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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注意
1.當您回答佳能綠色調達調查時，原則上請用日語或英語回答，當您按指定語
言回答困難的時候，請向調查依賴元進行咨詢。

2.在调查表中输入数据和信息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原则上，汉字、片假名和平假名请使用全角输入，英文和数字请使用半角输入。
关于各类符号，在日语表述中请使用全角，在英文和数字表述中请使用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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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手册的目的

本手册的目的

本手册对以下内容进行解说。

・在使用chemSHERPA工具进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调查中，本手册专门针对佳能集团的运用在调查思
路、回答步骤等方面进行解说。

(关于chemSHERPA工具的共通使用方法，请参阅登载于下述URL的chemSHERPA其HP中的手册。)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关于chemSHERPA工具以外的佳能集团独自的调查表(于下一页进行解说。)其概要。

回答时敬请对委托贵公司调查的内容进行确认，务必在仔细阅读之后再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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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调查表

调查适用范围和调查表

chemSHERPA

-AI/CI

文件

1) chemSHERPA文件
单一调查

2) chemSHERPA文件
佳能追加调查表 的两种调查

chemSHERPA

-AI/CI

文件

佳能追加调查表

3) 佳能追加调查表单一调查

包装材料调査表佳能追加调查表

4)包装材料调査表单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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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集团使用的调查表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chemSHERPA调查 : 主要对以电气电子设备为中心的零部件、

材料相关的化学物质含有信息进行调查。
(2)佳能独自的调查表

(2) -1 包装材料调查 : 对包装材料必要的化学物质含有信息及各种信息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为包装材料时将由敝公司发送调查表。

(2) -2 佳能追加调查 : 为获取环保标志或是根据OEM委托方及顾客的要求对其他化学物质群的信息、
环保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是对不能通过 chemSHERPA调查的内容进行的追加调查。
调查表分几种，敝公司将根据需要发送调查表。

归纳起来，佳能集团实施的调查形态共有以下4种。
即使已经调查过，但根据工序变更申请及法律法规动向等，需要进行追加调查等时，有可能会再
次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仅为零部
件、材料而无需进
行追加调查时

存在根据顾客要求或是为获取
环保标志等的追加调查项目时

过去已进行过
chemSHERPA调查，
仅只需进行追加调查时

调查对象仅为包装
材料时



3. 关于绿色物品采购调查的思路

3-1. 绿色物品采购调查的基本思路

进行回答时，请贵公司依据使用科学手段获得的数据，并对所提供的内容向佳能集团负责。因此，本
调查对贵公司的分析、测量手段不作要求。

关于在本调查中要求提供的化学物质含有信息，请根据下述定义、对象范围等的思路进行回答。

3-2. 关于含有化学物质的思路

含有化学物质的相关定义和示例

关于术语的定义及思路，原则上依据JAMP*发行的手册执行。这里阐述的是佳能集团
对此的解释和详细说明。

所谓零部件、材料中含有化学物质，是指在构成产品的零部件、材料中含有作为成分、组成物的某
种化学物质。含有化学物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故意添加、一种为杂质。

故意添加
为使零部件、材料具有某种特定功能而添加某种化学物质的情况。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化学物质，就无法实现应有的
零部件、材料的形态。

杂质
• 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天然材料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 在材料、化学物质的合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物，或合成过程结束后仍残留的原料、触媒等。
• 在零部件、材料的制造工序中，并非出于使零部件、材料具有特定功能的目的而使用的化学物质。
• 用于金属的精练、纸张合成等的再生材料中所含有的化学物质等。

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依靠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难以彻底清除的化学物质，均为杂质。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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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添加和杂质的示例

 在电线皮材料中使用软质PVC时的PVC。或者在软质PVC中，作为增塑剂使用的
对苯二甲酸酯类

 皮材料中利用了PVC的高绝缘性、耐化学药品等功能特点。并且，将对苯二甲酸酯类添加在PVC里，具有使PVC变得柔软的特性。
 易切钢中的铅

 在钢材中添加铅，可以提高钢材的切削加工性能。铅作为功能发挥的元素使用。
 作为添加于树脂材料中颜料的无机化合物（镉类、铅类、铬类等）

 添加颜料，使树脂材料呈所需要色彩，在这里无机化合物的作用是使树脂材料呈特定颜色。

 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天然材料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添加在橡胶稳定剂中的锌化合物所含有的铅、镉
 镀锡层中所含有的铅、无铅焊锡中的锡中所含有的铅
 黄铜中的锌成分中含有的镉

 铅、镉是自然界的矿物质中广泛含有的金属成分，由矿物资源生产出的金属化合物，无形中就含有了这些成分。特别是锡含有
铅、锌含有铅和镉，是广为人知的。

 在材料、化学物质的合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物，或合成后仍残留的原料、触媒等
 合成树脂材料中没有清除掉的单体成分，例如、聚氯乙烯 （PVC）树脂中残留的氯乙烯单体

