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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商 品 技 术 指 南 

北美地区商品包装 

摘 要 

 

本指南根据商务部“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出口商品技术指南”项目计划，由中国出口商品包

装研究所负责起草。本次修订根据商务部的商务政策与信息发布系统开发运行及内容维护项目之子项目

“出口北美地区商品包装技术指南”的规定。 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了便于阅读，将

其统称为目标国或北美地区。 

  本指南为向北美地区出口商品的企业提供关于包装的咨询，适用于商品包装的设计、生产、检验和流

通，出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包装可参考。本指南未涉及危险品包装。危险品另有规定。 

  本指南分为五章。第一章描述目标国的包装市场概况和发展趋势。第二章介绍目标国关于商品包装的

国家法令、法规或国家法定标准，其附件给出了有关文件的全文。第三章推荐美国关于商品包装的技术标

准，其附件给出了这些标准最近版本的全文。第四章在分析研究了前三章的基础上，提出了出口北美地区

商品包装的通用要求，包括总则、基本要求和技术要求。第五章给出了按大类产品划分的包装技术与方法

并且列出了该产品包装应符合的法规和可能适用的标准。 

  本指南的内容的确定主要考虑到出口北美地区商品包装的现实情况和可预见的潜在市场。其目的在于

让企业了解目标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概况，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规避经营风险。为此，本指南给出了三十余

条对法律和技术标准的解释和说明，三十余条措施、建议或方法。 

  本指南于 2005 年完成第一版，又于 2011 年修订。目前的版本是第二次修订。与第二版相比较，第一

章增加了 ISO 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介绍和全球包装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主题报告。第二章增加了美国联邦法

典第 21 章第 174～178 条《间接食品添加剂》。第四章修改了第 2 条“基本要求”。第五章增加了食品法

典委员会标准 CAC/RCP 46《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在总体上进行了结构的调整

和版式重新编辑。本指南参考的目标国包装法律文献和技术标准的颁布日期截止于 2012 年。 

  在本指南制定过程中，一直受到企业界的支持和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指南不足之处，希望

企业和有关部门及专家提出意见或建议。 

《出口北美地区商品包装技术指南》项目工作组 

2014 年 1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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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美地区包装市场及立法概况 

【内容简介】 

  本章简要介绍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包装市场和发展趋势。 

  导言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署国，泛称北美自由贸易区。本指南称其为北美地区或

目标国。包装在北美地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包装市场的总值大约为 4240 亿美元。其中北

美地区为 1180 亿美元，占总额的 28%。 

  1.1  包装市场 

  1.1.1  概况 

  包装是美国的第三大产业，包装成本占商品销售总额的 10%。包装产业在美国经济社会显现出强劲的

发展潜能，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美国超过一百万人受雇于包装产业。美国是包装机械生产的大国

和强国，也是人均包装消费最高的国家。比较传统的欧洲国家，美国的一次性包装消费量很高。美国包装

容器的年销售额在 850 亿美元左右。预计在今后五年内，美国包装市场将保持 3.5%的年增长率。 

  高消费需求和包装行业高回报率，驱动美国包装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包装产业的特点可概括为： 

  ● 企业合并加剧； 

  ● 存在许多高利润的小公司； 

  ● 产业表现出众，为新进入者提供机会； 

  ● 不存在垄断企业。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加拿大的包装市场发展势头强劲，其包装产业总产值达到 200 亿加元。加拿

大森林资源丰富，纸浆是其支柱产业。因为人口少，加拿大的工业门类不齐全，许多商品需要进口，特别

是一般生活必需品。加拿大人重视生活品质，也因其正在经历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导致食品和饮料产品

的制造商创新包装，如可重复密封的塑料袋，以及功能饮料产品。人口老龄化需要包装易于开启，如金属

拉环食品罐包装。因此，制造商努力引入其他行业的最新技术成果，创新设计理念，争取这个非常有竞争

力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墨西哥和许多亚洲国家、拉丁美洲邻国以及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意味着大约有 90%

的商品在墨西哥是免税的。2003 年墨西哥的出口额已达到约 1653.3 亿美元。由于出口商品对包装产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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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新颖、更精致的要求，使得墨西哥的制造商加大了对包装方面的投资。现在，墨西哥已被列为世界

第六大包装机械进口国，仅次于美国、法国、德国、中国和英国。仅 2003 年该国就进口了价值约 4.2 亿

美元的包装机械。中国的包装机械在墨西哥市场有一定竞争力。包装机械设备的主要的客户群分别来自食

品、饮料、制药和日用化学品行业。食品工业在包装机械市场占到 40%的份额。药品包装市场未来 10 年

这一市场有望保持 7%左右的增长率，而药品软包装同期的增长速度可达到 9%。随着包装材料和包装工艺

的不断创新，墨西哥药品包装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形式会越来越多。 

  1.1.2  纸制包装 

  纸和纸板在包装行业的应用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初，美国就将瓦楞纸板用于包装。目前，瓦楞纸

板仍然是最重要的包装材料。据世界包装组织（WPO）统计，全球纸浆总产量中的 60%用于包装。发达国

家的纸浆生产集中在少数大公司。2008 年，纸浆销售居前 10 位的企业中，北美占 3 家、欧洲 5 家、日本

2 家。在北美，采用细瓦楞纸板替代硬纸板（我国俗称草板纸），做一般消费商品的包装，已经非常普遍。

此外，用特定造型的瓦楞纸制缓冲衬垫代替发泡塑料已经相当成熟。 

  1.1.3  塑料包装 

  包装是塑料制品的第一大用户，约占塑料总产量的 30%，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食品和饮料包

装约占塑料包装总量的 40%。医药、化妆品和日用化学品的塑料包装显现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保持食品的

品质、延长仓储和货架寿命是食品加工业追求的目标。由于顾及环境条件不同，预先规定的食品保质期可

能比较保守，造成浪费。因此，塑料食品包装的主要技术研究方向就是，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致使浪费。这

方面的案例很多，主要是被称为：“提示性（敏感）”的包装。此类包装试图以包装材料的显著变化提示

“保质期已过”。由于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新技术都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批，此类技术

仍处在探索试验阶段。 

  1.1.4  玻璃包装 

  在北美，传统的玻璃容器包装被认为是最卫生的，它尤其受到一些老年人的偏爱。虽然在食品和饮料

市场玻璃容器的用量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在酒和含酒精饮料市场的用量却提高了。因此，北美的玻璃容器

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 1.6%左右。受益于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玻璃制品向精致和轻量化方向发展，使其

更容易实现重复使用。 

  1.1.5  金属包装 

  北美国家的金属包装容器市场前景乐观。金属包装具有特定的、其他材料无法取代的功能。例如，危

险化学品包装、大型石油类产品用的钢桶等。在食品和饮料市场上，金属罐或金属盒仍然受到消费者的喜

爱。金属包装的食品和饮料也是应对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的政府采购物资。此外，金属包装废弃物回收利

用率很高。装有毒有害物质的金属包装在其废弃后投放高炉冶炼是最安全的回收利用方法。受益于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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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设备更新，金属包装制品的结构更加合理，使其在材料减薄的情况下强度更高。例如，大型钢桶（208

升）的凸加强筋改为凹槽 W 型。又如，已经标准化的系列凹槽圆罐（奶粉类），加上精致的印铁技术，向

消费者展现了现代工业技术在包装上应用。 

  1.1.6  木质包装 

  机电产品，特别是高端工业设备的出口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优势产业。木质包装在这一领域不可或缺。

大型包装件一般采用木材制造。美国的运输包装设计和发货前的检测技术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本指南引

用的 ASTM D 6198《运输包装设计指南》、ASTM D 4169《运输包装箱及其系统性能测试规程》和 ASTM D 3951

《商业包装规程》是美国企业普遍采用的。详细技术内容见本指南第五章。 

  1.2  发展趋势 

  1.2.1  ISO 关注包装可持续发展 

  包装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全球关注，尤其在发达国家。2009 年 ISO 成立了 TC122 SC4 包装与环境分技

术委员会，以 CEN 标准为资源，制定一系列包装与环境标准。美国是 TC122 SC4 的积极成员。作为第四次

全体会议的东道国，可口可乐公司的亚特兰大总部提供了会议场所和服务。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

保险商实验室（UL）、包装机械制造协会（PMMI）等组织为会议提供赞助。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于今年初

颁布，见下图。由于我国已经存在相应的标准（见下表），本指南仅简要介绍，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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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和欧洲标准对照表 

我国 GB/T16716.2 GB/T16716.3 GB/T16716.4 GB/T16716.5 GB/T16716.6 GB/T16716.7 

国际 ISO 18601 ISO 18602 ISO 18603 ISO 18604 ISO 18605 ISO 18606 

欧盟 EN 13427 EN 13428 EN 13429 EN 13430 EN 13431 EN 13432 

  1.2.2  企业关注包装可持续发展 

  消费品论坛创建于 2009 年 6 月，通过合并 CIES 食品商业论坛，全球商务（GCI）和全球 CEO 论坛后

创建。消费品论坛由其董事会主持工作，其中包括数目相等的制造商和零售商。论坛成员公司的总销售额

为 2.1 万亿欧元。 

  消费品论坛是一个独立的全球消费品网络。它汇集了超过 650 个零售商，制造商，服务提供商和跨越

70 个国家的其他 CEO 和高级管理人员。 

  消费品论坛的工作与上述包装与环境国际标准的制定几乎是同步的。包装与环境系列标准引用了报告

的主要技术观点。本章的附件给出了论坛的消费品包装项目之主题报告《包装和可持续全球共识 产业框



5 

 

架和评价体系》。 

  全文见本章附件 1A。 

  

附件 1A  包装和可持续全球共识 产业框架和评价体系 

  

全球包装项目 消费品部分 

可持续论坛主题报告 

  

亲爱的同行们： 

  我们非常愉快的发布本报告。这是支持消费品可持续论坛的初步成果。我们期待这个非常的重要领域，

由于我们达成了有助于我们事业的共识，将会涌现出更加成熟的产品。 

  这个全球包装项目致力于在我们的产业内部就可持续包装的要求达成共识，为此企业界进行了各抒己

见的充分讨论， 这也为各产业之间合作铺平了道路。 

  负责这份报告和其他项目活动的小组成员包括整个包装供应链专家和从业者；零售商、制造商、中间

商、协会等。由此确保我们所有活动都体现了包容原则。 

  最重要的是，本报告提出了一个框架和评估体系，帮助贸易伙伴就包装和可持续议题做出更好、更明

智的决定。这个框架包括共同定义和原则，协议的指标和度量，使用指南。 

  我们相信，您会花时间阅读本报告，并确保它在您的公司或组织内有正面的影响。我们希望您： 

  ● 确保贵公司充分的履行许诺及时进行试点； 

  ● 启动内部的工作程序； 

  ● 与您的贸易伙伴一起致力于促进本框架和评估体系。 

  顺致最好的祝愿。 

  支持消费品可持续论坛发起人： 

  Sir Terry Leahy                                       Paul Polman 

  CEO， Tesco plc                                       CEO， Unilever 

  前言 Preface 

  全球包装项目始发于 2008 年 11 月的全球 CEO 论坛，由特理·利亚爵士和保罗·波尔曼先生提出建议。 

  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个共同语言，让公司之间和内部就可持续议题进行各抒己见的充分讨

论，然而，考虑到这一议题重大，他们提出应首先在大量的可持续议题中着力于比较明确的、容易界定范

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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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本项目是因为包装受到广泛关注。全球 CEO 论坛还商定，比较发明创造，本项目应先致力于整合

行业现有工作成果。本项目已经成功实现了从欧洲高效物流系统（ECR Europe）、欧洲包装与环境组织

（EUROPEN），食品百货制造商协会（GMA）和可持续包装联盟（SPC）的引智。本文件总结了这个项目的

近期成果并且布置了试点阶段的目标和计划。 

  为更深入理解原则、指标和方法，建议公司查阅附加的项目材料和用于这个项目的源文件。这些在

http：//globalpackaging.mycgforum.com/网站上可以找到。自从消费品论坛在 2009 年 6 月成立以来，

本项目作为支持可持续论坛的局部在该题目下运作。 

  AIM 国际集团，欧洲商标协会，从开始到本报告出版提供了秘书处服务和支持。 

  1  概述  Executive Summary 

  包装在消费品行业中起关键作用，通过运输供应链，装填和保护产品和原料。本质使然，包装大量存

在并且是世界上的稀缺资源，因此引发了消费者、媒体和环境保护人士的广泛关注。他们总在促使我们解

决包装与环境问题。 

  产业界有责任评估正在使用的包装，确保将生产或流通的包装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最低。但对这些影

响的分析应是全面的。分析应包括包装用量不足造成的产品损坏和包装用量过多的后果。协调包装不足和

包装过度之间的平衡是企业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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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包装的图示说明，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包装不足造成的产品损失，它远大于为充分保护

产品而适当增加的包装用量。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Optimum Pack Design 优化包装设计 

  Under packaging 包装不足 

  Over packaging 过度包装 

  Minimum material 最少的材料 

  Increasing packaging material weight or volume 提高包装材料重量或体积 

  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 最小环境影响 

  包装跨越的整个价值链，对其所有贸易伙伴而言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责任问题，贸易伙伴需要一个共同口径讨论包装和可持续议题。本项目给产

业界创建了一个便于表达和接触的机制，使贸易伙伴间能够各抒己见的讨论包装与可持续之间的关系。这

将使公司内部和整个价值链间更好的决策。从而使成本降低、环境影响减少和消费者认同。 

  下图说明在报告中如何依据框架和评估体系表达。 

  

 

  

  包装和可持续框架： 

  第 3 章  包装的作用 

  第 4 章  可持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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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章  包装如何为提高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评估体系： 

  第 6 章  包装和可持续的指标和度量 

  框架首先阐述包装的作用：  

  ● 保护产品； 

  ● 推销产品； 

  ● 提供关于产品、用法、健康和安全、处理等信息； 

  ● 便于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 使组合的产品通过供应链； 

  ● 维持产品的有效处理，再次通过供应链。 

  框架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特别是在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这也说明了采取生命周期方法的重要

性，涵盖生产系统的连续的和相关的步骤，从原料获得或产生，从自然资源到最终处理，也可以简称为“从

摇篮到坟墓的过程”。 

  框架最后部分是包装的作用和可持续原则之间的交集。提出包装如何切实有助于生产的可持续： 

  ● 产品和包装综合设计可以使其整体环境性能优化； 

  ● 由可靠的原材料制造； 

  ● 能够满足性能和成本的交易准则； 

  ● 用清洁生产技术制造； 

  ● 在使用后可有效地回收； 

  ● 采购、制造、运输和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 

  基础框架是一系列指标和度量，以确保贸易伙伴之间的任何对话是基于共同语言、方法和价值。 

  每个指标均有明确定义、适当举例和用法指导并且链接到现有的可供应用的行业协议（文本）。 

  框架和度量系统（第 1 版）现已完成。下一阶段已经启动了，在实际业务环境中运用框架和度量系统

的既实用又简明的一系列试点方案的检测。 

  每个试点将从贸易伙伴要解决的有关包装和可持续性的业务问题出发。例如，可能要比较同一产品的

不同包装形式，或考虑二级和三级包装变化的影响，以支持物流的变化。 

  试点的成果将在 2010年末供行业共享，将更新为度量系统（第 2 版）。试点完成不代表项目结束。 

  为本项目的效益得以体现，框架和度量系统有必要成为业务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参与本项目的公司

充分的分享，拓宽消费品论坛的成果并且使我们的行业交流经常化。 

  因此，本文件提出行动号召： 



9 

 

  ● 确保贵公司充分的参与试点项目 

  ● 启动内部工作 

  ● 协同您的贸易伙伴共同促进框架和度量系统 

  2  简介 introduction 

  2.1  项目远景 The Vision for the Project  

  本项目向行业传达共同语言，使贸易伙伴之间和企业集团内部就包装和可持续进行更深远意义和丰富

多彩的对话。 

  我们相信这将使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更好的决策。 

  在此提出的共同语言包括可持续包装、准则、指标和度量的定义，并指导使用框架和评价体系。 

  2.2  商业领域 The Business Case 

  近年来，可持续引人注目的提上了议程。一旦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可持续就成为商业策

略的重要部分并且日益关联我们所服务的消费者。 

  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可持续的有效措施有助于风险管理；降低成本；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增加客

户的忠诚度。这里也有风险，尽管这一行动并不总是足够的协调，我们企业的运作可能不会同步，以至于

响应不强烈并且效率不高。 

  消费者和监管部门视包装为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希望结束使用过度包装而且他们需要信息真实，还要

说明什么样的包装能回收，什么包装不能回收。 

  无论是制造商还是零售商，他们将从不同的视角和使用不同的方法判断其产品的环境可持续性。 

  例如，有些公司专注于减轻重量，相信通过降低原材料的投入，减少运输，减少废弃物并且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实现可持续。但强调重量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包装太脆弱会导致更大浪费。 

  有些公司用生命周期分析，以帮助他们衡量可持续。这是一个更全面的方法，但它消耗精力和时间可

能很大、很长，而且不是共同商定的度量方法。 

  为了支撑一个有生命力的行业共识，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度量和定义，让企业了解应如何检测其包

装的可持续性。因此汇集现有的类似领域的工作程序，并加上全球因素和企业领导层的讨论。 

  包装和可持续评价体系的更加统一的方法不仅使各种组织更有效地合作，更会使他们认识到新的机遇

和风险控制。 这些将有益于： 

  ● 降低成本： 

  通过协调我们的方法以便于度量和咨询包装信息，组织可以更加有效的协同运作，由此清楚各方的期

望，并减少达到要求的时间。 

  ● 减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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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包装数据将有助于确定可持续的“热点”然后着力解决。它将有助于发现降低成本的途径。 

  ● 改善消费者感觉： 

  通过度量和分析，组织机构能够发现满足消费者期望的途径。 

  ● 改进工作决策： 

  一个达成共识且内容丰富的度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全面的、以事实为基础，理解可持续问题

的依据，在理解其涵义的基础上，统一相关行业的行动。 

  ● 扩大影响力： 

  示范领导层前瞻性的管理有关包装的问题可以让组织机构： 

  ——证明向消费者传达充分的信息，比始贯彻法规的结果可能更好； 

  ——协同地方部门和政府工作，支持发展有效的循环再生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回收包装材料； 

  ——迅速并且准确地提供我们包装优化工作的信息； 

  ——依照多层次法规的要求，论证建设和发展的案例。 

  3  包装功能  The Role of Packaging 

  包装的基本功能是将产品完好的交付消费者，它还有其他多种功能。良好的包装按交付的需求正确的

采用适当的材料。包装减量到某一程度可能出现产品损失上升，直到最后造成产品损失的量超过包装减量

节约的量。任何超越这一界限点的包装减量是无益的，因为它增加了系统的浪费总量。 

  消费者一般只能看到初级产品包装，就是他们在货架看到的包装。二级和三级包装，用于组合和运输

产品起到重要作用。精心设计的包装，符合产品要求的条件，同时尽量减少产品及其包装对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影响。见以下表格，包装的功能： 

Function 功能 Features 特征 

Protection 保护 

——防止破损（机械保护） 

——防止损坏（阻隔湿气、气体、光、

气味和香味） 

——防止污染、调换和偷盗  

——延长生命周期 

Promotion 促销 

——商品描述 

——成分描述 

——产品特征和优点 

——销售信息和商标 

Information 信息 ——产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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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调制和用法 

——营养和含量信息 

——安全警告 

——联系信息 

——开启说明 

——最终处理 

Convenience 方便 

——产品配制和应用 

——产品储存 

——分份 

Unitization 组合 

——消费单元的供应 

——零售和运输单元的供应 

Handling 操作 

——从生产方运送到零售商 

——销售展示 

  4  可持续原则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ility  

  4.1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 1987 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最普遍实用定义是“发展既要满足目前的需求，又不危

及子孙后代谋求自身需求的能力。这就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及其在组织的决策和活动中就此

相互协调。” 

  4.2  可持续声明 Sustainability Claims 

  在此背景下，“可持续”一词并不具有特定的定义，但有其一贯的（字典定义）的意义，例如， “维

持或保持持续不断”。然而严格的 ISO 要求（14021）达到可持续的声明不应是自我声称的环境声明。 

  4.3  组织机构可持续 Sustainability for Organizations  

  经济实体内的可持续包括既要满足股东现实利益诉求，也要为将来的需求保护人类和自然资源的战略

和实践。 

  4.4  理解生命周期 Understanding Life Cycle Thinking 

  真正的环境改善需要一个生命周期概念解读包装（产品）系统，包括“某一产品系统的连续和相互关

联的阶段，从获得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初加工到最终处理”。这也可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出 “生命周期概念旨在防止片面解读，避免问题从生命周期一个阶段转移到另

一个阶段，从一个地理区域转移到另一个，从一个环境因素转移到另一个。”生命周期评价用严格定量方

法体现生命周期概念，是用于证实货物和服务对环境影响的主要手段。它涵盖精确采集的投入、产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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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潜在影响。 

  5  包装怎样为可持续做出贡献 How packaging can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Sustainability 

  在考虑包装怎样为可持续做出贡献时，总应先考虑一些关键原则： 

  ● 包装为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宝贵贡献。 

  ● 通过保护产品，避免浪费，实现有效的商业运作。 

  ● 通过展示产品的用途，让消费者更容易决择购买。 

  ● 包装的基本功能是为消费者提供完美的产品。 

  ● 当减少包装用量仍然能够保持产品不受影响，应减少这些用量。 

  ● 产品包装的保护作用，仅为一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 当产品和包装用一个共同的理念设计时，就可能实现性能优化。 

  ● 包装设计需要考虑在当地市场消费后容易处置。 

  ● 包装材料本身不分优劣，每一种材料均有优势和缺陷，仅取决于如何使用。 

  比较包装，产品通常是更大的资源，其本身的价值远高于使用的包装。因此，不良包装造成的产品损

失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远比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严重。尽管如此，就我们整个行业而论，通过优化包装可以

为其产品的全面可持续性做出贡献。为了进一步促进产品可持续，包装应逐步做到： 

  ● 为了环境性能的全面优化与产品共同设计。 

  ● 采用来源可靠的材料。 

  ● 运用清洁生产技术。 

  ● 有效的回收再利用。 

  ● 自然的、人造的，外来的和再生的材料可以能源化处理。 

  包装还应： 

  ● 满足消费者需要 

  ● 在生产全过程中，对人和社会有益、安全和健康 

  ● 功能和成本符合市场的准则 

  当这些原则受到重视，包装对环境的影响会减小并且效益会更好。 

  6  评价系统：包装和可持续的指标和度量 

  6.1  原则 Principles  

  全面的指标和度量： 

  ● 考虑从包装中的产品入手，解决整体包装问题。 

  ● 可以用于包装供应链上的所有成员（不是所有指标和度量都适用于全部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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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于整个包装生命周期 

  ● 清晰的定义术语 

  ● 适应已经确立的目标和规定的度量界限和范围。 

  ● 给出一种统一的方法，使供应链的成员能够以相同的方法衡量相同的包装品质，并以同样的方式

使数据规范化。 

  6.2  理解指标和度量 Understanding Indicators & Metrics 

  在指标和度量应用的基础上开发检测系统。指标的作用是为企业代理人提供结果或检测机构需要的典

型特征。一个指标描述了一个概念，并能表达运作的方向是朝着目标还是背向目标。通常，一个指标针对

系统中的一个局部，它可以提供较大范围的推断。例如，指标“小企业生存率”提供了一个地区整体经济

状况的信息。 

  度量的作用是表达指标。指标通常是计算的或定量的，但也可以是定性评价。度量通常以一个分数表

示，即“A/B”。如一个公制量化指标，“原料含量”可表示为“每吨包装材料所用的原料%。” 

  在检测过程中，指标和度量服务于不同目的。指标和度量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机构可以判断，

离相关的规定目标还有多远。因此它成为普遍使用的“度量”，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指标和度量。 

  6.3  检测系统 The Measurement System 

  开发团队根据 SPC 的指标和度量工作，开发了一个检测系统评价已经确立的包装项目中包装的可持续

性。首次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如何实现已经程序化的包装可持续全球共识。 

  6.3.1  指标 indicators 

  项目团队已确定了 52 个指标，涵盖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支撑。见一下表格。 

GPP Indicators Environmental  GPP 环境指标 

Packaging 

weight 

包装重量 

Total material input 

全部材料投入 

Packaging weight 

reduction 包装重量减少 

Packaging to product 

weight ratio 

包装与产品重量比率 

Material waste 

材料消耗  

Virgin material content 原

料含量 

Recycled content 

再生材料含量 

Renewable content 

可再生新材料含量 

Chain of 

custody 

储存链 

Toxicants concentration 

有毒物浓度 

Water used from stressed 

Resources 

地下水资源消耗 

EMS use 

专递使用 

Energy audits 

能源审核 

Packaging recycling rate 

包装回收利用率 

Selling unit cube 

Efficiency 

Transport packaging cub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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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单元组合效率 运输包装组合效率 

Packaging 

composting 

rate 

包装堆肥率 

Packaging reuse rate 

包装重复使用率 

Packaging energy recovery 

rate 

包装能量回收率 

Packaging landfill rate 

包装垃圾填埋率 

Life Cycle Indicators 生命周期指标 

Cumulative 

energy Demand 

累积能量需求 

Cumulative energy demand 

renewable 

累积可再生能量需求 

Water consumption 

水消耗 

Land occupation 

土地占用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Ozone depletion 

臭氧消耗 

Toxicity （cancer） 

毒性（癌症） 

Toxicity （non cancer） 

毒性（非癌症） 

Particulate 

emissions 

微粒子排放 

Ionizing radiation （human） 

电离辐射（人） 

Photochemical ozone 

creation potential 

潜在光化学臭氧产物   

Acidification potential 

潜在酸化性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潜在超营养化 

Freshwater Eco toxicity 

Potential 

潜在淡水生态毒性   

Resource depletion 

资源损耗 

  

Economic 经济 

Total  

cost of 

packaging 

包装总成本 

Packaged product wastage 

包装的产品消耗 

Life cycle embodied energy 

protection 

生命周期内能量维护 

Packaging service value 

包装服务价值 

Social 社会 

Product safety 

产品安全 

Packaged product shelf life 

包装产品货架寿命 

End-of-life 

communications 

寿命终止提示信息 

Community investment 

公共利益 

Child labor 

童工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强迫或被迫劳动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or collective 

联盟或集体的自由度 

Discrimination 

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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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ive 

working hours 

过度工作时间 

Remuneration 

报酬 

Occupational health 

职业健康 

Safety performance 

安全性能 

Responsible 

work place 

Practices 

可靠的工作场所

操作 

      

  6.3.2  指标举例 Examples of Indicators 

  项目团队为每项指标给出了支持信息，详细说明指标，度量和检测指导。当然，这些将在试点阶段改

进。下面三个举例详细说明指标。 

环境指标：再生含量 

定义： 

包装成分、包装组分或包装系统用的再生材

料占总材料的比率。 

对于某些材料，如玻璃、铁和铝，在生产过

程中用回收料，其性能没有明显的改变。再

生含量因再生材料的补充随时改变，因此需

要了解这些材料的问题。行业中一般认为再

生率比再生含量更有意义。 

度量： 

每件包装成分、包装组分或包装系统所用材料总量的再生

材料百分比。消费前和消费后的再生含量应分别列出。 

举例： 

再生含量/包装成分% 

再生含量/包装组分% 

再生含量/包装系统% 

怎样检测： 

依据 ISO 14021 检测消费后和预消费的再生材料（生产材

料的流程中不能使用再生材料）。附加指导见 ISO 14021。 

  

环境生命周期指标：耗水量 

定义： 

水的消耗指标反映经过调查的生产系统使用和失去的淡水的

净容积，造成这些水量不可直接或立即使用。除雨水外所有水

源都应考虑在内（如地下水，公共供水网，河流）。我们建议

检测水消耗指标按数据清单剂量。尽管近年来我们在方法开发

供应链应依据什么限制和接受： 

迄今为止，农业消耗水资源最多。来自

农业原料的包装材料，尤其需要灌溉的

农作物消耗的水更多。此外，回收利用

期间由于需要清理收集的废弃材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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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入相当多的工作（例如水足迹），但却没有达成广泛共识，

在如何衡量不同水质（如河流与地下水），如河模拟水的使用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上还存在分歧。 

度量： 

立方米淡水 / 功能单元 

到底损害了什么（谁）： 

水是维持生命之根本。水虽然可以复原，但在局部和现时是有

限资源。正因如此，工业，农业和家庭用途的过分使用可能会

加剧对环境和当地社区的不利影响。这些例子在世界上到处可

见（如咸海）。抽取地下水被认为是一种资源耗尽的行为，在

那些地方抽取的水大于回灌的水。该指标涉及处理水的质量，

而不考虑受其他影响的水质问题。 

损害的程度： 

水的消耗限制了环境或人类社会使用这种资源的行为。在世界

的一些地区对水的总体需求与供给量处在平衡的水平，在该地

区的水供应，没有竞争的情况存在。相反，在其他地区，水是

一种稀缺资源，例如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水的消耗可以显

著影响其他用户或环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导致这种不平衡的情况。 

为什么严重： 

水是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质量之根本。淡水匮乏或来源受限可

能导致卫生条件劣化，以至于 

疾病传播。灌溉和饮用水缺乏造成营养不良。同样，生态系统

如湿地，存在植物和动物多样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水输入就不

能维持其生存。 

其他方式消耗的水资源更多。 

什么时候应用、选择、考虑这个指标： 

如果包装材料源于生物质含量高的农

业原料，推荐选择水消耗指标。当供应

链的一部分在缺水或水资源匮乏地区，

水的消费量指标可能值得更深入的考

查和研究。 

可以如何具体的解释指标： 

水的消耗指标仅涉及水的总消耗量。该

指标不能说明水的来源问题。即不能区

别资源匮乏地区的回收水还是资源丰

富地区的水。因此，水消耗指标本身不

能充分评估水资源的可持续远景。应当

进一步指出，现有的库存数据在其处理

和量化方面往往是不完整和不一致的。

因此，指标应谨慎的对待和解释。 

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评价影响程度： 

单独计算缺水地区的水用量和水消耗

将会很好的改进指标结果的意义。 

看哪里： 

应用手册仅包含水消耗量通用章节。读

者进一步的查阅可登陆水足迹网站有

更多的信息（网址

www.waterfootprint.org）。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 环境毒理和化学学会的水

利用工作组 LCA和 ISO水计量和影响评

价模型工作组LCA的推荐作为额外的资

料来源。 

SETAC（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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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包装产品的损耗 

定义： 

包装破损致使包装产品失去价值。 

度量： 

包装产品失去的价值或产品的包装中每个功能

单元退回的费用。 

举例： 

包装产品价值 + 包装失去价值 / 销售包装的

10 000 单元 

检测什么： 

计算销售包装一个单元的总成本。加上一定的损失价值或

退回产品的费用。包含第 1 级和第 2 级包装成本。 

不检测什么： 

不包括运输包装的成本，除非由于运输系统故障造成大量

产品损失。 

  6.3.3  收集更多信息 Where to go for more information 

  试点阶段的检测系统应将度量的详细说明和支持信息不断更新。最新的检测系统文本始终在 GPP 项目

网站 http：//globalpackaging.mycgforum.com/ 

  7  实施 – 试点方案 Implementation – Pilot Programmes 

  项目团队已经开发并且公布了框架和检测系统。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然而这个项确实

不完善。最难的部分仍然存在：落实商业运作，启动试点项目框架和检测系统。 

  试点方案已经有超过 25 家的公司发起，从 2010 年四月延续到当年九月。 

  7.1  试点目标 Pilot Objectives 

  试验的目标是要证明包装在可持续议题下检测系统（包括指标和度量）的适用性和价值。指标和度量

联同框架应为企业提供一个可以用于内部或贸易伙伴的共同语言，为促进可持续进行讨论并且制定行动计

划。 试点的反馈信息将用于更新和完善 GPP 框架和检测系统。此外，试点项目特别期待这些数据在行业

内是有效的，进而探讨什么是获得数据的限制因素，应通过怎样的开发程序确保数据在未来持续有效。 

  7.2  试点运行 Pilots Underway 

  下面列出的公司已参与试点方案。框架和检测系统可以在内部和多公司间运行，但大多数试点涉及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 

AEON  Dyna Pack KAO Procter & Gamble 

Alcan Packaging Beauty  Freudenberg Kraft Foods Reckitt Benckiser 

Ardagh Glass  General Mills Kroger SC Johnson 

Beiersdorf  Green Bay Packaging Leeb Flexibles Sobey’s 

British Glass  Hannaford L’Oréal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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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efour  Heineken Mettler Packaging Tesco 

Coca-Cola  Henkel Nestlé Tetrapak 

Colgate-Palmolive  Hilex Poly PepsiCo Unilever 

Duro Bag  Janes Fine Foods Power Pack WalMart 

  所有试点从确立一个商业议题开始，引入一个商业问题，然后通过试点寻求答案。商业问题的性质决

定了试点研究范围。在考虑商业问题之前，可以按已经建立的程序要求展开问题性质的讨论。 

  问题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可以把重点放在内部问题，或也可以专注于外部因素。 

  以下是汉高的举例 

案例分析：汉高和货架便捷包装 

汉高承担了前期试点，验证推荐的试点程序的有效性。

这个预试点的成果也作为一个很好的试点案例。 

所有试点起步于一个商业问题。汉高专注于货架便捷包

装（SRP），并且概括了商业问题：“问题在于解决整个

价值链中 SRP 如何掌握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

（在选定的产品类别内）” 

一旦商业问题概括了检测系统指标的子集，就能鉴定相

关问题。汉高的研究，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指标，即环境、

经济和社会。 

 

美国的装箱方案 

汉高团队通过组织几个不同部门创建度量指标。

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汉高 LCA 的工作是有效的，

但它是经过验证的。对于某些公司，这些数据可

能不易应用，此时可以利用来自外部的，视为行

业平均水平的数据库。 

通过分析，对于重量不同影响给出的结果是主观

的，最终基于与贸易伙伴的讨论。 

 

 

 

SRP 的解决方案 

  7.3  完成试验 Pilot Completion 

  所有试点于 2010 年 9月完成，成果摘要在 11 月出版。在此期间，框架和检测系统将讨论综合所有实

质性的发现， 整个行业将推出一个执行程序，支持企业在日常商业活动中以共通语言为基本原则。 

  8  感谢 Acknowled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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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个国家的其他 CEO 和高级管理人员。 

  论坛创建于 2009 年 6月，通过合并 CIES 食品商业论坛，全球商务（GCI）和全球 CEO 论坛后创建。

消费品论坛由其董事会主持工作，其中包括数目相等的制造商和零售商。论坛成员公司的总销售额为 2.1

万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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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个商界领袖组成的督导小组代表主办方引领可持续支撑论坛活动。 

  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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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33 （0）1 44 69 99 39 

  Email： info@theconsumergoods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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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美地区关于包装的法律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北美地区目标国关于包装的法律。其内容是向国际社会（WTO 成员国）公开的强制性要

求——基本要求。 

  基于对上述目标国法律的分析和研究，给出了适当的解读或建议。附录给出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有关文件全文。 

  导言 

  本指南采用法律（laws）的一般定义，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利益颁布的全部文献的总称。以法律

的形式提出的要求称为强制性要求。在国际贸易中，国家和公民的利益通常表述为公共利益，强制性要求

表述为基本要求。实践中，基本要求是最低的、底线的和不可回避的市场准入门槛，也称作壁垒。 

  按 WTO 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协议，基本要求仅允许规定产品涉及公共利益的要求。其中包括维护消费者

利益；保障生命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三个方面。 

  无论从 WTO 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论，还是就企业的自身利益而言，目标国的相关法律，贸易

惯例、商业规则和消费者的习惯都应给予尊重，然而，尊重的前提条件是充分了解。 

  鉴于一般消费商品占我国出口商品很大比重，尤其是出口美国。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制订与目标国相

近或类似的法律或强制性国家标准。基于本指南的预期目标，本章的主旨在于让我国的企业关注目标国的

相关法律，了解其形式，知晓其内容。上述基本要求的对比或归纳在本指南第四章。 

  2.1  概述 

  仅就包装和关联包装的法律而论，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形式是相同的，共分为两个层次，法令（Act）

和法规（Regulation）。法令旨在统一术语并由此规定法律框架、目标、实施人、实施程序、免责、惩罚

和量刑。此外，法令（Act）确立了法规（Regulation）应包含的技术内容。法规是依据法令和为法令的

实施制订的强制性技术文件，在法令规定的框架内提出详细的技术性条款。 

  法令（Act）是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其本质比法规而更具有“法”的涵义，而法规是受委任的专业

委员会或某个政府部门制订，由联邦政府颁布的，其本质和内容多有“技术”的涵义。法规的效力和作用

相当于我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显的不同是，我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供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的，而法规

（Regulation）毕竟是法律的一种形式，仍然是面向公众的。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法

规中的技术性条款。 

  墨西哥关于包装的基本要求规定在墨西哥法定标准中。因为西班牙语是墨西哥的官方语言，所以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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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法定标准的正式名称为西班牙语“NORMA Oficial Mexicana”缩写为“NOM”。虽然墨西哥是北美自由

贸易协议的签字国，但是在包装的基本要求方面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复杂。 

  比较美国和加拿大的法规，墨西哥的法定标准更接近我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2.2 美国 

  包装涉及维护消费者利益；保障生命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三个方面。以下介绍美国的有关法律。 

  2.2.1  维护消费者利益 

  美国联邦法典（C FR）第 16 卷—商业规则（TITLE 16—COMMERCIAL PRACTICES）销售包装和标签部

分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销售包装和标签法令第 4 节制订的法规。其目标是为维护消费者利益。 

  其中，第 500 部分规定了消费日用商品的标签要求，主要内容涉及：名称的表达——与商品属性符合

一致的名称；生产商、包装商和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的表达；净含量的表达方法；用量、用法、用途

或使用说明的表达；等等。第 500 部分是《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的主体部分。 

  第 501 部分是第 500 部分中规定的要求和禁止，条款对某商品的免除和其他特殊规定。 

  第 502 部分是第 500 部分的补充说明，主要内容为零售价格标签的表达。 

  第 503 部分是关于消费日用商品的范围界定和详细的清单以及进一步说明。 

  为便于企业向美国出口消费商品，以下逐条解读法规的要点。首先明确法规界定的消费商品范围；其

次是消费商品包装和标签的定义；再次是包装和标签的基本要素及其表达。 

  2.2.1.1  消费商品范围 

  《联邦法典》503.5《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10（a）部分中规定的“消费商品”的定义的解释 

  （a）《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10（a）部分中把消费商品术语定义为 4 个种类；即是： 

  （1）所有食品、药品、器械或化妆品； 

  （2）通过零售或分销代理的途径出售的、通常以消费为目的而生产或经营的任何性质或种类的产品、

日用商品或其它物品. 

  （i）用于个人的消费，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ii）用于个人的护理使用，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iii）在家政服务中为个人提供服务，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b）第 10（a）部分中不包括： 

  （1）肉、家禽和烟草（meats， poultry， and tobacco） 

  （2）动物使用的经济药物和生物药剂（economic poisons and biologics for animals，） 

  （3）处方药（prescription drugs，） 

  （4）酒精饮料（alcoholic bevera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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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农作物和蔬菜种子（agricultural and vegetable seeds.） 

  （c）根据《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5 和第 7 部分规定，制定法规以及法令中任何有关食品、医药、

器械或化妆品部分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美国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负责。而其它“消费商品”则授权联

邦贸易委员会强制实施。 

  （d）对于符合联邦委员会规定的这些物品、产品或者日用商品，本法令的立法过程体现了委员会的

意愿，下述类别列在“消费商品”定义范围之外： 

  （1）持久耐用的商品或日用品（Durable articles or commodities；） 

  （2）纺织品或服饰 Textiles or items of apparel；） 

  （3）任何家用电器、设备或家具，包括皮制和羽绒填充的产品、合成物填充的枕头、床垫、缝制的

被子、褥子和装饰用的窗帘（Any household appliance， equipment， or furnishing， including feather 

and down-filled products， synthetic-filled bed pillows， mattress pads and patchwork quilts， 

comforters and decorative curtains；） 

  （4）用于供暖或烹饪的瓶装液化气（Bottled gas for heating or cooking purposes；） 

  （5）绘画和类似产品（Paints and kindred products；） 

  （6）花卉、肥料和施肥用品、植物或者灌木、园艺和耕种用品（Flowers， fertilizer， and fertilizer 

materials， plants or shrubs， garden and lawn supplies；） 

  （7）宠物护理用品（Pet care supplies；） 

  （8）文具和书写用品、礼品包装、钢笔、自动铅笔或者类似的产品（Stationery and writing supplies， 

gift wraps， fountain pens， mechanical pencils， and kindred products.） 

  （e）法令第 10（a）部分中规定的术语范围内的且符合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规规定的物品、产品或日

用商品或为个体消费或消耗日用商品、个人护理使用的消耗日用商品或者为家政服务使用的消耗日用商

品。第 10（a）部分中定义的这些种类的主要术语有： 

  （1）个体消费； 

  （2）个体使用； 

  （3）个体护理； 

  （4）通常家政服务的个体用品； 

  （5）可消费的或可消耗的。 

  （f）上述术语定义如下： 

  （1）个体消费（Consumption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个体对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消耗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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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体使用（Use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个体对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使用或应用。 

  （3）个体护理（Personal care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指起到保护、提高和提供普通的清洁、健康或仪表作用的个人用品。 

  （4）通常家政服务的个体用品（Performance of services ordinarily rendered within the household 

by individuals.）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术语家政意指由个体占有的、其居住地或住所的

内、外空间，包括周边的地基。术语家政服务意指在上述区域内常规的个人维护。 

  （5）可消费或可消耗（Consumed or expended.）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 

  （i）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立即毁灭或消耗或部分的使用；或者 

  （ii）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由于在一个或多个场合使用致使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质、

量或效用的减少。 

  （g）上述定义是对法令第 10（a）部分中议会提供的“消费商品”定义的扩充。对于特定的物品、

产品或日用商品是否包括在以上定义中的问题，委员会将根据法令第二部分中声明的国会政策给予考虑。

即，包装和标签要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有关内装物量的准确信息，并有助于消费者进行价格比较。既在决定

包含与不包含在此定义下时，委员会将考虑法令和有关法规的要求，而且委员会将就此看作一条标准并以

此公布“消费商品”的范围，这对于消费者在选择某个特定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时是实际的、重要的。

在如此实例中的解释性裁定将会公开，并可以为将来对术语“消费商品”范围更清晰的描述起到推动作用。 

  （h）有关“消费商品”定义内的物品、产品或者日用商品，委员会将根据法令第 5（b）部分和本章

第 500.3（e）部分的规定，对于免责请求进行考虑，并对此类请求做出公开裁决。 

  《联邦法规》503.2 符合《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定下的特定商品的情况。 

  （a）委员会认为，下列日用商品或日用商品的种类不在法令规定的“消费商品”中： 

  防冻剂                       Antifreeze.  

  人造花卉及配件               Artificial flowers and parts. 

  汽车附件                     Automotive accessories. 

  汽车化学物品                 Automotive chemical products. 

  汽车替换零件                 Automotive replacement parts. 

  自行车轮胎和内胎             Bicycle tires and tubes. 

  书籍                        Books. 

  刷子 （刚毛、尼龙等。）       Brushes （bristle， nylon， etc.）. 

  扫帚和拖把.                  Brooms and m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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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机                       Cameras. 

  陶瓷器                       Chinaware. 

  圣诞灯饰                     Christmas light sets. 

  香烟打火机                   Cigarette lighters. 

  晾衣夹（木制、塑料）          Clothespins （wooden， plastic）. 

  粉盒和镜子                   Compacts and mirrors. 

  日记本和日历                 Diaries and calendars. 

  花种                         Flower seeds. 

  鞋类                         Footwear. 

  园艺工具                     Garden tools. 

  礼品结和礼品带                Gift ties and tapes. 

  玻璃制品和玻璃器具            Glasses and glassware. 

  手套 （工作用的）             Gloves （work type）. 

  贺卡                         Greeting cards. 

  手用工具.                    Hand tools. 

  手工艺品和缝纫用的细线.       Handicraft and sewing thread. 

  五金器具.                    Hardware. 

  家庭用的烹饪器具             Household cooking utensils. 

  墨水.                       inks. 

  珠宝类                       Jewelry. 

  行李箱.                      Luggage. 

  磁性录音带                   magnetic recording tape. 

  金属桶.                     Metal pails. 

  机油（汽车用）               motor oil （automobile）. 

  老鼠和捕鼠夹.               mouse and rat traps. 

  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s. 

  绘画和装饰在墙上用的金属或瓷片.  Paintings and wall plaques. 

  相册                        Photo albums. 

  图画                        Pictures. 

  塑料桌布、塑料摆件和塑料纸架.  Plastic table cloths， plastic placement and plastic sh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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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橡胶手套（家庭）.             Rubber gloves （household）. 

  安全设备照明灯.             Safety flares. 

  保险锁.                     Safety pins. 

  学习用品.                   School supplies. 

  缝纫用的附件产品.           Sewing accessories. 

  银器、不锈钢器具和锡制器具  Silverware， stainless steelware and pewterware. 

  轻武器弹药                 Small arms ammunition. 

  吸烟管道.                   Smoking pipes. 

  纪念品                     Souvenirs. 

  体育用品                   Sporting goods. 

  玩具                       Toys. 

  打字机色带                 Typewriter ribbons. 

  木制用具                   Woodenware.a 

  （b）委员会认为，下列日用商品或日用商品的种类属于法令规定的“消费商品”定义范畴： 

  粘合剂和密封胶                  Adhesives and sealants. 

  铝箔质地的烹饪器具              Aluminum foil cooking utensils. 

  铝制包裹                       Aluminum wrap. 

  照相器材供应品.                Camera supplies. 

  蜡烛                           Candles. 

  圣诞装饰品.                    Christmas decorations. 

  绳索.                          Cordage. 

  一次性尿布.                    Disposable diapers. 

  干电池.                        Dry cell batteries. 

  照明用的灯泡.                  Light bulbs. 

  除了供暖和烹饪用的液化石油气    Liquified petroleum gas for other than heating and cooking. 

  家庭用润滑剂                   Lubricants for home use. 

  成像化学药品.                  Photographic chemicals. 

  压敏型胶带（不包括礼品带）      Pressure sensitive tapes， excluding gift tapes. 

  焊料                          S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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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的溶剂和清洗液体         Solvents and cleaning fluids for home use. 

  海绵和麂皮                    Sponges and chamois. 

  家庭用的蜡                    Waxes for home use. 

  2.2.1.2  包装和标签定义 

  《联邦法规》500.2 术语定义 

  包装 package 

  任何用于装填消费商品并且用于交付、销售或为了销售而展示给消费者的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就本

法规的主旨而论，本部分中的包装不包括运输包装箱或仅用于生产商、制造商或批发、零售经销商的运输

包装件，用于销售或为了销售而展示的除外，或经销商以运输或发货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运输包装箱

或包装物料。不包括没有印刷任何属其内装商品相关内容的包装；或 1912 年 8 月 3 日法令（37 Stat.250 

修改；15.U.S.C 231-233）和 1915 年 3 月 4 日法令（38 Stat.1186 修改；15 U.S.C 234-236）条款中所

规定的容器。显然，包装或容器上未书写、印刷或绘制关联或隐含任何本法规本部分规定的标签信息的也

不包括。 

  标签 label 

  任何以书面的、印刷的或图案的形式粘贴或显示在消费商品上或装有消费商品的包装上的内容；除： 

  （1）粘贴或出现在消费品上的监察员标记或其它非促销内容不应视为必要的标签要求，标签信息的

重复必须依据本法规；和 

  （2）本法规本部分中定义的标签不包括粘贴或出现在商品上的书写、印刷、或绘制的不适合本法规

主旨的内容，或是粘贴和出现在容器或包装物上销售或配送给工业和社会团体的使用者的。 

  2.2.1.3  包装和标签内容 

  2.2.1.3.1  名称表达——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命名 

  《联邦法规》500.4 

  （a）消费商品的主要展示面应具有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命名——名称的表达。 

  （b）名称应在主要展示面上表达首要特性，其尺寸形式及其位置应便于消费者阅读和理解， 

  平行于包装或商品常规的静止状态的底部平面，其主旨在于展示。 

  （c）名称的表达应符合的下述条件： 

  （1）名称现在或今后的表达必须符合任何适合的联邦法令或法规的规定；或未在其中规定； 

  （2）商品的公共的或惯用的名称；或未在其中； 

  （3）通用名称——以另外一个方式适当的描述，如包括一项功能的说明性陈述。 

  （d）任何名称的说明性陈述不应是虚假的、易误解的或欺骗性的。商品中的成分或构成物质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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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质或呈现显著效果的量可以不陈述，反之应给予陈述。此外，某些成分或构成物质虽然未在最终产

品中呈现其原有特性，但在生产过程中起到转化或改变的作用，形成了产品的实质性质，同时又以一定的

量存在于最终产品中，可以在名称的说明中提及。 

  2.2.1.3.2  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 

  《联邦法规》500.5 

  （a）消费商品标签应在显著位置明确的表达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当该消费

商品不是标签上表达的人生产的，则在标签上应注明与该消费商品关联的责任人的名称；如“Manufactured 

for    ”或“Distributed by    ”或任何如此明确的措辞。 

  （b）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应表达唯一的、当前的使人确信的公司名称，在其前面或随后可出现

公司特定的分支部门的名称。就个人、合作者或联营者而言，应采用商业往来中使用的名称。 

  （c）营业地点的陈述应包括街道地址、城市、州和邮政编码；当街道地址在现行使用的城市地址目

录或电话簿中已经给出，则可以忽略。 

  （d）如果进行生产、包装、或者经销消费商品的地方不是该商户的主要营业地点，则标签可以标注

主要营业地点代替生产或包装或配送该消费商品的实际地点。除非该陈述使人误解。 

  （e）符合本法规本条款要求的标准缩写可以使用。 

  《联邦法规》503.3  

  本章 500.5 部分中规定的制造商、包装商和分销商的名称的阐述，下列内容代表了委员会的意见： 

  （a）大批量产品的制造商将其产品提供给包装承包商，并且允许包装承包商对其大批量产品进行包

装，如包装承包商只对该产品提供包装填充和贴标签的工作，则制造商仍然是该消费商品的制造商。 

  （b）（1）大批量产品的制造商将其产品提供给包装承包商，但是允许该包装商通过添加任何改变该

产品名称的物质对产品进行调整，则制造商不再是消费商品的制造商。在这一点上，如果产品的制造商选

择在消费商品标签上使用其名字，则应为“由   经销”（"Distributed by    "）或“为——制

造”（"Manufactured for    "） 

  （2）如果包装承包商，比如在喷雾剂中增加了助推剂或在涂料中添加了溶剂，或掺杂了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成分，或改变了其物理状态，如液体变为胶状或半固体变为固体，则包装承包商接收到的大批量的

物质的名称就改变了。 

  （c）根据本章第 500.5（a）部分的规定，个人或公司给包装承包商提供了一套配方和（或）详细的

说明，但是没有参与消费商品的实际生产，则个人或公司不是该消费商品的制造商。无论提供该套配方或

详细说明或二者兼顾的个人或公司是否也同样提供了原材料用以产品生产的再加工、混合或改良，此规定

均实际有效。 



30 

 

  （d）某公司完全拥有其制造子公司，而其子公司有着分开独立的公司名称，则某公司不是由其子公

司生产出来的消费商品的生产商。如果这家公司决定在商标上使用自己的名字，则这家公司必须将其名字

进行限定。例如：“   生产”（"Manufactured for    "），“由   分销”（"Distributed by    

"）或者“由   生产（某厂商，城市，州县，邮编，某公司的子公司）” "Manufactured by    （XYZ，

inc.， City， State， Zip Code， a subsidiary of ABC，inc.）" 

  2.2.1.3.3  净含量声明和显示位置及其表达方法 

  《联邦法规》500.6 净含量的声明及其显示位置 

  （a）消费商品的标签应具有该商品内装物的净含量声明，单独的、准确的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 

  （b）净含量声明应以明显的单独项目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应与其它的在其上或其下印制的标签信

息分开，至少应等于一个净含量声明所用字体的常规行间距，不应包含修饰重量或质量、度量或数量的表

述，诸如：“特大夸脱（jumbo quart）”、“超大升（giant liter）”、“满加仑（full gallon）”、

“在装填时（when packed）”、“最少（minimum）”等，或相近似含意的词汇。净含量声明应与其它的

在其左或其右印制的标签信息分开，至少应等于二个净含量声明所用字体的大写字母“N”的常规字间距。

然而“e 标志”不应视为证明其净数量的词汇或词组，仅在获得批准时，可以作为净含量声明的一部分。

使用该标志时，“e 标志”的高度应不小于为 3 毫米（约为 1/8 英寸），净含量声明应占面积为标签主要

展示面的 30%，并且平行于包装或商品常规的静止状态的底部平面，其主旨在于展示。以下情况除外： 

  （1）当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小于或等于 5 平方英寸（32.2 平方厘米）时，则不适用净数量声明应占面

积为标签主要展示面 30%的要求，此时，该商品的净数量声明应符合本法规本部分其它要求。 

  （2）本法规本条款关于净数量声明的间隔、位置和字体的尺寸不适用于本法规本部分下述多样与合

并包装。 

  《联邦法规》500.7 净含量的表达方法 

  净含量应是明确的重量或质量、尺寸、数量——用数字量化的计量值，或以某个重量或质量、尺寸、

或度量的计量值合并给出有关商品净含量的准确信息，从而便于消费者进行价值比较。如果商品是液体，

则用液体度量值表示。若商品是固体、半固体、粘稠体或固液混合体，则用重量或质量计量值表示。如果

存在稳定的一般消费者惯用的或贸易的习惯对液体采用重量或质量的计量值表示，或对固体、半固体、粘

稠体或固液混合体采用液体的计量值，或以数字和（或）尺寸或体积的计量值的表示（如草坪和肥料），

在该声明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便于进行价值比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此类声明可以用多行的

形式表达。 

  《联邦法规》500.24 补充说明 

  根据本法规本部分的规定，除主要展示面均可以添加补充说明，应用非欺骗性的术语描述内装物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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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条件是，该净含量的补充说明的描述不应采用倾向于夸大包装中的商品含量的一系列重量或质量、尺

寸或数量的描述（例如，禁止的：“大型夸脱” "Giant Quart"、“超大升” "Jumbo Liter"、“满加仑” 

"Full Gallon"、“在包装时” "When Packed"、“最小” "Minimum"或类似的措辞）。规定的货物净重

量的组合表述（例如，净含量合并件数的组合，件数合并商品尺寸的组合等等）不视为净含量的补充说明，

应标注在主要展示面上。稀释指导或其它类似的使用说明也不视为净含量的补充说明，也应标注在主要展

示面上。符合法令 5（c）（1）条款规定的尺寸也应标注在主要展示面上。 

  2.2.1.3.4  用量、用途和用法描述 

  《联邦法规》500.26 

  （a）任何包装了消费品的标签具有关联该消费品含量的用量、用法或用途的陈述，应直接紧随其后，

应用重量或质量，尺寸或数量的规定术语，以同样尺寸的字体陈述。倘若，陈述表达的用量或许与规定的

净含量的术语不同（如：一杯的量，一勺的量等等），则该表达（与规定术语不同）的常用量不应在任何

特定环境中引发任何的误解。 

  （b）描述的某些对象，单件或多件商品的总量可能的使用是（人们）习惯的，如果该总量是重量或

质量、尺寸或数量明确的标准计量单位，则不必陈述用量、用法或用途。 

  （c）如果属于商务部根据 15 CFR 第 10 部分制定的自愿产品标准，其中在数量上定义了特定消费商

品的用量、用法或用途，则包装的消费品标签的用量、用法或用途应与该定义符合一致。 

  全文见本章附件 2A。 

  2.2.2  保障生命安全 

  食品包装直接涉及生命安全问题。以下介绍美国为食品包装安全采用的两项关键技术及其法规。 

  2.2.2.1  食品包装的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根据毒理学原理和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食品的添加剂、接触物

质和污染物进行的安全性检测和评价。因为食品接触物质的成分可能迁移进入食品，所以美国技术法规将

其定义为“间接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最终结论形成了以国家技术法规形式颁布的两种“允许目录”。

其一是“食品添加剂允许目录”，其二是“间接添加剂允许目录”。  

  FDA 是负责美国食品安全的法定管理机构。1997 年，FDA 提出了“GRAS 备案制度”。此后一种新物质

的 GRAS 评估不在 FDA 进行，而是由申请者根据现有的科学文献和自己的试验研究进行风险评估。如果评

估者认为符合 GRAS 要求，就向 FDA 通报。FDA 仅对申请材料是否可靠进行审查。如无异议，就认可申请

者的结论；如果认为证据不充分就退回。在这一制度下，一种新物质从申请到 FDA 批准的时间大大缩短，

从此前最长可能 5～6 年减少到平均不到 6 个月。 

  为了实现 GRAS 备案制度，2002 年 FDA 颁布了《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编制 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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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详细阐述了 FDA 关于风险评估的技术观点，描述了风险评估的过程、方案、安全性资料编辑、安全性

陈述、全面毒理学剖析等一系列证明食品接触物质安全性数据的要点。食品接触物质通报一经 FDA 核准，

就成为允许使用的物质。 

  全文见本章附件 2B。 

  2.2.2.2  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 

  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是检测机构依据国家法规规定的基本规则和允许目录，对迁移物质进行检测从而

判定是否可以投放市场。美国联邦法规 CFR 第 21 卷涵盖食品、药品和化妆品。食品包装应符合第 174 条

的规定，即在良好生产规范条件下，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应符合下述任何一项规定条

件： 

  （1）物质在食品中或食品上是公认为安全的。 

  （2）物质预期用于食品包装是公认为安全的。 

  （3）使用的物质是经过审核或验证的。 

  （4）物质是 174、175、176、177、178 和 179.45 条款规定允许使用的。 

  （5）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是依据法规 409（h）款递交了有效的食品接触物质（FCN）通告后核准的。 

  CFR 定义的间接食品添加剂，包括：粘合剂、涂层、纸、卡纸、聚合物等制品的成分以及辅料、生产

助剂和清洗剂。美国重视食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设备、环境和管理的水平并且门槛很高。按 CFR 第 21 卷

第 174.5 款的规定，食品添加物质可以安全使用应以良好生产规范为基本条件，即按以下规定： 

  （1）在食品接触制品中，可能进入食品的任何添加物质不应超量，使用的物质不应超过达到预期物

理或技术效果的需要；不应超过规定限制；不应试图在食品上起到物理或技术作用。 

  （2）用于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的任何物质的纯度应适合其预期用途。 

  全文见本章附件 2C。 

  2.2.3  保护生态环境 

  2004 年 10 月美国官方正式公布修订的公示法案《包装中的毒物》（Toxicsin packaging），该法案

持有与欧共体相同的观点，规定了与欧盟 94/62/EC 和其修正案 2004/12/EC 相同的技术指标，另外提出了

特殊的规定： 

  第 2 条 本法案认为并宣布： 

  a 处理固体废弃物可能造成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大范围的危害； 

  b 包装（废弃物）占所有固体废弃物流很大的比例； 

  c 在焚烧包装废弃物时，包装所含的重金属中的一部分很可能随焚烧时的飞灰散发或残留在废渣中，

而后废渣在填埋场形成渗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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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铅、汞、镉和六价铬受到特殊关注是基于现有的科学和医学的理论； 

  e 就减少包装废弃物的危害而论，排除包装上添加的重金属是可取的首要措施；并且 

  f 本法案旨在减少危害的同时不妨碍或阻止在包装及其辅助物的产品中广泛使用再循环材料。 

  第 4 条 禁令的延迟时间及对应总量 

  c 任何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浓度总量不应超出以下规定： 

  本法案生效二年后低于重量的 0.06%（0.6g/kg）； 

  本法案生效三年后低于重量的 0.025%（0.25g/kg）；和 

  本法案生效四年后低于重量的 0.01%（0.1g/kg）。 

  第 5 条 免责 

  g 玻璃形态的玻璃或陶瓷包装或包装成分，当样品预期依照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C1606-04 并

依照美国 EPA 毒性过滤程序的测试方法和公布于 SW 846 第 3 版中评估固体废料的测试方法测试时，镉的

含量不超出百万分之一（1mg/kg）， 六价铬的含量不超出百万分之五（5mg/kg），铅的含量不超出百万

分之五（5mg/kg）。在本规定中不应出现汞。 

  全文见本章附件 2D。 

  2.3 加拿大 

  加拿大是西方七大工业发达国家之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人口三千二百多万，官方语言是英语

和法语。加拿大的工业门类不如美国齐全，一些商品专靠进口。中加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据中国海关统

计，2004 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达 15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 

  尽管法令仅在本国领土范围内有效力，但考虑到上述原因，本章有针对性的介绍关于消费品和纺织品

法令，旨在让我国的企业深入了解加拿大的法律环境和市场准入制度。 

  2.3.1  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 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 

  该法令关联包装、标签、销售、进口和预包装产品的广告以及某些其它产品。法令界定了容器、标签、

产品、预包装产品和广告等术语，规范了商人（dealer）的行为，规定了监察员（inspector）、专员

（Commissioner）部长（Minister）的职责。法令的主要内容是对包装、标签和预包装产品等提出原则性

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处理、调查、执行、诉讼、惩罚和量刑。法令提出了包装容器标准化的目标。此外，

法令提出和规划了相应法规，既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应包含的内容。该法令最早期版本为 1970 年。 

  全文见本章附件 2E。 

  2.3.2  纺织品标签法 Textile Labelling Act 

  法令关联消费纺织品的标识、销售、进口和广告。该法令与上述法令的内容编排和形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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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的直接执行人同样是监察员（inspector），该规定也等同美国相对应的法令，称之为“inspector”

的人是市场上销售商品的检查官。该法令与包装法令不同的是增设了分析员（analyst）专门对纺织品标

签按规定陈述的纤维成分进行检测和分析。该法令定义了包装和标签的关系，包装、标签和责任人的关系。 

  全文见本章附件 2F。 

  2.3.3  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 

  法规依据《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制订，适用于销售和进口到加拿大的预包装产品和一般消费品的包

