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说明篇】

chemSHERP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体系



• 与信息传递体系的标准化相关的课题认识

• 信息传递体系的构成要素

• 管理对象物质

• 化学品 以及 物品的传递信息和数据格式

• 物品的合规性评估信息的设定（领域）

• 成分信息的传递阈值

• 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

• 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 面向信息传递体系的标准化

说 明 项 目



JAMP
19%

JGPSSI
11%

IMDS
6%

接受方独立的格式

（日本国内）
30%

接受方独立的格式

（海外）
4%

提供方独立的格式
11%

分析数据
16%

其他
3%

其他

(独立的格式等)
64%

与信息传递体系的标准化相关的课题认识

现阶段，作为电气电子领域所涉及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的标准体系，包括两种体系，即
JAMP体系以及旧JGPSSI体系（其他还有汽车领域的IMDS体系）。而且，基于这些“标准体系”进行的
信息传递总共不到4成，6成以上是基于各个企业独立的格式而进行的。供应链中游的事业单位，无法应
对如此庞大的体系，有的情况下还成了过大的负担。

中小企业 平均值 其中分析费

上游 300 168

中游 153 87

下游 156 54
其他 418 381
中小企业总计 223 128

顾客所要求的格式的比率
（164家中小企业，有的回答多项）

【信息传递体系的利用状況】

（万日元／年）
【应对化学物质管理的成本】

大企业 平均值 其中分析费

上游 2,523 774

中游 2,685 1,389

下游 2,871 1,909

其他 1,635 50

大企业总计 2,579 1,177

物品管理推进协议会

（松下、理光、住友化学、三菱
化学、村田制作所、日立制作所、
富士通等）

汽车行业

（丰田、日产、本田等公司
＋欧美主要的汽车制造商）

绿色采购调查共同化协议会
（现在的VT62474）
（索尼、佳能等公司
＋欧美的主要电气电子制造商）

（出处：2011年度经济产业省委托调查 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的实情相关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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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关于化学物质管制和我国企业向亚洲
展开的研究会 总结（2013）”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传递体系 chemSHERPA
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共同体系
• 为了适当管理产品中所含有的化学物质，继续应对日益扩大的管制，进行供应链内产品所
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将极为重要

• chemSHERPA提供可在整个供应链内利用的信息传递的机制

为了切实且有效地进行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
• 在设计上考虑到了从上游到下游也包括商社等在内的供应链内相关事业单位的利用
• 可以根据成为信息传递对象的化学物质、信息项目、采用了国际标准的数据格式等共同的
思路来开展信息传递的实践

• 有关基于共同的物质清单的成分信息、物品，同时结合每个产品领域的合规性评估信息，
作为“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来制作并传递信息

针对信息传递和管理的课题继续采取的举措
• 为解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课题而继续采取的举措
• 定期更新物质清单，推进国际标准化，提供普及研修的工具和机会等

公开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开始运用
• 2015年10月，发布数据制作支援工具的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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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SHERPA信息传递体系的构成要素

数据的制作、加工和提供/回答

信息传递

的流程

信息流通和存
储设施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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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SHERPA
Chemicals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信息传递

的流程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利用规则]
使用chemSHERPA信息传递体系，进行信息传递的所有
组织应该遵守的原则。

[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兼容软件）]
用于向规定的数据格式进行数据的写入和浏览等的软件。
除了运营组织所提供的基本功能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外，
还预想对软件包和公司内部系统等进行有效利用。

[IT系统]（未来构想）
为了在供应链有效地授受大量信息传递的数据库、
信息交换门户等的系统。

[管理对象物质]
作为信息传递对象的化学物质。通过管理对象基准
（法规或行业基准）予以规定。

[数据格式]
用于将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做成电子数据的格式。
采用IEC62474的XML架构。



管理对象物质（1）
选定管理对象基准的思路

• 新信息传递体系中，为了切实且顺畅地进行供应链内产品含有管制物质的信息传递，
目标是选定整个供应链所需要的、整个供应链内能够达成一致的管理对象基准。

管理对象基准的选定
① 全盘

• 根据与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相关的法规以及／或者行业基准来选定管理对象基准。
• 有关法规等的内容（条件、表达、判断基准等），予以采用而不作变更。

② 法规
• 初版中以日美欧的主要法规为对象。
• 有关亚洲各国等的法规，今后也有可能予以采纳。在充分研究是否应该作为管理对象基准
予以采纳的基础上，视需要按照管理对象基准的变更手续逐渐追加。

③ 行业基准
• 初版中以电气电子行业以及汽车行业为对象。
• 有关其他行业的基准，今后也有可能予以采纳。在充分研究是否应该作为管理对象基准予
以采纳的基础上，视需要按照管理对象基准的变更手续逐渐追加。

