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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发布

“着火危险试验要求”

2021年 10月 28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 IEC 60695-2-10:2021《着火危

险试验第 2-10部分:灼热丝 /热丝基本试验

方法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该标准

规定了用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程序模拟

热源（如灼热元件或过载电阻）短期内产

生热应力的效应，通过模拟技术评估火灾

的危害。

该标准描述的测试程序为使用标准化

的电热丝作为点火源的小规模测试的通用

测试程序，是应用于最终产品和固体电绝

缘材料或其他固体可燃材料的测试程序的

基础部分。此外，IEC 60695-2-11《着火

危险试验第 2-11部分：基于灼热丝 /发热

丝的试验方法 最终产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

验》、IEC 60695-2-12《着火危险试验 第

2-12部分:基于灼热 /发热丝的试验方法材

料 的 灼 热 丝 易 燃 性 试 验》 和 IEC

60695-2-13《着火危险试验 第 2-11 部

分:基于灼热 /发热丝的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

热丝起燃性试验》中分别给出了每个特定

测试程序的详细说明。该标准需与 IEC

60695-2-11、 IEC 60695-2-12 和 IEC

60695-2-13 结合使用。本次发布的标准

为第三版，新版标准发布后，2013年出版

的第二版标准将取消并被新版标准完全取

代。新版本相对于上一版本主要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的调整：

（1）第 3 条中增加了有关时间和持续

时间的新术语和定义。

（2）删除了原“附录 A”设备的生产

商和供应商要求。

（3）原“附录 B”由资料性附录更改

为规范性附录，即原标准中“起燃”和

“有焰燃烧”观察导则相应内容由参考性材

料变更为标准正文的补充或附加条款。

（4）增加了新的附录 C，提出了时间

和持续时间可视化要求，并给出了样本行

为的示例，以及评估方法。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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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 GB/T

5169.10-2017《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

验第 10部分：灼热丝 /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引用了 IEC

60695-2-10:2013，与本次 IEC 发布的新

版本标准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附录部分，

尤其是新增加的附录 C部分，提醒相关企

业密切关注目标市场的最新要求，及时做

好相应调整。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发布

“熨烫机的特殊要求”

2021 年 11 月 3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 IEC 60335-2-44:2021《家用和

类似用途电器 安全第 2-44部分：熨烫机

的特殊要求》 （第四版），该标准规定了商

用和家用及类似用途的熨烫机的安全要求。

在可行的情况下，本标准涉及家庭内外所

有人遇到的电器所带来的常见危险。

第四版取代了 2002年出版的第三版，

此版本构成技术修订。本版相对于上一版

主要涉及以下重大技术调整：

（1）文本已与 IEC 60335-1:2020保持

一致；

（2）一些注释已转换为规范文本；

（3）排除电池供电的器具（第 1条）；

（4）引入可触及的表面温度限制（第

11章）。

本部分将与 IEC 60335-1 的最新版本

及其修订版结合使用，除非该版本将其排

除在外。

美国更新婴儿秋千产品强制性标准

10月 29日，美国发布通报，提出将

更新婴儿秋千产品强制性标准，该项标准

将参照 ASTM F2088-21。相较于旧版标

准，最新版标准包含涉及内容的实质性修

订和一些格式编辑上的非实质性修订

实质性修订包括：（1）进一步澄清和

细化对“婴儿”、“秋千”等术语的定义；

（2）新增了“8.4电池产品标识”，将旧标

准中所有关于电池的警示信息都集中在这

一章节中，以为制造商提供更为清晰、简

明的指导并按要求在产品上标明警示信息。

非实质性修改包括字体大小、章节编

号等格式方面的调整。

美国将于 2022年 1月 29日起强制执

行该项最新标准。

美国发布

“节能计划：烹饪产品的测试程序”

2021 年 11 月 5 日，美国能源部

（DOE）发布“节能计划：烹饪产品的测试

程序”，提议在新附录下为一类烹饪产品

（即传统炉灶）建立测试程序，DOE现有的

烹饪产品测试程序规定了待机测试微波炉

的功率，但目前没有测试适用于传统炉灶

的程序。拟议的测试程序将修改引用 IEC

60350-2：2017《家用电炊具 第 2 部分：

炉灶性能测试方法》。DOE提议在 10 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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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0部分，B部分，附录 I1，“测量传

统烹饪产品能耗的统一测试方法”中建立

新的测试程序，为了方便附录 I1的使用，

DOE还修订了 10 CFR第 430部分，附录

I1重点内容包括：

（1）通过以下方式减轻测试负担并提高

IEC 60350-2:2017的可重复性和再现性：

简化电炉灶的测试容器选择过程；

修改室温、产品温度和起始水温要求；

根据 IEC 60350-2:2017的更新版本草

案，提供一种可选方法，用于确定测量炖

煮期间炉灶面能耗的初始功率设置；

提供确定能耗测试期间沸腾设置的标准；

将每个循环的能源使用标准化，以说

明炖煮期结束时的水温；

（2）将 IEC 60350-2:2017应用于燃气

灶具的测试，包括：

供气仪表和试验条件的规范；

根据标称热输入率选择试验容器；

最大热输入率的调整方法和规格；

可选的潜在沸腾设置预选测试的目标

功率密度；

（3）提供附加规范，包括：

操作模式、产品配置、测试设置和仪

器的定义；

试验条件，包括供电特性和水负荷质

量公差；

根据产品配置的产品安装说明；

确定多环烹饪区和具有无限功率设置

和旋钮的烹饪区的功率设置的说明；

（4）提供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下烹饪

灶年度能耗的测量方法：

引用 IEC 62301《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

的测量》的两个版本；

定义在组合低功率模式下花费的小时

数；

定义组合低功率模式时间分配给组合

烹饪产品的常规炉灶组件；

（5）通过指定代表性的水负荷质量和

年度炉灶循环次数来定义综合年度能源使

用指标。

相比 IEC 60350-2:2017，拟议法规草

案做了较多调整，包括扩大了适用范围：

电炉灶和燃气灶台均适用。此外，拟议法

规草案还借鉴了 IEC 62301来测量待机模

式和关闭模式功率，并计算年度组合低功

率模式能量。该法规生效日期待定，目前

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2022年 1

月 3日，建议有关单位仔细研究法规草案

原文，密切关注该法规的最新进展情况，

若对法规的制定，或相关行业标准的引用

有任何建议，可在评议期内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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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2021年第 42-45周重点WTO/TBT通报 渊10.18-11.14冤