装、标签和广告。法规覆盖面广，出口商品进入加拿大的企业应给予高度重视。法规包括以下内容： 

1. 提要 

2. 说明 

3. 法令所有规定的免责 

4. 法令规定的免责 

5. 法令的第 4 节和第 10（B）（ⅱ）段规定的免责 

6. 两种官方语言的必要和免除 

7. 预包装产品标签的应用 

8. 标签表达的信息 

9. 信息的表达和尺寸的定型 

10. 净数量的声明 

11. 净数量声明的免除 

12. 公制净数量声明及尺寸定型要求的免除 

13. 净数量声明的方式 

14. 计量单位 

15. 由单件已经包装的产品组成的预包装产品 

16. 广告 

17. 产品名称及其它信息 

18. 法令的第 10（B）（1）和（2）段的免责 

19. 关于一份餐点数量的陈述 

20. 食品标签上的图示表达 

21. 容器的标准化 

22. 容器的容量 

23. 公差 

24. 检查 

  全文见第 4 章附件 4C。 

  2.3.4  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  Textile Labelling and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法规依据《纺织品标签法》制订，涵盖销售和进口到加拿大的纺织品的包装、标签和广告。出口加拿

大纺织品的企业应给予高度重视。当出口加拿大的纺织品在该法规的框架之内，则应依据该法规适用的条

款，符合其中的规定。 

  该法规中关于纺织纤维的命名和标签表达采纳了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公认的术语和规则。与美国的不

同点在于要求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法规包括以下内容： 

1. 提要 

2. 说明 

第一部分  标签 

3. 标签的要求 

10. 未规定一般性名称的纺织纤维 

11. 纺织纤维的数量 

12. 纺织纤维成分 

13.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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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签陈述的信息 

5. 标签信息的陈述方式 

6. 标签的形式和应用的方式 

第二部分  广告 

7. 广告的要求 

第三部分  纺织纤维 

8. 陈述纺织纤维成分的方式 

9. 纺织纤维的一般性名称 

14. 绒面织物、涂层织物和浸渍织物 

15. 点缀物 

16. 里布、内衬、垫料和纬纱 

17. 羽毛 

18. 服装附件 

19. 商标和说明项 

第四部分  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 

第五部分  查封和扣押的物品 

  全文见第 4 章附件 4D。 

  2.3.5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Regulations 

  该法规是关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包装、标记和分级的法规。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加拿大本土生产的

水果和蔬菜品种较少，主要依赖从美国的进口和转口贸易，产品的等级标准多是采纳美国的。该法规对常

见的水果和蔬菜除要求符合《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以外，还给出详细严格的特殊规定。此外，该法规

对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进口作出一定让步的放宽规定。法规包括以下内容： 

提要 

说明 

第一部分  执行 

施用 

禁令 

免责 

试销① 

注 1：指进口贸易 

第二部分  产品 

评级和标准 

健康和安全 

第三部分  包装和标签 

包装 

标签 

第四部分  进口和省际贸易 

省际贸易 

进口贸易 

  全文见第 4 章附件 4E。 

  2.3.6  度量衡法 Weights and Measures Act 

  任何商品的包装和标签必然涉及到度量衡，IS 国际计量单位制和各国沿用至今的法定非国际计量单

位制并存的现象是无法改变的。由于最早期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所以英制计量单位和

其派生的计量单位在英联邦国家和曾是欧洲国家属地的某些国家先于公认的 IS 国际计量单位制占统治地

位。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国际计量单位制，例如我国和墨西哥等等。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立法接近英国按公众习惯和依惯例立法的理念，既以“立法从众、惯例成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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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法律条款的一条依据，使得非国际单位制正式成为法定国家计量单位。此外，技术上的原因也是决定

性的，仅就地下埋设的英制管路只能维修而不可一夜改变的现实而论，国际计量单位制完全代替非国际计

量单位也不太可能。即使在 ISO 集装箱标准中，外尺寸表示为 8×8×40 英尺，最大允许载荷 30 长吨，而

不直接表示为 2，438×2，438×12，192 毫米和 30，480 千克。另外，非国际计量单位制也不相同，例如，

英国加仑（gallons）和美国加仑（gallons）不相等。在包装中经常使用的零部件也不能互换，例如英制

标准 3/4 吋螺纹旋塞和美国标准 3/4 吋螺纹旋塞不能互换，也无法用公制单位表示，只能用代码 G3/4 表

示。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用法国长度单位。 

  无论怎样，有一相同之处就是每个国家都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度量衡。 

  既如此，本指南将目标国的度量衡作为重要的技术要素给出。详见本指南第四章的目标国法定计量单

位比较表。 

  加拿大《度量衡法》详尽的陈述了度量衡的法律特征和技术特性，在附表中给出了国际计量单位制和

加拿大国家计量单位制的全部相关信息。包括： 

表 I 基于国际单位制体系的单位 

第 1 部分 

基本度量单位 

第 II 部分 

辅助度量单位  

第 III 部分 

派生度量单位 

第 IV 部分 

国际惯例的度量单位 

第 V 部分 

倍数和因数的基本要素的前缀  辅助的派生数量单位 

表 II 加拿大度量单位 

1. 长度单位 

2. 面积度量单位 

3. 体积或容量度量单位 

4. 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5. 贵重金属的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6. 贵重宝石和玉器的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表 III 魁北克省确定的度量单位 

  全文见第 4 章附件 4A。 

  2.4 墨西哥 

  墨西哥人口九千多万，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于 1994 年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我国对墨西哥的

年出口额约为三十亿美元。 

  墨西哥法定标准（NOM）是墨西哥的强制性技术法规，根据其《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规定，标准

草案以《法规作用的陈述》为名，公之于众，征求意见，最终由工作小组对方案进行适当的修改，通过标

准总局批准，在《联邦官方日报》（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上颁布。 



37 

 

  2.4.1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Commercial information – General labeling of products  

  该法定标准修改采用了 ISO 标准《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使用说明导则 37》第一版（1995）。适用于所

有在墨西哥境内销售给消费者的本国制造的和进口的产品。本指南采用编号 NOM-050-SCFI-2004 版本。 

  该法定标准的主旨和技术内容的列项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类法规大致相同，但只是文字的原则性的陈

述，仅规定了少量的技术数据，除规定了必须采用西班牙语（允许同时使用其他语言）以外，没有严于美

国和加拿大的同类法规的要求。 

  全文见本章附件 2G。 

  2.4.2  产品和服务  国内消费品标签和包装  

  Products and Services. Labeling and Packaging for Housekeeping Products for Domestic  

  该标准的目的是明确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标签上必须包含的公共卫生和商业信息的要求，使消费者

能够更好地选择购买，还有产品包装的卫生要求，以避免产品的使用所带来的健康隐患。 

  该标准是墨西哥全国范围内所有从事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加工和进口的公司和个人应遵守的强制

性标准。本指南采用编号 PROY-NOM-189-SSA1/SCFI-2002 的版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 应用目的和范围 

2. 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符号和缩写 

5. 分类 

6. 标签要求 

7. 包装要求 

8. 信息展示 

9. 不允许的宣传 

10. 与国际标准和墨西哥标准的一致性 

11. 目录索引 

12. 标准的执行 

13. 生效日期 

  全文见本章附件 2H。 

  

附件 2A 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 

  

美国联邦法典 

第 16 卷  商业规则 

依据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4 条制订的法规 

REGULATIONS UNDER SECTION 4 OF THE 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 

  



38 

 

  第 500 部分 

  500.1 本法规本部分的范围 

  500.2 术语定义 

  500.3 禁止的行为、涵盖标签的通用要求和免责程序 

  500.4 名称的表达——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命名 

  500.5 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 

  500.6 净含量的声明及其显示位置 

  500.7 净含量的表达方法 

  500.8 重量或质量和尺寸的计量单位 

  500.9 重量或质量单位的表达方式 

  500.10 液体计量单位的表达方式 

  500.11 消费商品长度尺寸的表达方式 

  500.12 消费商品长度和宽度尺寸的表达方式 

  500.13 消费商品面积的表达方式 

  500.14 立方体积与干燥物质计量的陈述 

  500.15 组成部分多于一件的计量单位 

  500.16 容器类消费商品尺寸的表达方式 

  500.17 余数 

  500.18 SI 公制的前缀 

  500.19 SI 公制与英制的转换 

  500.20 显著的净含量声明 

  500.21 主要展示面的面积与字体尺寸的关系 

  500.22 缩写词 

  500.23 国际单位制的内装物净含量的表达 

  500.24 补充说明 

  500.25 净重量、平均重量和允许偏差 

  500.26 用量、用途和用法的描述 

  500.27 组合包装 

  500.28 多样包装 

  500.29 合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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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 本法规本部分的范围 

  本法规本部分确立了消费日用商品的标签要求，如：详细说明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名称；生产商、

包装商和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内装物净含量和净用量；用法、用途或使用说明的表达。 

  500.2 术语定义 

  在本部分中应用，除非另有特殊规定。 

  （a）法令 Act 

  指销售包装与标签法令（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 

  （b）法规 Regulation 或 Regulations  

  由委员会依据法令（Act）第 4、5、6 部制定的法规（15 U.S.C. 1453，1454，1455） 

  （c）消费商品或日用品 Consumer commodity or commodity 

  任何物品、产品或任何性质或种类的以消费为目的而生产或通过经销商销售的商品，任何种类的个人

消费品，应用于个人护理以及家政服务之中，并且通常在消费与使用过程中消费或消耗的物品。本法规的

主旨不在于本部分中的术语消费商品仅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21 U.S.C.321）第 201 节中

定义的任何食品、药品、器械和化妆品；任何肉类或肉类制品；禽类或禽类制品；烟草或烟草制品；任何

执行《联邦昆虫、真菌和啮齿类动物检疫法》（7 U.S.C.136 et seq）中有关包装和标签要求的环境保护

局管理部门限制的商品；《病毒-血清-毒素法》（21 U.S.C.151-157）标题“畜牧业管理局”的第八节批

准的商品；根据或符合《联邦酒管理法》（27 U.S.C.201 et seq）中包装和标签要求的所有饮料；《联

邦种子法》（7 U.S.C.1551-1610）规定的商品。 

  （d）包装 package 

  任何用于装填消费商品并且用于交付、销售或为了销售而展示给消费者的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就本

法规的主旨而论，本部分中的包装不包括运输包装箱或仅用于生产商、制造商或批发、零售经销商的运输

包装件，用于销售或为了销售而展示的除外，或经销商以运输或发货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运输包装箱

或包装物料。不包括没有印刷任何属其内装商品相关内容的包装；或 1912 年 8 月 3 日法令（37 Stat.250 

修改；15.U.S.C 231-233）和 1915 年 3 月 4 日法令（38 Stat.1186 修改；15 U.S.C 234-236）条款中所

规定的容器。显然，包装或容器上未书写、印刷或绘制关联或隐含任何本法规本部分规定的标签信息的也

不包括。 

  （e）标签 label 

  任何以书面的、印刷的或图案的形式粘贴或显示在消费商品上或装有消费品的包装上的内容；除了： 

  （1）粘贴或出现在消费品上的监察员标记或其它非促销内容不应视为必要的标签要求，标签信息的

重复必须依据本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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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法规本部分中定义的标签不包括粘贴或出现在商品上的书写、印刷、或绘制的不适合本法规

主旨的内容，或是粘贴和出现在容器或包装物上销售或配送给工业和社会团体用户的。 

  （f）人 person  

  任何的公司、法人或协会。 

  （g）商业 commerce 

  （1）在所有各州、哥伦比亚地区、波多黎各联邦或任何美利坚合众国领土或属地或任何外部地区间

的交易活动；以及 

  （2）在哥伦比亚地区和美国领土或属地内的，非经立法机构组织的交易活动，但不应包括向国外的

出口。 

  （h）主要展示面 principle display panel 

  常规或习惯的零售展示活动中，最有可能展示、出示、显示或检查到的贴标签的表面。主要展示面的

尺寸应足以显示所有本法规本部分要求的强制性标签信息，而且设计不能含糊不清、有插图或拥挤不堪。

本定义并不妨碍包装标签选择使用主要展示面。但替换的主要展示面必须将本法规本部分要求的主要展示

面应显示的信息重复一遍。本定义并不妨碍将容器的封闭盖作为主要的展示面，条件是在常规或习惯的前

提下，该标签的位置最有可能展示、显示、出示或检查到。圆柱形表面标签的主要展示面为其圆周面积的

40%，而条件是在常规或习惯的前提下，该标签的位置更有可能展示、显示、出示或检查到。当消费品采

用装饰性容器或小于等于 1/4 盎司（7.4ml）的容器进行销售时，则其主要展示面可以考虑采用可分离的

标牌或用胶带贴附在容器上，该面显示所有本部分要求的强制性标签信息。但内装物净含量声明的规定尺

寸依据其容器的尺寸确定。 

  当消费品的主要展示面在展示卡片上，而该展示卡片直接附在装填商品的容器上，则该展示卡片可视

为主要展示面，内装物净含量声明规定的字体尺寸取决于该展示卡片。 

  （i）随机包装 random package 

  抽样、运输或交货的仅重量不同的相同消费品的包装，该包装没有确定的重量。 

  （j）SI 公制 SI metric 

  属于国际单位制度的单位（缩写为 SI，来自法语的 Le Systeme International d’Unites），并由

商务部解释或调整在美国使用。考虑到实际使用的重要性，将 SI 单位（以及其倍数和约数）和其它公制

单位（如升）全部包括，与 SI 公制度共同使用。 

  （k）惯用的英寸（磅）customary inch /pound 

  在美国使用的计量制中的单位，如盎司、磅、吨等质量单位；英寸、英尺、码和英里等长度单位；液

体盎司、品脱、夸脱、加仑等容积单位；干（燥）品脱、夸脱、配克和蒲式耳作为干（燥）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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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标志 “e”mark 

  最初在欧共体市场上，营销的一些消费品标签上关联净含量声明使用的“e”符号。“e 标志”是包

装商和进口商使用的法定标志，用以证明用于装填的包装产品与欧共体规定的质量平均体系符合一致。质

量平均体系是欧共体和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包装装填的评判方法。 

  500.3 禁止的行为、涵盖标签的通用要求和免责程序 

  （a）如果消费商品的包装或应用的标签不符合法令和本法规本部分的规定，则不允许任何人在商业

经营中从事该消费商品的包装操作或粘贴标签，以及该消费商品的销售、配送，或促成该消费商品的经营。

（任何人——不包括雇佣的普通承运商或货物运输公司） 

  （b）任何人从事消费商品批发或销售应受法令和本法规本部分的制约，界限在于这些人经营的消费

商品采用了包装或标签，或者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对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进行了规定或说明。 

  （c）每件预期作为商业配送、批发或经销的消费商品进行的包装或标贴以及在商业交易或经营销售

之前，其标签应与法令和本法规本部分的规定符合一致。除非通过法令的条款 5（b）（15 U.S.C 1454（b））

的免责。 

  （d）每件完成包装或标签的消费商品，其标签应标明消费商品的名称；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

名称和经营地点；内装物净含量；每次的净用量；用途或用法。此外，在某些场合标签表达还涉及诸如使

用次数、多种的用途或从商品中可获得的效用。除非通过法令的条款 5（b）（15 U.S.C 1454（b））的

免责。 

  （e）如果委员会发现，由于特别商品的性质、构成或数量的原因，或基于其它良好的或充分的理由，

该商品可以完全满足规定，或该规定不可行，或对于保护消费者而论没有必要，则委员会将制定法规使特

别消费商品免于法令 4 部分的一项或多项要求。制定该消费商品减免法规程序应由委员会依据其自身方案

或依据委员会的通用程序段第 1.15 部分的规定，由任何有意的个人或组织陈述其理由，填写申请书提交

秘书处进行处理。 

  500.4 名称的表达——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命名 

  （a）消费商品的主要展示面应具有与商品属性符合一致的命名——名称的表达。 

  （b）名称应在主要展示面上表达首要特性，其尺寸形式及其位置应便于消费者阅读和理解， 

  平行于包装或商品常规的静止状态的底部平面，其主旨在于展示。 

  （c）名称的表达应符合的下述条件： 

  （1）名称现在或今后的表达必须符合任何适合的联邦法令或法规的规定；或未在其中规定； 

  （2）商品的公共的或惯用的名称；或未在其中； 

  （3）通用名称——以另外一个方式适当的描述，如包括一项功能的说明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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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任何名称的说明性陈述不应是虚假的、易误解的或欺骗性的。商品中的成分或构成物质不决定

实质性质或呈现显著效果的量可以不陈述，反之应给予陈述。此外，某些成分或构成物质虽然未在最终产

品中呈现其原有特性，但在生产过程中起到转化或改变的作用，形成了产品的实质性质，同时又以一定的

量存在于最终产品中，可以在名称的说明中提及。 

  500.5 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 

  （a）消费商品标签应在显著位置明确的表达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当该消费

商品不是标签上表达的人生产的，则在标签上应注明与该消费商品关联的责任人的名称；如“Manufactured 

for    ”或“Distributed by    ”或任何如此明确的措辞。 

  （b）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应表达唯一的、当前的使人确信的公司名称，在其前面或随后可出现

公司特定的分支部门的名称。就个人、合作者或联营者而言，应采用商业往来中使用的名称。 

  （c）营业地点的陈述应包括街道地址、城市、州和邮政编码；当街道地址在现行使用的城市地址目

录或电话簿中已经给出，则可以忽略。 

  （d）如果进行生产、包装、或者经销消费商品的地方不是该商户的主要营业地点，则标签可以标注

主要营业地点代替生产或包装或配送该消费商品的实际地点。除非该陈述使人误解。 

  （e）符合本法规本条款要求的标准缩写可以使用。 

  500.6 净含量的声明及其显示位置 

  （a）消费商品的标签应具有该商品内装物的净含量声明，单独的、准确的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 

  （b）净含量声明应以明显的单独项目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应与其它的在其上或其下印制的标签信

息分开，至少应等于一个净含量声明所用字体的常规行间距，不应包含修饰重量或质量、度量或数量的表

述，诸如：“特大夸脱（jumbo quart）”、“超大升（giant liter）”、“满加仑（full gallon）”、

“在装填时（when packed）”、“最少（minimum）”等，或相近似含意的词汇。净含量声明应与其它的

在其左或其右印制的标签信息分开，至少应等于二个净含量声明所用字体的大写字母“N”的常规字间距。

然而“e 标志”不应视为证明其净数量的词汇或词组，仅在获得批准时，可以作为净含量声明的一部分。

使用该标志时，“e 标志”的高度应不小于为 3 毫米（约为 1/8 英寸），净含量声明应占面积为标签主要

展示面的 30%，并且平行于包装或商品常规的静止状态的底部平面，其主旨在于展示。以下情况除外： 

  （1）当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小于或等于 5 平方英寸（32.2 平方厘米）时，则不适用净数量声明应占面

积为标签主要展示面 30%的要求，此时，该商品的净数量声明应符合本法规本部分的其它要求。 

  （2）本法规本条款关于净数量声明的间隔、位置和字体尺寸不适用于法规本部分下述多样与合并包

装。 

  500.7 净含量的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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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含量应是明确的重量或质量、尺寸、数量——用数字量化的计量值，或以某个重量或质量、尺寸、

或度量的计量值合并给出有关商品净含量的准确信息，从而便于消费者进行价值比较。如果商品是液体，

则用液体度量值表示。若商品是固体、半固体、粘稠体或固液混合体，则用重量或质量计量值表示。如果

存在稳定的一般消费者惯用的或贸易的习惯对液体采用重量或质量的计量值表示，或对固体、半固体、粘

稠体或固液混合体采用液体的计量值，或以数字和（或）尺寸或体积的计量值的表示（如草坪和肥料），

在该声明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便于进行价值比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此类声明可以用多行的

形式表达。 

  500.8 重量或质量和尺寸的计量单位 

  （a）重量或质量应用英制的磅和盎司和 SI 公制的千克、克或毫克两种计量单位表示。例如： 

  英制（公制）表示：净重 15 盎司（425 克）“Net Wt 15 oz （425g）”； 

  净重 1.5 磅（680 克）“Net Wt 1 1/2 lbs （680g）”； 

  2.5 盎司（70.8 克）“2.5 oz （70.8g）”。 

  公制（英制）表示：净质量 425 克（15 盎司）“Net Mass 425g （15 oz）”； 

  净质量 680 克（1.5 磅）“Net Mass 680g （1 1/2 lbs）”； 

  100 克（3.5 盎司）“100g （3.5oz）”。 

  （b）液体应用等于 231 立方英寸的美制加仑和 SI 公制的升或毫升两种计量单位表示，而美制加仑又

可以细分为夸脱、品脱和液体盎司。用液体计量单位表示的液体，其温度应在 68 华氏度（20 摄氏度）。

石油制品的温度应在 60 华氏度（15.6 摄氏度）。例如： 

  加仑（公制）表示：净量 12 液体盎司（354 毫升）“Net 12 fl oz （354mL）”； 

  净含量 1 加仑（3.78 升）“Net Contents 1 gal （3.78 L）”； 

  8 液体盎司（236 毫升） “8 fl oz （236mL）”。 

  公制（加仑）表示：净量 500 毫升（1.05 品脱）“Net 500mL （1.05 pt）”； 

  净含量 1 升（1.05 品脱）“Net Contents 1 L （1.05 qt）。 

  （c）线性尺寸应用码、英寸和英尺和 SI 公制的米，厘米或毫米等两种计量单位表示。 

  （d）面积应用平方码、平方英尺和平方英寸和 SI 公制的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或平方毫米等

两种计量单位表示。 

  （e）干燥物应用等于 2，150.42 立方英寸的美制蒲式耳与 SI 公制的升与毫升等两种计量单位表示。

美制蒲式耳又可细分为配克、干夸脱和干品脱。 

  （f）立方体应用立方码，立方英尺和立方英寸和 SI 公制的立方米，立方分米或立方厘米等两种计量

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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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 重量或质量单位的表达方式 

  （a）净重量和净质量可以用于正规的重量和质量的净含量的表达。但在任何场合不应使用“net 

weight”或“net mass”，含量应始终揭示包含的净数量。例如： 

  453 克（1 磅）“453 g （1 lb）”； 

  净重 1 磅（435 克）“Net Wt 1 lb （453 g）”； 

  净质量 453 克（1 磅）“Net Mass 453 g （1 lb）”。 

  （b）除随机包装外，内装物的净含量用英制重量单位表示如下： 

  （1）小于 1 磅，用盎司表示。例如： 

  净重 12 盎司（340 克）“Net Weight 12 oz. （340 g）”； 

  净质量 340 克（12 盎司）“Net Mass 340 g （12 oz）”。 

  （2）大于 1 磅，小于 4 磅，整数部分用磅表示，余数换算成盎司或磅的十进制小数或分数表示，除

非出现约定俗成的用盎司直接表示净含量的情况。例如： 

  净重 1 磅 8 盎司（680 克）“Net Wt. 1 lb. 8 oz. （680 g）”； 

  净重 1.5 磅/24 盎司（680 克）“Net Wt. 1.5 lb./24 oz. （680 g）”； 

  24 盎司（1 又 1/2 磅）（680 克）“24 oz. （1 1/2 lb.）680 g”。 

  （3）4 磅或大于 4 磅，整数部分用磅表示，余数换算成盎司或以磅的十进制小数或分数表示，除非

出现约定俗成的用盎司直接表示净含量的情况。例如： 

  净重 5 磅 4 盎司（2.38 千克）“Net Weight 5 pounds 4 ounces （2.38 kg）” 

  净质量 2.38 千克（5 磅 4 盎司）“Net Mass 2.38 kg （5 lbs 4 oz）” 

  净重 5 又 1/4 磅（2.38 千克）“Net Wt. 5 1/4 lbs. （2.38 kg）” 

  净质量 2.38 千克（5 又 1/4 磅）“Net Mass 2.38 kg （5 1/4 lbs.）” 

  净重 5.25 磅（2.38 千克）“Net Wt. 5.25 lbs. （2.38 kg）” 

  净质量 2.38 千克（5.25 磅）“Net Mass 2.38 kg （5.25 lbs）” 

  （c）如果在随机包装上表示净含量，且该商品净重大于 1 磅，应用磅的十进制小数表示，小数保留

不应超过 3 位。如果净重小于 1 磅，则随机包装上用磅的十进制小数表示，而不能用盎司。例如： 

  净重 0.75 磅         “Net Wt. 0.75 lb”； 

  净重 1.05 磅         “Net Weight 1.05 pounds.”。 

  如果此类小数点表示的数字确切，应明显清楚地显示在包装的主要展示面，则可以不受法令第 4 部分

（1）关于字体大小和位置要求的制约。随机包装上的净含量可以不用上述英制重量单位表示，但可以 SI

公制表示，其小数点后不应超过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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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按英制重量单位盎司与液体单位盎司能够通过其单位名称加以区分。例如： 

  净重 6 盎司                “Net Wt. 6 oz”； 

  6 液体盎司                 “6 fl. oz”； 

  净含量 6 液体盎司          “"Net Contents 6 fl. oz”。 

  500.10 液体计量单位的表达方式 

  （a）用“净”或“净含量”表示是可以选择的。 

  （b）根据具体情况，液体的净含量计量方法是有区别的。美制加仑相当于 231 立方英寸，可细分为

夸脱、品脱和液体盎司，应明确的用如下方式表达： 

  （1）小于 1 品脱的，用液体盎司表示。例如： 

  净含量 8 液体盎司（236 毫升）“Net Contents 8 fl. oz. （236mL）” 

  净含量 236 毫升（8 液体盎司）“Net Contents 236mL （8 fl. oz.）”） 

  （2）大于 1 品脱小于 1 加仑的，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选取夸脱、夸脱和品脱，或品脱中

最合适的计量单位），余数转换为液体盎司或品脱、夸脱的分数，约定俗成的用液体盎司直接表示净含量

的情况除外。例如： 

  1 夸脱（946 毫升）“1 夸脱（946 毫升）”； 

  净含量 1 夸脱 1 品脱 8 盎司/56 液体盎司（1.65 升）“Net contents 1 qt. 1 pt. 8 oz./56 fl. oz

（1.65 L）”。 

  但夸脱和盎司不能搭配使用，例如： 

  1 夸脱 24 盎司（1.65升）“1 quart 24 ounces （1.65 L）”。 

  （3）大于等于 1 加仑，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如用加仑和加仑十进制小数或分数表示，或

相邻一级的计量单位即夸脱和品脱来表示），余数转换为液体盎司或品脱、夸脱的十进制小数或分数，约

定俗成的用液体盎司直接表示净含量的情况除外。例如： 

  净含量 2.5 加仑（9.46 升）“Net contents 2 1/2 gal. （9.46 L）”； 

  净含量 2.5 加仑（9.46 升）“Contents 2.5 gal. （9.46 L）”； 

  净含量 2 加仑 2 夸脱（9.46 升）“Net contents 2 gallons 2 quarts （9.46 L）”； 

  但是不应表示为： 

  2 加仑 4 品脱（9.46 升） “2 gallons 4 pints （9.46 L）”。 

  500.11 消费商品长度尺寸的表达方式 

  码、英尺和英寸用来表示商品长度时，应用如下： 

  （a）小于 1 英尺，用英寸和其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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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大于等于 1 英尺，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码或英尺），余数转换为英寸和英尺（码）

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约定俗成的用英寸直接表示长度的情况除外。 

  500.12 消费商品长度和宽度尺寸的表达方式 

  二维商品（包括筒型商品）的计量包括该商品的长和宽，其净量表示方法如下： 

  （a）二维商品的宽大于 4 英寸（10.1 厘米）时，其净量的表示方法为： 

  （1）当商品的面积小于 1 平方英尺（929 平方厘米），则分别用长和宽的计量方法表示该商品。惯

用的英寸（磅）表达法用英寸和其分数表示。 

  （2）当商品的面积大于等于 1 平方英尺（929 平方厘米），小于 4 平方英尺（37.2 平方分米），用

面积的计量方法表示，同时注明长和宽。表示面积惯用的英寸（磅）表达法则用平方英寸表示，同时注明

长和宽。长和宽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码或英尺），余数转换为英寸或英尺（码）的分数，但如

果宽小于 2 英尺（60.9 厘米），其尺寸应用英寸表示。由可单独使用的单件组成的商品（如纸巾）在表

示其面积时，不必将所有组成单件的面积叠加。 

  （3）当商品的面积大于等于 4 平方英尺（37.2 平方分米）时，用面积的计量方法表示，同时注明长

和宽。表示面积惯用的英寸（磅）表达法用平方英尺表示，同时注明长和宽。长和宽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

单位表示（码或英尺），余数转换为英寸或英尺（码）的分数，但如果有一边小于 2 英尺（60.9 厘米），

其尺寸应采用英寸。 

  （4）符合本法规条款（a）、（2）、（3）段要求的所有商品，根据本规定的要求，除了长和宽及净

量的表示方法外，还应在惯用表示长和宽的英寸（磅）最大单位表达之后插入该商品的长和宽的英寸表达。

例如： 

  25 平方英尺（12 英寸×8.33 码）（12 英寸×300英寸）； 

  “25 sq. ft. （12in×8.33 yd.）（12in×300in.）”。 

  （b）如果二维商品的宽小于等于 4 英寸（10.16厘米），应用长和宽的计量方法表示其净量。表示

宽度惯用的英寸（磅）或用英寸和其分数表示，而长度则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码或英尺），余

数转换为英尺（码）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除非约定俗成的长度也可以全部用英寸表示，英寸在前或在后，

最大计量单位书写在前或在后的方式表示。例如： 

  2 英寸×10 码（5.08 厘米×9.14 米）“2inches×10 yards （5.08 cm×9.14m）”； 

  2 英寸×10 码（360 英寸）5.08 厘×9.14 米“2inches×10 yards （360inches）5.08 cm×9.14m”； 

  2 英寸×360 英寸（10 码）5.08 厘米×9.14 米“2inches×360inches （10 yards）5.08 cm×9.14m”。  

  500.13 消费商品面积的表达方式 

  以面积为计量单位的商品，其净量的表示方法有平方码，平方英尺和平方英寸，具体应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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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如果小于 1 平方英尺（929 平方厘米），用平方英寸和其分数表示 

  （b）如果大于 1 平方英尺（929 平方厘米），小于 4 平方英尺（37.1 平方分米），整数部分用平方

英尺表示，余数转换为平方英寸或用平方英尺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表示。 

  （c）如果大于等于 4 平方英尺（37.1 平方分米），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平方码和平方英

尺），余数用平方英寸或平方英尺和平方码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表示。 

  500.14 立方体积与干燥物质计量的陈述 

  立方体积与干燥物质应用最为适当计量单位进行计量，以提供商品净含量的准确信息，并且有助于消

费者进行价值比较。压缩商品的净含量用体积单位表示的同时，还应指出该商品压缩前的总量。提供参考

的总量不应超过可恢复的实际数量。 

  500.15 组成部分多于一件的计量单位 

  如果商品是由一个或多个部分或层面的可单独使用的单件组成，其净含量应包括层数或可单独使用的

单件的总数。此外，净量的表达应包括累加中的每个单件的净量并且应符合本法规 500.12 关于线性尺寸

及面积度量的规定。例如： 

  100 片 2 层的面巾纸，8 又 1/2 英寸×10 英寸（21.5×25.4 厘米） 

  “100 2-ply facial tissues， 8 1/2inches×10inches" （21.5×25.4 cm）” 

  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圆筒型商品（如纸巾），无论中间是否有穿孔，都不应视为可单独使用的单件，

而应在标签上表达总面积和层数。其总面积可通过测量或计算获得。 

  500.16 容器类消费商品尺寸的表达方式 

  尽管本法规第 500 部分的其它规定与内装物净含量的尺寸相关，但由其它材料或物质的设计完成或销

售的容器类商品，例如：袋子、杯子、箱子和平底锅，其标签应符合下述规定： 

  （a）容器类商品的净含量表示如下： 

  （1）对于袋子类的商品，要注明个数和直线尺寸，（无论是否打孔），净容积应以英尺和英寸为计

量单位，表示如下： 

  （i）当袋子是两片构成的二维平面，袋子的宽度和长度用英寸表示，一个边长大于等于两英尺除外，

其长和宽的整数位应用英尺表示，余数换算成英寸，或用英尺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表示。例如： 

  25 个袋子，17 英寸×20 英寸 （43.1×50.8 厘米） 

  “25 bags，17in.×20in. （43.1×50.8 cm）”； 

  200 个袋子，20 英寸×2 英尺 6 英寸 （50.8×76.2 厘米） 

  “200 bags，20in.×2 ft. 6in. （50.8×76.2 cm）”； 

  50 个袋子，20 英寸×2.5 英尺 （50.8×76.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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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ags，20in×2 1/2 ft. （50.8×76.2 cm）”。 

  （ii）当袋子带有边缘构成的三维立体时，应以英寸为计量单位表达长、宽和高的尺寸。一个边长大

于等于二英尺的除外，长，宽和高的整数位用英尺表示，余数换算成英寸，或用英尺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

表示。例如： 

  25 个袋子，17 英寸×4 英寸×20 英寸 （43×10×50 厘米） 

  “25 bags，17in.×4in×20in. （43×10×50 cm）”； 

  200 个袋子，20 英寸×12 英寸×2.5 英尺（50.8×30.4×76.2 厘米） 

  “200 bags， 20in. ×12in. ×2 1/2 ft. （50.8×30.4×76.2 cm）”。 

  （2）其它正方形、椭圆形、矩形或相似形状的容器，注明个数以及长、宽和深度尺寸，当深度小于

2 英寸（5.08 厘米）时不必表示。例如： 

  2 个蛋糕盘，8 英寸×8 英寸 （20.3×20.3 厘米） 

  “2 cake pans， 8in×8in. （20.3×20.3 cm）”； 

  烘烤锅，12 英寸×8 英寸×3 英寸 （30.4×20.3×7.62 厘米） 

  “roasting pan， 12in×8in×3in. （30.4×20.3×7.62 cm）”。 

  （3）圆形或者其它一般圆形的容器，除了杯子及类似物品，注明个数及直径和深度尺寸。当深度小

于 2 英寸（5.08 厘米）时不必表示。例如： 

  4 个烤盘，直径 8 英寸（20.3 厘米） 

  “4 pie pans， 8in. diameter （20.3 cm）”； 

  2 个蛋糕盘，直径 8 英寸×4 英寸 （20.3 x 10.1 厘米） 

  “2 cake pans， 8in. diameter×4in. （20.3×10.1 cm）。” 

  （b）当容器的使用功能与标签表达的该容器所能装填的物质质量或物质种类有关时，此类表达应作

为净含量的一部分，并按下述表达： 

  （1）预期用于装填液体、半固体、粘稠体、或固液混合体的容器用液体计量单位。惯用的英寸（磅）

体系表达容积应用最大的等于 231 立方英寸的美制加仑为准，及夸脱、品脱或盎司为计量单位，整数位用

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余数转换为与之相同单位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例如冷藏箱： 

  4 个，1 夸脱容积，6 吋×6 吋×4 吋（946mol 容量，15.2×15.2×10.1 厘米） 

  Example Freezer Boxes： 

  “4 boxes， 1qt.capacity， 6in×6in×4in （946mL capacity，15.2×15.2×10.1cm）”。 

  （2）预期用于装填干燥固体的容器。惯用的英寸（磅）体系表达容积应用最大的等于 2150.42 立方

英寸的美制蒲式耳为准，及配克、干夸脱和干品脱为单位，整数位用其接近的最大计量单位表示，余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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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与之相同单位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 

  例如装树叶的袋子： 

  8 个袋子，6 蒲式耳容积，4 英尺×5 英尺（211 升容积——1.21 米×1.52 米） 

  Example Leaf Bags： 

  “8 bags， 6 bushel capacity， 4 feet×5 feet （211 L capacity——1.21m×1.52m）” 

  （3）当容器比较其装填物使用更耐久时，通常表达该容器的计量单位和常规使用的容积；例如： 

  装垃圾袋的罐： 

  10 个塑料袋，2 英尺 6 英寸×3 英尺 1 英寸，适用装填量 30 加仑 （76.2 ×93.9 厘米，适用装填量

113 L） 

  Garbage Can Liners： 

  “10 liners， 2 ft. 6in×3 ft. 1in，fits up to 30 gallon cans （76.2×93.9 cm， fits up to 

113 L cans）”。 

  （c）尽管上述条款规定了容器容积的计量单位，但是某些容器，如杯子的计量单位应用个数和液体

容积表示。例如： 

  24 个杯子，6 液体盎司，容量（177mL）“24 cups， 6 fl. oz. capacity （177mL）” 

  （d）在本条款中，术语“容积”，“直径”和“流动性”是可选择使用的。  

  500.17 余数 

  （a）任何消费品内装物净含量的 SI 公制的余数表达可以仅采用十进制小数。其它的净含量，当公约

允许时（指有限小数）可采用十进制小数。公认的分数应符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

之一或三十二分之一；以下情况除外： 

  （1）如果存在固定的消费者习惯的使用并且是商业的惯例，即用不同的分数表达某种特殊商品的净

含量，该方法可以用。 

  （2）如果用码或英尺表示长度，可以出现三分之一的形式。分数应简化到最小，当采用十进制小数

时，其小数部分不应多于三位。 

  （b）在采用较大分数和整数时，如果遇到相对较小的余数，而且该较小余数在与商品的实际尺寸或

者重量存在小的偏差，又当符合了本法规第 500.25 条款的规定之一时，允许仅用较大分数和整数表达。 

  500.18  SI 公制的前缀 

  下面的图表标注的是在大量消费品标签上使用的 SI 公制的前缀： 

前缀 Prefix 符号 Symbol 因数 Multiplying Factor* 

kilo- k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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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 da ×10 

deci- d ×10
-1
 

centi- c ×10
-2
 

milli- m ×10
-3
 

micro- µ ×10
-6
 

*10
2
= 100； 10

3
 = 1000； 10

-1
 = 0.1； 10

-2
 = 0.01  

因此， 2 kg = 2×1000 g = 2000 g， and 3 cm = 3 × 0.01m= 0.03m 

*10
2
= 100； 10

3
 = 1000； 10

-1
 = 0.1； 10

-2
 = 0.01 

Thus， 2 kg = 2 × 1000 g = 2000 g， and 3 cm = 3 × 0.01m= 0.03m 

  500.19  SI 公制与英制的转换 

  （a）计算 SI 公制量值与英寸/英镑量值的转换以及英寸/英镑量值与 SI 公制量值的转换时，有、且

仅有以下单位作为参照： 

  

SI 公制和英（美）制的转换 

RICINCH/POUND CONVERSION FACTORSSI MET 

英（美）Inch/Pound 公制 Metric 

长度 Length 

1 千分之一寸= 25.4 微米 （µm）* 

1mil = 25.4micrometers （µm）* 

1 英寸 = 2.54 厘米* 

1inch = 2.54 cm 

1 英尺 =30.48 厘米* 

1 foot = 30.48 cm* 

1 码= 0.9144 米 

1 yard = 0.9144m* 

1 微米 = 0.039370 千分之一寸 

1micrometer = 0.039370mil 

1 毫米 = 0.039 370 英寸 

1millimeter = 0.039 370in 

1 厘米= 0.393 701 英寸 

1 centimeter = 0.393 701in 

1 米= 3.280 84 英尺 

1meter = 3.280 84 ft 

面积 Area 

1 平方英寸 = 6.4516 平方厘米 

1 square inch = 6.4516 c ㎡* 

1 平方英尺 = 929.0304 平方厘米* = 9.290 304 平方

1 平方厘米 = 0.155 000 平方英寸 

1 square centimeter = 0.155 000in
2
 

1 平方分米= 0.107 639 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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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米 

1 square foot = 929.0304 c ㎡* = 9.290 304 d ㎡ 

1 平方码 = 0.836 127 平方米 

1 square yard = 0.836 127 ㎡ 

1 square decimeter = 0.107 639 ft
2
 

1 平方米= 10.763 9 平方英尺 

1 square meter = 10.763 9 ft
2
 

体积或容积 Volume or Capacity 

1 立方英寸= 16.3871 立方厘米 

1 cubic inch =16.3871 cm³ 

1 立方英尺 = 0.028 316 8 立方米 = 2.83 168 立方分

米 

1 cubic foot = 0.028 316 8m³ = 2.83 168 dm³ 

1 立方码 = 0.764 555 立方米 

1 cubic yard = 0.764 555m³ 

1 液体盎司 = 29.573 5 毫升 

1 fluid ounce = 29.573 5mL 

1 液体品脱 = 473.177 毫升= 0.473 177 升 

1 liquid pint = 473.177mL = 0.473 177 L 

1 液体夸脱= 946.353 毫升= 0.946 353 升 

1 liquid quart = 946.353mL = 0.946 353 L 

1 加仑 = 3.785 41 升 

1 gallon = 3.785 41 L 

1 蒲式耳 = 35.2391 升 

1 bushel = 35.2391 L 

1 立方厘米 = 0.061 023 7 立方英寸 

1 cubic centimeter = 0.061 023 7in
3
 

1 立方分米= 0.035 314 7 立方英尺 

1 cubic decimeter = 0.035 314 7 ft
3
 

1 立方米= 35.314 7 立方英尺= 1.307 95 立

方码 

1 cubic meter = 35.314 7 ft3 = 1.307 95 yd
3
 

1 毫升 = 0.033 814 液体盎司 

1milliliter = 0.033 814 fluid oz 

1 升 = 1.05669 液体夸脱 

1 liter = 1.05669 liquid quart 

1 升 = 0.264 172 加仑 

1 liter = 0.264 172 gallon 

1 干品脱 = 550.610 5 毫升 

1 dry pint = 550.610 5mL 

1 干夸脱 = 1.101 221 升 

1 dry quart = 1.101 221 L 

1 干配克= 8.809 768 升 

1 dry peck = 8.809 768 L 

重量或质量 Weight or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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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盎司 = 28.349 5 克 

1 ounce = 28.349 5 g 

1 磅= 453.592 克＝0.453 592 千克 

1 pound = 453.592 g = 0.453 592 kg 

*表示准确（许用）的。（* Exactly） 

注：为了准确，小数精确到 6 位数。 

Note： These conversion factors are given to six 

significant digits to provide such accuracy when 

necessary 

1 毫克 = 0.000 035 274 盎司= 0.015 432 4

格令 

1milligram = 0.000 035 274 0 oz = 0.015 432 

4 grain 

1 克 = 0.035 274 0 盎司 

1 gram = 0.035 274 0 oz 

1 公斤 = 2.204 62 磅 

1 kilogram = 2.204 62 lb 

  （b）SI 公制的表示应保留 3 位数字，除了数值小于 100 的克、毫升、厘米、平方厘米或立方厘米。

可以用 2 位数字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小数点最后一位的零不必表达。例如： 

  “1 磅（453 克）”不用“1 磅（453.592 克）” 

  “1 lb （453 g）" not "1 lb （453.592 g）”； 

  “净重 2 盎司（56 克）”或“净重 2 盎司（56.6 克）”不用“净重 2 盎司（56.69 克）” 

  “Net Wt. 2 oz （56 g）”or“Net Wt 2 oz （56.6 g）”not“Net Wt. 2 oz （56.69 g）”。 

  500.20 显著的净含量声明 

  净含量声明的表达必须显著和采用清晰易读的加粗字体或明显区别于包装上的其它信息的印刷方式

（通过印刷样式、版式设计、色彩表现以及凸版印刷或模压成型方法），除非净含量声明是通过吹制、模

压或注塑成型于一个玻璃或塑料的表面，且当所有标签信息均以此方式形成于该表面时，是可允许的。 

  500.21 主要展示面的面积与字体尺寸的关系 

  （a）净含量声明应用文字和数字表示，文字和数字的尺寸应取决于包装或商品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

并且所有相同的包装或商品其定义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应完全统一，为此目标“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定义

为具有主要展示面的产品的侧面或表面的面积，除了顶部、底部、顶部边缘和罐头的底部，瓶肩、瓶颈和

瓶口。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应： 

  （1）在包装或商品为长方形的情况下，一个完整的面可以视为主要展示面，其面积为该面的宽与高

的乘积； 

  （2）在容器或商品为圆柱形或近似圆柱形的情况下，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应为容器或商品的高度的 40％

乘以圆周的长度； 

  （3）当容器或商品为其它形状时，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应为容器或者商品表面积的 40％；但条件是，

该表面为此容器或者商品的明显的“主要展示面”，例如三角形或者椭圆形容器的顶部，则其面积应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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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顶部面积构成。 

  （b）上述内容定义了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而字体大小与展示示面积的关系应依据以下规定： 

  （1）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等于或小于或 5 平方英寸（32.2 平方厘米），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1/16

英寸（1.5 毫米）。 

  （2）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大于 5 平方英寸（32.2 平方厘米）但小于 25 平方英寸（161 平方厘米），

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1/8 英寸（3.1 毫米）。 

  （3）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等于或大于 25 平方英寸（161 平方厘米）但小于 100 平方英寸（6.45

平方分米），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3/16 英寸（4.7 毫米）。 

  （4）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等于或大于 100 平方英寸（6.45 平方分米），字体的高度不小于 1/4

英寸（6.35 毫米）；除此之外，如果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大于 400 平方英寸（25.8 平方分米），则

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1/2 英寸（12.7 毫米）。 

  （c）当净含量声明是通过吹制、模压或注塑成型于一个玻璃或塑料的表面，而未采用印刷、打印或

彩印的情况下，则字体大小应在本条款（b）段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1/16 英寸（1.5毫米）。 

  （d）字体的高度指大写或大写的首字体。当混合使用大、小写字体或全部使用小写字体时，小写字

体“o”或与其相同的字体高度应达到最低标准。 

  （e）字体高度和宽度的比例不应该超过三比一 （高度不应超过宽度的三倍）。 

  （f）当用分数表示，则每个组成部分应达到最低高度标准的一半。 

  （g）本条款关于字体大小的规定，对于“e”标志 （“e” mark）不适用。（详见 500.6（b）.） 

  （h）当国际单位制（SI metric）符号混合使用大、小写字体或全部使用小写字体时，则小写字体“d”，

大写字体“L”或与其相同的字体，在印刷或打印时，其高度应达到最低要求。其它字体和指数应使用与

上述字体相同的规格和比例。无论如何，所有字体的高度都不应小于 1.6 毫米（1/6 英寸）。 

  500.22 缩写词 

  在必需的净含量声明中，仅允许使用以下缩写词： 

英寸 Inch in. 磅 Pound lb. 

英尺 Feet or foot ft. 夸脱 Quart qt. 

流体 Fluid fl. 平方 Square sq. 

液体 Liquid liq. 重量 Weight wt. 

盎司 Ounce oz. 码 Yard yd. 

加仑 Gallon gal. 英两 Avoirdupois avdp. 

品脱 Pint pt. 立方 Cubic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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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可选择（节）点和复数形式。 

  500.23 国际单位制的内装物净含量的表达 

  （a）就国际单位制前的数值而论，选择整数或小数表达应适合于国际单位进制的 1 到 1000 之内的（3

位数）数字表达。除非当长度小于 100 厘米时，厘米或毫米习惯上的用法。例如： 

  用“1.96 千克”（"1.96 kg"）而不用 “1960 克”（"1960 g"）； 

  用“750 毫升”（"750mL"）而不用 “0.75 升”（"0.75 L"）。 

  （b）在必需的净含量声明中，仅允许使用以下国际单位制符号： 

厘米 centimeter cm 立方米 cubic meter m³ 

立方厘米 cubic centimeter cm³ 千克 kilogram kg 

立方分米 cubic decimeter dm³ 微米 micrometer µm 

米 meter m 克 gram g 

毫克 milligram mg 毫米 millimeter mm 

升 liter L or l 平方米 square meter ㎡ 

毫升 milliliter mL or ml 平方厘米 square centimenter c ㎡ 

平方分米 square decimeter d ㎡     

  注：除“升”以外，其它符号均不应使用大写形式。所有符号后都不应加（节）点。所有符号书写时

都要使用单数形式。 

  500.24 补充说明 

  根据本法规本部分的规定，除主要展示面均可以添加补充说明，应用非欺骗性的术语描述内装物净含

量：条件是，该净含量的补充说明的描述不应采用倾向于夸大包装中的商品含量的一系列重量或质量、尺

寸或数量的描述（例如，禁止的：“大型夸脱” "Giant Quart"、 “超大升” "Jumbo Liter"、“满加

仑” "Full Gallon"、“在包装时” "When Packed"、“最小” "Minimum"或类似的措辞）。规定的货物

净重量的组合表述（例如，净含量合并件数的组合，件数合并商品尺寸的组合等等）不视为净含量的补充

说明，应标注在主要展示面上。稀释指导或其它类似的使用说明也不视为净含量的补充说明，也应标注在

主要展示面上。符合法令 5（c）（1）条款规定的尺寸也应标注在主要展示面上。 

  500.25 净重量、平均重量和允许偏差 

  （a）内装物净含量声明应准确表达容器内的商品量，不包括包装物以及其它包装材料自身的重量：

倘若，包装容器内含有旨在释放商品的推进物质（压缩气体），则净含量应按使用说明的操作之后，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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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释放的内装净含量进行陈述。该推进物质也应在内装物净含量声明中陈述。 

  （b）商品在洲际贸易中，在很多正常的良好分销过程中，由于该物品常规或惯例的暴露在外，而无

法避免的引发重量或质量或尺寸的改变。由此而产生的，与其陈述的重量或质量或尺寸的偏差是允许的。 

  （c）在良好的包装运作过程中，由于不可避免的测量误差而导致的某个单件包装的重量或质量、尺

寸、数量与标注的重量或质量、尺寸、数量的偏差是允许的。但是，该偏差应不超过以下界定：不允许运

输或其它配送物品包装中净含量平均值低于标注的净含量。不允许任何包装存在不合理的规定数量的短

缺，即使同一批运送的其它货物的重量可以补足该短缺。此外，上述变化与原规定的含量不应无理由的过

大。 

  500.26 用量、用途和用法的描述 

  （a）任何包装了消费品的标签具有关联该消费品含量的用量、用法或用途的陈述，应直接紧随其后，

应用重量或质量，尺寸或数量的规定术语，以同样尺寸的字体陈述。倘若，陈述表达的用量或许与规定的

净含量的术语不同（如：一杯的量，一勺的量等等），则该表达（与规定术语不同）的常用量不应在任何

特定环境中引发任何的误解。 

  （b）描述的某些对象，单件或多件商品的总量可能的使用是（人们）习惯的，如果该总量是重量或

质量、尺寸或数量明确的标准计量单位，则不必陈述用量、用法或用途。 

  （c）如果属于商务部根据 15 CFR 第 10 部分制定的自愿产品标准，其中在数量上定义了特定消费商

品的用量、用法或用途，则包装的消费品标签的用量、用法或用途应与该定义符合一致。 

  已出版的标准可从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得到，商务部，华盛顿特区，20899。 

  500.27 组合包装 

  （a）组合包装指预期用于销售的包装，该包装包含 2 个或以上的包装或贴附标签的单件并且具有相

同量的相同商品。组合包装的内装物净含量声明应符合以下规定： 

  （1）包装或贴附标签的单件的数量； 

  （2）包装或贴附标签的单件的重量；和 

  （3）组合包装的总重量。例如： 

  肥皂：6 块，净重 3.4 盎司（96.3 克），总净重 1 磅 4.4 盎司（578 克） 

  “Soap bars：6 Bars， Net Wt. 3.4 ozs. （96.3 g）each， Total Net Wt. 1 lb. 4.4 oz. （578 

g）”； 

  面巾纸：10 包，每包 25 片双层巾，9.7 吋×8.2 吋（24.6×20.8 厘米），共 250 张 

  “Facial Tissues：10Packs，each2 two-ply tissues， 9.7in×8.2in.（24.6×20.8 cm），Total 

250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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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当组合包装中的单件具有包装或标签并且预期将单件分开用于销售时，则标签应符合本法规本

部分适用于该包装的规定。 

  （c）组合包装中如果包含无标签的单件，当不计划将其分开零售，则包装内装物净含量声明可以表

达组合包装的总净含量，不表达内包装，以此替代本条款（a）的要求。在本法规未规定的情况下，此类

组合包装可选择性的表达组合包装中单件包装的数量。例如： 

  除臭块：5 块，每块净重 4 盎司（113 克），总净重 1.25 磅（566 克）；或： 

  5 块，总净重 1 磅 4 盎司（566 克）； 

  Deodorant Cakes：“5 Cakes， Net Wt. 4 ozs. （113 g）each， Total Net Wt. 1.25 lb. （566 

g）”或： 

  “5 Cakes， Total Net Wt. 1 lb. 4 ozs. （566 g）”。 

  肥皂包：10 包，每包净重 2 盎司（56.6 克），总净重 1.25 磅（566 克）；或： 

  净重 1 磅 4 盎司（566 克）；或： 

  10 包，总净重 1 磅 4 盎司（566 克）； 

  500.28 多样包装 

  （a）多样包装指预期用于销售的包装，该包装包含 2 个或以上单件包装或单元的相似但不相同的商

品。该商品大致相同，但重量或质量、数量、体积、外观上有所不同或品质相似但有所不同。内装物净含

量声明适合于变化的包装，其表达按以下规定： 

  （1）每种完全相同的商品的数量后面要注明该商品的重量或质量，体积或尺寸；和 

  （2）多样物品包装的总量：重量或质量、体积、尺寸和数量。在净含量的表达中，总量的陈述应在

最后一项，不应比其它表达术语更显著。例如： 

  （i）2 块海绵，4 ½英寸×4 英寸×¾英寸（11.4厘米×10.1 厘米×1.9 厘米）；1 块海绵，4½英寸×

8 英寸×¾英寸（11.4 厘米×20.3 厘米×1.9 厘米）；4 块海绵 2½英寸×4 英寸×½英寸（6.3 厘米×10.1

厘米×1.2 厘米），共计：7 块海绵； 

  “2 sponges 4 1/2ins.×4ins.×3/4in. （11.4 cm×10.1 cm×1.9 cm）； 1 sponge 4 1/2ins.

×8ins.×3/4in. （11.4 cm×20.3 cm×1.9 cm）； 4 sponges 2 1/2ins.×4ins.×1/2in.（6.3 cm×

10.1 cm×1.2 cm）Total： 7 sponges”。 

  （ii）2 块肥皂，每块净重 3.2 盎司（90 克）；1 块肥皂净重 5.0 盎司（141克）。共计：3 块肥皂，

净重 11.4 盎司（323 克）； 

  “2 soap bars Net Wt. 3.2 ozs. （90 g）each； 1 soap bar Net Wt. 5.0 ozs. （141 g）. Total： 

3 bars Net Wt. 11.4 ozs. （32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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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液体皮鞋上光剂：棕色的 1 件，3 液体盎司 （88 毫升）；黑色的 1 件，3 液体盎司 （88 毫

升）；白色的 1 件，5 液体盎司 （147 毫升）。共计：11 液体盎司 （325 毫升）； 

  “Liquid Shoe Polish：1 Brown 3 fl. ozs. （88mL）； 1 Black 3 fl. ozs. （88mL）； 1 White 

5 fl. ozs. （147mL）. Total： 11 fl. ozs. （325mL）”。 

  （iv）野餐器皿：34 只勺子；33 只叉子；33 把刀。共计 100 件； 

  “Picnic Ware：34 spoons； 33 forks； 33 knives. Total： 100 pieces.”。 

  （b）当多样包装中的单件具有包装或标签并且预期分开用于销售时，则标签应符合本法规本部分适

用的规定。 

  500.29 合并包装 

  （a）合并包装指预期用于销售使用的包装，该包装包含 2 个或以上的单件包装或单元，而且不相同

的商品。合并包装净含量声明的表达应包括重量或质量、体积、尺寸或件数、单件包装或单元的组合，但

相同包装或单元的商品应将其重量组合在一起表达。例如： 

  （1）打火机油和打火石：2 罐--每罐 8 盎司（236 毫升）；1 包--8 块打火石； 

  “Lighter fluid and flints：  2 cans--each 8 fl. ozs. （236mL）； 1 package--8 flints.”。 

  （2）海绵和清洗液：2 块海绵，每块 4 吋×6 吋×1 吋（10.1×15.2×2.5 厘米）；一盒清洗液-净重

6 盎司（170 克）； 

  “Sponges & Cleaner： 2 sponges each 4in.×6in.×1in. （10.1×15.2×2.5 cm）； 1 box 

cleaner--Net Wt. 6 ozs. （170 g）”。 

  （3）野餐盒：20 把勺子，10 把刀子，10 把叉子，102 层餐巾纸，单位面积为 10×10 吋（25.4×25.4

厘米）10 个杯子--6 液体盎司 （177 毫升）； 

  “Picnic Pack： 20 spoons， 10 knives and 10 forks， 10 2-ply napkins 10ins.×10ins. （25.4 

×25.4 cm）10 cups--6 fl. ozs. （177mL）”。 

  （b）当合并包装中的单件具有包装或标签并且预期分开用于销售时，则标签应符合本法规本部分适

用的规定。 

  第 501 部分 

  对第 500 部份中规定的要求和禁止的免责 

  PART 201-EXEMPTIONS FROM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UNDER PART 500 

  2000 年 1 月 1 日修订 

  501.1 照相机胶片 Camera film 

  501.2 圣诞树装饰物 Christmas tree orn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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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 真空清洁器的替换袋 Replacement bags for vacuum cleaners. 

  501.4 麂皮 Chamois 

  501.5 纸制的桌布、床单、枕头套 Paper table covers， bedsheets， pillowcases 

  501.6 纤维素海绵体、不规则形状 Cellulose sponges， irregular dimensions. 

  501.7 蜡烛 Candles 

  501.8 焊料 Solde 

  第 501.1 照相机胶片 

  用于零售的、已经完成包装和标签的照相机胶片，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 条关于内装物净含量声明要求

的制约，该条款规定了消费商品的尺寸表述方法，但条件是： 

  （a）电影胶片和大批量定画影片包装上的内装物净含量应用其中可用的胶片长度表示。 

  （b）照片胶卷包装上的内装物净含量应用其中的胶片所提供的底片数量来表示。每个独立底片的长

度和宽度应用毫米或英寸来表示，该表述方式可选择使用。例如： 

  36 张底片，36×24 毫米，或者 12 张底片，2 1/4 ×2 4/1 英寸 

  "36 exposures， 36× 24mm. or 12 exposures， 2 1/4 ×2 1/ 4inches". 

  第 501.2 条 圣诞树装饰物 

  圣诞树装饰物。用于零售的、已经完成包装和标签的圣诞树装饰物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 条关于内装物

净含量声明要求的制约，该条款规定了消费商品的计量表述方法，该条款详细说明了消费商品内装物净含

量的表述方法，但条件是： 

  （a）内装物含量应表示为所含装饰物的件数；并且 

  （b）装饰物的包装应让消费者在购买期间能清晰明显的辨别出来。 

  [35 FR 9108， June 12， 1970] 

  第 501.3 真空清洁器的替换袋 

  用于零售的、已经完成包装和标签的真空吸尘器的替换袋，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15a 条要求的制约，

该条款规定了容器类商品的计量表述方式，但条件是： 

  （a）内装物含量应表达所含替换袋的件数； 

  （b）在包装主要展示面的说明上应准确的声明真空清洁器的品牌、型号，内置的替换袋预期的有效

功能。 

  （c）除了本章 500.5部分的规定外，替换袋的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点也应表达

在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 

  [35 FR 10510， June 27，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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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01.4 条 麂皮 

  用于零售的、已经完成包装和标签的麂皮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13 部分要求的制约，该条款规定了日

用商品表面积的尺寸表述方式，但条件是： 

  （a）整皮的净含量要用平方英尺来表示，余数转换为平方英尺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 

  （b）剪裁成任何形状的皮革净含量应用平方英寸和其分数形式来表示。剪裁皮革的面积至少为一平

方英尺或以上的，应在平方英寸的说明之后注上括号，括号内表示为平方英尺，余数转换为平方英寸或平

方英尺的分数或十进制小数。 

  [35 FR 19572， Dec. 24， 1970] 

  第 501.5 条 纸制桌布、床单、枕套 

  由纸加工而成的桌布、床单、枕套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12 部分要求的制约，该条款规定了二维消费

商品尺寸的表述方式，但是这类日用商品应用英寸清晰的表达实际长度和宽度。[35 FR 19077， Dec. 17， 

1970] 

  第 501.6 条 纤维体海绵，不规则形状 

  不规则形状的纤维体海绵的多样包装方式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2 部分要求的制约，但条件是： 

  （a）这样的海绵应用透明包装袋包装，避免用肉眼辨别出不同的尺寸、形状和不规则程度；而 

  （b）内装物净含量的说明应将件数和不规则形状这个术语结合起来。例如： 

  “10 个混合型海绵－不规则形状” 

  "10 Assorted Sponges--Irregular dimensions." 

