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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修订地板处理机

和湿式擦洗机的特殊要求

2021年 12月 14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 IEC 60335-2-10:2021《家用和

类似用途电器 安全第 2-10 部分：地板处

理机和湿式擦洗机的特殊要求》 （第六

版），该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地板

处理机和湿式擦洗机的安全要求，其额定

电压不超过 250 V，包括直流（DC） 供电

设备和电池供电设备。如：地板缓冲器、

地板抛光机、地板打蜡机等地板处理机，

以及地板擦洗机、地板清洗机、室内装潢

清洗机等湿式擦洗机。本标准不适用于：

真 空 吸 尘 器 和 吸 水 清 洁 器 具 （IEC

60335-2-2）；工业用地板处理机和湿式擦

洗机；用于特殊场所的地板处理机和湿式

擦洗机，例如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灰尘、

蒸汽或气体）；地板磨砂机；商用地板处理

机（IEC 60335-2-67、IEC 60335-2-72）。

第六版取消并取代了 2002年出版的第

五版和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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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9.10、20.1、20.2、22.101条）；

（3）对外部可触及表面的温升引入限

制（第 11章）；

（4）将卷线器的有关要求从第 11.7条

重新定位到第 11.2条，以与该系列标准的

第 1部分保持一致；

（5）修改耐潮湿试验（15.2）；

（6）增加稳定性试验（20.1）的说明。

本部分将与 IEC 60335-1的最新版本

及其修订版结合使用。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修订缝纫机的

特殊要求

2021年 11月 17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 IEC 60335-2-28:2021《家用和

类似用途电器 安全 第 2-28部分：缝纫机

的特殊要求》 （第五版），该标准规定了家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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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类似用途电动缝纫机的安全要求。此

外，不打算供普通家庭使用，但仍可能对

公众造成危险的器具，例如供外行在商店

和轻工业中使用的缝纫机，也在本标准的

范围内。本标准不适用于：专门用于工业

用途的缝纫机；用于特殊场所的缝纫机，

例如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灰尘、蒸汽或

气体）。

第五版取消并取代了 2002年出版的第

四版和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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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7、22.14、22.101条）；

（3）电池供电器具要求的澄清（第 1、

3.1.9、11.7、B.11.1）；

（4）引入对外部可触及表面温升的限

制（第 11章）；

（5） 引入了测试探针 19 的应用

（8.1.1、20.2）。

本部分将与 IEC 60335-1的最新版本

及其修订版结合使用。

美国发布“节能计划：

吊（式）风扇的测试程序”

2021 年 12 月 7 日，美国能源部

（DOE）发布“节能计划：吊（式）风扇的

测试程序”。DOE 最初在 2019 年 9月 30

日发布的规则制定通知（NOPR）中提出了

建议修正案，此次关于拟议规则制定的补

充通知（SNOPR），对 NOPR 中提出的某

些建议进行修改并提出额外的修正案。

在此拟制定规则的补充通知中，DOE

建议对附录 U作如下更改：

1、指定吊（式）风扇的定义，“循环

空气”指的是空气从向上或向下的方向排

出并返回风扇进气口一侧；吊扇叶片间距

（英寸）与最大转速（每分钟转数）之比大

于 0.06时可提供循环空气；

2、扩展测试程序的范围，直径大于 24

英尺的大直径风扇也将纳入测试范围；

3、将高速皮带传动和大直径皮带传动

的吊扇纳入测试范围；

4、为大直径的吊扇增加待机功耗指

标；

5、修改低速的定义，以确保 LSSD吊

扇（包括同样符合 LSSD 吊扇定义的 VSD

吊扇）在更具代表性的低速下进行测试，

而不是当前要求的“最低可用吊扇转速”；

6、允许使用基于双臂传感器的臂式设

备的替代程序来收集气流速度数据，并且

需要在数据收集之前设置旋转参数以稳定

臂式设备；

7、明确气流速度传感器放置在传感器

臂上的位置；

8、指定测量 LSSD和 HSSD吊扇叶片

厚度的说明；

9、指定带有附件和 /或功能的吊扇的

测试程序；

10、修改针对吊扇的特定产品的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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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规定。

下表总结了修订后的测试程序与现行

的测试程序对比以及修订原因：

要闻简报

表 1 法规修订前后对比及修订原因

现行的测试程序 NOPR的测试程序 SNOPR的测试程序 修订原因

根据 EPCA将 野吊扇冶
定义为 野悬挂在天花
板上袁 通过风扇叶片
旋转以使空气产生循

环的非便携式设备冶

将 EPCA对吊扇的定义解释
为只安装在天花板上的风

扇袁 并对拟议的替代解释寻
求评议

根据吊扇的定义 袁 将术语
野循环空气冶 定义为 野向上或
向下排放空气袁 空气返回风
扇进气侧冶曰 吊扇叶片间距
(英寸) 与最大转速 (每分钟转
数) 之比大于 0.06 时可提供
循环空气

对行业评论的回应

不包括测试程序中的

直径大于 24英尺的大
直径风扇

规定叶片间距大于 24 英尺
的大直径风扇不需要根据美国

能源部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在测试程序范围内包括直径

大于 24英尺的大直径风扇 对行业评论的回应

测试程序中不包括所

有皮带驱动的吊扇
不适用

包括高速皮带驱动吊扇和大

直径皮带驱动吊扇的定义和

测试程序

对行业评论的回应

包含备用电源测试程

序 袁 但大直径吊扇
CFEI指标没有待机功
耗指标曰 在 2020年能
源法案出台之前 CFM/
W指标适用于大直径
的吊扇袁 其中包括备
用电源

不适用
在附录 U 中增加大直径吊扇
的待机功耗指标

42 U.S.C. 6295 ( gg)
(2) (A) 要求所有产
品的测试程序都包括

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

的能源消耗

将 野低速 冶 定义为
野可用的最低吊扇转
速冶袁 例如风扇叶片每
分钟转数最小值 渊非
零冤

未提出更新袁 但要求将低速
的定义更新为 野作为最低可
用吊扇速度袁 在该速度下袁
单个轴上的传感器的测量速

度小于 30英尺/分钟冶

将 野低速冶 定义为 野作为最
低可用吊扇速度袁 在该速度
下袁 单个轴上的传感器的测
量速度小于 40英尺/分钟冶

提高测试程序的可重

复性和重现性

规定两种设置袁 四臂
传感器和单臂传感器

设置

不适用

增加了一种替代的双臂装置

来测量空气速度曰 此外袁 在
数据收集之前袁 还增加了需要
手臂旋转来增强稳定性以消除

任何残余湍流的设置要求

提高测试程序的可重

复性和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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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已初步确定，在该 SNOPR 第三

部分拟议的修正案不需要对大多数吊扇进

行重新测试。如果最后确定，重新定义低

速风扇的提议将需要对有限数量的 LSSD

吊扇进行重新测试。该法规目前正处于征

求意见阶段，评议期至 2022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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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修订“童车和婴儿车安全标准”

2021年 11月 19日，美国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CPSC）发布了《童车和婴儿车的

安全标准》 最终法规。 2014 年 3 月，

CPSC 根据 2008 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CPSIA）第 104节发布了一项关于童车和

婴儿车的消费品安全标准，该标准通过引

用编入了适用的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ASTM）自愿标准，本次修订源于引用的

自愿标准 ASTM F833的更新。

ASTM关于童车和婴儿车的标准规定

了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标签要求，以减

少婴儿车对儿童造成的危害。2021年 6月

15 日 ， ASTM 批 准 了 修 订 版 ASTM

F833-21，并于 2021年 8月发布，本次修

要闻简报

现行的测试程序 NOPR的测试程序 SNOPR的测试程序 修订原因

未明确规定风速传感

器对准或接受角
不适用

提供调整风速传感器垂直于

气流的明确指示

提高测试程序的可重

复性和重现性

并未详细说明应如何

测量风扇叶片的厚度

增加了测量风扇叶片

厚度的规范袁 但不考
虑 野卷边冶 的叶片设
计

增加了所有风扇叶片类型的

叶片厚度测量规范 渊包括
野卷边冶 的叶片设计冤

提高测试程序的可重复性和

重现性

不包括关于如何将吊

扇附件和/或功能纳
入测试程序的具体说

明

不适用

指定在测试吊扇的活动模式

和待机模式之前袁 应尽可能
关闭附件/附加功能

提高测试程序的代表性和重

现性

不包括叶片每分钟转

数和叶片边缘厚度的

任何测量公差以及对

所表示的值的任何四

舍五入要求

包括叶片边缘厚度至

少为依0.1 英寸的测量
公差袁 在高速条件下
平均转速的 1%以内
渊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
转速冤 或每分钟转数
为 1

更新叶片转速的测量公差至

2%袁 叶片边缘厚度至依0.01
英寸袁 还将叶片边缘厚度的
四舍五入要求更新到依0.01
英寸袁 包括高速气流的新四
舍五入方案

包括当前标准的四舍五入和

执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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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包括编辑性的、非实质性的修改，以及