专题发布

专题发布

序号 通报号 通报标题 国家 发布日期

1 G/TBT/N/BRA/1271 第 1号决议，2021年 10月 13日 巴西 10.18

2 G/TBT/N/CHL/577
NCh 3446:2020使用木材的家用炊具 -要求和试

验方法（52页，西班牙文）
智利 10.18

3 G/TBT/N/EU/845

关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条例的提案，修订

（EU） 2017/746号条例，涉及某些体外诊断医疗

设备的过渡性规定和内部设备的延迟应用要求

（13页，英文）

欧盟 10.18

4 G/TBT/N/PHL/274

行政命令草案编号：__________ 2021年系列更

新 BPS 强制性产品认证计划中使用的参考标准

（3页，英文）

菲律宾 10.18

5 G/TBT/N/THA/637

关于安装了 LPG/NG改装系统的轻型机动车的部

级法规草案：安全要求；发动机排放 (TIS 3055

- 2563(2020)) (23页，泰文)

泰国 10.20

6 G/TBT/N/THA/638
摩托车排气消声器部分的部长条例草案 （TIS

3226 - 25XX(20XX)） （6页，泰文）
泰国 10.20

7 G/TBT/N/USA/1790 海洋工程标准的更新 (89页,英文) 美国 10.20

8
G/TBT/N/USA/1600/Rev.

1/Add.1
能源标签规范 美国 10.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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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TBT/N/USA/1791
医疗设备；耳、鼻、喉设备；建立非处方助听器

（42页，英文）
美国 10.21

10 G/TBT/N/KOR/1000 《化妆品法》修正案（5页，韩文） 韩国 10.22

11 G/TBT/N/KOR/1001
《医疗器械法实施细则》 修正案（共 45 页，韩

文）
韩国 10.22

12 G/TBT/N/SGP/62

2021 年能源节约（受管制商品和注册供应商）

（第 2号修正案）条例 --通过后将在新加坡共

和国政府公报上公布通知。

新加坡 10.26

13 G/TBT/N/USA/517/Add.7
能源节约计划：金属卤化物灯具的节能标准：公

开会议和框架文件的提供
美国 10.27

14 G/TBT/N/ARE/521 用于罐装食品的三片式钢制圆罐（11页，英文） 阿联酋 10.28

15
G/TBT/N/USA/1783/Add.

1
能源节约计划：风机和鼓风机的测试程序 美国 10.28

16 G/TBT/N/USA/681/Add.4 婴儿秋千的安全标准 美国 10.29

17
G/TBT/N/USA/903/Rev.

1/Add.1
能源节约计划：住宅和商业洗衣机的测试程序 美国 10..29

18 G/TBT/N/BRA/1279
Inmetro第 21号公众咨询，2021年 10月 25日

（43页，葡萄牙文）
巴西 11.1

19 G/TBT/N/RUS/122

欧亚经济联盟技术法规“关于限制在电工和无线

电设备中使用危险物质”的第 1 号修正草案

（EAEU TR 037/2016） （25页，俄文）

俄罗斯 11.1

20 G/TBT/N/USA/709/Add.4 能源节约计划：住宅洗衣机的节能标准 美国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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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TBT/N/RUS/123

2018年 4月 18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第 44号决定

批准的关于在标准合格评估方案的基础上建立合

格评估的形式、方案和程序的技术法规《低压设

备安全》 （CU TR 004/2011）的修正草案。(22

页，俄文)

俄罗斯 11.2

22 G/TBT/N/RUS/124

技术法规“技术设备的电磁兼容性” （CU TR

020/2011）的修正草案，关于在标准合格评估方

案的基础上建立合格评估的形式、方案和程序，

由委员会理事会 2018年 4月 18日第 44号决定

批准（22页，俄语）

俄罗斯 11.2

23 G/TBT/N/RUS/125

经 2018年 4月 18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第 44号决

定批准的“爆炸环境设备安全”技术法规（CU

TR 012/2011）的修订草案，涉及在标准合格评

估方案基础上建立合格评估的形式、方案和程序

（12页，俄文）。

俄罗斯 11.2

24 G/TBT/N/USA/1795
更安全的消费者产品：优先产品名单；含有甲苯

的美甲产品（8页，英文）
美国 11.2

25 G/TBT/N/IDN/136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部长第 114.K/EK.07/DJE/2021

号法令，关于风扇设备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SKEM）和节能标签（11页，印尼语）

印尼 11.3

26 G/TBT/N/IDN/137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部长第 115.K/EK.07/DJE/2021

号法令，关于电饭煲设备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SKEM）和节能标签（13页，印尼语）

印尼 11.3

27
G/TBT/N/USA/929/Rev.

1/Add.2
能源节约计划：外部电源的测试程序 美国 11.3

28 G/TBT/N/GBR/40/Add.1 2021年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条例 英国 11.4

29 G/TBT/N/THA/641
热轧高强度汽车用扁钢 （TIS 1884 - 25XX

(20XX)）部长条例草案（11页，泰文）
泰国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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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TBT/N/THA/642
热浸锌热轧扁钢部级条例草案 （TIS 3243 -

25XX(20XX)） （33页，泰文）
泰国 11.4

31
G/TBT/N/USA/1058/Rev.

1/Add.2
兼容助听器的手机标准 美国 11.5

32
G/TBT/N/USA/1774/Add.

1
未来针对热解和气化装置的潜在法规 美国 11.8

33 G/TBT/N/SAU/1225 氢能汽车技术法规（31页，阿拉伯文） 沙特 11.9

34 G/TBT/N/EU/850

关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制定人工智能统一规则

（人工智能法） 并修正某些联盟立法的提案

（COM（2021） 206 号文件） （108 页，英文；

17页，英文）

欧盟 11.11

35 G/TBT/N/EU/851

欧盟委员会委托条例草案，修订委托条例（EU）

2017/655，涉及修改关于监测安装在非道路移动

机械上的在用内燃机的气体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以包括功率小于 56千瓦和大于 560千瓦的发动