  第 501.7 条 蜡烛 

  由手工浸制或模具压制生产的、锥形蜡烛以及不规则形状的装饰性蜡烛，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7 部分

要求的制约，该条款规定内装物净含量要用个数和尺寸来表示（例如长度和直径），这类蜡烛的直径是不

须注明的。用件数和英寸来表示长度或高度也符合 500.7 对这类蜡烛的要求。 

  第 501.8 条 焊料 

  用于零售的、已经完成包装和标签的含有贵重金属的焊料和铜焊合金，可以不受本章第 500 部分要求

的制约，该部分规定所有的重量说明应表示为英制的磅和盎司，当净含量声明使用金衡（制）的磅和盎司，

则每件净含量声明均用金衡（制）。 

  第 502 部分 

  502.1             本法规本部分的范围 

  502.2             术语定义 

  502.3             禁止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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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502.99       包装规格大小的评定〔保留〕 

  502.100          “折扣价格”表示 

  502.101           起始价 

  502.102           经济型规格 

  502.1 本法规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对消费商品标签上有关包装规格描述的使用、零售价格的表述以及普通名称和成分清单进行了

规定。 

  502.2 术语定义 

  在本部分中应用，除非另有特殊规定： 

  （a）术语“法令”、“法规”或“一系列法规”、“消费商品”、“包装”、“标签”、“人”、

“商业”、“主要展示面”和“随机包装”，与本章第 500 部分中规定的术语含义相同。 

  （b）术语“包装商”、“标签商”指的是，在商业经营中从事任何消费商品的包装操作或粘贴标签

的任何人或在商业经营中从事任何完成包装或标签的销售商品的销售、配送的任何人，任何人不包括雇佣

的普通承运商、雇用的契约承运商或雇用的货物运输公司，而从事消费商品批发或销售的人除外，除非这

些人： 

  （1）从事该消费商品的包装操作或者粘贴标签的工作，或者 

  （2）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对该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进行规定或说明。 

  （c）术语“普通的（ordinary）”、“惯有的（customary）”和“正规的（regular）”，在和术

语“价格 price”一起使用时，指的是某个消费商品在最近、最频繁的销售过程中，在某个特定市场或者

贸易区公开和主导的销售价格，且这种销售已经实际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 30 天的周期内。

对于价格浮动的消费商品来说，其普通、通常价格是指在前述的 30 天周期里，大量货物出售时的最低实

际价格。 

  502.3 禁止条例 

  （a）如果消费商品的包装或应用的标签不符合法令和本法规本部分的规定，则不允许任何人在商业

经营中从事该消费商品的包装操作或粘贴标签，以及该消费商品的销售、配送，或促成该消费商品的经营。

（任何人——不包括雇佣的普通承运商、雇用的契约承运商或雇用的货物运输公司） 

  （b）任何人从事消费商品批发或销售应受法令和本法规本部分的制约，界限在于这些人经营的消费

商品采用了包装或标签，或者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对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进行了规定或说明。  

  502.4-502.99 包装规格大小的描述 [保留] 

  502.100 “折扣价格（Cents-off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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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术语“折扣价格”（cents-off）说明指的是任何由“折扣价格”字样或者类似含义词语组成的

印刷内容，它出现在某个装有消费商品的包装上或粘贴于这类日用商品的标签的上面，陈述或含有此种商

品以低于通常且习惯的零售价格进行出售的含义。 

  （b）除了本章第 502.101 部分规定的情况，包装商和标签商不应在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上印上“折

扣价格”说明，除非： 

  （1）包装商或标签商已经把日用商品以通常且习惯的价格，在最近且最频繁的商业流通中售出，而

在该销售的贸易区中进行了“折扣价格”促销。在此促销活动中，包装商或标签商以非零售的方式出售进

行买卖交易，或以零售的方式出售给公众。 

  （2）包装商或标签商在出售该标签的日用商品时，（在此促销活动中，包装商或标签商或者以非零

售的方式出售进行买卖交易，或者以零售的方式出售给公众）其价格比通常和习惯的价格要低，而降低幅

度至少等于包装或标签上“折扣价格”的折扣幅度。 

  （3）每一个印在包装或标签上的“折扣价格”说明仅限于使用一条短语，该短语应反映出零售商标

注的价格比零售商的通常价格减少的数量，例如：“标注的价格低于通常价格  ”，“标注的价格低于

这种包装的通常价格  ”；而包装或标签另外可以在标注通常价格的地方绘制一个表格，该表格留有标

注“通常价格”、“折扣价格”和顾客应付价格的空间。 

  （4）零售消费商品的包装商或标签商应出示商品的通常价格，此价格应标注为“正规价格（regular 

price）”，而且要清晰、明显的表达在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上，或标识、海报、货架标记上。这些标

记应放置在印有“折扣价格”商品的零售陈列品临近的位置上。非零售的包装商或标签商，应给零售商提

供标识、海报、货架标记或其它图表，来清晰、明显地将通常价格展示给零售商，此价格要被标注为“通

常价格（regular price）”，且该标记应直接邻近印有“折扣价格（cents-off）”消费商品的位置摆放。 

  （5）包装商或标签商： 

  （i）在同一销售区域内，任何一种同一规格的消费商品在 12 个月内不应进行三次以上的“折扣价格”

促销活动； 

  （ii）在某个特定销售区域内，任何一种特定规格包装或标签的商品的“折扣价格”促销活动应至少

间隔 30 天进行；并且 

  （iii）在一个销售区域内，任何一种贴有该标签的特定规格的商品在 12 个月内不能持续销售超过 6

个月。 

  （6）在任何 12 个月的时间段内，包装商或标签商在某个区域销售任何该标签的同一规格的商品时，

其数量不应超过同一销售区域、同种规格商品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包装商或标签商可以使用历年、财政年

度或市场年度来规定这 12 个月的时间段，而本条款（b）（6）与（b）（5）段中实行的周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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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销售量比当年的预测销售量少的情况下，量的限制可以以当年销售预测为基础来计算，但也不应超

过前一年销售量的百分之五十。 

  （c）包装商或标签商知道或应懂得“折扣价格”促销不应使用任何手段形成欺诈或妨碍价格比较，

例如，未按照其标注的减少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或者零售商未在标有“折扣价格”产品的展示位置

标注正规价格。作为本规则，不应解释为允许或宽容包装商或标签商在向公众销售的场合不符合规定的调

整或维持零售价格。 

  （d）发起“折扣价格”促销活动的包装商或标签商应准备并持有发票或者其它记录来证明他们的行

为符合本部分的规定。本部分要求的发票或其它记录，应对委员会授权代表进行的适时检查保持公开，并

且应保留到进行促销活动当年年底之后的一年（历年、财政年度或市场年度）。 

  [36 FR 23057， Dec. 3， 1971] 

  502.101 起始价 

  （a）术语“起始价”（"introductory offer"）指的是任何由“起始价”字样或类似含义词语组成

的印刷内容，它出现在某个装有新消费商品的包装上或粘贴于这类新的消费商品的标签上面，陈述或含有

此种新消费商品的零售价格低于预期的通常和习惯的零售价格的含义。 

  （b）包装商或标签商不应在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上印有“起始价”字样，除非： 

  （1）包装内的产品是全新的，在某一方面有功能性的重大且大量的改变，或者第一次进入销售区域。 

  （2）包装商或标签商应在每个货品的包装或标签上清晰、明显地标注出短语“起始价”。 

  （3）在一个销售区域内，包装商或标签商不应将贴有该标签的任何消费商品持续销售超过 6 个月。 

  （4）在进行“起始价”促销活动期间，包装商或标签商要诚实的提供消费商品，而在持续的“起始

价”促销活动以后，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预期的通常和习惯价格进行供货。 

  （c）除段落（b）中规定的要求以外，包装商或标签商不应在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上印上“折扣价

格”字样来代表起始价格，除非： 

  （1）包装商或标签商要清晰、明显地在“起始价”字样后面直接印上“起始价促销后价格优惠-----

了”。 

  （2）包装商或标签商在出售该标签的消费商品时，（在此促销活动中，包装商或标签商或以非零售

的方式出售进行买卖交易，或以零售的方式出售给公众）其价格应比预期的通常和习惯价格低，而降低幅

度至少等于包装或标签上“起始价”的折扣幅度。 

  （d）包装商或标签商知道或应懂得“折扣价格”说明的“起始价”促销不应使用任何手段形成欺诈

或妨碍价格比较，例如，未按照其标注的减少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作为本规则，不应解释为允许或

宽容包装商或标签商在向公众销售的场合不符合规定的调整或维持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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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发起“起始价”促销活动的包装商或者标签商应准备并持有发票或者其它记录来证明他们的行

为符合本部分的规定。本部分要求的发票或其它记录，应对委员会授权代表进行的适时检查保持公开，并

且应保留到进行起始价活动当年之后的一年。 

  502.102 经济型规格 

  （a）术语“经济型规格”（economy size）指的是任何由“经济型规格”（"economy size，"）、

“经济型包装”（"economy pack，"）、“便宜型包装”（"budget pack，"）、“便宜型规格”（"bargain 

size，"）、“实惠规格”（"value size，"）字样或者类似含义词语组成的印刷内容，它出现在装有某

种消费商品的包装上或粘贴于这种日用商品的标签上面，陈述或含有由于此种包装的规格或内装物数量的

原因，在零售价格上给消费者予优惠的含义。 

  （b）消费商品的包装或标签上不能印有“经济型规格”说明，除非： 

  （1）包装商或标签商同时为同一个商标的这类消费商品提供至少一种以上的其它包装规格或标签形

式。 

  （2）包装商或标签商对于标签上贴有“经济型规格”说明的该商标的消费商品，只提供一种包装或

标签形式。 

  （3）包装商或标签商在销售标签上贴有“经济型规格”说明的消费商品时（在此促销活动中，包装

商或标签商或者以非零售的方式出售进行买卖交易，或者以零售的方式出售给公众），每个单位的重量、

体积、尺寸或者数量的价格都要比其它所有同时提供的同一商标的、包装过、贴有标签的产品的实际单位

价格应大幅降低，不小于 5％。 

  （c）包装商或标签商知道或应懂得“经济型规格”促销不应使用任何手段形成欺诈或妨碍价格比较，

例如，未按照其标注的减少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作为本规则，不应解释为允许或宽容包装商或标签

商在向公众销售的场合不符合规定的调整或维持零售价格。 

  （d）发起“经济型规格”促销活动的包装商或标签商应准备并持有发票或者其它记录来证明他们的

行为符合本部分（b）段的规定。本部分要求的发票或其它记录，应对委员会授权代表进行的适时检查保

持公开，并且应保留一年。 

  第 503 部分 

  503.1 阐述 

  503.2 符合《销售包装和标签法令》规定下的特定商品的情况 

  503.3 制造商、包装商和分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址 

  503.4 内装物的净含量，用数字计件 

  503.5 《销售包装和标签法令》第 10（a）部分中规定的“消费商品”的定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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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 包装商的义务：不赋予印有零售价格说明的包装予可行性 

  503.1 阐述 

  此章节中第 500、501和 502 部分中的法规在实施中是必定普遍的，且正式规定的要求、政策的陈述

或解释应交到委员会秘书处决议。政策的陈述或解释中对于委员会进行约束的内容将出版在《联邦公报》

中。然而不涉及政策范围内的技术性问题由工作人员给予答复。 

  [36 FR 23058， Dec. 3， 1971] 

  503.2 符合《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定下的特定商品的情况 

  最近提交到委员会的有关某些物品、产品或消费商品是否包含在《销售包装和标签法》10（a）部分

中的消费商品术语的定义内，这些问题已经按照委员会对于本部分 503.5 规定的术语的解释进行了讨论，

见下文： 

  （a）委员会认为，下列日用商品或日用商品的种类不在法令规定的“消费商品”中： 

  防冻剂                       Antifreeze.  

  人造花卉及配件               Artificial flowers and parts. 

  汽车附件                     Automotive accessories. 

  汽车化学物品                 Automotive chemical products. 

  汽车替换零件                 Automotive replacement parts. 

  自行车轮胎和内胎             Bicycle tires and tubes. 

  书籍                         Books. 

  刷子 （刚毛、尼龙等。）.       Brushes （bristle， nylon， etc.）. 

  扫帚和拖把.                  Brooms and mops. 

  照相机                       Cameras. 

  陶瓷器                       Chinaware. 

  圣诞灯饰                     Christmas light sets. 

  香烟打火机                   Cigarette lighters. 

  晾衣夹（木制、塑料）.          Clothespins （wooden， plastic）. 

  粉盒和镜子.                  Compacts and mirrors. 

  日记本和日历.                Diaries and calendars. 

  花种.                        Flower seeds. 

  鞋类.                        Footwear. 

  园艺工具.                    Garden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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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品结和礼品带.              Gift ties and tapes. 

  玻璃制品和玻璃器具           Glasses and glassware. 

  手套 （工作用的）.           Gloves （work type）. 

  贺卡                        Greeting cards. 

  手用工具.                    Hand tools. 

  手工艺品和缝纫用的细线.       Handicraft and sewing thread. 

  五金器具.                    Hardware. 

  家庭用的烹饪器具             Household cooking utensils. 

  墨水.                       inks. 

  珠宝类                      Jewelry. 

  行李箱.                      Luggage. 

  磁性录音带                 magnetic recording tape. 

  金属桶.                    metal pails. 

  机油（汽车用）              motor oil （automobile）. 

  老鼠和捕鼠夹.              mouse and rat traps. 

  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s. 

  绘画和装饰在墙上用的金属或瓷片.  Paintings and wall plaques. 

  相册                        Photo albums. 

  图画                        Pictures. 

  塑料桌布、塑料摆件和塑料纸架.  Plastic table cloths， plastic placement and plastic shelf 

paper. 

  橡胶手套（家庭）.             Rubber gloves （household）. 

  安全设备照明灯.             Safety flares. 

  保险锁.                     Safety pins. 

  学习用品.                   School supplies. 

  缝纫用的附件产品.           Sewing accessories. 

  银器、不锈钢器具和锡制器具  Silverware， stainless steelware and pewterware. 

  轻武器弹药                 Small arms ammunition. 

  吸烟管道.                  Smoking pipes. 

  纪念品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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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用品                   Sporting goods. 

  玩具                       Toys. 

  打字机色带                 Typewriter ribbons. 

  木制用具                   Woodenware. 

  （b）委员会认为，下列日用商品或日用商品的种类属于法令规定的“消费商品”定义范畴： 

  粘合剂和密封胶                 Adhesives and sealants. 

  铝箔质地的烹饪器具             Aluminum foil cooking utensils. 

  铝制包裹                       Aluminum wrap. 

  照相器材供应品.                Camera supplies. 

  蜡烛                          Candles. 

  圣诞装饰品.                    Christmas decorations. 

  绳索.                          Cordage. 

  一次性尿布.                    Disposable diapers. 

  干电池.                        Dry cell batteries. 

  照明用的灯泡.                  Light bulbs. 

  除了供暖和烹饪用的液化石油气    Liquified petroleum gas for other than heating and cooking. 

  家庭用润滑剂                   Lubricants for home use. 

  成像化学药品.                  Photographic chemicals. 

  压敏型胶带（不包括礼品带）.     Pressure sensitive tapes， excluding gift tapes. 

  焊料.                          Solder. 

  家庭用的溶剂和清洗液体          Solvents and cleaning fluids for home use. 

  海绵和麂皮                     Sponges and chamois. 

  家庭用的石蜡                   Waxes for home use. 

  503.3 制造商、包装商和分销商的名称和营业地址 

  本章 500.5 部分中规定的制造商、包装商和分销商的名称的阐述，下列内容代表了委员会的意见： 

  （a）大批量产品的制造商将其产品提供给包装承包商，并且允许包装承包商对其大批量产品进行包

装，如果包装承包商只对该产品提供包装填充和贴标签的工作，则制造商仍然是该消费商品的制造商。 

  （b） 

  （1）大批量产品的制造商将其产品提供给包装承包商，但是允许该包装商通过添加任何改变该产品

名称的物质对产品进行调整，则制造商不再是消费商品的制造商。在这一点上，如果产品的制造商选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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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商品标签上使用其名字，则应为“由  经销”（"Distributed by   "）或“为——制造”

（"Manufactured for   "） 

  （2）如果包装承包商，比如在喷雾剂中增加了助推剂或在涂料中添加了溶剂，或掺杂了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成分，或改变了其物理状态，如液体变为胶状或半固体变为固体，则包装承包商接收到的大批量的

物质的名称就改变了。 

  （c）根据本章第 500.5（a）部分的规定，个人或公司给包装承包商提供了一套配方和（或）详细的

说明，但是没有参与消费商品的实际生产，则个人或公司不是该消费商品的制造商。无论提供该套配方或

详细说明或二者兼顾的个人或公司是否也同样提供了原材料用以产品生产的再加工、混合或改良，此规定

均实际有效。 

  （d）某公司完全拥有其制造子公司，而其子公司有着分开独立的公司名称，则某公司不是由其子公

司生产出来的消费商品的生产商。如果这家公司决定在商标上使用自己的名字，则这家公司必须将其名字

进行限定。例如：“  生产”（"Manufactured for   "），“由  分销”（"Distributed by   "）

或者“由  生产（某厂商，城市，州县，邮编，某公司的子公司）” "Manufactured by   （XYZ，

inc.， City， State， Zip Code， a subsidiary of ABC，inc.）" 

  [34 FR 4956，mar. 7， 1969， as amended at 34 FR 11199， July 3， 1969] 

  503.4 内装物的净含量，用数字计件 

  依据第 500.6 和第 500.7 部分以件数来表述净量的规定，解释如下： 

  （a）某种消费商品只适用件数和重量、体积、面积或尺寸来计量时，则本法规不要求将其净量用“一

个”（"one"）来表示，但商品的名称表达中要清晰地表示出包装中所含物品只有一个单位。因此，单位

纤维体海绵、单位照明用灯泡以及单位干电池，不需要如“一块海绵”（"one sponge，"）、“一只灯泡”

（"one light bulb，"）或者“一节干电池”（"one dry cell battery." ）的净量声明。但有规定要求

时，仍有必要提供净量声明来详细说明其重量、体积、面积或者尺寸。例如，包装过的纤维体海绵，要求

其尺寸表达为“5 英寸×3 英寸×1 英寸”（"5in.×3in. ×1in." ）。一个多样包装或者包含 2 个或 2

个以上单位的同种消费商品的包装，应按要求标注上件数、重量、体积、面积或尺寸形式的净量声明。当

必要时，此种表达不排除在一个单独包装的消费商品上列举出单位数量的选择。 

  （b）[保留] 

  503.5《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10（a）部分中规定的“消费商品”的定义的解释 

  （a）《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10（a）部分中把消费商品术语定义为 4 个种类；即是： 

  （1）所有食品、药品、器械或化妆品； 

  （2）通过零售或分销代理的途径出售的、通常以消费为目的而生产或经营的任何性质或种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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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商品或其它物品。 

  （i）用于个人的消费，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ii）用于个人的护理使用，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iii）在家政服务中为个人提供服务，通常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或是消耗在过程中。 

  （b）第 10（a）部分中不包括： 

  （1）肉、家禽和烟草 （meats， poultry， and tobacco） 

  （2）动物使用的经济药物和生物药剂  （economic poisons and biologics for animals，） 

  （3）处方药  （prescription drugs，） 

  （4）酒精饮料  （alcoholic beverages， and） 

  （5）农作物和蔬菜种子  （agricultural and vegetable seeds.） 

  （c）根据《销售包装和标签法》第 5 和第 7 部分规定，制定法规以及本法令中任何有关食品、医药、

器械或化妆品部分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美国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负责。而其它“消费商品”则授权联

邦贸易委员会强制实施。 

  （d）对于符合联邦委员会规定的这些物品、产品或者日用商品，本法令的立法过程体现了委员会的

意愿，下述类别列在“消费商品”定义范围之外： 

  （1）持久耐用的商品或日用品 （Durable articles or commodities；） 

  （2）纺织品或服饰 （Textiles or items of apparel；） 

  （3）任何家用电器、设备或家具，包括皮制和羽绒填充的产品、合成物填充的枕头、床垫、缝制的

被子、褥子和装饰用的窗帘 （Any household appliance， equipment， or furnishing， including feather 

and down-filled products， synthetic-filled bed pillows， mattress pads and patchwork quilts， 

comforters and decorative curtains；） 

  （4）用于供暖或烹饪的瓶装液化气 （Bottled gas for heating or cooking purposes；） 

  （5）绘画和类似产品 （Paints and kindred products；） 

  （6）花卉、肥料和施肥用品、植物或者灌木、园艺和耕种用品 （Flowers， fertilizer， and fertilizer 

materials， plants or shrubs， garden and lawn supplies；） 

  （7）宠物护理用品 （Pet care supplies；） 

  （8）文具和书写用品、礼品包装、钢笔、自动铅笔或者类似的产品 （Stationery and writing supplies， 

gift wraps， fountain pens， mechanical pencils， and kindred products.） 

  （e）法令第 10（a）部分中规定的术语范围内的且符合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规规定的物品、产品或日

用商品或为个体消费或消耗日用商品、个人护理使用的消耗日用商品或者为家政服务使用的消耗日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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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第 10（a）部分中定义的这些种类的主要术语有： 

  （1）个体消费； 

  （2）个体使用； 

  （3）个体护理； 

  （4）通常家政服务的个体用品 

  （5）可消费的或可消耗的。 

  （f）上述术语定义如下： 

  （1）个体消费（Consumption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个体对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消耗性使用。 

  （2）个体使用（Use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个体对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使用或应用。 

  （3）个体护理（Personal care by individuals.）。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起到保护、

提高和提供普通的清洁、健康或仪表作用的个人行为。 

  （4）通常家政服务的个体用品（Performance of services ordinarily rendered within the household 

by individuals.）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术语家政意指由个体占有的、其居住地或住所的内、外空间，包

括周边的地基。术语家政服务意指在上述区域内常规的个人维护。 

  （5）可消费或可消耗（Consumed or expended.） 

  第 10（a）部分中使用该术语意指： 

  （i）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立即毁灭或消耗或部分的使用；或者 

  （ii）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由于在一个或多个场合使用致使某种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的质、

量或效用的减少。 

  （g）上述定义是对法令第 10（a）部分中议会提供的“消费商品”定义的扩充。对于特定的物品、

产品或日用商品是否包括在以上定义中的问题，委员会将根据法令第二部分中声明的国会政策给予考虑。

即，包装和标签要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有关内装物量的准确信息，并有助于消费者进行价格比较。既在决定

包含与不包含在此定义下时，委员会将考虑法令和有关法规的要求，而且委员会将就此看作一条标准并以

此公布“消费商品”的范围，这对于消费者在选择某个特定物品、产品或日用商品时是实际的、重要的。

在如此实例中的解释性裁定将会公开，并可以为将来对术语“消费商品”范围更清晰的描述起到推动作用。 

  （h）有关“消费商品”定义内的物品、产品或者日用商品，委员会将根据法令第 5（b）部分和本章

第 500.3（e）部分的规定，对于免责请求进行考虑，并对此类请求做出公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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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 包装商的义务：抑制印有零售价格说明的包装的作用 

  本章第 502 部分阐明了此要求：包装商或标签商知道或应懂得标有零售价格说明的包装不应以任何手

段形成欺诈或妨碍价格比较，下述内容阐述了委员会的意见： 

  （a）对于设计特定的包装或特定的包装尺寸的零售价格的表达的规定，应具备不致使该包装导致特

定的消费者某种或许，既排除不按包装标注表达的降低价格或优惠价格转售。 

  （b）任何有良好意愿并采取合理、谨慎的措施核实顾客行为的包装商或标签商，应视为承担了本法

规中规定的责任。如果包装商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事实上某个特定的消费者未按照标注表达的降低价格或

优惠价格转售，则不应片面地认为该销售商违反了法规的规定。 

  任何包装商或者标签商确认，其消费者无意履行或未达到出售的条件时，应对该顾客立即停止该货品

的进一步销售。当对正当履行出售条件有质疑时，委员会将对上呈的事实给予适当调查后，解决此类问题。 

  

附件 2B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 毒理学推荐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行业指引 

  

  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Applied Nutrition 

  Office of Food Additive Safety 

  April 2002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 

  食品添加剂安全办公室 

  2002 年 4 月 

  Guidance for industry  

  Preparation of 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s for Food Contact Substances： Toxicology 

Recommendations  

  FINAL-GUIDANCE April 2002  

  行业指引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毒理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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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段指引 2002 年 4 月 

  对本文件的评论和意见可以随时提交。提交评论给食品药物管理局摘要管理部门（HFA-305），地址：

5630 Fishers Lane， rm. 1061， Rockville， MD， 20852.。所有评论将被编号列入有效的通报在联邦

注册（Federal Register）上发表，（摘要号：99D-4576）。 

  对本文件内容的疑问联系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CFSAN）食品添加剂安

全办公室（OFAS）。地址：5100 Paint Branch Parkway， College Park， Maryland 20740-3835， 电

话：301-436-1175 或 （301）436-1196。最初公布联系通知已经变更。 

  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局（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物安全和应用营养学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HIGHLIGHTS OF TOXICOLOG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2002 GUIDANCE 

  毒理学推荐文献 

  2002 年指引 

  2002 年 4 月 

  为了便于阅读，本译文应用以下缩略语： 

  FDA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TP  全面毒理学剖析  Comprehensive Toxicological Profile 

  FCN  食品接触通报  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s 

  FCS  食物接触物质  Food Contact Substances 

  EDIs  估计每日摄取量  the estimated daily intakes   

  CEDI  累加的估计每日摄取量  the cumulative estimated daily intake   

  TOR  法规的门槛  Threshold of Regulation 

  SN  安全性陈述  safety narrative 

  NOEL  无观察结果剂量   no observed effect level   

  安全摘要和全面的毒理学剖析（CTP） 

  食品接触通报（FCN）的安全资料应包含安全摘要和食物接触物质（FCS）的全面毒理学剖析（CTP），

这是通报的主题。安全摘要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格 3480 的第 III 部分，且应提供通报人确认的利用 FCS

的安全判据。CTP 应提供全部有效的与 FCS 的安全性评估有关的毒理学资料的摘要。在一些案例中，通报

可能需要包括一个 FCS 关联毒理学成分的 CTP。如果 FCS 的某一成分是致癌物质，通报中的 CTP 应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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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化的风险评估。 

  食品接触物质（FCSs）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试验推荐 

  本文件介绍 FCS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试验，当证明了暴露剂量符合要求时，则主要根据一系列的遗传

毒性试验和亚慢性毒性研究。推荐的安全性试验的最低剂量通常考虑与不同的暴露相适应。对于某个初始

或增量的小于 0.5/1×10
9
（0.5ppb）FCS 暴露量，不推荐安全性试验。对于一个遗传毒性试验和（或）潜

在毒性试验有 0.5/1×10
9
（0.5ppb）到 1/1×10

6
（1ppm）之间的累加暴露量是推荐的。当累加暴露量等于

或大于 1/1×10
6
（1ppm），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通常要求依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 409 （h）

（3）（B）的规定，提交该食品添加剂 FCS 应用的申请。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为了扩展切实可行范围，通报可以根据潜在毒性在组织（活体）上关联的某个 FCS 的安全性评估合并。

这些资料可用于全面策略的局部，以适应 FCS 安全性评估或有助于解释安全性试验的结果。 

目录 

I  导言 

II  暴露评估 

III  试验物质 

IV  安全性试验推荐 

A 最小值试验推荐： 

① 累加暴露量小于等于 0.5ppb（0.5/1×10
9
） 

②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ppb （0.5/1×10
9
）、不超过 50 ppb （50/1×10

9
） 

③ 累加暴露量在 50 ppb  （50/1×10
9
）至 1ppm （1/1×10

6
）之间 

④ 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  （1/1×10
6
） 

B 安全性试验方案 

C 推荐生物杀灭剂试验方案 

D 推荐遗传毒性试验 

E  FDA 推荐的适用性 

V  安全性资料编辑 

VI  安全性陈述（SN） 

VII  全面毒理学剖析（CTP） 

A 编制 CTP 研究摘要 

B 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 （N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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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致癌物质成分风险评估 

D 参考文献 

VIII FDA 对通报中安全性研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适用性的观点 

IX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X 预备会议  

XI 决定递交通报前须考虑附加毒理学事项 

XII  参考文献 

行业指引 

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毒理学推荐 

末段指引 

  本指引为食品接触物质通报的编制陈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关于毒理学的最新观点。本指引不

造成或授予任何人任何权利，并且没有约束 FDA 或公众的作用。如果这些方法符合法令和法规的要求可以

被选择性的采用。本指引的观点与 FDA 的良好的操作指引（21 CFR 10.115）保持一致。 

  I  导言 INTRODUCTION 

  1997 年制定的 FDA 现行法令（FDAMA）的 309 节修正了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法案的 409 条，设立一

个 FDA 管制的以食品接触通报程序为主要方法的食品添加剂组织——食品接触物质（FCSs）。FCS 指任何

预期用于制造业、包装操作、包装容器、运输或加工食品的原料成分的物质，其任何技术上的应用不造成

对食品本身的影响（sec. 409（h）（6）of the Act）.。 

  FCS 做为食品添加剂应用必须符合 21CFR 的 173-178 条，管理局的法规政策的门槛（21CFR 170.39）

已经从法规中免责，或是以通报的形式符合 409（h），法规 409（a）（3）是有效的条款。FCS 的 FCNs

和食品添加剂申请书（FAPs）必须包含充分的科学数据以证实申请物质使用的安全性（根据法令 409（h）

（1）和 409（b））。为确定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法规的 409（b）规定了 FAP 的必备数据，包括关于添加

剂安全性的充分调查报告。由于 FCN 过程或申请过程中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都是相同的，因此 FCN

或 FAP 的应包含的数据和信息是可比较的。 

  II  暴露评估  EXPOSURE ESTIMATES 

  安全性试验的指标是推荐性的支持 FCN，FCS 的累加估计每日摄取量（CEDI）是确定 FCS 的主要依据。

CEDI 是 FCS 的估计每日摄取量（EDIs）的总和，它可以从申请书通报描述的物质和任何其他管制食品的

物质用量中获得。关于对人类饮食暴露的估计资料，查阅有效文件“行业指引——食物接触通报的编制和

食物接触物质的食品添加剂申请——化学推荐”。 

  在某些情况下，提交的化学信息的局限性可能影响暴露评估的量级，从而影响毒理学试验的推荐。因



74 

 

此，FDA 建议，通报应提供充分的在常规食品中 FCS 暴露剂量的信息，使 CEDI 的评估尽可能的反映消费

者对 FCS 的感受，确保安全性试验的剂量是可靠的。 

  FDA 认为，本指引 CEDI 的应用看起来与 FDA 的法规的门槛（TOR）（21 CFR 170.39）的方法不同，

实际上两种方法是一致的。按照 TOR，间接食品添加剂用量造成的暴露量等于或小于 0.5ppb（0.5/1×10
9
），

该食品是合格的，可以从食品添加剂申请中请求免责。在确定 TOR 方法的时候，FDA 考虑到，在估计暴露

期间通常会有一个保守的假定，因为从琐碎的食品添加剂用量的有限量中得到的累加量是不可能被忽略

的。因此，在 TOR 暴露水平的案例中，不必要采用累加暴露量。FDA 依然认为，建立 TOR 的决定仍然是合

理的。 

  III  试验物质  TEST SUBSTANCE  

  FDA 一般推荐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物质与预期迁移到食品的物质相同。通常，合适的试验物质就是 FCS

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合适的试验物质也可以包括 FCS 的不同成分，例如次要成分（用于生产或分解产品

的材料），条件是该成分预期迁移到食品。例如，FCS 是聚合体，FDA 推荐试验低聚物的毒性，而不必试

验聚合体本身，源于 FCS 的低聚物是可预见的主要迁移到食品的物质。 

  在食品加工期间，一些 FCSs 由于技术上的影响将分解成其它物质，接触物质（如：杀菌剂）或者食

品接触物质 （例如，磷基抗氧化剂在磷氧化期间生成磷酸盐和亚磷酸盐）。在处理和贮存期间，一些 FCSs

由于技术上的影响在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溶解（如，聚合体中的抗氧化剂）。在这些情况下，FCSs 的分

解产物可以作为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物质。 

  用于安全性研究的试验和控制物质应依照良好的试验室操作（Good Laboratory Practice）的非临床

实验室研究规章 （21 CFR Part 58， Subpart F 试验和控制）。 

  任何情况下，安全性研究的试验用物质的成分应是已知的。通报应给出试验物质的名称、分子式、主

要成分和其它试验物质成分的量，未知物质的总量近似值。必要时，应给出物质的一般名称和商品名称。

安全性研究用的试验物质应尽可能是同一批次的。如果试验物质超过一批，每批的浓度、成分、纯度和其

它特性应大致相同。 

  在文件“行业指引——食物接触通报的编制和食物接触物质的食品添加剂申请——化学推荐”中，包

含了 FCS 化学特性和其成分的附加说明。安全性研究中特殊试验物质的指引，通报人可以联系 FDA。 

  IV  安全性试验推荐  SAFETY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A  最小值试验推荐 minimum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FDA 推荐依据 CEDI（见 II）研究评估 FCS 及其成分（如果存在）的安全性。本推荐强调的是一般原

则，即物质的潜在风险是随暴露量的增加而增加的。 

  FDA 推荐通报按以下界限值给出 FCS 和每个成分（如果存在）的安全性评估的研究和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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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一般食品中，累加暴露量小于或等于 0.5ppb（0.5/1×10
9
）（即 1.5 微克/人/天）。 

  A 当暴露的一个单独应用的 FCS 或成分（如果存在）是小于或等于 0.5ppb（0.5/1×10
9
）的，则不

推荐安全性研究。 

  B 该物质潜在致癌性的有效信息应在 CTP 内讨论（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究、或组织上类似

于已知的诱变体或致癌物的信息（见 IX））。 

  C 对 FCS 的一个致癌成分，CTP 应包含一项该 FCS 的应用对人类潜在致癌风险的评估 （见 VII. C.）。 

  2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ppb（0.5/1×10
9
，即 1.5 微克/人/天）但不超过 50 ppb （50/1×10

9
，即 150 

微克/人/天） 

  A 评估累加暴露量在 0.5ppb（0.5/1×10
9
）和 50 ppb（50/1×10

9
）之间的 FCS和（或）包括成分（如

果存在）的潜在致癌性应采用遗传毒性试验。推荐的遗传毒性试验包括：（1）试验在病菌中的基因突变

和（2）利用哺乳动物细胞在试管内进行染色体损伤的细胞生成评价或试管内老鼠淋巴瘤 tk±的化验。FDA

更倾向于老鼠淋巴瘤 tk±k 化验分析，因为该化验分析活细胞中可遗传的基因损伤，也能测定引起基因突

变或染色体失常的化学品，包括与致癌作用相关的遗传案例。实施老鼠淋巴瘤 tk±化验分析，应采用软

凝胶法或微孔板法。 

  B 必要时，CTPs 应讨论该物质的潜在致癌性并将其作为附加信息 （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

究、在组织上与已知的诱变体和致癌物类似的信息（见 IX）等。 

  C 当 FCS 包含一个致癌成分，则 CTP 应评估该 FCS 成分的利用对人类的潜在致癌风险 （见 VII. C.）。 

  3  累加暴露量在 50ppb（50/1×109，即 150 微克/人/天）和 1ppm （1/1×106，即 3 毫克/人/天）

之间 

  A 评估累加暴露量在 50 ppb（50/1×10
9
）和 1ppm （1/1×10

6
）之间的 FCS 和（或）包括成分（如

果存在）的潜在致癌性应采用遗传毒性试验。推荐的遗传毒性试验包括：（1）试验在病菌中的基因突变；

（2）利用哺乳动物细胞在试管内进行染色体损伤的细胞生成评价或试管内老鼠淋巴瘤 tk±的化验（首选

老鼠淋巴瘤化验）；（3）用啮齿动物的造血细胞进行染色体损伤的活体试验。实施老鼠淋巴瘤 tk±化验

分析，应采用软凝胶法或微孔板法。 

  B 必要时，CTPs 应讨论该物质的潜在致癌性并将其作为附加信息 （例如致癌性研究、遗传毒性研

究、在组织上与已知的诱变体和致癌物类似的信息（见 IX）等。 

  C 当 FCS 包含一个致癌成分，则 CTP 应评估该 FCS 成分的利用对人类的潜在致癌风险 （见 VII. C.）。 

  D 评估 FCS 和（或）包括成分（如果存在）的潜在毒性应采用一种啮齿动物和一种非啮齿动物进行

慢性口服毒性试验。该研究应为确定 FCS 或 CEDIs 指定范围内的某个成分的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ADI）

提供足够的证据。此外，该研究结果应有助于确定对该物质的安全性评估是否需要进行长期或特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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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试验（如新陈代谢研究，致畸性研究，生殖毒性研究，毒害神经的研究，免疫毒性研究） 

  4 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1/1×10
6
，即 3毫克/人/天） 

  A 当评估的 FCS 或某一个成分的暴露量为 1 ppm或者更大时，FDA 推荐提交该 FCS 的食品添加剂申

请 （见 XI）。 

  B 安全性试验协议 Safety Testing Protocols 

  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色素的安全性评估的毒理学原理（FDA 1982）提出了普遍适用的标准毒理

试验实施指南（不包括遗传毒理学试验），并且与 FCSs及其成分的毒性试验相关。附加说明还可以按 1993

年红皮书 II 草案。关于红皮书 1993 年草案的修订部分的注解可登陆以下网站查阅 http：

//www.cfsan.fda.gov/～redbook/red-toca.actionl （FDA， 2000）。 

  红皮书部分内容（包括某些遗传毒性试验实施指引）在 FDA 网站（http：//www.cfsan.fda.gov/）查

阅。遗传毒性试验尚未在网上公布，FDA 建议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试验指引；美国环

境保护机构（EPA）的指引和关于人用医药品注册技术要求的国际协调会议（ICH）的遗传毒性指引。 

  安全性试验操作程序可以选择现行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FDA 建议在进行试验之前，通报人与科学

家就 FDA 的推荐与安全性试验协议的偏差进行协商。 

  所有的安全性研究应依照 FDA 的良好的实验室操作（GLP）规程，或美国环境保护机构，或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的 GLP指引。如果某项研究未依照规程或指引，应提供一份简要的不依照原因的说明。

对于 1978 年以后的安全性研究操作未依照 FDA GLP规程的，FDA 提议，如果研究对于 FCS 的安全性评估

是关键性的，通报文件应包括由第三方审核员提供的数据审核报告。 

  C  推荐生物杀灭剂试验方案 Application of the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to Biocides  

  生物杀灭剂是 FCSs 中一类故意毒物。因此， FDA 推荐通报人应用 FDA 的最低试验值（见 IV.A.）确

定生物杀灭剂的安全性试验的适用值为其它类型 FCSs的安全性试验的 1/5。FDA认为，为揭示 FCSs 的主

要作用及其生物杀灭剂或真菌的效果，确定这个较低的暴露量是恰当的。 

  D  遗传毒性试验推荐 Genetic Toxicity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当 FCS 累加暴露量大于 0.5 ppb（0.5/1×10
9
），FDA 推荐进行遗传毒性试验。因为致癌性是一个探

索中的健康问题，在低暴露量的情况下，除全面的慢性动物致癌性研究之外，遗传毒性试验是揭示潜在致

癌性的最可靠试验。 

  在某些情况下，遗传毒性试验可能无效，或可能有必要修改条件。例如，FDA 认为聚合物的遗传毒性

试验是不必要的，而对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低聚物和其它成分进行试验更适用。 

  E  FDA 推荐的适用性 Flexibility in Applying FDA's Recommendations  

  本文件给出的信息和指引是有目的帮助，确保 FCS 及其成分的充分的安全性信息是有效的，由此判定



77 

 

这些物质在可预见的条件下应用是否安全。尽管本文件阐述的判定 FCS 及其成分安全性必须的安全性信息

是 FDA 最新的观点，通报人也可以选择其它满足法令和法规要求的方法。 

  在文件中，指引讨论了允许通报人自主判断选择 FCSs 安全性试验方法的运用。确定 FCS 及其成分安

全性所需的试验水平和各种安全性信息应视情况逐个评估。预期用途指潜在的急性和慢性毒性（例如，毒

害神经的征兆或个别的增生症状）以及组织的突变是应考虑的若干因素。 

  V  安全性资料编辑  ORGANIZATION OF THE SAFETY INFORMATION  

  FDA 推荐通报分两部分编辑安全信息。安全信息的第一部分应在 FDA 表 3480的第 III 部分，第二部

份是把安全数据打包附加在 FDA 表 3480 中。 

  FDA 表 3480 第 III 部分是安全概要。安全概要分四部分： A—安全性陈述，B—食品接触物质（FCS）

的相关安全性研究表格，C—关于成分的潜在致癌性和毒理的信息表格，D—其它部分未包括的有关信息的

简要描述。关于制定安全性陈述（SN）的逐条信息在本指引文件（见 VI）中给出。 

  通报中的安全信息的第二部分是安全数据包。FDA 推荐通报按如下分类编辑数据： 

  部分 I：全面毒理学剖析 

  部分 II：安全性研究的原始报告 

  部分 III：已经公布的文献 

  部分 IV：附录 

  为了编制全面的毒理学剖析（安全数据包的第 I 部分）的逐条信息在本指引文件中给出（见 VII）。  

  安全数据包的第 II 部分应包含安全性研究的原始报告，第 III 部分应包含已经颁布的文献（即、通

报所根据的第 I 部分的数据或信息）。必要时，全面的研究报告应提交所有推荐的安全性研究，包括主要

资料（即单独的动物资料、平板记数、等），癌症生物学鉴定和 FCS 及其成分的关键性研究资料。 

  安全数据包中应包括研究的原始报告，无论操作者是通报人还是第三方。通报人提交的所有研究报告

和有关的信息非常重要，这些信息是经常应用的。例如，进行风险评估或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为了进一

步明确所有研究报告的某一特殊安全性研究，FCN 报告人应考虑与 FDA 联系。 

  安全数据包的第 IV 部分应包括数据附录和安全数据包的其它部分未涉及的信息。通报人应甄别这些

典型数据并且决定是否补充。这部分中的信息是有目的让 FDA 独立的评估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在特殊情况

下，FDA 推荐，在本部分中，通报未在 CTP 中讨论但可能有意义的研究摘要，并就此陈述通报人将其排除

在 CTP 以外的理由。如果这些研究和信息太多，FDA 建议通报人在编辑这些附录之前与 FDA 联系。此外，

附录应在一个独立的标题下记录所有搜集文献的路径和相关查寻信息（例如，选择的文献库名称，查寻的

时间，用过的特殊查寻术语等）。第 IV 部分的信息可以包括物质的安全资料表、专业论文、评论文章等。 

  VI  安全性陈述（SN）SAFETY NARRATIVE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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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通报均应包含安全性陈述（SN）。SN 是判定安全性的科学根据的精要论述。通常，SN 应涉及 FCS

及其成分的人体暴露和潜在毒性评估，并且应根据化学和安全资料分析描述通报中的其他部分中的细节。

在 SN 中，通报人应清晰的报告 FCS 的全部影响，包括那些被认为不利的或生理学的。SN 还应包括 FCS 的

潜在诱变体和致癌物的结论以及任何关联毒理学的成分（视情况而定）。此外，SN 还应给出与 FCS 有关

联的致癌成分的最坏案例、最大范围和寿命风险水平。但是，FCS 致癌成分的逐条量化风险评估程序不必

要在这部分中（见 VII.C.）。当 FCS 的 ADI 是确定的，则应在最长的相关研究时间内并且选择最适当的

终点给出证明，还包括所用的动物种类和安全性 （或不确定性）因素。一般情况，某个 FCS 的 ADI 就单

一的 CEDI 而言低于 50ppb 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适当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单一的 ADI 可

以计算。如果早期确定的 ADI 支持某个 FCS 新目的应用，应在此讨论。 

  为了计算 ADI，每个确定的从所有相关安全性研究中得到的无观察结果剂量（NOEL）应乘以适当的安

全系数。在一般情况下，FDA 推荐，当 NOELs 从亚慢性研究中获得，则用安全系数 1/1000；当 NOELs 从慢

性研究中获得，则用安全系数 1/100。为了反复证实和长远发展，FDA 推荐，当观察结果是严峻的或不可

逆的（例如：残支或生殖数减少）用安全系数 1/1000，否则用安全系数 1/100。当发现案例特殊时，可以

视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传统上，在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前提下，应选择最小的 ADI 作为确定量 （即使在动物身上发现的毒理

作用未在人体上出现）。 

  VII  全面的毒理学剖析（CTP）COMPREHENSIVE TOXICOLOGICAL PROFILE （CTP） 

  每个通报均应包含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安全性研究的 CTP 和 FCS 的安全性评估有关资料。当 FCS 的成

分是可预见的迁移到食品，则通报中 CTP 还应给出每个成分与潜在毒理学的关系。 

  在制备 CTP 时，应陈述确定物质的不利影响或给出受关注的确定物质 ADI 的所有安全性研究。按 FDA

的观点，大体上，在准备 CTP 时应考虑讨论以下各种类型安全性研究（见 VIII）。 

  当 CTP 陈述的某项特殊研究中的试验物质不同于 FCS，应明确指出该物质与 FCS 的关系。例如，试验

物质是 FCS 的成分（例如：单体、低聚物、分解产品、副作用产品或混合物）。 

  FDA 建议制备 CTP 关键部分，包括研究摘要；NOELs 的确定；风险评估和以下给出的参考文献。 

  A  编制 CTP 研究摘要  Preparation of Study Summaries for the CTP 

  1 遗传毒性研究摘要  Study Summaries for Genetic Toxicity Studies 

  潜在遗传毒性是 FCSs安全性评估考虑的重点。FCS 及其成分的遗传毒性资料应在 CTPs 中陈述。在评

估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时，通报应参照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遗传毒性数据。 

  FDA 推荐通报人，在陈述遗传毒性研究时： 

  有效数据按试验系统编组（例如：细菌内基因突变；养殖哺乳动物细胞内基因突变；试管内染色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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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体内染色体失常；等）。 

  同一试验系统内的单独研究应按时间顺序排列。 

  如果适合，为 FCS 及其成分编制一个遗传毒性数据表。 

  如果适合，用公式证明关于 FCS 及其成分的潜在遗传毒性的结论。 

  2 体内毒性试验研究摘要  Study Summaries for in vivo Toxicity Tests 

  CTP 应详细陈述 FCS 及其成分的标准的体内毒性试验。还应包括和给出编辑形式的出版和未出版的安

全数据。相同研究类型的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 （例如：亚慢性的、慢性的、生殖的、等）应按类编组

（例如：老鼠、白鼠、狗、等），然后在每个编组内按时间顺序概述。通报可以按下例要点编辑 CTP 中的

研究： 

  ● 急性毒性研究（可以用表格形式给出） 

  ● 短期毒性研究 

  ● 慢性毒性研究 

  ● 老鼠 

  ● 白鼠 

  ● 狗 

  ● 其它种类 

  ● 繁殖和成长研究 

  ● 慢性的研究（按种类） 

  ● 致癌性研究 

  ● 特殊研究（包括试管研究，如果适合） 

  ● FDA 推荐每个单独研究的摘要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 试验物质的特性 

  ● 动物种类和变化试验 

  ● 动物数量/性别/剂量和编组 

  ● 管理过程 

  ● 剂量（mg/kg， bw/d）；定量给药的服用次数和持续时间；定量给药的途径等；即使是其他研究

方案的基础，（如果存在，例如，恢复阶段、淘汰方法、过渡期损失等） 

  ● 测量结果（例如：临床印象、实验室临床试验， 器官重量， 组织病理学等）和测量次数  

  ● 重要的化合物关联作用（包括有观察作用的剂量；动物受影响的情况等） 

  ● 已经观察到的无关联化合物作用的最高剂量（即， 每项 NOEL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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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确定无观察结果剂量（NOEL）Determination of No-Observed-Effect Level （NOEL） 

  NOEL 应由最敏感、非肿瘤不利结果的相关安全性研究确定。NOEL 应以 mg/kg（试验动物的体重/天）

表达。 

  当研究中给试验动物的 FCS 或成分的剂量是以食物的百分比或百万分比表示，通报应报告 NOEL 应用

的单位和以每 kg 体重为基础的每天（mg）的计算量。在这种情况下，通报应说明实际食物消耗量是否用

了这个计算数据。必要时，应根据研究类型（即，亚慢性的、慢性的、生殖的、等）编制一个观测到不利

结果的摘要表格，以便于评估和判定所有关联物质的结果的 NOELs。 

  C  致癌物质成分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for Carcinogenic Constituents 

  如果适合，CTP 应包括 FCSs 的致癌物质成分的风险评估。食品添加剂法规德莱尼修正案（Delaney ）

规定（sec. 409（c）（3）（A）of the Act）禁止批准致癌物食品添加剂包括 FCSs。重要的是，德莱尼

条款适用于添加剂本身而未提及添加剂的成分。因此，即使某个食品添加剂 FCS 未见致癌，但是包含一个

致癌成分，FDA 根据普遍安全标准（sec. 409 （c）（3）（A）of the Act）运用定量风险评估程序评估

这个成分。 

  当这个成分的流行病学研究或啮齿动物致癌性研究的结果是肯定或可疑的，通报人通常应考虑极端情

况、最大值，这个暴露成分对人的终生危害。通报人可用其它方法评估成分的致癌风险，此时应给出充分

的科学依据证实该方法是有效的。在评估风险时通报人应： 

  1 用从最敏感类型、损伤、性别中获得的肿瘤数据和研究； 

  2 假设肿瘤出现于多个部位是彼此独立并且其风险增加；并且考虑极端情况、最大值，终生危害根

据通报中评估人体暴露该成分所用的剂量乘以单位肿瘤风险。单位肿瘤风险定义为，从最低的明显作用剂

量为零画出直线的斜率。FDA 已经计算出了 FCSs 的若干成分的单位风险，这些数据在需要时可以应用。 

  FDA 风险评估方法的一般性资料见 Kokoski 等人 （1990）和 Lorentzen （1984）所著的出版物。更

多的特殊信息在食品安全中心和应用营养学的定量风险评估程序中，通报人应与 FDA 联系。 

  D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CTP 应包括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所有参考文献的清单。CTP 中引用的所有出版和未出版的研究和资

料应在正文中列出发表的作者和年代。每个已经出版的参考文献应列出所有作者姓名、出版年代、文章总

标题、引用页码和出版物名称。参考著作应列出标题、版本、编辑人和出版单位（发行人）。参考未出版

研究资料应列出所有作者、研究的主办者、实验室研究工作者、完成报告日期、完成报告总标题、报告识

别编码以及页数。参考政府出版物应列出部门、办公署或办事处、标题、出版单位地址、出版单位、年代、

引用页码、出版物系列、报告编码或专论编码。 

  VIII  FDA 对通报中安全性研究的各种不同类型适用性的观点  FDA'S VIEWS OF THE RELEV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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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TYPES OF SAFETY STUDIES IN NOTIFICATIONS  

  FDA 认为，除急毒性研究之外，安全性研究就是利用试验物质通过口服途径，揭示食品中最受关注物

质的安全性。如果长期观测系统性作用，研究用其他途径收集的数据，包括吸入和皮肤接触或许是有价值

的。只有关系食品中物质的安全性评估的研究和资料要在 CTP 中讨论。以下是 FDA 对摘要中讨论的 FCS 与

各种毒理学研究有关的安全性评估的观点。 

  A 急毒性研究 Acute Toxicity Studies 

  急毒性数据，包括 LD50 值，很少用于 FCSs 以及消费者认为的长期反复暴露的全面安全性评估。 

  急毒性研究不必单独讨论，除非可以获得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急毒性研究可能揭

示受化合物不利影响的潜在靶器官。此外，急毒性研究结果应在表格中概述。 

  B  遗传毒性研究 Genetic Toxicity Studies  

  FDA 认为，物质的遗传毒性是该物质安全性评估的关键资料，因为，在致癌性数据不足时，遗传毒性

研究可能获得其潜在致癌性的结论。 

  确定遗传毒性研究的结果能够证实受关注的 FCS 的潜在安全性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其它可利用的安全数据，例如生物鉴定； 

  2 遗传毒性研究的质量； 

  3 正面和负面的遗传毒性试验结果的排列； 

  4 物质的化学结构（见 IX）。 

  C  短期毒性研究 Short-term Toxicity Studies  

  动物的短期毒性研究，通常是 7-28 天，对于 FCS 不应用已经确定的 ADI。但是，CTP 中应包括短期研

究的摘要。为了这些研究有效，终点或靶器官的潜在关联毒性和剂量水平相对于长期毒性试验应适当强化，

视情况而定。 

  D  亚慢性毒性研究  Subchronic Toxicity Studies  

  从亚慢性毒性研究中获得的 NOELs 经常是确定 FCSs 的 ADIs 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给出全面的亚慢

性研究摘要，包括 CTP 中详细讨论的研究结果非常重要。当亚慢性研究目标是为确定靶器官或长期研究的

剂量，在研究摘要中可以适当强调这些目标。当亚慢性研究用于不同种类标的，有差异应讨论。 

  E  生殖和发育毒性研究  Reproductive and Developmental Toxicity Studies  

  从生殖和发育毒性研究中获得的 NOELs 可以作为确定 FCSs 的 ADIs 的依据。因此，应给出每项研究结

果的摘要和详细讨论。对于动物双亲及其各后代，无结果剂量应观察所有物质的关联变化。摘要应阐述哪

些结果被用于获得 NOELs。应评估报告中所有与毒理学相关的变化，当观察到并发的母体毒性影响，则应

在研究结果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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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慢性毒性研究  Chronic Toxicity Studies  

  当慢性毒性研究是有效的，为了 FCS 的安全性评估达到目标，这些研究的结果通常应代替亚慢性研究

的结果。由于这些研究持续时间较长，可能揭示在短期研究中不能察觉的毒性作用。在 CTP 中，应总结和

详细讨论啮齿动物或非啮齿动物的慢性毒性研究结果。 

  G  致癌性研究  Carcinogenicity Studies  

  致癌性研究关联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评估。当这些研究是有效的，应讨论所有肿瘤和非肿瘤研究观

察的结果。应制备相关的肿瘤和非肿瘤在任何一个器官组织上病变的处治摘要表格。应分别和结合的从两

个方面酌情给出试验动物在一个特定器官上的良性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McConnell 等，1986 年；NTP 指

南）。必要时，应包括任何重大身体伤害的详细形态学描述。除重要试验外，应实施剂量和控制群组结合

的趋向统计试验。此外，应评估所有观察结果和潜在生物学的相关性。应讨论相关组织病理学的资料，例

如从实验室操作获得的计时的肿瘤形成和肿瘤历史数据。应陈述上述组织病理学数据来源，报告的编制依

据美国国家毒理学规划（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给出的范例。CTP 应明确陈述 FCS 是否与肿瘤

或肿瘤发生前的变化有关，讨论其发生率以及观察到的肿瘤位置和类型，在本项研究中证明由 FCS 或其成

分引发的所有致癌结果。注意上述详细资料对于支持在研究中未观察到致癌效应的结论非常重要。 

  H  特殊研究  Special Studies 

  特殊研究包括新陈代谢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还有为动物的毒性作用（例如神经毒性，免疫毒性）

的特殊类型研究设计的试验。临床研究和对人类观察的报告也视为特殊研究。通常，临床研究不是 FCSs

试验范例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临床研究是可以利用的，在 CTP 中应给出单独得研究摘要。临床研究的

结果可能影响确定 FCS 的 ADI。 

  IX  结构相似于已知毒物的评估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SIMILARITY TO KNOWN TOXICANTS 

  有理由认为，FCS 及其成分的化学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是毒性的潜在决定因素。在可行范围内，根据

构架（活动性）关系预见毒性的讨论和解释可以合并到 FCS 及其成分的安全性评估中。专家分析，必要时，

用决策图表程序（例如 Cramer 等，1978）或计算机辅助定量构架（活动性）技术可以揭示与物质化学结

构有关的重要毒物学端点。这些资料不应取代实际数据，但可用于发展中的适应物质安全性评估的全面策

略，解释致癌性和其他类型安全性研究的结果。 

  X 预备会议 PRE-SUBMISSION MEETINGS 

  通报人可以申请关于某个 FCS通报的预备会议。许多通报不需要 FDA和通报之间互相沟通的预备会议。

这样的互相沟通取决于通报人的判断，是有目的促使通报成功的通过，因为通报没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就不

被接受。预备会议不应考虑 FDA 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提交的通报，包括以后再次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可能是有益的，例如当 ADI/CEDI 比率小于 5 时。这些情况下，通报可能希望在递交通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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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举行会议讨论 NOEL 几种可解释的差异计算 ADI。由于在安全研究中剂量水平通常以因数 3 作为间隔，

使用多个剂量几乎不能预计到所决定的 NOEL 存在的不同。因此，FDA 认为当 ADI/CEDI 比率小于 5 时应考

虑举行预备会议。 

  当一个 FCS 有致癌性疑问时，重大风险可能关联致癌成分，或当存在模糊的诱变数据时，预备会议也

是有益的。 

  XI 决定递交通报前须考虑附加毒理学事项  ADDITIONAL TOXI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DECIDING TO SUBMIT A NOTIFICATION  

  FDA 评估 FCS 及其成分安全性的经验表明，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在一个 FCS 的应用在某个 FCN 中是适

当的，即使是在 FCS 及其成分累加暴露量大于或等于 1ppm（1/1×10
6
），或生物杀伤剂在 200 ppb（200/1

×10
9
）的情况下。此类案例见以下内容。 

  一个 FCS 在某个 FCN 中可能是适当的，即使评估的累加暴露量大于 1 ppm（1/1×10
6
），或生物杀伤

剂在 200 ppb（200/1×10
9
）；当： 

  存在现有的 ADI 适合于 FCS 及其成分，在这种情况下，通报人应在递交 FCN 之前与 FDA 联系确定这个

ADI 对于 FCS 的适用性。 

  由 FDA 批准的，FCS 及其成分的封闭结构类似的大数据库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下，按以下推荐的毒理

学试验论证，由 FDA 管制的类似物和 FCS 及其成分之间在毒理学和代谢作用上的类似程度。 

  A 在啮齿动物或非啮齿动物中进行的一项 90 天的口服毒性研究； 

  B 比较吸收、分布、新陈代谢、排泄的研究。 

  FCS 和（或）及其成分很少或不被胃肠道吸收。如此论点应有相关的科学资料或数据支持。 

  FCS 经历化学或代谢转化单独产物关联 CEDI 的估算水平是微量毒理学可知的。如此论点应有相关的

体内或体外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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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C 间接食品添加剂 

  

美国联邦法典 

  

  第 21 卷 食品和药物 

  第 174 条 — 概要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GENERAL 

  第 174.5 款 适用于间接食品添加剂的一般规定 General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法规规定，食品添加物质可以安全使用以良好生产规范为基本条件。为了本章 175、176、177

和本条的应用，良好的生产规范应符合以下规定的限制条件： 

  （1）在食品接触制品中，可能进入食品的任何食品添加物质不应超量，即使未规定限制，因为这些

物质的使用超过了达到预期的物理或技术效果的合理需要；不应超过规定限制；并且不应试图使食品本身

呈现物理或技术效果，除非规定在本章 170～189 条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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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于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的任何物质的纯度应适合其预期用途。 

  （b）在法规附属条款 B 中规定的接触食品的制品或制品的成分物质在安全使用条件使用，不应被理

解为替代这些物质或制品如此使用符合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规（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的任何其他规定。例如，管制的食品包装材料在适用的检测中对于某个特定食品出现了气味或味觉，

以至于不符合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规 402（a）（3）节涵盖的内容，法规不应被理解为可以替代 402（a）

（3）节关于如此使用的符合性。 

  （c）在法规章节 B 中规定的接触食品的制品或制品的成分物质在安全使用条件使用，不应被理解为

暗示这些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直接食品添加剂。 

  （d）在良好生产规范条件下，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食品接触制品的成分按下述任何一项规定条件： 

  （1）物质在食品中或食品上是公认为安全的。 

  （2）物质预期用于食品包装是公认为安全的。 

  （3）使用的物质是经过审核或验证的。 

  （4）物质是本条或本章 175、176、177、178 和 179.45 款规定允许使用的。 

  （5）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是依据法规 409（h）款递交了有效的食品接触物质（FCN）通告后核准的。 

  174.6  适用于食品接触制品所用物质法规的门槛 Threshold of regulation for substances used in 

food-contact articles. 

  用于食品接触制品所用物质（如食品包装或食品加工设备等），其迁移或预期的可能迁移到食品可以

忽略的剂量按本章 170.39 款评估。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定，对于符合本章 170.39 款中准则规定的物质，用

做食品添加剂无需提出申请。 

  第 175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粘合剂和涂层的成分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DHESIVES AND 

COMPONENTS OF COATINGS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Adhesives 

  附属条款 B — 仅适用于粘合剂成分的物质 

  175.105  Adhesives. 

  175.125  Pressure-sensitive adhesives. 

  Subpart  C — Substances for Use as Components of Coatings 

  附属条款 C —适用于涂层成分的物质 

  175.210  Acrylate ester copolymer coating. 

  175.230  Hot-melt strippable food coatings. 

  175.250  Paraffin （syn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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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60  Partial phosphoric acid esters of polyester resins. 

  175.270  Poly（vinyl fluoride）resins. 

  175.300  Resinous and polymeric coatings. 

  175.320  Resinous and polymeric coatings for polyolefin films. 

  175.350  Vinyl acetate/crotonic acid copolymer. 

  175.360  Vinylidene chloride copolymer coatings for nylon film. 

  175.365  Vinylidene chloride copolymer coatings for polycarbonate film. 

  175.380  Xylene-formaldehyde resins condensed with 4，4′

-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epoxy resins. 

  175.390  Zinc-silicon dioxide matrix coatings. 

  第 176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纸和卡纸的成分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PAPER AND PAPERBOARD 

COMPONENTS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附属条款 B — 仅适用于纸和卡纸成分的物质 

  176.110  Acrylamide-acrylic acid resins. 

  176.120  Alkyl ketene dimers. 

  176.130  Anti-offset substances. 

  176.150  Chelating age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176.160  Chromium （Cr III）complex of N -ethyl- N -heptadecylfluoro-octane sulfonyl glycine. 

  176.170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in contact with aqueous and fatty foods. 

  176.180  Components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in contact with dry food. 

  176.200  Defoaming agents used in coatings. 

  176.210  Defoaming age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paperboard. 

  176.230  3，5-Dimethyl-1，3，5，2 H -tetrahydrothiadiazine-2-thione. 

  176.250  Poly-1，4，7，10，13-pentaaza-15-hydroxyhexadecane. 

  176.260  Pulp from reclaimed fiber. 

  176.300  Slimicides. 

  176.320  Sodium nitrate-urea complex. 

  176.350  Tamarind seed kernel powder. 

  第 177 条 — 间接食品添加剂：聚合物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POLY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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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part B—Substances for Use as Basic Components of Single and Repeated Use Food Contact 

Surfaces 

  附属条款 B — 适用于一次和重复接触食品表面基材的物质 

  177.1010  Acrylic and modified acrylic plastics， semirigid and rigid. 

  177.1020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co-polymer. 

  177.1030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177.1040  Acrylonitrile/styrene copoly-mer. 

  177.1050  Acrylonitrile/styrene copoly-mer modified with butadiene/styrene elastomer. 

  177.1060   n -Alkylglutarimide/acrylic copolymers. 

  177.1200  Cellophane. 

  177.1210  Closures with sealing gaskets for food containers. 

  177.1211  Cross-linked polyacrylate copolymers. 

  177.1240  1，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terephthalate and 1，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isophthalate copolymer. 