为改进技术要求进行的一些实质性的修改。

其中：

1、实质性的修改

（1）混凝土地板表面实验的允许量

ASTM F833-19 第 4.1 节规定了应进

行的测试“除非测试指示不同，混凝土地

板上应该覆盖厚度为 1/8英寸（3毫米）的

乙烯基地板覆盖物”，ASTM F833-21在第

4.1节中将“应该”替换为“可以”，允许

在最初指定的表面或未覆盖的混凝土地板

上进行测试。此变化适用于所有婴儿车测

试，停车制动试验和车轮脱离车轴测试除

外（第 7.6节），停车制动试验实验要求在

60粒砂纸覆盖的水平试验面上进行，车轮

脱离车轴测试（第 7.13.1节）要求在桌子

上进行。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评估了

新的测试面要求的测试效果，发现允许在

最初指定的表面或者是在无覆盖的混凝土

地板上进行测试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工

作人员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目前覆盖 1/8英

寸厚的乙烯基地板覆盖物的混凝土地板外，

无覆盖的混凝土地板测试面的允许量不影

响婴儿车的安全，因为在这两个表面上的

测试结果都应该是相同的。

（2）关于安装在婴儿车上的汽车座椅

的组合装置参考文献汇总表

ASTM F833-19提供了第 6.7.1节中的

冲击试验及其第 7.11 节中相应的试验方

法，第 6.10节中的头部间隙要求和 7.18节

中的测试方法。但是，这些部分并没有包

括在第 6.6.1节中适用于婴儿车上的汽车座

椅组合单元的要求汇总表中。 ASTM

F833-21 现在增加了第 6.7.1 节和第 6.10

节的引用以及它们相应的测试方法到第

6.6.1节中的要求清单中。第 6.7.1节适用

于“婴儿车车厢上的汽车座椅的组合单元、

婴儿车、敞篷车厢 /婴儿车”和第 6.10节

适用于“装在儿童车或敞篷童车上的后向

儿童安全座椅的组合单元”。这一补充只是

简单地重申了在婴儿车上的汽车座椅的组

合单元必须符合的要求。

（3）增加驻车制动装置试验方法

ASTM F833-19第 6.1.3节规定“当儿

童根据使用说明文件被固定在车内时驻车

制动器释放不能使装置内的儿童脱离”，

ASTM F833-21替换了本文，并在新的章

节 6.3.1.1、6.3.1.2 和 6.3.1.3 中添加了三

种可选的测试方法用于评估产品各座椅位

置的停车制动器释放装置。

工作人员对 ASTM F833-19的审查显

示了现有的第 6.1.3节其中提出的“当儿童

根据使用说明文件被固定在车内时驻车制

动器释放不能使装置内的儿童脱离”缺乏

针对性，未能提供检测方案或评价方法。

对儿童是否脱离停车制动器的评估目前由

测试实验室的测试人员自行决定，这可能

会导致检测实验室之间的检测缺乏一致性

和可重复性。虽然工作人员未掌握任何涉

及儿童松开驻车制动器的事故信息，但儿

童松开驻车制动器的可能性是可预见的危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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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为应对这一危险，ASTM F833-21 增

加了一个包含已定义的进入区域的测试方

法，一个特定的力和扭矩以及基于其他标

准中使用的类似测试对该机制进行评估，

以提高童车和婴儿车的安全性。

2、非实质性修改

ASTM 对 ASTMF833-21 进行了少量

的格式更改，包括：

（1）重新编号数字，以说明两个新的

停车制动数字（ASTM F833-21 中的图 7

和图 8）；

（2）在复合形容词中加上连字符；

（3）为范围内的第一个值添加单位；

（4）修改标点符号和间距。

基于 CPSC 对 ASTM F833-21 的审

查，该委员会将完全采纳修订后的标准为

童车和婴儿车的强制性标准。本直接最终

规则参考修订后的 ASTM F833-21更新了

第 16 条 CFR第 1227 部分。该法规 2022

年 2月 15日生效，若在 2021年 12月 20

日之前收到大量反对意见，CPSC将在联邦

纪事上公布通报，在生效日期之前撤销本

直接最终法规。建议有关单位仔细研究法

规草案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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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本预警点进行反馈。

美国修订“节能计划：

电池充电器的测试程序”

2021 年 11 月 24 日，美国能源部

（DOE）发布“节能计划：电池充电器的测

试程序”，修改电池充电器的测试程序，以

提高测试程序的代表性。本次修订主要涉

及以下调整：

1、更新附录 Y以反映电池化学成分和

用户档案的更新，以纠正交叉参考错误，

并改进测试程序，具体包括：

（1）更新电池化学表中使用的术语；

（2）当电池能量不能直接测量时，提

供关于电池充电器测试程序豁免申请的进

一步说明；

（3）提供用于确定产品类别和计算单

位能量的电池能量和电池电压值的更多描

述性术语；

（4）更正交叉引用和表标题，进一步

澄清某些引用并重新组织某些子部分以提

高可读性。

2、在新的附录 Y1中为所有涵盖的电

池充电器建立一个修正的测试程序，这通

常要求按照附录 Y的拟议修正案的规定进

行测试，但会有以下额外的变化：

（1）建立与感应无线功率传输相关的

定义并区分那些包含物理接收器定位功能

的设备（如挂钩、支架、基座、锁定机构、

磁铁等）用于调整或定位有发射器的接收

器位置（“固定位置”无线充电器）和没有

发射器的接收器位置（“开放式”无线充电

器”）；

（2）包括在测试程序范围内的固定位

置感应式无线电池充电器并为开放放置无

线充电器添加一个单独的无电池模式测试；

（3）去除单位能耗（UEC）计算和使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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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置文件，并分别以活动模式、待机模

式和关闭模式的单独指标 Ea，Psb和 Poff

来代替，根据新建立的附录 Y1进行测量；

（4）对于不附带壁式适配器且制造商

不推荐的电池充电器，指定壁式适配器选

择优先级并修改选择要求。

下表总结了修订后的测试程序与现行

的测试程序对比以及修订原因：

要闻简报

表 1 法规修订前后对比及修订原因

现行的测试程序 修订后的测试程序 法规章节 修订原因

UEC的计算依赖于使用配置文件来
确定在每种操作模式中所花费的时

长

拆卸电池充电器使用配置文件

和 UEC 计算曰 采用单独的指
标 Ea袁 Psb和 Poff分别针对电
池充电器在以下三种运行模式

下的能量性能院 活动模式尧 待
机模式和关闭模式

附录 Y1 提高代表性

只有那些在 野潮湿环境冶 中工作的
无线充电器且电池能量小于或等于 5
瓦时 (Wh) 包含在电池充电器测试
程序的范围内遥

建议将 5Wh 的上限提高至
100Wh袁 并指定 野固定位置无
线充电器冶 取代 野湿环境冶袁
这样适合干环境和湿环境的无

线充电器就都包含在范围内

附录 Y1 以反映市场的

变化

不区分无线充电器的类型

解决开放位置无线充电器和固

定位置无线充电器袁 并提出两
者的定义

附录 Y1 以反映市场的

变化

不提供开放式无线充电器的测试方

法

在附录中新创建的部分中添加

了开启式无线充电器的无电池

模式测试方法

附录 Y1
反映市场的变

化袁 提高代表
性

不为具有相关壁式适配器的充电器

提供壁式适配器选择优先级袁 对于
没有适配器的袁 当前的测试程序要
求直流电池充电器进行 5.0V 直流
USB接口电源设备的测试袁 或额定
输入电压范围的中点测试

添加墙适配器选择顺序优先

级袁 并删除 5.0V 直流输入标
准遥 对于不配备壁式适配器且
没有推荐的适配器的电池充电

器袁 建议使用最低限度符合适
用的节能标准的壁式适配器对

充电器进行测试并提供额定输

入电压和电流

附录 Y1
反映技术的变

化袁 提高结果
的代表性和可

比性

表 3.3.2中规定的电池化学成分并不
反映最新的行业命名惯例

更新 野锂聚合物冶 到 野锂离子
聚合物冶 并将 野纳米磷酸锂冶
改为 野磷酸铁锂冶

附录 Y和附录 Y1 以反映市场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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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测试程序 修订后的测试程序 法规章节 修订原因

第 3.3.4节错误地参考了第 3.3.2 节
关于如何对电池放电

根据表 3.3.2 修正了横截面参
考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可读性

表 3.3.2位于第 3.3.10节之后 渊确定
24小时的能源消耗量冤 但在第 3.3.8
节中需要引用 渊蓄电池放电能量试
验冤

移动表 3.3.2至第 3.3.8节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可读性

总测试持续时间可能无法捕获某些

电池充电器的真正维护模式功率

如果需要的话延长测试时间袁
直到捕获维护模式电源

附录 Y1 提高代表性

如果无法进行测量袁 制造商可以报
告电池放电能量和充电和维护模式

能量为 野不适用冶

如果不能直接测量电池能量袁
则提供申请测试程序豁免的具

体说明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代表性

使用 野Ebatt冶 作为实验测量的电池
能量和具有代表性的电池能量

将实验测量的电池能量的符号

改为 野测量 Ebatt冶 和代表电
池能源的 野代表 Ebatt冶 并在
脚注中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附录 Y 提高可读性

某些部分使用 野上面冶 或 野下面冶
等术语作为引用

进一步澄清了所引用的部分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可读性

如果制造商没有依次执行测试程序袁
电池充电器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可

能是不适当的测试

重新组织第 3.3.11 和 3.3.12
节袁 即使在不遵循测试程序的
顺序的情况下以便正确测试电

池充电器待机和关闭模式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可读性

表 3.3.3中的栏名说明了 野特殊特性
或额定电池电压冶

将标题更正为 野特殊特性或最
高额定电池电压冶袁 以澄清对
于多电压充电器袁 必须使用最
高的电池电压来确定产品类别

附录 Y和附录 Y1 提高可读性

如果附录 Y 的拟议修正案最终通过，

在最终规则发布 180天后将要求提供制造

商测试和报告电池充电器的能源使用情况。

在要求符合修订后的节能标准之前，将不

会要求制造商按照拟议的附录 Y1 进行测

试。此外，美国能源部并没有提出修正案

来解决现有的测试程序豁免和延长豁免的

问题，最初确定受豁免约束的基本型号在

市场上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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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2021年第 46-50周重点WTO/TBT通报 渊11.15-12.19冤

专题发布

序号 通报号 通报标题 国家 发布日期

1 G/TBT/N/IND/218
电信系统强制性测试和认证的通知（MTCTE） -

第三和第四阶段（4页，英文）
印度 11.15

2 G/TBT/N/KOR/1010
《韩国准药品法典（KQC）》拟议修正案（35页，

韩文）
韩国 11.15

3 G/TBT/N/KOR/1011
对《准药品批准、通知和审查条例》的拟议修订

（6页，韩文）
韩国 11.15

4 G/TBT/N/EU/852

欧盟委员会授权条例草案，修订 （EU）

1062/2014号授权条例的附件二，关于对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EU） 528/2012号条例中提及的生

