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轻工及玩具产品欧洲市场信息速递
轻工及玩具产品欧盟 RAPEX 召回通告——典型案例
通报
国家
克罗地亚

产品
类别：玩具
产品：玩具首饰套装
品牌：: Unknown
原产地：中国

危险
化学
珠串含 DEHP(测试值为 0.35%). 此邻苯可
能危害儿童健康，损害儿童生殖系统
.
依据 REACH 法规，DEHP,DBP 和 BBP 禁

通报国家采
取的措施
强制措施：拒
绝进口，销毁
产品

止使用在所有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中

法国

类别：玩具
产品：玩具泥
品牌：: Free & Easy
原产地：未知

化学
绿色胶体中硼的迁移量太高(测试值为
9807mg/kg).摄入或接触过量的硼可能损
害儿童生殖系统，危害儿童健康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召回终
端用户的产品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的欧盟
标准 EN 71-3 的要求
瑞典

类别：玩具
产品：玩具医具套装
品牌：: SUPER POWER
原产地：中国

环境
箱子中的塑料听诊器含高达 4.91%的
SCCPs. 禁止市场上销售和使用含 SCCPs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

的产品。 SCCPs 持久存在环境中，在较
低浓度时对水生生物即具有毒性并在生
物和人类体内蓄积，对环境造成危害。
产品不符合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法规(POP
法规)。
西班牙

类别：玩具
产品：玩具球
品牌：: Aspro
原产地：中国

微生物

强制措施：拒
绝进口

塑料球容易破裂，里面的液体可以漏
出。液体中的需氧微生物总量过高。当
溶液被吞咽或接触皮肤，眼睛时会存在
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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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

爱沙尼亚

类别：玩具
产品：塑料玩具车
品牌：: JIAN SHENG
原产地：中国

环境
玩具中不可接触的某些部件 (电池，黑
色电子部件) 含铅和镉 (测试值分别为
0.358% 和 0.027%)。 此外，LED 灯和黑色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

电子部件含溴 (测试值为 0.30%)；扬声器
含铬 (测试值为 0.587%)
产品不符合限制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
有害物质的指令(RoHS 2)
捷克共和国

类别：首饰
产品：项链
品牌：: Bono Bijou
原产地：中国

化学

强制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

产品中的镉含量太高(测试值为 53.6%).
镉可在人体内蓄积，损害人体器官，导
致癌症，危害人类健康有害。
产品不符合 REACH 法规

斯洛伐克

类别：防护设备
产品：工作手套
品牌：: Carrefour
原产地：中国

化学
皮革中的六价铬含量太高(测试值为
27.1mg/kg). 六价铬是致敏物可能引发过
敏反应。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召回终
端用户的产品

产品不符合 REACH 法规和个人防护用品
指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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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类别：防护设备
产品：太阳眼镜

受伤

强制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品牌：: Cloud
原产地：中国

太阳眼镜的右镜片属 4 类防护滤波器，

撤回，召回终
端用户的产品

但标签上显示的是 3 类。标签没有显示
4 类太阳眼镜要求的‘不适合在驾驶机
动车或道路上使用’。左右镜片的透光
率不同，可能损害使用者视力。当消费
者开车使用时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产品不符合个人防护用品指令和相关的
欧盟标准 EN 1836

匈牙利

类别：防护设备
产品：太阳眼镜
品牌：: TLC VISION
原产地：中国

损害视力
紫外线透过率太高。因此，太阳眼镜不
能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强制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召回终
端用户的产品

产品不符合个人防护用品指令的要求

德国

类别：装饰用品
产品：塑料苹果
品牌：: GEROMA
原产地：德国

窒息
由于产品外形特征，颜色和尺寸，产品
可能被误认为是食品。苹果小到儿童可
以将其放入口中，导致窒息。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

产品不符合指令 87/357/EEC 的要求

瑞典

类别：兴趣/体育用品
产品：塑料运动包
品牌：: Mayhem
原产地：中国

环境
运动包的 PVC 材料含镉 (测试值为
0.0592%)，对环境有危害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市场上
撤回