机（6页，英文；39页，英文）

欧盟 11.12

36 G/TBT/N/ISR/1222
SI 1059 - 预包装食品的重量和体积的公差 (7

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11.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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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42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消费品召回 |2021年第 42-45周欧盟

RAPEX对我国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第 42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2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0月 22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0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2

例，占全部通报的 60%，主要涉及机械类、

电器设备类、玩具类和化学品类等 4类产

品。通报国主要有：波兰、荷兰、克罗地

亚、立陶宛、瑞典、塞浦路斯、斯洛文尼

亚、匈牙利等，采取措施包括：撤出市场、

禁止销售该产品及其相关措施、召回等。

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37/21 电器

设备类
克罗地亚 直发器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23

撤出市场曰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其相

关措施曰 召
回

A12/01442/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弓和

箭套装

FUN
FASHION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36/21 化学品类 立陶宛 电子烟 VEIIK 化学危害 烟草产品指令 撤出市场

A12/01443/21 家具类 瑞典 油布 未知 环境危害 POP 召回

A12/01439/21 机械类 匈牙利
电动

踏板车
Kawasaki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619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49/21 玩具类
斯洛

文尼亚
遥控车

RALLY
CHAMP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447/21 电器

设备类
荷兰 复式插头 AOBOER 触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445/21 玩具类 立陶宛

吱吱作响

的橡胶玩

具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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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46/21 玩具类 立陶宛
洋娃娃和

婴儿车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44/21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小狗 未知
窒息袁 割
伤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48/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电话
Happy

Unlimited 听力受损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53/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建筑

玩具

Lianchuang
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复式插头
插座的触点接触的扭矩过大袁 易导致插座损坏袁 引发电气接触不良和火灾风险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相关规定遥

直发器

产品导体的电绝缘过薄袁 产品可能过热曰 主电路和可访问的二次电路之间的间
隙/爬电距离不足曰 可触及带电部位导致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的
相关规定遥

电子烟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尼古丁袁 可导致急性毒性遥 不符合烟草产品指令相关规定遥

电动踏板车

该产品前轮轴螺丝没有固定袁 使用者可能会失去控制袁 从踏板车上摔下来袁 导
致受伤曰 车把上开孔的直径 (6.85mm) 大于规定值 (小于 5mm)袁 在开孔处形成
剪切点袁 会对手指造成伤害遥 不符合机械指令和 EN 14619尧 EN 71-1的相关规
定遥

油布

该产品含短链氯化石蜡 渊SCCP冤袁 短链氯化石蜡可在环境中持续存在袁 对水生生
物有毒并可在水生生物中积累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POP的相
关规定遥

塑料建筑玩具
玩具含有一些小部件袁 儿童可能把它们放进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专题发布

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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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43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43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3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0月 29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34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4

例，占全部通报的 70.6%，主要涉及玩具

类、电器设备类、首饰类、机械类和烟火

制品类等 5 类产品。通报国主要有波兰、

德国、芬兰、荷兰、捷克、克罗地亚、立

陶宛、罗马尼亚、瑞典、塞浦路斯、斯洛

伐克、匈牙利等。采取措施包括：撤出市

场、拒绝入境、禁止销售该产品及其相关

措施、警告消费者风险、召回等。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洋娃娃和婴儿车

手推车有突出的管子袁 没有被保护帽覆盖曰 娃娃的发带太小袁 娃娃的手和脚和
电池箱可以很容易地分离袁 儿童可能会这些小部件放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
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遥控车
玩具的焊接接头铅和镉含量过高袁 铅和镉对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RoHS 2的相
关规定遥

吱吱作响的橡胶玩具套

装

玩具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在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玩具小狗
玩具的边缘有碎片袁 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割伤曰 电池箱无需工具即可打开袁 儿童
可能会把电池放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玩具电话
玩具发出的声级过高 (测量值高达 79.5dB)袁 可导致永久性或部分听力丧失遥 不
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玩具弓和箭套装
箭头的吸盘易分离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在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专题发布

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77/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78/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79/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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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69/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2/01461/21 电器

设备类
荷兰 LED灯 Homra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1曰 EN

60598-2
撤出市场

A12/01460/21 电器

设备类
荷兰 热水瓶 Ardes 烧伤

通用产品

安全指令
撤出市场

A12/01483/21 玩具类 波兰 磁球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INFO/00160/
21 首饰类 斯洛伐克 耳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459/21 电器

设备类
捷克

USB电源
充电器

C-tech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950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其相

关措施

A12/01481/21 电器

设备类
德国

机器人

吸尘器
TESVOR 触电

低压指令曰 无
线电设备指令

EN 60335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其相

关措施曰 召回

A11/00090/21 机械类 波兰
剪叉式

千斤顶
GEKO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4 撤出市场

A12/01457/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枪尧
弓和箭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54/21 电器

设备类
芬兰

凝胶指甲

紫外线

设备

SUN2C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23

召回

A12/01480/21 玩具类 捷克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63/21 玩具类 罗马尼亚
玩具

滑板车
OXELO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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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USB电源充电器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电绝缘和爬电距离/电气间隙不足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
受电击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950的相关要求遥

便携式迷你风扇 焊料中铅含量过高袁 铅对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RoHS 2的相关规定遥

LED灯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存在触电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相关要求遥

带碗的搅拌机
由于热防护不足袁 电机绕组过热可能导致火灾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335
的相关要求遥

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71/21 烟火

制品类
波兰 烟火 未知

烧伤袁
受伤

烟火指令曰
EN 15947-5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2/01466/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便携式迷

你风扇

Out Of The
Blue KG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484/21 玩具类 立陶宛 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70/21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65/21 电器

设备类
克罗地亚

带碗的

搅拌机
Kaito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曰
警告消费者

风险

A12/01455/21 玩具类 匈牙利 摇铃玩具 Tengda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1467/21 首饰类 荷兰 项链 Yehwang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464/21 玩具类 匈牙利 木制拼图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1482/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

本周被通报的 5类产品中：玩具类 13

例、电器设备类 7例、首饰类 2例、机械

类 1例、烟火制品类 1例。各类产品通报

原因如下：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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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机器人吸尘器