物杀伤产品中包含的所有现有活性物质进行系统

审查的工作方案（5页，英文；9页，英文）

欧盟 11.17

5 G/TBT/N/EU/853

委员会实施细则草案，修订（EU） 2015/1295和

（EU） 540/2011实施细则中关于活性物质磺草酮

的批准条件（5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11.17

6 G/TBT/N/THA/645
预应力混凝土用淬火和回火钢丝部级条例草案

（TIS 3286-25XX） （24页，泰文）
泰国 11.17

7 G/TBT/N/USA/1117/Add.6 管道安全：天然气输送和集输管道的安全 美国 11.17

8 G/TBT/N/USA/1802

新建、重建和改造来源的性能标准和现有来源的

排放指南：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气候审查 (154页，

英文)

美国 11.1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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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TBT/N/USA/822/Add.4 车子和婴儿车的安全标准 美国 11.19

10 G/TBT/N/THA/646

关于最大油量不超过 5升的深层油炸锅和煎锅的

部级法规草案 （TIS 60335 第 2（13） -25XX

（20XX）部分） （12页，泰文）

泰国 11.22

11 G/TBT/N/THA/647

关于最大油量超过 5升但不超过 12升的甜甜圈

油炸机和深层油炸机以及甜甜圈油炸机和深层油

炸机（包括压力不超过 50千帕且压力容积升数

不超过 200 的加压型） 的部长规章草案 （TIS

60335 Part 2(37)-25XX(20XX)） （37页，泰文）

泰国 11.22

12 G/TBT/N/CHE/264
防范危险物质和制剂条例（化学品条例）附件 3

（3页，德文）
瑞士 11.23

13 G/TBT/N/CHE/265
减少化学品风险条例 （ORRChem） 附件 1.10

（3页，德文）
瑞士 11.23

14 G/TBT/N/GBR/42/Add.1 产品安全和计量等(修订)条例 2021 英国 11.23

15 G/TBT/N/USA/1111/Add.5 弗吉尼亚州娱乐设备条例 美国 11.23

16 G/TBT/N/USA/1443/Add.3 人类非处方药的防晒药物产品 美国 11.23

17 G/TBT/N/USA/863/Add.3 消费品能源节约计划：住宅炉用风扇的节能标准 美国 11.24

18 G/TBT/N/USA/1021/Rev.1
能源节约计划：电池充电器的测试程序（37页，

英文）
美国 11.24

19 G/TBT/N/USA/1674/Add.1 能源节约计划：直接加热设备的节能标准 美国 11.24

20 G/TBT/N/GBR/44 产品安全和电信基础设施法案 (72页,英文) 英国 11.29

21 G/TBT/N/KOR/1012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组件技术规范 : 灯具 - 第

2-21部分特殊要求 -绳索灯 (KC 60598-2-21)

(20页,韩文)

韩国 11.30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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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TBT/N/KOR/1013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用于普通照

明服务的自镇流 LED 灯（KC 10023） （17页，

韩文）

韩国 11.30

23 G/TBT/N/KOR/1014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荧光灯改装用

LED 灯 - 内部转换器类型 （KC 10025） （27

页，韩文）

韩国 11.30

24 G/TBT/N/KOR/1015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规范 : 灯具 - 第

2-1 部分 特别要求 -- 固定式通用灯具 (KC

60598-2-1) (11页,韩文)

韩国 11.30

25 G/TBT/N/KOR/1016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规范 : 灯具 - 第

2-2 部分 ： 特 殊 要 求 - 嵌 入 式 灯 具 (KC

60598-2-2) (12页，韩文)

韩国 11.30

26 G/TBT/N/KOR/1017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 : 灯具 - 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 - 便携式通用灯具 (KC

60598-2-4) (13页，韩文)

韩国 11.30

27 G/TBT/N/KOR/1018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规范：灯具 - 第

2-5部分：特别要求 - 泛光灯 (KC 60598-2-5)

(15页,韩文)

韩国 11.30

28 G/TBT/N/KOR/1019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规范：灯具 - 第

2-20 部 分 ： 特 殊 要 求 - 照 明 链 (KC

60598-2-20) (24页,韩文)

韩国 11.30

29 G/TBT/N/KOR/1020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规范：杂项灯座 -第

2-22部分：特别要求———LED模块的连接器(KC

60838-2-2) (13页,韩文)

韩国 11.30

30 G/TBT/N/KOR/1021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灯具的辅助

装置———启动装置（除辉光启动器外）———性能

要求（KC 60927） （33页，韩文）

韩国 11.30

31 G/TBT/N/KOR/1022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管状荧光灯

的交流和 /或直流供电的电子控制装置———性能

要求（KC 60929） （70页，韩文）

韩国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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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TBT/N/KOR/1023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用于普通照明

服务的自镇流荧光灯 --安全要求（KC 60968）

（33页，韩文）

韩国 11.30

33 G/TBT/N/KOR/1024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灯具控制装

置 -第 1部分：一般和安全要求（KC 61347-1）

（124页，韩文）

韩国 11.30

34 G/TBT/N/KOR/1025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灯具控制装

置第 2-9部分：放电灯（不包括荧光灯）的电磁

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KC 61347-2-9） （28

页，韩文）

韩国 11.30

35 G/TBT/N/KOR/1026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组件技术规范：灯具控制装置

第 2-12部分：放电灯（不包括荧光灯）的直流

或 交 流 电 子 镇 流 器 的 特 殊 要 求 （KC

61347-2-12） （共 28页，韩文）

韩国 11.30

36 G/TBT/N/KOR/1027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组件技术规范：灯具控制装置

第 2-13部分。特别要求：用于 LED模块的直流

或交流控制装置(KC 61347-2-13) (32页，韩文)

韩国 11.30

37 G/TBT/N/KOR/1028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用于普通照

明的 LED模块 -安全规范(KC 62031) (27页，韩

文)

韩国 11.30

38 G/TBT/N/KOR/1029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家用和类似

电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KC 60335-1) (195页，韩文)

韩国 11.30

39 G/TBT/N/KOR/1034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25部分：微波炉，

包括组合式微波炉的特殊要求(KC 60335-2-25)

(41页，韩文)

韩国 11.30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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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G/TBT/N/KOR/1030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 -安全，第 2-6部分：固定式灶具、

炉灶、烤箱和类似电器的特殊要求 （KC

60335-2-6） （59页，韩文）。

韩国 12.1

41 G/TBT/N/KOR/1031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及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安全，第 2-15部分用于加

热液体的电器的特殊要求(KC 60335-2-15) (39

页,韩文)

韩国 12.1

42 G/TBT/N/KOR/1032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21部分储水式热水

器的特别要求(KC 60335-2-21) (31页,韩文)

韩国 12.1

43 G/TBT/N/KOR/1033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24部分 制冷设备、

冰 淇 淋 设 备 和 制 冰 机 的 特 殊 要 求 (KC

60335-2-24) (62页，韩文)

韩国 12.1

44 G/TBT/N/KOR/1035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及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 -安全，第 2-31部分抽油烟机和其

他烹饪油烟机的特殊要求(KC 60335-2-31) (26

页，韩文)

韩国 12.1

45 G/TBT/N/KOR/1036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35部分即热式热水

器的特别要求(KC 60335-2-35) (31页，韩文)

韩国 12.1

46 G/TBT/N/KOR/1037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 -安全，第 2-43部分对干衣机和毛

巾架的特别要求(KC 60335-2-43) (19页，韩文)

韩国 12.1

47 G/TBT/N/KOR/1038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 -安全，第 2-58部分：商用电动洗

碗机的特别要求 （KC 60335-2-58） （36 页，

韩文）

韩国 1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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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TBT/N/KOR/1039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及类似电

器技术法规 -安全，第 2-60部分漩涡浴和漩涡

温泉的特殊要求(KC 60335-2-60) (21页，韩文)

韩国 12.1

49 G/TBT/N/KOR/1040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70部分挤奶机的特

殊要求(KC 60335-2-70) (18页，韩文)

韩国 12.1

50 G/TBT/N/KOR/1041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71部分用于繁殖和

饲 养 动 物 的 电 热 器 具 的 特 别 要 求 (KC

60335-2-71) (22页,韩文)

韩国 12.1

51 G/TBT/N/KOR/1042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79部分高压清洗机

和蒸汽清洗机的特殊要求(KC 60335-2-79) (66

页，韩文)

韩国 12.1

52 G/TBT/N/KOR/1043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电

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82部分对压力娱乐

机和个人服务机的特别要求 (KC 60335-2-82)

(23页，韩文)

韩国 12.1

53 G/TBT/N/KOR/1044

电气和电信产品及部件的技术法规 : 家用和类似

电器的技术法规 -安全，第 2-102部分有电气

连接的燃气、燃油和固体燃料燃烧器具的特别要

求(KC 60335-2-102) (23页，韩文)

韩国 12.1

54 G/TBT/N/PHL/275

行政命令草案编号：__________ 2021年系列 关

于电线和电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新技术规定（28

页，英文）

菲律宾 12.1

55 G/TBT/N/USA/1693/Rev.1
可再生燃料标准（RFS）计划：延长履约和证明

参与的报告期限（6页，英文）
美国 12.1

56 G/TBT/N/CHL/581
PE No1/17/:2021 电器产品冰箱和冰柜的能源效

率分析和 /或测试协议草案（5页，西班牙文）
智利 12.2

57 G/TBT/N/EU/858

欧盟委员会委托条例草案，修订委托条例（EU）

2016/127，涉及由蛋白质水解物制造的婴儿和后

续配方奶粉的蛋白质要求（5页，英文；5页，英

文）

欧盟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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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G/TBT/N/RUS/126
海关联盟技术条例“玩具安全”修正草案№3

