兴奋地说。    备在欧盟出版《中国REACH合规供应商名

录》，通过搭建国内供应商和欧盟采购商的
费用成为最大阻力    

桥梁，帮助国内企业消化REACH注册成

    在挑战和机遇的权衡中，高额的注册费 本。

仍是企业决定正式注册的最大阻力。    
 

    黄岩浙东橡胶助剂进出口有限公司已经

有了20多个物质的预注册号。他们原本打算

多注册几个物质，但是在完成一个物质的正

式注册后还是决定先观望一阵。“注册不起

啊！”该公司外贸部REACH负责人倪辉感

慨道，原本以为十几万元就能拿下，现在这

一个注册物质下来就花了30多万元，另一个

早注册为抢占先机

VIEW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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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专家观点

瑞欧专家观点 VIEW

典型化学品欧盟REACH法规注册数据相关费用

(Letter of Access, LoA)清单

-34

Ec名 物质中文名称 Lead Registrant 数据费用状况备注

LoA价格在20万以上

Zeolites 分子筛 GRACE GmbH & Co. KG 1000+ 360,000与480,000欧元之间: 

Galaxolide 佳乐麝香 International Flavours & Fragrances I.F.F. 1000+ 250,000欧元
100-1000: 202,578欧元

: 

Reactive Black 5 活性黑5
Huntsman Textile Effects 
GmbH

1000+: 233.077欧元
100-1000: 221.663欧元

硼酸 Borax Europe Ltd

1000+: 232.100欧元;
100-1000: 34,1000欧元
10-100: 18,1000欧元
1-10: 6,100欧元

LoA价格在10-20万欧元间

Carbon Black 炭黑 Evonik Degussa GmbH
1000+ 180,000欧元；
100-1000 65,000欧元
其他吨位未知

: 
: 

silicon dioxide 二氧化硅 Evonik Degussa GmbH

1000+: 200,000欧元
100 - 1000t/a: 180,000
10 - 100t/a: 50,000欧元
1 - 10t/a: 30,000欧元

2,2'-[oxybis(methyle
ne)]bis[2-ethylpropa
ne-1,3-diol]

双(三羟甲基)丙烷 Perstorp Specialty Chemicals AB 1000+：119,300 欧元;

boric acid

次亚磷酸钠 CECA SA
1000+:165,537欧元；
100-1000:29,967欧元

sodium phosphinate

三聚磷酸钠 FMC Foret S.A.
1000+: 68 020欧元
100-1000: 46 254欧元
10-100: 27  208欧元

,

,

pentasodium 
triphosphate

氰尿酸 Aragonesas
1000+ 117,000 美元；
100-1000 36,400 美元；
1-100 20,400 美元

cyanuric acid

三氯异氰尿酸 Occidental Chemical Belgium BVBA
1000+: 121,900 美元；
100-1000: 40,000 美元；
1-100: 23,800 美元；

symclosene

LoA价格在5-10万欧元间

2-丁基-2-乙基-1,
3-丙二醇

Perstorp SpecialtyChem icals AB 1000+:54,300欧元;
2-butyl-2-ethylprop
anediol

2,2-二羟甲基
丙酸

Perstorp Specialty Chemicals  AB 1000+：57,800 欧元
2,2-bis(hydroxymeth
yl)propionic acid

三羟甲基丙烷
二烯丙基醚

十三烯

Perstorp Specialty Chemicals AB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1000+：94,300 欧元

1000+:7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55,000欧元（中间体）

2,2-bis(allyloxymet
hyl)butan-1-ol

tridecene

十一碳烯

1-十四烯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Ineos Feluy SPRL.

1000+:7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55,000欧元（中间体）

1000+:6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55,000欧元（中间体）

tert-pentylbenzene

undecene

tetradec-1-ene

叔戊基苯 Solvay Chimie SA 70.000 €，包括管理费和数据费

过碳酸钠 SOLVAY Chemicals GmbH 1000+：60,000欧元
disodium carbonate, 
compound with hydrogen 
peroxide (2:3)

dimeth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BASF
1000+:39 990欧元
100-1000:小于37 021欧元

,

丙烯酸甲酯 Dow Europe GmbH

1000+:100,000美元
100-1000:50,000美元
10-100:10,000美元
1-10:5,000美元

methyl acrylate

二氧化钛 Huntsman Pigments

60,000欧元(出口>1000吨)
30,000欧元(出口100吨~1000吨)
15,000欧元(出口10吨~100吨)
3,000欧元(出口1吨~10吨)

titanium dioxide

acrylic acid
丙烯酸 Evonik Stockhausen GmbH

1000+: 100,000美元;
100-1000: 50,000美元;
10-100: 10,000美元;
1-10:5,000美元

    本清单仅包括部分瑞欧科技所掌握的物质LoA费用，价格的确定由某物质注册总费用、注册人数、分担机制等多种因素决定，按照1万欧

元以下，1-5万欧元，5-10万欧元，10-20万欧元以及20万欧元以上5个区间进行统计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物质，具体情况如下（统计更新日期:2010-8）：

