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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费品安全职责划分

消费者厅

（CAA）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

农林水产省（MAFF）

厚生劳动省（MHLW）

全权管理消费者政策

电气产品、燃气产品、普通消费品

食品和饮料

汽车和摩托车国土交通省（MLIT）

化妆品、保健品和药品



保护消费者的主要法案

【一般政策】
◆《消费者基本法》（1968年第78号法案）

◆《消费者教育推进法》（2012年第61号法案）

【产品安全法及其分类】
◆《消费者安全法》（2009年第50号法案）

◆《食品安全基本法》（2003年第48号法案）

◆《食品卫生法》（1947年第233号法案）

◆《家居用品中有害物质管制法》（1973年第112号法案）

◆《消费品安全法》（1973年第31号法案）

◆《电气用品安全法》（1961年第234号法案）

◆《反不正当补贴和误导性表示法》（1962年第134号法案）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1962年第104号法案）

◆《食品标示法》（2013年第70号法案）

【合同和其他】
◆《消费者契约法》（2000年第61号法案）

◆《特定商业交易法》（1976年第57号法案）

◆《产品责任法》 （1994年第85号法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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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产品安全法案（日本经济产业省）

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的四大产品安全法案旨在通过防止电气用品安全法、燃气
用具和普通消费品造成危害，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电气用品安全法》（《DENAN法》）
（适用于457种产品）

 《燃气业务法》
（适用于8种产品）

 《液化石油气安全保障和交易优化法》
（适用于16种产品）

 《消费品安全法》
（适用于10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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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市场监管

后期市场监管措施

鼓励供应商（制造商或进口商）自觉声明符合法规要求

市场监督和重大产品事故信息

四大产品安全法案（大纲）

 取样检验（采购）
 现场检验
 收集供应商报告
 采取产品召回措施等

4（四）大产品安全法案
 电气用品
 城镇燃气设备
 液化石油气设备
 普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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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产品安全法案（要点）

✔ 政府（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定具有潜在危害的产品。

✔ 相关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在开始制造或进口前通知日本经济产业省。

✔ 经济产业省要求事先通知的制造商和进口商遵守政府制定的技术要求，即“技
术标准”。

✔ 上述过程是事先通知的制造商和进口商“自我确认”的过程。这些制造商和进

口商可以在符合标准的产品上粘贴○PS标志。

✔ 除自我确认程序外，需要粘贴◇PS标志的产品还要经过注册检验机构（实验室）
的技术检查。 参见ISO/IEC 17065（符合性评估）。

✔未粘贴“PS 标志”和没有提交通知的制造商或进口商的名字的情况下，禁止销
售法案中指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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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电气产品
《电气用品安全法》

◆电气用品（457项）

指定电气用品（116项）
（A类）

交流/直流电源供应器（交流电源适配器）
电源延长线
电热式玩具、移动式发电机等

非指定电气用品（341项）
（B类）

电冰箱、电力空调
电热空气加热器、电动洗衣机
电风扇、循环风扇
吸尘器、电视接收器
带插座的家具

LED灯、LED照明器材
锂离子电池等

项目清单
116项指定项目：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images/list_01.pdf
341项非指定项目：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images/list_02.pdf 8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images/list_01.pdf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conomy/consumer/pse/images/list_02.pdf


受管制燃气产品
《燃气业务法》

◆燃气用具（8项）

指定燃气用具（4项）
（A类）

非指定燃气用具（4项）
（B类）

(1) 燃气热水器（开放式烟道式）

(2) 燃气供暖器（开放式烟道式）
(3) 装有燃气燃烧器的水浴加热器（开放式烟

道式）
(4) 用于水浴加热器的燃气燃烧器

(1) 燃气热水器（无排气管式、直接通风式、
户外式）

(2) 燃气供暖器（无排气管式、直接通风式、
户外式）

(3) 装有燃气燃烧器的水浴加热器（直接通风
式、户外式）

(4) 燃气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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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液化石油气产品
《液化石油气安全保障和交易优化法》