（26页，俄文）
俄罗斯 12.6

59 G/TBT/N/THA/648
B.E. 2564 (2021)商务部关于确定凹版印刷机为进

口许可要求的货物的通知（2页，泰文）
泰国 12.6

60
G/TBT/N/USA/931/Rev.

1/Add.2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的测试程序 美国 12.8

61 G/TBT/N/KOR/1045
电动个人移动装置安全验证标准修订草案 （60

页，韩文）
韩国 12.9

62 G/TBT/N/KOR/1046
儿童踢踏板供应商符合性声明标准修订草案（7

页，韩文）
韩国 12.9

63 G/TBT/N/THA/650

光纤电缆部级法规草案———第 3-20部分：室外

电缆———自持式空中通信光缆家族规范 （TIS

2166-25xx（20xx）） （15页，泰文）

泰国 12.9

64 G/TBT/N/THA/651

光缆部级条例草案———第 4-20 部分沿电力线的

架空光缆———ADSS（全介质自支持）光缆的家族

规范（TIS 3208-25xx (20xx)） （26页，泰文）

泰国 12.9

65 G/TBT/N/USA/1810 塑料容器的消费后回收成分（2页，英文） 美国 12.9

66 G/TBT/N/CAN/656

意向通知———关于有害生物控制产品实施细则

（紫外线辐射装置和臭氧产生装置）拟议修正案的

咨询（9页，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12.10

67 G/TBT/N/COL/251/Add.1

交通部决议草案“据此发布适用于机动车、拖车

和半挂车充气轮胎及其安装过程、补充系统和其

他规定的技术法规”

哥伦比亚 12.10

68 G/TBT/N/UKR/210
乌克兰法律“关于限制塑料袋在乌克兰境内的流

通”（6页，乌克兰语）
乌克兰 12.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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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G/TBT/N/USA/1811

能源节约计划：制冷量低于 65,000 Btu/h的风冷

三相小型商用成套空调和加热设备以及制冷量低

于 65,000 Btu/h的风冷三相变制冷剂流量空调和

热泵的测试程序（32页，英文）

美国 12.13

70
G/TBT/N/USA/1717/Rev.

1/Add.2

家电标准的节能计划：消费品和商业 /工业设备

的新的或修订的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中考虑的程

序、解释和政策

美国 12.14

71 G/TBT/N/USA/1812
能源节约计划：VRF多分支系统的测试程序 (44

页，英文)
美国 12.14

72 G/TBT/N/EU/859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修订第 2014/53/EU

号指令的提案，该指令涉及协调成员国有关在市

场上提供无线电设备的法律 （COM/2021/547

final） （18页，英文；3页，英文）

欧盟 12.15

73
G/TBT/N/USA/1491/Rev.

1/Add.1
测试程序临时豁免程序 美国 12.15

74 G/TBT/N/EU/860

委员会条例草案：关于再生塑料材料和拟与食品

接触的物品，以及废除条例（EC） 282/2008号

（33页，英文；16页，英文）

欧盟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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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46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消费品召回 |2021年第 46-50周欧盟

RAPEX对我国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第 46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6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1月 19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5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5

例，占全部通报的 63.6%，主要涉及灯串

类、玩具类、爱好 /运动器材类、儿童用品

类、防护设备类、烟火用品类、电器设备

类、园艺工具类、机械类和通讯及媒体设

备类等 10 类产品。通报国主要有：爱尔

兰、波兰、丹麦、德国、法国、捷克、立

陶宛、瑞典、匈牙利等。采取措施包括：

撤出市场、在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召回、

禁止销售该产品及采取任何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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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538/21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未知
化学危

害袁 窒息
REACH曰 玩具
安全指令曰 EN

71-1
在线上下架

该产品

A12/01539/21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BING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下架

该产品

A12/01540/21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KO BONNIE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下架

该产品

A12/01574/21 玩具类 法国
儿童化装

服装
未知 烧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2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72/21 灯串类 法国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2-20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82/21 玩具类 波兰 软体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1/00100/21 玩具类 立陶宛 猫头鹰 Mega Creative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583/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瑞典

带手镯的

防水手机

壳

未知

化学危

害袁 环境
危害

REACH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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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584/21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蛇 Simba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66/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未知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任

何相关措施

A12/01567/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未知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任

何相关措施

A12/01577/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电话 Long Stream 听力受损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585/21 儿童

用品类
爱尔兰 婴儿背带 Adventuridge 受伤

通用产品

安全指令
召回

A12/01559/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防护

眼镜
未知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未知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1/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EleksMaker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2/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Nadalan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3/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Q-BAIHE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ANZESER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565/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激光安全

眼镜
未知 视力受损

个人防护

装备条例

禁止销售该产

品及采取任何

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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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588/21 烟火

用品类
丹麦 F2电池

H尴jen og
Magic

Fyrv覸rkeri
Aps

听力受

损袁 视力
受损

EN 15947 撤出市场

A12/01586/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熨斗 Qimei Toys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545/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织物蒸笼 Steamery AB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546/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织物

剃须刀
Steamery AB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549/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LED灯 Atelj佴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555/21 园艺

工具类
瑞典 浇水绳

Blomsterlan鄄
det

化学危

害袁 环境
危害

REACH曰 POP 撤出市场

A12/01569/21 机械类 匈牙利 电动机 未知
触电袁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60204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548/21 玩具类 瑞典 弹力球 Adar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554/21 玩具类 捷克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53/21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1544/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

任何相关措施

A12/01575/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Le Royal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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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带手镯的防水手机壳
该产品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和镉过量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等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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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灯串
电源没有牢固地固定在电子单元上以实现照明效果袁 也没有充分防止撕裂遥 电
子单元的盖子可以很容易地移除袁 从而可以接触到带电部件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
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2-20等相关要求遥

LED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织物剃须刀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织物蒸笼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婴儿背带

将儿童座椅固定在成人肩带和腰带上的塑料垫圈可能会失效袁 将儿童固定到位
的带扣也会断裂遥 因此袁 婴儿可能会跌落并受伤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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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相关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10 类产品中：玩具类

15 例、防护设备类 10 例、电器设备类 3

例、爱好 /运动器材类 1例、灯串类 1例、

儿童用品类 1例、机械类 1例、通讯及媒

体设备类 1例、烟火用品类 1例、园艺工

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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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578/21 通讯及媒

体设备类
瑞典 游戏耳机 Genesis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81/21 玩具类 匈牙利
沙盒玩具

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576/21 玩具类 立陶宛
糖果

玩具车

Fantasy toys
& candies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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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玩具电话
该产品产生的声级太高袁 可导致永久或部分听力损失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蛇
该产品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渊DEHP冤 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渊DNOP冤 过
量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等相关要求遥

猫头鹰

该产品有突出部分遥 如果儿童将玩具放入口中并面朝下摔倒袁 突出部分可能会
阻塞呼吸道袁 导致咽部或气管区域周围窒息和受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要求遥

毛绒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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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体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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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盒玩具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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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娃娃
该产品含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糖果玩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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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机

由于主电缆的线端未正确固定尧 导电部件绝缘不足以及保护导体连续性中断袁
可触及的金属部件可能会带电遥 用户可能会因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而受到电击遥
此外袁 该机器未配备联锁开关装置遥 因此袁 机器可能会意外启动并可能导致用
户受伤遥 不符合机械指令和 EN 60204的相关要求遥

游戏耳机
该产品邻苯二甲酸二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和镉过量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等相关要求遥

弹力球
该产品金属 渊焊料冤 中的铅超标遥 不符合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
有害物质指令 渊RoHS 2冤 和 EN 62321-5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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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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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47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47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7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1月 26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3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6

例，占全部通报的 67.9%，主要涉及玩具

类、防护设备类、电器设备类、服装、纺

织品及时装类、首饰类、灯串类和化学品

类等 7 类产品。通报过主要有：比利时、

波兰、德国、法国、芬兰、克罗地亚、立

陶宛、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等，采取

措施包括：撤出市场、从线上市场下架该

产品、禁止销售、召回、拒绝入境、销毁

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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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589/21 玩具类 法国 发光气球 illooms 化学危害袁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62115 召回

A12/01590/21 玩具类 波兰 磁块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产品曰
撤出市场

A12/01592/21 防护设备

类
法国

儿童摩托

车头盔

S-LINE -
SIFAM 受伤 ECE 22-05 召回

A12/01600/21 玩具类 瑞典 无人机
HUI NA
TOYS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玩具熨斗

熨衣板不够稳定袁 在使用产品时可能会翻倒遥 这可能会导致受伤遥 此外袁 儿童
的手指可能会被活动部件夹住袁 造成伤害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
相关要求遥

F2电池
该产品可能会在太低的高度爆炸袁 并可能在离地面太近的地方爆炸遥 旁观者可
能会被部分烟花击中并损伤眼睛遥 此外袁 声压级太高袁 可能会导致听力受损遥
不符合烟火指令和 EN 15947的相关要求遥

浇水绳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渊DIBP冤 和短链氯化石蜡 渊SCCP冤遥
DIBP可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对他们的生殖系统和/或肝脏造成可能的损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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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和 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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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01/21 玩具类 瑞典
无线遥控

挖掘机
Thunder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596/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

任何相关措

施曰 禁止销
售曰 召回

A12/01599/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太阳能电

池驱动灯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A12/01597/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ZSY鄄
ONGLAI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停止销售曰
召回

A12/01598/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Dr+9020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停止销售

A12/0159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停止销售

A12/01615/21
服装尧 纺
织品及时

装类

芬兰 鞋 2MOONS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620/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便携式搅

拌机

Innova鄄
Goods 环境危害 REACH曰 POP 撤出市场

A12/01635/21 首饰类 斯洛伐克
带心形吊

坠的项链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626/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无线电话

充电器

Innova鄄
Goods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23/21 灯串类 瑞典 LED 灯串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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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09/21 玩具类 克罗地亚 泥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3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14/21 化学品类 立陶宛
补胎