 聚氯乙烯 （PVC）树脂，一般是通过氯乙烯（CHCl=CHCl）的悬浮聚合反应合成，而聚合物（polymer）并非100%的发生反应，

会残留一些单体成分的原料。这些残留单体成分通过重沉淀法可以进行精练，但是将所有单体成分都清除出来在科学上还是困
难的，所以仍然会残留微量的未反应单体成分。

 在零部件、材料的制造过程中，并非出于使零部件、材料具有特定功能的目的而使用的化学物质
 零部件组装、材料加工后用于清洗目的的有机溶剂

 一般在零部件的生产工序、材料的加工工序中，为了清洗在生产过程中粘附的油脂、碎末类要使用有机溶剂。这些有机溶剂具
有很强的挥发性，在生产过程中几乎全部挥发散失，有时会因某种原因残留在零部件、材料中。

 在化学镀镍工序中使用的作为防止电镀液老化的铅化合物（醋酸铅等）等在处理后仍残留于电镀层中的铅

 这些铅是为了防止电镀液的老化而使用的。但并不是为了使零部件、材料具有某种功能，也不是为了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某种功
能，因而将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混入电镀层中的铅，作为杂质处理。

 在金属的精练、纸张的合成等过程使用的再生材料中所含有的化学物质等

 在再生材料中，由于其回收前的用途和状态各异，所以很难掌握具体的化学物质含量。这种再生材料中，很显然是含有一定的
与任何特定功能无关的化学物质的。

故意添加

杂质

3. 关于绿色物品采购调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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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化学物质的对象范围与判断标准

无论报告的化学物质与零部件/材料的工序历史如何，均以佳能集团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记载的对象范围为依据。此时，
使用阈值来表示是否含有的对象范围。因此，这里所说的阈值，是指“针对佳能集团采购的零部件/材料，判断其含有/不
含有某种化学物质的极限值”。阈值并不只是含有率（浓度）的数值，也包含了故意添加、杂质、特定用途等概念。

含有量的思路

请根据以下科学手段回答含有量：
• 实测值（分析数据等）
• 理论值，计算值（具有科学依据、应用理论手段等）
• 设计值（为使零部件/材料具有特定的功能而设定的使用量等）

但是，在生产批次的含有量存在差异时，即在下列具体情况下，含有量原则上也应报告最大值。
• 制造工序中的覆盖量、添加量极为分散（例如：基板上的焊锡、金属表面処理的电镀层等）
• 标准材料等的成分比例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例如：JIS标准材料的易切钢、黄铜）
• 使用再生材料
• 同一零部件/材料的制造基地不同等
关于上述含有量不统一时的计算方法，原则上尊重贵公司具有科学依据的计算方法，但是，在难以确立具有科学依

据的计算方法时，请参考本手册记载的具体示例(8.计算示例)。
此外，当同一零部件/材料的制造基地不同时，
如果含有化学物质的种类不同，请回答可能含有的所有化学物质。

3. 关于绿色物品采购调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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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水平是按每个化学物质群、每个使用用途分类来设定的。定义阈值的要素之一为含有率（浓度）。计算浓度时，
分母的选择因使用用途分类的不同而不同， (1)有的用均匀材料作分母， (2)有的用产品/部件重量作分母，这点请注
意。

chemSHERPA制作支持工具的“报告阈值”栏中记载了阈值水平，回答时请不要弄错。

通过chemSHERPA制作支持工具进行含有、不含的判定时，请依据chemSHERPA发行的手册进行回答。



4-1. chemSHERPA-AI的回答方法

chemSHERPA数据授受的方法由以下2种方法构成。
成型品的情况：传递遵法信息和成分信息的chemSHERPA-AI 。
化学品的情况：传递成分信息的chemSHERPA-CI 。
有关其详细内容，请参见以下的chemSHERPA网页。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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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利用规则、回答方法等，请参见可从上述URL获取的chemSHERPA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利用规则、
各种操作手册、输入手册。

成型品关于chemSHERPA-AI的特征和佳能集团的运用

chemSHERPA-AI的信息传递对象为成型品，将传递以下2种信息。
•遵法信息（与以往的JGP同等信息）
•成分信息（与以往的AIS同等信息）

对于佳能集团的chemSHERPA-AI委托调查，以下项目。
•遵法信息（含有SVHC时，包括SCIP信息）：必填
•成分信息：必填

本手册使用 chemSHERPA发行的数据制作支持工具，在回答方法上，是对基于操作手册、输入手册的回答
方法进行补充的

chemSHERPA_V 2.02现在允许您输入SCIP信息。如果您的答案包括SVHC,请输入SCIP信息。
另外，关于SCIP数据库的登录条件和chemSHERPA的输入方法等，请参照上述chemSHERPA主页内的
“SCIP就绪指导原则”等。
※(参考) SCIP就绪指南 ->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sample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1) 关于基本记载内容