十二烯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1000+:8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70,000欧元（中间体）

dodecene

1-癸烯 Ineos Feluy SPRL 1000+ 6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5,000 欧元（中间体）

dec-1-ene

己烯 Ineos Feluy SPRL. 1000+ 8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70,000 欧元（中间体）

hexene

癸烯

均三甲基苯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Polimeri Europe SpA

1000+ 8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70,000 欧元（中间体）

1000+ 3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decene

'1,3,5-trimethylbenzene (Mesitylene)

LoA价格在1-5万欧元间

m-xylene

buta-1,2-diene

2-butene

xylene

3a,4,7,7a-tetrahydro-4,7-methanoindene

propionaldehyde

methanol

chromium

间二甲苯

1,2-丁二烯

2-丁烯

二甲苯

双环戊二烯

丙醛

甲醇

金属铬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1000+: 2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10,000欧元（中间体

1000+: 14,912欧元

1000+: 12,393欧元

1000+: 14,000欧元

CEPSA QUIMICA S.A.

Evonik Oxeno GmbH

Evonik Oxeno GmbH

Petrofina NV(Total Petrochemicals)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BASF SE

BASF SE

London & Scandinavian 
Metallurgical (LSM),

tetrafluoroethylene

manganese dioxide

phenol

chloroethylene

manganese

butane-1,3-diol

四氟乙烯

二氧化锰

苯酚

氯乙烯

锰

1,3-丁二醇

AGC Chemicals Europe, Ltd

Tosoh Hellas

INEOS GmbH

INEOS Chlorvinyls

BHP Billiton （必和必拓）

OXEA Deutschland GmbH

1-10 t/a 12000欧元
10-100 t/a 18000欧元
100-1000 t/a 18000欧元
1000+ t/a 18000欧元

1000+: 30065欧元（低吨位暂未确定）

1000+ 40000欧元（低吨位暂未确定）: 

1000+ 12040欧元
100-1000 9717欧元
10-100 5071欧元
1-105.071欧元

1000+: 30065欧元

1000+: 20.000欧元
100-1000: 10.000欧元
1-1000: 5.000欧元

LoA价格在1万以下

2,2'-(ethylenedioxy)diethanol

toluene

isoprene

cyclohexane

二缩三乙二醇

甲苯

异戊二烯

环己烷

BASF SE

BASF SE

Shell Chemicals Europe BV

LOA REACH Consortium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1000+:8000欧元；
100-1000:4000欧元（2010年注册），
5000欧元（2013年注册）；1-100:2000欧元（2010），
2500欧元（2013），5000欧元（2018）

1000+: 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2,500欧元（中间体）

1000+: 1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5,000欧元（中间体）

2-methylpropene

propene

triethyl orthoformate

异丁烯

丙烯

原甲酸三乙酯

Evonik Oxeno GmbH

SABIC Petrochemicals BV

Stadex Nederland BV

1000+: 20,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10,000欧元（中间体）

1000+: 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2,500欧元（中间体）

1-1000:5000欧元（中间体），无普通物质LoA

1000+: 5,000欧元（普通物质）
1000+: 2,500欧元（中间体）

BASF SE乙烯

citric acid

urea

manganese sulphate

柠檬酸

尿素

硫酸锰

Jungbunzlauer

Borealis Agrolinz Melamine 
GmbH

Erachem Comilog S A

1000+: 4.309欧元，低吨位LOA价格会在
2010年后确定。

1000+: 30065欧元

1000+: 7,000欧元

ethylene

chlorine 氯气 Dow Chemicalsa. 

ethylene oxide 环氧乙烷 BASF SE
Tier 3 (1 to 100 t/a) 4,000欧元
Tier 2 (>100 to 1000 t/a) 7,000欧元
Tie1(1000+)  9,000欧元

a. 1000+ LOA with IP rights为22074 Euro（普通物质）
b. 1000+ LOA without IP rights 为18395 Euro（普通物质）
c. 1000+ LOA cost a. 8640 Euro (with IP rights，中间体)
d. 1000+ 7200 Euro (without IP rights，中间体)

aluminium

aluminium oxide

金属铝

氧化铝

RioTintoAlcan(力拓加拿大铝业公司)

RioTintoAlcan(力拓加铝业公司)

1000吨以上 5000美元； 
1000吨以下 2000美元； 包括CSR

1000吨以上 5000美元； 
1000吨以下 2000美元； 包括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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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妆品管理条例逐步与欧美接轨

        自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从卫生部接受了化妆品管理之后，为了适应化妆品日新月异的

发展和与欧美接轨，对化妆品的相关法规做出了相应变动。

    随着前几年对于化妆品原料的贴标要求 品原料将不会被包含在正式版的目录中，因 在2010版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目录

与命名标准被第一次引入到中国，中国原有 此将会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审 出版之前，这个标准就先一步在6月17号被

的相关法规也进一步向欧美标准靠拢。 查。由于只有小部分新的原料能被批准加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行。超过