产品配有非欧盟插头 渊美国插头冤袁 插入时高压带电部件易触及遥 此外袁 接地保
护不足袁 产品绝缘不当袁 导致带电部件易触及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的带
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尧 无线电设备指令和 EN 60335的相关要
求遥

凝胶指甲紫外线设备

玩具滑板车

玩具枪尧 弓和箭

充电器的电气绝缘不足袁 初级电路和可触及次级电路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不够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受电击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335的相关
要求遥

踏板车方向管可能会破裂袁 导致受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
规定遥

箭头的吸盘易分离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在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热水瓶
热水瓶的接缝在使用时很容易撕开遥 因此袁 橡胶瓶可能会泄漏热水并导致灼伤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相关要求遥

剪叉式千斤顶
该产品承重不足袁 存在产品损坏并导致用户受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机械指令
渊MD冤 的相关要求遥

耳环
该产品可释放出过多的镍袁 可通过皮肤接触引起过敏反应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磁球

该玩具由具有高磁通量的小零件 渊球冤 制成袁 磁铁部分可拆卸且磁通量较高遥
儿童可能将其吞食并窒息袁 若磁铁部分被吞下袁 可导致肠阻塞或穿孔遥 不符合
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木制拼图
该产品含有小部件袁 儿童可能把它们放进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
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塑料娃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
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娃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
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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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87/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婴儿

安抚奶嘴
未知 化学危害 EN 1400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488/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婴儿

安抚奶嘴
未知 化学危害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1400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486/21 玩具类 德国
儿童化装

服装

Pentone
Creations SA 烧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2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1485/21 玩具类 芬兰 玩具 Johny Bee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62115

禁止销售该产

品及其相关措

施曰 召回曰 禁
止销售曰 撤出
市场

A12/01499/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摩擦响铃 Baby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表 3 2021年第 44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摇铃玩具

烟火

玩具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在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点火保险丝烧得太快遥 因此袁 用户可能会受伤或被烧伤遥 不符合烟火指令和 EN
15947-5的相关要求遥

2021年第 44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4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1月 5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0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2

例，占全部通报的 60%，主要涉及儿童用

品类、玩具类、厨房烹饪 /配件类、防护设

备类和爱好 /运动器材类等 5类产品。通报

国主要有爱沙尼亚、波兰、丹麦、德国、

法国、芬兰、塞浦路斯、匈牙利等。采取

措施包括：在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禁止

销售该产品及其相关措施、撤出市场、拒

绝入境、召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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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494/21 玩具类 丹麦 学步车 KREA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1500/21 厨房烹饪/
配件类

波兰 台布 d-c-fix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
撤出市场曰 召

回

A12/01497/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推拉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496/21 玩具类 丹麦
娃娃

婴儿车
KREA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

INFO/00161/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撤出市场

A12/01498/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

滑板车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拒绝入境

A12/01495/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匈牙利 自平衡车 OXA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曰
EN 62133

召回曰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自平衡车

该产品电源线暴露在两个电机之间的运动中袁 并且穿过两端带有毛刺边缘的钢
管遥 在产品使用寿命期间袁 电源线的绝缘层会被锋利的边缘损坏袁 以至于在使
用过程中电池中可能会发生短路和爆炸遥 用户可能会失去控制并从踏板车上摔
下来并受伤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尧 EN 62133的相关要求遥

台布
由于其颜色尧 大小和形状袁 该产品可能被儿童视为食物袁 加上该产品体积小袁
儿童可能会将其放入口中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婴儿安抚奶嘴

该产品含有双酚 A (BPA)遥 BPA可能会损害生育能力袁 并已被确定为影响人类
和动物激素系统的物质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1400的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5 类产品中：玩具类 7

例、儿童用品类 2例、爱好 /运动器材类 1

例、厨房烹饪 /配件类 1例、防护设备类 1

例。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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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45周欧盟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5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1月 12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6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0

例，占全部通报的 65.2%，主要涉及玩具

类、服装、纺织品及时尚用品类、化学品

类、机械类、防护设备类、电器设备类、

大棚温室类和灯串类等 8类产品。通报国

主要有爱沙尼亚、波兰、德国、法国、芬

兰、荷兰、克罗地亚、立陶宛、瑞典、塞

浦路斯、斯洛伐克、匈牙利等。采取措施

包括：警告消费者风险、从线上市场下架

该产品、禁止销售该产品及其相关措施、

拒绝入境、撤出市场、召回等。

专题发布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推拉玩具
该产品容易破裂释放小部件袁 儿童可能把它们放进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
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娃娃婴儿车
车轮的螺母固定装置未充分固定袁 可能会脱落遥 儿童可以把它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
无需使用工具或同时进行两次移动即可轻松打开电池盒盖遥 儿童可能会误食电
池并造成内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62115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滑板车
前轮太小袁 容易卡在地洞里袁 转向管不够稳定遥 这可能会导致儿童失去平衡并
摔倒袁 从而导致受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学步车
车轮的螺母固定装置固定不充分袁 很容易脱落遥 儿童可以把它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带有 CE标志袁 但其符合性声明不完整袁 也缺少相应的警告和使用说明袁
另外材料的颗粒/过滤器截留率不足遥 因此袁 即使与其他推荐措施相结合袁 也可
能无法妥善保护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相关要求遥

儿童化装服装
化装服装易燃袁 火焰传播速度太快遥 如果着火袁 儿童可能会被烧伤遥 不符合玩
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要求遥

摩擦响铃
该产品容易破裂释放小部件袁 儿童可能把它们放进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
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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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528/21 玩具类 法国
儿童花式

连衣裙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16/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尚用品类

塞浦路斯 儿童衬衫 FOX 受伤

通用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2/01525/21 玩具类 波兰
化妆舞会

面具
GoDan 烧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2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2/01515/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尚用品类

塞浦路斯
儿童开衫

FOX KIDS袁
Young

collection
受伤

通用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2/01501/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33/21 化学品类 德国 手消毒剂 Jaysuing 健康危害/
其他

生物杀菌剂

产品法规
禁止销售

A12/01503/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戏水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禁止
销售

A12/01529/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17/21 玩具类 克罗地亚 黏土玩具 Venus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其相

关措施

A12/01526/21 玩具类 波兰 黏土玩具 BTF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销毁产品曰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表 4 2021年第 45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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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504/21 玩具类 荷兰 木制拼图
Little Dutch