委托时的记载数据
由佳能集团发送记载有特定调查对象信息的chemSHERPA-AI委托数据。

已记载了佳能集团方管理的调查对象的名称、零部件编号
等ID。请勿对产品品号上所记载的信息进行编辑。

关于调查对象的品号、制造商名称，事先已在了解
范围内加以记载。回答时，请适当进行修正/编辑。
另外，关于产品名称、产品编号，请用英文数字
(半角)进行记载。

遵法判断信息的记载数据
含有判定、含有率、含有量为必须记载项目。而且，对于《含有判定》为《Ｙ》的物质/物资群，原则上也请
记载《使用用途》/《使用部位》。尤其是在用途代码为“请予以输入”时，请务必填写。

P. 8
成分信息、发行人/批准人信息

在需要记载成分信息时，或者对于发行人/批准人信息，请参见 chemSHERPA发行的操作手册、输入手册。

* *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直接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时的注意事项

在由多个零部件构成的组件等中，会有记载多个用途代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时，请在参见下列事例的
基础上加以回答。

对EU RoHS指令的铅有多个除外项目，记载多个用途代码的例子。

P. 9

进行行补充,并且记载所有用途电码

2) 直接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中时

是与以往JGP文件调查同等的回答数据制作步骤。
关于基本输入方法，请参见AI操作手册、《13.3 含有判定(Y/N)等输入（不利用成分信息的变换，而直接输入
于遵法判断信息时）》。
对于用途代码，请选择双击显示出的“用途代码选择”画面的“期限内”加以回答。

例1.  追加《均质材料中铅的0.1重量％》的行，对全部除外项目进行记载。（记载全部用途代码。)

* *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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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行记载的例子
记载最大含有率的零部件含有率，含有量用合计值、使用用途/使用部位用“/”连接记载多个项目。

以几行记载的例子
按各个部位，一行一行记载含有率/含有量/使用用途/使用部位。

例2.  同一除外项目在多个部位使用时，请按以下其中一个方法回答。

展开同一内容
进行记载。

* *

* *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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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成分信息记载后通过变换输入遵法判断信息时

关于成分信息记载后的基本输入方法，请参见AI操作手册、《13.2 含有判定(Y/N)等输入（把成分信息变
换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时）》。另外，关于变换规格，请参见《17. 成分→遵法判断信息的自动变换规格
》。对于用途代码，请选择双击显示出的“用途代码选择”画面的“期限内”加以回答。

直接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时的注意事项

在由多个零部件构成的组件等中，会有记载多个用途代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时，请在参见下列事例的
基础上加以回答。

 对EU RoHS指令的铅有多个除外项目，记载多个用途代码的例子。
成分信息按每个材质记载用途代码，在存在同一用途代码时，当把成分信息变换为遵法信息时，就会
以下列多行显示出“用途代码”。在这种情况时，请直接完成数据。

* *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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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制作回答数据后实施输出（批准）时

当制作chemSHERPA-AI的回答数据后，实施输出（批准）时，便会进行错误检查。
由于《带有红色*记号的项目为必须输入》，因此，当有空栏等时，则无法输出正规文件（不能批准）。

例如，当产品信息的《产品名》/《产品品号》为空栏时，会出现错误，便无法输出正规文件。
在佳能的定制零部件等中，如果没有供应商的《产品名》/《产品品号》时，请把委托人产品信息的《产品名》/

《产品品号》转写到产品信息的《产品名》/《产品品号》上，完成回答数据。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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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原有的JGP文件、AIS文件通过变换输入遵法判断信息时

利用chemSHERPA  AI数据制作支持工具，可以读入下列原有（AIS/JGPSSI）数据。
当读入原有的数据，通过变换可以制作 chemSHERPA  AI数据，从而实现输入的省力化。

关于基本操作方法，请参见AI操作手册、《18.1. AIS→chemSHERPA 》。
变换后，并在完成成分信息之后，请按照上页“2.成分信息记载后通过变换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时”，
输入遵法判断信息。
然而，关于用途代码，在原有数据输入时，会有期限外用途代码被设定的情况。
请务必确认期限内的用途代码，以最新的信息加以填写。

从AIS制作chemSHERPA-AI 数据

从JGP文件制作chemSHERPA-AI 数据

关于基本操作方法，请参见AI操作手册、《18.2. JGPSSI→chemSHERPA 》。
变换后，请按照上页“1.直接输入于遵法判断信息时”，输入遵法判断信息。
然而，关于用途代码，在原有数据输入时，会有期限外用途代码被设定的情况。
请务必确认期限内的用途代码，以最新的信息加以填写。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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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象物质》的不同，按《报告用途》需要回答《与否》也有所不同。
在无法判断产品的用途时，请向调查受托方咨询。