工具箱
slime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607/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GAO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

A11/00101/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GAO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

A11/00102/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ICON 烧伤袁

触电
低压指令

拒绝入境曰
撤出市场

A12/01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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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入境

A12/01630/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销毁产品

A12/016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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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入境

A12/01628/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销毁产品

A12/01616/21 首饰类 德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621/21 玩具类 瑞典
电动玩具

魔杖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31/21 防护

设备类
瑞典 太阳镜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595/21 首饰类 斯洛伐克 耳环 Jewelry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622/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USB风扇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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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灯串

内外电线的横截面积太细袁 可能会过热袁 导致烧伤或火灾遥 如果底座绝缘线损
坏袁 则可能会接触到带电部件袁 从而导致触电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等
相关要求遥

USB风扇 产品中的金属 渊焊料冤 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环境构成风险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LED 灯串 USB连接器和遥控器中的焊料含有过量的铅遥 铅会危害环境遥 不符合 REACH法
规的相关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7类产品中：玩具类 13

例、电器设备类 8 例、防护设备类 7 例、

灯串类 3例、首饰类 3、服装 /纺织品及时

装类 1例、化学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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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24/21 玩具类 瑞典 婴儿娃娃
Baby

Sweetheart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1/00104/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空气

增湿器
Daewoo 触电袁

窒息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曰 EN

62368
撤出市场

A12/01632/21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629/21 玩具类 瑞典
塑料娃娃

及配件

Dressing
Table

化学危害袁
环境危害

REACH曰
POP曰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18/21 玩具类 瑞典
电动玩具

钢琴
JDL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19/21 玩具类 瑞典

能发光发

声的带尖

刺塑料球

Robetoy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33/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UEACON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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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便携式搅拌机

USB 连接器中的焊料含有铅袁 电缆的白色塑料含有过量的短链氯化石蜡
渊SCCP冤遥 接触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可能会导致发育神经毒性遥 短链氯化石蜡存
在于环境中袁 在低浓度下对水生生物有毒袁 并且能在野生动植物和人体内累积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遥 不符合 REACH和 POP等相关要求遥

带心形吊坠的项链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空气增湿器

电源的绝缘不足遥 用户可能因触及带电部件而触电遥 此外袁 无法清洁水箱袁 并
且设备不会发出需要换水的警告遥 这可能导致发霉袁 可能引发过敏反应遥 不符
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尧 EN 62368等相关要求遥

太阳能电池驱动灯
产品中的金属 渊焊料冤 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环境构成风险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无线电话充电器
产品中的金属 渊焊料冤 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环境构成风险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延长线
电源线内的电缆太细遥 当电缆延长套件与 I类设备一起使用时袁 用户可能会遭
受烧伤或触电的危险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等相关要求遥

儿童摩托车头盔

可调节带子的 野8冶 环很容易断裂袁 导致带子在约束系统的带扣中滑动遥 缺乏头
盔固定会降低其在发生撞击时的有效性袁 从而导致头部受伤遥 不符合 ECE 22-
05等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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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镜

太阳镜的金属铰链中含有过量的铅遥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且能在人体内累积袁
可能会导致神经发育毒性袁 还可能会影响哺乳期婴儿或胎儿遥 不符合 REACH法
规的相关要求遥

鞋

产品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已基) 酯 (DEHP)尧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 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遥 这些邻苯二甲酸酯可能会对生殖系统造成
损害袁 不利于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补胎工具箱
套装中的胶水含有过量的甲苯遥 甲苯具有神经毒性袁 如果吸入或与皮肤接触袁
还可能会影响未出生的婴儿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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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塑料娃娃

塑料娃娃及配件

无人机

无线遥控挖掘机

婴儿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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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头部和腿部的塑料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渊DIN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
酯 渊DIBP冤 和短链氯化物石蜡 (SCCP)曰 玩具中的焊料含有过量的铅和镉遥 不符
合 REACH尧 POP尧 RoHS 2等相关要求遥
产品中的金属 渊焊料冤 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环境构成风险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产品中的金属 渊焊料冤 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环境构成风险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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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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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块
如果儿童吞下磁性球袁 它们可能会相互吸引袁 导致肠道阻塞或穿孔遥 不符合玩
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能发光发声的带尖刺塑

料球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电动玩具钢琴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电动玩具魔杖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发光气球

球的塑料材质内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已基) 酯 (DEHP)尧 邻苯二甲
酸二异壬酯 (DINP) 和铅遥 这些邻苯二甲酸酯可能会对儿童生殖系统和肝脏造
成损害袁 不利于儿童健康遥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且能在人体内累积袁 可能会导
致神经发育毒性袁 还可能会影响哺乳期婴儿或胎儿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62115等相关要求遥

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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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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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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50/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婴儿安抚

奶嘴
MUMLOVE 化学危害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1400

撤出市场

A12/01643/21 电器

设备类
法国

接地

插座墙
ZEIGER 触电 低压指令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1685/21 玩具类 法国 泰迪熊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684/21 玩具类 法国 软体玩具 未知
化学危

害袁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687/21 玩具类 法国
儿童花式

连衣裙
未知

受伤袁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668/21 玩具类 法国
儿童化装

服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686/21 玩具类 法国 玩具电话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16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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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发布

表 3 2021年第 48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48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8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2月 3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5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8

例，占全部通报的 50.9%，主要涉及电器

设备类、玩具类、儿童用品类、机动车类、

防护设备类、灯串类和手工具类等 7类产

品。通报国主要有：波兰、德国、法国、

芬兰、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

意大利等，采取措施包括：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禁止销售该产品及采取任何相

关措施、拒绝入境、撤出市场、召回、销

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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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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77/21 机动车类 德国 轮胎 OVATION 受伤

机动车辆及其

挂车以及用于

此类车辆的系

统尧 组件和独
立技术单元的

批准和市场监

督条例

召回

A12/01636/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GAOZHEN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禁止销售该产

品及采取任何

相关措施

A12/016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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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回曰 撤出市
场曰 警告消费
者风险

A12/01654/21 电器

设备类
立陶宛

多插头插

座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

INFO/00167/
21 灯串类 斯洛伐克 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拒绝入境

A12/01644/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玩具 未知
化学危

害袁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62115 撤出市场

A12/01645/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乐器

套装
未知

窒息袁 割
伤袁 听力
损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656/21 手工具类 芬兰 活动板钳 FXA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637/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销毁产品曰 禁
止销售该产品

及采取任何相

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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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64/21 玩具类 立陶宛
带箭的

玩具弓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667/21 玩具类 立陶宛
电动玩具

飞机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669/21 玩具类 匈牙利
沐浴玩具

套装
Apel Plastik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659/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乐器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661/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厨房

套装

FL/Feng LE
(Abababy)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6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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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入境

A12/01651/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653/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ABABABY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652/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Abababy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660/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娃娃 HX Toys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1655/21 玩具类 捷克 充气臂章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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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充气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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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箭的玩具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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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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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玩具飞机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花式连衣裙

这件衣服有自由绳索袁 这会导致儿童在正常活动中摔倒并造成伤害遥 该玩具还
有两个固定扣袁 这些扣太大袁 可以绕到儿童的脖子上并导致勒死遥 包装的塑料
袋太薄了遥 如果儿童玩包装袁 塑料会盖住嘴巴和鼻子袁 导致孩子窒息遥 不符合
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化装服装

产品的小零件 渊纽扣冤 很容易脱落遥 儿童可能将其放入口中并因此窒息遥 另外袁
包装的塑料袋太薄遥 如果儿童拿着包装玩耍袁 塑料袋可能会罩住口鼻袁 造成窒
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木制拼图
玩具含有小部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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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玩具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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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体玩具

毛绒玩具头顶的吸盘很容易脱落袁 儿童一放进嘴里就会噎住遥 吸盘还含有过量
的邻苯二甲酸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DEHP) 渊测量值高达 19.4%重量冤遥 这种邻
苯二甲酸盐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对他们的生殖系统造成可能的损害遥 包装
的塑料袋太薄了遥 如果孩子玩包装袁 塑料会盖住嘴巴和鼻子袁 导致孩子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7类产品中，玩具类 18

例、电器设备类 3例、灯串类 2例、儿童

用品类 2例、防护设备类 1例、机动车类 1

例、手工具类 1例。其中：

玩具类产品被通报 18例袁 占本周我国
被通报产品的 64.29%
主要涉及塑料玩具、儿童服装、电动

玩具、乐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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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灯串

内外电线的横截面积太细袁 可能会过热袁 导致烧伤或火灾遥 如果底座绝缘线损
坏袁 则可能会接触到带电部件袁 从而导致触电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等
相关要求遥

吹风机

加热器与安全格栅之间的距离小于要求遥 电源线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以防止拉
扯和扭曲遥 电源插头的针脚绝缘和尺寸不合适袁 容易接触到带电部件遥 用户可
能会接触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等相关要求遥

多插头插座
产品设计不正确且没有充分的防电击保护遥 此外袁 它没有接地连接遥 因此袁 用
户可能会接触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相关要求遥

接地插座墙 接地触点工作不正常遥 因此袁 用户可能会受到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相关要求遥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玩具厨房套装
粉红色的罐子呈半球形袁 可以盖住儿童的鼻子和嘴巴袁 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
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电话

产品的轮子太小袁 容易脱落遥 幼童可能将其放入口中并因此窒息遥 另外袁 产品
的非渗透性塑料袋太薄遥 如果儿童拿着袋子玩耍袁 塑料可能会罩住口鼻袁 造成
儿童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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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乐器套装

拨浪鼓很容易折断袁 导致零件变小袁 而且它们的手柄太长遥 儿童可能会将它们
放入口中并窒息遥 滚筒很容易破裂袁 产生可能导致切割的锋利边缘遥 此外袁 关
于安全使用打击乐玩具的警告也缺失了遥 如果玩具使用不当袁 可能会导致听力
受损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玩具
纽扣电池易于取用袁 儿童可能会摄入它们袁 从而有窒息和胃肠道损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62155的相关要求遥