(Tiamo)
窒息袁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撤出
市场曰 禁止
销售该产品

及其相关措

施曰 召回

A12/01519/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黏土玩具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召回曰 警告
消费者风险曰
禁止销售

A11/00096/21 机械类 芬兰

齿轮齿条

式/农用千
斤顶

Meganex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4 撤出市场

A11/00097/21 机械类 芬兰

越野千斤

顶/农用千
斤顶

未知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4 撤出市场

A12/01535/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防护

眼镜
Hobfu 视力损害

个人防护

设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36/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

防护眼镜
KKmoon 视力损害

个人防护

设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37/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

防护眼镜
KKmoon 视力损害

个人防护

设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12/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尚用品类

瑞典 塑料袋 Rusta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3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Yiwu Ori-
Power

Medtech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1514/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木制拼图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禁止
销售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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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被通报的 8类产品中：玩具类 12

例、防护设备类 6例、服装 /纺织品及时尚

用品类 5例、机械类 2例、电器设备类 2

例、化学品类 1例、灯串类 1例、大棚温

室类 1例。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专题发布

警报号
产品

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分类

违反

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01510/21 电器

设备类
荷兰 灯座 Groenovatie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1曰 EN

6023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522/21 大棚

温室类
瑞典 大棚温室 Rusta 环境危害 POP曰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13/21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未知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509/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1/00095/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GAO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 拒绝入境

INFO/00162/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Wanbang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设备

条例
撤出市场

INFO/00163/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YZX -
Protective

mask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

设备条例
撤出市场

A12/01521/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尚用品类

瑞典 毛巾 未知
化学危害袁
环境危害

REACH曰 POP 撤出市场

A11/00098/21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

玩具飞机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520/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尚用品类

瑞典
智能

手机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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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化妆舞会面具
面具易燃烧袁 一旦着火袁 儿童可能会被烧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
要求遥

儿童花式连衣裙

儿童活动时袁 有被颈部区域的功能性不可拆卸绳索卡住导致窒息的风险曰 产品的非渗
透性塑料袋太薄袁 当儿童玩袋子袁 塑料会盖住嘴巴和鼻子袁 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
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毛巾

包装的透明塑料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DEHP)尧 镉和短链氯化石
蜡 (SCCP)遥 DEHP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并可能对他们的生殖系统造成损害遥 短链氯
化石蜡在环境中持续存在袁 低浓度时对水生生物有毒袁 并在野生动物和人类中生物蓄
积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风险遥 镉对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木制拼图
该产品含有小部件袁 儿童可能把它们放进嘴里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黏土玩具
玩具中含有过量的硼袁 摄入或接触过量的硼可能会损害儿童的生殖系统袁 从而损害他
们的健康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3的要求遥

塑料娃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
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玩具飞机
保护帽尧 保护帽或尖端可能会从弹丸上脱落遥 儿童可能会被分离的组件击中袁 导致受
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要求遥

戏水套装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
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齿轮齿条式/农
用千斤顶

该产品承重不足袁 存在产品损坏并导致用户受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机械指令 渊MD冤 的相
关要求遥

越野千斤顶/农
用千斤顶

该产品承重不足袁 存在产品损坏并导致用户受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机械指令 渊MD冤 的相
关要求遥

手消毒剂
产品中乙醇含量不足袁 它不会杀死细菌或病毒袁 这些细菌或病毒可能会接触到用户袁
从而增加感染的风险遥 不符合生物杀菌剂产品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衬衫
该产品有较长的功能线袁 其自由端在腰部袁 儿童活动时可能会被缠绕住袁 导致窒息或
受伤遥 不符合 EN 14682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开衫
该产品有较长的功能线袁 其自由端在腰部袁 儿童活动时可能会被缠绕住袁 导致窒息或
受伤遥 不符合 EN 14682的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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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份中国内地产品受 CPSC通报统计情况

产品名称 品牌 召回时间 召回原因 损失情况 相关建议

油醋汁瓶
Macy爷s
stores 2021/9/29

油醋汁的玻璃部分可能会

在使用过程中破裂袁 造成
割伤危险遥

梅西百货已收到

6 份关于玻璃渣
破碎的报告袁 导
致三处裂伤袁 其
中两处需要缝合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产品并将其退回梅西

百货商店或联系梅西百货

免费退货以获得全额退

款遥

消费品召回 |2021年 10月美国 CPSC

对中国内地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 年 10 月，美国对中国内地产油

醋汁瓶、重力椅、青少年全地形车、青少

年全地形车、白木凳子、婴儿车、LED 投

影仪、玻璃橱柜、移动电源、脚垫等 10项

产品实施召回，被召回产品大致存在导致

烧伤、火灾、跌倒、割伤等危险。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灯串
该产品缺乏防潮保护并建议在户外使用袁 水可渗入产品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受
电击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相关要求遥

大棚温室

透明塑料含短链氯化石蜡 渊SCCP冤 和镉袁 短链氯化石蜡可在环境中持续存在袁 对水生
生物有毒并可在水生生物中积累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POP 和
REACH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袋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
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智能手机包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
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激光防护眼镜
激光安全眼镜不提供声称的保护遥 使用激光时袁 这会导致视网膜损伤和视力受损遥 不
符合个人防护设备条例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袁 不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灯座
拧入或拧下灯时很容易接触到带电部件袁 用户可能会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1尧 EN 60238的相关要求遥

延长线 电源线内部的电缆过细袁 用户可能会被灼伤或触电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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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品牌 召回时间 召回原因 损失情况 相关建议

重力椅 Kohl爷 s 2021/9/29
当施加重量时袁 椅子可能
会破裂或倒塌袁 从而造成
跌倒危险遥

Kohl爷s 已 收 到
18 起椅子断裂或
倒塌的报告袁 其
中包括 2 起轻伤
报告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椅子袁 并将其退回最
近的 Kohl爷s 商店遥 有收

据的消费者将获得全额退

款袁 没有收据的消费者将
获得商店信用遥

青少年全

地形车

Venom
Motor鄄
sports

2021/9/29

Venom Motorsports 青少年
款 ATV 不符合强制性安
全要求袁 包括速度限制袁
存在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

