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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RoHS管控工作最新动态

第一批达标管理目录产品名单及应用例外清单
Ø 时间：2018年3月12日发布，2019年3月11日实施

Ø 要求：进入达标管理目录的产品

     必须满足限量标准GB/T 26572的要求

   （应用例外情况除外）

1、电冰箱

2、空气调节器

3、洗衣机

4、电热水器

5、打印机

6、复印机

7、传真机

8、电视机

9、监视器

10、微型计算机

11、移动通行手持机

12、电话单机

......



中国RoHS管控工作最新动态

“中国RoHS合格评定制度”开始实施！！！

开始时间

方式一：自愿性认证：
     “附件一、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
证实施规则”中二.2节：

ü限值和拆解要求按照
GB/T 26572标准执行

ü检测方法按照GB/T 26125
标准执行。

方式二：自我声明：
    其中的“ 技术支撑文件”
之一为“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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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排（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

信息化部2019年23号文件）

l发布时间：2019年5月16日，实施时间：2019年11月1月

C-RoHS合格评定制度

国推自愿性认证

自我声明

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
用供方符合性声明

实施规则
认证机构实施细则

声明规则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公共服务平台
（已上线：http://chinarohs.miit.gov.cn）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一——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

l规则：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实施规则（实施安排附件1)

认证模式
样品检测

初始工厂检查 获证后监督 适用产品
送样 抽样 符合性声明

模式一 √（型式试验）  √  √ 部件及元器件产品、材料产品

模式二  √ √  √ 部件及元器件产品

模式三 √（优化检测）  √  √ 整机类和组件类（复杂产品）

模式四  √ √ √ √ 本规则范围内的所有产品

......

ü 限值和拆解要求按照GB/T 26572标准执行
ü 检测方法按照GB/T 26125标准执行 认证机构应在相关产品获得认证证书5个工作

日内将认证结构信息报送平台系统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一——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

l合格评定机构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依据：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供方符合性声明规则（实施安排附件2）

l适用范围：本规则适用于纳入《达标管理目录》的产品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公共服务平台

供方应在产品投放市场30天（自然日）内在平台系统中完成符合性申明信息报送

符合性声明报送的供方包括生产者和授权代表

内容：
ü 供方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ü 电器电子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技术支撑文件编号；

ü 符合C-RoHS限量要求标准的陈述

ü 技术支撑文件；

ü 对声明内容及相关声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的承诺；

ü 附加信息，包括授权人签字、公司盖章等。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技术支撑文件

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上传符合性报告作为技术支撑文件

报告应能证明产品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两种方式：

ü 方式一是供方通过委托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标准对声明产品中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形

成的产品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机构可以是生产者、生产企业等自有且满足相应技术能

力的实验室，也可以是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一方或三方报告均可）。

ü 方式二是供方在所有组件、部件及元器件、原材料的有害物质判定的基础上整理形成的

符合性报告。

GB∕T 36560-2018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符合性证明技术文档规范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自我声明格式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符合性评价报告（格式）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符合性评价报告（格式）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

l符合性评价报告（格式）

需要提供证明材料，例如：检测报告等！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符合性评价报告（格式）

GB/T 36560-2018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符合性证明技术文档规范》
IDT IEC 63000:2016
技术文件要求基本与EN 50581:212一致！



C-RoHS合格评定要求

lC-RoHS合格评定方式二——自我声明

l基于GB/T 36560建立C-RoHS符合性证明技术文档流程



C-RoHS符合性判定技术风险与解决方案3



C-RoHS符合性检测与评价支撑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作用

1 GB/T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
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产品限用物质含
量检测

2 GB/T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产品符合性判定

3 SJ/T 11364-201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 产品标识

4 GB/T 33352-2016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筛选应用通则 X射线荧光光谱
法

辅助XRF快速筛选
测试

5 SJ/T 11692-2017 电子电气产品限用物质检测样品拆分指南 辅助拆分

6 SJ/Z 11388-2009  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通则
辅助确定环保使

用期限



v修订情况介绍
Ø IDT IEC 62321:2008 已经修订并发布了10个序列标准（按不同限用物质及不同检测

方法分类）

Ø 为了适应产业对应对新种类有害物质限制要求和新型检测技术发展，同时保持我国
RoHS检测技术及结果国际一致，因此对GB/T 26125-2011进行修订并等同转化IEC 
62321修订发布的序列标准

Ø 已经逐批立项

Ø 当前状态：完成公开征求意见

Ø             （2019年6月30日开始）

GB/T 26125-2011修订最新动态



产品RoHS符合性检测及符合性判定一般流程

样
品

“样品拆分”识别并获得
需要进行测试检测单元

化学
确证

XRF筛
选测试

结果
判定

问题较多，且容易出问题的过程！

RoHS检测第一步：“样品拆分”

当前RoHS管控及符合性测试应用广泛技术之一！

v RoHS符合性检测一般流程



样品拆分

v 依据标准：

Ø GB/T 26572 -2011附录A  
Ø 辅助标准：SJ/T 11692-2017

v 目的：

Ø 获得可用于RoHS测试的检测单元（一般目的）

Ø 识别并获得C-RoHS测试的检测单元（国推RoHS自愿性认证）

v 作用：

Ø 保障RoHS检测结果一致性的基础

ü 拆分不彻底引起混测 —— “假阴性”结果

ü 没有识别出需要测试的检测单元 —— “假阴性”结果

ü 拆分不当引起样品污染 —— “假阳性”结果

ü 法规例外（豁免）项没有识别出 —— “假阳性”结果

ü …….