  177.1310  Ethylene-acrylic acid copolymers. 

  177.1312  Ethylene-carbon monoxide copolymers. 

  177.1315  Ethylene-1， 4-cyclohexylene dimethylene terephthalate copolymers. 

  177.1320  Ethylene-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1330  Ionomeric resins. 

  177.1340  Ethylen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 resins. 

  177.1345  Ethylene/1，3-phenylene oxyethylene isophthalate/ terephthalate copolymer. 

  177.1350  Ethylene-vinyl acetate copolymers. 

  177.1360  Ethylene-vinyl acetate-vinyl alcohol copolymers. 

  177.1380  Fluorocarbon resins. 

  177.1390  Laminate structures for use at temperatures of 250 ℉ and above. 

  177.1395  Laminate structures for use at temperatures between 120 ℉ and 250 ℉. 

  177.1400  Hydroxyethyl cellulose film， water-insoluble. 

  177.1420  Isobutylene polymers. 

  177.1430  Isobutylene-butene copolymers. 

  177.1440  4，4′-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resins minimum molecula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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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177.1460  Melamine-formaldehyde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1480  Nitrile rubber modified acrylonitril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1500  Nylon resins. 

  177.1520  Olefin polymers. 

  177.1550  Perfluorocarbon resins. 

  177.1555  Polyarylate resins. 

  177.1556  Polyaryletherketone resins. 

  177.1560  Polyarylsulfone resins. 

  177.1570  Poly-1-butene resins and butene/ethylene copolymers. 

  177.1580  Polycarbonate resins. 

  177.1585  Polyestercarbonate resins. 

  177.1590  Polyester elastomers. 

  177.1595  Polyetherimide resin. 

  177.1600  Polyethylene resins， carboxyl modified. 

  177.1610  Polyethylene， chlorinated. 

  177.1615  Polyethylene， fluorinated. 

  177.1620  Polyethylene， oxidized. 

  177.1630  Polyethylene phthalate polymers. 

  177.1632  Poly（phenyleneterephthalamide）resins. 

  177.1635  Poly（p-methylstyrene）and rubber-modified poly（p-methylstyrene）. 

  177.1637  Poly（oxy-1，2-ethanediyloxycarbonyl-2，6-naphthalenediylcarbonyl）resins. 

  177.1640  Polystyrene and rubber-modified polystyrene. 

  177.1650  Polysulfide polymer-polyepoxy resins. 

  177.1655  Polysulfone resins. 

  177.1660  Poly （tetramethylene terephthalate）. 

  177.1670  Polyvinyl alcohol film. 

  177.1680  Polyurethane resins. 

  177.1810  Styrene block polymers. 

  177.1820  Styrene-maleic anhydride copoly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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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830  Styrene-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s. 

  177.1850  Textryls. 

  177.1900  Urea-formaldehyde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1950  Vinyl chloride-ethylene copolymers. 

  177.1960  Vinyl chloride-hexene-1 copolymers. 

  177.1970  Vinyl chloride-lauryl vinyl ether copolymers. 

  177.1980  Vinyl chloride-propylene copolymers. 

  177.1990  Vinylidene chloride/methyl acrylate copolymers. 

  177.2000  Vinylidene chloride/methyl acrylate/methyl methacrylate polymers. 

  Subpart C—Substances for Use Only as Components of Articles Intended for Repeated Use 

  附属条款 C— 仅适用于预期重复使用制品成分的物质 

  177.2210  Ethylene polymer， chlorosulfonated. 

  177.2250  Filters， microporous polymeric. 

  177.2260  Filters， resin-bonded. 

  177.2280  4，4′-Isopropylidenediphenolepichlorohydrin thermosetting epoxy resins. 

  177.2355  Mineral reinforced nylon resins. 

  177.2400  Perfluorocarbon cured elastomers. 

  177.2410  Phenolic resins in molded articles. 

  177.2415  Poly（aryletherketone）resins. 

  177.2420  Polyester resins， cross-linked. 

  177.2430  Polyether resins， chlorinated. 

  177.2440  Polyethersulfone resins. 

  177.2450  Polyamide-imide resins. 

  177.2460  Poly（2，6-dimethyl-1，4-phenylene）oxide resins. 

  177.2465  Polymethylmethacrylate/poly（trimethoxysilylpropyl）methacrylate copolymers. 

  177.2470  Polyoxymethylene copolymer. 

  177.2480  Polyoxymethylene homopolymer. 

  177.2490  Polyphenylene sulfide resins. 

  177.2500  Polyphenylene sulfone resins. 

  177.2510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re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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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550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s. 

  177.2600  Rubber articles intended for repeated use. 

  177.2710  Styrene-divinylbenzene resins， cross-linked. 

  177.2800  Textiles and textile fibers. 

  177.2910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s. 

  第 178 条— 间接食品添加剂：辅料、生产助剂和清洗剂 INDIRECT FOOD ADDITIVES： ADJUVANTS， 

PRODUCTION AIDS， AND SANITIZERS 

  Subpart B—Substances Utilized To Control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附属条款 B — 用于抑制微生物滋生的物质 

  178.1005  Hydrogen peroxide solution. 

  178.1010  Sanitizing solutions. 

  Subpart C—Antioxidants and Stabilizers 

  附属条款 C— 抗氧化剂和稳定剂 

  178.2010  Antioxidants and/or stabilizers for polymers. 

  178.2550  4-Hydroxymethyl-2，6-di- tert -butylphenol. 

  178.2650  Organotin stabilizers in vinyl chloride plastics. 

  Subpart D—Certain Adjuvants and Production Aids 

  附属条款 D— 某些辅料和生产助剂 

  178.3010  Adjuvant substance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foamed plastics. 

  178.3120  Animal glue. 

  178.3125  Anticorrosive agents. 

  178.3130  Antistatic and/or antifogging agents in food-packaging materials. 

  178.3280  Castor oil， hydrogenated. 

  178.3290  Chromic chloride complexes. 

  178.3295  Clarifying agents for polymers. 

  178.3297  Colorants for polymers. 

  178.3300  Corrosion inhibitors used for steel or tinplate. 

  178.3400  Emulsifiers and/or surface-active agents. 

  178.3450  Esters of stearic and palmitic acids. 

  178.3480  Fatty alcohols， syn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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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500  Glycerin， synthetic. 

  178.3505  Glyceryl tri-（12-acetoxystearate）. 

  178.3520  Industrial starch-modified. 

  178.3530  Isoparaffinic petroleum hydrocarbons， synthetic. 

  178.3570  Lubricants with incidental food contact. 

  178.3600  Methyl glucoside-coconut oil ester. 

  178.3610  &b.alpha；-Methylstyrene-vinyltoluene resins， hydrogenated. 

  178.3620  Mineral oil. 

  178.3650  Odorless light petroleum hydrocarbons. 

  178.3690  Pentaerythritol adipate-stearate. 

  178.3700  Petrolatum. 

  178.3710  Petroleum wax. 

  178.3720  Petroleum wax， synthetic. 

  178.3725  Pigment dispersants. 

  178.3730  Piperonyl butoxide and pyrethrins as components of bags. 

  178.3740  Plasticizers in polymeric substances. 

  178.3750  Polyethylene glycol （mean molecular weight 200-9，500）. 

  178.3760  Polyethylene glycol （400）monolaurate. 

  178.3770  Polyhydric alcohol esters of oxidatively refined （Gersthofen process）montan wax 

acids. 

  178.3780  Polyhydric alcohol esters of long chain monobasic acids. 

  178.3790  Polymer modifiers in semirigid and rigid vinyl chloride plastics. 

  178.3800  Preservatives for wood. 

  178.3850  Reinforced wax. 

  178.3860  Release agents. 

  178.3870  Rosins and rosin derivatives. 

  178.3900  Sodium pentachlorophenate. 

  178.3910  Surface lubricant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metallic articles. 

  178.3930  Terpene re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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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940  Tetraethylene glycol di-（2-ethylhexoate）. 

  178.3950  Tetrahydrofuran. 

  

附件 2D 包装中的毒物 

  

美国公示法案 

Model Legislation 

  

  内容提要 

  本法案要求在国内使用或销售的包装或包装材料中减少铅、汞、镉和六价铬。 

  制造商和经销商应清楚的理解本法律。在本法律生效前的今后二年内，应依据本法案的要求对以往的

运作实施必要的调整。 

  包装或包装材料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应按要求在本法案生效的二年之后将包装材料附带掺入的铅、镉、

汞和六价铬总含量将低至百万分之六百（0.6g/kg），在生效的三年之后将低至百万分之二百五十

（0.25g/kg），在生效的四年之后将低至百万分之一百（0.1g/kg）。本法案禁止在制造或经营期间故意

掺入四种重金属。 

  本法案规定的免责，既包装制造采用重复使用的材料；有效日期之前制造的包装和包装辅助物；用于

人身防护、安全操作或功能性包装容器，例如与医学产品有关的放射治疗（X-射线）等仪器的无法替代的

包装和包装辅助物；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产品依据另外联邦或国家的健康、安全、运输或处理方面的规定（即，

有害废弃物）；受控制的具有重复使用功能的包装（即，饮料容器符合托管存放的要求）。此外、玻璃态

装饰性的玻璃或陶瓷包装容器或包装辅助物在检测时应符合特定的要求。 

  包装和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按要求向包装的购买方提供符合性证明书（适用于对产品进行

包装的公司，不适用于零售商或个体消费者）。公众和国家可以检索这些证明。 

  本法案还规定由国家确立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程序，更加明确的评估对于持续再循环必要的免责，此

外确定包装中存在的其它有害物质是否必须减量控制。 

  第 1 条 标题 包装中的毒物 Toxics in packaging 

  第 2 条 本法案认为并宣布 The legislature finds and declares that： 

  a 处理固体废弃物可能造成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大范围的危害； 

  b 包装（废弃物）占所有固体废弃物流很大的比例； 

  c 在焚烧包装废弃物时，包装所含的重金属中的一部分很可能随焚烧时的飞灰散发或残留在废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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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废渣在填埋场形成渗滤； 

  d 铅、汞、镉和六价铬受到特殊关注是基于现有的科学和医学的理论； 

  e 就减少包装废弃物的危害而论，排除包装上添加的重金属是可取的首要措施；并且 

  f 本法案的目标旨在减少危害的同时不妨碍或阻止在包装及其辅助物的产品中广泛使用再循环材

料。 

  第 3 条 定义 Definitions： 

  包装 Package 

  在国内或国外生产并以销售为目的，保护产品或方便运输的任何容器，并且应包括美国材料试验学会

（ASTM）在规范 D996 中定义的单元包装、中间包装或运输包装。 

  包装 Package 

  同样包括如运输箱、板条箱、杯子、桶、刚性托板和其它的盘，包装纸和包装薄膜、袋子和盆那些未

密封的容器。 

  经销商 Distributor 

  以销售或增加效益为目的，购买国内或国外生产的货物的有资格的任何人、厂商或公司。 

  包装辅助物 Packaging Component 

  任何在国内或国外生产的，内部或外部的垫块、支撑、加固、缓冲垫、防风雨布、外部捆扎带、涂料、

封闭物、油墨和标牌等类似的用于构成包装件的任何单独的部分。符合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规程

A623 的镀锡钢板应视为单独的包装辅助物。符合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规程 A653、 A924、 A879 和

A591 的镀锌钢板和热浸锌钢板应视为等同于镀锡钢板。 

  制造 Manufacturing 

  以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施加于一种或多种材料，使其成为包装或包装辅助物。 

  销售 Distribution 

  以销售或扩大销售为目的对一种或多种包装或包装辅助物有资格的经营。以第三方的名义单独地提供

一种或多种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人不被视为经销商。 

  制造商 Manufacturer 

  符合本法案定义生产一种或多种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任何个人、厂商、合作企业、合股企业或公司。 

  供应商 Supplier 

  任何直接出售或为销售提供，或以扩大销售为目的提供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任何个人、厂商、合作企

业、合股企业或公司，该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由另外的任何个人、厂商、合作企业、合股企业、或公司应用

于一种或多种包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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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掺入 Intentional introduction 

  为了包装或包装辅助物最终形成预期的特有的性质、外观或质量，在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有意加入了

受控金属的行为。 

  使用受控金属就作为一种加工助剂或添加剂而言，在制造期间获得确定的物理或化学变化，由此留存

在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附带的金属残留物既不是预期的也不是故意的，当上述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符合本法

案第 4 条第 C 款的规定时，不应视为本法案意旨的故意掺入。 

  以再循环材料为原料用于制造新的包装材料，当再循环材料的某部分可能包含相当数量的受控金属，

该新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符合本法案第 4 条第 C 款的规定时，不应视为本法案意旨的故意掺入。 

  偶然存在 Incidental Presence 

  在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非故意掺入却实际存在的成分。 

  第 4 条 禁令的延迟时间及对应总量 Prohibition/Schedule for Removal of incidental Amounts 

  a 在采用本法规开始执行二年以后，      州的制造商或经销商不应以销售或扩大销售为目

的，在任何制造或销售期间经营的包装或包装辅助物，其中包括包装本身或任何包装辅助物中的油墨、染

料、颜料、胶粘剂、稳定剂或任何其它添加剂中故意掺入铅、镉、汞或六价铬这些元素，与以上内容相反，

允许任何这些成分偶然存在。 

  B 在采用本法规开始执行二年以后，      州的制造商或经销不应以销售或扩大销售为目的，

在任何在制造或销售期间经营的产品，其中包括包装本身或任何包装辅助物中的油墨、染料、颜料、胶粘

剂、稳定剂或任何其它添加剂中故意掺入铅、镉、汞或六价铬这些元素，与以上内容相反，允许任何这些

成分偶然存在。 

  ｃ 任何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浓度总量不应超出以下标准： 

  本法案生效二年后低于重量的 0.06%（0.6g/kg）； 

  本法案生效三年后低于重量的 0.025%（0.25g/kg）；和 

  本法案生效四年后低于重量的 0.01%（0.1g/kg）。 

  第 5 条 

  免责 Exemptions： 

  所有的包装和包装辅助物应按本法案执行，除了以下内容： 

  a 有生产日期的标记证明包装或包装辅助物是在本法案生效之前制造的；或 

  b 某些包装或包装辅助物在制造、成型、印刷或销售过程中按适用的与联邦法规关于健康或安全的

符合一致要求，已经加入了铅、镉、汞和六价铬，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应以本条款中任何一项准则

为依据，就这些特定的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规定为条件，向“政府管理机构”申请免责；如果理由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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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情况“政府管理机构”可允许长达二年的免责；当再次就此提出免责申请并且符合本款标准时，可每

二年重新批准该免责申请；或 

  c 包装和包装辅助物不应超出本法案第 4 条第 c 款规定的最高污染物限制标准，但是加入了再生材

料除外；并且按本条款规定的免责应于 2010 年 1 月 1日终止。本条款应不适用于所有的镉、铅、汞或六

价铬的恢复是（或）从其它材料中分离出来用于金属或金属化合物；或 

  d 由于没有可替代物，某些包装或包装辅助物中的铅、镉、汞或六价铬已经在制造、成型、印刷或

分配过程中加入，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为了任何本部分的关于符合标准的特定的包装或包装辅助物

的规定提出免责，必需向“政府管理机构”申请，并提供必要的文件以支持免责的请求，如果理由正当，

依据情况“政府管理机构”可允许长达二年的免责；当再次提出免责申请并且符合本款标准时，可每二年

重新批准该免责申请。对本条款来说，使用申请人最终证明的受技术制约妨碍用其它材料替换受控物质，

对人身防护、安全操作、或功能性包装容器起到重要作用的不可替代物可免责。“不可替代物”不包括对

任何受控金属以营销为目的使用；或 

  e 被重复使用但超出本法案在第 4 条第 c 款中规定的污染物限制标准的包装和包装辅助物，产品包

装和包装辅助物在联邦和（或）国家健康或安全的要求下运输应对其实行免责；运输此类的包装产品要根

据联邦和（或）国家运输管理要求进行，并且处理这种包装要根据联邦和（或）国家放射性或有害废料处

理要求进行，本条款的免责应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终止；或 

  f 如果进行周转和重复使用的包装和包装辅助物超出本法案第 4 条第 c 款规定的污染物限制标准，

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或销售商必须向“政府管理机构”申请免责；依照由以下机构制定的第 f.1 款

标准，从“与 CONEG 有害包装技术情报交换站合作的政府管理机构”得到批准；并且理由充分地证明，周

转和重复使用的包装与依照第 4 条第 c 款规定的污染物限制标准生产的同等包装相比，更显著的有益于环

境；即使如此，本条款的免责也应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终止；并且： 

  f1 由制造商指派的申请免责的人拟定的标准计划书，应包括以下各自的理由： 

  I 用耐久的显著的形式表达，含有受控金属的物体可重复使用，因此申请免责； 

  Ⅱ 人们使用后不丢弃，而是返回到制造商或其指定处的可重复使用的物体，通过管理和税收的方法

按规定的比例再次用于制造和营销； 

  Ⅲ 存货和记录的操作系统说明可重复使用的物体的存放地、发货途径和维修； 

  Ⅳ 不再重复使用可回收材料进行生产或用于废料生产的可回收物体的运输方式，遵照目前的联邦和

（或）国家法律或法规控制这种制造业废料，确保这些废料不进入商业或市政废物流；和 

  Ⅴ 向“相关政府管理机构”年度报告的制度，改变的制度和指派的申请免责的人的变更。 

  ｇ 玻璃态类型的玻璃或陶瓷包装或包装成分，当样品预期依照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C16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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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照美国 EPA 毒性过滤程序的测试方法和公布于 SW 846 第 3 版中评估固体废料的测试方法测试时，镉

的含量不超出百万分之一（1mg/kg）， 六价铬的含量不超出百万分之五（5mg/kg），铅的含量不超出百

万分之五（5mg/kg）。在本规定中不应免除汞。 

  第 6 条 符合性证明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当可行时，不晚于采用本法案后的二年，依照本法案的规定，符合性证明应由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

造商或供应商向购买者提供，但是，应在第 5 款免责的条件下服从法规，应陈述申请免责的具体依据。符

合性证明应由制造或供应公司的一位授权官员签字。只要包装或包装辅助物在使用中，购买者应保留符合

性证明。符合性证明的复印件应由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归档保存。应把符合性证明或它的

复印件依照其要求提供给“政府管理机构”并且遵照第 9 条的规定提供给公众成员。 

  如果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重新阐述或创造出一个新的包装或包装辅助物，制造商或供

应商应给新的阐述或新的包装或包装辅助物提供一个订正或新的符合性证明。 

  第 7 条 实施 Enforcement  [每个州添加各自的实施规定] 

  第 8 条 官方评论 State Review  

  “政府管理机构”应与有害包装技术情报交换站（TPCH）协商，评估在采用本法案五年内和此后每五

年的有效性。机构应根据评估的情况向管理者和立法机关提供一个报告。报告可包含介绍在本法案目录下

增加的包装中包含的其它有害物质，以便进一步减少包装废弃物的毒性并且陈述用天然成分替代使用铅、

汞、镉、和六价铬。“政府管理机构”应与有害包装技术情报交换站（TPCH）协商，评估为本法规第 5 条

提供的任何免责的附加部分。该评估应于免责终止前二年的 1 月 1 日之前进行。以评估为基础的报告应于

免责终止当年的 1 月 1 日前提供给管理者和立法机关。 

  第 9 条 公众查询 Public Access 

  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依照要求向公众成员提供的符合性证明应： 

  a 制作成副本的形式提供给“政府管理机构”； 

  b 提供具体的针对包装或包装辅助物的要求的有关资料；和 

  c 答复由制造商或供应商在 60 天内做出。 

  第 10 条 有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本法案应自采用之日起立即生效。 

  第 11 条 独立能力和解释 Sever 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本法案的规定是独立的，即使任何一个法院宣布本法案的任何一段、条目、句子，或规定无效，或对

任何政府、机构、人或情况的适用性宣布无效，本法案其余的部分及其相关的适用性不应受到影响。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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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案的目标对规定起到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分析。 

  1998 年 12 月和 2004年 10 月修订。 

  

附件 2E 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 

  

加拿大国家法令 

第 C-38 章 

  

  本法令关联包装、标签、销售、进口和预包装产品的广告以及某些其它产品 

  第 1 节 提要 SHORT TITLE 

  第 1 条  

  本法令引用时可称作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 

  第 2 节 说明 INTERPRETATION 

  第 2 条 定义  Definitions 

  2.1 在本法令中 in this Act 

  广告 advertise 

  以促进产品销售为直接或间接目的，除标签以外，所采用的任何面向公众的表达形式。 

  应用 apply 

  将标签以粘贴、印刷、嵌入或任何其它的方法赋予产品。 

  专员 Commissioner 

  由竞争委员会依据《竞争法》任命的行政长官。 

  容器 container 

  为销售产品而采用的容器、包裹、包裹材料或封闭器，但不包括包装衬垫、运输集装箱或通常不显示

给消费者的包装材料、外部包装箱。 

  商人 dealer 

  零售商、制造商、加工或生产产品的人或从事进口贸易，包装或销售任何一种产品的人。 

  监察员 inspector 

  所有接受任命的监察员： 

  （a）依据《行业部门法》执行本法令；或 

  （b）当执行本法令涉及到食品时，如《食品和医药法》第 2 条中定义的，依据《加拿大食品检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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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法》的规定。 

  标签 label 

  任何的标志、商标、标记、图案、印记、印花、标贴、说明书或吊牌。 

  部长 minister 

  意指工业部长，当执行本法令涉及到食品时，如《食品和医药法》第 2 条中定义的，也指农业部长和

农业食品部长。 

  预包装产品 prepackaged product 

  任何产品预先包装在容器中，一种常用的销售方式，为了使用或消费者购买时不再进行包装。 

  规定 prescribed 

  依据法规①的规定。 

  注 1：法规既 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  C.R.C.， c. 417  

  产品 product 

  可以投放市场或交付使用的任何物品，但是不包括国土或任何类似的。 

  销售 sell 

  “销售”包括： 

  （a）明示出售价格和销售所有权；并且 

  （b）陈列方式使人有理由确信这些物品或产品是用来出售的。 

  2.2 专员的职责 Functions of Commissioner 

  工业部长的职责与本法令的管辖有关，本法令 11.1 除外，对于执行本法令而言，当与食品有关时，

如《食品和医药法规》第 2 条中定义的，可由专员代表该部长行使职权。 

  第 3 节 本法令的实施 APPLICATION OF ACT 

  第 3 条 适用范围 Application notwithstanding other Acts  

  3.1 按本法令第 3.2 款，并且任何的法规制订依照本法令第 18 条的规定。本法令的规定可适用于任

何的产品并不妨碍任何另外的国家法令的施用。 

  3.2 免责 Exemption 

  本法令不适用于《食品和医药法》中定义的任何发明物或医药。 

  第 4 节 禁令 PROHIBITIONS 

  第 4 条 关于标签 Prohibition respecting labels 

  4.1 任何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依照本法令要求的形式和方法公示该产品的净数量，且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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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用数字表示的量；或 

  （b）计量单位依照《度量衡法》表Ⅰ。 

  当可能规定时。公示的净数量应容易识别。否则，禁止商人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 

  4.2 在本法令第 4.1 款中提到的净数量的公示，应展示于标签主要展示面上，应清晰的而且显著的表

达，明显的与标签上的任何其它信息或陈述相区别。 

  第 5 条 关于广告 Prohibition respecting advertising 

  任何的为预包装产品设置的广告，关联到产品净数量的描述，应符合本法令和法规的规定。否则，禁

止商人在加拿大做预包装产品的广告。 

  第 6 条 关于包装 Prohibition respecting packaging 

  任何预包装产品的包装方式应适合该产品的包装要求，符合已经建立的法规并依照本法令第 11.1 款

的规定。否则，禁止商人销售或进口到加拿大。 

  第 7 条 关于预包装产品 Representations relating to prepackaged products 

  任何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不存在任何虚假的内容或令人误解的描述，由此误导，或可能相当于诱导了

对该产品的遐想，而造成假象。否则，禁止商人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 

  定义：虚假的或易误解的陈述 

  7.2 “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陈述”包括： 

  （a）任何的陈述所采用的公式、措辞、图形、描写或符号的使用，预谋或诱导可相当程度的限制预

包装产品净数量的公示，或以同等的方式可构成在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方面对消费者的欺骗； 

  （b）任何的用词、用语、数字、描述或符号暗示或可相当于暗示预包装产品包含任何实际不存在的

物质，或没有表达任何实际存在的物质；而且： 

  （c）预包装产品的质量、性能、功能、加工或生产的原理或方法的任何的描述或说明及其形式，就

实际情况而言，可相当程度的导致对消费者的欺骗。 

  7.3 规定不小于公示的净数量误差 Where， within prescribed tolerances， net quantity not less 

than declared 

  预包装产品以实用的定量声明了公称的净数量，则将不被认为是虚假的或易误解的陈述，如果预包装

产品净数量附属法定的公差，公示的净数量应不小于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并且该声明的其它方面应符合本

法令和法规的要求。 

  第 8 条 可食用的和适于饮用的预包装产品的标签 Labels on edible and potable prepackaged 

products 

  任何装在容器中的可食用的或适于饮用的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具有符合容器中总数量的陈述。标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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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每一份净数量的形式和方法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 

  （a）用数字表示的量；或 

  （b）计量单位依照《度量衡法》表Ⅰ。 

  当可能规定时。否则，禁止商人采用该预包装产品的标签。 

  第 9 条 预包装产品的容器 Container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9.1 任何包装预包装产品的容器的制品、构造、装填或类似的形式显示给消费者，不应由此导致对产

品的质量或数量方面产生可能程度的误解。 

  否则，禁止商人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 

  不追究公认的而且实践证明是必要的包装。 

  9.2 商人应证实装填产品的容器是公认的或普遍承认的，并且经过生产实践证明是适度的，为了包装

产品的功能是必要，或装填预包装产品的容器及其形式不至于造成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或数量方面的可能

程度的误解。否则，商人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是违犯法律。 

  第 5 节 标签 LABELS 

  第 10 条 各种预包装产品声明净数量的标签应： 

  （a）适合于预包装产品的形态和样式，这些或许已被规定；而且 

  （b）显示，符合特定的形态和样式并且符合特定的环境，这些或许已被规定； 

  （i）生产或销售预包装产品的商人名称和营业地址； 

  （ii）用公认的术语陈述预包装产品的特性和功能并且用普通的名称命名； 

  （iii）陈述预包装产品的特定信息：自然属性、品质、有效期、尺寸、原料清单、成分、原产地、

性能或产品的使用方法，这些或许已被规定。 

  第 6 节 容器的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CONTAINERS 

  第 11 条 

  11.1 按规章制定包装要求 Packaging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by regulation 

  由官方委员会对任何出售的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的容器是否不适当的增加了尺寸或外形，而且

如此不适当的增加尺寸或外形的结果，在预包装产品的重量、尺寸或数量方面，诱惑或误导了或可能诱惑

或误导消费者做出评价， 

  官方委员会在部长提出建议时可以制定法规，规定限制可出售的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容器的尺

寸或外形的包装要求。 

  11.2 确立包装要求的通告  Advice for establishing packaging requirements 

  为了达到确立任何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的包装要求的目标，部长应至少征求加拿大境内一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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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团体和一个经营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的商人组织的建议，并且征求加拿大标准化委员会或加拿

大境内任何从事标准化工作机构的意见。 

  第 7 节 调查和研究 research and studies 

  第 12 条 

  12.1 包装和标签的调查和研究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search and studies 

  部长可以组织调查和研究关联或附属于包装的及任何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包括实质上关联或易发生于

单价标记；储存日期标记和容器的外形和尺寸方面的事件。 

  12.2 咨询 Consultation 

  部长可以依照本法令第 12.1 款的规定组织任何的调查和研究，与其商议，或征求任何部门或官方机

构；任何商人或商人组织；任何加拿大境内的消费者团体的建议。 

  第 8 节 执行 ENFORCEMENT 

  第 13 条 

  13.1 出示证书  Certificate to be produced 

  监察员应授予委任证书。当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3.2 款的规定进入任何的场所执行时，如果 

  该场所的主管人提出要求，应向其出示该证书。 

  13.2 监察员的权力 Powers of inspectors 

  以本法令第 13.2.1 款的规定为前提条件。监察员可以在任何合理时间进入商人的或任何其它的经营

场所，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场所存在属于商人的任何一种预包装产品；在关联本法令确立的所

有目标的规定范围内执行本法令。监察员应： 

  （a）检查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预包装产品； 

  （b）打开并且检查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包裹，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包裹中存在预包装产品；

并且 

  （c）检查任何的公文或文件，包括说明书、报告、档案、海运单据和装船货单，或任何的数据记录、

任何机械方式（灌装）记录、电子文档、任何另外的资料如储藏设备，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其中

含有关联本法令中关于执行的任何资料，并且可以对上述文档和单据进行复制，或从中摘录部分内容。 

  13.2.1 进入私人住宅必需授权 Warrant required to enter dwelling-house 

  当执行本法令第 13.2条的规定场所为私人住宅时，监察员未经居住人同意不能进入，除非依据本法

令第 13.2.2 款的规定持有授权证明书。 

  13.2.2 颁发授权书 Authority to issue warrant 

  下列场合中，按非片面的司法程序，采纳依据正当理由的郑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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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当为执行本法令第 13.2 款的规定，情况涉及到私人住宅； 

  （b）为实现本法令的任何目标，行政管理或强制执行涉及到必需进入私人住宅，并且 

  （c）当进入生活住宅已经遭到拒绝或有合理的理由认定进入生活住宅必然会被拒绝，治安司法部可

以依此情况签署授权书批准该监察员以此名义按指定的位置进入私人住宅。 

  13.2.3 使用武力 Use of force 

  履行了本法令第 13.2.2 款的规定，持有授权书的监察员在指定位置执行时，不应使用武力，除非协

同治安官员而且使用武力已经被特别的审核批准。 

  13.3. 协助监察员 Assistance to inspectors 

  监察员执行本法令第 13.2 款的规定进入场所，该场所的所有权人或主管人及每个在场的从业人员应

给予全力的协助，以使监察员能够执行本法令所赋予的职责和职能。此外，监察员就关联本法令和法规实

施提出任何的合理问询，上述人员也应按其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 

  第 14 条 

  14.1 妨碍和虚假的陈述  Obstruction and false statements 

  当监察员履行本法令赋予的职责和职能时，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妨碍或故意的以口头的或书面的任何

一种方式编造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陈述。 

  14.2 干涉 interference 

  监察员以外的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的干涉方式移动、改变或打乱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

封和扣押的任何产品或其它物品。 

  14.3 允许检验和抽样  Examining and sampling allowable 

  当受查封产品或其它物品的当事人或任何授其委托的人申请检查其产品或其它物品时，在可行的场

所，监察员应提供随机抽取的样品。 

  第 15 条 

  15.1 查封 Seizure 

  在监察员依据合理的理由确认违犯了本法令或法规的任何规定的场合，对于任何的产品、标签、包装

或广告材料，只要监察员依据合理的理由确认上述物品违犯法律或涉及违反法律，就可以对这些物品予以

查封和扣押。 

  15.2 查封的限制 Seizure limitation 

  监察员不应查封不属于办案必要证据的产品、其它物品或其中的样品。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5.1 条

的规定查封产品或其它物品时，在事发现场应评估不会因此必然的影响到公共利益。 

  15.3 通报违反规定的人  Notice to person of provision contrav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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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封和扣押产品或其它物品的场所，监察员应尽可能及时通报

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所有人，告知施用查封是监察员认为（他）已经违犯了本法令或法规的规定。 

  15.4 扣押的限制 Detention limitation 

  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封的任何产品或其它物品不应扣押： 

  （a）在监察员认为产品或其它物品已经遵照了本法令或任何法规的规定之后； 

  （b）在受查封产品或其它物品的当事人或任何授其委托的人向监察员或部长提出申请以后，并且以

继续扣押不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为条件。除非产品、其它物品或其中的样品是办案的必要证据；  

  （c）在法定查封期六十天终止之后，如果查封是因违反了关联《食品和医药法》第 2 条中定义的食

品，在法定扣押期一百八十天之后； 

  （i）产品或其它物品的当事人已经依照本法令第 17 条的规定被没收； 

  （ii）查封的产品或其它物品就关联违犯的情节已经结案，或在此以前已经做出最终的结论；或 

  （iii）在通报延迟申请期间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是否扣押，应符合本法令第 16 条的规定。 

  15.5 保管和移动  Storage and removal 

  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封的产品或其它物品保管或储存在被查封的建筑物或场所中，

除非产品、其它物品或样品在那里是因办案证据所必需，当查封期间的当事人或该建筑物或场所的所有权

人提出移动到某个适宜的另外位置的要求时，就此情况，可以在监察员在场时移动而且保管在任何其它适

宜的场所中。 

  第 16 条 

  16.1 延迟扣押期的施用 Application to extend period of detention 

  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封和扣押的任何产品或其它物品就关联违犯的情节没有结案，部长可

以在本法令第 15.4（C）款规定的终止期限之前并依照本法令第 16.2 款的规定，在查封期内预先通告当

事人或产品及其它物品的所有权人，省级法院官员在属地管辖权限内，按法规核准延迟已查封产品或其它

物品的可行的扣押期。 

  16.2 施用的通报  Notice of application 

  依照本法令第 16.1 款的规定向当事人发送通报应至少在五个工作日之前，送交省级法院官员已制订

的申请或挂号邮件应至少在七个工作日之前，并且应详细说明： 

  （a）已制订的申请由哪个省级法院官员核准； 

  （b）地点和申请审理的时间，该时间应不少于发送通报的十天以后； 

  （c）已制订完成适用于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施用；而且 

  （d）部长以可信的证据说明产品或其它物品可以扣押，时间应该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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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延迟施用的核准  Order of extension granted 

  当接到依照本法令第 16.1 款的规定制订的审理申请时，省级法院官员判定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扣押延

迟符合条件，应下令： 

  （a）产品或其它物品延长扣押的时间，以及关联该扣押期间应达到的适当的条件；并且 

  （b）在扣押期终止时，产品或其它物品返还给被查封的当事人或任何其他有资格拥有的人， 

  除非在扣押期终止之前符合本法令第 15.4（c）款中（i）或（ii）的规定。 

  16.4 延迟施用的驳回  Order of extension refused 

  当接到依照本法令第 16.1 款的规定制订的审理申请时，省级法院官员判定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扣押延

迟不符合条件，应下令依照本法令第 15.4（c）款中规定的期限，将产品或其它物品返还给受查封的当事

人或任何其他有权拥有的人；除非： 

  （a）在扣留期终止之前符合本法令第 15.4（c）款中（i）或（ii）的规定；或 

  （b）在审理时扣押期限已经终止，结果省级法院官员不犹豫地下令，将产品或其它物品返还给被查

封的当事人或任何其他有权拥有的人。 

  第 17 条 

  17.1 同意没收  Forfeiture on consent 

  当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15.1 款的规定查封了任何产品或其它物品时，当事人或法定所有权人在查封

期间以书面的形式同意了对该产品或其它物品的没收，该产品或其它物品因此收归女王陛下。 

  17.2 罚款或其它的处罚 Forfeiture or other disposal on conviction 

  对于违犯了本法令规定的人和依照本法令第 15.1款的规定查封的任何产品或其它物品，依据其违犯

的具体情节，在施用了扣押后，该产品或其它物品： 

  （a）在判定了罪责时，除适用的任何一种犯罪处罚以外，罚没物收归女王陛下，如果直接通过法院

没收，或 

  （b）应在终止期满时，依据罪责或最终的结论提出诉讼，视具体的情况而定，是返还给被查封当事

人还是任何另外有权拥有的人，即使是关联出售或广告，同样依照法定程序，由法院判定。为避免任何的

更进一步的违犯本法令的措施是必要的。 

  17.3 视为未执行查封 Articles deemed not to have been seized 

  为了本法令第 17.2 款规定的意图，任何的产品或其它物品依照本法令第 15（4）（a）或（b）款豁

免扣押，应视为未执行本法令第 15 节规定的查封。 

  第 9 节 法规 Regulations 

  第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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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官方委员会可以制订法规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ay make regulations 

  （a）免责，任何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有条件或无条件地，任何或全部的符合本法令或法规； 

  （b）免责，关联任何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类产品的任何类型的处理，有条件或无条件地，符合本法

令第 4 条禁令的规定； 

  （c）陈述定义的“主要展示面”适合于本法令的规定； 

  （d）预包装产品容器应给出的规定信息，预包装产品平时的零售价格应在哪个位置上显示； 

  （e）除标签应表达的信息或陈述外，要求表达在预包装产品容器标签上的任何信息或陈述； 

  （f）语言或语言表达的形式和方法方面的规定，包括任何的标签应公告或声明的任何必要的信息或

陈述，在任何的容器或广告上的公告或声明； 

  （g）使用任何的词汇、用语、数字、描述或符号方面的规定，关于怎样的预包装产品应视为构成了

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陈述，除非有反驳的证据； 

  （h）依照任何另外的法规，扩展或适应与本法令关联的任何产品或产品类的规定，不是预包装的产

品但是通常销售或由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在法规中详细规定： 

  （i）其它的方式，转卖或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商业或行业的；或 

  （ii）关于标签应用的例外，哪个标签不容纳净数量的声明； 

  （i）关于产品和其它物品的扣押依据本法令第 15 条有关查封和扣押的规定； 

  （j）关于产品和其它物品的没收依据本法令第 17 条有关没收的规定； 

  （k）基于依照本法令对任何问题或事件的规定，可另规定；及 

  （l）通常为运输的用途并且符合本法令。 

  18.2 在容器上视为标签的陈述 Where statement on container deemed to be label 

  任何的预包装产品容器上的信息或陈述应符合法规的规定，在其之上的信息或陈述应等同标签要求的

水平，预包装产品容器上的声明应视为标签的应用。 

  第 10 节 法规的颁布 PUBLICATION OF PROPOSED REGULATIONS 

  第 19 条 出版和日期的陈述 Publica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representations 

  由官方委员会提议，依照本法令第 11 条或第 18 条的规定制订的法规的复制版或修改版应在加拿大政

府公报上颁布，在适当的时机提供给消费者、商人和其它的利害关系人直至法规所涉及的所有权利人。 

  第 11 节 违犯和处罚 OFFENCES AND PUNISHMENT 

  第 20 条 

  20.1 触犯本法令的第 4 条至第 9 条 Contraventions of sections 4 to 9 

  以本法令第 20.2.1 款的规定为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商人触犯本法令的第 4 条至第 9 条之中规定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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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条都属于负有的责任的犯罪： 

  （a）在即决裁定上，处以不超过 Can $5，000 的罚款；或 

  （b）在经公诉程序的判决上，处以不超过 Can $10，000 的罚款。 

  20.2 其它规定或规章的违反 Contravention of other provisions or regulations 

  以本法令第 20.2.1 款的规定为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商人触犯本法令除第 4 条至第 9 条以外的规定，

或依照本法令第 18.1.（d）、（e）或 （h）款的规定而制订的法规的任何条款都属于负有的责任的犯罪： 

  （a）在即决裁定上，处以不超过 Can $1，000 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六个月的监禁；或直至两罚并

用；或 

  （b）在经公诉程序的判决上，处以不超过 Can $3，000 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直至

两罚并用。 

  20.2.1 关联食品的犯罪 Offences relating to food 

  任何人触犯了本法令第 20.1.或 20.2 款的规定，当涉及到《食品和医药法》第 2 条定义的食品的规

定时，都属于负有责任的犯罪： 

  （a）在即决裁定上，处以不超过 Can $50，000 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六个月的监禁；或直至两罚并

用；或 

  （b）在经公诉程序的判决上，处以不超过 Can $250，000 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两年的监禁；或直

至两罚并用。 

  20.3 法人的高级职员等违犯的责任 Criminal liability of officers，etc，of corporations 

  当公司法人直接授权、同意、默许或受委任参与的任何高级职员、主管或代理人在受委托期间触犯本

法规属于当事人负有的责任的犯罪，无论法人是否已经被起诉或判决。 

  第 21 条 

  21.1 雇员或代理的违犯 Offence by employee or agent 

  在触犯本法令的违法行为的任何起诉中，对于具有充分证据的罪行而且证实被告人是雇员或代理，无

论该犯罪行为是否已经被指控，均不能因被告人是雇员或代理而不追究，除非被告可以证实，该犯罪行为

是在其不知情或未曾允许，而且尽其所能地阻止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不予以追究。 

  21.2 有效期限 Limitation period 

  对于任何依据本法令第 20.1 或 20.2 款的规定以即决裁定的形式执行的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时间不

迟于启动程序的标的物时间的十二个月之后。 

  21.2.1 违反关联食品的有效期限 Limitation period for offences respecting food 

  对于任何依据本法令第 20.2.1 款的规定以即决裁定的形式执行的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时间不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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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通报部长程序的标的物时间的二年之后。 

  21.2.2 部长的证明书 Minister's certificate 

  由部长签署的公文证明当天既为法定的完成了关于标的物通报部长的程序，允许证据尚未通过签名的

试验证明。允许没有正式文号的文件和事件的证据尚待证实。 

  21.3.审判地 Venue 

  如果被告人在法庭的管辖区域内居住或者经商，对于依照本法令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的控告或起诉，该

法庭有权审理和审判，即使该控告或诉讼案件并未发生于该法院的管辖属地。 

  第 22 条 

  22.1 标签鉴定 Identification appearing in labels 

  在任何违犯本法令的起诉期间，对于某个应用于产品的标签提出鉴定，就该产品而言，鉴定既是通过

其标签辨认该产品是经由何人生产或制造的。在没有反面的证据时，考验标签中显而易见地表达了该产品

是经由何人生产或制造的，并且标签中的信息和陈述是真实的。 

  22.2 容器鉴定 Identification appearing on containers 

  当任何违反本法令的起诉关联到以标签鉴别产品不适用时，对于某个应用于产品的容器提出鉴定，就

该产品而言，鉴定既是通过其容器辨认该产品是经由何人生产或制造的。在没有反面的证据时，考验容器

上显而易见地表达了该产品是经由何人生产或制造的，并且容器上的信息和陈述是真实的。 

  第 23 条 

  23.1 在现行法规以前执行一般标准或在运输途中的违反 

  Articles received or in transit before contravened regulation in force 

  当销售、进口产品或为产品做广告违犯本法令时，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并使法庭确信，既在现行的法

规生效之前，该产品执行了当时一般认为可行的标准，或商人的这些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在运输途中，使其

无法依照本法令行事。则不应对违反了本法令的产品出售、进口或做广告的人定罪。 

  23.2 现行规章之前广告的违反 Advertising before contravened regulation in force 

  当为产品做广告违犯本法令时，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并使法庭确信该广告： 

  （a）是过去已经出版的；或 

  （b）是过去按确定的授权形式并且发送给出版物时间是在现行的法规生效之前，使其无法依照本法

令行事。则不应对违反了本法规的做广告的人定罪。 

  有关规定 RELATED PROVISION 

  --1997， c. 6， s. 44（2）： 

  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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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市区及郊区本法令第 21.2.1 款规定的二年有效期限适用。本法令补偿条款第 23.1 款的规定仅适

用于该条款生效之后相关的违犯。 

  

附件 2F 纺织品标签法 

  

加拿大国家法令 

第 T-10 章 

  

  本法令关联消费纺织品的标签、销售、进口和广告 

  第 1 节 提要 SHORT TITLE 

  第 1 条 

  本法令引用时可称作纺织品标签法  

  R.S.c.46（附加条款 1），s.1 

  第 2 节 说明 INTERPRETATION 

  第 2 条 定义  Definitions 

  2.1 在本法令中 in this Act 

  广告 advertise  «publicité» ou «annonce» 

  以促进纤维纺织品销售为直接或间接的目的，除标签外，所采用的任何面向公众的表达形式。 

  分析员 analyst «analyste» 

  依据本法令第 7 条由专员任命的专业人员。 

  应用 apply Version anglaise seulement 

  标签以粘贴、印刷、嵌入或任何其它的方法赋予纤维纺织品。 

  专员 Commissioner «commissaire» 

  依据《竞争法》由竞争委员会任命的行政长官。 

  消费纺织品 consumer textile article «article textile de consommation» 

  （a）任何纺织的纤维制品、纱线或布料；或 

  （b）任何整体或部分应用纺织的纤维制品，纱线或布料制作的产品，这些产品应是当前或即将以销

售的形式给任何的人消费或使用，而不是在制造业的生产、加工或制作的任何产品中消耗或使用。 

  商人 dealer «fournisseur» 

  生产、加工或制作纤维纺织品的人或从事进口或销售纤维纺织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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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料 fabric «tissu» 

  通过针织、编织、钩编、打结、编结、毡制、粘结、碾压或与其它加工方法相结合制造的薄片状纤维

纺织品。 

  监察员 inspector «inspecteur» 

  依据《行业部门法》的规定为执行本法令所任命的人。 

  标签 label Version anglaise seulement 

  任何的标志、商标、标记、图案、印记、印花、标贴或说明书。 

  部长 minister «ministre» 

  意指工业部长。 

  规定 prescribed Version anglaise seulement 

  依据法规的规定。 

  销售 sell «vendre» 

  “销售”包括： 

  （a）明示出售价格和销售所有权；并且 

  （b）陈列方式使人有理由确信这些物品或产品是用来出售的。 

  纺织的纤维制品 textile fibre «fibre textile» 

  一般可以用任何天然的或人造的材料制成的纱线或布料，并且不局限于此，还包括人类的头发、木棉、

羽毛以及动物的毛发或从动物皮上取下的绒毛。 

  纤维纺织品 textile fibre product «produit de fibres textiles» 

  意指： 

  （a）所有消费用纺织品，或 

  （b）所有在消费用纺织品中已经或即将用到的纺织纤维制品、线纱或布料。 

  第 3 节 禁令 PROHIBITIONS 

  第 3 条 关于消费纺织品的禁令 Prohibition respecting consumer textile articles 

  禁止商人，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的： 

  （a）对于已经定义的消费纺织品，除非该商品应用了与纤维纺织品的商品内容符合一致的标签。或 

  （b）任何消费纺织品应用了与纤维纺织品的商品内容符合一致的标签，除非该标签依照本法令应用

并且符合本法令中所有适用的条款。 

  第 4 条 关于广告的禁令 Prohibition respecting advertising 

  禁止商人，在消费纺织品广告中，在法规规定的框架以外，描述任何关于纤维纺织品的商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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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条 关于消费纺织品的表达 Representations relating to consumer textile articles 

  5.1 禁止商人，在消费纺织品上应用的标签或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做广告的消费纺织品应用的标签

包含任何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描述，由此误导或可能相当于诱导了对该产品遐想而造成假象。 

  5.2 禁止商人，通过应用的标签、广告或其它途径，造成任何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象，由此误导或

可能相当于诱导了对该产品遐想而造成假象。 

  5.3 就本章的主旨而言， “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象”包括： 

  （a）在与纤维纺织品内容相关的任何描述中，以某种方式安排或展现的措辞、文字、图像、叙述或

标志，导致或有理由被认为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欺诈； 

  （b）任何措辞、文字、图像、叙述或标志，导致或有理由被认为暗示了纤维纺织产品中含有某些纤

维、皮毛或毛发，而事实上该产品并不含有上述成分；以及 

  （c）在纤维纺织品中，关于成品的外形、质量、性能、原料和关于其生产步骤的这些因素所进行的

任何描述，导致或有理由被认为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欺诈。 

  第 4 节 标签 LABELS 

  第 6 条 关于纺织纤维内容的陈述 Label containing representation respecting textile fibre 

content 

  在消费纺织品上所采用的及其包含的陈述与商品中纺织纤维内容相关的每个标签应： 

  （a）依照下述的形式和方式应用于商品上；且 

  （b）依照下述的形态和方式进行陈述： 

  （i）标签注明商品的纤维总量中所占比重不低于或大于 5%的每类纺织纤维成分的普通名称； 

  （ii）依据上述第（i）段在标签中注明商品所含有的每类纺织纤维成分的比重和与其对应的名称应

符合法规的规定。 

  （iii）生产或制造消费纺织品的人及其身份；并且 

  （iv）诸如此类的其它信息和陈述，当或许为法规所规定时，按要求包含在标签中。 

  第 5 节 分析员 ANALYSTS 

  第 7 条 分析员由专员指派 Designation of analysts by Commissioner 

  为了本法令的目标，专员可依据个人的判断指派任何有资格的人担任分析员。 

  第 6 节 执行 ENFORCEMENT 

  第 8 条 

  8.1 监察员的权力 Powers of inspectors 

  以本法令第 8.1.1 款的规定为前提条件。监察员可以在任何合理时间进入商人的或任何其它的经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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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场所存在属于商人的任何一种纤维纺织品； 

  （a）监察员可以检查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纤维纺织品； 

  （b）监察员可以打开检验在该场所发现的任何包裹，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包裹中存在纤维

纺织品； 

  （c）监察员可以检查任何公文、报告、测试数据、记录、海运单据和装船货单，或其他文档和单据，

只要监察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其中含有关联本法令中关于执行的任何资料，并且可以对上述文档和单据进

行复制，或从中摘录部分内容。 

  8.1.1 进入私人住宅必需授权 Warrant required to enter dwelling-house 

  当执行本法令第 8.1 条的规定场所为私人住宅时，监察员未经居住人同意不能进入，除非依据本法令

第 8.1.2 款的规定持有授权证明书。 

  8.1.2 颁发授权书 Authority to issue warrant 

  下列场合中，按非片面的司法程序，采信依据正当理由的郑重申请： 

  （a）当为执行本法令第 8.1 条的规定，情况涉及到私人住宅； 

  （b）为实现本法令的任何目标，行政管理或强制执行涉及到必需进入私人住宅，并且 

  （c）当进入生活住宅已经遭到拒绝或有合理的理由认定进入生活住宅必然会被拒绝，治安司法部可

以依此情况签署授权书批准该监察员以此名义按指定的位置进入私人住宅。 

  8.1.3 使用武力 Use of force 

  履行了本法令第 8.1.2款的规定，持有授权书的监察员在指定位置执行时，不应使用武力，除非协同

治安官员而且使用武力已经被特别的审核批准。 

  8.2 出示证书 Certificate to be produced 

  监察员应被授予委任证书。当监察员依照本法令第 8.1 条的规定进入任何的场所执行时，如果该场所

的主管人提出要求，应向其出示该证书。 

  8.3. 协助监察员 Assistance to inspectors 

  监察员执行本法令第 8.1 条的规定进入场所，该场所的所有权人或主管人及每个在场的从业人员应

给予全力的协助，以使监察员能够执行本法令所赋予的职责和职能。此外，监察员就关联本法令和法规实

施提出任何的合理问询，上述人员也应按其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 

  第 9 条 

  9.1 妨碍 Obstruction 

  当监察员依据本法令履行其职责和职能时，任何人不得对其进行妨碍或阻挠。 

  9.2 虚假的陈述 Fals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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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监察员履行本法令赋予的职责和职能时，任何人不应以口头的或书面的任何一种方式故意向监察员

编造任何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陈述。 

  9.3 干涉 interference 

  监察员以外的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的干涉方式移动、改变或打乱监察员依照法规扣押的任何纤维纺织品

或其它物品。 

  第 10 条 

  10.1 查封 Seizure 

  在监察员依据合理的理由认为违犯了本法令或法规的任何规定的场合，对于任何纤维纺织品、标签、

包装或广告材料，只要监察员依据合理的理由确认上述物品违反法律或与违反法律相关，就可以对这些物

品予以查封和扣押。 

  10.2 扣押 Detention 

  依据本法令第 10.1 款查封和扣押的纤维纺织品或其它物品，在下列情况发生后应不再继续扣押： 

  （a）本监察员认为纤维纺织品或其它物品已经遵照了本法令或任何法规的规定；或 

  （b）在法定查封期 90 天终止以后，对于纤维纺织品法定的查封期或许规定更长的时间，如果在查封

期对违反法律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可以扣押至调查有最终结论为止。 

  第 7 节 法规 REGULATIONS 

  第 11 条 

  11.1 官方委员会可以制订法规 

  （a）为本法令的目标规定消费纺织品，以及依据本法令的界定规定其它任何材料或物品； 

  （b）通过施用本法令或法规的条款为任何纤维纺织品或其中的部分免则； 

  （c）依据本法令第 3 节禁令中第 3（a）条款的规定，废除与其关联的消费纺织品任何类型的交易； 

  （d）依据本法令第 6 条的规定，对标签中所包含的任何信息或补充的陈述提出包括要求、允许或禁

止的条款； 

  （e）对消费纺织品的广告中所包含的，与该商品中纺织纤维内容相关的任何描述，提出包括要求、

允许或禁止的条款； 

  （f）在标签上必要或法定的任何信息或陈述和补充的或附加的信息或陈述，需要或可以在消费纺织

品外包装上表达的； 

  （g）在任何标签上必要或法定的任何信息或陈述和任何外包装或在任何广告中应以何种形态或方式

展示的规定； 

  （h）规定与纤维纺织品相关的措辞、文字、图像、陈述或标志的使用，不应构成虚假的或令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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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象，除非证明不会构成如此表象； 

  （i）规定纺织纤维的一般名称； 

  （j）如果一种纺织纤维的一般名称不符合本法令的规定，应按本法令确立的目标为其规定； 

  （k）要求将关联纺织纤维的信息通报部长，使任何纺织纤维能够按规范的程序命名一般名称，同时

规定应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就此公告； 

  （l）确定在标签或其它位置展示的关系到所含纺织纤维重量百分比的公差； 

  （m）尊重分析师的职责和职能和对纤维纺织品进行的抽样； 

  （n）依据本法令第 10.1 款查封的纤维纺织品及其它物品关系到扣押； 

  （o）依据本法令第 16 条没收的纤维纺织品及其它物品关系到处置；此外， 

  （p）为达到本法令的目标和规定的其它必要措施。 

  11.2 视为标签的包装容器上的陈述 Where statement on container deemed to be label 

  消费纺织品及其标签中应包含的信息或陈述，在需要或允许依据法规的规定应用于包装容器的场合，

该信息或陈述的表达应等同于标签的要求，该包装容器上的表达应视为标签并且应用于该商品。 

  11.3 纺织纤维没有一般名称的情况 Where no generic name for textile fibre 

  在含有某种纺织纤维或由该纺织纤维制成的消费纺织品在法规中未列出其一般名称的情况下，应用于

该商品上的标签应给出相对应的纺织纤维类的名称，前提是标签中对该纺织纤维的描述与法规一致。 

  第 8 节 违犯和处罚 OFFENCE AND PUNISHMENT 

  第 12 条 

  12.1 违反本法令第 3 条至第 5 条 Contravention of sections 3 to 5 

  任何商人触犯本法规第 3、4、5 条，属于负有的责任的犯罪： 

  （a）在即决裁定上，处以不超过 Can $ 5000 的罚款；或， 

  （b）在经公诉程序的判决上，处以不超过 Can $ 10000 的罚款。 

  12.2 触犯其它规定或法规 Contravention of other provisions， or regulations 

  任何人触犯本法令本法规第 3、4、5 条以外的其它条款，或者触犯其它法规，属于负有责任的犯罪： 

  （a）在即决裁定上，处以不超过 Can $ 1000 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 6 个月的监禁，或直至两罚并用；

或， 

  （b）在经公诉程序的判决上，处以不超过 Can $ 3000 元的罚款，或处以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直至

两罚并用。 

  第 13 条 

  13.1 雇员或代理商违法 Offence by employee o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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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触犯本法令的违法行为的任何起诉中，对于具有充分证据的罪行而且证实被告人是雇员或代理，无

论该犯罪行为是否已经被指控，均不能因被告人是雇员或代理而不追究，除非被告可以证实，该犯罪行为

是在其不知情或未曾允许，而且尽其所能地阻止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不予以追究。 

  13.2 时效期限 Limitation period 

  依据本法令以即决裁定的形式执行的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时间不迟于启动程序的标的物时间的十二

个月之后。 

  13.3 审判地 Venue 

  如果被告人在法庭的管辖区域内居住或者经商，对于依照本法令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的控告或起诉，该

法庭有权审理和审判，即使该控告或诉讼的案件并未发生于该法院的管辖属地。 

  第 14 条 

  14.1 分析员的证明 Certificate of analyst 

  依据本条款，一份陈述证明如果是由分析员正式签署的，说明分析员已对该商品、产品或材料进行过

分析或检测，并列出了分析或检测的结果，在依照本法令对犯罪行为的任何指控中，该证明中的陈述属于

有效证据，即使没有署名的或官方签署的证据。 

  14.2 分析员的出庭 Attendance of analyst 

  分析员依照本法令第 14.1 款出示的证明所涉及的当事人，可以要求中断庭审，要求分析员出庭，以

就上述证明与其进行对质。 

  14.3 通报 Notice 

  依照本法令第 14.1 款所做出的证明只能在符合下面所属情况时才可作为证据：当事人对该产品有主

导作用并且是有意图的违反，就此情况以合理的理由通报在证据文本中。 

  第 15 条 

  15.1 通过标签判定责任人 Identification appearing in labels 

  在依照本法令对犯罪行为的任何指控中，某件纺织纤维品上应用标签中注明的（商）人既视为此产品

生产或制造的人。在指控中作为证据的意义在于，当没有反驳的证据时，标签上注明的（商）人视同此产

品生产或制造的同一个人，此（商）人既是对标签中包含的信息和陈述负有责任的人。 

  15.2 通过容器判定责任人 Identification appearing on containers 

  在依照本法令对犯罪行为的任何指控中，对于与纺织纤维有关的某件产品，应用标签未注明视为此产

品生产或制造的（商）人，但在产品的包装容器上注明了此（商）人，当没有反驳的证据时，包装容器上

注明的（商）人既作为证据，视同该产品生产或制造的同一个人，此（商）人既是对标签中包含的信息和

陈述负有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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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条 

  16.1 没收物 Forfeiture 

  当依照本法令判决某人有罪时，与罪行相关或者作为犯罪途径的任何纺织纤维品，或任何标签，包装

或广告材料，将受到以下处理： 

  （a）如果上述物品是由法庭判决没收的，那么在判决中，作为对犯罪行为的任何处罚的附加，没收

归于女王陛下；或， 

  （b）在与销售或广告相关的场合中，如果没收物处于特定的订单中，且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时，为避

免其再发生违犯本法令的情况，法庭可以下令将没收物归还没收前的原物主。 

  16.2 对个人索赔要求的保护 Protection of persons claiming interest 

  适用《渔业法》的第 74 至 76 节，根据外部条件的需要做出了如下的修改，在处理根据本条款没收的

任何纺织纤维品或其它物品时，将被没收的纺织纤维品或其它物品视为根据《渔业法》的第 72（1）款没

收的商品加以处理。 

  第 17 条 

  17.1 在法规生效之前生产或运输途中的商品 

  Articles received or in transit before contravened regulation in force 

  当销售、进口消费纺织品或为消费纺织品做广告违犯本法令时，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并使法庭确信，

既在现行的法规生效之前，该消费纺织品执行了当时一般认为可行的标准，或商人的这些不符合规定的消

费纺织品在运输途中，使其无法依照本法令行事，则不应对违反了本法令的消费纺织品出售、进口或做广

告的人定罪。 

  17.2 先前的广告行为违犯现行法规 Advertising before contravened regulation in force  

  当为消费纺织品做广告违犯本法令时，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并使法庭确信该广告： 

  （a）是过去已经出版的；或， 

  （b）是过去按确定的授权形式并且发送给出版物时间是在现行的法规生效之前，使其无法依照本法

令行事。 

  则不应对违反了本法规的做广告的人定罪。 

  

附件 2G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墨西哥法定标准 

NOM-050-SCF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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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和工业发展部，通过标准总局的工作，根据《联邦公共管理基本法》的第 34 条第 XIII，XXX 部

分；《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第 1 条，第 39 条的第 V 部分，第 40 条的第 X， XII 部分，第 46 条，第

47 条的第 IV 部分；《经济部内部法规》的第 19 条第 I，XV 部分。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Commercial information – General labeling of products. 

  

引言 

  为了有效地保护消费者、保证商品信息，联邦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手段保证本国领土上销售的产品

和服务满足必要的要求。 

  国家商品信息、用户安全及商务活动标准化顾问委员会，于 2003 年 3 月 28 日批准公布了法定墨西哥

标准 PROY – NOM – 050 – SCFI – 2003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的方案。此方案于 2003 年 6 月 27

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以使感兴趣的团体能够提出他们的

意见； 

  在该法定墨西哥标准方案公布之后 60 天以内，根据《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第 45 条的规定，要将《法

规作用的陈述》公之于众，加以协商；在同一时期内，感兴趣的团体对上述法定墨西哥标准的方案的内容

提出意见，由工作小组加以分析，对 NOM 的方案做出适当的修改。 

  2004 年 4 月 15 日，国家商品信息、用户安全及商务活动标准化顾问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提交的标准。 

  《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确认法定墨西哥标准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理想手段，特此颁布以下标准： 

  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50-SCFI-2004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墨西哥，D.F.， 2004年 4 月 28 日，标准局长，MIGUEL AGUILAR ROMO 签署。 

  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50-SCFI-2004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取代 1996年 1月 24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颁布的 NOM-050-SCFI-1994。 

  

前言 

  以下公司和机构参与了本法定墨西哥标准的制定： 

  ACCEL WAREHOUSE， S.A. 

  INTERAMERICAN WAREHOUSE， S.A. DE C.V. 

  ALMEX， S.A. D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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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保税仓库协会，A.C. 

  墨西哥儿童用品协会，A.C. 

  标准化和认证协会，A.C. 

  全国卡车、拖拉机、拖车进口商和出口商协会，A.C. 

  全国公共汽车、卡车、拖拉机与拖车制造商协会，A.C. 

  全国自动服务和百货商店协会，A.C. 

  墨西哥城商会 

  全国制造工业总会 

  全国油、油脂、肥皂与洗涤剂工业总会 

  产品与服务的公共卫生质量总局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职业安全与健康总局 

  SEDERIA  LA  NUEVA， S.A. DE C.V. 

  HECA 汽车服务 S.A. DE C.V. 

  SGS OFmEXICO， S.A. DE C.V. 

  墨西哥标准化与认证团体，S.C. 