的风险遥 全地形车也是

在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批准的全地形车
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在美国

进口和分销的袁 其中包括
旨在保护用户的安全要

求遥

没有报道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 ATV袁 并联系 Venom
Motorsports 安排退回召回
的 ATV 以获得全额退
款遥

青少年全

地形车
Luyuan 2021/9/29

青少年 ATV 不符合联邦
强制性 ATV 安全标准的
要求袁 包括最高速度限制
和其他针对 10 岁以下儿
童使用的车辆的强制性安

全要求遥 不符合强制性

安全要求的 ATV 会对儿
童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的

风险遥

没有报道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全地形车袁 并联系绿
源授权维修店免费维修遥

白木凳子
Hobby
Lobby 2021/10/6

凳子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

破裂袁 从而造成跌倒和受
伤的危险遥

Hobby Lobby 已
收到 7起使用时
凳子破裂的报

告袁 其中包括 6
起造成轻伤的事

件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凳子并将其退回最近

的 Hobby Lobby 商店以获
得全额退款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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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品牌 召回时间 召回原因 损失情况 相关建议

玻璃橱柜
Liberty

Hardware
2021/10/

27
旋钮的玻璃柄在使用过程

中可能会破裂袁 造成撕裂
危险遥

Liberty Hardware
了解到 29 起关
于旋钮在使用过

程中断裂的报

告袁 其中包括 3
起报告的撕裂

伤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玻璃柜旋钮袁 将其取
下 袁 并 联 系 Liberty
Hardware 以获得全额退
款遥

移动电源
RFA

Brands

2021/10/

27

移动电源的锂离子电池可

能会过热并着火，存在着

火和烧伤的危险。

myCharge 已收

到 30 份关于移

动电源过热的报

告，导致 7 人受

伤，包括烧伤用

户 的 上 半 身 、

手、腿和 /或脚，

和 /或家庭地板、

墙壁和家具的财

产损坏。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

召回的移动电源，并联系

myCharge 获取电池返还

说明，以电子代金券的形

式获得全额购买价格的退

款 ， 并 在 www.

mycharge.com 上 获 得

25%的兑换奖励。

婴儿车
Joovy

Holding

2021/10/

7

婴儿车的前轮轴承可能会

发生故障或脱落，造成跌

倒和受伤的危险。

已经报告了 25

起前轮移动受限

事件，其中 12

起事件是轮叉轴

承磨损穿过外壳

并脱落，其中一

次跌倒导致用户

跌倒在婴儿车上

时造成瘀伤。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婴儿车，并联系公司

免费维修套件更换前轮叉

轴承。 Joovy 正在直接联

系所有已知的购买者。

LED投
影仪

Lightform 2021/10/
21

投影机的风扇可能会发生

故障和过热袁 从而引发火
灾遥

Lightform 已收到
16 份过热报告遥
没有人员伤亡或

财产损失的报

告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投影机袁 并与公司联
系以获得投影机的免费软

件更新遥 Lightform 正在直
接联系所有已知的购买

者遥

专题发布

23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11 总第 209期

产品名称 品牌 召回时间 召回原因 损失情况 相关建议

脚垫 Meridian 2021/10/
27

底部的金属带可能包含锋

利的边缘袁 造成撕裂危
险遥

Meridian
Furniture 已收到
6 起因金属带锋
利边缘而导致割

伤的报告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脚垫遥 请与 Meridian
家具公司联系袁 索取已预
付的邮寄包裹和运输标签袁
以便将产品退回 Meridian
家具公司袁 或向 Meridian
提供处理或销毁产品的照

片证据袁 以获得全额退款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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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欧盟修订原产地规定法规

2021年 11月 10日，欧盟官方公报发

布 （EU） 2021/1934 号法规，修订 （EU）

952/2013号原产地规定法规。修订的主要

内容为：

（1）蔬菜产品只在那里种植和收获才

能称为原产地；

（2）混合食品的原产地，按混合物重

量计算，原产国原料占 50%以上；水果或

坚果汁（包括葡萄和椰子水）和蔬菜汁的

混合物的来源，未发酵无论是否含有添加

的糖或其他物质，原产国原料占 50%以上

的干物质混合重量。同一来源的材料的重

量应加在一起；

（3）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以外的水

生无脊椎动物经干燥、腌盐或盐水；除甲

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外，无论是否烟熏过

程中是否煮熟的无脊椎动物应全部来自原

产国；

（4）适合人类食用的粘面粉食物和鱼

丸、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水生无

脊椎动物也应全部来自原产国。

该法规自欧盟官方公报发布 20日后生

效。（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发布化妆品和动物护理产品中

危险化学品生态标签新规

2021年 10月 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化妆品和动物护理产品中危险化学品生态

标签新标准，禁止邻苯二甲酸盐、内分泌

干扰物（EDCs）和一些其他类别化学品的

使用。

新规首次允许冲洗类动物护理产品

（如肥皂和洗发水）获得生态标签，并将化

妆品范围扩展到《化妆品条例》涵盖的所

有产品（以前只涵盖冲洗产品）。

产品必须符合七项标准才能获得生态

标签：

对水生环境影响较低；

对生物降解性的高标准；

不得包含在生态标签产品中受限制的

物质；

符合产品包装要求；

以可持续方式采购棕榈油；

较高的性能水平；

标签伴有清晰的指南，以确保安全、

有效且高效的使用。

严格禁止在生态标签产品中使用的化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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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包括：

致癌、致突变、有生殖毒性的物质

（CMR）；

高关注物质（SVHCs）；

微塑料和微珠；

纳米材料；

多 氟 烷 基 及 全 氟 烷 基 化 合 物

（PFASs）；

确定或怀疑具有内分泌干扰特性的物

质；

异噻唑啉酮。

二氧化钛作为紫外线过滤器用于防晒

产品时可免于禁令。

该标准还对防腐剂、着色剂以及香水

提出了严格要求。防腐剂和着色剂不得具

有致敏性和生物蓄积性，在贴有“温和”