成型品工具：遵法判断信息输入（域IEC62474）的要点。
含有判定（Y/N)的想法
参见：《chemSHERP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利⽤工具》

6.3. 成分信息信息的传递基准：《表1 成分信息的传递基准》

・当符合“报告⽤途”，含有了超过“报告阈值”该物质时，为“Y”。
・即便符合“报告⽤途”，但含有率低于“报告阈值”时，也为“N”。
・即便含有了超过“报告阈值”，但不符合“报告⽤途”时，也为“N”。
・含有了超过“报告阈值”，而是否符合“报告⽤途”不详时，为“Y”（安全方面的判断）。
・即便在适用除外范围内含有，但含有判定也为“Y”（毕竟以“报告⽤途”和“报告阈值”判定）。

■使用“成分→遵法判断信息”变换功能的输入
是以成分信息为基础，自动变换遵法判断信息的功能。但是，本功能是“支持功能”，需要对变换结果进行确认，
在最终使用本功能时，含有判定为“EntryY”或者“N”。而对于“EntryY”，需要用户重新再选择“Y或者N”。
EntryY: 是“有Y的可能性”的含义。

参考：关于《报告用途》。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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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产品名上记载了特定调查对象的信息。
已在产品品号上记载了佳能集团方管理的ID。
请勿对产品品号上所记载的信息进行编辑。

关于调查对象的制造商名称，事先已在了解范围内加以记载。
回答时，请适当进行修正/编辑。

4-2. chemSHERPA-CI的回答方法

关于chemSHERPA-CI的特征

chemSHERPA-CI的信息传递对象为化学品，将传
递
成分信息（与以往的AIS同等信息）。

1) 关于基本记载内容

委托时的记载数据
由佳能集团发送记载有特定调查对象信息的chemSHERPA-CI 委托数据。

化学品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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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对象物质，其对象为下页的法律法规、
行业界标准对象的物质物。

另外，对有无含有管理对象物质的确认，可以从“

物质检索清单”所刊登的物质中进行确认。

在成分信息中记载有物质名时，当以“有无含有管
理对象物质”选择《0》时，便会出现错误。

错误内容
･管理对象物质包含在成分信息内。

请确认有无含有管理对象物质的选择是否正确
。

成分信息的记载数据
“有无含有管理对象物质”的《1》、《0》为必须选择，请务必予以选择。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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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对象
基准ID

对象的法律法规及行业界基准（排列顺序以制定年为序）。

LR01 日本 化审法 第一种特定化学物质

LR02
美国有害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TSCA）

禁止使用或者限制的对象物质（第6条）

LR03 EU ELV指令 2011/37/EU

LR04 EU ELV指令 2011/65/EU ANNEX II

LR05 EU POPs規則(EC) No 850/2004 ANNEX I

LR06
EU REACH规则(EC) No 1907/2006
Candidate List of SVHC for Authorisation（认可对象侯补物质）

以及ANNEX XIV（认可对象物质）

LR07 EU REACH规则(EC) No 1907/2006 ANNEX XVII（限制对象物质）

LR08 EU 医疗器械规则 Annex I 10.4 化学物质

IC01 Global Automotive Declarable Substance List (GADSL)

IC02
IEC 62474 DB Declarable substance groups and declarable 
substances

参考：关于chemSHERPA-CI成分信息的管理对象物质。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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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SHERPA CI》可以读入原有的（MSDSplus）。
当读入原有的数据，通过变换数据，可以制作 chemSHERPA CI数据，从而实现输入的省力化。

关于基本操作方法，请参见CI操作手册、《15. MSDSplus→chemSHERPA 变换规格》。
变换后，请务必按下“物质信息更新”按钮，并对 chemSHERPA的检索用物质清单进行对照。
对于chemSHERPA检索用物质清单上未刊登的物质，请作为“任意报告物质”进行报告。

另外，请务必选择有无含有管理对象物质。

2) 把原有文件（MSDSplus）通过变换输入时

4. 关于chemSHERPA的回答



包装材料调查表

包装材料调查表，是指在以下情况使用时的调查表。
• 佳能集团所采购的构件仅用于包装目的时；
• 按采购形态直接运输和销售佳能集团所采购的构件的，并且需要对构件的包装材料进行确认时；

调査项目为∶
• 有关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所规定的包装材料标准的调査；
• 社会性要求事项；
• 顾客所要求的调査项目；

此外，调查表请对下述两张表作出回答。
Packaging(Page1):作为回答方对贵公司信息、社会及顾客的要求事项、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对包装材料规定

的独自标准进行回答时用于记载的表格
Packaging(Page2):对IEC62474规定的化学物质进行回答时用于记载的表格

P. 19

5. 关于包装材料调查表



1.对于佳能集团委托提交的包装材料调查表，请设定Excel的宏为有效后进行回答。

2.调查表内的显示项目，默认值为英文显示。
通过表格名: Packaging(Page1)的C9单元格“select language”选择需要显示的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3. 关于表格名: Packaging(Page1)，请参照Sample(Page1)的表格填写回答。