  TIMKEN， S.A. DE C.V. 

  3MmEXICO，S.A. DE C.V. 

  URREA TOOLS， S.A. DE C.V. 

  全国电信与计算机信息电子工业总会 

  墨西哥质量认证质量控制中心，S.A. DE C.V. 

  PROCTOR AND GAMBLE OF MEXICO DE R.L. DE C.V. 

  联邦竞争委员会 

  全国商会联盟 

  全国工业总会联盟 

  汽车工业经销商，S.A. DE C.V. 

  真实的服务，S.C. 

  GENERAL MOTORS DE MEXICO ， S.A. DE C.V. 

  专业化的经营管理，S.A. DE C.V. 

  GOBA INTERNATIONAL， S.A. D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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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仓库集团 

  KLEIN TOOLS ， S.A. DE C.V. 

  墨西哥标准化与认证协会，A.C. 

  J.C.PENNEY 零售经销商，S.A. DE C.V. 

  MEAD CORPORATIVE， S.A. DE C.V. 

  NETZWERKE， S.A. DE C.V. 

  DOESN’T KNOW HOW TO FAIL， S.A. DE C.V. 

  电子标准化与认证，A.C. 

  消费者联邦检察官 

  通讯和运输部 

  运输与国内航空局 

  联邦电信委员会 

  经济部 

  国际商务谈判司 

  标准局 

  卫生部 

目录 

1  目的 

2  范围 

3  引用文件 

4  术语和定义 

5  商品信息 

6  监督 

7  目录索引 

8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9  过渡条款 

  1. 目的 

  本法定墨西哥标准的目的是确定国内销售的产自本国或国外的产品的商品信息，并且确定该信息应包

含的商品特性。 

  2.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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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法定墨西哥标准适用于所有在本国境内出售给消费者的本国及外国制造的产品。 

  2.2 本法定墨西哥标准不适用于： 

  （a）符合特定的法定墨西哥标准或其它任何当前法规所包含的商品信息条款的产品； 

  （b）散装出售的产品； 

  （c）活的动物； 

  （d）书籍、杂志、小册子和任何形式的定期的出版物，包括公告的版式、磁盘、压缩盘和磁带，相

似的物品还包括唱片、软件、电报、录像片、盒式录音磁带和盒式录像带。 

  （e）通过目录获取的替换部件和元件，要通过其一部分或编码来识别，要注意其标识和型号，只用

于生活服务或维修产品。 

  （f）相关机构依照其权限确定的所有其它产品。 

  3. 引用文件 

  本标准由以下现行的法定墨西哥标准加以补充： 

  NOM- 008- SCFI- 2002 计量单位制 

  NOM- 008- SCFI- 2002 General System of Units of measure 

  于 2002 年 11 月 27 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 

  NOM-030-SCFI- 1993 商品信息  商品标签上的数量标示  产品说明书 

  NOM-030-SCFI- 1993Commercialinformation – Declaration of quantity on labels – 

Specifications 

  于 1993 年 10 月 29 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墨西哥法定标准： 

  4.1 消费者 Consumer 

  作为最终用户获得和享受货物、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或公司。 

  4.2 包装 Packaging 

  为了方便产品的储存与运输，用来包裹、装填和保护产品的材料。 

  4.3 容器 Container 

  任何为了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而装填产品的容器或包装物。 

  4.4 组合（包装）与集合（包装）容器 multiple or collective Container 

  为了将产品售给消费者而采用的装载二个或更多相同或不同预包装产品的容器或包装物。 

  4.5 标签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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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牌、标志、文字、图像或其它描述形式，可以书写、印刷、模板印刷、标示、雕刻、记录、粘贴

或系到产品上、容器上或包装上（根据产品的特点）。 

  4.6 保证书 Guarantee 

  制造商或进口商对产品质量进行的承诺或担保，防范由于操作、材料或人为造成产品缺陷的文件。 

  4.7 使用说明或操作指南 instructions or manual of operation 

  印刷在标签上或附加的文件上的信息，其中包含使用、搬运的说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包括警告以及

指导最终用户安装、保养和维修产品的数据。 

  4.8 易读的文本 Reading at simple glance 

  在正常的照明条件下能够浏览的文本，印刷的字体高度至少 1.5mm。在产品的主要展示面等于或小于

32c ㎡，印刷的字体高度至少 1mm。 

  4.9 警告性说明 Cautionary inscriptions 

  指能够告知并且能预先警告（如果需要）消费者的文字、符号或图示，或是文字、符号、图示的结合，

说明产品中特殊成分的存在或产品使用不当可能会给消费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损害。 

  4.10 产地（原产国）Country of Origin 

  制造、制作或组装产品的地方。 

  4.11 预包装 Pre-packaging 

  消费者不在场时将产品置于任何一种容器中的过程，容器中的产品数量不能改变，除非容器被打开或

发生了变化。 

  4.12 散装产品 Loose Products 

  由于产品在销售时未进行预包装，必须当着消费者的面进行称重、计数或称量。产品在销售时并未在

容器中，不是已从容器中取出，就是因为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未对产品进行过包装。 

  4.13 危险品 Hazardous products 

  指如果不根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来进行操作，在产品的搬运和使用过程中就会对消费者的安全造成

损害的产品。 

  4.14 部 Secretary 

  指经济部。 

  4.15 信息面 Surface information 

  容器上不相同于主要展示面的部分。 

  4.16 主要展示面 Principal Exhibition Surface 

  容器上产品名称和商标所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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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商品信息 

  5.1 一般要求 

  5.1.1 与产品的性质和特点相关的产品信息应真实可信，其描述和标示不能误导消费者。 

  5.2 商品信息 

  5.2.1 根据本法定墨西哥标准的要求，产品的标签上应包含以下强制性的商品信息： 

  （a）产品的名称或通用名称，当消费者一眼无法辨认产品时。 

  如果产品装在能够见到内装物的包装容器中，或者包装上有产品的图示，显示在该图示中的其它产品

未包括在包装中，产品是可以辨认的。 

  （b）遵照 NOM-030-SCFI 标准，如果消费者一眼就能辨认出内装物或产品的数量，就不必标明数量标

示。无论是否在该产品上标示数量，还是标示的版本（采用西班牙语以外的语言、标示在主要展示面以外

的部分、选用比所要求的字号小的文字，等等），产品的数量标示都应与所标示的产品一致。 

  遵照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30-SCFI-1993（见参考），如果是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消费者一眼无法

辨别其内装物，必须显示数量标示（只是数量标示要分别与每一个容器中的产品相一致）。产品的成分说

明可以标示在信息面上，其中应包括产品的名称或通用名称，以及产品的含量或净含量。 

  （c）制造商、负责产品加工的团体或进口商的名称，公司名称或地位，地址，包括邮政编码、城市、

州。对于进口产品，在海关检验之后、商品化之前，在本国境内，应标明上述信息。进口商应根据经济部

的要求将该信息提供给经济部。此外，经济部应将该信息提供给对产品提出投诉的消费者。 

  （d）说明产品的原产国，例如：“product of” “made in” “manufactured in” “produced in”

或其它相似的说明。 

  （e）通过关于危险品的说明、图示或符号做出危险警告。 

  （f）如果产品的使用、搬运或保存需要使用说明，就应标明相关信息。如果该信息存在于使用说明

书或附加的操作指南中，就应在商品标签中标明：“见附加的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指南”，或其它相似的说

明文字，可以采用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或者将二者结合使用。 

  （g）如果需要的话，还应标明截止日期或优选的消费日期。 

  注意：如果商品的强制性的商品信息出现在了最后提供给公众的容器或包装上，就不宜将该信息显示

在同一商品表面上。 

  5.2.2 语言和术语 

  显示在产品标签上的信息应： 

  （a）采用西班牙语表达，也可以采用其它语言表达该信息。如果采用其它语言来标示商品信息，也

应有西班牙语标示的信息。要采用容易理解和辨认的术语，采用的字型和字号能使消费者一经浏览就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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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任何情况下，本标准 5.2.1 条所规定的信息都应加以标示。 

  （b）遵照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08-SCFI 和 NOM-030-SCFI 的规定，也可以采用其它单位制标示信息。

可以将采用不同于通用计量单位制的其它单位制来标示的信息置于其后。 

  （c）信息标示在正常条件下直到售出时都能保持牢固的标签上，商品标签应粘贴到每一个包装单元、

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容器上。 

  （c.1）如果产品是装在不能见到内装物的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容器中出售给消费者的，本标准 5.2.1

中详细规定的所有强制性的商品信息都应标示在组合或集合包装容器上，包括为了单个产品的销售而粘贴

的说明。 

  （c.2）如果产品是装在能够见到内装物的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容器中出售给消费者的，强制性的商

品信息可以标示在组合或集合包装容器上，也可以标示在每一件单个的预包装产品上，或者将一部分强制

性的商品信息标示在组合或集合包装容器上，将其余强制性的商品信息标示在每一件单个产品的包装容器

上，使得消费者能够从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容器的外面一经浏览就能看见标示在每一件单个产品的包装容

器上的强制性的商品信息，而不必将组合包装或集合包装容器打开。 

  （c.3）如果为了将单个产品出售给消费者，需要打开组合或集合包装容器，取出预包装产品，该产

品就必须单独包含本标准所规定的全部强制性商品信息，保证上述产品不属于本标准条款 2.2 陈述情况。 

  （d）信息标示在商品包装的主要展示面，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i）符合本标准条款 5.2.1 a）陈述的产品名称或通用名称，以及 

  （ii）数量标示。 

  5.3 使用说明或操作指南及保证书 

  5.3.1 语言 

  产品的使用说明或操作指南及保证书的表达应采用西班牙语，并且依据通用计量单位制，也可以采用

其它语言和单位制（NOM-008-SCFI-2002）来表示。如果采用其它语言来表示上述信息，用西班牙语标示

的信息也应同时出现，注意用西班牙语标示的信息至少要具有同样的尺寸。 

  5.3.2 内容 

  根据本法定墨西哥标准，对于其使用、搬运或保存需要使用说明的产品，应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使用说

明书、操作指南，如果需要的话，还应附带保证书，其中必须包括清楚而准确的指示，以便正常地使用、

搬运、保存、安装和利用产品，还应包括有关产品安全和产品的可靠搬运的警告。 

  5.3.2.1 附带的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指南应标明： 

  （a）本国生产商、进口商的名称；公司名称或地位；地址以及本国境内的服务电话。 

  产品的识别或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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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针对用户或消费者的预防措施（关于危险品） 

  如果需要，应有与产品的安装、联接、装配、或维修相关的指导如何准确操作的指示。 

  如果所提供的产品的保证书中包含了本标准条款 5.3.2.1.a）规定的信息，就不要求产品的使用说明

书或操作指南中也包含同样的信息。 

  注意：如果产品的使用说明和（或）操作指南印刷在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就不必按本条款中的 a）和

b）。 

  如果将使用说明和（或）操作指南印在包装容器的内表面，就应在容器的信息面标明查阅该使用说明

和（或）操作指南的位置。 

  5.3.3 保证书 

  如果提供保证书，应按照《联邦消费者保护法》确定的条款和形式发布，应符合以下规定： 

  （a）按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名称；公司名称或地位；地址以及本国境内的服务电话。 

  （b）产品的识别和（或）型号 

  （c）保证书可以生效的、墨西哥境内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消费者可以获得、更换部件的公司

的名称和地址。此外，保证书可以标明，该保证书在产品供应商的国内的任何一个销售点都有效，可不必

详细说明公司的地址。 

  （d）保证书的有效时间。 

  （e）保证书的内容、局限或例外。 

  （f）保证书生效的程序。 

  （g）标明消费者接收到产品的日期或标明规定的证明文件。卖主有责任保证产品出售给消费者时向

消费者提供该信息，如果卖主不这样做，就应直接遵照保证书的条款。 

  （h）要使保证书生效，除了要求出示产品，还要求有未到期的保证书和销售发票。 

  注意：产品保证规定的截止日期要从消费者获得产品之日算起，消费者获得产品的日期必须保留在保

证书上或相应的销售发票上。 

  5.3.4 包含使用说明或操作指南及保证书 

  在任何情况下，产品的使用说明或操作指南以及保证书都应在消费者在商业企业购买产品时交给消费

者。 

  6. 监督 

  本法定墨西哥标准一旦发表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成为永久性

的标准，就将由相关机构承担监督责任。 

  7. 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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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计量与标准化法》是于 1992 年 7 月 2 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

报）上公布，该法的修订方案于 1997 年 5 月 20 日公布。 

  《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是于 1992 年 12 月 24 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

报）上公布。 

  《联邦计量与标准化法法规》是于 1999 年 1 月 14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

官方日报）上公布。 

  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50-SCFI-1994， 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条款，是于 1996年 1月 24日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 

  ISO/IEC  指导原则 37  1995（E）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使用说明 

  8.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本法定墨西哥标准与 ISO 国际标准《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使用说明导则 37》第一版 1995 部分一致。 

  9  过渡条款 

  本法定墨西哥标准将发布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将于发布之

日起 60 天后生效。其中 5.2.2.（a）行，第二段除外，该条款将于发布之日起 18 个月以后生效。 

  墨西哥，D.F.，2004年 4 月 28 日。标准局长，MIGUEL AGUILAR ROMO 签署。 

  

附件 2H 产品和服务  国内消费品标签和包装 

  

墨西哥法定标准 

PROY-NOM-189-SSA1/SCFI-2002 

  

  ERNESTO ENRIQUEZ RUBIO（国家法规标准化与公共卫生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 

  根据《联邦公共管理基本法》的第 34 条和第 39 条；第 3 条第 XXII 部分，13，A 部分，第 I 部分的

194、195、197、210、273、274 以及《卫生总法》中所有适用部分；《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第 38 条

第 II 和第 VII 部分，第 39条的第 V 部分，第 40 条的第 I，V，XI，XII 部分，第 41，43，47 和 53 条；

《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法规》的第 28，31 和 34 条；《产品和服务公共卫生控制法规》的第 4，8，15，

198 条和第五《过渡条款》，以及其他所有适用部分；《卫生部内部法规》的第 2 条 C 行第 II 部分，第

34 条，第 36 条第 V 部分；《经济部内部法规》的第 23 条；《法令》第 2 条第 II，III 部分，第 7 条第

XVI 部分，第 11 条的第 I，II 部分；根据此《法令》成立了“防止健康危害联邦委员会”。我特此命令：

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颁布如下法定墨西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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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189-SSA1/SCFI-2002，产品和服务，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标签和包装。 

  于 1999 年 8 月 9 日，遵照《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第 46 条第 I 部分的条文，商品和服务公共卫生

质量总局，即现今的产品和服务公共卫生控制总局，向国家法规标准化与公共卫生发展顾问委员会提交了

《现行法定墨西哥标准方案》。 

  于 2000 年 6 月 19 日，遵照《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第 47 条第 I 部分的条文，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颁布如下法定墨西哥标准方案，使得感兴趣的团体可以于颁布之

日起 60 天以内向国家法规标准化与公共卫生发展顾问委员会提交意见。 

  此后，根据《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的第 47 条第 III 部分，该委员会将对所收到的意见的答复公布

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经过国家法规标准化与公共卫生发展顾问委员会批准，发布了以下标准： 

  

产品和服务 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标签和包装 

PRODUCTS AND SERVICES. 

LABELING AND PACKAGING FOR HOUSEKEEPING PRODUCTS FOR DOMESTIC. 

  

前言 

  以下组织和单位参与了该标准的制定： 

  卫生部： 

  防止公共卫生危害联邦委员会； 

  商品和服务公共卫生质量总局； 

  环境卫生总局； 

  经济部： 

  标准总局； 

  国内贸易政策总局； 

  消费者联邦检察官 

  研究总院 

  全国制造工业商会 

  全国油，油脂，肥皂及洗涤剂工业商会 

  AMWAY OF MEXICO，S.A. DE C.V. 

  COLGATE-PALMOLIVE，S.A.D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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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病中心  D.LADISLAO  DEL  LA  PASCUA 

  墨西哥工业洗涤剂，S.A. 

  ALLEN INDUSTRIES，S.A. DE C.V. 

  PROCTOR &GAMBLE OF MEXICO，S.A.DE C.V. 

  MARVIL MEXICANA，S.A. DE C.V. 

  SCJOHNSON  AND SON， S.A. DE C.V. 

目录 

1. 应用目的和范围 

2. 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符号和缩写 

5. 分类 

6. 标签要求 

7. 包装要求 

8. 信息展示 

9. 不允许的宣传 

10. 与国际标准和墨西哥标准的一致性 

11. 目录索引 

12. 标准的执行 

13. 生效日期 

  1. 应用目的和范围 

  1.1. 本标准的目的是明确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标签上必须包含的公共卫生和商业信息的要求，使

消费者能够更好地选择购买，还有产品包装的卫生要求，以避免产品的使用所带来的健康隐患。 

  1.2. 本标准是全国范围内所有从事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加工和进口公司和个人应遵守的强制性标

准。 

  2. 引用文件 

  本标准由下列标准加以补充： 

  NOM-002-SCFI-1993  预包装产品净含量，残留杀虫剂的法定容许量，检验方法。 

  NOM-002-SCFI-1993  Prepackaged products.  Net contents， tolerances and methods of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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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008-SCFI-1993  计量单位制 

  NOM-008-SCFI-1993  General System of Units of measure 

  NOM-030-SCFI-1993  商品信息  商品标签上的数量标示  产品说明书 

  NOM-030-SCFI-1993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eclaration of quantity on the label 

-Specifications. 

  3.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加工过程中的添加成分 Added ingredient or help to the processes 

  意指不能单独作为产品的成分，是在原材料、产品或其成分的制造中，为了获得加工或处理的工艺效

果而特意采用的物质或材料，不包括装置、用具和添加剂，不是有意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最终产品中产生

废物或派生物。 

  3.2 消费者 Consumer 

  意指作为最终用户获得或享受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的个人或公司。 

  3.3 专有名称 Specific denomination 

  意指产品的特殊名称，与产品的特点相联系，能将该产品从一大类产品中区分开来，并且能够限定其

应用、效果、结构和特殊功能。 

  3.4 通用名称 Generic denomination 

  意指一类产品的名称，能够体现此类产品的共性，并且能够用来表示不同种类产品中的每一件产品。 

  3.5 包装 Packaging 

  意指用来包裹、装填并适当保护初级容器或二级容器（如果需要的话），能为储存和运输带来方便并

提供保护性，并不用于销售的材料。 

  3.6 集合（包装）容器 Collective container 

  意指装有二个或二个以上不同种类的预包装产品，用于销售（售予消费者）的容器或包装物。 

  3.7 组合（包装）容器 multiple container 

  意指装有二个或二个以上成分结构相同、只是感觉或尺寸不同的预包装产品，用于销售的容器或包装

物。 

  3.8 加压容器 Pressurized container 

  意指处于压力下的容器，压力是由带有气体推进剂的控制阀门提供的，可以使不同形态的产品喷射到

空气中。 

  3.9 初级容器 Primary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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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指盛装产品的容器，直接与产品接触，能够保护产品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和卫生安全性。 

  3.10 儿童安全（包装）容器 Child resistant container 

  意指容器的设计或结构使五岁儿童难以开启。 

  3.11 二级（包装）容器 Secondary container 

  意指以单独的方式包装初级容器的容器。 

  3.12 标签 Label 

  意指标牌、标志、文字、商标、图像或其它描述形式，可以书写、印刷、用模板印刷、标示、雕刻、

记录、粘贴、封闭或系到产品的包装或容器上。 

  3.13 成分 ingredient 

  意指构成最终产品配方或组成的物质。 

  3.14 警告说明 Cautionary legends 

  意指能够告知并且能预先警告（如果需要）消费者的文字或图示符号，说明产品中特殊成分的存在或

产品使用不当可能会给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损害。 

  3.15 批 Lot 

  意指同一生产过程所制造的产品的数量，以相同的单位来表示。 

  3.16 方法 Process 

  意指与产品的获得、创造、制造、准备、保存、混合、调节、包装、装卸、运输、销售、储存、配送

或供应给大众相关的活动的集合。 

  3.17 按件数或重量出售的产品 Product sold by piece or weight 

  意指由于销售时未进行预包装而必须当着消费者的面进行称重、测量或计数的产品。 

  3.18 腐蚀性产品 Corrosive product 

  意指固态、液态或气态，通过化学作用在接触区域造成活体组织的破坏或不可逆改变的产品。 

  3.19 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 Housekeeping products of domestic use 

  意指本标准 3.20 中所定义的产品，其配方和商业化是专门为在家中和相似场所中使用产品的消费者

所用，例如：办公室，学校，医院以及其它场所。 

  3.20 家用产品 Housekeeping products 

  意指直接或间接使用的物质或多种物质以物理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用于：清洁，清洗，物品、

表面及纤维织物的卫生，松解或清除灰尘和污渍；为环境提供一定的香味或消除臭味；赋予物品表面光泽；

改变并调节织物的纹理或其它特性；疏通污水管道以及所有卫生部所确定的其它相似用途。 

  3.21 织物专用产品 Special products for tex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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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指采用一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配制而成的、便于家庭使用、可以通过改变或调节织物的纹理

或任何其它性质来保养织物的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这类产品中包括但并不限于下列产品：淀粉或浆料，

增白剂，熨烫用品，洗涤剂，去污剂以及软化剂。 

  3.22 易燃品 inflammable product 

  意指闪点低于或等于 37.8℃，容易点燃，迅速燃烧，一般能剧烈燃烧的固态、液态或气态产品。 

  3.23 刺激性产品 Irritant product 

  意指能够通过化学作用在接触区域使活体组织产生可逆的炎症的固态、液态或气态产品。 

  3.24 多功能产品 multi-functional products 

  意指由于其配方而具有本标准 3.21、3.25、3.26、3.27、3.28 和 3.29 条款中所描述的几种功能，还

可以具有其它不同的但不是主要的功能。 

  3.25 用于疏通卫生管道的产品 Products for unobstructing sanitary conduits 

  意指采用一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制造的；利用其化学或生物作用能够清除存在于污水管或排水

管等卫生管道中而堵塞管道的材料；国内销售的家用产品。 

  3.26 环境用产品 Products for the environment 

  意指以向环境提供香味或遮盖、消除臭味为目的、采用一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制造的国内销售

的家用产品。这类产品中包括但并不限于下列产品：芳香剂、除臭剂、气味遮盖剂、臭味消除剂或控制剂。 

  3.27 卫生用品 Products for hygiene 

  意指能够减少施涂表面微生物滋生的，采用一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制造的国内销售的家用产

品。这类产品中包括但并不限于各种消毒剂。 

  3.28 清洁用品 Cleaning products 

  意指能够清除或减少残留表面有机或无机污迹，采用一种物质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制造的国内销售的

家用产品。这类产品中包括但并不限于下列产品：洗涤剂、肥皂、去污粉、清洁剂、去污剂和去除剂。 

  3.29 用于保护或增添光泽的产品 Products for protection or lustrous finish 

  意指能够为表面提供保护面、修复面、艺术表面和光泽表面，或同时具有几种特性。这类产品中包括

但并不限于下列产品：蜡、抛光剂、亮光材料和保护涂层。 

  3.30 预包装产品 Prepackaged Products 

  意指消费者不在场时置于任何一种容器中的产品，容器中的产品数量不能改变，除非容器被打开或发

生了可察觉的变化。 

  3.31 有害产品 Toxic Product 

  意指能够聚集达到一定浓度，经由口服或接触而导致构造或官能的变化，进而损害健康或造成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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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液态或气态产品。 

  3.32 信息面 Surface of information 

  意指初级或二级包装容器上不相同于主要展示面的部分。 

  3.33 主要展示面 Principal surface of exhibition 

  意指标签或容器上较重要的部分，用来展示产品的名称、商标和通用名称，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专有

名称，不包括罐和容器的盖和底，也不包括瓶的瓶肩和瓶颈。 

  4. 符号和缩写 

  在本标准中涉及的符号和缩写，可以理解为： 

  ℃=Degrees Celsius 度（摄氏温度） 

  当本标准中提及 Secretary 时，应理解为卫生部。 

  5.分类 

  作为本标准对象的产品，根据其技术功能分为以下几类： 

  5.1 织物专用产品 

  5.2 多功能产品 

  5.3 疏通卫生管道用产品 

  5.4 用于环境的产品 

  5.5 卫生用品 

  5.6 清洁用品 

  5.7 用于保护或增添光泽的产品以及其它由卫生部确定的产品 

  6. 标签要求 

  6.1 公共卫生标签 

  6.1.1 产品的通用名称和专有名称 

  6.1.1.1 根据本标准，在预包装产品的主要展示面上，应标明产品的通用名称，如果需要，还应标明

产品的专有名称。 

  6.1.1.2 产品的通用名称可以根据产品的表现或功能来确定。 

  6.1.1.3 产品的专有名称可以根据产品的用处来确定。 

  6.1.2 负责产品加工的团体的识别 

  6.1.2.1 对于本国产品，应标明负责产品制造的生产商或实体的名称，公司名称（或地位），地址（街、

门牌号、邮政编码、州）。对于进口产品，此信息应由进口商提供给相关机构。 

  6.1.2.2 对于为他人生产的本国产品，应联接标明“Made for”，说明中要标明公司或个人的名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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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商标许可证的持有者或合同所有者。 

  6.1.2.3 对于进口产品，在海关检验之后，商品化之前，在本国境内，应标明进口商的名称，公司名

称（或地位），地址（街、门牌号、邮政编码、城市、州）。上述信息也可包含到产品中。 

  6.1.2.4 对于在墨西哥包装的进口产品，应符合本标准 6.1.2.3 和 6.2.2.1 的规定。 

  6.1.3  配料表的告知 

  6.1.3.1 根据本标准，应在初级容器或二级容器（如果需要的话）的信息面上标明产品的配料表。配

料表应以如下方式告知： 

  6.1.3.1.1 在配料表的前面应用术语“ingredients”（成分）并且名称按数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6.1.3.1.2 活性成分、溶剂、推进剂、腐蚀性物质以及那些需要警告说明的成分，应用最常用的化学

名称或技术名称或采用国际公认的名称加以说明。 

  6.1.3.1.3 应告知所有其它的成分，为此可以采用已经确定的成分种类的通用名称、化学名称、或是

成分的功能名称，其中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成分： 

  磷酸盐 Phosphates 

  磷酸酯 Phosphonates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Surface active anionics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Surface active cationics 

  两性表面活性剂 Surface active amphoterics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surface active Non ionics 

  氧基漂白剂 Oxygen based whiteners 

  氯基漂白剂 Chlorine based whiteners 

  乙二胺四醋酸 EDTA 

  次氮基三乙基 Nitrilotriacetic acid 

  酚和卤代酚 Phenols and halogenated phenols 

  芳烃 Arotmatic hydrocarbons 

  脂肪烃 Aliphatic hydrocarbons 

  卤代烃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蜡 Waxes 

  硅酮 silicones 

  硫酸盐 Sulphates 

  碳酸盐 Carb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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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酸盐 Silicates 

  沸石 Zeolites 

  多元羧酸酯 Polycarboxylates 

  6.1.3.1.4 对于公司研制出的，在符合本标准的产品市场中代表创新的成分或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可

以采用专利或注册名称，例如：Bitrex®.如需要，应向卫生部提供专利或注册的支持文件。 

  6.1.3.1.5 对于各种酶、着色剂、芳香剂、香料和添加剂（或助剂），可以采用其通用名称来说明，

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使可能导致健康损害的配料成分符合本标准 6.1.3.1.2 的规定。 

  6.1.4 使用说明 

  如果产品的使用、装卸或保存需要使用说明陈述其特点，该信息应在初级容器或二级（包装）容器（如

果需要的话）的标签的表面上标明。如果没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将使用说明印在附带的说明书中。如果是

后一种情况，要在表面信息中指明阅读附带的说明书。 

  6.1.5 批号的标示 

  6.1.5.1 根据本标准，应在所有产品的初级（包装）容器的任何部位标示生产批号或日期，用以追踪

产品。标示可以采用编码或清晰的语言，可以采用坚牢的墨水或任何其它的相似的材料来记录或标记。 

  6.1.6 警告语和提示语 

  产品制造商应根据产品的类型在产品的标签上标明警告语或安全提示。根据相关条款，该警告语和提

示的语言应采用形成对比的方式（与印刷表面底色形成反差），在正常的购买和使用条件下能够看得见，

其标示应清晰，不应误导消费者。 

  6.1.6.1 有毒产品应标明： 

  6.1.6.1.1 产品含有有毒物质，无论是摄入、吸入还是直接接触，都会立刻或稍后导致严重的健康损

害。 

  6.1.6.1.2 产品不能让儿童伸手触摸。 

  6.1.6.1.3 要有表明毒性物质的符号，应与印刷表面底色形成反差，其尺寸要与包装的容积成比例。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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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2 腐蚀性产品应标明： 

  6.1.6.2.1 在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使用产品之前要阅读标签。 

  6.1.6.2.2 包装容器不能重复使用，一旦用完，应将容器放弃。 

  6.1.6.2.3 使用产品时要戴手套。 

  6.1.6.2.4 按本标准 6.1.6.2.2 的规定，还应在适当时用下面的符号来表示腐蚀性物质，应与印刷表

面底色形成反差，其高度要与包装容器的容积成比例。（见图 2） 

   

  6.1.6.2.5 文字“corrosive”（腐蚀）的尺寸应与容器的容积成比例。 

  6.1.6.2.6 警告语规定： 

  以下行为，如产品的摄入、使用不当，例如： 

  6.1.6.2.6.1 如果发生意外摄入，没有引起呕吐，要立刻进行医疗救助。 

  6.1.6.2.6.2 如果与皮肤和眼睛接触，要用大量的水冲洗，并进行治疗。 

  6.1.6.3.在易燃品上应标明： 

  6.1.6.3.1 文字：“inflammable”（易燃的），其尺寸应与包装容器的容积成比例，保持远离火源

和电气设备。还应根据产品的配方标明符合本标准 6.1.6.1 和 6.1.6.2 中规定的其它警告语。 

  6.1.6.4.在喷雾容器中包装的产品，应标示以下警告语： 

  6.1.6.4.1 使用时不要靠近眼睛和火焰。 

  6.1.6.4.2 容器不能用火烧或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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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3 不能受热。 

  6.1.6.4.4 本标准 6.1.6.1.2 中的规定。 

  6.1.6.5  当产品配方中的成分与其它物质混合损害健康时，应清楚地加以标明。 

  6.1.6.6  如果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产品配方中含有某些物质或化合物，例如酶和氧化剂，会使皮

肤和粘膜发炎或过敏，应使用如下警告语：产品会导致皮肤和粘膜过敏，如果出现过敏症状就要使用手套。 

  6.2 商品标签 

  6.2.1 产品的名称或商标。 

  6.2.2 产地（原产国） 

  6.2.2.1 说明产品的原产国，例如：“product of”、 “made in”或“manufactured in”（产自）

或其它相似的说明，以此符合墨西哥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 

  6.2.3 数量的标示 

  6.2.3.1 家用产品的标签应符合法定墨西哥标准 NOM-030-SCFI-1993，商品信息—商品标签上的数量

标示—产品说明书，以及 NOM-008-SCFI-1993，计量单位制。计量单位还可以采用字型相同，至少字号相

同的另一种计量单位制来表示。 

  6.3 通则 

  6.3.1 根据本法定标准，对于采用集合包装或组合包装的产品，应显示如下信息：商标、名称和数量

标示，除非通过集合包装或组合包装容器的材料能够看得见单个产品上的标签。 

  6.3.2 根据本法定标准，对于采用集合包装或组合包装的产品，如果其单个产品的说明要在单独的应

用中使用，在该说明书中应包含现行的法定墨西哥标准所规定的所有信息，还要包括在产品用完之前都要

保留在容器上的使用说明。此外，在单个产品的说明或集合包装或组合包装容器上应标明：没有为单个产

品的销售加标签。如果单个产品的说明显示了符合本标准的信息，就不必有产品的使用说明。组合包装容

器或集合包装容器的标签应符合本标准 6.3.1 的规定。 

  6.3.3 根据现行的法定墨西哥标准，除本标准 6.3.2 所提及的之外，单个产品的说明中还应包含完整

的标签信息。 

  6.3.4 按件数或按重量销售的国内家用产品的制造商或经销商应保证在供应给消费者的产品上贴有

符合本法定标准规定的标签。 

  6.4 标签的性质 

  6.4.1 所有标签的设计、制造和粘贴都应使标签上包含的信息能够在产品正常使用过程中完全保留下

来。 

  7. 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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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根据本法定标准，产品的包装容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7.1.1 根据本法定标准，应对其毒性、腐蚀性或易燃性而导致对健康造成损害的产品设有安全装置，

并且应放在儿童安全包装容器内。 

  7.1.2 固体芳香剂或除臭片剂应设有不易开启的、由阻隔性材料制成的初级包装容器或二级包装容

器，以此适用于销售。 

  7.1.3 按件数或按重量销售的国内家用产品的经销商应保证将产品供应给消费者所用的容器符合本

本法定标准的规定，经销商还应保证不将盛装预包装食品的容器用于按件数或按重量销售的家用产品，经

销商对此负有责任。 

  8. 信息的标示 

  8.1 根据本标准，显示在产品标签上的信息应采用清晰的、可见的、坚牢的，消费者在正常的购买和

使用环境下容易阅读的文字来标示。 

  8.2 根据本标准，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应用西班牙语来标示标签信息，与用其它语言标示的信息

无关，注意其文字的大小、排印比例和颜色应与采用其它语言标示的信息相同或相近。 

  8.3 家用产品说明中的术语“shampoo”（洗发液）和“spray”（喷雾）可以用英语来标示而不用翻

译。 

  9.不允许标示的内容 

  9.1 不应标示未经证实的产品性能。 

  10.与国际标准和墨西哥标准的一致性 

  10.1 本标准不等同于制定本标准时尚不存在的任何国际标准或墨西哥标准。 

  11.目录索引 

  11.1 商业和工业发展部.1992. 《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

邦官方日报）.墨西哥. D.F. 

  11.2 卫生部.1991. 《卫生总法》.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墨西哥. 

D.F.以及 1997 年的修订版. 

  11.3 卫生部. 1999. 《产品和服务公共卫生控制法规》.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

邦官方日报）.墨西哥. D.F. 

  11.4 卫生部. 1988.  《卫生总法关于活动、机构、产品及服务的公共卫生控制法规》.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墨西哥. D.F. 

  11.5 联合国组织颁布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第 9 版. 纽约和日内瓦. 1995. 

  11.6 《联邦编码规定》.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1700.20. 特殊包装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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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Joseph F. Hanlon. 1992. 《包装工程手册》. Technomic 出版公司，Inc. 兰开斯特.美国.p. 

13-9 及 13-11. 

  11.8 工程师 Jose Antonio Rodriguez Tarango. 1991. 食品、药品、化学品及化妆品工业包装工程

概论. 收藏版. 墨西哥，D.F. 116-143 页. 

  12. 标准的执行 

  12.1 本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归于卫生部。 

  12.2 本标准商业规范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归于经济部、消费者联邦检察官以及受委托的检验机构。 

  13. 生效日期 

  13.1 法定墨西哥标准将于其在 Official Daily of the Federation（联邦官方日报）上公布之日起

365 天以后生效，其中有关批号的标示的条款除外，这些条款将于当前文件生效之日起六个月以后在销售

点生效。 

  墨西哥，D.F.， 2002年 8 月 1 日.国家标准化与公共卫生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Ernesto  Enriquez 

Rubio 签署.国家商品信息、用户安全及商务活动标准化顾问委员会主席，Miguel Aguilar Romo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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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美地区包装技术标准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和分析美国的包装技术标准，包括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标准和保险商实验室（UL）

标准。其中有些标准已经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确认为美国国家标准。附件中收录的美国标准在国

际贸易中有广泛的适用性。 

  导言 

因为任何法律是面向公众的，所以其技术内容仅限于表达一般人能读懂的最终要求，均不陈述为达到

这些要求而采用的技术或方法。因此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对象应为目标国的技术标准，特别是目标国法律文

献引用或指定采用的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之间或许存在“技术差异”（例如，接口标准）更重要的是体现实质性的“技术差距”，因

为技术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目标国）为特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定的。为了便于理解，本章将“技术差距”

定义为除了“技术差异”之外的纯粹的技术性差距。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技术差异”

将逐渐缩小，真正阻碍贸易的将是出口国与目标国之间的“技术差距”。 

实践证明，符合了目标国的基本要求，既解决了跨进门槛的问题，而采用等同的或无差距的技术标准

则是为了着力解决“进门”之后是否“受欢迎”的问题。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比较目标国，尤其是比较

美国和加拿大，解决技术差距的问题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纯粹的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所以当遇到单纯的技术问题，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采用比较先进

的技术标准，力求缩小技术差距。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鉴于美国与加拿大在经济和技术上的相溶性，本

指南主要分析和研究美国的技术标准。本指南的任何陈述提及到“标准”均采纳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

国际公认的定义。 

3.1 关于技术标准 

3.1.1 国际公认的标准定义 

国际公认的标准定义，指包括目标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采用并且在 ISO 文献中表达的定义和

相关的论述。以下是美国《包装技术大百科全书》转述《ISO 导则——第二部分》给出的定义： 

标准 standard 

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可靠结论为基础，经由全部有关各方合作并在取得一致意见和普遍认同的情况

下共同制订的，以促进最佳效益为目的，由国家、地区或国际承认的团体批准的，公开的、规范的技术文

件。 

3.1.2 标准化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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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采纳美国《包装技术大百科全书》中的概括性的归纳： 

——为全部有关的成员提供交流的工具； 

——为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节约人力、材料和能源； 

——以充分一致的商品质量和服务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保证安全、健康和保护环境； 

——消除由于各国实践的差别而形成的障碍，以此促进国际贸易。 

总之，为了相互交流、减少差异、提高质量、保证安全和促进自由贸易。 

3.1.3 目标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 25 个创始会员国于 1947 年创建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SO

有 150 多个技术委员会（TC）。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代表美国参加 ISO 的工作，总部设在纽约市并

且是 TC104 集装箱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标准委员会（CSA）设在安大略省也曾经是 TC122 包

装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墨西哥的会员名称缩写是 DGN。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联包装的 ISO 标准为消除各国间的技术差异，避免贸易障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关联运输包装的 ISO 标准在国际贸易中是公认的，例如、关系到运输的集装箱、钢桶和托盘等，包

装件的尺寸与重量的一系列的标准，等等。此外，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也被包括目标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

泛采用。 

尽管如此，ISO 标准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出口到目标国的最终产品的技术性指标还应依据目标国的

标准，因为此类标准 ISO 可能不涉及，即便是涉及了，也不一定适用。在技术上 ISO 标准仅保持在一般或

平均的，大多数国家（75%以上）可接受的水平。例如，同样是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尽管美国是制订该

系列 ISO 标准的积极参与者，但在美国国内的企业，大量采用的还是 ASTM 的系列标准，例如，评定某常

用（定型）运输包装容器的最大极限载荷，以其折合成公称载荷，这是 ISO 标准不涉及的。ISO 的主旨在

于消除因技术差异导致的贸易障碍，促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统一对基本要求的认识和确

立通用的术语概念。 

总之，ISO 标准与目标国的标准或许存在技术差距，在采用标准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辨别和分析技术

的差异和差距。 

3.1.4 目标国关联产品包装的市场准入制度 

目标国法规提出的一般商品的包装和标签的基本要求由各国法定的监察员（inspector）评判。 

进入目标国的木质包装容器执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布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公报）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通过企业所在地检验检疫部门办理必要的出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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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包装件的试验方法主要有 ISO 和 ASTM 一系列的标准，检测机构通常根据卖方提出的要求，协助

编制试验大纲，提供相关的专业咨询，确定试验项目、强度、采用标准和判定准则，但最终由买方对可接

受的成本和预期承担的风险进行评估，在合同书中规定。见以下的《商业包装规程》 

产品标识和标签的安全性评价本身不属于强制性合格评定，但对于某些产品的警告标识和强制性认证

标志或属于投保的产品是必须的。见以下的《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加拿大对某些农产品的运输包装件有单件最大允许重量的规定，见附件《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食品包装的合格评定见本指南有关各章的有内容。 

  3.1.5 目标国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如果法规采纳了标准中的条款，则该条款就成为强制性条款。当法规指定采用一项或几项标准，则该

标准就称为该法规的法定使用标准，但该标准自身的性质并不改变。例如：加拿大的《纺织品标签和广告

法规》第 28 条规定的测试标准的采用，“……这些组织包括美国材料试验学会、美国纺织化学家和颜色

设计师协会、英国标准学会、英国纺织学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如果标准在引用文件的条款列出某项法规，涵义在于，该标准依从了该法规的旨意与其目标协调一致，

而且标准的使用者应首先依照该法规的适用条款，见以下的《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如果标准在条款的陈述中引用了法规的条款，则表明，该法规的条款是该标准的强制性条款。 

  3.1.6 美国的包装技术及其标准化策略 

  美国的企业对商品的包装和包装技术非常重视，包装和与包装相关的技术标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数

量都占有国际领先的地位。美国人视包装为一门综合性的技术，将大量的高新技术应用于包装，例如，铝

质两片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发的产品，曾经风靡国际市场，至今不衰。美国的包装机械化程度高，设备

也是世界一流的。 

  在美国，对于一般产品的包装，采用哪项技术标准是企业自愿的行为，国家不作具体规定，尤其是对

出口商品。法规提出的基本要求的技术性指标是通过认可的相关机构或委任的专业人员管理，但只限于评

价最终产品的质量指标，但这并不意味企业就可以随意采用标准，实际上，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采用

适用的标准。美国人普遍认同采用标准的自愿性原则是为了不阻碍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3.1.7 本指南涉及的美国标准化组织 

  A.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 

  美国有一百多个标准化组织，制订了十万多项技术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是唯一代表美国

参与国际活动的组织，ANSI 不直接制订标准。在 ANSI认为必要时，可以将任何标准确认为 ANSI 标准，

这也包括了 ISO 标准。同时 ANSI 也向 ISO 推荐美国的标准。ANSI 标准并不意味任何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在美国，只要关联到纯粹的技术就无强制和权威可言。ANSI 的工作主旨在于协调美国各标准化组织的工



140 

 

作，避免重复和冲突。 

  B.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成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最早从事标准化工作的非盈利机构。今天的 ASTM

业务范围已经不局限于材料试验。在美国，ASTM 标准经常的、大量的被联邦法规、国家标准（ANSI）和

国防部等政府部门制订的法律或标准引用或指定采用。ASTM 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被许多国家和

组织采用。 

  C.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 UL 是独立的、非盈利的、为涉及公共安全的产品进行试验和认证的专业机构。尽

管 UL 是非官方的而且在全美境内 UL 认证也不是强制性的，但由于 UL 在专业领域内的出色表现，使 UL 认

证成为美国消费者公认的安全象征。UL 主要制订与安全有关的标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常以 UL 标

准评价产品的安全性。在规定的产品范围内，UL 认证在美国大约三十个洲是法定认可的。依据美国保险

商实验室（UL）美国保险商加拿大实验室的合作协议，在一定范围内，UL 和 C—UL 认证等效。 

  3.1.8 标准的采用和实施 

  本章引言中将“技术差距”定义为除了“技术差异”之外的纯粹的技术性差距，更具体的可以理解为

仅存在水平高低之分而无国籍区别的技术性差距。建立如此概念旨在识别技术标准的适用性， 

  对目标国的技术标准或其中的条款进行筛选。当确认为纯粹的技术性标准或条款，条件允许时，根据

实际情况，可采用诸目标国中水平高或要求严的。例如，ASTM D 6198《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当确认某项技术标准或其中的条款为目标国特有的，属于“技术差异”，则应采用目标国的技术标准

或其中的条款。当我国有相对应的技术标准并且存在的技术差异不大时，则可借鉴以下给出的《标识和标

签系统安全标准》使用的方法，将诸目标国与本国的“技术差异”列出比较表。 

  3.2 推荐美国关于包装的技术标准 

  鉴于出口商品一般都要涉及到运输包装，包装件安全交货极其相关的商业规则，产品标识和标签的安

全问题。本章给出了 8 项美国技术标准，相关的企业可将其作为企业标准使用。其中两项是 ASTM 典型的

运输包装技术标准。ANSI/UL969 是美国国家标准采纳的，由保险商实验室（UL）制订，用于评定标识和

标签使用性能和安全可靠性的试验标准。D4169 是目标国普遍采用的运输包装箱系统性能测试的规程。本

指南采用的国际标准在第五章附件中。以下推荐和介绍美国关于包装的技术标准。本指南还将根据企业的

需要陆续收录其他适用的技术标准。 

  3.2.1 ASTM D 3951–2010  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3951–2010 Standard Practice for Commercial Packaging 

  标准规定了商品和设备包装的最低要求。适用于商业的储存，包装、集合包装和商品与设备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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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物理和机械防护的最低要求，规定了多样的处理和任何的运输方式，存储期最低一年以内封装的

产品不受损伤的操作。同时还规定了适当的单元包装，使其配送时无需额外的重复包装或作标识。 

  ASTM D 3951《商业包装规程》中定义了：“安全交货（safe delivery）——包装件到达交付目的地，

包装损伤轻微并且不损伤内装物。”标准针对包装、单元包装和中间包装的特性提出了要求。 

  标准适用于出口目标国商品的运输包装的操作和确定合同书的内容。 

  3.2.2 ASTM D 6198—2012  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ASTM D 6198—2012 Standard Guide for Transport Packaging Design 

  美国的企业对运输包装十分重视，他们持有这样观点，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经济效益源于按时的安全交

货，而安全交货必须重视和依靠运输包装。这也可以在美国生产的运输包装件试验设备的不断升级和高技

术水平上得到印证。 

  《运输包装设计指南》规定了为货物流通过程中的操作、存储和运输避免危害而采用的包装设计步骤，

起技术特点是体现了不断改进和创新的设计理念，注重试验的辅助作用，设计应考虑的技术条件缜密周全，

设计步骤清晰合理。实质上，该标准也是一个运输包装的评估标准。标准条款 2 可作为运输包装可能涉及

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的索引。其中列出的美国《联邦法典》第 49 卷《运输》适用于危险品包装。 

  标准称：“本标准为货物流通过程中在操作、储存和运输期间面临的危害提出了包装设计的途径。”

鉴于运输包装的重要性，建议企业采用该标准，设计、检测和评估出口目标国的运输包装。 

3.2.3 ASTM D 4169—2008 运输包装箱系统性能检测规程 

  ASTM D 4169—2008 Standard Practice for Performance Testing of Shipping Containers and 

Systems 

  标准运用实际物流案例中具有代表性的、经过实践证明的试验方法，给出了统一的评价货运单元各项

性能的体系。推荐的试验基于有效的运输和操作环境的资料，或行业最近的经验以及官方的规定。在附录

中给出了应用举例。该标准内容详实，是国际贸易中普遍采用的运输包装件评定标准。建议我国的出口企

业，尤其是出口高价值产品的企业采用。 

    3.2.4 ANSI/UL969—2006 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UL969—2006  Standard for Safety for marking and Labeling Systems  

  标准最初发布于 1978年 10月，于 2001年 9月 26日为美国国家标准（ANSI），最近命名为 ANSI/UL969。 

  包装是标签的载体，标签是出口商品的“护照”，包装或产品的标签丢失或损坏，在目标国就不允许

销售或交付使用。据我国海关和商务部等官方的相关统计和媒体的有关报导，我国出口商品的标签不符合

要求，包括丢失或损坏，是经常性的，屡见不鲜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首要原因。 

  鉴于上述理由，考虑到我国尚无等同的标准，本指南采用 ANSI/UL 969 为本项目正式文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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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惯例和标准本身的规定，ANSI/UL 969 是为企业提供的，适用于检验和评价标识和

标签的使用性和安全性，由此，企业可以正式的提出符合性声明：“本产品的标签通过 ANSI/UL 969 规

定的条件和方法的检验，符合安全性准则。”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发达国家，即使是强制性的合格

评定也鼓励企业首先采用生产方（第一方）声明的方式向用户做出质量承诺。 

  该标准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美国的标志为“UL”加拿大为“C—UL”。 

    3.2.5 ASTM D3892—2009 塑料包装和包装件规程 

  ASTM D3892—2009  Standard Practice for Packaging/Packing of Plastics  

  标准适用于所有热固型塑料和热塑型塑料树脂和制品的包装和包装件，已经通过（美国）国防部核准

使用。该标准没有相近的或相当的 ISO 标准。该标准是典型的产品包装标准，适用于出口目标国塑料原料

及塑料制品。 

  3.2.6 ASTM F 1640—2009 选择和使用辐照灭菌食品包装材料指南 

  ASTM F1640—2009 Standard Guide for Selection and Use of Packaging materials for Foods to 

Be Irradiated 

  标准给出了支持生产商关于食品包装材料选择的指南，材料的预期令人满意的使用性能，并且与适用

的标准或官方的认可符合一致的要求。当选择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时，应预先考虑的预包装食品辐射灭菌

期间的主要技术参数和适合其应用的检测标准。 

  辐射灭菌是应用广泛的食品加工处理的方法，不但有良好灭菌效果，还可以抑制诸如新鲜水果和蔬菜

的品质退化（熟化或萌芽）。在该标准的附录 X1.（关于包装材料的国家法规）中，列举了包括我国在内

的十几个国家对辐射灭菌食品包装材料的基本要求或指明了原文件的版本。 

3.2.7 ASTM D5663—2011 确定包装纸和纸板再生含量指南 

  ASTM D5663—2011 Standard Guide for Validating Recycled Content in Packaging Paper and 

Paperboard 

  标准规定了计算和证实包装纸和纸板制品再生含量的两种方法。质量平均法是在尚无物理或化学的试

验方法的情况下，推荐给制造商用于确定纸制品总体再生含量的现行有效方法。标准适用于： 

  （1）各种数量或类型的含有再生纤维的包装纸和纸板制品； 

  （2）买卖双方合同需要的计算和证实再生纤维含量的方法。 

  我国的造纸资源匮乏，需要从北美国家进口大量的纸浆和废纸。本标准对于废纸采购贸易具有技术指

导作用。 

  3.2.8 ASTM F963—2011 消费者安全标准——玩具安全规范（第 5 章）标签要求 

  ASTM F963—2011 Standard Consumer Safety Specification for To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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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 1500 部分的要求，规定了适合于 14 岁以下儿童的各类玩具包装及其标签的

要求，以及应表达的提示和警告语。我国的玩具出口量非常可观，建议玩具出口企业给予关注。儿童玩具

的安全性问题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难题，也直接关系玩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美国是儿童玩具消费大国，有

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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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口北美地区商品包装通用要求 

【内容简介】 

  本章依据我国现行的技术标准与目标国的技术法规、法定国家标准、技术标准和包装技术文献的技术

差异和技术差距提出了出口目标国商品包装的通用技术要求。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是本章的重点。 

  导言 

  本章内容的确定根据本指南的预期目标，近年来我国向目标国出口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可预见的潜

在市场。本章在分析研究北美地区有关包装的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概括性的提出通用要求，包括基本要

求和技术要求。 

  本章的主旨不在于涉及所有的关联包装的技术问题，也无意覆盖目前企业采用的任何技术或标准。在

某些特定的场合或对某些特殊的产品，或许存在比本章的陈述更为有效的技术或方法。本章提出的技术要

求仅适用于本指南定义的目标国范围，但是属于纯粹的或普遍公认的技术要求可在其它场合借鉴或采用。 

  本章技术内容依据： 

  ——国际公约或协议规定的强制性技术措施； 

  ——目标国颁布的法令、法规和法定国家标准； 

  ——目标国和 ISO 技术标准； 

  ——目标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目标国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目标国的商业规则或惯例； 

  ——适合本指南主旨的我国国家标准； 

  ——美国包装技术文献。 

  据世界包装组织（WPO）统计，在发达国家，消费商品使用的包装占包装材料总消耗量的 50%以上。

消费商品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强势出口创汇产品，能否顺畅的、主动的、进而以自主品牌向目标国出口，直

接关系我国众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要解决此问题，了解目标国的相关法规是首要的。鉴于此，本章以

目标国关于消费商品包装和标签的基本要求为重点内容。 

  目标国定义的消费商品包装与我国包装标准定义的销售包装并无明显差异，但是实际涵盖的具体产品

包括目标国在内也不尽相同，技术要求的陈述也存在很大差异。 

  目标国定义的消费商品的标签与我国包装标准定义的标签也无明显差异，但是我国尚无与目标国接近

或对应而且如此详实的基本要求，包括上述销售包装也如此。 

  基于上述原因，考虑到不应遗漏目标国与上述内容相关的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信息，本指南第二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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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附件给出了有关的法规文件。本章给出的总则是普遍公认的规则或惯例；基本要求概括了必须的、

最低限度的要求；技术要求是推荐性的。 

  4.1 总则 

  4.1.1 包装必须符合相关国际公约或协议的规定，采用的技术措施必须依据国际公认的准则。 

  4.1.2 包装容器和材料必须符合目标国有关限制危害物质的规定。 

  4.1.3 产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符合目标国关联该产品的法令、法规或法定国家标准的规定。 

  4.1.4 产品的包装装潢和标签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目标国及其消费者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生活

习惯或某些偏爱或禁忌，见表 1。 

  

表 1 目标国及其消费者的偏爱或禁忌 

国家 适用的颜色或图案 忌用的颜色或图案 

美国   大象 

加拿大 枫叶   

墨西哥 红、白、绿色的组合 红、深蓝、绿色的组合 

  1.5 包装和标签的文字表达必须使用目标国法定的官方语言，见表 2。 

  

表 2 目标国法定的官方语言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英语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① 

注 1：非真正定义的官方语言，是实际惯用的。 

  4.1.6 产品包装和标签表达的计量单位必须符合目标国关于度量衡的法规。 

  4.1.7 产品的标签和标识应在产品预期使用的环境中及其有效期内保持完好。 

  4.1.8 产品包装应符合目标国对该产品的技术要求，适应该产品在目标国的商业运作和贸易规则。 

  4.2 基本要求 

  4.2.1  维护消费者利益 

  4.2.1.1  概述 

  将维护消费者利益纳入国家技术法规的管辖范围，建立商品市场准入制度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

必要措施。通常，包装是标签的载体。标示产品信息的标签和包装容器是构成商品包装的两个基本要素。

因此，“销售包装和标签”和“商品包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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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技术法规，尽管各有表述，

其实质一致。销售包装和标签法阐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普遍原则，详细规定了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此外，

某些大类商品还受专项法规制约，例如，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法规，食品营养标签法规，药品、纺

织品、玩具和日用化工产品的标签法规等。以下概述一般规则，再以食品和纺织品的标签要求进一步说明。 

  4.2.1.2  商品标签 

  销售包装和标签法主要规定了标签内容和包装容器两个方面的要求，范围涵盖所有消费商品。标签是

所有商品的“身份证”，其作用是向消费者传达商品信息。通过规范标签内容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发达国家

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  

标签应真实表达商品名称，准确标示净含量。总体上要求标签的任何文字或图形不致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具体要求如下： 

  a）商品名称，即与商品的属性或功能符合一致的、公认的或通用的名称； 

  b）净含量按法定计量单位在规定的显著位置，用规定的字体（包括尺寸）准确标示； 

  c）必要时，给出消费者应知晓的产品信息，如，用途、用量、用法、保存条件等的描述； 

  d）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及其营业地点，即可追溯的、对产品负有责任的企业信息。 

  4.2.1.3  包装容器 

  预包装产品容器应满足供应链和使用过程的功能；确保产品清洁卫生；保障消费者安全，在此条件下，

尽可能减少材料用量和有害物质的含量。避免过度包装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具体要求如下： 

  a）首次开启即可留下明显的迹象，由此表明该商品从未被打开过（一次性包装本身就有此功能）； 

  b）用常规的方法即可方便地开启和倒空（不包括特定的防止儿童打开的包装）； 

  c）尺寸或质量是通过评估的最小且适当用量，避免过度包装，正确引导消费； 

  d）废弃后可以回收利用或安全处置，确保消费者能够正常的履行环境保护的公民义务。 

  4.2.1.4  食品标签和包装 

  食品标签可从理论上分为销售标签和成分标签（不强制性的要求分别标示）。销售标签根据不同类型

的食品，在一般商品标签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特定项目。成分标签标示主要原料和配料，一定条件下还应

标示食品的能量值和营养素，因此也称食品营养标签。 

  食品包装容器应最低限度的符合上述 2.1.3 的要求。受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法规的制约，食品

包装的容器和材料属于保障生命安全的范畴，见下述。 

  4.2.1.4.1  销售标签 

  食品销售标签应最低限度的符合上述 1.2.1 的陈述。一般情况还应标示原产地、灌装日期和保质期。

当食品采用了非传统技术，应给出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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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的品质与产地有直接关系，除纯净水和碳酸饮料外，一般食品均应标示“原产地”。如果产品有

标准或等级，应标示符合程度或水平。灌装日期一般在灌装过程中自动打印。除蒸馏酒、白醋、盐等少量

产品外，应标示一定条件下的保质期。 

  当内装食品变质时，包装材料与变质产生的醛或胺一类的物质发生反应，其颜色或透明度产生显著变

化，由此提示消费者“保质期已过”，称为“提示性（敏感）包装”。但是，如果包装设计成吸收或中和

醛或胺一类的物质，就掩盖了食品的变质，成为欺诈性包装，是法规禁止的。 

  采用电离子辐射（γ射线、χ射线等）预包装食品，杀灭食品的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和常见害虫，抑

制根或块茎萌芽，称为“辐照食品包装”。辐照灭菌技术常用于新鲜水果、新鲜或冷冻的肉类和家禽、鱼

和贝类、干燥香料、草药、植物调味品等不宜采用高温的食品。 

  4.2.1.4.2  成分标签 

  食品成分标签应最低限度的标示原料和配料。配料中标示的添加剂应是国家法规允许的。能量值和营

养素的标示通常是自愿性的，但是当产品在公共场合（展览会或广告）公布了营养成分，就必须采用营养

标签。 

  4.2.1.5   纺织品标签和包装 

  纺织品包装没有法规层面的特殊要求，可以认为适用上述 2.1.3 的要求。标签受法规制约。成衣纺织

品标签必须分为销售标签和成分标签，因为成分标签不但应标示在包装上还要求将其缝制在成品上。 

  4.2.1.5.1  销售标签 

  纺织品销售标签应最低限度的符合上述 1.2.1 的陈述。纺织纤维的商品名称是技术法规核准的，不允

许随意。例如，棉纤维含量在 95%以上才可称“纯棉”；安哥拉山羊（Angora goats）的毛才可称 “马

海毛（Mohair）”或“安哥拉山羊毛（Angora goat hair）”；克什米尔山羊（Kashmir goats）的毛才

可称 “开司米（Cashmere）”或“克什米尔山羊毛（Kashmir goat hair）”。新开发的纺织纤维名称应

申报核准。进口的纺织品应标示原产地。 

  4.2.1.5.2  成分标签 

  纺织纤维及其制品成分标签大致可分为纤维成分标签和成衣组分标签两大类。纤维成分标签类似食品

成分标签，通常按纤维的含量百分比依次列出，也允许按文字的第 1 个字母排序，但是在名称之后应标示

含量百分比。人造纤维应细分到具体的纤维名称，例如，腈纶、锦纶、涤纶等。如果成衣是单层的，纤维

成分标签可以代替成衣组分标签。成衣组分标签标示一件或一套成衣的所有属于纺织纤维范畴的制品，例

如，羽绒服的面料、羽绒、里衬等所用材料的名称。 

  4.2.2  保障生命安全 

  4.2.2.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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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生命安全是全球市场最重视的问题。任何产品凡涉及生命安全均受国家法规制约。各国普遍推行

安全认证（合格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如我国的“CCC” 认证、欧共体“CE”认证、美国“UL”认证等。

主要是食品包装。还包括有危险性的商品、家用电器、儿童玩具等商品的包装和标签。 

  按包装的总产值计算，发达国家用于食品（包括饮料）的约占 70%，我国约为 60%。直接接触食品的

材料和制品法规涵盖所有的食品包装。法规主要管制如塑料和纸类的有机材料和制品，塑料制品大量用于

食品包装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其质轻、廉价、方便以及良好的防护性能受到市场的欢迎，促进了食

品市场的繁荣。与此同时，又因其本质特征显现比较突出的安全性问题。 

  普遍的毒物学研究在二战结束之后快速发展，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率先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展“致

癌性和潜在毒性”的长期医学观察和科学研究，对受怀疑的物质进行逐一筛查，当发现某物质有问题，立

刻按法律程序采取措施。筛查的物质主要是食品添加剂。因为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的物质成分可能迁

移进入食品，所以被视为间接食品添加剂，称“食品接触物质（FCS）（Food Contact Substance）”，

也就是“可以迁移进入食品的物质”。间接食品添加剂还包括食品容器的消毒清洗剂。以下简略介绍有关 

“食品接触物质”风险评估与合格评定两项关键技术措施。 

  4.2.2.2  食品包装 

  4.2.2.2.1 风险评估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认为，当食品接触物质累加迁移量大于 0.5ppb（0.5/1×109），就应

进行遗传毒性实验。因为即使致癌物质的低迁移量也对健康有害，并且遗传毒性实验能提供除全面的动物

慢性致癌研究之外的潜在致癌的最可靠证据。全面毒物学剖析（CTP）（Comprehensive Toxicological 

Profile）中应包括量化的风险评估。通过风险评估的食品接触物质可以有条件的逐步进入技术法规，成

为“核准的物质目录”。 

  因为任何材料和制品均不可避免的存在杂质或不期望的物质，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所以法规通

常给出允许值或限制量。相比较而言，无机物毒物学评价比较简单，早在上世纪就有定论。例如，铅的每

周可接受量为每 kg 体重 25 微克，镉为每 kg 体重 7 微克。 

  有机物的复杂多样性使其毒物学评价极其耗费时间和经费，许多物质或成分至今尚无定论。伴随新产

品的开发和医学的发展，致使有害物质被陆续发现，技术法规因此经常修订。 

  综上所述，食品加工企业应在国家现行法规的框架内经营运作，依据法定物质目录及其规定的条件选

择、使用原料和添加剂。投放市场的预期接触食品的材料和制品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合格评定。出口食品的