或“敏感”标签的产品中不得使用香水。

根据 CLP法规，被归类为急性毒性、器官

毒性、呼吸道和皮肤过敏或对水生环境或

臭氧层有害的物质，在冲洗产品中的含量

限值为 0.01%（w/w），在免洗产品中的含

量限值为 0.001%。

对于已经获得生态标签的冲洗化妆品，

欧盟委员会规定了 12个月的过渡期，以满

足新的要求。

新标准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

委员会将于 2024年进行评估。（来源：江

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亚经济联盟批准包装饮用水

强制性标签标识要求

欧亚经济委员会新闻中心 10月 29日

消息：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了

俄联邦提案并批准包装饮用水强制性标签

标识要求，规定联盟成员国分阶段采用该

决议要求。

据悉，该决议要求各成员国自行决定

在其境内采用相关标签标识的时间和程序，

但需提前 6个月通知委员会，同时，无标

识产品禁止流通的禁令不得早于以下规定

日期：

-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 ：碳酸和非

碳酸的天然矿物质饮用水；

- 自 2022年 3月 1日起 ： 其他类型

的碳酸和非碳酸矿物质水及其他饮用水。

备注：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日，俄罗斯联邦进行了使用强制性标

签对包装水进行标识的实验。

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开始进行软饮料饮料 （包括包装水）

的标签试验。（来源：食品伙伴网）

新加坡将提高冰箱、干衣机、

空调产品的最低能效要求

10月 26日，新加坡发布通报，提出

将修订《2017年节能（受管制商品和注册

供应商）条例》，指出从 2022年 1月 1日

起，将提高冰箱、干衣机、空调产品的最

低 能 效 性 能 标 准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关于分

一带一路专题

26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11总第 209期

Vadj tot指的是调整后的冰箱隔间的体

积之和。

“穿门式制冰器”是指自动制冰器与通

过门在外部按需送冰的装置相组合的装置。

“AEC”指 Annual Energy Consump-

tion，即年度能源消耗。

一带一路专题

体式空调机，也将引入新的待机功率要求。

新修订法规生效前将有一年过渡期，

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允许现有的MEPS要求继续适用于

以下产品：(1)在 2022年 1月 1日前进口到

新加坡或在新加坡制造的相应产品；或(2)

在 2022年 1月 1日或之后进口到新加坡或

在新加坡制造并根据 2022年 1月 1日前签

订协议供应的相应产品。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表 1 冰箱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渊MEPS冤

冰箱类型
调整后体积

Vadj tot 当前 MEPS 修改后的 MEPS

不带冷冻库 臆900L AEC 臆 [(368 + 0.892 x Vadj tot)
x 0.551]

AEC 臆 [(368 + 0.892x Vadj
tot) x 0.461]

带冷冻库

臆300L AEC 臆 [(465 + 1.378 x Vadj tot)
x 0.553] AEC 臆 [(465 + 1.378x Vadj

tot) x 0.427]>300L且臆900L AEC 臆 [(465 + 1.378 x Vadj tot)
x 0.506]

带冷冻库和穿

门式制冰器
臆900L AEC 臆 [(585 + 1.378 x Vadj tot)

x 0.485]
AEC 臆 [(585 + 1.378x Vadj

tot) x 0.409]

表 2 干衣机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渊MEPS冤

容量 当前 MEPS 修改后的 MEPS
臆10kg EC臆咱额定容量 x0.67暂 EC臆咱额定容量 x0.55暂

表 3 窗式空调器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渊MEPS冤

功率 当前MEPS 修改后的 MEPS
臆 8.8kW COP100% 逸 2.9 COP100% 逸 3.78

- “额定容量”是指根据干衣机制造

商的说明，在适合于干燥特定类型干纺织

品的特定干燥程序中可以处理的特定类型

干纺织品的质量（公斤）。

- “EC”指 Energy Consumption，即

每次洗涤的能源消耗（单位为千瓦时）。

-“COP”指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即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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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MIC发布 3项新的国家

技术法规

2021 年 11 月消息，越南信息通信部

（MIC） 正式发布了 3 项新的国家技术法

规，详情如下：

1） QCVN 65:2021/BTTTT：关于在

5GHz频段运行的无线电接入设备的国家技

术法规

- 该法规将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生

效，并于 2023年 7月 1日起强制执行（届

时将取代 QCVN 65:2013/BTTTT）；

- 发射功率限值取决于产品是否具有

“发射功率控制”（TPC）功能；

- 该法规的制定参考了 EN 301 893

V2.1.1 (2017-05)。

2） QCVN 123:2021/BTTT：关于短距

离设备（SRD）的国家技术法规 （适用于

工作在 40 GHz至 246 GHz频段范围内的

无线电设备）

- 该法规将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

效；

-该法规的制定参考了 EN 305 550-1

V1.2.1 (2014-10)的测试方法和 EN 305

550-2 V1.2.1 (2014-10)的限值。

3） QCVN 124:2021/BTTTT：关于地面

车辆在 76 GHz至 77 GHz频段内工作的雷

达设备的国家技术法规

-该法规将从 2022年 7月 1日起生效；

- 该法规的制定参考了 EN 303 396

V1.1.1 (2016-12)的测试方法和 EN 301

091-1 V2.1.1 (2017-01)的限值。 （来源：

曼瑞检测）

表 4 分体式空调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渊MEPS冤

类型 制冷量 当前MEPS 修改后的MEPS
单一分体式/多联机

渊变频器冤 臆 17.6kW
COP100% 逸 3.34 COP100% 逸 3.34

COPweighted 逸 3.78 COPweighted 逸 4.04
单一分体式/多联机

渊非变频器冤 COP100% 逸 3.78 COP100% 逸 4.04

表 5 分体式空调的待机功率要求

等级

能效等级

单一分体式 变频器/非变
频器

(臆 17.6kW)
待机功率

(单位院 瓦特)多联机
不适用

4级
很好

当前要求院 不适用
修改后的要求院

臆 9 x N

5级
非常好

臆 2 x N
当前要求院 臆9 x N
修改后的要求院 臆7 x N

2级 3级
一般 好

N = 室内和室外设备的数量

- COPweighted = 0.4 x COP100% + 0.6 x CO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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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文件 标题