4. 关于表格名: Packaging(Page2)，请参照Sample(Page2)的表格填写回答。

5. 两份表格( Packaging(Page1) 和Packaging(Page2) )回答完毕后,请按下Packaging(Page1)的F1单元格
“Finish & Save”按钮，保存回答。

P. 20

包装材料调查表

5. 关于包装材料调查表



佳能追加调查表的调查项目因调查对象零部件、材料所属的调查类别、调查分类不同而相异。调查项目包括:

①申请环保标志时需要调查的项目

②根据顾客要求实施的调查项目

③关于实施chemSHERPA调查的包装材料，对 chemSHERPA的调查项目中没有的包装材料进行调查的项目

等，将根据需要发送调查对象零部件、材料的调查表。

Excel

关于佳能追加调查表

[ 佳能追加调查表的显示示意图 ]

P. 21

6. 关于佳能追加调査表的解说



基本信息的填写、调査对象部件和材料的确认

【佳能追加调査表显示画面意象】

红线框内的信息，记载有佳能集团方的原委托信息。
蓝线框内的信息，是填写贵公司信息的项目。
红色虚线框内，记载有所回答的产品、部件和材料的信息。
蓝色虚线框内，是调査项目，请在对红色虚线框内的调査对象确认后，按相应调査对象的各个部件、材料加以回答。

P. 22

6. 关于佳能追加调査表的解说



7.  其它

7-2. 回答数据已发生/将发生变更时

在已将回答提交佳能集团之后，如果因贵公司的规格变更或错误记载而发生数据变更、修订，请迅速与佳能
集团的调查委托部门取得联系。
因佳能集团的设计变更或者贵公司工序变更申请等原因而需要修改回答数据时，有可能重新实施调查。届时

可能给贵公司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7-1. 同时生产含有禁止使用物质品与非含有禁止使用物质品时

同一类零部件、材料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各不相同时，请输入所有含有化学物质的相关信息。因此，即使向佳
能供货的物品是不含有佳能禁止使用物质品，但在生产含有品时，请用“含有”进行回答。此时，请在调查
表的补充项目、备注栏等中注明同时生产等的信息。
（例）同时生产电气零部件导线焊料中的含铅品与无铅品的情况等

7-3. 关于保存佳能追加调查表时的文件名

提交追加调查表时，请保留佳能集团发出调查委托时的文件名形式。如果贵公司因管理上的原因而需要变更
文件名，
请在调查委托时的文件名前后添加管理信息。

以上就是佳能集团绿色物品采购调查所使用的调查表的全部输入事项。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佳能集团调查委托部门或本手册最后一页记载的咨询窗口取得联系。
本手册附带前面介绍的佳能集团关于含有物质的相关事项的示例，请在回答时进行参考。

谢谢合作！
P. 23



含有对象范围的示例

例1：从合成树脂材料到产品

原料A

原料B

触媒C 材料D

合成/精制

A B

C

原料A、B的
未发生反应部分

触媒C

的残渣

材料D

着色剂E 阻燃剂F

化合物制造商
（二级供应商）

着黄色
添加20％

增加阻燃性
添加10%

使用材料D的零部件G

加工方
（一级供应商）

墨水H

打印零部件编号

加工

附加特定功能

组装制造商

使用零部件G的
产品H

组装

无论其工序历史如何，在顺延供应链条向上的所有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都有可能成为含有的对象。
在判断产品中是否含有化学物质时，要明确“故意添加”和“杂质”的概念。
制造过程中的化学物质（原料A、原料B、触媒C、材料D、着色剂E、阻燃剂F、墨水H）是否

