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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 为了利用过去的AIS资产数据，很可能经常使用chemSHERPA的转换功能。

• 对于该导入数据，已经清楚的是，在成分信息页面上进行错误检查时，检测
到以下5种出现频率很高的错误。

1. 自愿申报 未勾选

⇒ CAS RN®为65997-17-3或65997-18-4的情况下，

难以判断含有有害物质的风险，因此请参照本资料

中的[6. CAS RN®切换手册]

2. 用日语输入的自愿申报物质名称变为空白
3. 材料的“用途”和“分类标识”不一致

⇒存在很多需要更正的例子

4.豁免过期（警告）

5. UVCB用途未选择

• 我们认为应对这些错误并不是那么困难。
一旦发生错误，则无法输出回答文件。
更正内容需要供应商进行判断。对于以后也将继续使用的数据，请尽早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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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导入和错误检查步骤（1/2）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转换导入]

（a）从窗口顶部的菜单中，
选择[工具]→[导入和转换]，
点击[AIS]

（b）出现警告弹出窗口，点击[OK]

（c）出现文件选择对话框页面，

选择导入对象的文件，

点击[打开]

（d）出现弹出窗口，点击[OK]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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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导入和错误检查步骤（2/2）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转到成分信息页面]

（e）检查对象行

（f）点击[成分信息]

⇒切换到成分信息页面

[错误检查]

（g）点击窗口底部的[纠错]

⇒进行错误检查

（h）出现错误列表，点击[关闭]

错误部分的单元格以黄色突出显
示，请检查内容，并进行改善应
对。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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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导入数据检测到的5个主要错误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No. 错误内容 应对措施

1 自愿申报 未勾选 chemSHERPA进行全选

2
用日语输入的自愿报告物质名称变为
空白

在物质栏中输入英文名称

3
材料的“用途”和“分类标识”不一
致

将“用途”和“分类标识”
更正到适当的组合

4 豁免过期（警告）
如有另外的有效豁免，则进
行更正
*不存在时，则不需要更正

5 UVCB用途未选择 输入SVHC对象/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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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愿申报 未勾选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发生原因

应对措施

• 因为通过AIS工具输入的自愿
申报物质在转换导入时不会被
继承，所以发生错误

• CAS RN®为65997-17-3或
65997-18-4的情况下，难以
判断含有有害物质的风险，因
此请参照本资料中的[6. CAS 
RN®切换手册]进行CAS RN®

的切换。

• 在非CAS RN®，对象确认全部
为自愿申报物质时，通过“全
选”，可以将对象单元格批量
设成自愿申报。

物质名称为空白的原因和

应对措施将在下一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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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原因
• 在chemSHERPA中，物质

名称基本上假定为英文，只
允许使用半角字母数字字符

• 如果是报告对象物质，将自
动从CAS RN®转换为
chemSHERPA的物质清单
名称

• 但是，如果是自愿申报物质，
全角汉字的物质名称变为空
白

应对措施

2. 用日语输入的自愿申报物质名称变为空白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 请在物质栏中输入英文名称
另外， CAS RN®英文名称检索网站有STN easy等

（收费网站https://stneasy.cas.org/）。

请用确切的名称进行回答

输入英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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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质的“用途”和“分类标识”不一致（1）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 用途和分类标识只能按规则决
定的组合进行选择，因为偏离
了规则，所以发生错误。

• 目前的AIS工具或chemSHERPA

不能这样输入，但在AIS工具

Ver.4.0以下的时期似乎是可以的

• 此后，即使移行到了Ver.4.0，因为AIS工具没有不一致检查功能，
所以仍然残留着过去累积的错误

• 请点击用途的[选择]按钮，更正为适当的组合

• 在chemSHERPA中，选择“材质用途”时，列表中会显示可选的“材质”，
请选择适当的材质

• 另外，组合列表在chemSHERPA数据制作支持工具中包含的
“chemSHERPA材质清单（ver.1.00.00）.pdf”中有记录

发生原因1

应对措施

*存在很多需要更正的例子

用途是4：包含剂
分类是R340
（镍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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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质的“用途”和“分类表识”不一致（2）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 使用了2009年起禁止使用的
原材料代码9999或ZZZZ

• 这种情况下，转换导入后，会
出现“不存在与AIS分类标识
对应的分类标识代码”的警告，
成分信息页面上的分类标识栏
为空

发生原因2

• 如上一页，请点击用途的[选
择]按钮，更正为适当的组合

应对措施

• 另外，对于这些旧数据，我们也担心会用到弊社独有的M号码。如果使用M
号码，还请考虑先使用GP-Web V3手册页面上的“旧数据修正工具”

a）转换导入后，出
现警告

（b）分类标识栏为空，纠错
时发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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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豁免过期（警告）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

• 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豁免的期限已过

• 如果另外存在有效的豁免，请更正

• 如果不存在有效豁免，则无需更正。
虽然关于过期会发出警告，
但可确认chemSHERPA成分信息，
也可以进行文件输出（批准）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等级指南Lv1变为
NG

• 关于过期，等级指南Lv 1将变为NG，因此在必要时需要替换

注意事项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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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