泰迪熊
由于产品接缝薄弱袁 小玩具的纤维填充材料可能会从其中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
它们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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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年第 49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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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711/21 玩具类 捷克 塑料娃娃 Guang da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720/21 玩具类 波兰 磁球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2021年第 49周欧盟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49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2月 10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1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2

例，占全部通报的 62.7%，主要涉及玩具

类、首饰类、电器设备类、爱好 /运动器材

类和家具类等 6 类产品。通报国主要有：

奥地利、比利时、波兰、法国、芬兰、捷

克、立陶宛、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等，

采取措施包括：拒绝入境、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撤出市场、销毁产品、召回等。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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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带有 CE标志袁 但其过滤能力未经相关的欧洲合格评定机构测试遥 产品外
观检查发现其材料成分尧 结构和形状不合适遥 因此袁 不能证明该产品符合健康
和安全要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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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E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轮胎

生产错误可能导致轮胎压力损失遥 因此袁 它们会导致失控袁 增加发生事故的风
险遥 不符合机动车辆及其挂车以及用于此类车辆的系统尧 组件和独立技术单元
的批准和市场监督条例相关要求遥

活动板钳

手柄的黑色材料含有过量的铅遥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会在体内积聚袁 可导致发
育神经毒性袁 还可能影响母乳喂养或未出生的儿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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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98/21 首饰类 法国 项链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92/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90/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91/21 首饰类 法国 戒指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04/21 玩具类 瑞典
毛绒玩具

拨浪鼓

KID
leksaker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1722/21 玩具类 奥地利 摇铃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29/21 灯串类 斯洛伐克 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拒绝入境

A12/01731/21 玩具类 瑞典
电动遥控

车
Atosa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732/21 玩具类 瑞典

电动玩

具尧 钢琴
和鼓

Nanguo
Baby Toys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724/21 首饰类 法国 踝链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14/21 电器

设备类
法国

USB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950-1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93/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27/21 电器

设备类
法国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2368-1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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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96/21 玩具类 比利时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695/21 玩具类 比利时
带箭的玩

具弓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05/21 玩具类 芬兰
带吸盘的

毛绒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715/21 首饰类 法国 男士手链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17/21 首饰类 法国 戒指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01/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芬兰 球拍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700/21 玩具类 匈牙利
厨房玩具

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737/21 玩具类 法国 服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06/21 家具类 立陶宛 折叠椅 VIG 受伤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12520

撤出市场

A11/00106/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黏液
野1od冶 / 冶

Fonto冶 化学危害
食品仿制品

指令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697/21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娃娃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733/21 玩具类 瑞典 玩具熨斗 Amo Toys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707/21 玩具类 立陶宛
带电池的

玩具
未知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708/21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飞机

YA JIA
FENG
TOYS

环境危害 RoH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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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694/21 玩具类 立陶宛 电动玩具
POP

STATION 环境危害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1716/21 玩具类 匈牙利

带娃娃的

玩具

婴儿车

My Baby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735/21 玩具类 匈牙利 填充气球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本周被通报的 6类产品中，玩具类 19

例、首饰类 8例、电器设备类 2例、灯串

类 1例、家具类 1例、爱好 /运动器材类 1

例。其中：

玩具类产品被通报 19例袁 占本周我国

被通报产品的 59.38%

主要涉及塑料玩具、电动玩具、乐器

等产品。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磁球
该产品的磁通量较高遥 儿童可能将其吞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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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玩具套装

花盆呈半球形袁 没有必要的开口袁 可以盖住儿童的鼻子和嘴巴遥 玩耍时袁 儿童可能会
用锅盖住脸袁 由于真空效应袁 锅可能会阻塞呼吸道并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
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带电池的玩具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带箭的玩具弓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 (DEHP)尧 邻苯二甲酸丁酯
(BBP)尧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 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遥 此外袁 该产品的塑
料材料 (特别是箭头粉色的头部) 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壬基 (DINP)尧 邻苯二甲
酸二异癸基 (DIDP) 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基 (DNOP)遥 这些邻苯二甲酸盐可能会损害儿童的
健康袁 对他们的生殖系统和肝脏造成可能的损害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带娃娃的玩具婴

儿车

娃娃头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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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吸盘的毛绒

玩具

该产品含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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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玩具飞机
玩具焊料中含有过量的铅遥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会在体内积聚袁 可导致发育神经毒性袁
还可能影响母乳喂养或未出生的儿童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黏液
该产品外观很容易与软饮料混淆遥 儿童可能会从容易打开的瓶子中吞下袁 引起胃肠道
刺激遥 该产品不符合食品仿制品指令的要求遥

玩具熨斗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摇铃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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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玩具
玩具焊料中含有过量的铅遥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会在体内积聚袁 可导致发育神经毒性袁
还可能影响母乳喂养或未出生的儿童遥 不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电动玩具尧 钢琴
和鼓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电动遥控车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对环境构成威胁袁 不符合 RoHS 2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服装
该产品小部件 渊按钮冤 易拆卸遥 儿童可能会把它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毛绒玩具拨浪鼓
拨浪鼓的接缝太弱袁 填充物和相关的零件可能会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将它们放入口中并
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娃娃

娃娃的头部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 (DEHP) 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遥 这些邻苯二甲酸盐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对他们的生殖系统造成可能的损
害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填充气球
在气球充气的过程中袁 里面的小球可以很容易地从气球里出来遥 儿童可能会把球放进
嘴里而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灯串
控制装置的机械强度不够遥 因此袁 它很容易破裂袁 留下带电部件遥 因此袁 用户可能会
触摸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袁 从而导致触电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等相关要求遥

球拍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尧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和双 渊2-乙
基己基冤 邻苯二甲酸酯 (DEHP)遥 这些邻苯二甲酸盐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对生殖系
统造成可能的损害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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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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754/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带温度计

的婴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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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USB充电器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初级电路和可触及次级电路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不足袁 存在触
电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950-1的相关要求遥

充电器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初级电路和可触及次级电路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不足袁 存在触
电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2368-1的相关要求遥

折叠椅
椅子的前腿不够结实袁 容易变形遥 坐在座位上的人可能会跌倒受伤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
安全指令和 EN 12520的相关要求遥

踝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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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男士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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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和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表 5 2021年第 50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50周欧盟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50 周 RAPEX 预警通

报（12月 17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63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3

例，占全部通报的 52.4%，主要涉及儿童

用品类、防护设备类、玩具类、电器设备

类、灯串类、手工具类、饰品类和服装、

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等 8类产品。通报国

主要有：爱尔兰、比利时、波兰、德国、

法国、芬兰、立陶宛、罗马尼亚、葡萄牙、

塞浦路斯、匈牙利、意大利等。采取措施

包括：拒绝入境、在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

禁止销售该产品及采取任何相关措施、撤

出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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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00168/
21

防护

设备类
葡萄牙 社区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GPSD 拒绝入境

INFO/00169/
21

防护

设备类
葡萄牙

一次性塑

料手套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拒绝入境

A12/01768/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56/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ENTAC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775/21 玩具类 波兰 磁球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51/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Magis
Pharma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1744/21 玩具类 法国 指画颜料

RSW
Internation鄄

al Ltd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84/21 电器

设备类
法国

USB
充电器

NOKOKO 触电 低压指令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39/21 电器

设备类
法国

USB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950-1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41/21 灯串类 法国 光幕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曰 EN

61347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62/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口罩/
FFP3防护
面具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U)
2016/425 EN
149:2001+A1:

2009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738/21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63/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面具 Funny 烧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2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39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12 总第 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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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750/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儿童沐浴

温度计
未知

烧伤袁 窒
息袁 Cuts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757/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1753/21 手工具类 芬兰
梯子

工作台
Karmfors 受伤

通用产品安全指

令曰 EN 131-4 召回

A12/01778/21 灯串类 意大利 灯串 DFR S.R.L. 触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

任何相关措施

A12/01761/21 饰品类 意大利 装饰喷雾 C.STAR 烧伤 REACH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

任何相关措施

A12/01760/21 饰品类 意大利 装饰喷雾 C.STAR 烧伤 REACH
禁止销售该

产品及采取任

何相关措施

A12/017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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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入境

A12/01745/21 电器设备

类
匈牙利

空气

增湿器
TOSOT 微生物

危害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1743/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Xucai
Beauty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1779/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爱尔兰 儿童睡衣 Shein 烧伤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
召回

A12/01764/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车
Hua Xian

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1/00107/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延长线 Sky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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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多功能玩具
黄色的拨浪鼓很容易破裂袁 释放出小球遥 儿童可以将小球放入口中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
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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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绒玩具
小部件很容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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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765/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玩具
YI BAO

KINGDOM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76/21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套装
Yajab

Yajiabao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769/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多功能

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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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入境

A12/01794/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儿童防护

过滤口罩
Mundosalud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1771/21 玩具类 立陶宛 悠悠球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777/21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本周被通报的 8类产品中，玩具类 11

例、防护设备类 6 例、电器设备类 5 例、

灯串类 4例、儿童用品类 2例、服装 /纺织

品和时尚用品类 2例、饰品类 2例、手工

具类 1例。其中：

玩具类产品被通报 11例袁 占本周我国

被通报产品的 33.33%

主要涉及塑料玩具、磁球、毛绒玩具

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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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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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电距离不足遥 该产品没
有防潮保护袁 但建议在户外使用遥 用户可能会因可接触 渊带电冤 部件而受到电击遥 不
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598的相关要求遥

灯串

可触及的电线绝缘不足曰 电源插头的尺寸远小于要求的尺寸曰 另外该产品缺乏防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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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低压
指令和 EN 60598-2-20尧 EN 60598-1的相关要求遥