 管理对象物质清单的维持管理
• 检索用清单，预定每年修订2次（1月、7月）。
• 在变更管理对象基准时，规定修订的规则，受理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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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象物质（2）

管理对象
基准ID

作为对象的法规以及行业基准
（排列顺序按照制定年份顺序）

LR01 日本 化审法 第一种类特定化学物质

LR02
美国 有害物质管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禁止使用或者限制的对象物质（第6条）

LR03 EU ELV指令 2011/37/EU 

LR04 EU RoHS指令 2011/65/EU ANNE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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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06
EU REACH法规（EC） No 1907/2006
Candidate List of SVHC for Authorisation（授权候选物
质）以及ANNEX XIV（授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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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01 Global Automotive Declarable Substance List 
（GADSL）

IC02
IEC 62474 DB Declarable substance groups and 
declarable substances

管理对象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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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SL

IEC 62474

REACH
ANNEX XVII

化审法

・・・・・・

管理对象物质：通过管理对象基
准的法规、成为行业基准的对象
的化学物质的并集来予以规定。
（包含关系为示意图）



化学品的传递信息（chemSHERPA-CI）和数据格式

 化学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是所含有的管理对象物质的成分信息。
 数据格式利用IEC 62474的XML架构，采用与物品的数据格式相一致的规格。

chemSHERPA
Chemicals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Chemicals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信息项目 对象 数据格式

0 商务信息 组织名称、负责人姓名等 IEC62474
适用XML架构1 成分信息 管理对象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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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传递信息（chemSHERPA-AI）和数据格式

 物品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是所含有的管理对象物质的成分信息、以及合规
性评估信息。

 数据格式考虑到在国际上的普及，采用IEC 62474的XML架构。

信息项目 对象 数据格式

0 商务信息 组织名称、负责人姓名等

IEC 62474
采用XML架构1 成分信息

（层）－零部件－材质－物质的结构
管理对象物质

2 合规性评估信息 基于“领域”的指定

chemSHERPA
Chemicals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Chemicals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chemSHERPA
Article data

XML

9



基于领域的物品合规性评估信息的设定
 通过“领域”来指定合规性评估信息的内容（对象物质、申报用途、申报阈值等）。

领域名称 作为对象的法规或行业基准

IEC 62474 IEC 62474 DB: Declarable substance 
groups and declarable substances

GADSL

REACH
ANNEX XVII

化审法

・・・・・・

IEC 62474

■领域“IEC 62474”的数据输入画面示意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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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设定
 领域从作为管理对象基准的法规以及／或者行业基准中选择。
 初始设定下，是面向电气电子设备领域的合规性评估信息，

所以作为领域采用IEC 62474。
 今后将根据需要，研究追加用于别的产品领域的领域。



成分信息的传递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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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象物质属于以有害性等为根据的成为法规等对象的物质，所以可认为原则不会成
为企业机密（CBI）的对象。

法规中对阈值的规定 管理对象物质的含有浓度 是否需要传递成分信息

明确用于受法规
限制的用途时，
以及用途不明时

法定阈值
> 0.1wt% 

超过法定浓度 必须传递包含了该物质的成分信息。

超过chemSHERPA
自主标准0.1wt%、
且低于法定浓度

根据chemSHERPA自主标准，传
递包含该物质的成分信息。

低于chemSHERPA
自主标准0.1wt%

无需传递该物质的信息。但可自愿
进行传递。

法定阈值
≦ 0.1wt% 

超过法定浓度 必须传递包含了该物质的成分信息。

低于法定浓度
无需传递该物质的信息。但可自愿
进行传递。

已弄清没有用于法规等对象用途的
情形

超过chemSHERPA
自主标准0.1wt%

根据chemSHERPA自主标准，传
递包含该物质的成分信息。

低于chemSHERPA
自主标准0.1wt%

无需传递该物质的信息。但可自愿
进行传递。



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
 供应链内进行授受的chemSHERPA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全都是“负有责任的

信息传递”。

［化学品］
 作为化学品的成分信息传递中“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和公司内的认识，以

尽最大努力的方式传递信息。传递化学品的成分信息者，对于符合“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之信息，
传递已对其授权的信息。

［物品］
 作为物品的成分信息传递中“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和公司内的认识，以尽

最大努力的方式传递信息。传递物品的成分信息者，对于符合“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之信息，传递
已对其授权的信息。有关在所选领域内被参照的成为法规等对象的管理对象物质，对包含有成分信息
的传递阈值以上的全部物质传递信息。

 作为物品的合规性评估信息传递中“负有责任的信息传递”，作为物品的供应商，根据按“领域”而
规定的基准向进货单位做出材料声明。基于领域的合规性评估信息的水平，应与在领域内被参照的法
规等所规定的要求水平相应。