• 双击对象单元格，输入
SVHC对象/非对象

5. UVCB用途未选择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发生原因

セルをダブルクリックすると
ポップアップが
表示されます
双击单元格，显示弹出窗口

• 在chemSHERPA中，对于陶瓷和玻璃，包含SVHC的情况下需要报告并且
对于UVCB对象的SVHC，需要输入对象/非对象。

• 在chemSHERPA ver.1.04.00中，对象包括三氧化二硼（CAS RN®：
1303-86-2）、四氧化三铅（CAS RN®：1314-41-6）、一氧化铅
（CAS RN®：1317-36-8）、硼酸（CAS RN®：10043-35-3、CAS 
RN®：11113-50- 1）、三氧化锆钛（CAS RN®：1262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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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什么是UVCB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 UVCB是指含有未知成分或不确定物质、复杂反应产物或生物材料的物质
（substances of Unknown or Variable composition Complex 
reaction products or Biological materials）。

• REACH法规要求，如果在成型产品中含有超过0.1重量百分比浓度的SVHC，
需要将成型产品安全使用信息传达给用户，但是REACH规则认为玻璃是物
质（Substance）而不是混合物（Mixture），即使SVHC作为单独的原料
被包括在内，也认为基于这些REACH法规的信息传达是不必要的（但是，
玻璃中的SVHC物质并非是固溶体，而是以原样存在时，这种情况下玻璃
被解释为混合物）。

• 此外，在RoHS指令中，由于对象物质以何种化学形式存在无关，以一定阈
值以下作为限制，因此单独原材料作为RoHS对象物质超过阈值时，则需要
进行信息传达。

• 基于上述背景，在报告chemSHERPA的成分信息时，如果陶瓷和玻璃含有
SVHC，需要进行报告。此外，“因为是SVHC是否不属于UVCB”需要用
户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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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S RN®切换手册

• 主要名称：双硅酸铅，玻璃料，滤芯，化学药品

• 概要：从旧GP-Web开始，这种物质作为本公司独有的铅化合物需进行报告。
当时件号多达16万（现在约3万左右）。

CAS RN®：65997-18-4

CAS RN®：65997-17-3

这些CAS RN®，被登记为可能含有铅和镉等重金属的物质，性质非常不明确。

在JAMP-AIS中可以自愿输入豁免，但由于在chemSHERPA中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含有铅的情况下无法准确传达信息。因此，在本公司难以判断含有有
害物质的风险性。烦请变更编号。

• 主要名称：玻璃酸化物，玻璃纤维，玻璃，氧化物，化学药品

• 概要：在chemSHERPA中，Ver.1.04之前是作为铅化合物处理的，
Ver1.05.00中为非收录的物质。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关于对象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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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硅酸铅在chemSHERPA中是自愿申报物质。

• 玻璃纤维在chemSHERPA ver.1.05及以后将成为自愿申报物质。

• 在导入和转换中如果是自愿申报物质，AIS sheet中输入的豁免也会消
失。并且，日语名为空白，难以区分，因此请通过使用CAS RN®检索
等方法，避免遗漏。

更换步骤

在以下情况下，请按照下一页以后的说明步骤进行处理。

(1) 铅的含有浓度已知且为1000ppm及以上的情况

(2) 铅的含有浓度已知且未满1000ppm的情况
(a)删除物质信息的情况
(b)物质信息留存的情况

(3) 铅的含有浓度不明的情况

注意事项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15

 

导入后
到成分信息

画面

纠错

作为自愿报告物质时提示错误 输入过的豁免将消失

用日语填写「ケイ酸鉛」 手动输入豁免

在chemSHERPA中导入和转换后，纠错时的情况

全角汉字的物质名称
变为空白

转换前AIS数据例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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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铅的含有浓度已知且为1000ppm及以上的情况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纠错后，错误全部消失的情况下，请确定

将CAS RN®视为7439-92-1(铅；Pb)，填写已知的铅的含有浓度

①在物质栏中

输入铅
（CAS RN®：7439-92-1）

②输入豁免

③填写已知的铅的含有浓度

①在物质栏中

输入铅
（CAS RN®：743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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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铅的含有浓度已知且未满1000ppm的情况
(a)删除物质信息的情况

删除物质时，由于质量发生了变化，请注意不要删除材质，
只删除物质。
（特别是材质中仅包含了1个物质的情况下，请特别注意）

纠错后，错误全部消失的情况下，请确定

请删除该物质的信息，并更新物质信息

①删除物质栏的3个项目

②任意報告や適用除外は空欄のまま

③更新物质信息

②自愿申报和豁免为空白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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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2) 铅的含有浓度已知且未满1000ppm的情况
(b)物质信息留存的情况

将CAS RN®视为7439-92-1(铅；Pb)，填写已知的铅的含有浓度

纠错后，错误全部消失的情况下，请确定

①物质中，输入铅（CAS 
RN®：7439-92-1）

②选择「小于阀值」

③填写已知的铅的含
有浓度

※铅的含有浓度为0的情况下，因无法回答浓度为0，请尽可能根据应对例 (2)(a)删除其物质信息。
不得不保留信息的情况下，填写玻璃的含有率(大部分情况下100％)时应在CAS RN®栏里输入“-”（连字
符），在物质栏填入“Glass without declarable substances” ，然后在自愿申报栏打勾。



19

 

将CAS RN®视为SN0023（铅化合物），请按现状的浓度填写。

(3) 铅的含有浓度不明的情况

①物质中输入铅化合物
（CAS RN®：SN0023）

③浓度按原样

纠错后，错误全部消失的情况下，请确定

②输入豁免

转换导入数据检出错误应对措施

6. CAS RN®切换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