U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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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增湿器
无法清洁非抗菌水箱袁 并且设备不会发出需要换水的警告遥 这可能导致发霉袁 可能引
发过敏反应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等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塑料娃娃
小部件很容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塑料玩具

小部件很容易脱落遥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而且袁 包装的塑料袋太薄了遥
如果儿童玩包装袁 塑料会盖住嘴巴和鼻子袁 导致孩子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玩具车
粉红色的羽毛很容易脱落遥 儿童可以将一小部分放入口中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 EN 71-1的相关规定遥

玩具面具
面罩易燃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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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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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悠悠球
该玩具可能会盖住幼儿的鼻子和嘴巴袁 导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
相关规定遥

指画颜料

该产品含有防腐剂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噻唑啉酮的混合物袁 禁止在免洗化妆品
中使用遥 皮肤接触含有 MCI和 MI的产品会引起过敏致敏者接触性皮炎遥 不符合玩具
安全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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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儿童睡衣
睡衣易燃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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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指甲
胶水中含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袁 可对生殖系统或未出生的婴儿造成损害袁 不符合
化妆品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装饰喷雾

喷雾含有一种被认为是危险的高度易燃物质袁 因此由于它们在家庭内使用而不允许用
于此类物品遥 如果用于装饰目的袁 它可能会着火并导致灼伤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
相关要求遥

梯子工作台
工作台的两侧可能会意外分离并相互滑离遥 这可能会导致用户无法控制地摔倒袁 增加
受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和 EN 131-4的相关要求遥

延长线
电源线内部的电缆太细了袁 它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过热袁 这可能会导致用户灼伤
甚至导致火灾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带温度计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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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沐浴温度计

浴缸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不准确袁 因此可能会因为水太热而引起灼伤的风险遥 温度计有
一个突出部分遥 儿童可以把它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温度计的设计方式是袁 如果它掉落袁
玻璃管就可以接触到袁 从而有割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相关要求遥

儿童防护

过滤口罩

该产品带有 CE标志袁 但其过滤能力未经相关的欧洲合格评定机构测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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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由于缺乏技术文件中的重要证据袁 无法证明产品的安全性遥 此外袁 包装内装有不同类
型的口罩遥 由于这个缺陷袁 产品不符合要求袁 因此袁 即使结合其他推荐措施袁 它也可
能无法正确保护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口罩/ FFP3
防护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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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2016/425尧 EN 149:2001+A1:2009的相关要求遥

社区面罩

该产品宣称对病毒颗粒具有保护作用袁 但其过滤能力尚未得到相关欧洲机构的认证袁
因此袁 不能证明该产品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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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 (GPSD) 的要求遥

一次性塑料手套

该产品带有 CE标志袁 但其渗透性未经相关的欧洲合格评定机构测试遥 因此袁 不能证
明该产品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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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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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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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制屋顶

玩具
Backyard 2021/11/4

用于加固和在木屋顶上创

建装饰性山墙设计的木制

部件对儿童构成夹带危

险遥 儿童可能会被困在

屋顶结构下部和山墙装饰

底部之间的缝隙中遥

没有报道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玩具套装 袁 并联系
Backyard Play Systems 获
取免费维修套件袁 其中包
括替换木件 尧 硬件和说
明遥 如果消费者无法或不
想自行维修袁 Backyard 将
派代表免费为他们进行维

修遥 该公司正在直接联系
所有已知的购买者遥

头盔

ABUS
Mobile
Security

2021/11/
10

召回的头盔不符合美国消

费品安全委员会关于自行

车头盔的联邦安全标准袁
存在头部受伤的风险遥

没有报道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

召回的头盔袁 并将其免费
退还给 ABUS 的召回管理
人员塞奇威克 (Sedgwick)袁
以获得全额退款遥

户外

手电筒
RH 2021/11/

12
割炬燃料可能会从割炬筒

顶部泄漏并点燃袁 从而造
成火灾危险遥

RH 已收到 7 份
关于割炬罐燃料

泄漏的报告遥 没
有人员受伤的报

告遥

消费者应停止使用召回的

手电筒并联系 RH袁 要求
全额退款袁 如果无法确定
消费者的购买价格袁 则可
以退款遥 消费者将收到预
付费标签和包装袁 以便将
手电筒盖退回 RH遥 RH
收到退回的盖子后袁 RH
将向消费者退款或退款遥
RH 正在直接联系所有已
知的购买者遥

消费品召回 |2021年 11月美国 CPSC

对中国内地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 年 11 月，美国对中国内地产木

制屋顶玩具、头盔、户外手电筒、地上游

泳池梯子、儿童投影手电筒等 5项产品实

施召回，被召回产品大致存在导致烧伤、

火灾、跌倒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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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游泳

池梯子
VidaXL 2021/11/

12
梯子的台阶在使用过程中

会松动袁 给使用者带来跌
落和溺水的危险遥

公司已经收到 4
份从游泳池梯子

上摔下来的报

告遥 目前尚无人
员伤亡报告遥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

回的泳 池梯 子并 联系

VidaXL 获得全额退款 遥
VidaXL 正在直接联系所有
购买者袁 并将指导消费者
拆除梯子的两个台阶袁 并
将梯子和梯子扔进垃圾

桶遥

儿童投影

手电筒
HALO 2021/12/1

无线耳机在充电或使用过

程中可能会过热袁 存在灼
伤和火灾隐患遥

该公司已收到 2
起儿童从手电筒

中取出纽扣电池

的报告袁 在一次
案例中袁 一名儿
童需要进行手术

才能取出吞下的

电池遥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投

影手电筒远离儿童袁 停止
使用袁 并联系 Halo 获得
全额退款和预付运费标签

以退回投影手电筒遥 退货
后袁 Halo 将向消费者发送
一张 5 美元的礼品卡袁 可
在全国主要零售商处兑

换遥

专题发布

45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12 总第 210期

一带一路专题

欧亚经济联盟修订

《玩具安全》技术法规

12 月 6日和 12 月 7日，欧亚经济联

盟分别通过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发布通报，

公布了 《玩具安全》 （CU TR 008/2011）

的 3号修订案。其中澄清了法规的多项具

体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增加新种类玩具的定义

增加了“香气玩具”、“飞行玩具”、

“香水和化妆品套装玩具”、“味觉开发玩

具套装”、“嗅觉开发桌面游戏玩具”、

“拨浪鼓”和“机电玩具”等新种类玩具定

义。

2、澄清感官指标要求

取消了对香气玩具和嗅觉开发桌面游

戏玩具的感官指标要求。

3、澄清声压要求

更加明确了玩具的声压要求，具体如

下：

“玩具（产生脉冲声的玩具、体育比赛

用的玩具模组、语音播放装置、音乐玩具、

发条玩具、打击玩具（包括拨浪鼓）、吱吱

叫音效玩具除外）的等效声压要求为：

对于 3 岁以下的儿童———不超过

60dBA；

对于 3 至 6 岁的儿童———不超 过

65dBA；

对于 6 岁以上的儿童———不超过

70dBA；

用于户外游戏———不超过 75dBA。

玩具 （产生脉冲声音的玩具、体育比

赛用的玩具模块、语音播放装置、音乐玩

具、发条玩具、打击玩具（包括摇铃）、吱

吱叫音效玩具除外）的最大声压要求为：

对于 3 岁以下的儿童———不超过

70dBA；

对于 3 至 6 岁的儿童———不超过

75dBA；

对于 6 岁以上的儿童———不超过

80dBA；

对于户外游戏———不超过 85dBA。

用噪声计的时间特性“脉冲”测量在

游戏过程中（撞击、单次射击等）发出脉

冲声音的玩具时，该玩具最大声压不得超

过 90dBA。”

我国现行玩具安全标准为 GB 6675.XX

系列标准，该系列标准主要引用了 ISO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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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VII中对应的编号 附录 增加的物质数量

30 6 17, 包括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渊DIOP冤

28 2 10, 包括二苯并 (a,l) 芘 渊CAS 191-30-0冤 要要要一种多环芳

香烃 渊PAH冤遥

29 4 2

8124-XX系列标准。其中，关于玩具声响

要求主要在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 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中进行了规定，

且声响等级的划分及要求与本次欧亚经济

联盟发布的声压要求存在差异，且后者的

要求较我国现行标准严苛，目前该修订案

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时间截至 2022年 2

月 25日。

欧盟根据 REACH法规

增加 CMR物质清单

2021年 12月 14日，欧盟官方公报公

布了（EU） 2021/2204号法规，增加致癌、

致诱变或致生殖毒性 （CMR）物质清单。

根据 REACH 第 1907/2006 号法规附件

XVII第 28至 30 项，禁止将 CMR1A 类或

1B类物质作为物质、其他物质的成分或混

合物使用。根据法规 （EC） 1272/2008

“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

（CLP法规，2021年 10月合并版），当这

些 CMR物质在物质或混合物中的单独浓度

等于或高于其特定浓度限值（SCL），或在

没有 SCL的情况下，其达到通用浓度限值

（GCL）时，禁止作为物质、其他物质的成

分或混合物为公众使用。致癌 1A或 1B类

物质的 GCL为 0.1%，致诱变 1A或 1B类

物质的 GCL 为 0.1%，致生殖毒性 1A 或

1B 类物质的 GCL 为 0.3%。本次修订将

（EU） 2020/1182号和（EU） 2021/849 号

条例中新分类的 CMR1A或 1B物质添加到

(EC)1907/2006 附件 XVII 的附录 2、4、6，

这两项法规对 CLP法规进行了修订。该最

新修正案在 REACH法规附件 XVII的第 28

至 30项中共增加 29项物质。

新法规的两个生效日期：

(EU) 2020/1182 条例中列出的物质分

类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适用。因此，

从（EU） 2020/1182 条例采用的 CMR 1A

或 1B物质于 2022年 3月 1日起适用。

(EU) 2021/849条例中列出的物质分类

将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起适用。因此，

从 (EU) 2021/849 条例采用的 CMR 1A 或

1B物质于 2022年 12月 17日起适用。

下表概述了（EU） 2021/2204号法规

中的 CMR物质要点：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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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

tent/EN/TXT/?uri=uriserv%3AOJ.L_.2021.

