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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工委员会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要求（HSPM） 
 
 

前      言 
 
 
 
 
      本出版物由IECQ 管理委员会（MC）制订。 

      本出版物直接与包含 IECQ HSPM项目程序规则的IECQ 03-5 相关。  

      本IECQ规范及其要求基于以下理念：不有效地融合管理原则，就无法实现有害物质消减

（HSF）产品和生产过程。本规范是对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框架的补充，与其协调一致，目

的是对过程进行全面、系统、透明地管理和控制，以实现HSF目标。IECQ QC 080000 第3.0版

的制订是对第二版使用反馈的响应。第三版中的变化包括: 

- 响应当前实施的欧盟RoHS指令； 

- 包含了其它相关的 欧盟法规， 如 REACH； 

- 适用于各国类似法规。 

      IECQ QC 080000 最初是以EIA 954标准——电子电气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消减标准和要求

为基础，为制造商满足HSF法规和顾客要求提供指南。这些要求包括以下法规要求：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3 年1 月27 日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的2002/95/EC指令  (RoHS) 及其改写版本2011/65/EU；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3 年1 月27 日关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的2002/96/EC  指

令及其改写版本；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6年12月18日（EC）关于化学品注册、评审、授权和限制

的第1907/2006号法规（REACH）；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994年12月20日关于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 94/62/EC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6年9月6日关于电池蓄电池和废电池蓄电池并撤销

91/157/EEC指令的2006/66/EC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9年6月18日关于玩具安全的指令的2009/48/EC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0年9月18日关于报废汽车的2000/53/EC指令；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2008； 

 中国电子电气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等等以及他们的修订和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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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全世界许多司法管辖区在现行或待决的法规中，都要求消除在许多产品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特定的有害

物质(HS)，包括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PBB）和多溴联苯醚(PBDE)等，或通报高度关注物质。

因此，电子电气元件的生产商和用户必须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属于有害物质消减HSF产品，当不

是HSF产品时，必须清楚地知道有害物质含量。 

        必须详细地确定并理解用于识别、控制、量化和报告电子和电器部件或元件中有害物质（HS）的含量

的各种过程,以让所有相关方确信产品的HSF状态。这些过程必须适当地形成文件，并以受控和一致的方式执

行，以利于验证适用要求和法规的符合性；以便进行高效且有效的符合性检查；可以供生产商和用户在不同

地点实施；使得符合性和执行方法能够协调一致。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降低产品贸易的技术

壁垒。 

       本IECQ QC 080000第三版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取代第二版。按本版进行的IECQ HSPM 

认证转换安排在IECQ MC/257/INF 中有详细规定。 

       QC 080000:2012 明晰了组织如何使用IECQ QC 080000 管理其有害物质，而不仅是强调

在产品中去除或避免限制物质。新版本的优势包括： 

 QC  080000:2012 不仅包含了在产品中限制有害物质的要求，还包括与有害物质有关

的管理要求。这些管理要求将使组织能够实施过程以满足除RoHS之外的其他有害物

质的指令和法规的要求。对RoHS 指令改写后的要求，如合规性评价，技术文件的准

备，自我申明的准备，标记的使用，变更控制，产品召回，以及REACH要求的供应

链内的信息沟通等，现在都能够通过QC 080000:2012中的新要求进行管理。 

 在术语和措词方面更好地与ISO 9001结合并保持一致，有助于组织将IECQ HSPM 的

要求与其现存的管理体系的融合。 

 消除歧义，澄清了2005版中的某些要求的意图。 

      本出版物的文本基于以下文件： 

 

文件 管理委员会 咨询报告 

IECQ MC/238/CA IECQ MC/255/R 

 

 

 

 

 

This specifica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by Intertek Moody China and reviewed by WG05. In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ir dedication to the IECQ System and their assistance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document, IECQ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Intertek Moody China 
and WG05 for their work. 
IECQ would appreciate any comments and or feedback for improvements of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ECQ QC 080000 Edition 3, 2012. E-mail: info@iecq.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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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要求（HSPM） 
 

 

1 范围 
 1.1   总则 

         本规范拟用于 

 产品的制造商、供方、修理商、维护商建立过程以识别、控制、量化和报告其制

造或提供的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和 

 产品的顾客和用户了解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消减状态，理解确定有害物质状态的过

程。 

        本规范规定了建立识别和控制产品中有害物质引入过程的要求。在产品含有有害物质

时，本规范规定了实施测试、分析或以其他方式确定有害物质含量的过程，并让顾客了解有害

物质含量的要求。组织的运营和质量管理体系过程应包含形成文件的过程。 

       本规范的要求是对ISO 9001的附加要求。 

1.2  应用 

       原则上，本规范的全部要求均适用于电子电气行业的所有组织。 其他行业中的组织也可以
采用本规范对有害物质进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引用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不可缺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只有指定版本适
用；凡是未注明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正）适用。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HS 
有害物质（HS）:指任何适用法规或顾客要求禁用、限用、减少使用或通报其存在情况的物

质，这些物质本身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带来危害。 
       HSF 

有害物质消减（HSF）:指任何有害物质的减少或者消除。 
Hazardous characteristic of product 
产品的有害物质特性（Hazardous characteristic of product）：是产品的一个质量属性，

用于描述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及其含量。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 
信息服务提供商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 指分析、监视或提供信息的实体或组织。

这些信息的应用与应明确有害物质含量的产品的设计、采购、制造、维护和支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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