• 故意添加（材料D、着色剂E、阻燃剂F、墨水H ）
• 杂质（原料A、原料B、触媒C）

如果属于调查对象物质，则依据阈值进行判断。

配料

附加特定功能

原料A

原料B

触媒C

材料D 材料D

着色剂E

阻燃剂F

墨水H

零部件G

公开
调查

公开
调查

产品H

公开
调查

将材料D中的含量（含有率）的固定化将材料D中的含有率的固定化

调查
过程

材料D 零部件G

零部件X

P. 24

8. 计算示例



例2：从精练金属材料到产品

材料制造商
（三级供应商）

精练
矿石A

再生材料B 金属材料C 金属材料C

润滑脂F

加工方
（二级供应商）

车床加工时使用
润滑脂清洗

覆盖了金属I镀层的
金属材料C的零部件J

表面处理方
（1次供应商）

电镀液H

防锈处理
在金属材料C的表面形成金属I 的膜

装置制造商

使用零部件J的
产品L

D
E

再生材料B中
含有的其它金属E

矿石A中自然含有的
金属D

洗涤剂K

电镀液清洗

洗涤剂G

金属材料C的含量（率）的固定化金属材料C的含有率的固定化

金属材料C

金属D

金属E
金属材料C

润滑脂F

洗涤剂G

公开

调查

附加特定功能

附加特定功能

零部件J

洗涤剂K

金属I金属材料C

表面处理 组装加工

公开
产品L

调查

零部件J

零部件X

公开

无论其工序历史如何，在顺延供应链条向上的所有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都有可能成为含有的对象。
在判断产品中是否含有化学物质时，要明确“故意添加”和“杂质”的概念。
制造过程中的化学物质（矿石A、再生材料B、金属材料C、润滑脂F、洗涤剂G、电镀液H、金属I、洗涤剂K）是否

• 故意添加（金属材料C、金属I）
• 杂质（金属D 、金属E、润滑脂F、洗涤剂G、电镀液H、洗涤剂K）

如果属于调查对象物质，则依据阈值进行判断。

调查
过程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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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示例



外壳 内部元件 电解液 密封橡胶

导线端子例1：电解电容器中某一部分含有Pb的情况
零部件质量：5.1g

端子镀层

套管（封装管）
质量:0.3g (=0.3 x 10-3kg)

Pb 含量：0.06mg
“对象物质的含量” ÷ “均质物质质量” = 0.06 mg / 0.3g = 0.06 mg / （0.3 x 10-3） kg = 

200 mg /kg = 200 x 10-6 =200 ppm

电解电容器的套管中所含Pb的含有率为200ppm

含有率计算示例

P. 26

8. 计算示例



例3：电解电容器的多个部分含有Pb

外壳 内部元件 电解液

密封橡胶
导线端子

零部件质量：5.1g

端子镀层

套管（封装管）
质量:0.3g (=0.3 x 10-3kg)

Pb 含量：0.06mg

“对象物质含量” ÷ “均质物質质量” = （0.06 + 0.009）mg / （0.3 + 0.1）g = 0.069 mg / （0.4 x 10-3） kg = 

172.5 mg /kg = 172.5 x 10-6 =172.5 ppm

端子镀层
质量:0.1g (=0.1 x 10-3kg)

Pb 含量：0.009mg

200ppm + 90ppm = 290ppm => Pb 含有率：290ppm (=mg/kg)

电解电容器含有Pb的最大含有率为200ppm，
其中，套管含有Pb的含有率为200ppm、导线端子为90ppm。

含有率不能单纯相加。

不能将不同部分的含量、均质物质质量单纯相加。要分别按照各个部分进行计算。

= 0.06 mg / 0.3g = 0.06 mg / （0.3 x 10-3) kg = 200 mg /kg = 200 x 10-6 =200 ppm套管（封装管）的情况

= 0.009 mg / 0.1g = 0.009 mg / （0.1 x 10-3） kg = 90 mg /kg = 90 x 10-6 =90 ppm端子镀层的情况

计算错误！

正确的计算！

计算错误！

P. 27

8. 计算示例



例4：钢板的电镀层中含有六价铬时

（含有对象化学物质的质量）
对象化学物质的单位面积含量、经铬酸盐处理进入Ni层缝隙部
分的六价铬化合物的铬金属单位面积质量：D mg /m2

单位材料质量：（A+B+C） kg /m2

（含有对象化学物质的部分均质材质质量）
①Fe层、Ni层、铬酸盐处理层的单位面积质量 ：（A+B+C） kg /m2

②Ni层、铬酸盐处理层的单位面积质量 ：（B+C） kg /m2

③铬酸盐处理层的单位面积质量 ： C kg /m2

可能有①~③情况，做如下分析，

①的情况：Fe层与Ni层是通过机械的方法（研磨等）能够进行分解，所以不作为含有对象化学物质部分的均质材质处
理。

③的情况：铬酸盐处理层可以看成纯粹的均质材质部分，但根据均质材质的定义，很难进行机械的分解，所以不属于
佳能公司绿色物品采购调查所定义的均质材质。

②的情况： Ni层与铬酸盐处理层虽然并没有均匀地相互溶解，但可以将铬酸盐处理层作为Ni层中含有的添加物来考虑，
所以属于含有六价铬的均质材质部分。

因而，在此种情况的含有率可以通过D mg /（B+C）kg来计算。

属于哪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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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示例