2010年的4月1日起，新的化妆品卫生许可证 目录当中，很多化妆品将不会被批准上市因 15000种化妆品原料被列在了这份中文版的

使用规定也正式生效。作为化妆品行政许可 为原料需要被先批准使用。 INCI名单上。如果一种原料在中文目录上找

申报受理规定的一部分，这些使用规定是对 不到，那么将有可能采用其在中国药典中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去年11月
4年前旧版法规的一次完善。 名，化学名或生物名。29日出台了化妆品新原料安全性评估指南文

    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在对化 件的意见征求稿。这个文件保证新原料安全

妆品原料的审批标准做最后的修改，现在政 评估方面的透明度，同时这也是对新化妆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的申报程府对批准新的化妆品原料投入市场采取比较 原料审批的重要一环。从文件中可以看出，
序分为2种：进口产品申报和国产产品申报。谨慎的态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新原料的实验
申报备案凭证需要4到5个月，而许可证可通常数据要求有所降低，将会有助于更多的新原    目前最基本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法规是卫
需要6个月。申报一个新原料则需超过12个月。料获得批准，投入使用。生部1989年颁布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另
对新信息的要求外的管理机构，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这份指南中包含了对于化妆品新原料安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 全评估的测试标准和申请新原料行政许可证     与2006年的旧版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行政

行政管理总局都有各自的化妆品管理条例。 时需要的文件。根据指导文件的内容所说， 许可申报受理规定相比，新的2010版规定里

但由于缺乏协调，这些机构的管理范围之间 9组毒理学的测试将成为原料安全性检测的基 有许多大的变动，包括了：对申请所需文件

出现了部分重叠。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本程序。 的要求，检测要求和技术评审。根据新规

局的管理条例中对化妆品使用的定义甚至与 定，如果化妆品使用的原料中可能含有安全    作为鼓励措施，文件中规定如果新原料
卫生部的管理条例有所矛盾。 性风险物质，需要提交相应的评估材料或者属于6种情况的一种，那么该原料的实验数据

承诺书。另外，对于境外的化妆品企业，需    根据规定，在中国出售的化妆品必须要 要求可以被简化，从而节约申报企业的成
要委托一个在华申报责任单位进行申报，并在进口至中国境内或者在国内生产之前就得 本。例如，如果一种原料已经在国外被批准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任何进 使用，那么它只需要在审批的时候经过3组毒

口的化妆品都需要在包装贴上中国出入境检 理学的测试而不是6组。同时，如果一种原料

验检疫的标签。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与已存在与目录里的某种原料有相似的结构
    于2010年10月15日生效中国新化学物局的审查过程中，对化妆品的使用与它的种 或属性，那么对它的审查也可以简单化。
质申报也影响国内外诸多化妆品企业。环境类决定了产品上市需要的证书与所需的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许可
保护部出台的新准则，适用于不被中国现有试。如果化妆品不属于规定中的“非特殊用

    特殊用途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料需要先 化学品目录收录的新物质。根据管理办法第途”产品范围，那么它将被分到“特殊用
申 请 管 理 许 可 （ administrative 2条，包括化妆品原料和医药化工中间体等的途”产品中去。在现有的规定当中，特殊用
licence），才能生产或者进口。非特殊用途 新物质都要在国内生产或进口至中国前进行途化妆品是指用于育发、染发、烫发、脱
化妆品申请获得备案凭证（record keeping 申报。毛、美乳、健美、除臭、祛斑、防晒的化妆
Licence）即可，产品测试项目也简单的多。

品。不在这个种类之中的化妆品，如洗发     因此，如果一个化妆品原料同时不被中
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所有进口产

露，将被分到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中，并受到 国现有化妆品原料目录和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品都需要给一个上市前批准（pre-market 

远轻于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审查。 目录中，那么这种化妆品原料需要在国家食
Approval），对于进口的化妆品来说，无论

品药品监督局和环保部下的化学品登记中心    在规定中，对新的化妆品原料的审查也 它是特殊用途还是非特殊用途，对其的审查
分别申报。为了避免重复申报，有关机构应会有特别的标准。这些新的化妆品原料指在 要求都比国产化妆品要严格。
保持良好的合作与沟通，然而中国现有的制中国首次使用的化妆品原料。

    而对于国产的化妆品来说，只有特殊用 度缺乏此种联系，与国际脱轨。可喜的是，
    中国现有的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是 途的产品才需要上市前批准。普通用途化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积极举动正使国
2003年卫生部发布的非公开版，许多化妆品 品只需要在上市后2个月内在省级的食品药品 内的企业越来越与国外的先进企业靠近。同
原料都不在上面，因此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目 监督局备案。 时，瑞欧科技作为专业攻克化学品法规壁垒
录来定义新的化妆品原料存在一定的困难。

的专业机构，也会通过合理利用现有数据、    行政许可和备案凭证的有效期都是4年，
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此的解释是，

安排实验等，为企业最大程度的降低重复申并且均可在有效期前4个月申请予以延续。
新版原料目录会很快出台，因此在这之前制

报的成本，达到中国化学品和化妆品法规合
    随着国标-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造商和销售商会在新化妆品原料的定义上有

规的目标。
标签(GB 5296.3 -2008)的实行，中国市场些分歧。
上的化妆品都被要求一个完整的原料标签。

    另外，许多被外国公司广泛使用的化妆

申报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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