［共同］
 对于从上游侧的传递信息等中所知悉的信息，不要在公司内删除信息量，将其切实地传递至下游侧。
 由于无法保证从所有的供应商获取所有的采购品信息，所以要通过加上公司内拥有的见识和科学见识

等信息的合理的努力来制作信息，并予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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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物品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画面示
意图

预想中的
用户

供给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组织 供给物品的组织

传递信息
（输出）

chemSHERPA-CI: Chemical Information
・商务信息
・成分信息

chemSHERPA-AI: Article Information
・商务信息
・成分信息
・合规性评估信息（选择领域时）

chemSHERPA

CI

上游
（原材料制造商）

中游 下游
（最终完成品制造商）

化学物质 混合物 原零部件 辅助性装配 完成品

chemSHERPA

CI
chemSHERPA

CI
chemSHERPA

CI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AI
chemSHERPA

AI
chemSHERA

AI

综合化

2个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整体上
采用水色系的

配色

整体上
采用黄色系的

配色



chemSHERPA-CI 成分表
基本情報

１．製品情報

２．発⾏者・承認者会社情報

３．製品中の管理対象物質含有状況

 
４．成分情報

LR LR LR LR LR LR LR IC IC

01 02 03 04 05 06 07 01 02
108-88-3 0.2% 1 D

14808-60-7 15.0% D

５．管理対象基準の詳細

LR01
LR02
LR03
LR04
LR05
LR06
LR07
IC01
IC02

統合バージョン 1.00.00

整理番号 A0001234-1
初版 作成⽇付 2013-09-26

都道府県（ローカル） 東京都

物質リストバージョン D8.00
ツールバージョン chemSHERPA-C1.00.01

承認 承認⽇付 2015-01-01

会社ID 登録機関ID

製品名 接着剤01A
製品品番 000-000-000
メーカ名 JAMP株式会社

シリーズ品名

会社名
英字 SupplyCompany

ローカル 供給会社

国

管理対象基準
任意
報告

DUNS
会社ID 987654321
部署名 CSR Div.

役職 Staff
担当者名 HanakoTANTO

番地（ローカル） テスト町 1-2-3

Tokyo
Japan/⽇本

都道府県（英字）

市町村（英字） Chiyodaku

番地（英字） 1-2-3 test

EU RoHS指令 Annex II 2011/65/EU

トルエン

コメント

製品中の管理対象物質情報に関する宣⾔ 1.本製品は管理対象基準に掲載される管理対象物質を含有します

物質名 CAS番号 最⼤含有率 コメント

発⾏部⾨

電話番号 123-456-789
内線番号

メールアドレス Hanako.Tanto@supco.com

市町村（ローカル） 千代⽥区

承認者名 Taro SHONIN

郵便番号 100-0011

⽯英(結晶)

IEC62474 IEC62474 D8.00

部署名 CSR Div.
役職 Senior Manager承認部⾨

EU REACH規則 SVHC 2012-06-15

GADSL 2015 GADSL Reference List Version 1.1
EU REACH規則 Annex XVII EUNo 628/2015

EU POPs規則I 2012-06-20

⽶国 有害物質規制法（TSCA） 40 CFR 763
EU ELV指令 2011/37/EU

管理対象基準名 制定・改訂

⽇本 化学物質審査規制法 2014-03-19

chemSHERPA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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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SHERPA

CI

【运行环境】
・OS：Microsoft Windows Vista,7,8,8.1
・屏幕分辨率
：XGA（1024×768）以上
・.NET Framework 4以上
・Microsoft Excel 2007以上

外部清单JAMP
MSDSplus

（ver4.x）

（导入和转换*1）

表格
（Excel）

【输入支援功能】
○通过外部清单被做成主数据的信息的选择输入
物质

○物质检索功能
CAS编号、物质名称（日英中）的部分匹配
检索、基于相应法令的筛选 等

○引用已制作完毕的CI
向产品引用／追加导入已制作完毕的数据

（*1:时限的功能）

画面 内容 输入信息项目

基本信息
画面

发行者・授权者
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负责人联系
方式、授权者姓名、授权日期、制作日期等

产品・零部件信
息

产品名称、产品编号、制造商名称、发行日
期等

委托者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委托者姓名、委托者联系
方式、委托日期、回答期限 等

成分信息
画面

产品所含化学物
质信息

物质名称、含有率 有无含有管理对象物质
等

【主要画面和输入内容】

（显示语言：日文、英文、中文）【输入】 【输出】

标准文件
无错误，已授权完毕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委托文件
要委托的产品信息和委托者的信息