446.01.0034.01.ENG&toc=OJ% 3AL%

3A2021%3A446%3ATOC

https://www.sgs.com/en/news/2021

/12/safeguards-16521-eu-expands-cmr

-lists-under-reach（来源：技术性贸易措

施资讯网）

欧亚经济联盟拟修订

包装饮用水安全性技术条例

2021年 11月 23日，欧亚经济联盟发

布公告，拟修订技术条例 TREAEU044

/2017 关于包装饮用水的安全性的有关规

定。主要修订内容为：

（1）将含有天然活性成分硼（以硼酸

计）矿泉水将其归类为特殊保健作用的天

然矿泉水或治疗天然矿泉水；

（2）规定保健作用的天然矿泉水硼含

量 35.0-100.0mg/dm3，治疗作用矿泉水硼

含量不超过 100.0mg/dm3；

（3）过渡期规定。2022年 5月 6日前

进入市场的天然矿泉水可以正常销售。

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2年 1月 22日。 （来

源：海关总署）

乌克兰修订婴幼儿食品管理法规

2021年 11月 11日，乌克兰国家立法

机构网站发布 1822号法律修正案，修订婴

幼儿食品管理法规。本次修订的部分内容

包括：

（1）补充或修订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如婴儿食品用水、后续喂养婴儿配方食品、

谷基婴儿食品等；

（2）新增对婴儿食品的特殊要求，包

括禁止或限制添加和使用香精香料、色素、

防腐剂、甜味剂、氢化植物油脂、不合格

的原料乳、转基因原料成分、机械分离和

反复冷冻 /解冻的肉类和水产品等原辅料；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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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婴幼儿食品包装上需强制标

示的信息清单和针对不同类型产品的额外

要求，以及标签上营养信息等内容的标注

规定等。

此次修订的目的是使乌克兰的婴幼儿

食品管理要求与欧盟保持一致，该修正案

将于正式发布之日六个月后，即 2022年 5

月 13日起实施，过渡期 3年。（来源：海

关总署）

阿根廷颁布电气安全认证修正法令

2021年 10月 12日，阿根廷国内贸易

秘书处颁布了第 1038/2021号法令，对原

先的阿根廷电气安全强制性认证计划的主

要法令第 169/2018做出了几项修正。

更新要点如下：

（1）管制产品范围扩大。此次将 50V

以下的部分产品新纳入强制性电气安全认

证的范围，自颁布日后的一年起正式强制，

包括：

●LED灯和 LED安装模块；

●手动工具，由电机驱动，可移动式

草坪和园林机械；

●皮肤和毛发护理的手动产品(剃须刀、

按摩设备等)；

●家用厨房电气设备，用于加热、切

割、加工或混合食品或饮料。

（2）更新认证体系 5（S-Mark）下的

管制产品清单，引入新产品，将于 2022年

7月 8日强制实施。

（3）市场监督间隔周期修订

●标志认证（S-Mark）的市场监督间

隔周期由原来的 18个月缩短为 12个月；

●型式认证（S-Type）的市场监督间

隔周期仍为 12个月，但新增加产品一致性

确认环节，包括外观检查和关键元器件检

查，需每隔 6 个月进行一次。 （来源：

Intertek）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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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修订安抚奶嘴的合格识别标志

的合规日期

2021 年 7 月，巴西发布了 2021 年 7

月 12日第 301号巴西国家标准局条例，批

准了安抚奶嘴的综合合格评定要求。

该条例包含两个重要日期：

2021年 8月，该条例生效。

2021年 12月 31日，安抚奶嘴的供应

商 调 整 合 格 识 别 标 志 （Conformity

Identification Seal）的布局（条例中的附件

二）。

2021 年 11 月，巴西经济部 / 国家计

量、标准化技术研究所发布了一项修正案。

该修正案将合格识别标志的适应日期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修改为 2022 年 12 月

31日（条例中的附件二）。

详 情 参 见 ： https://www.sgs.

com/en/news/2021/12/safeguards-16221

-brazil-revises-compliance-date-for-

pacifier-conformity-identification-seals

（来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讯网）

俄罗斯发布两项水产品标准

2021年 11月 26日，俄罗斯联邦技术

法规和计量局发布 《鱼罐头》 （标准号：

GOST280-2021）、《鲟鱼和白鲟鱼子酱的

鉴别方法》 （标准号：GOST30812-2021）

两个标准。其中：

（1） 《鱼罐头》适用于以熏鲱鱼科小

鱼为原料制成的“油鲱鱼”罐头，该标准

2022年 1月 1日实施；

（2） 《鲟鱼和白鲟鱼子酱的鉴别方法》

适用于鱼类食品，建立了鉴定鲟科

（ Acipenseridae） 和 匙 吻 鲟 科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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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odontidae）鱼卵的形态学和分子遗传

学方法，该标准中提出的形态学方法可以

确定所研究样品对鲟鱼和匙吻鲟科鱼类的

归属，该标准自 2021年 11月 26日实施。

（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修订食品安全和标准

2021年 11月 22日，印度食品安全标

准局 （FSSAI） 发布 F.No.Stds/SC/A-1.

34/N-1号公告，修订食品安全和标准。主

要修订内容包括

（1）修订植物油部分语句；

（2）修订水果和蔬菜产品关于热加工

蔬菜标准，食用菌 /蔬菜，包括用酱汁制作

的焗豆，配料除外不得少于重量的 25.0%；

修订蒸蔬菜的定义；

（3）修订高筋小麦粉定义及其允许添

加成分和质量标准；

（4）修订蜂蜜及蜂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5）修订罐装食品部分用语；增加了

附表关于粮食及其制品微生物标准及其检

测方法等。

该公告于即日起生效，过渡期至 2022

年 6月 1日。（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化学品法规 CMSR或将于

2022年正式出台

近两年，有关于印度化学品法规的相

关新闻频出。

自 2019 年 Indian Chemical Manage-

ment and Safety Rules （CMSR） 草案公

布以来，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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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化学品管理局更是对该草案进行

了多次修订，但目前仍在讨论当中，尚未

正式发布。

尽管如此，仍有消息称 CMSR将会在

2022年正式出台并在之后的半年内生效。

这意味着业界的过渡期将会非常短暂。

因此，尽早了解 CMSR的要求并持续关

注该草案的走向是十分有必要且有价值的。

1、合规主体与受控物质范围

CMSR 与欧盟 REACH 的概念非常相

似，所有在印度境内的制造商和进口商均

需要遵守 CMSR的要求并履行合规工作。

对于外国制造商，则需要授权印度境内的

法律实体作为唯一代表并代为履行法规义

务。授权的唯一代表负责向主管机构进行

各种注册、通报等合规工作。

除豁免物质外，所有印度境内的化学

物质都需要应对 CMSR，这包括：现有物

质、新物质、优先物质（包括物品中有意

释放的）与有害化学物质。

2、通报

CMSR下分为首轮通报和常规的通报。

首轮通报开始于法规实施 1 年后的

180天内，要求所有印度境内活动量≥1t/y

的化学物质完成通报。首轮通报截止后，

印度将根据通报物质情况建立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

届时，所有≥1t/y的现有化学物质和新

物质将需要进行常规的通报，常规的通报需

要在进入到印度境内前至少 60天完成。

通报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通报人的详细信息

●物质的标识信息

●杂质

●吨位

●物质的详细结构信息和谱图

●危害分类

●用途

●下游用户

●最大贮存量

●安全数据表

需要提醒的是，通报并不是免费的。根

据通报的企业类型与活动吨位需要按照以下

列表支付费用：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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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费用并完成资料审查后，印度

官方会颁布通报证书以证明完成合规工作。

最后，印度化学品管理局的风险评估

委员会对已通报的物质进行评估以判断是

否属于优先物质或有害化学物质。

3、注册、限制和禁止

优先物质是指具有高危害、高风险的

物质，如 CMR、STOT、PBT 等物质，这

类物质被收录在附录 II中。

CMSR 要求所有≥1t/y 的优先物质在

进入印度境内前完成注册。对于已经在境

内活动的优先物质，注册期限从该物质被

列入到附录 II起计算，需在 18个月内完成

注册。在最新版的 CMSR草案下，优先物

质总共有 750 个。这意味着法规实施后，

在印度境内活动的 750个优先物质需要在

18个月内完成注册。

注册需要提交技术性卷宗和化学品安

全评估（报告），同时支付注册费与其他费

用。与其他 REACH 类法规一样，CMSR

也鼓励联合提交注册的形式以分摊高额的

注册成本。

相关费用如下表：

●注册费用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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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委员会将对提交的卷宗进行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高风险的优先物

质进行限制或禁止。

被限制的物质将需要获得授权后才能

开展活动，有效期为 4 年。而被禁止的物

质将无法活动。

4、有害物质的合规与 GHS

CMSR将印度现行的“有害物质的制

造、储存和进口法规” （Manufacture,

storage, and impor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MSIHC) rules, 1989）进行了融

合，该部分对有害物质做出了定义并列入

到附录 X、XI、XII中进行清单式管理。

同时，该部分对现场安全报告、应急

管理措施等提出了要求。

具体要求如下：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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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R采用 GHS第 8修订版的危害分

类，并对优先物质和有害物质提出了包装

和标签的要求。草案下并没有对 GHS第 8

版的详细解释。

对于所有进口的优先物质和有害物质，

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需要在进口前 15天

向相关单位提供进口信息、物质信息、

SDS等资料。

5、总结

CMSR融合了 REACH、CLP、HSE等

多类管理，也涉及了进口、生产、仓储、

运输等多个环节。

因此，印度今后如何落实 CMSR并统

筹多部门协作将会是一大难题。同时，我

们也看到，该法规的实施会对行业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来源：瑞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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