企业更应高度关注进口国相关法规的修订情况或 WTO/TBT 通报，避免因失误造成经济损失。 

  4.2.2.2.3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是为保障产品安全设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总称。一般情况，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依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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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法规或标准，按规定程序对特定产品进行安全评价，简称“强制性认证”或“第三方认证”。 

  在颁布了包装法的国家，对不直接接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鼓励企业自身进行符合法规或标准

的评价，做出符合性判定并且按规定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因此称“符合性声明（Compliance Statement）”

或“生产方合格声明”。比较强制性认证，生产方自身的评价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还体现

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未来发展方向。 

  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制品的合格评定属于强制性范畴。法规规定了通用要求：在正常或可预见使用

条件下，不允许材料和制品的成分向食品的迁移量造成以下任一可能： 

  ——危及人类健康； 

  ——导致食品成分不可接受的改变； 

  ——导致感官特征劣化。 

  美国联邦法规第 21 卷第 174 条规定，在良好生产规范条件下，物质可以安全的用做食品接触制品的

成分按下述任何一项规定条件： 

  （1）物质在食品中或食品上是公认为安全的。 

  （2）物质预期用于食品包装是公认为安全的。 

  （3）使用的物质是经过审核或验证的。 

  （4）物质是本条或本章 175、176、177、178 和 179.45 款规定允许使用的。 

  （5）使用的食品接触物质是依据法规 409（h）款递交了有效的食品接触物质（FCN）通告后核准的。 

  4.2.2.3  安全标签 

  对于有危险性的商品，包装的主要措施是采用具有提示和警告作用的安全标签，用明确的图示或语句

表达在包装或标签上。这些商品包括可能造成某种伤害的、慢性病的、有潜在危险的商品，例如含有危险

性物质的商品（胶水、涂料、文具等），还有家用电器、儿童玩具等等。 

  4.2.3  保护生态环境 

  4.2.3.1  概述 

  包装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繁荣，与此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例如，包装用纸约占全球纸业

产量的 60%。在城市固体废弃物流中主要成分是包装废弃物。在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期间，特别是在最终

的填埋或焚烧处置时，重金属和其他危险性物质的排放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木质包装引发的多起

严重生物侵害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 

  4.2.3.2  限制重金属  

  长期的医学观察和科学研究发现重金属严重危及人类健康。因此，人们追溯到食品和饮用水，而后是

土壤和水源。通过排查得知，大多数重金属是通过汽车尾气、焚烧各种燃料和废弃物产生的烟尘和飞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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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空气中，然后落入农田和江河湖泽。此外，直接填埋包装废弃物，重金属和其他危险性物质可能随渗

滤液进入地下水源。因此，要求全部包装容器或组分含有害重金属铅、镉、汞、六价铬的总量不超过万分

之一，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共识。 

  4.2.3.3  控制危险品  

  危险性物质主要是指包装生产过程中常用的化学品。为了使生产操作的全过程在“可预见”和“有预

案”的情况下进行，应用“安全资料表（SDS）”是全球公认的有效措施。安全资料表是生产危险性物质

或制剂的责任人依据有关法规和标准制定的技术性文件。其信息主要是为专业用户使用，使用户能够获得

关系人身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作现场环境等一系列必要信息。安全资料表应包括必要的 16 项内容： 

1  物质（制剂）和公司（企业）的正式名称； 

2  合成物（成分信息）； 

3  危险程度； 

4  急救措施； 

5  火灾措施； 

6  偶然事故措施； 

7  操作和储存； 

8  暴露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征； 

10  稳定性和溶解性； 

11  毒物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依据； 

14  运输信息； 

15  法规信息； 

16  其他信息。 

  化学品分为物质和制剂两大类。关于危险性物质的制剂的成分信息在第 2 项给出。第 12 项要求陈述

最重要的特征，即由于该物质或制剂的本质可能引发的环境影响以及可行的使用方法。 

  4.2.3.4  防止生物侵害 

  面对跨越国界的木质包装材料引发的生物侵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 2002 年颁布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第 15 号公报），其中，推荐使用的熏蒸处理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持有异

议，例如，日本技术专家认为采用溴甲烷熏蒸处理所有的树种，不足以达到理想的除虫效果。墨西哥不允

许在境内实施溴甲烷熏蒸处理。以下简介该文件的内容。 

  4.2.3.4.1  限制原因 

  木质包装材料通常由原木制成，而原木可能未经深度加工或处理以除去或杀灭有害生物，因而是有害

生物传入和扩散的途径。此外，由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会被再利用或再加工，真正的原产地很难界定，因

此，其植物检疫状况无法查明。正是由于原产地和植物检疫状况可能不清楚，对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不可

能进行常规的风险分析，以确定采取措施的必要性。 

  4.2.3.4.2  限制材料 

  限制可能携带对活树造成威胁的有害生物的针叶和非针叶原木包装材料，包括托盘、垫木、条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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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块、圆筒，木箱、负荷板和可拆卸木质容器等，这些包装材料可能在任何输入货物中存在，包括一般不

作为植物检疫检查对象的货物。 

  完全采用胶粘、加热、加压等方式生产的木质产品，如胶合板、碎料板、定向条状板或薄板等制作的

木质包装材料，应视为经过深加工处理消除了有害生物传播的风险。薄板旋切芯、锯屑、木丝和刨花等木

质包装材料及原木薄片可能不是有害生物传入的途径，不应限定，除非有技术理由。 

  4.2.3.4.3 采取措施 

  对木质包装材料加热，使木材中心温度至少达到 56℃，持续至少 30 分钟。采用窑中烘干（KD）、化

学加压浸透（CPI）或其他处理方法，当达到上述热处理技术要求，则可视为热处理。例如，化学加压浸

透是利用蒸汽、热水、热气等方法，使其达到热处理技术指标。热处理以 HT 标记。 

  此外，推荐用溴甲烷熏蒸处理木质包装材料，详见本指南第五章。 

  与上述基本要求有关的重要法规见本章收录的文件： 

  附件 4A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605《度量衡法》（附表） 

  附件 4B 美国联邦法典第 16 卷第 1500 部分《危险物质和商品——经营和管理规章》 

  附件 4C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417《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附件 4D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551《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 

  附件 4E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285《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4.3 技术要求 

  4.3.1 运输包装 

  4.3.1.1 运输包装应依据 ASTM D 6198《运输包装设计指南》进行设计和评估。 

  4.3.1.2 运输包装应依据 ASTM D 3951《商业包装规程》进行操作达到安全交货的要求。 

  4.3.1.3 运输包装用缓冲垫优先采用植物纤维和纸质成型材料制造，限制使用发泡塑料。 

  4.3.1.4  运输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ISO 780 的规定。图形可依照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文

字用进口国的官方语言，见表 3。 

  

表 3 常用储运图示标志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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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 运输包装应符合目标国安全交货的要求。运输包装件应按惯例或买方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检

测，取得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或书面证明，并在包装容器上标明检验号。必要时应注明产地和生产批次。检

测依据的试验大纲应在合同书中确认，或合同书直接规定试验项目和强度，具体内容的确定可参照以下推

荐： 

  ——由目标国进口商提供性能试验大纲； 

  ——运输包装设计人员编制性能试验大纲； 

  ——由检测机构专业人员协助编制性能试验大纲； 

  ——参照特定或相类似包装件以往的运输和试验的经验，编制性能试验大纲。 

  应妥善保存合同书文本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ASTM D 4169《运输包装箱及其系统性能测试规程》是目标国常用的检测规程标准。 

  4.3.1.6 出口目标国的贸易合同书中，包装条款应包括依据的标准，使用的材料、采用的方式等内

容，根据商品特性和运输方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不用含义不清和容易引起歧义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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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运输包装件试验方法 ISO 标准和我国的标准 

标准名称 中国标准 ISO 标准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1 ISO 2206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4857.5 ISO 2248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滚动试验方法 GB/T 4857.6 ISO 2876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浸水试验方法 GB/T 4857.12 ISO 8474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倾翻试验方法 GB/T 4857.14 ISO 8768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 GB/T 4857.2 ISO 2233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GB/T 4857.3 ISO 2234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GB/T 4857.11 ISO 2244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7 ISO 2247 

包装 运输包装件 低气压试验方法 GB/T 4857.13 ISO 2873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喷淋试验方法 GB/T 4857.9 ISO 2875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10 ISO 8318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4857.22 ISO 10531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压力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码试验方法 

GB/T 4857.4 

GB/T4857.16① 

ISO 12048②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随机垂直振动试验方法 GBT4857.23-2003 ISO 13355 

注 1：GB/T 4857.4 等同采用 ISO 2872。GB/T 4857.16 修改采用 ISO 2874。 

注 2：ISO 12048 代替 ISO 2872 和 ISO 2874 

  4.3.2 分销包装——适合于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的包装 

  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发达国家，物流管理已经成为商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物流管理和良

好的商业信誉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也日臻成熟。电子商务也包括经由互联网和电视广播推销零售消费商品，

此类商品的包装至少不必具有促销功能，因为消费者未见包装已经决定购买。 

  综上所述，商品包装应适合于目标国的商业运作和贸易惯例，当目标国的进口商提出既不同于运输包

装也有别于销售包装的要求时，或许就是此类包装。例如，ASTM D 3951《商业包装规程》规定的中间包

装是为了提高效率，适合物流管理。 

  4.3.2.1 包装定量和尺寸优先考虑适合一人搬运，容器应根据人机功效学原理设计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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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2 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包装定量和数量应考虑产品的使用寿命（有效期）。 

  4.3.2.3 包装尺寸应适合分销环境、小型车辆的容积、货架的允许宽度和集装箱的尺寸等。 

  4.3.2.4 包装印刷应适当，按具体要求和实际需要表达，产品的名称、数量、重量、体积、产地和

出厂时间以及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等。 

  4.3.2.5 包装应在显著位置印刷由进口商提供的货物的编号（货号）或条形码。 

  4.3.2.6 分销包装的所有技术要素应在合同书中明确规定。 

  4.3.3 销售包装 

  4.3.3.1 可重复开闭使用的消费商品包装容器的封口应容易开启和封闭，便于内装物倒空。 

  4.3.3.2 形状不规则（例如，艺术造型的家用蜡烛）；新产品试销的；无法用尺寸、体积、重量或

质量表达净数量的商品应采用可使消费者直接看见产品的包装。 

  4.3.3.3 销售包装的定量及其表达应符合目标国的相关规定，当没有具体规定时，则应考虑适合于

目标国消费者的习惯。（有些消费商品包装的定量是法定的） 

  4.3.3.4 销售的预包装产品的容器封口应在首次开起后留下显而易见的迹象，此迹象必须能够保留

在包装容器上而且让消费者轻易的识别。 

  4.3.3.5 销售包装采用的形式、定量和标签的全部内容应在合同书中明确规定。 

  

附件 4A 度量衡法 

Weights and Measures Act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605 

  

表 I （SCHEDULE I） 

基于国际单位制体系的单位 

UNIT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第 1 部分（PART I） 

基本度量单位 

Basic Units of Measurement 

  
基本单位 

Basic Unit 

符号定义 

Symbol Definition 

1 

米（公尺）（m） 

测量长度的单位，相等于光在真空中运动 1/299，792，458 秒的距离。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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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克（公斤）（kg） 测量质量的单位，相等的国际公认的原型确定于 1889年第一次度量衡全体

会议并且保存在国际度量衡公署。 kilogram 

3 

秒（s） 测量时间的单位，相等于铯 133 原子辐射光波在两超微水平面之间振动 9，

192，631，770 周期。 second 

4 

安培（A） 测量电流的单位，是通用的恒量，假设维持两个平行的无穷大导电体之间 2

×10
-7
N/m 的压力。 ampere 

5 

开氏绝对温度（K） 测量热力学温度的单位， 

与华氏温度的关系为：K= 5/9（F－23）＋273.15。 

与摄氏温度的关系为：K= t ＋273.15。 
kelvin 

6 

坎（德拉）（cd） 测量发光强度的单位，相当于光垂直满辐射 1/600，000 ㎡冰点温度的铂产

生 101，325N/㎡的压力。1cd = 0.981（烛光 candle） candela 

7 

摩尔克分子量 （mol） 测量物质质量的单位，等于物质分子的质量和数量的积，该数量是 0.012kg

的碳（原子量为 12）所包含的碳原子（C
12
）的总数量。 mole 

  

第 II 部分（PART II） 

辅助度量单位  

Supplementary Units of Measurement 

  

辅助单位 

Supplementary 

Unit 

符号定义 

Symbol Definition 

1 

弧度（rad） 测量平面角度的单位，角的顶点在圆弧的中心线上，边长是自顶点向圆弧引出的相等

的半径。 radian 

2 

球面度（sr） 测量立体角度的单位，角的顶点在球体的中心线上，边长是自顶点向球形表面引出的

相等的半径。 steradian 

  

第 III 部分（PART III） 

派生度量单位 

Derived Units of Measurement 

 

派生单位 符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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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ed Unit Symbol Definition 

1 

牛顿（N） 力的单位，当使质量为 1 公斤的物体获得 1 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此时的

力称为 1 牛顿，既是：1N =1 kg×m /s
2
。 newton 

2 

焦耳（J） 功的单位，当以 1 牛顿的力施加于物体，使该物体上的参考点（质点）沿着

力的方向运动 1 米的距离，此时的功称为 1 焦耳，既是：1J = 1N×m。 joule 

3 

瓦特（W） 功率的单位，产生能量的速率或做功的速率，当每秒释放或消耗 1 焦耳的功，

此时的功率称为 1 瓦特，既是：1W = 1J/s。 watt 

4 

赫兹（Hz） 频率的单位，每秒完成固定周期振动的次数，此时的次数称为赫兹，既是：

1Hz = 1/s。 hertz 

5 

库仑（C） 电位移通量的单位，当每秒通过 1 安培的电流，此时通过的电位移量称为 1

库仑，既是：1C =1 A×s。 coulomb 

6 

伏特（V） 电位差或电压的单位，当存在维持两个相等的导电体表面之间通过 1 安培的

恒定电流的电位差或电压，在该表面之间消耗 1 瓦特的能量，此刻的电位差

或电压称为 1 伏特，既是：1V =1 W/A。 
volt 

7 

法拉（F） 电容的单位，在电容器的等电位的两表面之间的电容量，当该表面存在 1 伏

特的电动势时电容器的电量为 1 库仑，此电容器的电容称为 1 法拉，既是：

1F = 1C/V。 
farad 

8 

亨（利）（H） 闭合电路感应电动势的单位，当 1 匝导电线圈的电压为 1 伏特，通过均匀变

化的每秒 1 安培的电流，此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称为 1 亨（利），既是：1H = 

1V×S/A。 
henry 

9 

欧姆（0） 两点之间产生的电阻的单位，当存在 1 伏特恒定电位差，在两点之间通过 1

安培的电流时，该电流本身没有驻留任何电压，此电阻称为 1 欧姆，既是：

1O = 1V/A。 
ohm 

10 

韦（伯）（Wb） 磁通量的单位，当电路导入 1 伏特电压时，产生沿闭合环形的磁通在 1 秒的

时间内均匀的减小到零的数量，此时的磁通量称为 1 韦（伯），既是：1Wb = 

1V×s。 
weber 

11 
特（斯拉）（T） 磁感应强度的单位，当每平方米的磁通量为 1 韦（伯）时，此磁感应强度称

为 1 特（斯拉），既是：1T = 1Wb/㎡。 tesla 

12 流明（Lm） 光通量的单位，当发光强度 1 坎（德拉）的点光源通过 1 度球面度，光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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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en 称为 1 流明，此光通量称为 1 流明，既是：1Lm = 1cd×sr。 

13 
勒（克斯）（Ix） 照明（度）的单位，当 1 流明的光通量均匀的分布于 1 平方米的面积上，此

照明（度）称为 1 勒（克斯），既是：Lx = 1Lm/㎡。 lux 

14 

帕（斯卡）（Pa） 压强或压力的单位，当 1 牛顿的力施加于 1 平方米的面积，此压强或压力称

为 1 帕（斯卡），既是：1Pa = 1N/㎡。 pascal 

15 

乏（var） 无功伏安（无功功率）的单位，两项交流电路中电压正弦曲线与电流正弦曲

线存在角相位差，导致功率因数小于 1，此时的无功伏安（无功功率）称为乏，

既是：1var = 1V×A×sinω 
var 

16 
贝克勒尔（Bq） 放射性强度的单位，放射性核每秒的放射强度称为 1 贝克勒尔，既是：1Bq = 

1 1/s。 becquerel 

17 
雷格（Gy） 吸收剂量的单位，当完全封闭的电离子辐射吸收每公斤 1 焦尔，此时的吸收

剂量称为 1 雷格，既是：1Gy = J/kg。 gray 

18 西门子 siemens（S） 电导的单位，数值等于欧姆的倒数，既是：1S = 1/o。 

  

第 IV 部分（PART IV） 

国际惯例的度量单位 

Customary Units of Measurement us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惯用单位（Customary Unit） 符号（Symbol） 定义（Definition） 

分（minute） 

小时（hour） 

天（day） 

度（degree）弧度数（of arc） 

分（minute）弧度数（of arc） 

秒（second）弧度数（of arc） 

升（litre） 

吨或公吨（tonne or metric ton） 

公顷（hectare） 

毫升（milliliter） 

摄氏度 degree Celsius 

min 

h 

d 

° 

′ 

″ 

L/ or l 

t 

ha 

mL、m / or ml 

℃ 

60 秒（seconds） 

3，600 秒（seconds） 

86，400 秒（seconds） 

π/180 弧度（radian*） 

π/10，800 弧度（radian*） 

π/648，000 弧度（radian*） 

1/1，000 立方米（cubic metre） 

1，000 千克或公斤（kilograms） 

104 平方米（square metres） 

1/1，000 升（litre） 

0℃相当于 273.15 K；间隔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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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间隔 1K。 

   

注：*π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 

  

第 V 部分（PART V） 

倍数和因数的基本要素的前缀  辅助的派生数量单位 

Prefixes* for Multiples and Submultiples of Basic， Supplementary and Derived Units of 

Measurement 

前缀（Prefix） 符号（Symbol） 定义（Definition） 

艾克（萨）（exa） 

拍它、千兆兆（peta） 

太（拉）、兆兆、万亿

（tera） 

千兆、十亿、（giga） 

百万（mega） 

千（kilo） 

百（hecto） 

十（deca） 

十分之一（deci） 

百分之一、厘（centi） 

千分之一、毫（milli） 

百万分之一、微（micro） 

纳（诺）、毫微（nano） 

皮（可）、微微（pico） 

飞（母托）、毫微微

（femto） 

阿（托）（atto） 

E 

P 

T 

G 

M 

k 

h 

da 

d 

c 

m 

oc 

n 

p 

f 

a 

10
18
 

10
15
 

10
12
 

10
9
 

10
6
 

10
3
 

10
2
 

10
1
 

10
-1
 

10
-2
 

10
-3
 

10
-6
 

10
-9
 

10
-12
 

10
-15
 

10
-18
 

注：没有适用于“公斤（kilogram）”的千分之一的因数基本要素的前缀，它可称为“克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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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SCHEDULE II） 

加拿大度量单位 

CANADIAN UNITS OF MEASUREMENT 

长度单位 

Measurement of Length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a）英里（mile） 

（b）浪、弗隆（furlong） 

（c）竿、杆或杆（rod、pole or perch） 

（d）码（yards） 

（e）英尺（foot） 

（f）英寸（inch） 

（g）测链（chain） 

（h）令（link） 

1，760 码 （yards） 

220 码 （yards） 

5 
1
/2码 （yards） 

9，144/10，000 米（metre） 

1/3 码 （yards） 

1/36 码 （yards） 

22 码 （yards） 

1/100 测链（chain） 

  

面积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of Area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a）平方英里（square mile） 

（b）英亩（acre） 

（c）平方杆（square rod） 

（d）平方码（square yards） 

（e）平方英尺（square foot） 

（f）平方英寸（square inch） 

640 英亩（acres） 

4，840 平方码（square yards） 

30
 1
/4平方码（square yards） 

每个边长为 1 码的正方形平面的面

积 

1/9 平方码（square yard） 

1/144 平方英尺（square foot） 

  

体积或容量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of Volume or Capacity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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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蒲式耳（bushel） 

（b）配克（peck） 

（c）加仑（gallons） 

（d）夸脱（quart） 

（e）品脱（pint） 

（f）吉耳（gill） 

（g）液量盎司（fluid ounce） 

（h）液量打兰（fluid dram） 

（i）立方码（cubic yard） 

（j）立方英尺（cubic foot） 

（k）立方英寸（cubic inch） 

8 加仑（gallons） 

2 加仑（gallons） 

454，609/100，000，

000 立方米（cubic 

metre） 

1/4 加仑（gallon） 

1/8 加仑（gallon） 

1/32 加仑（gallon） 

1/160 加仑（gallon） 

1/8 液量盎司（fluid 

ounce） 

每个边长为 1 码的正

立方体的体积 

1/27 立方码（cubic 

yard） 

1/1，728 立方英尺

（cubic foot） 

  

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of Mass or Weight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a）吨（ton） 

（b）百磅或英担（cental or hundredweight） 

（c）磅（pound） 

（d）盎司（ounce） 

（e）打兰（dram） 

（f）英厘、格令（grains） 

2，000 磅（pounds） 

100 磅（pounds）[同美国、英国 112

磅] 

45，359，237/100，000，000 千克、

公斤（kilogram） 

1/16 磅（pound）、4371/2 英厘、

格令（grains） 

1/16 盎司（ounce） 

1/7，000 pound 磅（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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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金属的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of the Mass or Weight of Precious Metals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a）英两（troy ounce） 480 格令（grains） 

  

贵重宝石和玉器的质量或重量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of the Mass or Weight of Precious Stones and Gem Stones 

度量单位 Unit of Measurement 定义（Definition） 

（a）克拉（carat） 200 毫克（milligrams） 

  

表 III （SCHEDULE III） 

魁北克省确定的度量单位 

UNITS OF MEASUREMENT TO DESCRIBE CERTAIN LAND IN QUEBEC 

单位（Unit） 定义（Definition） 

1. 英尺（foot）法国度量标准或称巴黎尺 

（French measure or Paris foot） 

12.789 英寸（inches） 

2. 阿潘特（arpent）法国长度度量单位 

（as a measure of length） 

180 英尺（feet） 

（法国度量标准）（French measure） 

3. 阿潘特（arpent）法国面积度量单位 

（as a measure of area） 

32，400 平方英尺（square feet） 

（法国度量标准）（French measure） 

4. 杆（perch）法国长度度量单位 

（as a measure of length） 

18 英尺 （feet） 

（法国度量标准）（French measure） 

5. 杆（perch）法国面积度量单位 

（as a measure of area） 

324 square feet 平方英尺（square feet） 

（法国度量标准）（French measure） 

  

附件 4B 危险物质和商品 经营和管理规章 

美国联邦法典 第 16 卷 商业规则 

第 1500 部分 

PART 1500_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ARTICLES；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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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3 定义。 

  1500.3 Definitions. 

  （12）标签 Label 

  指直接在包装容器的外表面上，或在某种非封装商品或无包装的场合，有意的或适宜的展示给最终消

费者的书面的、印刷的或图解的内容。在商品上直接表达该内容，或以一个吊牌或其它适当的材料粘贴，

该内容的任何用语、陈述或其它信息作为某种要求已经由官方的法令规定，标签的应用应不考虑除此之外

的内容，除非这些用语、陈述或其它信息如同本法规条款 14（i）规定的内容在外包装容器或材料上的表

达，任何如此的表达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包括本法规条款 14（ii）规定的所有使用说明书附带的印刷

品、书面的或其它方式。 

  （13）直接容器不包括包装内衬 Immediate container does not include package liners.。 

  （14）贴错标签的危害物质 Misbranded hazardous substance 

  指一种危害物质，包括玩具，或其它预期供孩子使用的商品，它们是一种有危害的物质，或其中包含

一种危害成分，并很容易致使拥有这一玩具或其它商品的孩子患病。无论特定的或按适当形状包装的，在

家庭中或由孩子使用，如果此物质的包装或标签违反了在 1970 年发布毒物预防包装法令第 3 或第 4 节中

可适用的条款，即视为不符合规定的标签，除非此物质能以其它方式符合联邦危害物质法令中的第 3 节： 

  （i）正式的特殊声明： 

  （A）制造商、包装商、批发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经营场所； 

  （B）通用或惯用的名称或化学名称（如果没有通用或惯用的名称）危害物质或各个组分中危害最大

的，除非依据委员会的规则允许或要求的采用公认的属性名称；  

  （C）在极端易燃、腐蚀或剧毒的物质上采用警告语：“危险（DANGER）”； 

  （D）在所有其它的危害物质上采用警告语“警告（WARNING）”或“小心（CAUTION）”； 

  （E）在主要危害物或危害物质上采用明确的声明，例如“易燃（Flammable）”、“可燃物（Combustible）”、

“蒸气有害（Vapor Harmful）”、“导致烧伤（Causes Burns）”、“不可接触皮肤（Absorbed Through 

Skin）”或类似措词的危害陈述； 

  （F）预防措施陈述遵循或避免的行为，除非当委员会依照法规第 3 节修改时。 

  （G）如果必要或适当，应包括急救治疗的用法说明； 

  （H）对毒药的陈述，就任何危险物质而言，适用法令第 2（h）段定义的“剧毒（highly toxic）”

（重申在本节（b）（6）段）； 

  （I）在处理或库存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操作或包装件储存的说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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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声明 1：“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Keep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或类似的内

容，或 2：如果商品供孩子使用，并且不是一种被禁止的危害物质，要求有成年人指导或保护孩子免受伤

害的说明；并且 

  （ii）法令第 2（p）（1）段要求的任何声明（重申在本节（b）（14）（i）段中的）应在显著位置，

并且用英语通过版式、设计或颜色的应用与其它印刷在标签上的内容形成显而易见的对比。 

  贴错标签的危害物（在 1970 年发布的毒物预防包装法令第 2（2）（D）段中定义的）同样包括家庭

用品，当这些家庭用品符合联邦危害物质法令（重申在本节（b）（4）（i）（A）段中）的 2（f）（1）

段中的陈述，并且其包装或标签违反了 1970 年发布的毒物预防包装的法令的第 3 或第 4 段中的适用条款。 

  （15）（B）对于任何一种以适当的形式包装的预期供家庭使用的有害物质，委员会将依据“禁止危

害物质”的法规分类裁决，就该物质而论，尽管其警告标签或许符合了该物质法令的要求，家庭中存在或

使用的这些物质的危害程度或本质关联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目的在于可以通过妥善保管这些物质得到充

分的服务，当以此期望进行包装时，在洲际贸易过程中；倘若，委员会依据法规应免除法令条款 2（q）

（1）（A）段（重申在本节（b）（15）（I）（A）段中）的施用，例如化学规定，那些根据其功能用途

需要加入的相关有害物质，或有必要的提出有关电的、机械的或热能的危害，并且给出具有充分安全使用

的说明、警告和预期供成熟孩子使用的标签，此外，或许认为适当的可读的提示说明和警告，免除法令（2）

条款 2（q）（1）（A）段（重申在本节（b）（15）（I）（A）段中）的施用，并且规定有争议的标签（包

括玩具纸帽，锥体喷泉，圆筒喷泉，没有爆炸声的哨响和闪烁发光物）由委员会决定的范围在于使这些商

品可以通过标签充分保护购买者和使用者。 

  （c）（6）（iv）（A）物质或产品是以符合联邦危害物质法规为前提条件，“极易燃烧”（extremely 

flammable）、“易燃”（flammable）、“可燃烧的”（combustible）危害物质在第 1500.43.a 段生效

期前的要求。 

  （B）第 1500.43.a 部分生效以后，这些物质或产品的规定陈述和标签未变动，规定了一个封闭罐测

试设备和程序。 

  （9）依据法令条款 2（n）（重申在本节（b）（12）段中）的“标签”定义，在需要说明的场合，

标签上规定的必要的用语、陈述或其它信息同样必须应用于所有的附随文件，以书面的或其它的形式。为

使本条款更加详细，将“附随文件”解释为旨在正式的指导使用而采用的任何招贴、小册子、书、标记或

其它书写、印刷、图解内容或视觉图案，关联危害物质的预期以适当包装形式展示、销售、示范或推销规

划供家庭或孩子使用。 

  （10）（i）预期或以适当形式包装供家庭用的任何一种有害物质，无论是否包装，在任何购买、存

贮或使用的习惯或常规可预见的情况下，将带入房子、公寓或人们居住的其它地方或周围，或包括任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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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筑物或棚子之内或附近，但不限于车库，车棚，谷仓或存贮库。条款包括的商品，例如上光剂或清洁

剂，设计主要针对于专业使用，但是在零售店也可以买到，例如业余爱好者用品商店（hobby shops），

用于非专业人士的使用。同样包括的条款，例如防冻剂和冷却器，虽然主要用于汽车但可以存放在寓所内

或附近。条款不包括可能由维修人员带入家中的维修用品。不强制要求一个单个的工业用品的标签符合本

法规，因为其可能只会用于个人使用。单位或容器的尺寸不是唯一判定商品是否适合于在家庭中或家庭附

近使用的依据；测试应在任何适度并可预知的情况下进行，以确定在住宅附近可购买、贮存或使用的商品。 

  （ii）在法令第 2（p）（1）段和第 2（p）（2）段中明确指出，在习惯的购买、贮存和使用环境下，

要求信息应以清晰且易读的英语表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主要影响警示的显著和突出的因素是：位置、尺

寸形式和与背景的对比，如果标签上的内容转移到包装上，在警示的效果方面意义相同。 

  1500.14 符合法令 3（b）段规定的特殊产品的标签 

  1500.14 Products requiring special labeling under section 3（b）of the act. 

  （8）美术用品 Art materials 

  注释：危险美术用品标签法令（LHAMA），美国法令第 15 卷 1277 部分（Pub.L.100-695， 1988 年 11

月 18 日颁布）规定，自 1990 年 11 月 18 日起，美术用品标签要求按美国材料试验学会的标准版本 1988

年 11 月 18 日生效的 D－4236，委员会依据联邦危害品法令和美国法令 15 卷 1262（b）认为是一项规范予

以颁布。为了给相关的人员提供方便，委员会采纳 D-4236 的条款（b）（8）（i）为本部分的要求，联同

其（b）（8）（ii）条款的要求为本部分的规定适用于美术用品的制造符合 LHAMA。规定在 LHAMA 的物质

要求按国会的授权于 1990年 11 月 18 日生效。 

  ASTM D－4236 

  （A）范围 Scope 

  （1）本部分的陈述适用于开展美术用品的预防标签和预期的危害声明，预防的陈述根据现有的科学

和医学界的结论。本部分涉及到已知的有慢性健康危害的产品或产品成份，当成份出现在身体中形成一定

的量或浓度的时候，毒物学家认为（见本部分（b）（8）（i）（B）（11）段）将潜在的产生慢性的不利

于健康的结果。 

  （2）本部分适用于任何年龄的个人或小规模组织使用的小尺寸包装的美术专用品。 

  （3）标签内容的确定应考虑到的适度可预知的使用或误用。 

  （4）制造商或预包装商可申请通过评定机构鉴定的依据。本部分（b）（8）（i）（H）段给出了评

定机构的指导方针。 

  （B）本标准特定术语的陈述 

  （1）美术用品或美术用产品 Art material or art materi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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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上销售或由生产商或预包装商有意提供给适应的如同此定义的使用者的任何未加工或加工的

材料，或人造产品。 

  （2）使用者 Users 

  任何年龄的人—艺术家或手工艺者的创造或有限度的娱乐，主要通过手操作，可能有或没有实际的用

途，但从美学的角度考虑又是极为重要的。 

  （3）慢性的不利于健康的结果 Chronic adverse health effect（s） 

  一个持久的中毒是随着时间的拖延而发展的作用，以一个单体或反复的迁移到某个物体中，该物体可

能是人，因而导致人类引起不孕、先天的缺陷、对一个生长中的胎儿或一个婴儿的养育造成危害、导致癌

症、引起过敏症状、损害神经系统或持久的作用不利于其他器官系统。 

  （4）慢性健康危害（下文提及的“慢性危害”） 

  Chronic health hazard（s）（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hronic hazard''） 

  人类健康的风险，来自迁移的物质可能导致慢性的不利于健康的结果。 

  （5）分析实验室 Analytical laboratory 

  实验室人员和设备有能力对美术用品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析，可提供毒物学家评价潜在危害材料的信

息。 

  （6）标签 Label 

  任何美术用品的直接包装上显示的文字、印刷品或图解的内容。当产品是未包装的或没有预期的适用

的直接包装交付使用者时，标签的内容可以直接显示在商品上或吊牌上，还可以适合美术用品标签内容表

的其它方式表达。 

  （7）生产者 Produce 

  生产、加工或进口美术用品的人或经济实体。 

  （8）预包装商 Repackager 

  从生产商处获得材料并且不对其进行改变，把材料装在容器中作为美术用品向使用者出售的经济实体

或个人。 

  （9）感光剂 Sensitizer 

  某种已知的物质，通过某种过敏的作用，慢性不利健康的结果是通过多次迁移的相同物质进入很多人

体当中而逐步显现。 

  （10）有毒的（物质）Toxic 

  任何通过摄取、吸入或皮肤接触的途径，可以导致人身的伤害或人类疾病的物质。 

  （11）毒物学家 Toxic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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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受过教育和训练并在毒物学的领域中有专业技术和经验的个人，如通晓向人体的迁移，任何一名

毒物学家或全国公认的证明机构认定的医师。 

  （12）生物活性（度）Bioavailability 

  由物质的生物活性决定的可以被吸收的程度。 

  （C）要求 Requirements 

  （1）美术用品的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向毒物学家提交为了评价美术用品的配方或改良配方，评价应

符合本部分的（b）（8）（l）（D）段的规定。毒物学家应按要求保守产品配方的秘密。 

  （2）除非另外经由生产商或预包装商以书面方式同意，除了毒物学家之外应没有人可以接近该配方；

除非毒物学家应提供给一个患者的（内科）医生，在保密的基础上，该资料必须用于诊断或治疗，指迁移

的物质或意外的摄取的情况。 

  （3）生产商或预包装商根据毒物学家给出的建议，依据本部分（b）（8）（i）（D）段的规定并且

在广泛公认的基础上，确定物质成份的充分证据，对于已知导致慢性不利于健康的作用，依据本部分（b）

（8）（i）（E）段的规定采用预防标签。 

  （4）标签应依照任何由联邦和国家法令或法规的规定，而且不应削弱必须醒目的毒性警告作用。 

  （5）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提供一个毒物迁移管理信息，源于普通的配方资料要求公布毒物控制中心

或应提供一个 24 小时的免费毒物控制中心的电话号码。 

  （6）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有一个毒物学家的评价是必须的，但是至少每五年，美术用具的产品配方

和关联的标签应以当前普遍公认的、非常确实的科学知识为根据。 

  （7）符合性声明 Statement of Conformance 

  “依据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操作规程 D-4236，”或“依据 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

D-4236，”或“依据 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D-4236 的健康要求。”本声明可以结合其它符合性声

明。符合性声明应随实际产品提出，无论如何，它也应在同样可接受的位置陈述一个或多于下列各项： 

  （i）独立的产品包装， 

  （ii）购买时的展示或标记， 

  （iii）在购买时按要求可用的单独说明的文字， 

  （iv）对命令或建议正式请求的回答。 

  （D）标签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Labeling  

  （1）如果任何的习惯或适当可预知的使用会导致慢性的危害，则美术用品应考虑潜在产生慢性不利

于健康的作用， 

  （2）在制造中确定，毒物学家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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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美术用品存在化学成份，由分析实验室或一位化工学家代表制造商或预包装商提供。 

  （ii）当前普遍公认的每个成份和全部配方的慢性中毒的潜在危害的非常确实的科学原理。 

  （iii）美术用具产品的特殊物理和化学形态，生物活性（度），浓度和在配方中存在的每个潜在的

慢性毒性成份的数量。 

  （iv）美术用具产品适当的可预知的使用，如此内容的确定通过咨询使用者和其他该产品富有经验的

个人，例如教师或市场调研，除非根据特殊美术用品的评价，这些使用信息预先已经确定。 

  （v）配方的不同成份潜在的已知的混合和对抗作用。 

  （vi）分解或燃烧产品的潜在慢性不利于健康的作用，如果已知，来自任何有害艺术用品的产品的任

何适当可预知的使用。 

  （vii）不同的制定规章的机构和科学团体的观点，包括癌症研究国际组织和国家癌症学会，配方的

不同成份的潜在慢性不利于健康的作用。 

  （3）根据结论实现与确定在这里的评价符合一致，毒物学家应依据本部分（b）（8）（i）（E）的

规定推荐标签。 

  （E）标签规范 Labeling Practices 

  （1）警告语 Signal Word 

  （i）警告语对某急性的危害是书面命令，当同时存在慢性危害时，警告语应对应急性危害。 

  （ii）当仅存在慢性危害时，警告语应采用：“警告（WARNING）”表达。 

  （iii）警告语应显而易见的表达，并且用等于或大于潜在慢性危害声明的粗体大写字母。 

  （2）潜在慢性危害目录 List of Potentially Chronic Hazards 

  潜在的慢性危害如符合本部分（b）（8）（i）（D）段的定义，应规定充分地符合在本部分（b）（8）

（i）（F）段中列出的声明。潜在慢性危害记录应是重要的临床诊断和已知的美术用品的任何适当的可预

测的使用情况。危害目录的次序应按程度逐渐降低排列。 

  （3）慢性危害成份名称 Name of Chronically Hazardous Component（s） 

  配方中所有的有潜在慢性危害的成份和已知的分解物质，如果符合本部分（b）（8）（i）（D）段的

定义，应明确的列出。一般的相同名称可以使用。 

  （4）安全操作说明 Safe Handling Instructions 

  适当的预防说明如操作规程；人身防护和通风要求应采用本部分（b）（8）（i）（G）段的规范。 

  （5）过敏成份目录 List of Sensitizing Components 

  保护使用者免于接触在美术用品里面发现的已知的感光剂，每个标签应包含一个感光剂目录，介绍其

中值得关注的足以导致已知的皮肤或呼吸过敏的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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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合并声明 Combined Statement 

  如果某个美术用品包含多于一种能够引起慢性不利于健康作用的成份，或如果某一种化学成份可以引

起不同的多种慢性不利于健康的作用，潜在的作用可合并成一份声明。 

  （7）信息来源 Information Sources 

  预防标签应包含一个声明确定附加的健康信息的来源，充分地符合下列各项内容： 

  （i）为了了解更多的健康信息——美国 24 小时免费电话号码； 

  （ii）为了了解更多的健康信息，联系内科医生；或 

  （iii）为了了解更多的健康信息，呼叫当地的毒物中心。 

  （8）标签内容和产品型号 Labeling Content， Product Size 

  任何美术用具产品的容器型号大于一个液体盎司（30 毫升）（若产品是固体用体积）或一盎司净重

（28 克）（若产品是固体用重量）应有详尽的符合本部分（b）（8）（i）（E）段要求的预防标签。任

何在容器中的美术用具产品等于或小于一液体盎司或一盎司净重，应有符合本部分（b）（8）（i）（E）

（1）段的要求的某个警告语的标签和符合本部分（b）（8）（i）（E）（3）和（5）段要求的一个潜在

危害或过敏成份的目录。 

  （9）在本部分（b）（8）（i）（E）段中陈述的信息必须如下显示： 

  （i）当外部包装容器或材料可以表达时，则应通过外部包装容器或材料显而易见的表达；并 

  （ii）在用法说明、书面的或其它方式的所有附随文件的场合。符合本部分（b）（8）（i）（D）和

（E）段的产品要求的警告标签，当采用销售包装已经形成运输包装件，使警告声明不清楚，该销售包装

件应按照（b）（8）（i）（E）（1）段的要求给出警告语和下面的句子：“包含：（有害产品目录）如

果误用或许有害。仔细的阅读单体包装上的警告语。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本部分（b）（8）（i）（D）段和（E）段要求的声明必须用英语并且位于重要明显的位置并

且通过清晰的印刷文字、版面设计或颜色运用与标签上的其它内容形成对照。 

  （11）补充的信息——适当的，更多与慢性危害有关的详细信息，如物理性质、分解产物、详细的安

全说明、或处理推荐，应包含补充文件，例如材料安全数据表、技术说明书、技术数据表等。 

  （F）慢性危害声明 Chronic Hazard Statements 

  可能引起不孕。 

  MAY CAUSE STERILITY. 

  接触可能引起持久的视力伤害。 

  CONTACT MAY CAUSE PERMANENT EYE DAMAGE. 

  呼吸蒸汽（粉尘）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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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BE HARMFUL BY BREATHING VAPORS/DUSTS. 

  如果吞咽可能有害。 

  MAY BE HARMFUL IF SWALLOWED.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MAY BE HARMFUL BY SKIN CONTACT. 

  可能引起胎儿的先天的缺陷。 

  MAY PRODUCE BIRTH DEFECTS IN THE DEVELOPING FETUS. 

  可能在人类的乳汁中被分泌。 

  MAY BE EXCRETED IN HUMAN MILK. 

  可能对护理的婴儿造成危害。 

  MAY CAUSE HARM TO THE NURSING INFANT. 

  诱发癌症!挥发物可引起癌症。 

  CANCER AGENT! EXPOSURE MAY PRODUCE CANCER. 

  基于实验室动物试验诱发癌症。 

  CANCER AGENT BASED ON TESTS WITH LABORATORY ANIMALS. 

  基于实验室动物试验可能诱发癌症。 

  POSSIBLE CANCER AGENT BASED ON TESTS WITH LABORATORY ANIMALS. 

  可能通过摄取、吸入或皮肤接触导致过敏反应。 

  MAY PRODUCE ALLERGIC REACTION BY INGESTION/INHALATION/SKIN CONTACT. 

  可能导致极度的麻木或虚弱。 

  MAY PRODUCE NUMBNESS OR WEAKNESS IN THE EXTREMITIES. 

  接触可能引起特定器官的伤害。 

  EXPOSURE MAY CAUSE （SPECIFY THE ORGAN （S））DAMAGE. 

  加热或燃烧可能引起危险物质的分解。 

  HEATING/COMBUSTION MAY CAUSE HAZARDOUS DECOMPOSITION PRODUCTS. 

  （G）预防声明 Precautionary Statements 

  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当使用时，不允许进餐、喝水或吸烟。 

  When using do not eat， drink， or 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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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后立即洗手。 

  Wash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use. 

  避免吸入、摄取或皮肤接触。 

  Avoid inhalation/ingestion/skin contact. 

  避免燃烧引起烟雾。 

  Avoid fumes from combustion. 

  当不使用时，保持容器盖紧密关闭。 

  Keep container tightly closed when not in use. 

  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Store in well-ventilated area. 

  穿着防护服（指定的类型） 

  Wear protective clothing （specify type）. 

  戴护目镜或面部防护罩。 

  Wear protective goggles/face shield. 

  戴国家职业健康与安全研究所（NIOSH）鉴定的尘土、薄雾或烟雾防护面具。 

  Wear NIOSH-certified mask for dusts/mists/fumes. 

  戴国家职业健康与安全研究所（NIOSH）鉴定的有适当的药筒的呼吸器（指定）。 

  Wear NIOSH-certified respirator with an appropriate cartridge for （specify）. 

  戴国家职业健康与安全研究所（NIOSH）检定提供的-空气口罩。 

  Wear NIOSH-certified supplied-air respirator. 

  使用窗式换气扇排气并且保证足够的空气流通。（如果必要指定防爆.） 

  Use window exhaust fan to remove vapors and ensure adequate cross ventilation （Specify 

explosion-proof if necessary.）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不允许加热（指定温度）。 

  Do not heat above （specify temperature）without adequate ventilation. 

  使用（指定类型）局部的排风罩。 

  Use （specify type）local exhausting hood. 

  不允许与（指定材料）同时使用或混合。 

  Do not use/mix with （specify material）. 

  （ii）下列各项适用于关联第 1500 部分 14（b）（8）（i）段提出的美术用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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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美术用品的条款或美术用具的产品意指任何的物质经由生产商或预包装商经销或再包装，例如

适合用于在任何的创造阶段，采用任何方法的视觉或绘画艺术的手工操作。该条款不包括受联邦杀虫剂、

杀菌剂和灭鼠剂法令制约的产供销毒物或受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令制约的药物、设备或化妆品。 

  （B）该标准涉及本部分（b）（8）（i）段的美术用品预期为任何年龄的使用者使用。 

  （C）每位美术用品的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使用文字陈述准则，用以确定是否某件美术用品有潜在的

引起慢性危害健康的影响。每一个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向位于华盛顿特区 20207 号的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监管经营部门递交用文字描述的上述准则和美术用品目录及其本部分要求的危害警告标签。依照委员会的

要求，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应向委员会递交产品配方。 

  （D）所有美术用品依照本部分的要求应包括慢性危害标签，标签中必须包括标签的名称和美术用品

制造商和预包装商的美国地址，一个适当的可以得到更多本部分要求的危害警告标签信息的，在美国的联

系用电话号码，这些美术用品不适合儿童使用的声明。 

  （E）如果一个美术用品的生产商或预包装商发明了任何重要的关于美术用品的危害或抵消危害的保

护方法的信息，则该新信息必须插入这些美术用品的标签，发明日期为该加工完成 12 个月以后。如果生

产商或预包装商修正美术用品的配方，新配方必须通过评价并且标签应符合 1500.14（b）（8）（i）段

的规定。 

  （F）在确定一个美术用品是否存在潜在的引发慢性不利于健康的作用时，包括泛指的致癌物质和潜

在致癌物质，毒物学家在依据上述准则描述物质时应考虑不同管理机构和科学团体的观点，包括美国消费

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美国环保署（EPA）和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 

  （iii）依照危险美术用品标签法规（LHAMA），委员会已经公布指导方针，在可能的地方，专门为任

何习惯或适度的可预知的使用美术用品可能引起的慢性危害确定准则。 

  这些指导方针包括了当美术用品可能对儿童或成人产生慢性危害作用时确定的准则，美术用品中包含

的产生潜在慢性危害作用的物质及作用程度的确定准则，美术用品中包含的慢性危险物质应用于习惯的或

适当可预知的方式时生物活性（度）的确定准则，美术用品中包含的慢性危险物质可接受的每日摄取量标

准（级别）的确定准则。 

  因为这些指导方针应用于一般的危害物质和美术用品中的危害物质，指导方针在本法规 1500.135 中

规定，“慢性毒性”的定义作为在联邦危险品法案（FHSA）2（q）的中术语“有毒的”的增补部分在本法

规 1500.（c）（2）（ii）中规定。 

  （iv）政策和解释 Policies and interpretations 

  （A）为执行政策目标，委员会不认为美术用品危害标签法案（“LHAMA”）产生的强制作用的范围是

包罗万象的，疏忽以下符合 1500.14 部分（b）段（8）（i）至（iii）要求的类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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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品预期的主要作用一般不在于艺术创造（例如，普通的木铅笔、和单色钢笔、标记笔和粉笔），

除非这些特别的产品是以特定的包装、促销或销售方式符合常理的引导人们决定预期的作为美术用品使

用。委员会判定的因素是包装（例如，彩色铅笔、粉笔或标记笔的包装，除非促销的美术用品使用的确实

是非美术用品），如何销售和促销（例如，专门用作素描和绘画的铅笔和钢笔可能是美术用品）以及在哪

出售（例如，在美术用品店出售的产品可能是美术用品）。在本段举例描述的产品不适合法律定义的“美

术用品”。 

  （2）工具、器具和艺术创造工作用的设备如，刷子、凿子、画架、画框、绘图的桌子和椅子；画布

架、陶钧（制陶用的转轮）；锤子、喷笔、干燥窑和模子。 

  （3）用于美术用品的表面材料，例如彩纸和画布，除非经过加工或处理导致消费者可能通过摄取、

吸入或接触的方式受到表面材料上或材料内的化学迁移物的影响。 

  （4）以下材料无论作为表面或应用的材料使用，除非经过加工或处理导致消费者可能通过摄取、吸

入或接触的方式受到表面材料上或材料内的化学迁移物的影响。这些材料包括：纸、织物、塑料、薄膜、

纱、线、橡胶、沙子、木材、石头、瓷器、石材和金属。 

  （B）为了执行危险美术用品标签法规（LHMA）的主旨目标，委员会将加强关注的材料（但不限于这

些）包括，颜料、蜡笔、彩色铅笔、胶水、粘合剂和油灰腻子，如果这些原料作为美术用品的一部分销售

并用于工艺、模型或向业余爱好成套工具出售。委员会将强化危险美术用品标签法规 LHAMA 的要求，关注

用来装饰艺术、工艺、模型、和业余爱好的物品的油漆或其它材料单独地出售。粘合剂、胶水和油灰腻子

准备用作普通的修理或建筑使用不受 LHAMA 影响。委员会将加强危险美术用品标签法规 LHAMA 的要求，关

注如果预期用作艺术和工艺及建筑模型使用的粘合剂、胶水和油灰腻子单独出售（非成套工具的一部分）。

本段（b）（8）（iv）（B）适用于 1995 年 8 月 14 日或更晚的洲际商业产品的交易。 

  （C）委员会依据法规 1500.14（b）（8）（i）（C）（7）段，要求美术用品具有与其中的评估标准

符合一致的声明表达。委员会认为该规定要求的符合性声明无论是否存在任何的慢性危害警告。 

  （D）执行符合一致性声明，应确信不改变联邦危险品法案（FHSA）的要求，例如（但不限于这些），

任何存在危害物质的预期的或以包装的方式适合家庭使用的美术用品的标签必须符合 FHSA 2（P）段的要

求。 

  1500.14（b）（8）部分附录 A——证明机构的指导方针（非强制的） 

  （a）在本段中使用的术语“证明机构”，是指某个组织或某实验室在确认美术用品符合所有的规定

之后，证明一件美术用品符合本规范的标签要求。 

  （b）证明人或许由使用者或其代表资助，还包括制造商的化学家在技术上的支持和证明委托。 

  （c）美术用品典型的抽样，符合本条款的标签并且以零售的方式购买，应随机的、随时的由某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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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验室进行分析，确保样品是毒物学家用于确定标签要求的同一个配方。 

  （d）毒物学家对于潜在慢性不利于健康作用的预防标签的评价，应定期由一个不少于三人或五人的

毒物学家顾问小组进行，至少其中的一人是国家毒物学鉴定机构认可的毒物学家。 

  （e）当参与的生产商或参与的使用者对毒物学家的判定有争议，应凭据可提供的该毒物学家的判定，

由毒物学家顾问小组仲裁。 

  1500.19 贴错标签的玩具和为儿童使用的商品。 

  1500.19 Misbranded toys and other articles intended for use by children. 

  （a）定义 为了本部分的目标，应用以下定义。 

  （1）球 Ball 

  指一种圆形、卵形或椭圆形的，设计用于投掷、打击、踢、滚动或弹跳的物体。术语“球”包括所有

用绳索、弹性线或类似物附着在玩具等物品上的圆形、卵形或椭圆形的物体；还包括将平面连接后组成的

圆形、卵形或椭圆形状的，并设计当球用的多面体；以及所有新设计用作球的圆形，卵形或椭圆形物；但

不包括骰子，或永远封在弹珠球游戏机中、迷宫中或相似外包装容器中的球体。（当在法规 16CFR 1500.53

节规定条件下测试时，球不会从外包装容器中出来，则称球永远封在容器中） 

  （2）小球 Small ball 

  指球体在本身重力的支配下，可以在任何方向完全穿过一个直径 1.75 英寸（44.4 毫米）厚 1/4 英寸

（6 毫米）的刚性板做成的圆洞。在本法规的符合性评价中，受委托的测试采用的板的开口直径不应大于

1.75 英寸（44.4 毫米）。 

  （3）橡胶气球 Latex balloon 

  指一种玩具或装饰品，是设计为充满气体的橡胶袋子。本术语中不包括儿童用于水上活动的充气玩具，

如：救生筏，水翼，游泳圈和其它类似物品。 

  （4）弹球 Marble 

  指一种由硬物质（如玻璃，玛瑙，大理石或塑料）制成的用于多种儿童游戏的球，一般用于游戏物或

标记。术语“弹球”中不包括永远封在玩具或游戏中的球体。（当在法规 16CFR 1500.53 节规定的条件下

测试时，球不会从玩具或游戏中出来，则称球永远封在玩具或游戏中） 

  （5）小物件 Small part 

  指在 16CFR 1501.4（a）和 1501.4（b）（1）段中规定的过程进行测试时，完全满足在 16CFR 1501

部分附录下的图 1 所示的圆柱筒中的所有物体。在 1500.53 和 1501.4（b）（2）段中使用或不合理使用

16CFR 1500.51 节的测试规定不适用本定义。 

  （6）包装件或包装 Package o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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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法令第 24 节规定的需要标签的产品出售时的包装，除此以外的任何外部的包装或包装材料。 

  （7）描述性内容 Descriptive material 

  除了标签之外的所有独立的部分或书写的内容，其中包含与标签相符的产品的使用说明（以书写或其

它方式表现），对产品的所有描述，以及所有特别的描述产品的功能、使用、警告、使用群体、设计或内

容特征，或产品的其它特征的书面内容。类别或其它市场销售内容，或介绍产品的其它附属产品的广告，

都不属于“描述性内容”的范围，除非包含由附加信息，如附属产品的使用说明，或产品专用附属物的列

表等此类设计用来吸引购买该产品的注意的信息。描述性内容在包装时与满足标签要求的产品包装在一

起，或在销售时或发放给购买者时一起发放。“描述性内容”不包括在满足标签要求的产品的包装上出现

的说明。如果仅供儿童使用的产品的包装件中伴随独立的包装，其中包含对监护人的警告，有所要求的预

警提示，则对儿童的提示内容也不属于“描述性内容”的范围。 

  （8）零售陈列的容器和器具 Bin and container for retail display 

  指放置多种未包装、无标签的物品支持消费者直接选择和出售的所有容器的总称。 

  （b）错误标签的玩具和儿童用品 Misbranded toys and children's articles 

  依据 FHSA（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第 2（p）段和第 24 节的规定，下列物品属于标签

错误的危险物品：产品的包装，附属的所有描述性内容以及销售时放置产品的未包装和无标签的箱子和用

于零售产品的未包装和无标签的容器，或任何发放产品的自动售货机，如果没有第 4 节第（b）（1）段和

第（f）（3）段要求的标签，或这些标签声明不符合第（d）段的显著要求时，则归于标签错误的危险品。 

  （1）除了书和其它纸质的商品，书写用材料，如蜡笔、粉笔、铅笔，以及钢笔、橡皮泥和类似产品，

用手指敷的水彩颜料、水彩，以及其它绘画工具，并且还有 16CFR 1501.3 中定义的其它物品（不是指气

球），任何供 3 到 6 岁儿童使用的玩具或游戏，若其中含有小部件，则应有下列的警告声明： 

   

  （2）任何橡胶气球，或包含橡胶气球的玩具或游戏，应具有以下警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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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任何供三岁以上儿童使用的小球应具有以下警告声明： 

   

  （ⅱ）任何供 3 到 8 岁儿童使用的包含有小球的玩具，应具有以下警告声明： 

   

  （4）（i）任何供三岁以上儿童使用的石材硬质小球玩具，应具有以下警告声明：  

   

  （ⅱ）任何供 3 到 8 岁儿童使用的石材硬质小球玩具，应具有以下警告声明： 

   

  （c）目标使用者的年龄。要确定本节中涉及到的玩具和物品适合人群的年龄，要参考以下条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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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合理的描述（如标签上的年龄描述）；广告，市场推销，以及产品的促销；以及产品要面对这个年龄

群是否得到普遍认可。强制执行这项法规时，委员会将会执行前面 16CFR 1501.5 节中规定的程序。 

  （d）突出显著的标签声明 Prominence and conspicuousness of labeling statements 

  16CFR 第 1500.121 节关于危险物品的显而易见的预防声明的标签要求，应在以下的明确和修饰后应

用第 1500.19（b）和（f）段的规定： 

  （1）第 1500.19（b）和（f）段要求的标签声明用英文。第（b）段要求的标签无需按照第（b）段

要求的版面样式。16 CFR 1500.19（b）和（f）段要求的标签应同时放在一个方形或矩形的面积内，有无

边框均可。声明必须以至少两行显示。声明与其它的图片内容之间应有一个不小于其它警告内容中文字字

体的最小高度的空格，以此将声明和其它图片内容分开（如，声明“禁止 3 岁以下儿童使用”）。如果中

间没有分开的空隙，则标签声明外围应有边框线。标签设计，小插图的使用，或其它的相似的标签和字母，

不应使 1500.19（b）和（f）段要求的标签声明模糊不清或不明显。这类声明应在无修饰的表面表达，该

表面无需不同于其它底色或包装标签上的其它颜色。 

  （2）FHSA 的第 24 节中要求的“警告（WARNING）”或“安全警告（SAFETY WARNING）”等用语应视

为警告语。 

  （3）“窒息危险（CHOKING HAZARD）”的声明应视为与本节中提及的产品相一致主要危险。 

  （4）在本节中要求的所有其它声明均应视为 16 CFR 1500.121（a）（2）（viii）段中定义的“其

它警告内容（other cautionary material）”。 

  （5）零售用的罐子、容器，或是自动售货机的主要展示面，均应是设计的可以最明显的展示，显示，

或出现在目标购买者面前，或可以让目标购买者方便看见的面或边上。罐子或容器作销售展示用时，警告

内容应放在一张尺寸合理的展示卡上，并且处于罐子或容器的表面上。展示卡的面积应与主要展示面的面

积相协调。如果是自动售货机，本身有展示卡，则警告声明可以放置在展示卡上，投币指示的贴纸上，或

在机器的玻璃或透明的塑料部位。如果自动售货机中没有展示卡，则主要展示面的尺寸应采用 16 CFR 

1500.121（c）段中规定的方法计算，以机器前部发放物品的容器尺寸为基础，不含其中的金属附属物的

面积，投币口和底座等等的面积。罐子，容器或自动售货机的其它面或边，含有价钱或产品描述等供购买

者看见的信息，则这些面应作为主要展示面，其中不包括那些上面只写有自动售货机的拥有者或操作者信

息的面或边。 

  （6）本节中要求的所有的标签声明，包括列为“其它警告内容”的声明，均必须在产品的主要展示

面上显示，其中除了第 1500.19（f）段提及的情况。任何警告语应在同一行显示，并且应当接近于法规

第 24 节要求的三角形。如果可行，不同的信息间应有足够的空隙，避免视觉上的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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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节中要求的所有标签都应依据以下文字尺寸的要求。在 16 CFR 1500.121（c）（1）段中解

释了如何计算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和字体的高度。 

面积（平方英

寸） 

0—2 +2—5 +5—10 +10—15 +15—30 +30—100 +100—400 +400 

警告词 3/64 1/16 3/32 7/64 1/8 5/32 1/4 1/2 

危害声明 3/64 3/64 1/16 3/32 3/32 7/64 5/32 1/4 

其它警告内容 1/32 3/64 1/16 1/16 5/64 3/32 7/64 5/32 

  （8）本节要求出现在用于销售展示的罐子，容器上或自动售货机上的标签，应与主展示面上的价格

或产品信息的标签适当的接近，如果没有这类信息，则应与满足标签要求的物品尽量接近。 

  （9）满足标签要求的产品附带的描述性内容，包括满足第 1500.19（f）段替代品要求的附带内容，

应依据 16 CFR 第 1500.121（c）（6）段有关包含危险品使用说明的文字内容的要求。如果描述性内容包

括使用说明，则要求的预防标签应适当接近该说明或指示，并且应放置在相同范围内。（见 16 CFR 第

1500.121（c）（6）段） 

  （10）在任何替代性标签声明在第 1500.19（e）段允许的情况下，16CFR 第 1500.121（c）（3）段

和 1500.121（c）（2）（iii）段中的要求应用在主要展示面的声明和指示上，用来引导购买者注意在其

它面板上显示的完整的警告标签。 

  （11）本节要求的所有三角形应为等边三角形。这种三角形的高度应等于或大于信息词“警告

（WARNING）”的字母高度。三角形内感叹号的高度最小应为三角形高度的一半，并且感叹号应在竖直方

向上居于三角形的中间。三角形与信息词之间应用空格隔开，空格应至少为信息词的第一个字母所占空间

的大小。在其它方面，该感叹号的三角形应依据法规 16 CFR 第 1500.121 节关于信息词的规定。 

  （e）标签声明的合并包含不止一件依据本节要求的物品的产品，如果最终合并声明包含了描述每件

物品危险性的所有必要的信息，则其标签应由有关每件物品分别的危险性的信息合并。但是，如果产品中

包括依据本节要求的气球和其它物品，则只需要有信息词和陈述危险的声明。 

  （f）小包装件的替代性标签声明，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则 1500.19（b）段要求的任何警告声明均可

出现在满足标签要求的产品包装的非主要展示面的其它面上： 

  （1）包装主要展示面面积大于 15 平方英寸； 

  （2）本节（b）段要求的完全标签在产品包装的其它展示面上以三种以上语言显示；并且 

  （3）（i）如果是第 1500.19（b）（1）段规定的玩具或游戏，第 1500.19（b）（3）段规定的小球，

1500.19（b）（4）段规定的石弹球，或是一种含有这些球或弹球的玩具或游戏，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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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声明： 

   

  并且有箭头或其它指示引导购买者注意包装上有充分标签的展示面，或者 

  （ii）如果是第 1500.19（b）（2）段规定的气球或是含有这种气球的玩具或游戏，其主要展示面应

具有如下声明： 

   

  并且有箭头或其它指示引导购买者注意包装上的有完全标签的展示面。 

  （g）在美国之外生产的产品的可选性。如果按照第 1500.19（b）段标签要求的产品是在美国之外生

产，并且用一种包含描述性内容的直接包装由美国邮政或其它发送方式直接从制造商运至消费者，只要产

品的运输容器中包含有其它配套的描述性内容，其中以明显的方式具有要求的声明，则直接包装中的描述

性内容中不需要有要求的声明。从国外运进美国某个运输公司，再运到消费者的产品，也在这个例外的范

围内。 

  （h）强制收购。1994年儿童安全保护法规的第 101（e）段禁止任何州或州属管辖区域颁布或强制执

行任何有关任何预期或适合儿童使用的玩具、游戏、弹球、小球或气球等物品的小物件危险和窒息危险的

警告标签的法规要求，除非这项州或地方法规与 FHSA第 24 节或 16CFR 第 1500.19 节建立的法规要求相一

致。法规第 101（e）段允许州或州属管辖区域强制执行任何有关依据 FHSA 法规第 24 节要求的玩具等物

品的小物件危险和窒息危险的警告标签的不一致截止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即使不一致的要求在 1993 年