临时文件
制作中途的文件（不可在供应链内配发）

【外部清单】
○检索用物质清单
○材质清单
○用途清单
对上述项目进行管理

化学品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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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环境】
・OS：Microsoft Windows Vista,7,8,8.1
・屏幕分辨率：XGA（1024×768）以上
・.NET Framework 4以上
・Microsoft Excel 2007以上

chemSHERPA

AI

外部清单

JGPSSI

JAMP
AIS

（ver4.x）

（ver4.xx）

（导入和转换*1）

chemSHERPA-AI（成分情報）
製品品番 製品名 確定⽇時 対象エリア 製品質量(g)

材料質量総計
(g)

製品質量に対
する材料総計
⽐(%)

統合バ
ン

KLM7890 タクトスイッチ IEC62474 0.286 0.286 100 1.00.

名称（階層） 員数（階層） 名称（部品） 員数（部品） ⽤途（材質）
分類記号（材
質）

名称（材質） 質量（材質） 単位（材質）
公的規
質）

ハウジング 1 1.⺟材 N499 フィラー(充填 102 mg ISO10
1.⺟材 R312 銅合⾦ 77.63 mg JISH3
6.（表⾯処理系S002 ニッケルめっき 0.08 mg JISH8
6.（表⾯処理系S012 銀めっき 0.29 mg JISH8
1.⺟材 R312 銅合⾦ 13.79 mg JISH3
6.（表⾯処理系S012 銀めっき 0.21 mg JISH8

フレーム 1 1.⺟材 R111 ⾼合⾦鋼 30 mg JISG4
ステム 1 1.⺟材 P529 その他の熱可塑 62 mg ISO10

材質情報集計結果
分類記号 材質名称 質量(g)
N499 フィラー(充填 0.102
R312 銅合⾦ 0.09142
S002 ニッケルめっき 0.00008
S012 銀めっき 0.0005
R111 ⾼合⾦鋼 0.03

ターミナル 1

メタルコンタクト 1表格*2

（Excel）

*2: 画面（基本/成分/
合规性评估）单位

【输入支援功能】
○通过外部清单被做成主数据的信息的选择输入

物质／材质／豁免项目 等
○物质检索功能

CAS编号、物质名称（日英中）的部分匹配
检索、基于相应法令的筛选 等

○成分信息的综合化
综合采购零部件的AI

○引用已制作完毕的AI
向产品引用／追加导入已制作完毕的数据

○成分信息→合规性评估信息转换
由成分信息向所指定领域的合规性评估
信息转换（某些部分不包括在对象范围内）

（*1:时限的功能）

画面 内容 输入信息项目

基本信息
画面

发行者・授权者
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负责人联系
方式、授权者名称、授权日期、制作日期等

产品・零部件信
息

产品名称、产品编号、制造商名称、重量、
申报单位、发行日期等

委托者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委托者姓名、委托者联系
方式、委托日期、回答期限 等

成分信息
画面

层→零部件→材
质→物质的结构
之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信息

层、层个数、零部件、零部件个数、材质、
材质重量、物质名称、单位材质的含有率、
豁免项目代码 等

合规性评估
信息画面

领域中的合规性
评估信息

每个申报ID的含有判定（Y/N）、含有率、
含量、用途代码、用途、使用部位 等

【主要画面和输入内容】

（显示语言：日文、英文、中文）【输入】 【输出】

chemSHERPA

AI

标准文件
无错误，已授权完毕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委托文件
要委托的产品信息和委托者的信息

临时文件
制作中途的文件（不可在供应链内配发）

【外部清单】
○领域信息
○检索用物质清单
○材质清单
○用途清单
○换算系数
对上述项目进行管理

物品数据制作支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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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P MSDSplus
JAMP AIS

其他格式 chemSHERPA
多种多样的产品领域

整个供应链

全球化与国际标准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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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SHERPA中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原则，已在“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利
用规则”中列出。利用chemSHERPA的信息传递体系的组织，为了确保在供应链内进行切
实且有效的信息传递，请理解并遵守利用规则。

 在使用数据制作支援工具时，请参阅操作手册、输入手册、FAQ等内容。

•有关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可从chemSHERPA的网站免费下载。

•有关利用规则、操作手册、输入手册等文档，也可从网站下载。

 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其规格有可能因对法规或行业基准更新的应对、功能的追加或改善而
发生变更。因此，也有可能其某些部分与本动画不同。

 文档也会根据需要被修改。

 请通过网站确认chemSHERPA的最新信息、最新的数据制作支援工具和文档。

 免责声明：有关数据制作支援工具提供的信息以及所制作的数据等，chemSHERPA概不负
责。提供信息内容的任何相关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

chemSHERPA网站 https://chemsherpa.net/

使用chemSHERPA信息传递体系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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