◆液化石油气用具（16项）

指定液化石油气用具等（7项）
（A类）

(1) 液化石油气热水器（开放式烟道式）
(2) 液化石油气供暖器（开放式烟道式）
(3) 装有液化石油气燃烧器的水浴加热器（开放式

烟道式）
(4) 浴缸加热器
(5) 用于水浴加热器的液化石油气燃烧器
(6) 卡式液化石油气灶
(7) 液化石油气阀

非指定液化石油气用具等（9项）
（B类）

(1) 液化石油气热水器（无排气管式、直接通风式、户
外式）

(2) 液化石油气供暖器（无排气管式、直接通风式、户
外式）

(3) 装有液化石油气燃烧器的水浴加热器（直接通风式、
户外式）

(4) 液化石油气灶
(5) 稳压器
(6) 高压软管
(7) 低压软管
(8) 抗震液化石油气自动断路器
(9) 液化石油气渗漏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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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消费品
《消费品安全法》

◆特定消费品（10项）

特别指定制品（4项）
（A类）

(1) 婴儿床
(2) 便携式激光应用设备
(3) 浴用热水循环泵
(4) 打火机和点火枪

特别指定制品以外的指定制品（6项）
（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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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用高压灭菌器和高压锅
(2) 头盔（适用于两轮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3) 攀岩绳
(4) 油热水器
(5) 油浴锅
(6) 油加热器 / 油炉



四大产品安全法案规程（适用于供应商和进口商）

● 政府（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定的项目和规定的技术规范（标准）

符合技术要求

第三方符合性评估

自我确认检验

粘贴“PS标志”

销售

注册符合性评估机构

在日本，未粘贴“PS 标志”和没有提交通知的制造商或进口商的名字的情
况下，禁止销售法案中指定的产品。 12

向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出业务通知

 保存检验记录
（记录保存）

 仅事先通知的制造商和进口商可在产品上粘
贴PS标志。



省级指令
（法案实施条例）

法案

政令

技术标准的省级命令

通告/信函/解释

目标
业务通知
符合性评估机构
处罚等

监管项目清单

地方政府的法定委托职能等

规程格式

设计PS标志等

【参考】《电气用品安全法》的基本法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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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说明

参考案例等

技术要求/标准



不合规情况处理方法（市场监督）

 日本经济产业省从市场上购买产品进行取样检验，确认产品是否符合《产品安

全法》规定的技术要求。

 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根据现场检验结果和公众提供的信息来确定违规行为。

 若发现有不合规产品，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告知企业经营者，并提供改进建议。

 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未遵守标准，日本经济产业省可责成制造商或进口商采取
必要的措施，改进工作流程（改进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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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产品事故报告和披露制度

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在在十天内向政府（消费者厅）报告事故，具体信息包括：

产品名称、产品类型、事故详细说明、相关产品数量等。

政府（消费者厅）公布事故

消费者厅每周向公众和相关行业发布两次事故概要。

◆ 日本经济产业省根据调查结果，管理并批准企业的应对措施。

◆ NITE*：调查/分析事故的原因
*NITE：国家技术与评估研究所

* 重大产品事故*
(a)死亡；
(b)严重/致命伤害或疾病，治疗时间不少于30天；
(c)火灾；
(d)一氧化碳中毒；
(e)身体残疾/受伤后遗症。

【《消费品安全法》第35条】

《消费品安全法》第36条

重大产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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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信息
披露

* 卖方必须必须将事故告知制造商和进口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召回门户网站】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召回门户网站”汇集了全球产品召回的信息（包括日本）。

https://globalrecalls.oecd.org/#/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名单】 https://www.cpsc.gov/Recalls

欧洲委员会【安全门】
－周报/信息查询：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consumers_safety/safety_products/rapex/alerts/?event=main.listNotifications

日本 所有信息都会经常更新。

消费者厅【召回信息】（仅日语版）http://www.recall.caa.go.jp/

日本经济产业省【召回信息】 （仅日语版）http://www.meti.go.jp/product_safety/recall/

日本经济产业省【产品事故和召回信息】（仅日语版）http://www.nite.go.jp/jiko/jikojohou/

事故信息收集系统（适用于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
最新事故信息（包括事故信息查询）
召回信息（包括召回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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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召回信息

【参考网址（英语版）】

https://globalrecalls.oecd.org/#/
https://www.cpsc.gov/Recalls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consumers_safety/safety_products/rapex/alerts/?event=main.listNotifications
http://www.recall.go.jp/
http://www.meti.go.jp/product_safety/recall/
http://www.nite.go.jp/jiko/jikojo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