高风险！



“样品拆分”目前存在的问题

v同一产品的前、后盖中PBDEs测试结果不同
Ø 都是黑色

Ø 基材都是ABS

前盖 后盖

检测单元 PBDEs结果（总含量,mk/kg）

样品前盖 N.D.

样品后盖 1100

“同颜色，同材质”的归并方法
，极易仅选择前盖为待测检测单
元——“假阴性”结果！



“样品拆分”目前存在的问题

v拆分过程中样品污染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样品 去除焊料前 去除焊料后

发光二极管引脚 82070 429
电阻（绿色）引脚 86490 448
电阻（蓝色）引脚 39590 465

单位：mg/kg

如果焊接元器件的焊
料测出Pb超标时（有
可能假阳性），该元
器件引脚测试要非常
小心！



“样品拆分”保障RoHS检测结果一致性

v SJ-T11692-2017 电子电气产品限用物质检测样品拆分指南



....

或

序号 检测单元名称 检测单元类别 材料类型

1 外壳 EEP-A 聚合物

2 导线外皮 EEP-A 聚合物

3 导线线芯 EEP-A 金属

4 插头脚镀层 EEP-B 金属镀层

5 贴片电阻 EEP-C 电子件

6 ... ... ...

样品拆分示例



产品RoHS符合性检测——筛选测试

OL
OL

检测依据：
GB/T 26125-2011 第六章，附录D
IEC 62321-3-1:2013



RoHS检测中XRF筛选的应用优势

XRF分析技术发展历程

（1）作为企业内部的管控方式

   企业内部以及供货链之间，产品来料RoHS符合性验证，引入XRF光谱仪进行快速检测。

（2）作为国际标准的测试方法

   XRF光谱仪作为筛选分析⽅法写进GB/T 26125-2011（IDT：IEC 62321-2008） 电⼦电

⽓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苯醚）标准中，业界逐渐
认可这种测试方法。国推RoHS自愿性认证作为测试方法之一。

（3）作为主要的测试方法

  IEC 62321 3-1：2013 使用XRF光谱仪对铅，汞，镉，总铬和总溴的筛选分析方法（国

标已经在转化）。

    已经成为RoHS管控领域和产品符合性评价主要技术之一。



v成本低、速度快、环保

v实践已经证明其有效性，并被普遍认可

v在实验室进行大批量、低成本、短周期的检测成为可能

RoHS检测中XRF筛选的应用优势

  因此，在实施RoHS检测时，首先选择采用XRF技术进行筛
选检测，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决策，对于CN-RoHS的顺利实施
，意义重大。



XRF分析的应用技术难点

  相对于其他分析手段，XRF筛选测试存在一些难点和问
题，主要表现为：

由于XRF分析技术所固有的基体效应、吸收增强效
应、谱图重叠等影响，电子电器行业物料基体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显著增大了XRF筛选的技术难度

专用标准物质较为匮乏

设备性能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同时无法长期保持

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短缺,且不稳定



v 设备要求：规范了XRF设备软/硬件配置、分辨率、稳定性、精密度和检出限等
方面适用于RoHS快速筛选测试的技术要求；

v 人员要求：规范了XRF制样人员、操作人员和技术主管等层面适合从事RoHS快
速筛选测试的技术要求；

v 过程要求：规范了从样品要求、定量方法、试验条件、结果的分析与判定和质
量控制等方面适用于RoHS快速筛选测试的技术要求。

XRF筛选测试技术要求

GB/T 33352-2016 保证了XRF设备应用于RoHS快速筛选测试
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XRF筛选测试技术要求—GB/T 33352-2016部分技术要求



XRF筛选测试技术要求—GB/T 33352-2016部分技术要求

建议：
ü 每年设备校准的同时进行一次XRF性能评价；
ü XRF性能评价可以自行评价，推荐第三方机构评价，出具评价报告。



XRF筛选测试技术要求—GB/T 33352-2016部分重要



小结

有效识别

防止污染

稳步拆分

收集信息

高风险和豁免识别

全程要求

多观察，慢步骤

客户/法规/标准等信息

XRF，GC/MS，ICP等
多种工具

数据积累，成为专家

累积经验

v RoHS检测保障合格评定结果一致性

          客户要求与法规/标准要

求的差异！客户提供的产品

材料信息和生产工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