10 月 2 日生效的法规中。 

  1500.82 免除完全标签及其它要求 

  1500.82 Exemption from full labeling and other requirements. 

  （a）某件预期或以包装的方式适合用于家庭或适合儿童使用的特殊的有潜在危险的物品，任何人均

认为其包装尺寸或该物质的危险较小，或是其它良好的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可以不用此法规中规定的充分

标签，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请求，陈述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说明完全依据法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或对

于保护公众健康而言是不必要的，从而要求免去法规第 3（c）条的规定。委员会将在所提交事实和其它

可获得信息的基础上决定免除是否符合充分保护公众的健康及安全的要求。 

  如果委员会认为将该项免除理由充分，将同意这项请求和为此陈述，且以一个适当的版本序号编入联

邦注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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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某件预期或以包装的方式适合用于家庭或适合儿童使用的特殊的有潜在危险的物品，任何人均

认为其包装尺寸或该物质的危险较小，或是其它良好的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可以不用此法规中规定的充分

标签，委员会将在可获得事实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可以免除。 

  如果委员会认为将该项免除理由充分，将为此陈述，且以一个适当版本序号编入联邦注册中。 

  （c）一件特殊物品，出于功能上的要求包含某件有潜在危险的物品，它本身已经具有充分安全使用

的说明和警告的标签，并且使用对象是足够成熟的，并且认为儿童已经能够适当地留意并读懂这些说明和

警告。任何的人认为它不能归类于法规第 2（q）（1）（A）段中定义的“禁用危险品”的范围，均可以

向委员会提出请求，陈述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要求免去法规第 2（q）（1）（B）（i）段（在附录（1）

第 1500.3（b）（15（i））段中重复提及）。委员会将在提交事实和可获得信息的基础上决定，所提请

求是否与法规的目标符合一致。如果委员会认为请求未违反法规的主旨目标，将同意这项请求和为此陈述，

且以一个适当的版本序号编入联邦注册中。 

  （d）一件特殊物品，出于功能上的目的要求包含一件有潜在危险的物品，它本身已经具有充分的安

全使用说明和警告提示，并且使用对象是足够成熟的，认为儿童已经能够适当留意和读懂这些说明和警告。

委员会将在可获得事实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可以免去法规第 2（q）（1）（A）段（在第 1500.3（b）（15）

（i）（A）段中重复提到）的规定。如果委员会认为将该项免除理由充分，将为此陈述，且以一个适当的

版本序号编入联邦注册中。 

  1500.83 对小包装、较小的危害及其在特殊场合中使用的免责 

  1500.83 Exemptions for small packages， minor hazards， and special circumstances. 

  对于法规第 1500.82 节中规定的危险物质的标签要求以下的免除是允许的： 

  （1）当危险仅来自于在密闭容器中的自身产生压力的某物质或某物质的危险仅为易燃或极易燃时，

则不规定必须列出产生危险物质的成分名称。 

  （2）普通的火柴，包括成卷的火柴、木质火柴和称为“安全火柴”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

第 1500.3（b）（14）（i）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该产品依据该法规中的相关定义，应用

了“易燃（flammable）”或“极易燃（extremely flammable）”的表达。 

  （3）纸制品，如报纸、包装用纸、卫生纸和用于书写的纸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

（b）（14）（i）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该产品依据该法规中的相关定义，应用了“易燃

（flammable）”或“极易燃（extremely flammable）”的表达。 

  （4）细线、线、细绳、麻线、绳索之类的材料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

（i）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该产品依据该法规中的相关定义，应用了“易燃（flammable）”

或“极易燃（extremely flammable）”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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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仅供调查、研究或其它实验室使用的实验室化学物品（不包括家用化学器具）免除法规第 1500.121

段信息布置的要求，条件在于该法令规定的所有必要信息按其要求显著的表达在邻近标签版面的主要版面

上。 

  （6）[保留]  

  （7）刚性或半刚性圆珠笔芯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

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法规第 1500.3（c）（2）（i）段中定义的“有毒”物质，具体条件在于： 

  （i）圆珠笔芯的结构使得油墨在任何常规的可预见的情况下操作或使用时，只能从笔尖渗出； 

  （ii）使用第 1500.3（c）（2）（i）段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油墨的单一口服剂量中 LD-50（半数至

死率——对测试样品 50％以上有致命作用）的含量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万分之五（500mg / 1kg）； 

  （iii）笔芯内墨水低于 2 克。 

  （8）放鞋油、汽车打磨蜡、家具和地板蜡的容器，内装物含有在法规第 1500.14（a）（3）和（5）

段中定义的浓度的甲苯、二甲苯、挥发性溶剂以及松节油等时，当内装物的粘度足够大，开口在 80℉下

倒置 5 分钟而不流出包装容器，免除法规第 1500.14（b）（3）（ii）和（5）段规定的标签要求；并且，

当这些蜡状物质的溶剂按法规第 1500.43 段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时，闪点高于 80℉，则该蜡状物质的容

器免除使用可燃性警告。 

  （9）多孔喷墨打印机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和法规

第 1500.14（b）（1）（2）（3）（ii）和（iii）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法规第 1500.3（c）（2）（i）

段定义的油墨中包含的“有毒”物质，和（或）油墨中甲苯、二甲苯、和挥发性溶剂的含量大于等于 10%，

或法规第 1500.14（a）（3）中定义的挥发性溶剂，和（或）油墨中乙烯乙二醇的含量大于等于 10%，具

体条件在于： 

  （i）多孔喷墨打印机的构造如下： 

  （A）油墨中含吸附性材料，使得设备中无多余的液体，而油墨不会流出设备； 

  （B）在任何常规的可预见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或使用时，包括儿童在常规可预见的情况下滥用时，油

墨只能从设备的书写端喷出；和 

  （ii）（A）设备可容纳油墨量不超过 10 克，并且按第 1500.3（c）（2）（i）段规定的方法测试时，

油墨的单一口服剂量中 LD-50 的含量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千分之二点五（2.5g / 1kg）；或 

  （B）设备可容纳油墨量不超过 12 克，并且按第 1500.3（c）（2）（i）段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油墨

的单一口服剂量中 LD-50 的含量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千分之三（3g / 1kg）。 

  （10）甲醇含量超过其重量的 4%的胶粘硝化纤维粘合剂免除法规第 1500.14（b）（4）规定的“禁止

生产有毒产品”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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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产品中甲醇总量不超过产品总重量的 15%； 

  （ii）容器容量不超过 2 液体盎司。 

  （11）包装中的抛光打磨蜡或清洁用品的吸收剂由固体颗粒或合成纤维组成，该产品中所含的甲苯、

二甲苯、或挥发性溶剂的浓度符合法规第 1500.14（a）（1）和（2）段中的定义，当这些甲苯、二甲苯、

和挥发性溶剂可以由固体、半固体和纤维状的吸收剂完全吸附，在任何常规可预见的情况下操作时都不会

从吸收剂直接挤出，则该包装件免除法规第 1500.14（b）（3）（ii）段规定的标签要求。 

  （12）预期在加水后作为液体油墨的干性油墨的包装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 1500.3（b）（14）

（i）段中重申）和法规第 1500. 14 （b）（1）和（2）段中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干性油墨含有法规

第 1500.3（c）（2）（i）段定义的有毒物质和（或）法规第 1500.14（a）（2）段定义的油墨中乙烯基

乙二醇含量等于大于 10%，具体的条件在于： 

  （i）当按法规第 1500.3（c）（2）（i）段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则干性油墨原体的单一口服剂

量中 LD-50 的含量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千分之一（1g / 1kg）。 

  （ii）每只容器中封装的干性油墨的重量不超过 75 毫克。 

  （iii）干性油墨中乙烯乙二醇的含量不超过油墨重量的 15%。 

  （13）液体和半固体物质，如粘性涂料、清漆、防渗涂料、橡胶硫化预处理剂、地板胶、上光混合涂

料和其它粘性产品包含甲苯、二甲苯、或挥发性溶剂的浓度符合法规第 1500.14（a）（3）段陈述的包装，

免除法规第 1500.14（b）（3）（ii）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该物质或任何的在包装容器中的可分

离或可挥发的液体的粘度在温度 100℉条件下不小于 100 赛波特通用粘度秒（SUS）。 

  （14）销售商为顾客自己携带的轻便型容器填充汽油、煤油或其它挥发性溶剂时，当法令第 2（p）

（1）段和第 1500.14（b）（3）段要求的所有关于内装物的陈述标签已经包含了本段上述的物质名称，

则免除法令第 2（p）（1）（A）段中规定的标签要求（规定要求在这些容器上标示出买卖的制造商、供

应商、包装商和销售商的名字和经营地址）。 

  （15）纤维素海绵体免除法令第 2（p）（1）段和法规第 1500.14（b）（1）段的标签要求，取决于

该产品含有法规第 1500.14（a）（1）段定义的二甘醇等于或大于 10%，具体的条件在于： 

  （i）纤维素海绵体中二甘醇的含量不超过纤维素海绵体重量的 15%； 

  （ii）二甘醇完全由纤维素材料吸收，在交易过程中海绵体无液体渗出。 

  （16）内装物含有盐（氯化钠）或相同成分的容器，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 1500.3 （b）（14）

（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该物质的含盐量足以导致法规第 1500.3（3）（2）（i）段定

义的“有毒”的程度，条件在于该容器的标签明确表达了产品中含有盐。 

  （17）物质含有 10%或更多的亚铁乙二酸盐的标签，当该标签具有用语“有毒”及必要的浓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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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免除法规第 1500.129（f）段的要求。 

  （18）内装专用除污剂的类似包装，其中包括棉质衬垫或其它浸渍干洗溶液的吸附性材料，免除法令

第 2（p）（1）段（在第 1500. 3 （b）（14）（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该产品适用法规

第 1500.3（c）（6）（iv）段中定义的“可燃性”危险品，具体条件在于： 

  （i）商品包装在密封的金属箔膜袋中； 

  （ii）每个包装袋中溶剂总量不超过 4.5 毫升；和 

  （iii）商品仅在接触明火时才可点燃，燃烧时产生黑烟。 

  （19）内装专用除污剂类的包装，其中包括一块棉质衬垫或其它浸渍甲醇的吸附性材料，免除法规第

1500.14（b）（4）段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每个包装袋中溶剂总量不超过 4.5 毫升，其中甲基醇含量不超过溶剂总量的 25%；和 

  （ii）液体完全由吸附材料吸收，在交易过程中包装袋无液体渗出。 

  （20）打火机中含有挥发性燃料，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

申）和法规第 1500.14（b）（3）段的标签要求，取决于可燃的挥发性物质的名称在法规第 1500.14（a）

（3）段规定了特定的标签要求，具体条件在于： 

  （i）在销售时打火机所含燃料不超过 10 立方厘米；和 

  （ii）燃料封装在密闭容器中，除非经过预先考虑后，才可打开打火机的封装燃料容器螺纹塞。 

  （21）干颗粒状化肥和干颗粒状植物养料，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

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该产品含有法规第 1500.3（c）（2）（i）段中定义的有毒物质，具

体条件在于： 

  （i）当测试依据法规第 1500.3（c）（2）（i）段的方法时，产品的单一口服剂量中 LD-50 的含量

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 0.3%； 

  （ii）任何免除标示的干颗粒状化肥的每种危害成分的特性是显露的； 

  （iii）标签具有制造商、包装商、供应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和地址；和 

  （iv）标签具有“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或类似警告用语。 

  （22）由金属粉末焊料和液体焊剂混合而成的糊状小塑料胶囊，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

（b）（14）（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胶囊中金属粉末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 

  （ii）胶囊只作为一整套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售；并且 

  （iii）工具箱上和其它任何配套的使用说明书上都有充分的警告说明。 

  （23）主要用于少年儿童的化学和其它教学器具及其器具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免除法令第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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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直接包装每个化学制品按法令和法规的定义是危险的，其主要展示面具有化学制品的名称、适

当的提示语和附加陈述“使用前阅读包装后面的内容（Read back panel before using）”或“使用前阅

读包装侧面的内容（Read side panel before using）”，并且在直接包装容器的后面（或侧面）具有适

当的警告语，陈述包装容器内特定的化学制品； 

  （ii）器具配套的试验手册、使用说明书或附随小册子，在其首页作为整本书内容的序言（如有封面

即在封面上），应具有如下警告语，字体尺寸按法规第 1500.121 段的定义，并且放在一个矩形框中： 

  警告——包装中的化学制品如果误用会可能有危害。 

  仔细阅读包装的警告说明。不允许儿童在无成人监督时使用。 

  WARNING——This set contains chemicals that may be harmful if misused. 

  Read cautions on individual containers carefully. 

  Not to be used by children except under adult supervision。 

  （iii）器具外包装的主要展示面应具有本节第（a）（23）（i）段规定的警告语，字体尺寸按法规

第 1500.121 段的规定，并且放在一个矩形框中。 

  （24）灭火器内含的灭火剂在压力保持状态下保存或在正常状态使用释放压力，免除法令第 2（p）

（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该产品适用法规第 1500.3

（c）（7）（i）段定义的压力危险的要求，具体条件在于： 

  （i）当灭火器在存放时和正常使用时都处在压力下，其设计耐压能力应不小于 70℉条件下灌装压力

的 6 倍，除二氧化碳灭火器外，其构造和测试应符合各州贸易委员会制订的规范；或 

  （ii）当灭火器仅在使用时处在压力下，其设计耐压能力应不小于 70℉条件下关闭喷嘴时产生的最

大压力的 5 倍，或不小于 120℉条件下关闭喷嘴时产生的最大压力的 11/2 倍，二者均可。 

  （25）用于地毯、家具和其它家庭用品的清洁去污的成套工具；用于纺织品、绘画、古董和类似家具

的器具，用具、装置、滑轨和其它的外表面的清洁，用于图片色彩处理的工具，免除法令第 2（p）（1）

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和法规第 1500.14 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工具中每个危险物品的直接包装容器充分标示并且与法令和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致； 

  （ii）工具包装箱的主要展示面的边界线内具有警告声明并且字体尺寸符合法规第 1500.121 段的要

求，（插入适当的如本部分第（a）（25）（ii）段规定的提示语）。“此成套工具包含以下化学物质，

如果误用可能造成危害：（危险化学品成分的名称目录），仔细阅读每个容器的警告声明。放置于儿童接

触不到之的地方。”“ This kit contains the following chemicals that may be harmful if misused： 

（List hazardous chemical components by name.）Read cautions on individual containers 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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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 

  （iii）当用语“有毒（POISON）”，或是“危险（DANGER）”有必要表达在成套工具的任何组件上，

相同的用语也有必要表达在外包装的具有警告声明的表面上。当成套工具内的任何组件或构件标签有必要

使用“有毒”也有必要使用“危险”，则外包装应用“有毒”，其它情况应使用“警告（WARNING）”或

“注意（CAUTION）”。 

  （26）含有甲醇的去污专用物品的包装，免除法规第 1500.14（b）（4）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

于： 

  （i）每件小包装所含的清洁剂的总量不超过 1 毫升，其中甲醇含量不超过 40%； 

  （ii）液体封装在一次性玻璃瓶中，然后由塑料容器封口，另一端牢固的封上具有吸附性的线绳，使

用时，破碎一次性玻璃瓶，液体只能从塑料容器的这一端流出； 

  （iii）清洁工具每件包装的标签具有声明“警告——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WARNING--Keep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或类似警告语，并且具有产品的制造商、包装商、供应商或销售商的名

称和地址。 

  （27）包装用于销售或流通的烟花类产品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

段中重申）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包装中仅有适合于公众的并且设计为主要利用燃烧产生视觉效果的烟花，此外，小型的设计为

声音效果的可以属于这个范围，条件是产生声音效果的烟花成分不超过两种； 

  （ii）所有此类商品均有完善的标签，并且与法令和法规的要求符合一致； 

  （iii）外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矩形框边界线内具有警告语，字体尺寸符合法规第 1500.121 段的要求。 

警告声明：“警告——此类物品包含危险物质，如果误用可能造成危险，仅允许在成年人监督下使用。重

要——仔细阅读每件物品的警告声明。” 

  “WARNING--This assortment contains items that may be hazardous if misused and should be 

used only under adult supervision.”  

  “IMPORTANT--Read cautions on individual items carefully.” 

  （见第 1500.14（b）（7）段；第 1500.17（a）（3）， （8）和（9）段；第 1500.85（a）（2）段

和第 1507 部分）。 

  （28）含有乙烯基乙二醇的毛毡垫包装免除法规第 1500.14（b）（1）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每片毛毡垫中所含乙烯基乙二醇的总量不超过 1 克；和 

  （ii）液体由毛毡垫完全吸收，从而使包装中无析出的乙烯基乙二醇。 

  （29）打火机中含有丁烷和（或）异丁烷燃料，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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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段中重申）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该产品具有易燃性及其耐压能力，条件在于： 

  （i）打火机在出售时含有的燃料不超过 12 克；和 

  （ii）储存燃料的容器的设计压力可以承受 120℉条件下的最大压力的 11/2倍。 

  （30）焊接用具包由一种细管状的、管芯含有焊接剂，不含镉的镀银焊丝挠成的线圈组成，该用具包

的销售外包装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的标签要求，条件在

于： 

  （i）金属焊接剂中不含镉，并且不存在法令规定的另外危害； 

  （ii）用具包中的管状焊丝已经充分标示，并且与相关法令和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致，附带的使用说明

书的全部信息符合法令第 2（p）段的要求；和 

  （iii）外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以法规第 1500.121 段规定的字体注明了：（A）提示用语；（B）陈述

了主要的危险或危害；（C）注明了“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或类似用语；（D）提示了阅读包装箱

内管状焊丝的其它警告说明。 

  （31）密封的视觉新颖的由钢和玻璃构成的元件包含全氯乙烯（含其它物质），免除法规第 1500.121

（a）段的要求，条件在于，就玻璃表面陈述适用的警告语而言应符合以下要求： 

  （i）元件中全氯乙烯的含量不超过 105 毫升，且不包含可能产生危险的其它成分； 

  （ii）元件依据法规第 1500.121（c）和（d）段要求的字体表达如下警告语（不是在元件的底部）： 

  “注意——破碎时产生的气体可能有害。” 

  （Caution--If Broken， Resultant Vapors May Be Harmful） 

  “内含全氯乙烯，不允许接触高温。如在室内破碎，打开门窗直至所有化学气体散尽。” 

  （Contains perchloroethylene. Do not expose to extreme heat. If broken indoors， open windows 

and doors until all odor of chemical is gone.） 

  “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或类似用语。 

  （32）空腔的含有矿物油的塑料玩具，免除法规第 1500.14（b）（3）（ii）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

件在于： 

  （i）商品不包含法规第 1500.14（b）（3）（ii）段中指定的导致危害的其它成分； 

  （ii）商品中矿物油的含量不超过 6 液体盎司； 

  （iii）矿物油的粘度在 100℉条件下最小为 70 赛波特通用粘度秒（SUS）； 

  （iv）矿物油符合轻型液体矿脂 N.F.技术规范；和 

  （v）容器表达陈述文字“注意——包含轻型液体矿脂 N.F.，当破裂或泄漏时，立即丢弃。” 

  （CAUTION--Contains light liquid petrolatum N.F. Discard if broken or leak deve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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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容量不超过 1 液体盎司，用于玩具火车产生烟的矿物油容器，免除法规第 1500.14（b）（3）

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矿物油符合轻型液体矿脂 N.F.技术规范； 

  （ii）矿物油的粘度在 100℉条件下最小为 130 赛波特通用粘度秒（SUS）； 

  （iii）商品不包含可能导致危害的其它成分；和 

  （iv）商品标签表达了存在的轻型液体矿脂，并且标明了制造商、包装商、供应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和

地址。 

  （34）甲醇含量超过 4%的粘性物质（如粘合剂），采用沥青基底的防渗涂料和类似产品，免除法规

第 1500.14（b）（4）段规定的标签要求，条件在于： 

  （i）产品中甲醇重量不超过总重量的 15%； 

  （ii）在任何可预见的使用或操作中，甲醇都不会从其它组分中分离出来； 

  （iii）产品的粘度在 77℉条件下不小于 7，000 厘泊，除非产品封装在一个压力容器中，并且分解

成一种不适合饮用的液体。 

  （iv）或在标签上注明“包含甲醇，仅在通风处使用。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Contains methyl alcohol. Use only in well-ventilated area. Keep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 

  （35）个人用引爆雷管免除警告用语：“放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或其它类似用语，条件在于： 

  （i）每只雷管均已采用大写字体显著标明：“危险——引爆雷管——爆炸物” DANGEROUS--BLASTING 

CAPS--EXPLOSIVE；和 

  （ii）外包装箱和其它配套的印刷品都具有适合的，完整的警告标签。 

  （36）预期用于制作火箭和火车玩具模型的火箭引擎推进器和（或）模拟火车挂牵延时的激活恢复的

装置，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b）（14）（i）段中重申）规定的完善的标签要求，取

决于该装置易燃或存在压力，具体条件在于： 

  （i）装置的设计和结构与法规第 1500.85（a）（8），（9）或（14）段的技术规范符合一致； 

  （ii）每件装置和销售包装均具有： 

  （A）警告用语“易燃警告：使用前阅读说明。” 

  （WARNING--FLAMMABLE： Read instructions before use） 

  （B）通用的或公认的商品名称； 

  （C）引擎的形式和用途分类的说明； 

  （D）配套的安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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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产品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和 

  （iii）用于物流的和销售的每件火箭引擎及其包装中有配套的说明书，具有完善的警告标签和安全

使用和操作的说明。 

  （37）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的含量不超过 3 克的胶水的包装，免除法规第 1500.121（d）段规定的标

签要求，取决于在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之外的其它展示面上采用不小于 6 磅的字体，具体条件在于： 

  （i）依据法规第 1500.121 （a）和（c）段的要求，产品的内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具有与产品相关

的适当的文字信息，并标明了产品可能产生的主要危害； 

  （ii）内包装的主要展示面上还具有说明，提示用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在其它展示面、每个外包装、

配套吊牌和展示板上的其它附加警告。这些提示用户阅读附加警告信息的说明符合法规第 1500.121 段的

要求，字体和位置适当，对比明显；和 

  （iii）法规要求的在主要标签以外的警告标签的阅读提示必须用清晰易读的方式标示在标签的其它

地方，并且必须标示在外包装、配套的吊牌和展示板上。如果没有外包装，配套吊牌或展示板，则要求警

告标签的阅读提示必须标示在一个小标签上或其它适合的材料上，使得在产品的推销和销售过程中，直至

最终的消费者手中，标签都安全的附着在产品上。这些必须在外包装、配套吊牌、标签和其它适合的材料

的标示必须符合法规第 1500.121 段的要求，字体和位置适当，对比明显。 

  （38）刚性或半刚性的书写工具，圆珠笔和签字笔的笔芯，免除法令第 2（p）（1）段（在第 1500.3

（b）（14）（i）段重复提及）和法令第 1500.14（b）（1，2）的第 3（b）段规定的标签要求，取决于

该产品所含的油墨适用法规第 1500.3（c）（2）（i）段的“有毒”定义，和（或）其中乙二醇或二甘醇

的含量大于等于其重量的 10%，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i）该书写工具或笔芯的结构使得其中的油墨在任何常规的可预见的情况下使用时，均只能从书写

端渗出； 

  （ii）按法规第 1500.3（c）（2）（i）段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时，产品的单一口服剂量中 LD-50 的

含量不低于试验动物体重的 0.25%； 

  （iii）当油墨中含有乙二醇或二甘醇，无论有其中之一或二者兼有，每支书写工具中的两种物质的

总量不超过 1 克； 

  （iv）书写工具或笔芯中油墨总量不超过 3 克。 

  1500.86 供儿童使用的禁止玩具或其它禁止商品类的免责。 

  1500.86 Exemptions from classification as a banned toy or other banned article for use by 

children. 

  （a）（4）（vi）标明了有效期以后进入洲际贸易的任何商品： 



188 

 

  （A）具有显著的制造商，包装商，经销商或零售商的名称和地址的声明；并且 

  （B）一个代码标识赋予商品本身及其包装或运输容器上，发货单或运输船务文件除外，代码标识联

同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模型一并视为允许产品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备未来鉴别）。每当商品进行结构或设计

修改，制造商应改变模型的编号。 

  （vii）商品的制造商或进口商应保留 3 年的生产、经营、物流和销售的纪录，依照本段的规定检查

和测试结果，将其形成档案资料，根据需要随时接受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任一名官员或职员的核查和复制，

当认为必要时，可做库存清单，并检查这些档案资料的正确性。 

  （5）在 1500.18（a）（7）节中描述的噼啪球（Clacker balls）符合以下要求的设计、制作、装配、

标记和测试，并且在生产点的测试或洲际贸易（美国）或洲际贸易发货后不超过本部分（a）（5）（vi）

段的附表规定的不合格率。 

  （i）（C）零售容器的主要展示面、展示纸板（箱）和任何伴随印刷品具有显著的警告声明：  

  如果球裂痕扩展、绳子将磨损、松弛或解开，玩具应停止使用；如果存在环、圈或其它提手装置，则

声明： 

  “在使用中，圆环或圈必须环绕在手指和两根绳索之间，绕过食指并且安全地握在拇指和食指之间。”

（In use，the ring or loop must be placed around the middle finger and the two cords positioned 

over the forefinger and held securely between the thumb and forefinger。） 

  或提供充分的书面使用说明和警告用语，防止提手装置从手中偶然松脱。声明应在容器主要展示面边

界线之内并且印刷字体高度不小于 6 毫米（1/4 英寸），所有伴随印刷品的字体高度不小于 3 毫米（1/8

英寸），颜色对比应明显。 

  1500.121 标签要求——显而易见的布置 

  1500.121 Labeling requirements； prominence， placement， and conspicuousness. 

  （a）（1）背景和范围 

  联邦危害物质法案（FHSA 或“该法案”）第 2（p）（1）段，15 U.S.C.第 1261（p）（1）段要求有

害物质在其标签上具有警告声明。这些声明包括：警告语；与危害物有关的主要危害的肯定声明；通用或

惯用的名称，或危害物的化学名称；制造商、包装者、经销商、或卖方的名称及营业场所；遵循防范措施

的声明；说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特殊的处理和贮藏；声明“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或与其内容相

似的声明；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有急救说明。法规第 2（p）（2）段规定，所有这些有害物质的声明应

标注在标签上明显处，并且应采用显著、清晰的字体印刷、排版，或以另一种颜色将内容印刷在标签上。

本法规包括委员会关于危害物警告内容在标签上标注时应采用的字体尺寸和位置的说明及规定，并且包括

即可被委员会接受的又符合法规第 2（p）（2）段的这种警告声明的其它标准。不符合本法规的标签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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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贴错标签。 

  （2）定义 Definitions 适用于本部分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i）容器 Container 

  直接包裹危害物质，或许是散的任何商品的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例如用于管状或圆锥体的烟花；含

有硫酸的湿电池，在实际使用中适合于该物质的必要的功能。 

  （ii）依据法令的警告内容、警告标签和警告标签要求  

  Cautionary material，cautionary labeling，and cautionary labeling required by the Act 

  所有在法令 FHSA 第 2（p）（1）段中要求的标签信息的条款。在法规 16 CFR 第 1500.3（b）（14）

（i）段重复提及或在法令第 3（b）段要求的附加标签的规则。 

  （iii）展示面 Display panel 

  直接包装容器和任何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具有标签的任何一个表面。 

  （iv）主要展示面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直接包装容器和任何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的一个表面，该表面上的标签设计为最显著的表达、展示、

呈现或在零售时便于检查。（见本部分（c）（1）段。） 

  （v）文字尺寸 Type size 

  印刷的每个大写字母或首字母的实际高度，在标签上表达危害物质。（见本部分（c）（2）段。） 

  （vi）警告词 Signal word 

  法令第 2（p）（1）（c）或（d）段要求的适当的词语“危险”、“警告”或“小心”。 

  （vii）主要危害声明 Statement of principal hazard（s） 

  描述关联法令第 2（p）（1）（E）段要求的危害物质的首要的或主要的危害的措词。声明举例如下： 

  “如果吞咽即造成伤害或致命”（HARMFUL OR FATAL IF SWALLOWED）；“蒸汽有害” （FLAMMABLE）；

“易燃”（FLAMMABLE）和“刺激皮肤和眼睛”（SKIN AND EYE IRRITANT）。 

  （viii）其它警告内容 Other cautionary material 

  所有的标签声明中除了法令或法规依据法令颁布的“警告词”或“主要危害声明”的其它部分。 

  （b）显著的标签位置 Prominent label placement 

  满足法令要求的警告标签声明应“显著地”表达在危害物质标签上，所有的声明应按以下要求放置在

标签上： 

  （1）标签声明的水平位置 Horizontal placement of labeling statements 

  除了制造商、包装商、经销商、或卖方的名称和地址，表达所有法令要求的警告内容一般与包装静止

的状态平行，如平行于设计用于销售展示的底部，除主要展示面之外的展示面以外，一般与其它所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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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平行。本要求不适用于软管上的标签，狭窄直径的圆柱形容器，或 F—类容器“前面”和“后面”的

部分是主要展示面。（参见本部分（e）段。） 

  （2）主要展示面的标签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labeling 

  （i）法令要求的警告标签的所有条款可以表达在直接包装容器的主要展示面上，如果适当，可以表

达在其它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上。见本部分（b）（4）的要求和外包装容器和包装物料标签的免除。 

  （ii）警告用语、主要危害声明，当可行时，还包括使用说明、警告词和任何警告内容应一起放置在

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有或没有边框的区域内，或直接包装容器的主要展示面和本节（b）（4）段规定的

任何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上。所有放置在主要展示面上的警告声明应与其它所有印刷或绘图的内容相区

别，除非《销售包装和标签法》15 U.S.C.1453（a）（2）和（3）段规定的净含量声明，字体尺寸根据边

框线或空间不应小于允许的高度尺寸，适合于法令对于主要展示面的规定，警告用语和危害声明除外。 

  （iii）根据包装的设计或（和）标签的版式，包装可有多于一个的主要展示面。如此，各个主要展

示面至少必须具有警告词、主要危害或危害声明，并且，如果可行，仔细阅读任何警告内容的说明可放置

在标签的其它位置。 

  当直接包装容器的主要展示面由瓶盖、容器帽构成，或可从直接包装容器上分离并且丢弃的其它部件，

应在直接包装容器的其它地方创建第二个主要展示面，该展示面至少必须具有警告词、主要危害的声明和

使用说明，如此，阅读任何警告内容可放置在标签的其它位置。 

  （3）显著的标签位置——其它展示面的标签  

  Prominent label placement--other display panel labeling 

  法令要求的警告标签的所有条款不能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应一起放置在容器的其它展示面上。制造

商、包装商、经销商或卖方的名称和营业场所可分别表达在任何一个展示面上。警告内容出现在除主要展

示面之外的展示面上，主要展示面应具有声明“仔细阅读在……展示面上的其它警告” （Read carefully 

other cautions on the …… panel）或与之类似的内容。其它展示面的位置描述应插在空白处。 

  （4）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 Outer container or wrappings 

  在实际的销售展示的场合，所有表达在直接包装容器上的危害物的警告标签，可以同样要求的方式用

于任何的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当透过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直接包装容器的警告标签声明是显而易见

的，则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不必要再表达。（见法令第 2（n）（1）段） 

  （5）警告词“毒物”及头骨及其交叉腿骨图形标志的放置 

  Placement of the word "Poison" and the skull and crossbones symbol 

  必要时，警告词“毒物”和头骨及其交叉腿骨图形标志应表达在以下有害物的标签上： 

  （i）如果某种有害物质是“剧毒”（highly toxic），符合法规 FHSA 第 1500.3（c）（i）段和 FH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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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h）（1）段的定义，依据法令第 2（p）（1）（H）段的规定标签必须具有词 “毒物”（poison），

除警告词“危险”（DANGER）以外还必须具有头骨及其交叉腿骨图形标志。在法规第 1500.14（b）段提

及的一些产品，可以除任何要求的警告语之外，因其成份关联特殊的危害，按要求应具有词 “毒物”和

头骨及其交叉腿骨图形标志。一般情况，词“毒物”和头骨及其交叉腿骨图形标志不需要表达在容器的主

要展示面上，除非所有不同的警告标签按法令的要求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警告词“毒物”和头骨及其交

叉腿骨图形标志，必要时，必须与其它警告标签一起表达在除主要展示面之外的展示面上，或与主要危害

的警告语和声明一起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 

  （ii）依照在法令 3（b）段颁布的规则，一种危害物质的标签要求用词语“毒物”（poison）代替

警告语，词语“毒物”（POISON）应用大写字母连同主要危害的声明一起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确定的物

质适合于用词语“毒物”代替的所有警告用语在法规第 1500.129 节列出。 

  （c）显著的文字尺寸和字体 Conspicuousness--type size and style 

  满足法令规定的显而易见的警告标签声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1）主要展示面的面积 Area of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主要展示面面积是直接包装容器的侧面或表面的面积，或任何外包装容器或包装物料的侧面或表面，

该表面设计成为最显著地展示、表达、呈现或在销售场合便于检查的标签。该面积不仅限于标签覆盖的部

分，实际上它包括了整个的表面。罐头的顶部和底部的边缘，罐头的圆锥形肩部、手柄和（细颈）瓶和（广

口）瓶的瓶颈和肩部不算在面积的测量范围之内。为了确定警告标签尺寸的目的，主要展示面的面积（或

其它具有警告标签的展示面面积，规定在本节（C）（2）（ii）段）按照如下的方法计算： 

  （i）矩形包装容器的一个完整侧面是主要展示面，该面的长度与宽度的乘积是主要展示面的面积。 

  （ii）圆柱形或接近圆柱形的容器或管的圆柱面是主要展示面，该容器高度的 40%与周长的乘积是主

要展示面的面积。 

  （iii）其它形状的容器，主要展示面的面积是容器总表面积的 40%，除了本节（C）（1）段规定的

如顶部和底部边缘的类似面积。但是，当如此的容器呈现一个明显的主要展示面（例如，碗盘洗涤剂容器

的椭圆形或水漏形状的面积），该有规则的面是显而易见的完整的主要展示面。 

  （2）文字尺寸要求 Type-size requirements 

  （i）术语字体尺寸涉及印刷的大写字母或标签上首字母的实际高度。警告标签的大小应适当地考虑

印刷在同一展示面上其它字体的尺寸，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符合表 1 要求的最小尺寸。 

  （ii）当一款标签要求用规定的尺寸，所有大写字母或首字母必须至少等于要求尺寸的高度，并且其

它文字必须和大写字母或首字母的字体相同。除非在法规另有规定（举例在法规第 1500.14（b）（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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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2.19 节，第 1508.9 节，和第 1505 部分中），当展示面的面积按照以上（c）（1）段的方法测量时，

表达在任何展示面上的所有警告声明的文字尺寸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主要展示面的面积（平方英

寸）① 

0—2 ＞2—5 ＞5—10 ＞10—15 ＞15—30 ＞30 

警告词② 3/64 1/16 3/32 7/64 1/8 5/32 

危害声明 3/64 3/64 1/16 3/32 3/32 7/64 

其它警告内容③ 1/32 3/64 1/16 1/16 5/64 3/32 

  注 1：印刷首字母或大写字母的最小高度。 

  注 2：包括词语“毒物”（poison），当需要依据法令第 3（b）段（第 1500.129 节）代替警告语。 

  注 3：其它警告内容的文字尺寸以表达警告内容的展示面的面积为依据。 

  （iii）如果所有必需的警告标签不能表达在主要展示面上，声明 “仔细阅读在------展示面上的其

它警告，”或与其类似的内容，允许用的最小的文字等于表 1 要求的标签的其它表达有害物质警告内容的

尺寸。不能表达在主要展示面的警告标签依据该展示面的面积确定其尺寸。 

  （3）文字的比例 Type style--proportion 

  一个首字母或大写字母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应为该字母的高度不大于宽度的 3 倍。 

  （4）警告用语和危险声明的大写字母 Signal word and statements of hazard--capital letters 

  警告用语，当词语“毒物”必须代替警告语（见本法规第 1500.129 节）和主要危害或危险声明应采

用大写字母。 

  （5）多种危害的声明的字体和尺寸 Multiple statement of hazard--type size and style 

  在标签上的主要危害或危害的所有声明应以相同字体和尺寸、相同颜色或相同的显著程度表达。 

  （6）指导使用的附随文件 Accompanying literature containing directions for use 

  在危害物质包装中的以书面的或其它方式形成的旨在指导使用的附随文件，法令第 2（n）段要求该

文件具有警告标签。 

  （i）所有这些警告标签应与任何的指导使用说明合理接近，并且应放置在相同的通用面内。 

  （ii）警告标签的文字尺寸应与任何的附随文件的文字尺寸适度协调并且应通过版式设计或标签上的

其它印刷内容的颜色使其显而易见。主要危害或危险的警告用语和声明应采用大写字母表达。 

  （d）显著的对比 Conspicuousness--contrast 

  为了满足警告标签声明的文字表达显而易见的要求，应运用版式设计和色彩与标签上的其它印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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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明显对比的方式，如此的声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1）颜色 Color 

  运用颜色是首要的达到适当的对比的方法，任何警告标签声明文字应表达在与其对比鲜明的颜色的背

景上。不能满足鲜明对比要求的颜色搭配的举例：黑色文字在深蓝色或深绿色背景上，深红色文字在浅红

色背景上，浅红色文字在反光银色背景上以及白色文字在浅灰色或棕褐色背景上。 

  （2）避免干扰的标签设计 Interference with conspicuousness--labeling design 

  对于不同于主要展示面的展示面上表达警告信息而论，装饰图案或其它的印刷材料的运用；标签的设

计；装饰图案的使用；或接近其它标签或文字；任何的警告标签声明不应因此导致模糊或呈现出不明显。 

  （e）金属软管 Collapsible metal tubes 

  包含危害物质的金属软管应按法令所有警告标签要求，尽可能表达在包装容器的末端。显著的声明及

其位置应符合本部分（b）、（c）和（d）段规定的要求。 

  （f）未包装的危害物质 Unpackaged hazardous substances 

  在可以实行的地方，未包装的危害物质预期或以适当的形式销售，用于家庭或孩子应用标签，以便所

有由法规要求的信息条款表达在商品上。以下是不可行的事例（例如，由于商品的大小或种类），必要的

警告标签必须表达，通过吊牌或其它适当的材料以不少于五平方英寸的面积并且安全地贴在商品上，以便

标签在商品通过销售环节给最终消费者时保持完好。所有警告标签的位置和显著的表达，某个未包装的商

品，如此的标记或内容应符合本部分（b）、（c）和（d）段的规定。就使用的吊牌或其它材料适用的尺

寸而论，吊牌或其它材料的一个面的面积是主要展示面的面积。 

  （g）免责 Exemptions 

  符合了本法规第 1500.121 节即满足法令的所有要求。但是，免责可能的允许依据法令第 3（c）段和

法规第 1500.83 节，或依据其它法令下的法规与本法规本部分合并一体的规定，并且其它法令规定之下应

该免责。依据联邦危害物质法令法规第 1500.82 节包含免责要求。 

  （h）生效日期 

  本规则的规定适用于 1985 年 12 月 30 日以后危害物质应用的标签。标签在本规则有效日期之前印刷

的可用到 1987 年 12 月 28日之前。本规则适用于 1987 年 12 月 28 日以后的所有危害物质应用的标签。 

  1500.122 不允许欺骗性的表达 

  1500.122 Deceptive use of disclaimers. 

  如果表达在标签上、附随文件中、警告语、声明、设计或图案的内容以任何方式否定或回避法令规定

的任何标签声明的要求；例如，在一个有毒的或刺激性物质上标有“无害的”或“随身携带是安全的”，

应不认为该危害物质符合法令 2（p）（1）和（2）段的要求（1500.3（b）（14）（i）和（ii）段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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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1500.123 标签信息的要点 

  1500.123 Condensation of label information. 

  在任何情况下，主要危害或危险声明本身规定的预防措施是可理解而且行之有效的，清晰的主要危害

声明应满足法令第 2（p）（1）（E）和（F）段规定的要求（在第 1500.3（b）（14）（i）（E）和（F）

段中重申）。 

  当防范措施的声明为急救治疗提供指导作用，该声明应满足法令第 2（p）（1）（F）和（G）段规定

的要求（在第 1500.3（b）（14）（i）（F）和（G）段中重申）。 

  1500.125 附随文件的标签要求。 

  1500.125 Labeling requirements for accompanying literature.  

  当任何的附随文件包括或具有任何的使用指导（印刷的文字、图片、图案或它们的组合），的彩页、

手册、小册子、书、标记或其它图案或版式设计应具有法令第 2（p）段要求的所有信息（在第 1500.3（b）

（14）段中重申）。 

  1500.126 确定为“特殊危害”的物质 

  1500.126 Substances determined to be ``special hazards.'' 

  就某种预期或包装后供家庭或儿童使用并且适用法令第 2（p）段（在第 1500.3（b）（14）段中重申）

的特殊危害物质而论，只要委员会认为因其特殊危害的存在不能充分的满足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的要求，

委员会将制订一个适当的规则公布在联邦注册（Federal Register）上，指出这些合理的变更或附加标签

要求是为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所必需的。该规则应规定公布之后不少于 90 天的日期（除非紧急情况正式

公布的规则提前生效）在此日期之后，对于任何不符合该规则的此种预期或包装后供家庭或儿童使用的危

害物质均判定为不合格的贴错标签的危害物质。 

  1500.127 多种危害的物质 

  1500.127 Substances with multiple hazards. 

  （a）任何商品呈现超过一种类型的危害（例如，如果商品是有毒的并且是易燃的）必须标示出：每

种危害的确定声明；预防措施描述的行为对于每种危害是可理解而且行之有效的；必要或适当时，对人遭

受的每种危害造成的可能后果的急救治疗说明；因为商品呈现超过一种类型的危害，在操作和存储时的要

求特别注意的有关说明；对每个呈现在商品中的危害成份采用通用的或公认的名称，如果没有就采用化学

制品的名称。 

  （b）如果压缩结果声明的所有信息需要适合于交易中该商品呈现的每种危害，标签信息涉及一种危

害的可能性时可结合该商品呈现的任何附加危害平行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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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28 标签评价 

  1500.128 Label comment. 

  委员会将对任何一个提交的标签和说明危害物质的附随文件提出非正式的评价；条件是提供： 

  （a）全部的标签或提交的标签，该标签或许处在设计阶段。 

  （b）全部的定量规则。 

  （c）适当的临床药理学的、毒理学的、物理和化学的资料适用于可能造成危害的物质。 

  （d）任何其它的有用的资料应有助于完善相应的标签，例如，由于产品的使用获得的结果或其它按

人类经验提供的资料作为受伤的投诉资料。 

  1500.130 自压密封容器的标签 

  1500.130 Self-pressurized containers： labeling. 

  （a）不具有充分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警告声明的自压密封容器依据法令可认为贴错标签，除非依

据法令第 3 部分以其它的方式表达。 

  （b）以下警告声明应视为符合法令第 2（p）（1）段（1500.3（b）（14）（i）段重复提及）要求

的，如果危险仅关联商品包装容器的压力：警告—容器存在压力，不要刺破或燃烧容器。不要接触热源或

在温度高于 120℉的地方贮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警告词“警告”代替“小心”。实际上相当于

替代声明“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c）在本部分（b）段的警告声明部分用大写字母应使用第 1500.121（c）段指定的大写字母的文字

尺寸印刷在容器的主要展示面上。若主要展示面有一个例如“仔细阅读展示面上的警告。”的声明，考虑

警告声明可共同表达在其它展示面上。 

  （d）若某个商品存在其它危险，例如对皮肤或眼睛有刺激、有毒或易燃，应在前、后展示面上适当

的附加预防标签。 

  

第 1505 节  电动玩具或其它电器的要求 

PART 1505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LY OPERATED TOYS OR OTHER ELECTRICALLY 

适用于儿童使用的商品 

OPERATED ARTICLES INTENDED FOR USE BY CHILDREN 

  1505.3 标签 

  1505.3 Labeling. 

  （a）通则 General 

  电动玩具、说明书、外包装及其标签应依据本节的要求和联邦危害物法令和法规发布的任何其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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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所有标签应按购买、存贮和使用的习惯显而易见的表达。所有必要的信息应容易识别、显著和清

晰的表达，除采用条形码的地方，应采用易读的英文（也可适当的包括其它语言）。构成标签的要素如：

位置、文字尺寸和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许有必要按规定精炼合理的表达。 

  （b）特定条款 Specific items 

  （1）玩具标签应符合本节（d）段的规定： 

  （i）在本节（c）段要求的有关电的额定值。 

  （ii）在本节（e）段中要求的任何预防声明。 

  （iii）生产日期（月和年）（或适当的代码）。在两项中的一项信息放在玩具上，或许包括玩的使

用说明（见本节（b）（3）段）。 

  （2）玩具的分隔包装或包装及其标签应符合本节（d）段的规定： 

  （i）生产日期（月和年）（或适当的代码）。 

  （ii）在本节（c）段中要求的有关电的额定值。 

  （iii）在本节（e）段要求的任何预防声明。 

  （3）每个玩具应具有适当的使用说明，使该玩具适用年龄的儿童能够很容易的理解。说明应描述可

适用的安装、装配、使用、清洁、维护（包括加润滑油）和其它适当的操作。可适用的预防措施应包括本

节（b）（1）和（2）段的必要信息，除了在本节（b）（1）（iii）段规定的生产日期信息，玩具的说明

无需放置其本身。说明也应包含一个声明，向家长推荐对玩具的潜在危害进行周期性的检查并对任何具有

潜在危害的零件进行修理或替换。 

  （4）如果玩具是由一家以上的公司生产或装配，玩具及其分隔包装或包装应有一个区别的标识（也

可用代码）辨认生产玩具此部分的公司。 

  （c）额定值 Rating 

  （1）玩具应明显的标示其额定电压、电流和（或）功率。 

  （2）如果玩具采用一个电动机作为唯一消耗电能的部分，有关电的额定值可标示在电动机的标牌上，

当该电动机安装在玩具上以后很容易查看到，则无需在玩具的其它部位再标示。 

  （3）玩具应标定唯一的交流电或唯一的直流电，或二者均可用。 

  （4）必要时，交流电额定值应包括周期或频率的要求。 

  （d）标识 Markings 

  （1）本节（b）段规定的必需在玩具上的标识应是永久性的，例如丝网印刷、钢印冲压、浇铸成型或

不可消除的标记。预期用于玩具标识的任何材料不应在使用中因其损耗而导致永久性的消失，并且普通家

庭清洁的操作不容易擦除或移动。所有隔板包装或包装的标签和玩具的标识，应符合本节（b）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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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应与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利用颜色、反光或凹凸）并且是显而易见和易读的。该标识和标签的表达文

字尺寸应不小于本节（d）（2）段规定，除非当本节（e）段中规定的措词应用大写首字母表达时应不小

于本节（d）（2）段规定的两倍。 

  （2）小写字母的高度规定如下： 

  表面表达标记的小写字母的高度： 

  平方英寸                               英寸 

  小于 5                                  1/16 

  大于等于 5；小于 25                       1/8  

  大于等于 25；小于 100                     3/16 

  大于等于 100；小于 400                    1/4 

  （e）预防声明 Precautionary statements 

  （1）通则 General 

  电动玩具应具有声明：“小心——电器玩具”（CAUTION--ELECTRIC TOY），说明书或附随说明表达

在其首页中的文字尺寸规定在第 1500.121 节，如同任何文学作品包含一篇序言，该玩具的搁板包装或包

装应在占主要展示面四分之一的右上部位声明： 

  “小心—电器玩具：不推荐给×岁以下的儿童。如同任何电器产品，操作和使用中应预防触电。” 

  （CAUTION--ELECTRIC TOY： 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under ---- years of age. As with all 

electric products， precautions should be observed during handling and use to prevent electric 

shock. ） 

  在上述声明的空白处应由制造商填写，但是当该商品包含发热元件，不应出现制造商将其推荐给 8 岁

以下的儿童的情况。在某些场合，电动产品并不视为玩具，但是当该产品预期为儿童使用时，术语“电动

玩具”（ELECTRIC TOY）可替代术语“电动产品”（ELECTRICALLY OPERATED PRODUCT）。 

  （2）放热危险 Thermal hazards. 

  （i）玩具 C 型或 D 型表面（描述在第 1505.6（g）（2）段）的温度区域大于本节（e）（2）（ii）

段表达的定义应有热标记，此时应在显而易见的视线可及的部位声明：“热——切勿接触”（HOT——Do Not 

Touch）当标记在热表面之外的地方，“热”（HOT）应跟随适当的描述，例如“熔化材料”（Molten Material）

“踏板”（Sole Plate）或“加热元件”（Heating Element），并且同时注明“切勿接触”（Do Not Touch）。

对玩具的某个预期作为手提功能的局部表面可选择的声明为：“热——小心触摸”（HOT——Handle 

Carefully）空白处由制造商陈述潜在危险，例如“卷烫毛发”（Curler）或“熏蒸皮肤”（Cooking Surface）。 

  （ii）超出以下温度的表面要求具有热危险预防声明，标准的测试陈述在第 1505.6（g）（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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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类型（见 1505.6（g）

（2）） 

余热类型 

温度 

摄氏度 C 华氏度 F 

C 

C 

C 

C 

D 

D 

D 

D 

1 

2 

3 

4 

1 

2 

3 

4 

65 

75 

85 

95 

55 

70 

80 

90 

149 

167 

185 

203 

131 

158 

176 

194 

  （1）余热类型以毫升折算如下： 

  类型 1：大于 0.0045（例如，大多数金属）； 

  类型 2：大于 0.0005 小于或等于 0.0045（例如，玻璃）； 

  类型 3：大于 0.0001 小于或等于 0.0005（例如，大多数塑料）； 

  类型 4：小于或等于 0.0001（例如，未来的聚合物材料）。 

  （2）材料的导热率可能使其获得余热（卡/秒/摄氏度）依据密度 （克/厘米 3）或依据特殊加热（卡

/克/摄氏度）。 

  （3）灯的危险 Lamp hazards 

  （i）可替换的白炽灯 

  某个玩具中有一个或更多可替换的白炽灯，其有效电压超过 30 伏（最大峰值 42.4 伏）时，无论在任

何电极之间、灯座、其它局部或其表面，应在替换灯时显而易见的部位贴标签，声明里面有灯：“警告—

—注意灯泡不应大于××瓦特。”（WARNING--Do notuse light bulbs larger than ---- watts）空白

处由制造商用数字填写灯的额定功率值。该玩具应具有声明：“警告—触电危险。在更换灯泡之前断电。” 

（WARNING--Shock Hazard. Pull plug before changing light bulb），并贴在更换灯泡之前容易注意

到的外部表面。 

  （ii）不可替换的白炽灯 

  某个玩具中有一个或更多不可替换的白炽灯（除指示灯或显示灯之外）应在显而易见的部位贴标签，

清晰地声明：“密封元件--不允许试图更换灯泡。”（SEALED UNIT--Do not attempt to change light bulb）

或类似措词。 

  （4）水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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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适合浸在水中，烹调器具玩具（例如，膨爆玉米、长柄浅锅或刨冰机）或其它应防水的商品，

应采用标签声明：“危险——防止触电。不要浸在水中或用湿布擦拭。”（DANGER--To prevent electric 

shock，do not immerse in water； wipe clean with damp cloth。）或类似措词。 

  第 1511 节_抚慰用品的要求 

  PART 1511_REQUIREMENTS FOR PACIFIERS--Table of Contents 

  1511.7 标签。 

  1511.7 Labeling. 

  （a）依据本部分（b）、（c）两段的要求，奶嘴应具有标签声明：“警告——不允许系在儿童脖子

周围，会导致窒息危险。” 

  （Warning——Do Not Tie Pacifier Around Child's Neck as it Presents a Strangulation Danger） 

  （b）本部分（a）的标签声明要求应在任何零售展示纸盒上显而易见的说明包含二个或更多的奶嘴。  

  （c）每一个单独包装的奶嘴应在包装上显而易见的具有在本部分（a）段要求的标签声明。 

  

附件 4C 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417 

  

  第 1 节 

  提要 

  SHORT TITLE 

  第 1 条 

  1.提要 SHORT TITLE 

  引用本法规可称其为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第 2 节 

  说明 

  INTERPRETATION 

  第 2 条 

  2.1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法规  In this Act 

  法令 Act 

  指《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 



200 

 

  加拿大单位 Canadian unit 

  在《度量衡法》的表 2 中陈述的一种计量单位。 

  净数量声明 declaration of net quantity 

  在法令的第 4 条中陈述的净数量的声明。 

  公制单位 metric unit 

  在《度量衡法》的表 1 中陈述的一种计量单位。 

  名义体积 nominal volume 

  废止，SOR/96-278，s。 1 

  装饰性容器 ornamental container 

  指除了在底部以外的其它地方，没有任何的促销或广告内容，不含商标或普通名称的容器，在其表面

的形状或材质方面所体现的任何设计仅为表现装饰作用，且作为装饰品而不是一种产品的容器出售。 

  主要展示面 principal display surface 

  （a）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的一个侧面或表面是显而易见的，该侧面或表面的总

面积，但不包括顶部（即使它有）； 

  （b）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的封闭盖是显而易见的，该封闭盖表面的总面积； 

  （c）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没有显而易见的侧面或表面，任何容器总面积的 40%，

不包括顶部和底部（即使它有），该 40%的面积在销售或使用时可以是显而易见的； 

  （d）侧面尺寸相等的容器是袋子，其中一侧的总面积； 

  （e）侧面尺寸不相等的容器是袋子，其中最大一侧的总面积； 

  （f）包装容器的材料或封缄材与其包含的产品的大小相比太窄，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

在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个侧面或表面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附属于该容器的标贴或吊牌的总面积。

（principale surface exposée） 

  2.2 为了法令和本法规的目的 

  主要展示版面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a）附属于容器的作用相当于标签的展示卡的表面。应用于容器全部或部分的主要显示面，该面在

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是显而易见的，既是容器的局部也是展示卡的表面。 

  （b）附属于装饰性容器的作用相当于标签的，应用于全部或部分容器底部的，全部或部分主要显示

面的标贴的表面；和 

  （c）附属于所有其它容器作用相当于标签的，应用于全部或部分主要显示面的贴标签的表面。 

  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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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所有规定的免责 

  EXEMPTIONS FROM ALL PROVISIONS OF THE ACT 

  第 3 条 

  3.1 由商业、企业或公共机构生产或制造的，用于事业或公共机构的预包装产品，当没有被他们作为

预包装产品销售给其他消费者时，免除法令规定的所有责任。 

  3.2 生产或制造仅为了出口或销售到免税商店的预包装产品，免除法令规定的所有责任。 

  3.3 由消费纺织品构成的预包装产品按《纺织品标签法规》第 3 节的规定，免除法令规定的所有责任。 

  3.4 由交通工具的备件，器具或其它耐久消费品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免除法令规定的所有责任，除非

它们有意销售给消费者而展示或正在销售给消费者而展示。 

  3.5 由为了艺术家使用而生产或制造的原料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即： 

  （a）用于绘画的颜料，染料或涂料； 

  （b）陶瓷制品和施釉颜色和釉料； 

  （c）饰面材料和工具； 

  免除法令规定的所有责任。 

  第 4 节 

  法令规定的免责 

  EXEMPTIONS FROM ALL PROVISIONS OF THE ACT 

  第 4 条 

  4.1 在《饲养法》《肥料法》《产品有害物控制法》《播种法》中关联的包装，标签和标识的预包装

产品按其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免除法令第 4、5、6、8 和 10 条规定的责任。 

  4.2 不含酒精饮料的预包装产品的容器包括： 

  （a）由商人重复使用的不含酒精饮料容器； 

  （b）依据《食品和药品法》，在其上永久标注任何必须的信息； 

  （c）在 1974 年三月 1 日之前或在 1974 年三月 1日之后的 12 个月期间制造的； 

  免除法令第 4、5、6、8 和 10 条规定的责任。 

  4.3 通常单个出售给消费者的预包装产品，普遍公认的，如一口吃的糖果，免除法令第 4、5、6、8

和第 10 条规定的责任。 

  4.4 新鲜水果或蔬菜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当使用的包装材料或封缄包装带宽度小于 1/2 英寸时，免除

法令第 4、5、6、8 和第 10 条规定的责任。 

  4.5 黑莓或草莓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当包装容器的容量小于或等于 1.14 升时，免除法令第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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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第 10 条规定的责任。 

  第 5 节 

  法令第 4 节和第 10 条（B）款（ⅱ）段的免责 

  EXEMPTIONS FROM SECTION 4 AND SUBPARAGRAPH 10（B）（II）OF THE ACT 

  第 5 条 

  5.1 某件预包装产品： 

  （a）不由食物组成； 

  （b）通常以数字计量销售给消费者； 

  （c）产品以内容物是可见的并且可辨认的方式包装；和 

  （d）依照本法规第 7 至 11 条应用了标签，由此显示了法令第 10 条（b）款（ⅰ）段提及的信息，在

形态和样式上依照了本法规的规定。 

  免除法令第 10 条（b）款（ⅱ）段规定的责任。 

  5.2 某件预包装产品： 

  （a）不由食物组成； 

  （b）通常以数字计算销售给消费者； 

  （c）产品以内容物是可见的并且可辨认的方式包装；和 

  （d）由少于七个制品或十三个制品组成并且该物件的实际数量能容易的在不打开产品检查的情况下

确认；和 

  （e）依照本法规第 7 至 11 条应用了标签，由此显示了法令第 10 条（b）款（ⅰ）段提及的信息，在

形态和样式上依照了本法规的规定。 

  免除法令第 4 条规定的责任。 

  5.3 某件预包装产品： 

  （a）不由食物组成； 

  （b）由单一制品或超过一件而包装为一套的制品构成； 

  （c）通常以数字计算销售给消费者； 

  （d）在主要显示版面上，有能充分显示产品内容特性和数量的图示；和 

  （e）依照本法规第 7 至 11 条应用了标签，由此显示了法令第 10 条（b）款（ⅰ）段提及的信息，在

形态和样式上依照了本法规的规定。 

  免除法令第 4 节和第 10 条（b）款（ⅱ）段规定的责任。 

  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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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官方语言的必要和免除 

  BILINGUAL REQUIREMENTS AND EXEMPTIONS 

  第 6 条 

  6.1 在本条中： 

  地方政府区域 local government unit （collectivité locale） 

  意旨一个都市，大都市的行政地区，城镇，村庄，自治市或其它地方行政区，但是不包括属于《官方

语言法》确定的任何双语地区的地方政府区域； 

  地方产品 local product （produit local） 

  意旨某种预包装产品，在地方政府区域中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而且仅出售于： 

  （a）该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的所在地方政府区域； 

  （b）直接毗连于该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所在地方政府区域的一个或多个地方政府区域；或， 

  （c）该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的所在地方政府区域和直接毗连于该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或

包装的所在地方政府区域的一个或多个地方政府区域。 

  母语 mother tongue （langue maternelle） 

  意旨在加拿大任何地区的人在孩童时期首先学习的语言并且在本法规第 6.3 款提及的预包装产品销

售给消费者的日期前进行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时，可以确定他们对该语言仍然熟知的； 

  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s （langues officielles） 

  意旨英语和法语； 

  特殊产品 specialty product 

  意旨一种预包装产品： 

  （a）有特殊宗教意义和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食品或饮料；或 

  （b）某种进口产品； 

  （i）在加拿大总体上人们还没有普遍的使用；和 

  （ii）那些没有在加拿大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的，不易利用本土产品替代的和一般公认尚无可与

其比较的替代产品。 

  试销产品 test market product 

  意旨一种预包装产品，在本法规第 6.5 款中提及的产品的意图通知日期之前，没有以那种形式在加拿

大销售，并且与任何在加拿大销售的关于其成分、功能、状态或包装形式的其它产品完全不同。 

  6.2 任何预包装产品的标签上显示的法令和本法规要求的必要信息以两种的官方语言表达，除非转销

给一个地区的总经销人，制造、加工、生产或包装的预包装产品可以用与其地区一致的一种官方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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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以本法规第 6.4 到 6.6 款为前提条件，地方产品或试销产品免除本法规第 6.2 款的限制；如果 

  （a）在一个地方政府区域中销售，其官方语言之一是居住在地方政府区域中的少于总人数百分之十

的人使用的母语；此外 

  （b）在预包装产品的标签上显示的法令和本法规要求的必要信息以官方语言，以居住地地方政府区

域中的至少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上的人使用的母语的形式表达。 

  6.4 当一种官方语言是居住在地方政府区域中的少于总人数百分之十的人使用的母语并且另一种官

方语言同样是居住在该地方政府区域中的少于总人数百分之十的人使用的母语，本法规第 6.3 款不适用。 

  6.5 本法规第 6.3 款不适用于试销产品，除非经销商在预期经销试销产品时，提前六周按部长制定的

方式向消费部长和协会组织提出意图通知。 

  6.6 试销产品为了实现本法规第 6.3 款和本法规第 36.3 款（a）段规定的预期目标，在该产品初次作

为试销产品销售后累积 12 个月满期后，不再视为试销产品，但是任何试销产品由经销商转卖，除非该经

销商在累积 12 个月期满之前，按本法规第 6.5 款的规定提出了意图通知，应继续为实现本法规第 6.3 款

和本法规第 36.3 款（a）段规定的预期目标，作为试销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6.7 如果特制产品在其标签上以一种官方语言显示了法令和本法规对预包装产品要求的必要信息，免

除本法规第 6.2 款的要求。 

  6.8  当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存在一个或多个表面，至少有同样的大小和突出的主要显示版面时，主要

显示版面上显示的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必要信息可以用一种官方语言表达，如果此类信息以另一种官方语