各制造批组含量不统一的情况下的含量计算示例

例1：制造过程中的覆盖量、添加量极为分散的情况

1-1：基板焊锡中的含量计算
（例：含有金属X的情况）

金属X的含量 焊锡质量 焊锡中的金属X的含有率×＝

下面介绍的计算示例，只是在焊锡量的差异较大情况下进行计算时的
一例而已，供应商、制造商可以利用其他的科学方法进行计算。

由此公式可以计算

• 1透孔相当的焊锡量
• 1透孔的面积
• 选择安装工序
• 安装条件（温度、时间）

•••••

等，从上述各种条件按照计算或经验规则
进行计算得出的焊锡量：Z g

通过运算计算的方法通过焊接前后的质量差进行计算的方法

利用这些计算得出的焊锡量（y-x）g、B g、
Z g等，进行金属X含量的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多个样品进行计算，将
其中的最大值用于金属含量的计算是最为理
想的。另外，如在质量、成本上对焊锡量设
定了管理值，可以将管理值用于示例中列举
的情况。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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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X的含量 焊锡质量 焊锡中的金属X的含有率×＝ 由此公式可以计算

回流焊接

下面介绍的计算示例，只是在焊锡量的差异较大情况下进行计算时的
一例而已，供应商、制造商可以利用其他的科学方法进行计算。

① 使用同种焊锡时
A公司产焊锡：X含有率 800 ppm

但是，即使是同种焊锡如果组成成分较为分散时，
取最大值

② 使用多种焊锡时
A社产焊锡：X含有率 800 ppm

B社产焊锡：X含有率 400 ppm

C社产焊锡：X含有率 1000 ppm

这种情况下，含有率取最大值1000 ppm。

金属的X含有率本身，使用焊锡成分分析、或者调查
数据、已公开的成分表等资料

流动焊接工序中，有向焊锡槽内补充焊锡的作业，为此，槽内的金属X浓度会发
生变化。

请将流动槽的金属X浓度最高的数值，即最大值作为含有率进行计算。
因而，与回流工序中所使用的焊锡种类及焊锡本身的含有率相比，在此计算的含

有率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但是，在符合佳能集团所推荐的焊锡接合标准的管理体制下，如果定期地对焊锡

槽层进行分析并设定管理值的话，可以使用该管理值进行计算。

流动焊接

关于安装零部件中的金属与流动槽金属的差异的注意事项
具体而言

• 即使流动槽为无铅（Pb）状态，但安装零部件的导线含铅时
• 即使流动槽采用非铋类焊锡，但安装零部件的导线使用了铋类焊锡时，

在安装时会发生含有本来流动槽中不含的金属的情况，因此应给予注意。

焊锡质量 焊锡中的金属X含有率上述的 与 由此公式可以计算金属X的含量

关于焊锡中含有的铅
常见的是在无铅焊锡中，混入了含有杂质的焊锡的情况。佳能集团要求供应商、制造商作出“含有”的回答时，是指含
有率超过1000ppm的情况，而在过程管理等过程中掌握着小于1000ppm的数据时，也恳请尽量提交以便今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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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标准材料等的成分比率有一定幅度变化时的计算示例

2-1： JIS标准材料的易切钢所含Pb

（例：SUM24L的情况）

SUM24L的化学成分（摘自JIS G 4804 硫磺及硫磺复合易切钢钢材）

元素

符号

化学成分％

C Mn P S Pb

SUM24L 小于0.15％ 0.85～1.15 0.04～0.09 0.26～0.35 0.10～0.35

加工

质量：M

（kg）

含有率决定于标准内的组成比率，但在计算含量时使用的含有率有下列几种情况。
• 在设定了材料的出厂管理值范围时，取最大值作为含有率

（例）出厂管理值的Pb组成范围为0.30～0.33％时，取0.33％（3,300 ppm）作为含有率。
• 在管理值小于标准组成的最大值、或没有特别设定时，取标准组成的最大值作为含有率
（例）由上面的化学成分表，取0.35％（3,500 ppm）作为含有率。

下面介绍的计算示例，只是一例而已，供应商、制造商可以利用其他
的科学方法进行计算。

含有率的计算（标准、分析、调查）
通常可以通过测量零部件本身的质量进行计
算。但是，对于质量的分散较大的加工，使
用测量多个样品获得的最大值进行计算。

SUM24L使用部分的质量计算

Pb含量计算

在上述示例中，
• 出厂管理值的Pb组成为0.30～0.33％时，取0.33％（3,300 ppm）作为含有率，

则含量为M×3,300 ＝3,300 M （mg）。
• 由上面的化学成分表，取0.35％（3,500 ppm）作为含有率，

则含量为M×3,500 ＝3,500 M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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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IS标准材料的易切黄铜棒所含Pb、Cd

（例：C3604的情况）

C3604的化学成分（摘自JIS H 3250 铜及铜合金）

元素

符号

化学成分％

Cu Pb Fe Sn Zn

C3604 57.0～61.0 1.8～3.7 小于0.50 Fe+Sn小于 1.2 剩余
加工

质量：M

（kg）

含有率决定于标准内的组成比率，但在计算含量时使用的含有率有下列几种情况。
• 在设定了材料的出厂管理值范围时，取最大值作为含有率

（例）出厂管理值的Pb組组成范围为3.0～3.5％时，取3.5％（35,000 ppm）作为含有率。
则含量为 M×35,000 ＝35,000 M （mg）。

• 在管理值小于标准组成的最大值、或没有特别设定时，取标准组成的最大值作为含有率
（例）由上面的化学成分表，取3.7％（37,00 ppm）作为含有率。
则含量为M×37,000 ＝37,000 M （mg）。