产品不符合 REACH 法规

保加利亚

类别：儿童护理用品及儿童用具

伤害，窒息

产品：儿童旅行床
品牌：: Lorelli
原产国：中国

如果儿童向下压床边缘，该旅行床容易
倾翻，存在儿童翻出童床并跌落受伤的

强制措施：
将产品从市场
上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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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该床存在儿童可接触到的手指挤
夹点。另外，用于固定床底的魔术贴容
易拆开，儿童容易将其拉开并陷落在床
底部，存在窒息的风险。
产品不符合相关欧洲标准 EN716-1/-2.
英国

类别：儿童护理用品及儿童用具
产品：儿童汽车座椅
品牌：: Fisher-Price (Mattel)
原产国：中国

伤害
约束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在交通事故或
紧急刹车的过程中能导致儿童受伤。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用户手
中召回。

产品不符合相关法规 UNECE No 44-04 。

西班牙

类别：儿童护理用品及儿童用具
产品：安抚奶嘴

噎塞

自愿措施：将
产品从用户手

品牌：: DISNEY BABY
原产国：泰国

奶嘴和挡板容易破碎产生小部件，能导

中召回。

致儿童噎塞窒息。
产品不符合相关欧洲标准 EN1400-2。

保加利亚

类别：儿童护理用品及儿童用具
产品：摇篮
品牌：: Pasha baby
原产国：土耳其

伤害
该摇篮不够稳定且没有防滑装置，因此
它容易倾翻且儿童可能跌落。另外，倾

强制措施：禁
止该产品在市
场上销售及其
它附加措施。

斜调节系统及约束系统不合适能导致伤
害。产品还存在导致割伤的尖点利边，
以及导致手指陷落的间隙及开口。
产品不符合相关欧洲标准 EN 12790。
捷克

类别：儿童护理用品及儿童用具
产品：木质游戏围栏
品牌：: BABY MAXI
原产国：未知

噎塞
产品包括易脱落的小部件（螺钉），儿
童将其放入口中会引起噎塞窒息。另

强制措施：禁
止该产品在市
场上销售及其
它附加措施。

外，在开门的时候，儿童若将手指放在
移动部件之间会导致手指陷落。
产品不符合相关欧洲标准 EN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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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类别：业余爱好/运动产品
产品： 自行车
品牌：: Specialized
原产地： 台湾

法国

伤害
前轮快拆杆，如果调整不当或处于悬空
状态，在骑行过程中快拆杆会接触到碟
刹，进而导致前轮突然卡死停止转动，
骑行者会从自行车上面摔落。

类别：业余爱好/运动产品
产品： BMX 自行车

伤害

品牌：: BROS/ SPARKYS
原产地： 台湾

脚踏和手把会断裂，刹车有缺陷，刹车

自愿措施：从
用户手中召
回。

强制措施：拒
绝入境

变形降低了刹车效率，这些缺陷会导致
骑行者从自行车摔落，进而受到伤害。
产品不符合欧盟相关标准 EN 16054.

斯洛伐克

类别：业余爱好/运动产品
产品： 滑板车

伤害

自愿措施&强制
措施：产品退

品牌：: LIFEFIT
产地：中国

转向杆会轻易断裂，导致使用者摔落进
而受到伤害。除此之外，在坎坷的路面

出市场，从用
户手中召回。

使用时，前叉焊接处会出现断裂，导致
使用者失去平衡而摔倒。最后，移动部
件间的间隙在折叠或打开时会出现夹手
现象。
产品不符合欧盟相关标准 EN 14619.

免责声明：以上信息均摘自欧盟 RAPEX 官方网站报告，不代表 TÜ V 南德意志集团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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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相关产品法规法令更新信息
1. 主题: 美国消费品安全管理委员会(CPSC) –发布了一项直接最终规则澄清部件测试
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摘要/关键信息：
 CPSC 发布了一项直接最终规则澄清了以下两项现行规则：
 澄清部件测试规则(16 CFR part 1109)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铅和邻苯测试。
 此次修正更新了玩具安全标准(ASTM F963-11)的版本，同时也并入了对不可接触部件不需要进行邻苯含量测
试的信 息。
 澄清未染色或完全染色的纺织品，不需要进行铅含量测试(16 CFR 1500.91(d)(7)。
 基于美国服装和鞋类学会的要求，CPSC 延长了 30 天的评论期和生效时间，允许相关人员对规则进行评论
。该规则将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生效（除了截止 2015 年 12 月 14 日，收到重大否定意见）
参考信息：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FR 61729), dated 14 October, 2015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10-14/pdf/2015-25932.pdf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FR 72342), dated 19 November, 2015
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5-11-19/pdf/2015-29503.pdf