1 2021年 4月 29日第 200号国家工业计量尧 标准化和质
量局法令

批准产品综合通用认证要求–RGCP
2 ABNT NBR 15236:2021 学校用品安全

巴西发布关于学校用品的法规

2021年 10月，巴西经济部 /国家工业

计量、标准化和质量局 (Ministério da

Economia/Instituto Nacional de Metrologia,

Qualidade e Tecnologia, Inmetro)发布了

2021年 10月 8日第 423号法令，该法令

批准了关于学校用品的综合合格评定要求。

该法令包含若干重要条款：

-以综合合格评定要求（附件 I）和合

格标识印章规范（附件 II）的形式，制定了

针对 14岁以下儿童学校用品的条例———供

应商可选择认证模式 1b（批量测试）或模

式 5作为合格评定要求；

- 要求经过认证的学校用品在国家工

业计量、标准化和质量局注册；

- 声明该法令范围内的学校用品须接

受国家工业计量、标准化和质量局及其他

公共执法机构的市场监察；

- 要求供应商在国家工业计量、标准

化和质量局提出要求后的 15天内提供所需

信息；

-将学校用品使用者的年龄类别划分

为以下三组（附件 I中的附件 C）；

- 3岁以上至 6岁

- 4岁以上至 6岁

- 6岁以上至 14岁

-提供属于学校用品范围的 24种产品

类别的清单（附件 III）；

-要求已经签发的合格凭证在下一次

评估中进行修订，以符合该法令的规定。

该法令于 2021年 11月 1日生效———

国内制造商和进口商可在 2022年 12月 31

日之前修改合格标识印章版面（附件 II）。

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

所采用的关于学校用品的合格评定要求补充文件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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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https://www.sgs.com/en/

news/2021/11/safeguards-14921-brazil-

issues-legislation-for-school-articles（来

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讯网）

俄罗斯拟修订技术法规《关于限制在

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危险物质》

11月 1日，俄罗斯发布WTO/TBT 通

报，公布了欧亚经济联盟技术法规《关于

限制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危险物质》的 1

号修订草案 （EAEU TR 037/2016）。相较

于旧版本，该草案提出的主要修订内容为

以下四个方面：

（1）该技术法规不适用产品范围进一

步扩大

相较于旧版本，新修订技术法规在第 3

条款“技术法规不适用产品”中增加了三

项：“k)大型固定式生产设备；l)大型固定

安装装置；m) 本技术法规附件一清单中所

列的电子电气设备的备件和 /或组件，前提

条件是有文件确认电子电气设备成品符合

本技术法规要求。”

（2）该技术法规适用产品范围进一步

扩大

相较于旧版本，新修订技术法规在附

件一“技术法规适用产品范围”中在原有

12 项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13.

除本联盟技术法规第 3条款中提到的产品

以外的其他电子电气产品。本附件第 1至

12点提及的电子电气设备的部件和组件。”

（3）有害物质豁免要求的进一步明确

对包括钢、铝合金、黄铜中的铅含量

等一共 30项有害物质条目明确规定了 3-6

年的豁免期限。

增加了“用于专业音频系统中模拟光

耦合器的光刻胶中的镉”、“电子电气元件

的焊料和表面涂层中的铅”等一共 5项有

害物质豁免类目。

（4）增加了电子电气产品废弃物的处

理要求

印度发布最新版的《化学品

（管理和安全）法规》草案

印度的化学品法规 《化学品（管理和

安全）规则 20XX》草案适用于所有于印度

境内生产、进口、销售或计划销售的物质、

混合物中的物质和中间体，且数量大于 1

吨 /年。它要求制造商，进口商或授权代表

申报新物质和现有物质，并对需要注册的

物质进行注册。如果评估并发现某些物质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则可能需要限制或禁用这些物质。该规则

将取代现有的两套规则———《1989年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和进口规则》和《1996

年化学事故（应急计划、准备和响应）规

则》。规则草案还包括有关危险化学品标签

和处理的规定。并将自在官方公报上公布

之日起生效。

根据规则草案：

（1）申报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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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规实施之日起 180天内需要提

交申报。这项要求适用于进口或生产大于

1吨 /年的所有现有化学物质。该物质需申

报特定用途，如果未申报预期用途，则下

游用户需要提交申报至化学管理部

（CRD）。

●所有新物质必须在进入印度境内之

前至少 90天申报。

●安全数据表 （SDS）应作为申报的

一部分。 印度建议分类、标签和安全数据

表应与《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第八修订版（UN GHS Rev. 8）保持一致。

（2）注册

●附表 VI中所列的所有进行或计划进

行生产、进口、和 /或存放于印度境内的数

量大于 1吨 /年的物质，必须自该物质被列

入附表 VI之日起 18个月内进行注册。

●目前，草案中的附表 VI 列出了 37

种物质，如果数量大于 1吨 /年，则需要注

册。 这些指定的物质是 vPvB 物质，PBT

物质和致癌物质，具有生殖毒性或内分泌

干扰特性的化学物质。对于数量超过 10吨

/年的物质，则需要化学安全评估报告。

●可以接受联合注册，但详细信息尚

未公布。

（3）优先物质

●附表 II所列物质被指定为优先物质。

法规草案第五章对附表 II物质提出了附加

的标签和包装要求。

●目前，附表 II中列出了 750种优先

物质，将经过进一步评估后进行授权和限

制。

外国制造商可以通过授权代表 （AR）

进行申报和注册，这类似于欧盟 REACH法

规中的唯一代表。

此外，法规草案还包括尽量减少动物

测试的规定，并且已采用可靠且非动物相

关的测试方法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为

避免对动物进行重复测试，法规要求在进

行任何新测试之前，应考虑现有信息，并

且 CRD接受外国管辖区提交的物质注册数

据。在进行任何新的动物测试之前，注册

物质的公司都必须提出测试策略，以供

CRD批准。（来源：SGS）

南非拟修订 2个水产品标准
2021年 10月 29日，南非贸易、工业

和竞争部发布 635号公告，拟修订《冷冻

大虾、海螯虾和螃蟹》 （SANS788Ed1.4）

和《冷冻鱼、软体动物及其衍生品的生产》

（SANS585Ed4.2）。《冷冻大虾、海螯虾和

螃蟹》 主要修订更新了微生物要求条款，

《冷冻鱼、软体动物及其衍生品的生产》修

订更新带壳鲍鱼冷冻的要求，增加微生物

要求的说明。

该修订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1年 12月

10日。（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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