下面介绍的计算示例，只是一例而已，供应商、制造商可以利用其他
的科学方法进行计算。

含有率、含量的计算（标准、分析、调查）

通常可以通过测量零部件本身的质量进行计算。
但是，对于质量的分散较大的加工，使用测量多
个样品获得的最大值进行计算。

使用C3604部分的质量计算

Cd的情况

Pb的情况

一般的，通用蒸馏精练获得的Zn中含有0.2％ 杂质Cd。、
在计算含有率时，有下列几种情况。

• 在设定了材料的出厂管理值时， 取此管理值作为含有率。
（例）出厂管理值设为70ppm时，通过分析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下的含有率为70ppm。
则含量为 M×70 ＝70 M （mg）。

• 由使用的Zn组成最大值与标准决定的Zn种类的Cd含有率的最大值来计算，其结果为含
有率最大值。
（例）剩余部分的Zn组成最大值为40％，只使用JIS H 2107所规定的Zn种类普通锌基底
金属。这时Cd组成的标准最大值为0.01％。
这时含有率为40％ × 0.01％＝0.4 × 0.0001＝ 0.00004＝0.004％＝40 ppm。
则含量为 M×40 ＝40 M （mg）

将此质量值用于含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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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同一零部件、材料的制造基地不同时的计算示例例3：同一零部件、材料的制造基地不同时的计算示例

同一型号、等级的零部件、材料在几个工厂生产，由于在各个制造基地使用的零部件、材料是有所不同的，因而所含有的化学物质及化学物质
的含量也是不尽相同的。

泰国工厂生产产品

中国工厂生产产品

半导体零部件
在3个基地生产型号ABC相同

使用材料B

零部件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及其含量
氯化石蜡：200mg

杂质Cd：10mg

使用X公司生产的材料A

零部件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及含量
含溴阻燃剂：100mg
锑（Sb）：50mg

杂质Cd：20mg

日本工厂生产产品

使用Y公司生产材料A

零部件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及含量
含溴阻燃剂：150mg
锑（Sb）：80mg

在这种情况下，含有化学物质的对象包括在所有
制造基地有可能含有的所有化学物质，在上面的
示例中,有

• 含溴阻燃剂
• 氯化石蜡
• 锑

• Cd

• 含溴阻燃剂 ： 150mg

• 氯化石蜡 ： 200mg
• 锑 ： 80mg

• Cd ： 20mg

含量为各个制造基地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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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 version 1.00制作完成
在决定依据2006年1月发行的JGPSSI ver.3进行调查后，对佳能集团绿色物品采购调查的新思路及回答方法进行了汇总并编制
手册。

• 2008年4月 发行version 2.00修订版
参照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5.0修订及JGPSSI Ver.3.34发布版本进行内容修订。

• 2008年5月 发行version 2.10修订版
对version 2.00的笔误、表达内容进行了部分修订。

• 2008年10月 发行version 2.11修订版
根据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5.1的修订，只变更了封面。

• 2009年9月 发行version 3.00修订版
根据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6.0的修订及JGPSSI Ver.4发布版本进行内容修订。

• 2009年12月 发行version 3.01修订版
针对JGP文件中需要调查的物质群规定的报告水平（阈值水平）的范围在备注欄中有對回答方法進行補充説明。

• 2010年10月 发行version 4.00修订版
因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7.00修订及JGPSSI Ver.4.10的发行，部分内容发生了变更。

• 2010年12月 发行version 4.01修订版
JGPSSI Ver.4.11的发行，部分内容发生了变更。

• 2011年6月 发行version 4.02修订版
根据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8.0的修订，只变更了封面。

• 2012年7月 version 5.00 修订版发行
伴随包装材料调査表、追加调査表的修订，对解说和回答方法进行了追加。

• 2013年9月 version 6.00 修订版发行
记载了伴随对应IEC62474和发行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9.0所变更的内容。

• 2014年6月 发行version 6.01修订版
根据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10.0的修订，只变更了封面

• 2015年6月 发行version 7.00修订版
根据绿色物品采购标准书Ver.11.0的修订，只变更了封面

• 2019年6月 发行Ver. 8.00 

对应chemSHERPA

• 2019年9月 发行Ver. 8.10

对应chemSHERPAV2.0

• 2020年12月 发行Ver. 8.20

对应chemSHERPAV2.02

• 2021年9月 发行Ver. 8.30

chemSHERPA-AI调查中的成分信息已更改为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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