2. 主题: EU REACH 附录 17—纺织品和服装中 CMRs 限制的公众咨询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摘要/关键信息：
 2015 年 10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依据 REACH 条款 68(2)启动了消费用纺织品和服装中有害物质(CMR 1A and
1B)限制的公众咨询。
 公众咨询将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结束。
 欧盟委员会联合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和各成员国主管机构，确定了一个消费用纺织品和服装中可能存
在的 CMR (CMR 1A and 1B)物质初始清单，目的在于限制纺织品和服装中的 CMR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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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欧盟委员会选择特定消费品类别作为目标的首例，目地在于限制特定消费品中的 CMR (CMR 1A and 1B)
物质。
 一旦限制最终确定，CMR 物质清单将会作为 REACH 附录 17 的特定附录，并将酌情定期进行更新。
 初始清单中有 280 多种 CMR 物质，其中包括染料，着色剂，颜料，邻苯，阻燃剂，多环芳烃。
参考信息：
 EC webpage on the consultation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newsroom/cf/itemdetail.cfm?item_id=8299
 List of CMRs - Classified dyes and carcinogenic amines:
http://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14532/attachments/1/translations/en/renditions/native
 List of CMRs - Petroleum and coal stream substances:
http://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14533/attachments/1/translations/en/renditions/native
 List of CMRs – Other substances
http://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14534/attachments/1/translations/en/renditions/native

3. 主题: SVHC 第 14 批更新正式公布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摘要/关键信息：
 SVHC 第 14 批更新已正式发布，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数量将由 163 种增加到 168 种。
 之前预计的为 170 种，有 2 种物质此次未加入，一种为 Dicyclohex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环已酯， 一种为
hexamethylene diacrylate (hexane-1,6-diol diacrylate 六亚甲基二丙烯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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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的物质如下：
Substance Name
物质名称

CAS Number
(EC Number)
CAS 编号(EC 编号)

Reason for proposing
提议的理由

1,3-propanesultone
1,3-丙磺内酯

1120-71-4
(214-317-9)

Carcinogenic (Article 57 a)

2,4-di-tert-butyl-6-(5-chlorobenzotriazol-2-yl)phenol (UV327)

3864-99-1
(223-383-8)

vPvB (Article 57 e)

2-(2H-benzotriazol-2-yl)-4-(tert-butyl)-6-(sec-butyl)phenol
(UV-350)

36437-37-3
(253-037-1)

vPvB (Article 57 e)

Nitrobenzene
硝基苯

98-95-3
(202-716-0)

Toxic for reproduction (Article 57 c)

Perfluorononan-1-oic acid (2,2,3,3,4,4,5,5,6,6,7,7,8,8,9,9,9heptadecafluorononanoic acid and its sodium and
ammonium salts
全氟壬酸及其钠盐和铵盐

375-95-1;
21049-39-8;
4149-60-4
(206-801-3)

Toxic for reproduction (Article 57 c);PBT
(Article 57 d)

参考信息：
 ECHA Press release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SVHC to 168

http://echa.europa.eu/view-article/-/journal_content/title/five-new-substances-of-very-high-concern-addedto-the-candidate-list
 Description of the Authorisation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regulations/reach/authorisation
 The official Candidate List
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authorisation_process/candidate_list_table_en.asp
 Candidate List obligations
http://echa.europa.eu/candidate-list-obligations
 Decision of the ECHA - Inclusion of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in the Candidate List for eventual inclusion in Annex XIV
(explain whether substances are included in the Candidate List)
http://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22059823/ed_decision_79_2015_en.pdf
 ECHA Press release - MSC supports by majority inclusion of HDDA to the Candidate List

http://echa.europa.eu/en/view-article/-/journal_content/title/msc-supports-by-majority-inclusion-of-hdda-tothe-candidate-list
 ECHA – List of intention for the 15th update of Candidate List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registry-of-current-svhc-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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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题: EU REACH—ECHA 更新了对物品中的物质要求的指导文件(V3.0 版本)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8 日
摘要/关键信息：
 作为对欧洲法院判决的跟进，ECHA 迅速更新了其对物品中的物质要求的指导文件（V3.0 版本），以与欧洲
法院保持一致。
 ECHA 关于物品中物质要求的指导文件，可以帮助物品进口商决定了他们是否需要满足 REACH 法规的义
务，特别是第 7 条注册和通报， 以及第 33 条供应链的通讯。
 其中主要细微的变化




删除了范例
1. 4.5部分-SVHC总量的计算
2. 附录3-SVHC符合性的检查
1. 服装
2. 车用轮胎
3. 充气床垫
更新了玩具指令2009/48 / EC 的参考

 ECHA 后续行动：更加全面的更新将会在 2016 年，包括文本的跟新和框架的调整。新的范例将于法院的
判决保持一致。同时也将回顾与之前经验不符的案例，以及文档首次发布后收到的问题。
 背景信息-case C-106/14：
 2015 年 9 月 10 日，欧洲法院（case C-106/14）判决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 SVHC 浓度需按照部件而不是
整个产品来计算。根据该判决，法律义务也适用于物品存在于复杂的产品（例如，由多个物品组成的产
品），只要这些物品保持一定的形状，表面或设计，只要他们不成为废物。
参考信息：
 ECHA Press release – Guidance on substances in articles updated
http://echa.europa.eu/view-article/-/journal_content/title/guidance-on-substances-in-articles-updated
 ECHA Guidance on requirements for substances in articles (V 3.0)
http://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13632/articles_en.pdf
 ECHA Guidance in a Nutshell - Requirements for substances in articles
http://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13632/nutshell_guidance_articles2_en.pdf
 Judgment by the Court – Case C-106/14
http://curia.europa.eu/juris/celex.jsf?celex=62014CJ0106&lang1=en&type=TXT&an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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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EN 标准更新

标准名称

替代标准

生效日期

强制执行日期

CEN/TS 14237:2015
Textiles for health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facilities

ENV 14237:2002

2015-12-23

2016-04-01

EN 13209-2:2016
Child use and care articles - Baby carriers -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 Part 2: Soft carrier

EN 13209-2:2005

2015-12-23

2016-07-01

CEN/TR 16918:2015
Safety of toys - Children´s mouthing behaviour in
contact with toys

/

2015-12-16

2015-12-16

EN 16732:2015
Slide fasteners (zips) - Specification

/

2015-12-16

2016-07-01

EN ISO 780:1999

2015-12-16

2016-07-01

EN 16804:2015
Diving equipment - Diving open heel fins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

2015-12-16

2016-07-01

EN 16805:2015
Diving equipment - Diving mask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

2015-12-09

2016-07-01

EN 1972:2015
Diving equipment - Snorkels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N 1972:1997

2015-12-09

2016-07-01

EN ISO 780:2015
Packaging - Distribution packaging - Graphical
symbols for handling and storage of packages (ISO
78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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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替代标准

生效日期

强制执行日期

EN ISO 12460-5:2015
Wood-based panels - Determination of formaldehyde
release - Part 5: Extraction method (called the
perforator method) (ISO 12460-5:2015)

EN 120:19992

2015-12-09

2016-07-01

EN ISO 8317:2015
Child-resistant packaging - Requirements and testing
procedures for reclosable packages (ISO 8317:2015)

EN ISO8317:2004/AC:2005
EN ISO 8317:2004

2015-12-02

2016-07-01

关于 TÜ V 南德轻工实验室
TÜ V 南德是全球领先的检测、认证类技术服务公司之一，轻工实验室位于 TÜ V 南德上海闵行区测试中心，可对卫浴产品、
玩具、文具、儿童用品、厨具、自行车、礼品、家具等产品提供检测、认证、培训等服务，致力于帮助企业产业链在确保
质量和安全基础上获得高度的市场认可。
关于 TÜ V 南德意志集团
TÜ V 南德意志集团于约 150 年前在德国成立，是全球领先的技术服务公司之一，服务范围覆盖测试、认证、检验、资讯及
专家指导等多个领域。公司覆盖全世界 800 多处，员工约 20,000 人，着力为客户提供技术、体系及实际运作中的优化服
务。TÜ V 南德意志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已超过 20 年历史。至今，已为 20,000 多家客户提供了相应服务。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柳潇潇 小姐
电话：021- 6037 6575
邮箱：xiaoxiao.liu@tuv-sud.cn
或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资讯及活动：TUV 南德轻工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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