言表达可安排在另外的版面上。 

  6.9 在以下种类中的预包装产品免除本法规第 6.2 款的规定，如果在预包装产品的标签上显示法令和

本法规规定的必要信息，用适合于产品的语言表达： 

  （a）贺年片； 

  （b）书籍； 

  （c）会说话的玩具； 

  （d）应用的语言知识对游戏的使用是很重要的基本因素的游戏。 

  第 7 节 

  预包装产品标签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LABEL TO PREPACKAGED PRODUCT 

  第 7 条 

  7.1 以本法规第 7.2 款为前提条件，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用于产品的包装容器，为出售给消费者而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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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预包装产品的容器安置于一张展示卡片上，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情况下，标签应用于该

卡片显而易见的一个侧面。 

  第 8 条 

  8.预包装产品的容器是本法规第 2.1 款定义的“主要显示面”是在本法规第 2.1 款（f）段中提及的

包装材料或封缄包装带，标签应采用附属于该包装容器的标贴或吊牌。 

  第 9 条 

  9. 以本法规第 7.2 款和第 10 条为前提条件，全部或部分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用于产品包装容器的主

要显示面。 

  第 10 条 

  10.当预包装产品的容器是装饰性容器，全部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可以应用于容器的底部或者应用于附

属于容器上的小吊牌。 

  第 11 条 

  11.应用在预包装产品上的标签应能够在销售期间联同产品一同交付给消费者。 

  第 8 节 

  标签表达的信息 

  PART OF LABEL ON WHICH INFORMATION TO BE SHOWN 

  第 12 条 

  12. 下列信息应在主要显示版面上表达： 

  （a）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 

  （b）与预包装产品的属性或功能符合一致的、公认的或通用的名称；而且 

  （c）依照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必要的其它信息表达在主要显示版面上。 

  13. 以本法规第 10 条为前提，就经售已经制造或生产的预包装产品而言，对该产品负有主要责任的

人的身份和主要经营地点，应显示在标签的任何部分，除了应用于容器底部的部分标签（如果有的话）。 

  第 9 节 

  信息的表达和尺寸的定型 

  SIZE OF TYPE IN WHICH INFORMATION TO BE SHOWN 

  第 14 条 

  14.1 为本法规第 15 和 16 条起见而特定，当字以大写形式表达时，字母的“高度”意指一个大写字

母的高度；当字以小写形式或大小写混合形式表达时，字母的“高度”意指小写字母“o”字母的高度。 

  14.2 净数量声明的数量应以粗体表达，并且字母不小于下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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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6 英寸（1.6毫米），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不大于 5 平方英寸（32 平方厘米）时； 

  （b）1/8 英寸（3.2 毫米），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大于 5 平方英寸（32 平方厘米）但是不大于 40

平方英寸（258 平方厘米）时； 

  （c）1/4 英寸（6.4 毫米），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大于 40 平方英寸（258 平方厘米）但是不大于

100 平方英寸（645 平方厘米）时； 

  （d）3/8 英寸（9.5 毫米），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大于 100 平方英寸（645 平方厘米）但是不大于

400 平方英寸（25.8 平方分米）时；并且 

  （e）1/2 英寸（12.7毫米），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大于 400 平方英寸（25.8 平方分米）时。 

  14.3 当容器装在展示卡上，净数量的声明可以显示在应用于容器的标签的主要显示版面上，或者显

示在应用于展示卡的标签的主要显示版面上，但是净数量声明的数量的字的高度，适合于本法规第 

  14.2 款的规定，应与展示卡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一个侧面的总面积成比

例，而不是与容器的主要显示面成比例。 

  14.4 净数量的声明中的所有信息，除了在本法规第 14.2 款中提及的资料之外，字母应至少以 1/16

英寸（1.6 毫米）的高度表达。 

  15. 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标签上显示的必要信息，除了净数量的声明之外，应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

习惯情况下，以易读清晰的方式显示给消费者，字母应至少以 1/16 英寸（1.6 毫米）的高度表达。 

  16. 尽管本法规第 15 条已经规定，当容器的主要显示表面区域是 1.55 平方英寸 （10 平方厘米）或

更少时，而且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标签上显示的所有必要信息应表达在主要显示版面，除了净数量的声明

之外，字母的高度应至少以 1/32 英寸（0.8 毫米）表达。 

  第 10 节 

  净数量的声明 

  DECLARATION OF NET QUANTITY 

  第 17 条 

  17.净数量的声明依据公制和加拿大单位，使用的单位应相邻和对应的排列表达，除了与依照《危险

产品法》或依据该法令制定的任何法规所要求的必须表达的任何符号可能直接的连接。 

  第 11 节 

  净数量声明的免除 

  EXEMPTION FROM NET QUANTITY DECLARATION 

  第 18 条 

  18.1 就本条款和本法规第 27.1 款意图而言“重量不固定产品”意指食品类产品，因其自然属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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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能以常规的方法预先确定，因此，通常以可变量的包装形式销售。 

  18.2 以本法规第 18.3款为前提条件，下列类型的交易免除法令规定的第 4 节的责任： 

  （a）通过自动售货机或移动小卖部预先包装的由单独服务提供的食品销售； 

  （b）由制造者、加工者或生产者将预先包装的重量不固定产品提供给零售商的销售； 

  （c）由餐馆或其它经营膳食或快餐的企业提供的预先包装单独分装的食品的销售。 

  18.3 本法规第 18.2 款提及的预先包装产品，应用其上的标签依照本法规第 7 到 11 条的规定，而且

标签应以本法规规定的形式和方法表达法令第 10 条（b）款（i）和（ii）段规定的信息。 

  第 12 节 

  公制净数量声明及尺寸定型要求的免除 

  EXEMPTION FROM METRIC NET QUANTITY DECLARATION AND TYPE SIZE REQUIREMENT 

  第 19 条 

  19.1 为本条款的意图： 

  面积 area （région） 

  意指在《度量衡法规》（Weights and Measures Regulations）的第 337（1）条款陈述的面积的定

义； 

  地面砖 floor covering （couvre-plancher） 

  意指在《度量衡法规》（Weights and Measures Regulations）的第 342 条陈述的地面砖的定义； 

  独特规格商品 individually measured commodity （marchandise mesurée individuellement） 

  意指在《度量衡法规》（Weights and Measures Regulations）的第 45 条陈述的独特规格商品定义； 

  19.2 以本法规第 19.3款在零售前提下散装包装的预包装产品，除了墙纸或地面砖，免除法令第 4（1）

（b）和 8（b）段和本法规第 14 条规定的责任，如果产品的净数量按照加拿大单位，应在标签的主要显

示面板上清楚地表达。 

  19.3 属于独特规格商品的预先包装的食品，在《度量衡法规》的第 341 条的表格每条的第 1 列描述

的各个范围并在该条的第 3 列宣布的适用日期之前，免除法令第 4.1 款（b）段和第 8 条（b）段和本法规

第 14 条规定的责任，如果产品的净数量按照加拿大单位，应在标签的主要显示面板上清楚地表达。 

  19.4 属于独特规格商品的预先包装的食品，在《度量衡法规》的 341 部份的表格每条的第 1 列描述

的各个范围并在该条的第 3 列宣布的适用日期之时和之后，免除本法规第 14 条规定的责任。 

  20. 废除，SOR/78-789，s。 2。 

  第 13 节 

  净数量声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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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NER OF DECLARING NET QUANTITY 

  第 21 条 

  21. 以本法规第 22、23 和 36 条为前提条件，预包装产品净数量的声明应表达产品的量： 

  （a）按照体积，当产品是液体或气体或是粘性物质时；或 

  （b）按照重量，当产品是固体时； 

  除非已经形成的贸易惯例，以一些其它形式表达产品的净数量，在此情况下净数量声明应依从已经形

成的贸易惯例。 

  第 22 条 

  22.1 在本条款的表中列出的预包装产品应以重量表达产品的净数量。 

  

表 1 

1 以喷雾气罐形式包装的产品（products packed for dispensing in aerosol form） 

2 蜂蜜（honey） 

3 花生酱（peanut butter） 

4 [废除， SOR/78-789， s. 3] [Repealed， SOR/78-789， s. 3] 

5 枫糖奶油（maple butter） 

6 [废除， SOR/78-171， s. 2] [Repealed， SOR/78-171， s. 2] 

7 烹饪蜜糖（cooking molasses） 

8 佐餐蜜糖（table molasses） 

9 精制蜜糖（fancy molasses） 

10 [废除， SOR/81-580， s. 1] [Repealed， SOR/81-580， s. 1] 

11 松软干酪（cottage cheese） 

12 酸奶酪（yogurt） 

13 dips 

14 发泡奶油（whipped butter） 

15 

液态的完整鸡蛋，蛋黄或蛋白或那些产品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liquid whole egg， egg-yolk or egg albumen or mixtures of two or more of those 

products） 

16 冻结的液态的完整鸡蛋，蛋黄或蛋白或那些产品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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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zen liquid whole egg， egg-yolk or egg albumen or mixtures of two or more 

of those products） 

  22.2 在本条款的表中列出的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的声明应以容器中可食用部分的重量表达产品的净

数量，自由液体或表面附着物不计算在内。 

  

表 2 

1 贝类罐头（canned shellfish） 

2 甲壳类罐头（canned crustaceans） 

3 肉浸在盐水或醋液中的包装（meat packed in brine or vinegar solutions） 

4 包冰衣的冻鱼快（frozen glazed fish） 

  22.3 在本条款的表中列出的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的声明应以体积表达产品的净数量。 

  

表 3 

1 水果罐头（canned fruits） 

2 蔬菜罐头（canned vegetables） 

3 腌渍品（pickles） 

4 调味品（relishes） 

5 橄榄（olives） 

6 乳酪蘑菇（creamed mushrooms） 

7 盐水蘑菇（mushrooms in brine） 

8 醉樱桃（maraschino cherries） 

9 奶油薄荷樱桃（creme de menthe cherries） 

10 鸡尾酒樱桃（cocktail cherries） 

11 长方条状猪面颊肉（beans with pork） 

12 婴儿食品（infant foods） 

13 幼儿食品（junior foods） 

14 番茄沙司意大利细面条（spaghetti in tomato sauce） 

15 冰激凌和包含冰激凌的产品（ice cream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ice cream） 

16 冰冻牛奶和包含冰冻牛奶的产品（ice milk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ice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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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冰冻果子酱和包含冰冻果子酱的产品（sherbet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sherbet） 

18 水果馅饼酱（fruit pie filling） 

19 水果汁（fountain fruits） 

20 番茄酱（tomato paste） 

21 番茄浓汤（tomato puree） 

22 汤（soup） 

23 浓缩汤（condensed soup） 

24 果酱和含果胶的果酱（jam and jam with pectin） 

25 果冻和含果胶的果冻（jelly and jelly with pectin） 

26 柑橘酱和含果胶的柑橘酱（marmalade and marmalade with pectin） 

27 果酱（preserves） 

28 

冷冻液体食品；除本法规第 22.1 款的表 1 中第 16 项描述的产品 

frozen liquid foods other than the products described in item 16 of the Table 

tosubsection22（1） 

29 烹调番茄酱（tomato catsup） 

30 辣味番茄酱（tomato chili sauce） 

31 番茄沙司（tomato sauce） 

32 番茄果肉酱（tomato pulp） 

33 浓缩番茄汁（tomato juice， concentrated） 

34 酸果曼，酸果曼酱（cranberries， cranberry sauce） 

35 百果馅（mincemeat） 

36 冰激凌蛋糕（ice cream cake） 

37 酸乳酪（sour cream） 

38 果酱制品（fruit spreads） 

39 罐装炼乳制品（canned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40 枫蜜（maple syrup） 

  22.4 在本条款的表中列出的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的声明应以数字表达产品的净数量。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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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罐装或冰冻的熟玉米（canned or frozen corn-on-the-cob） 

  22.5 在本条款的表中列出的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的声明可以重量、体积或数量表达产品的净数量。 

  

表 5 

1 新鲜水果（fresh fruits） 

2 新鲜蔬菜（fresh vegetables） 

  第 23 条 

  23.1 不带孔的卷状物，薄片或其它的，如包装纸、塑料薄膜、铝箔、蜡纸、墙纸、胶带的单元或其

它没有穿孔的二维的产品的净数量声明应表达： 

  （a）如果在包装件中卷状物、薄片或其它单元的数量不止一件时，采用数字； 

  （b）每个卷状物、薄片或其它单元的长度和宽度；还有 

  （c）如果每个卷状物、薄片或其它单元的宽度大于四英寸（10.2 厘米），面积大于一平方英尺（9.29

平方分米），卷状物的面积或所有薄片或其它单元的总面积。 

  23.2 卷状物、薄片或其它的，如卫生纸、擦面纸、纸巾、餐巾纸的单元和其它一层或多层并且以单

独或带孔的个体单元销售的二维产品的净数量声明应表达： 

  （a）如果在包装件中卷状物、薄片或其它单元的数量不止一件时，采用数字； 

  （b）每个单独或带孔的个体单元的长度和宽度； 

  （c）每个单独或带孔的个体单元的层的数量，除非产品仅有单层一种类型；此外： 

  （d）在卷状物产品的包装容器中，带孔的个体单元的数字量。 

  23.3 当包装件中包括不同二维产品时，每种产品的净数量应以本条款相对应的要求表达。 

  第 14 节 

  计量单位 

  UNITS OF MEASUREMENT 

  第 24 条 

  24.体积少于一加仑（gallon）的加拿大单位的净数量声明，计量单位应以液量盎司（ounces）表达，

除此之外 20 个液量盎司可以表达为一品脱（pint），40 个液量盎司为一夸脱（quart），60 个液量盎司

为三品脱，80 个液量盎司为二夸脱或者 1/2 加仑，120个液量盎司为三夸脱。 

  第 25 条 

  25. 公制单位的净数量声明应采用十进制以三位数表达，除非净数量是在 100 克、100 毫升、100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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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厘米、100 平方厘米或 100 厘米以下，可以用两位数表达，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在小数点右边的最

后的零不必显示。 

  第 26 条 

  26. 当净数量少于一个整数，以公制单位表达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声明的场合，应： 

  （a）以十进制小数表达；或 

  （b）用语言陈述。 

  第 27 条 

  27. 以本法规第 27.1款为前提条件，在预包装产品净数量的声明以公制单位表达的场合，公制单位

应为： 

  （a）毫升（millilitres）在产品的净体积小于 1000 毫升时，除 500 毫升可以作为 0.5 升表达； 

  （b）升（litres）在净体积等于或大于 1000 毫升时； 

  （c）克（grams）在净重量小于 1000 克时，除 500 克可以作为 0.5 千克表达； 

  （d）千克（kilograms）在净重等于或大于 1000克时； 

  （e）厘米或毫米（centimetres or millimetres）在长度小于 100 厘米时； 

  （f）米（metres）在长度等于或大于 100 米时； 

  （g）平方厘米（square centimetres）在面积小于 100 平方厘米时； 

  （h）平方分米（square decimetres）在面积等于或大于 100 平方厘米，但小于 100 平方分米时； 

  （i）平方米（square metres）在面积等于或大于 1 平方米时； 

  （j）立方厘米（cubic centimetres）在体积小于 1000 立方厘米时； 

  （k）立方分米（cubic decimetres）在体积等于或大于 1 立方分米，但小于 1000 立方分米时；和 

  （l）立方米（cubic metres）在体积等于或大于 1 立方米时。 SOR/80-840，s。 2. 

  27.1 尽管本法规第 27（c）款规定了净重量的表达，然而： 

  （a）在零售的场合，散装包装的预先包装产品；或 

  （b）由零售商销售的，预先包装的重量不固定产品，在小于 1000 克时而且净数量的声明按照重量的

公制单位表达，公制单位可以采用克或千克的十进制小数表达。 

  第 15 节 

  由单件已经包装的产品组成的预包装产品 

  PREPACKAGED PRODUCTS CONSISTING OF PRODUCTS PACKAGED SEPARATELY 

  第 28 条 

  28.1 预包装产品以一个单元的形式销售，但是由二个或多个应用了标签的单件包装产品组成，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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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签表达了预包装产品必要的信息，单元包装的净数量的声明应表达： 

  （a）每个种类产品的数量和与每个种类产品的特性符合一致的公认的通用的名称。 

  （b）在单元的每个种类中的产品总数量或在单元的每个种类中的同样产品的单件净数量；此外 

  （c）如果一个单元中仅包含一个种类的产品，该种类产品的净数量。 

  28.2 尽管本法规第 28.1 款的规定，本条款涉及预包装产品由少于七个同样的单件产品组成的场合，

并且单件包装的产品应用了标签以表达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所有信息，该信息在销售时是显而易见的，当

如此的预包装产品以一个单元销售时再没有信息是必须表达的，该预先包装产品免除法令的第 4、8 和 10

条规定的责任。 

  第 16 节 

  广告 

  ADVERTISEMENTS 

  第 29 条 

  29.1 以本法规第 29.2和 29.3 条为前提条件，当预包装产品净数量的声明是以公制和加拿大单位表

达时，该产品的广告可以用公制或加拿大计量单位表达其净数量。 

  29.2 在 1980 年期间，在《度量衡法规》的第 342 条的框架内，在墙纸或任何“地面砖”零售的场

合，加拿大计量单位在任何广告中都不应使用，除非度量的同等公制单位以至少和加拿大单位同样显著的

方式表达。 

  29.3 在 198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在《度量衡法规》的第 342 条的框架内，在墙纸或任何“地面砖”

的广告中，都不应再使用加拿大计量单位。 

  第 17 节 

  产品名称及其它信息 

  NAME AND OTHER INFORMATION 

  第 30 条 

  30.在任何由加拿大国会制定或依据国会的提议而制定的规章，规定了产品公认的、通用的或功能的

名称的场合，为了法令第 10 条（b）款（ii）段规定的意图，该名称应作为预包装产品公共的、通用的或

功能的名称使用。 

  第 31 条 

  31.1 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标签上制造地点，当标签或容器的制造地点不在产品的制造地点时，

应补充一个附加的陈述显示，仅就该标签和容器而言，应陈述其制造地点。 

  31.2 当某种除了加拿大之外的一个国家中完全地制造或生产的预包装产品应用标签时，无论在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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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还是其它地方，标签应表达国籍而且就用于再销售的生产或制造的预包装产品的加拿大人而言，其主要

的营业地点，在国籍和主要营业地点之前应加上措辞"imported by" （"importé par"）或"imported for"

（"importé pour"）；按情况而定，除非进口的预包装产品在标签上标明了原产地。 

  31.3 当某种除了加拿大之外的一个国家中完全地制造或生产的产品在加拿大包装，除了零售类的经

营，标签应表达国籍和任何一个加拿大经销人的主要营业地点，就该经销人而言，是为了销售以再包装的

形式而生产和制造产品或是为了再销售生产或制造预先包装的产品。作为最终预包装产品应用的标签在国

籍和主要营业地点之前应加上措辞"imported by" （"importé par"）或"imported for"（"importé pour"）；

按情况而定，除非进口的预包装产品在标签上标明了原产地。 

  31.4 以任何其它适用的联邦或省法律的要求为前提条件，在本法规第 31.2 和 31.3 款提及的原产地

的陈述应直接的靠近的商人的名称和主要的营业地点的陈述，而且表达文字不小于陈述加拿大商人的主要

营业地点使用的文字。 

  31.5 本法规第 31.2 和 31.4 款不适用于在 1982 年 11 月 1 日之前在加拿大贴标签的预包装产品。 

  31.6 本法规第 31.3 和 31.4 款不适用于在 1982 年 11 月 1 日之前在加拿大包装和贴标签的预包装产

品。 

  31.7本法规第 31.4款不适用于在 1982 年 11月 1日之前不在加拿大生产或制造且贴标签的预包装产

品。 

  第 18 节 

  法令第 10 条（B）款（1）和（2）小段的免责 

  EXEMPTION FROM SUBPARAGRAPHS 10（B）（I）AND （II）OF THE ACT 

  第 32 条 

  32. 1 由新鲜水果或新鲜蔬菜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在零售的场合，当水果或蔬菜采用了在包装中是可

见的并且可确认的方式包装时，该预包装产品免除法令第 10 条（b）款（i）和（ii）段的要求。 

  32. 2 由新鲜水果或新鲜蔬菜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在经销且不属于零售的场合，在水果或蔬菜采用了

在包装中是可见的并且可确认的方式包装时，该预包装产品免除法令第 10 条（b）款（ii）段的要求。 

  32. 3 由新鲜苹果或新鲜梨构成的预包装产品，在任何属于经营的场合，依据《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10.3 条要求的产品种类的名称表达于标签的要求，除了应用在容器底部的标签的要求（如果有）包装，

该预包装产品免除法令第 10 条（b）款（ii）段的要求。 

  第 19 节 

  关于一份餐点数量的陈述 

  REPRESENTATION AS TO NUMBER OF SER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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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条 

  33.1 应用于可食用或可饮用的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包括关于该产品一份数量的陈述，每份净数量的声

明应表达： 

  （a）符合关系到预包装产品净数量声明方式的，本法规第 17、21、24、25、26、27 和 29 条规定的

要求； 

  （b）直接相邻和并列的陈述；而且 

  （c）陈述表达的字体和外形符合尺寸要求，大小相同。 

  33.2 包含关于产品一满杯或一满汤匙量的一份量陈述的可食用或可饮用的预包装产品，如果一份餐

点的净数量依照本法规第 33.1 款（b）和（c）段，和本法规第 33.3 款的规定陈述，免除法令的第 8 条的

规定。 

  33.2 在关于一份产品数量的声明根据一满杯或一满汤匙量制作的地方，一满杯应与 8 液量盎司

（227.3 毫升）等同使用，并且一满汤匙应与 1/2 液量盎司（14.21 毫升）等同使用 

  第 20 节 

  食品标签上的图示表达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N FOOD LABELS 

  第 34 条 

  34.1 调味料成分添加到食品的预包装产品，并且该成分不是来源于自然物质，例如肉，鱼，家禽，

水果，蔬菜，食品酵母，药草，香料，树皮，芽，根，树叶或其它植物材料，而且预包装产品的标签显示

一个意味由添加调味料成分以模仿天然食品香味的图示的表达，标签应说明添加调味料成分是仿造的，人

工的或模仿的信息。 

  34.2本法规第 34.1条提及的信息应清晰易读并且字体至少和本法规第 14.2条规定的尺寸大小相同。 

  34.3 在本法规第 34.1条中提及的图示表达的场合： 

  （a）在主要显示版面，在本法规第 34.1 条中提及的信息应表达在图示之上或旁边； 

  （b）在标签除了主要显示版面以外的局部，信息应表达在主要显示版面上，靠近预包装产品公认名

称；或 

  （c）在主要显示版面和标签的任何其它部分上，信息应表达在主要显示版面上的图示之上或旁边。 

  第 35 条 

  35. 废止，SOR/96-278，s.3。 

  第 21 节 

  容器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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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IZATION OF CONTAINER SIZES 

  第 36 条 

  36.1 以本法规第 36.3款为前提条件，预包装产品与以下陈述符合一致： 

  （a）擦面纸，在 1997年 1 月 1 日之前制造的，仅有当容器尺寸与以下规定的产品净数量相协调时，

才允许销售： 

  （i）小于 50 的，按数字计算， 

  （ii）按数量计算，等于 50、60、100、120、150 或 200 的，或 

  （iii）按数量计算，大于 200 的，容器尺寸适合于 100 个单位整倍数的产品净数量； 

  （b）花生酱，仅有当容器尺寸与以下规定的产品净数量相协调时，才允许销售： 

  （i）250、375、500或 750 克，或 

  （ii）1、1.5 或 2 千克； 

  （c）酒，仅有当容器尺寸与以下规定的产品净数量相协调时，才允许销售： 

  （i）50、100、200、250、375、500 或 750 毫升，或 

  （ii）1、1.5、2、3 或 4 升；此外： 

  （d）葡萄糖浆和精炼糖浆，仅有当容器尺寸与以下规定的产品净数量相协调时，才允许销售： 

  （i）125、250、375、500 或 750 毫升， 

  （ii）1 或 1.5 升，或 

  （iii）2 升或更多，容器尺寸适合于 1 升的整倍数的产品净数量； 

  36.2 以本法规第 36.3款为前提条件，预包装产品净数量的表达按以下的规定： 

  （a）本法规第 36.1 款（a）段的情况，应以数字量表达； 

  （b）本法规第 36.1 款（b）段的情况，应以公制计量单位给出重量表达；而且 

  （c）本法规第 36.1 款（c）和（d）段的情况，应以公制计量单位给出体积表达。 

  36.3 本法规第 36.1 和 36.2 款不适用于关联本法规第 6.1 款所定义的试销产品，试图经营试销的经

销商，在经营试销六周以前，用符合部长已经制定的表格，向部长提出关于意图通知的申请文件。 

  第 22 节 

  容器的容量 

  CAPACITY OF RECEPTACLES 

  第 37 条 

  37.1 在本节中“容器”意旨一个为家庭、野营或娱乐使用而设计的，并且包括了家庭用盛装水的容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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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法令的第 10 条（b）款（iii）段适用于这样的产品：是容器而且不是预包装产品，但是通常以

法令第 18.1 款（h）（i）或（ii）段描述的方式，销售给消费者或被消费者购买。 

  37.3 当商人销售、作广告或向加拿大进口一个容器，无论这样的容器是否为预包装产品，当该容器

具有的标签是以品脱、夸脱或加仑表达尺寸或容量，该容量的标签和任何广告表达的尺寸或容量应根据加

拿大品脱、夸脱或加仑。 

  37.4 尺寸类型用于表达加拿大的尺寸或容量，应至少等同于惯用的表达尺寸或容量的任何其它品脱、

夸脱或加仑，并且加拿大尺寸或容量应表达在任何其它尺寸或容量的旁边。 

  第 23 节 

  公差 

  TOLERANCES 

  第 38 条 

  38.1 鉴于本条款附属表 1，“重量不确定产品”意旨某种因其自然属性不能以常规的方法预先确定

的数量，并且因此导致，通常以可变的数量销售的预包装产品。 

  38.2 依据法令第 7.3 款关于规定公差的目的，规定的公差在本条款附属表 1，适当的部分条款在本条

款附属表 2 中规定，为陈述本条款附属表 1 中规定的净数量声明。 

  第 24 节 

  检验 

  EXAMINATION 

  第 39 条 

  39.1 商人拥有的任何数量的预包装产品的检查，在以下提及并定义为抽样。每批意旨净数量相同的

产品的集合，监察员着手检查一批产品是否符合法令和本法规关于净数量声明的要求，应采取从一批产品

中抽样提取样品然后检查样品的方式。 

  39.2 以本法规第 39.3条为前提条件，当一批产品属于本条款附属表 2 第 1 部分列 1 的一个条目中规

定的批量时，监察员应从一批产品中抽样不少于该条目列 2 中规定的数量，依据本法规第 39.1 条的规定，

根据批的数量选择和确定样品的数量。 

  39.3 为了判定净数量的目的，而不是为判定容器的重量，打开一定批量产品中的抽样（样品）是必

要的，对于如此损坏性检验，监察员应选取不多于一批产品中抽样总数量的 10%的数量，并且不少于一件，

依据本法规第 39.1 条的规定，按批的数量选择确定样品的数量。 

  39.4 由监察员取得和检查抽样样品，样品不符合法令和本法规关于净数量声明的要求，由监察员按

以下条款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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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根据本条款附属表 2 的第 2 部分中规定的公式判定，该批样品的加权平均数少于公称净数量； 

  （b）该批抽样存在少于公称净数量的样品，超过本条款附属表 1 中规定的公差，因为该数量等于或

大于本条款第 4 部分附属表 2 列 2 中规定的数量，样品数量的大小规定在列 1 中；或 

  （c）在抽样中存在两个或多个少于公称净数量的样品，误差超过了本条款附属表 1 中规定公差的两

倍的程度。 

  第 40 条 

  40. 当检查的是以下预包装产品成品时： 

  （a）由液体组成，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应在液体为 68℉（20℃）的温度条件下判定；或 

  （b）通常以冷冻状态销售和消费的冷冻液体食品构成的预包装产品的净数量应在食品冷冻状态时判

定。 

  40.1 废止，SOR/89-525，s。41.至 46. 废止，SOR/93-287，s。 

  第 38 条 

  第 1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DECLARED IN METRIC UNITS OF MASS FOR CATCH 

  

重量不确定的产品以公制质量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 克 

克（grams） 

1 大于 0 不大于 60 10   

2 大于 60 不大于 600   6 

3 大于 600 不大于 1000 1   

千克（kilograms） 

4 大于 1 不大于 1.5   10 

5 大于 1.5 不大于 3 0.66   

6 大于 3 不大于 4   20 

7 大于 4 不大于 10 0.5   

8 大于 10 不大于 1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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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于 15 不大于 250 0.33   

10 大于 250 不大于 500   750 

11 大于 500 0.15   

  第 2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MASS OR WEIGHT FOR CATCH WEIGHT 

PRODUCTS 

  

重量不固定产品以加拿大的质量或重量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 盎司 

盎司（ounces） 

1 大于 0 不大于 2 10   

2 大于 2 不大于 20   0.2 

磅（pounds） 

3 大于 1.25 不大于 2.2 1   

4 大于 2.2 不大于 3.3   0.35 

5 大于 3.3 不大于 6.6 0.66   

6 大于 6.6 不大于 8.8   0.71 

7 大于 8.8 不大于 22 0.5   

8 大于 22 不大于 33   1.76 

9 大于 33 不大于 550 0.33   

10 大于 550 不大于 1100   26.4 

11 大于 1100 0.15   

  第 3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DECLARED IN METRIC UNITS OF MASS OR VOLUME FOR PREPACKAGED 

PRODUCTS OTHER THAN CATCH WEIGHT PRODUCTS 

  

除去重量不固定产品以外的预包装产品以公制的质量或体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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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 克/毫升 

克/毫升（grams or milliliters） 

1 大于 0 不大于 50 9   

2 大于 50 不大于 100   4.5 

3 大于 100 不大于 200 4.5   

4 大于 200 不大于 300   9 

5 大于 300 不大于 500 3   

6 大于 500 不大于 1 千克或升   15 

千克/升（kilograms or litres） 

7 大于 1 不大于 10 1.5   

8 大于 10 不大于 15   150 

9 大于 15 1   

  第 4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MASS OR WEIGHT FOR PREPACKAGED 

PRODUCTS OTHER THAN CATCH WEIGHT PRODUCTS 

  

除去重量不固定产品以外的预包装产品以加拿大的质量或重量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 盎司 

盎司（ounces） 

1 大于 0 不大于 1.75 9   

2 大于 1.75 不大于 3.5   0.16 

3 大于 3.5 不大于 7 4.5   

4 大于 7 不大于 10.6   0.32 

5 大于 10.6 不大于 17.6 3   

磅（pounds） 



221 

 

6 大于 1.1 不大于 2.2   0.53 

7 大于 2.2 不大于 22 1.5   

8 大于 22 不大于 33   5.28 

9 大于 33 1   

  第 5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VOLUME FOR PREPACKAGED PRODUCTS 

OTHER THAN CATCH WEIGHT PRODUCTS 

  

除去重量不固定产品以外的预包装产品以加拿大的体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 盎司 

液量盎司（fluid ounces） 

1 大于 0 不大于 1.75 9   

2 大于 1.75 不大于 3.5   0.16 

3 大于 1.75 不大于 3.5 4.5   

4 大于 7 不大于 10.6   0.32 

5 大于 10.6 不大于 17.6 3   

6 大于 17.6 不大于 35.2   0.53 

7 大于 35.2 不大于 2.2 加仑 1.5   

加仑（gallons） 

8 大于 2.2 不大于 3.3   5.28 

9 大于 3.3 1   

  第 6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SOLID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METRIC UNITS OF 

VOLUME 

  

固体预包装产品以公制的体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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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立方米（cubic metres） 

1 小于 1 公称净数量的 3% 

2 从 1 至 2 之间 0.03 立方米 

3 大于 2 公称净数量的 1.5% 

  第 7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SOLID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VOLUME 

  

固体预包装产品以加拿大的体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立方码（cubic yards） 

1 小于 1 公称净数量的 3% 

2 从 1 至 2 之间 0.03 立方码 

3 大于 2 公称净数量的 1.5% 

  第 8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METRIC UNITS OF LENGTH 

  

预包装产品以公制的长度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

（Tolerance） 

米（metres） 

1 小于 3 
公称净数量的

2% 

2 从 3 至 6 之间 60 毫米 

3 大于 6 公称净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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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9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LENGTH 

  

预包装产品以加拿大的长度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英尺（feet） 

1 小于 10 公称净数量的 2% 

2 从 10 至 20 之间 2.4 英寸 

3 大于 20 公称净数量的 1% 

  第 10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METRIC UNITS OF AREA 

  

预包装产品以公制的面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平方米（square metres） 

1 小于 10 公称净数量的 2% 

2 从 10 至 20 之间 20 平方分米 

3 大于 20 公称净数量的 1% 

  第 11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IN CANADIAN UNITS OF AREA 

  

预包装产品以加拿大的面积单位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平方英尺（square feet） 

1 小于 100 公称净数量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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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 100 至 200 之间 2 平方英尺 

3 大于 200 公称净数量的 1% 

  第 12 部分 

  TOLERANCES FOR NET QUANTITIES OF PREPACKAGED PRODUCTS DECLARED BY NUMBER 

  

预包装产品以数字表达公称净数量的公差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Item） 公称净数量（Declared Net Quantity） 公差（Tolerance） 

物品的数量（number of articles） 

1 小于 50 0 件 

2 从 50 至 100 件之间 1 件 

3 
大于 100，并且个体重量小于等于 14 克，或小于等于

1/2 盎司 

公称净数量的 0.75%，

四舍五入取整数 

4 大于 100，并且个体重量大于 14 克，或大于 1/2 盎司 

公告净数量的 0.5%，四

舍五入取整数 

  （第 39 条） 

  第 1 部分 

  抽样 

  SAMPLES 

  列 1（Column I） 列 2（Column II） 

项目 

（Item） 

批量 

Number of Units in the Lot 

抽样 

Minimum Number of Units in the Sample 

1 2 —— 10 全部 

2 11 —— 128 25%（四舍五入取整数，但不小于 10 件） 

3 129 —— 4，000 32 

4 4，001 —— 8，000 64 

5 8，001 —— 12，000 96 

6 ＞12，0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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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部分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THE WEIGHTED AVERAGE QUANTITY OF THE UNITS IN A SAMPLE 

  

确定批样品量加权平均值的公式 

  为了本法规第 39.4 款（a）段的意图，调整样品的公式旨在确定批样品量的加权平均值，按下列各项： 

 

  第 3 部分 

  关于 t 及（ ）值的表格 

列 1 列 2 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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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 ） 

2 63.657 45.01 

3 9.925 5.73 

4 5.841 2.92 

5 4.604 2.06 

6 4.032 1.65 

7 3.707 1.40 

8 3.499 1.24 

9 3.355 1.12 

10 3.250 1.03 

11 3.169 0.955 

12 3.106 0.897 

13 3.055 0.847 

14 3.012 0.805 

15 2.977 0.769 

16 2.947 0.737 

17 2.921 0.708 

18 2.898 0.683 

19 2.878 0.660 

20 2.861 0.640 

21 2.845 0.621 

22 2.831 0.604 

23 2.819 0.588 

24 2.807 0.573 

25 2.797 0.559 

26 2.787 0.547 

27 2.779 0.535 

28 2.771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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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763 0.513 

30 2.756 0.503 

31 2.750 0.494 

32 2.746 0.485 

64 2.657 0.332 

96 2.634 0.269 

125 2.615 0.234 

  当一批货物中所有的产品都接受挑选组成样品，t 和（ ）的值应是 0。 

  值的线性插补 

  t = a - （c - e）（a - b）（c - d） 

  当一个挑选出的样品数量大小在这个表格的列 1 没有列出并且处于 32 至 125之间时，t 的值将通过

下面的线性内插确定： 

  t = a - （c - e）（a - b）（c - d）其中： 

  a 是在挑选的样品数量大小的下面，最靠近样品数量大小的 t 的值； 

  b 是在挑选的样品数量大小的上面，最靠近样品数量大小的 t 的值； 

  c 是在挑选的样品数量大小的下面，120 除以最靠近样品数量大小的结果； 

  d 是在挑选的样品数量大小的上面，120 除以最靠近样品数量大小结果； 

  e 是 120 除以挑选的样品数量大小的结果。 

  第 4 部分 

  关于第 39 段 （4）（b）的单件最小数量 

  MINIMUM NUMBER OF UNITS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39（4）（b） 

1. 列 1 列 2 

项目 样品量大小 最小单件数量 

1. 从 2 到 8 1 

2. 从 9 到 20 2 

3. 从 21 到 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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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33 到 50 4 

5. 从 51 到 65 5 

6. 从 66 到 80 6 

7. 从 81 到 102 7 

8. 从 103 到 125 8 

  样品中最小单件数量，指不符合法令和本法规关于净数量的公告要求的样品。 

  

附件 4D 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 

Textile Labelling and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551 

  

  本法规依据《纺织品标签法》制订 

  REGULATIONS MADE PURSUANT TO THE TEXTILE LABELLING ACT 

  文本更新于 2004 年 8月 31 日 

  第 1 节 

  提要 SHORT TITLE 

  第 1 条 

  1. 提要 SHORT TITLE 

  本法规在引用时可称作《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 

  第 2 节 

  说明 INTERPRETATION 

  第 2 条 

  2 在本法规中 In these Regulations 

  法令 act （Loi）指《纺织品标签法》； 

  原产国 country of origin （pays d'origine）原产国指在该国家中： 

  （a）种植或制成的某种纺织纤维；或 

  （b）除上述（a）款中提及的以外，任何完全由该国生产出来的纤维纺织品； 

  窄条纺织物 narrow fabric （article de rubanerie）指宽度不超过 30 厘米的，并且通常是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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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附件或装饰品上的纤维纺织品； 

  规定 prescribed （désigné）对于消费纺织品而言，指本法规第 4 条的规定； 

  再生纺织纤维 reclaimed textile fibre （fibre textile récupérée）指纺织纤维的获得源于某些

纱线、布料、消费纺织品或羽毛制品。 

  第一部分 

  标签 

  第 3 节 

  标签的要求 Labelling Requirements 

  第 3 条 

  3 在本部分中 In this Part 

  销售标签 "disclosure label" 

  符合法令和本法规如下陈述的标签： 

  （a）应用于消费纺织品上显示了符合纺织品相关的信息的标签；和 

  （b）信息的表述方式，当表达符合本法规第 11 条要求的信息，应依照本法规第 14.3 款和第 14.4 款

的两个标签应用的要求。 

  成分标签 representation label 

  任何陈述了包含于商品中所应用的纺织纤维成分的标签。 

  第 4 条 

  4. 为了法令和本法规第 3 条（a）款规定的目的，法定的消费纺织品是指包含了本法规表Ⅰ中的任何

的消费纺织品。 

  第 5 条 

  5.1 商人向加拿大销售或进口消费纺织品，或为消费纺织品做广告时，应用的每个表述标签应符合公

开标签相同的要求；除非 

  （a）由于该标签施用了法令的第 3 条（b）款，本法规本条款的应用免除；或 

  （b）该标签符合本法规第 5.2 款的要求。 

  5.2 表述标签适用于下述情况的消费纺织品： 

  （a）由商人向加拿大销售、进口、或为其做广告；而且 

  （b）在该商品上已经应用了另一个表述标签，此表述标签为公开标签，应不包含任何如下陈述： 

  （c）有损或限制了公开标签中的任何表达或同公开标签中的任何表达相抵触；或者 

  （d）违反了法令的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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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条 

  6. 消费纺织品根据法令第 3 条的规定予以免除的下述条款： 

  （a）包含在本法规表 II 中，或不属于法定的情况； 

  （b）商品已经由商人销售或做广告，而在 1972年 10 月 1 日前，该商人或其他任何商人，已经由制

造或生产该商品的商人处收到商品，或者商品已经在运输途中； 

  （c）已经销售 

  （i）非加拿大国家的商人，或 

  （ii）加拿大境内的免税商店，或由免税商店销售； 

  （d）进口到加拿大，并在再销售前依据本法规第 8 条应用了标签； 

  （e）是为以下实体制造或销售给以下实体： 

  （i）贸易或工业企业， 

  （ii）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或他们的代理机构， 

  （iii）公益事业， 

  （iv）教育机构， 

  （v）宗教组织或团体， 

  （vi）疗养院， 

  供以上实体使用，或者由其再销售给它的员工或学生，而对宗教组织或团体既是再销售给该组织或团

体的成员；或 

  （f）由生产者销售给其雇员。 

  第 7 条 

  7. 法令第 3 条（a）款中制订的禁令，不适用于下述规定消费纺织品，即商品是为个人使用而制造的，

或者商品是裁剪后供个人使用的地板覆盖物，然而： 

  （a）当在个人定购现成的商品有条件检验该纤维纺织品，或者有条件检验用来生产或裁剪成商品的

纤维纺织品的样品或样本时，该纤维纺织品、样品或样本应与法令和本法规关于标签的规定符合一致；并

且 

  （b）当商品交货时，交于个人的销售账单或其它文档上，应包含法令和本法规要求在标签上显示的

信息。 

  第 8 条 

  8.1 商人可以向加拿大进口尚未按规定应用公开标签的消费纺织品，前提是： 

  （a）向本法规第 8.2款中描述的监察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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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于报关手续完成当日或当日之前提供以下信息： 

  （A）已经生产或准备生产这些进口产品的声明； 

  （B）此次进口贸易的时间和地点或拟定的时间和地点； 

  （C）已进口或即将进口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及 

  （D）预述说明该商品将与法令和本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致的标签，此外 

  （ii）在监察员或许提出适当要求时提供这些产品的样品；并且 

  （b）在商品再销售之前， 

  （i）依照法定程序在商品上应用了公开标签，以及 

  （ii）向本法规第 8.3 款中描述的监察员通报商品已经依照法令和本法规应用了标签，并向监察员提

供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检查商品是否已如前所述应用了标签。 

  8.2 在本法规第 8.1 款（a）段中提及的监察员是指在该报关港的监察员，若该港口未设监察员，则

由距离该港最近的监察员代替。 

  8.3 在本法规第 8.1 款（b）段（ii）小段中提及的监察员，是指在消费纺织品应用标签的场所的监

察员，如该处未设监察员，则由距离当地最近的监察员代替。 

  第 9 条 

  9. 某件法定意义上的消费纺织品已经通过应用标签明确该商品为二手货物，免除法令第 3 条的施用。 

  9.1 法令中第 3 条（a）款中的禁令，不适用于销售方式为邮购的商品，如果本法规第 11.1 款（a）

段和 11.1 款（c）段中要求商品销售者以规定方式指出商品订购时在其邮购目录中的相关信息，该商品是

指布匹（包括窄条纺织物）。 

  第 10 条 

  10. 某消费纺织品包括纬纱、填塞料、垫料或者衬布，仅当表述标签的要求必须与倘若存在的某个省

法律符合一致时，免除法令第 3 条（b）款的施用。 

  第 4 节 

  标签陈述的信息 Information to be Shown in Label 

  第 11 条 

  11.1 每个表述标签要满足成为公开标签的条件，必须陈述以下内容： 

  （a）依据本法规第 III 部分中规定的方式说明商品中的纺织纤维成分； 

  （b）依据本法规第 11.2 款和第 12.1 款的规定，应注明经销商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此外 

  （c）如果有说明商品或商品中的布料或纤维制品是进口的，应注明原产国的国名，除非商品贴有另

一个标签并且该标签的陈述中已注明了原产国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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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本法规第 11.1 款（b）段不适用于零布料的消费纺织品，和下列两种状况： 

  （a）商品为零布料，且不知晓生产该布料的商人的姓名；或者 

  （b）商品是和其它零布料按照本法规第 18 条中描述的方式一起销售或陈列的，并且所有如此的销售

或陈列的零布料并非经由同一商人生产的。 

  11.3 本法规第 11.1 款（a）段中要求的信息，在标签中要以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陈述。 

  11.4 在某一地区中，如果商品是销售或者有意图销售给公众，且该地区中公众在进行消费活动时一

直是使用唯一的一种官方语言，本法规第 11.3 款就不适用于消费纺织品，在该地区本法规第 11.1 款（a）

段中要求的信息应以该地区的官方语言陈述。 

  11.5 就第 11.4 条而言，“地区”是指： 

  （a）将商品销售或者有意图销售给公众的超市、商店或经由其它销售途径，吸引的大多数顾客的所

在地理区域；或者 

  （b）在产品通过邮政订货或通过邮递销售的地方，消费者居住或所处的地理区域，相当于消费者作

为其通讯地址而使用的城市、城镇或地区的名称。 

  第 12 条 

  12.1 居住在加拿大的商人，可以向工业部长申请一个识别号码，用于消费纺织品的标签以此代替商

人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地址，该商人： 

  （a）在加拿大以其个人而且为其自身利益生产、制造、加工、批发或零售消费纺织品； 

  （b）将消费纺织品进口到加拿大；或者 

  （c）在加拿大拥有并经销消费纺织品。 

  12.2 识别号码的申请： 

  （a）用书面的形式； 

  （b）注明： 

  （i）在加拿大经商的属于商人所拥有的称谓； 

  （ii）正式的姓名，商人雇用的居住在加拿大并授权完成书面申请的人； 

  （iii）商人在加拿大的营业场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商人的总公司在加拿大，则注明总公司的

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 

  （iv）如果上述第（iii）小段中要求注明的地址不适合投递，应注明商人个人的通讯地址代替；  

  （c）同时附以一笔 100 加元的费用。 

  12.3 当商人满足了本法规第 12.1 款和 12.2 款中规定的要求，工业部长应给商人分配一个识别码。 

  12.4 当商人分配到一个识别号码或者在符合本法规第 12.5 款（a）段的情况下经由转让得到一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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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号码时，则有权在标签上使用此识别号码来代替商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直到： 

  （a）商人的业务转让给另一个符合本法规第 12.1 款规定条件的商人；或者 

  （b）该识别号码废止。 

  12.5 有权使用一个识别号码的商人，在发生以下情况时要立即向工业部长提供书面的通报： 

  （a）商人将其开展的业务转让给另一个符合本法规第 12.1 款规定条件的商人； 

  （b）商人意欲改在其他人名下开展业务，或意欲更改其营业场所或总公司的通讯地址；或 

  （c）商人要中止其业务。 

  12.6 工业部长由商人处收到下列通报时，应废止该商人的识别号码： 

  （a）通报符合本法规第 12.5 款（a）段的规定，但接手业务的商人不完全符合本法规第 12.1 款规定

的条件； 

  （b）通报符合本法规第 12.5 款（b）段的规定，但变更称谓后的商人或更改后的通讯地址已经不完

全符合本法规第 12.1 款规定的条件；或者 

  （c）商人的通报适合本法规第 12.5 款（c）段的规定。 

  12.7 工业部长可废止商人的识别号码，只要他有合理的依据确信该商人： 

  （a）未能按照本法规第 12.5 款的规定提供通报； 

  （b）以错误的或是令人误解的方式使用了识别号码；或者 

  （c）在受到任何人的质询或指控时，拒绝承认或否认拥有该识别号码的所有权，而该识别号码正是

应用在消费纺织品的标签上，并以此代表该商人。 

  12.8 如果工业部长依据第 12.6 条和第 12.7 条废止了商人的识别号码，工业部长应及时用挂号信给

该商人发出关于废止号码的书面通报。 

  12.9 废止识别号码的通报由工业部长发出，通报自发出当日以后的第十天生效。 

  第 5 节 

  标签信息的陈述方式 Manner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to be Shown in Label 

  第 13 条 

  13.1 在本法规第 11.1款（a）段和第 11.3 款规定的要求中，表述标签陈述的信息应： 

  （a）显著而清晰的注明； 

  （b）明白易读； 

  （c）使用大小和显示程度相同的字体；以及 

  （d）依据本法规第 40 条的规定，该信息应与本法规规定的在标签中的非必要图解资料分开。 

  13.2 在本法规第 11.1款（b）段和（c）段规定的要求中，表述标签陈述的信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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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显著而清晰的注明； 

  （b）明白易读； 

  （c）该信息应与本法规规定在标签中的非必要的图解资料分开。 

  第 14 条 

  14.1 在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要求中，消费纺织品应用的表述标签陈述的信息，除非涉及到第 11.1

条（c）款的信息；应： 

  （a）在消费纺织品的商品本身集中印于一处；另外 

  （b）当信息显示在消费纺织品以外的其它材料上，依据本法规第 14.2、14.3 和 14.4 条，信息显示

在标签的一个面上。 

  14.2 当本法规第 14.1条中提及的标签是嵌在消费纺织品的收编，致使标签的两面都可以看到，本法

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可以分部分在标签的一面显示，余下的部分显示在标签的另一面。 

  14.3 在本法规表 III中包括的消费纺织品上应用了两个表述标签的情况下： 

  （a）本法规第 11.1 款（a）段中规定的信息可以分别用英语和法语在两个标签中陈述，而第 11.1 款

（b）段和第 11.3 款中规定的信息可以在两个标签中任意一个中陈述；或 

  （b）当两个标签是毗邻的，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信息可以分部分在其中一个标签上陈述，而余下的

部分陈述在另一个标签上。 

  14.4 当包括在本法规的表 1 中而不包括在本法规表 III 中的消费纺织品上应用两个表述标签时，本

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信息可以分部分在其中一个标签上陈述，而余下的部分陈述在另一个标签上，前提是

两个标签直接相邻。 

  第 6 节 

  标签的形式和应用的方式 Form of Label and Manner of Application 

  第 15 条 

  15.1 以本法规第 15.2款的规定为条件，在消费纺织品上应用公开标签，应使该商品在销售给消费者

之前应用了标签。 

  15.2 包括在本法规表 I 中而不包括在本法规表 III 中的消费纺织品应用的公开标签，使用的材料和

应用方式应确保该标签能够经受对其进行 10 次洗涤，并在洗涤后仍清晰可读。 

  第 16 条 

  16. 公开标签的应用： 

  （a）应用于消费纺织品的商品本身之上；或者 

  （b）依据本法规第 17、18、19、20 条或第 21.2款允许的方式，采用适用的方式应用于消费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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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且 

  （c）应用于预期的购买者容易看到的地方。 

  第 17 条 

  17. 如果消费纺织品是按双或成套出售的，且该双或该套中的每一件商品中的纺织纤维成分： 

  （a）是相同的，公开标签应用在该双或该套商品的其中一件之上；或是 

  （b）是不同的，公开标签应用在该双或该套商品的其中每件之上；而且分别陈述每件商品的纺织纤

维成分。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的每件商品分别应用标签，应视为应用在该消费纺织品上的公开标

签。 

  第 18 条 

  18. 在消费纺织品是零布料的情况下： 

  （a）是与其它含有相同纺织纤维成分的零布料一起，在同一束、同一捆或同一包中售出，并且在上

述包装上应用的标签按照本法规第 11 条的规定方式陈述了如此的束、捆或包中所有零布料的信息；或者 

  （b）是与其它含有相同纺织纤维成分的零布料陈列在一起准备销售，并且在商品上方或直接相邻商

品处设置一个标记，按照本法规第 11 条的规定的方式陈述所有零布料的信息，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

图，如此的标签或标记，应视为应用在该消费纺织品上的公开标签。 

  第 19 条 

  19.1 以本法规第 19.2款和第 19.3 款的规定为条件，当消费纺织品是布匹，但不是长度规格一定的

或是已按规格剪裁后用于销售的布匹，并且 

  （a）依据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和规定的方式，以不超过一米的间隔，编织或者印记在布匹

的镶边上， 

  （b）依据规定的方式陈述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的标签，粘贴在陈列待售商品所用的螺栓型

心或线轴的端面上，粘贴的方式要确保预期的购买者可以很容易的看清标签上的信息；或是 

  （c）如果商品是窄条纺织物，并且在商品顶上方或直接相邻商品处设置一个标记，按规定的方式陈

述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信息； 

  （d）本款已在《计划远景报告》---- SOR/87-247， s. 8 中废除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镶边、标签或标记，应视为用在该消费纺织品上的公开标签。 

  19.2 当消费纺织品是布匹，但不是那种长度规格一定的或是已按规格剪裁后用于销售的布匹，并且

在本法规第 11.1 款（b）段中规定的必要信息应在商品销售给消费者时所附的销售清单中按规定方式陈述，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的销售清单应符合本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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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当消费纺织品是棉絮，垫料或线绳等以米或其它度量单位向公众销售的商品，依照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并且按规定的方式： 

  （a）在粘贴于陈列待售商品所用的螺栓型心或线轴的端面上的标签中陈述，并且粘贴的方式能确保

预期的购买者可以很容易的看清标签上的信息；或是 

  （b）在商品上方或直接相邻商品处的标记上陈述；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的标签或标记，应视为应用在该消费纺织品上的公开标签。 

  第 20 条 

  20. 当消费纺织品是绣花线、钩边线或编织线，依照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且按规定的方式： 

  （a）对于预期销售给公众的商品，应粘贴在包装上或包装内，或粘贴在陈列商品的标签上陈述，或

在商品上方或直接相邻商品处的标记上陈述；或 

  （b）对于经由一个商人销售给另一个商人的商品，应在向购买方商人发货的包装容器上陈述，或在

向购买方商人发货时所附的销售清单或其它文件上陈述；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的标签、标记、销售清单或其它文件，应视为应用在该消费纺织品

上的公开标签。 

  第 21 条 

  21.1 当消费纺织品是装在包装纸、包裹或包装容器内销售给消费者的，依照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

要信息应在该包装纸、包裹或集装箱上按照规定方式陈述，除非商品上已经应用了标签，并且商品在包装

纸、包裹或包装容器内的包装方式，能确保其购买者容易看清包装纸、包裹或包装容器内的该商品的标签

上的信息。 

  21.2 当本法规第 11 条规定的必要信息是依据本法规第 21.1 款的规定陈述在包装纸、包裹或包装容

器上的，则消费纺织品应是： 

  （a）包括在本法规表 III 中的；或者 

  （b）在包装纸、包裹或包装容器内只是附加的，其中用于销售的主要产品并非是纤维纺织品； 

  为适应法令和本法规的意图，如此的包装纸、包裹或包装容器，应视为应用在该消费纺织品上的公开

标签。 

  第二部分 

  广告 

  第 7 节 

  广告的要求 Advertising Requirements 

  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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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商人为商品做广告时，关于消费纺织品中纺织纤维成分所做的任何表达，应符合本法规第 23 条

和第 24 条的规定，除非： 

  （a）消费纺织品是包括在本法规表 II 中，或是非法定的纺织品； 

  （b）在报纸、杂志或其它定期出版和发行的出版物上做广告；或者 

  （c）使用书面的文字、绘图、电视或广播以外的方式做广告。 

  第 23 条 

  23. 依据本法规第 22 条中的规定做出的表达；应： 

  （a）按照本法规第三部分中规定的方式陈述消费纺织品中的纺织纤维成分，除非商品中各种纺织纤

维所占的比例并未要求说明，但是，当表达中提及了该数量，则应依据第三部分中规定的方式进行陈述；

并且 

  （b）当表达中说明商品或商品中含的任何布料或纤维是进口的，则应注明原产国。 

  第 24 条 

  24. 依据本法规第 23 条的规定，在广告中陈述的信息应使用大小和显示程度相同的字体一并注明。 

  第三部分 

  纺织纤维 

  第 8 节 

  陈述纺织纤维成分的方式 Manner in which Textile Fibre Content is to be Shown 

  第 25 条 

  25. 在本部分中 In this Part 

  底布  backing  （support） 

  指面料或铺地织物的结构基础层面——其外表面通过机织织物、簇绒、针织、编织、层压、涂层、浸

渍、粘贴或其它方式附着在结构基础层面上； 

  商用羽绒  commercial down  （duvet commercial） 

  组成成分符合下列条件的羽毛： 

  （a）羽绒和绒毛含量不低于 75%； 

  （b）长度小于 60 毫米的水禽羽毛含量不超过 25%； 

  （c）水禽羽丝和绒丝含量不超过 20%； 

  （d）其余（包括陆禽羽毛和陆禽羽丝）含量不超过 5% 

  （b）至（d）中提及的成分在羽毛中所占总量不超过 25%； 

  商用陆禽羽毛  commercial landfowl feather （plumes commerciales d'oiseaux terres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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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成分符合下列条件的羽毛： 

  （a）各种羽毛、羽丝、羽绒和绒丝含量不低于 95%； 

  （b）其余含量不超过 5%； 

  商用水禽羽毛  commercial waterfowl feather （plumes commerciales d'oiseaux aquatiques） 

  组成成分符合下列条件的羽毛： 

  （a）水禽羽毛、水禽羽丝、水禽羽绒和绒丝含量不低于 95%； 

  （b）其余（包括陆禽羽毛和陆禽羽丝）含量不超过 5%； 

  组成部分  constituent part（partie constituante） 

  是指： 

  （a）消费纺织品的以下部分： 

  （i）本法规第 34 条和第 35 条中陈述的部件或底布，或 

  （ii）本法规第 37 条和第 38 条中陈述的里布、衬布、垫料、纬纱、点缀物或服装附件；或 

  （b）消费纺织品中除上述（a）段（ii）小段中已陈述的，所含的其它部分； 

  绒丝  down fibre （fibre de duvet） 

  指从羽绒和羽毛或是从原始羽毛的羽干分离出来，与羽绒无法区别的丝状物； 

  橡筋线  elastic yarn （fil élastique） 

  指合成橡胶线，或许是以纱线裹覆制成的有弹性的任何纺织纱线； 

  羽丝  feather fibre （fibre de plume） 

  指从羽毛的羽干和任何的后羽干中完全分离出来的羽毛丝状物，并且没有加入或混合分离出来的羽

干； 

  服装附件  findings （accessoires） 

  指以下纤维纺织品： 

  （a）附加在消费纺织品上以实现填纬纱，填料或保暖以外的功能，无论是否起到装饰的作用； 

  （b）与所附加在的商品含有不同的纺织纤维成分；且 

  （c）不构成附着的商品外表面的一部分，除非是在刀口处或沿着布边与外表面连在一起，并且不限

于前述的一般性；还包括： 

  （d）腰带、包边、带条、衣物硬化料、贴边、衬布、线、纽扣、拉链、绒毛魔术贴、吊袜带、三角

形插布、袜筒带、领里和袖头、腰里、开襟和暗袋； 

  （e）主要是为构造的目的而不是为保暖加入的里布（除了层压或粘结制成的里布）衬布或垫料； 

  （f）粘附于铺地织物底面的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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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嵌入或加入消费纺织品的弹性材料，包括松紧腰里、松紧袜带、松紧袖头和装饰用松紧褶皱；

此外 

  （h）用在短袜的有限范围内，起收紧固定作用的橡筋线； 

  陆禽羽毛 landfowl plumage （plumage d'oiseaux terrestres） 

  鸡、火鸡或其它陆禽的羽毛； 

  装饰品  ornamentation  （ornement） 

  纺织纤维，纱线或两者的混合物，但不包括布料： 

  （a）作为纤维纺织品中构成整体所需要的起装饰作用的部分； 

  （b）由一种或几种纺织纤维制成，但不是由制造该产品所用的一种或几种纺织纤维的余料制造；  

  （c）在产品或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形成清晰可见并且完整的图案或花纹； 

  羽毛  plumage （plumage） 

  鸟类体表的覆盖物； 

  绒毛  plumule （plumule） 

  指发育不完全的水禽羽毛，与羽绒无法区别的柔软的羽干和羽支； 

  加固纱线  reinforcement yarn （fil de renforcement） 

  作为构成复合纱的必需部分的纺织纱线，由两种以上的不同纱线构成，其中一种为轴心，其它纱线缠

在上面构成，以达到增强纱线的强度或者将纱线束在一起的目的。 

  余料  residue （résidu） 

  羽干的杆芯、折断羽毛、废料和异物； 

  点缀物  trimming （garniture） 

  是指： 

  （a）附加在消费纺织品上起装饰作用的纤维纺织品，并且与其所附加在的商品含有不同的纺织纤维

成分，包括刺绣、编织带、花边、缎带、衣褶线、贴袋、荷叶边、嵌边、皮带、波曲花型边带、领口和袖

口，或者 

  （b）在商品中构成整体所需要的装饰用的图案或花纹，但不能构成全幅花纹； 

  水禽羽毛  waterfowl plumage （plumage d'oiseaux aquatiques） 

  鸭、鹅、天鹅或其它水禽的羽毛。 

  第 9 节 

  纺织纤维的一般性名称 Generic Names for Textile Fibres 

  第 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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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一般性名称的确定： 

  （a）纺织纤维获得源于动物： 

  （i）源于羊（sheep）或羔羊（lambs）的称为“羊毛（wool）”； 

  （ii）源于安哥拉山羊（Angora goats）的称为“羊毛（wool）”、“马海毛（mohair）”、“安哥

拉羊毛（mohair wool）”或“安哥拉山羊毛（Angora goat hair）”； 

  （iii）源于克什米尔山羊（Kashmir goats）的称为“羊毛（wool）”、“开士米（Cashmere）”、

“克什米尔羊毛（Kashmir wool）”或“克什米尔山羊毛（Kashmir goat hair）”； 

  （iv）源于羊驼（alpacas）、骆马（vicunas）、骆驼（camels）或美洲驼（llamas）的称为“驼毛”，

或直接在该动物的名称后加上“毛（hair）”的字样以命名； 

  （b）本法规第 26.1 款（a）段未提及的动物皮上取下的毛发和皮毛，可在该动物的名称后加上“毛

（hair）”或“丝或纤维（fibre）”的字样以命名，或统称为“皮毛纤维（fur fibre）”； 

  （c）包括鹅，鸭或天鹅的水禽，它们的羽干尖端但不含羽干的杆芯的部分长着有光泽的蓬松的细丝

（即羽支），由这些细丝组成的绒毛称为“羽绒（down）”； 

  （d）由羽干尖，羽干的杆芯和羽毛叶片组成的（有无后羽干均可），构成了鸟的外部体表覆盖物的

角质（组织）体，称为“羽毛（feather）”；并且 

  （e）本法规第 26.1 款（a）至（d）段未提及的天然纺织纤维，以其在加拿大广泛认同的名称命名。 

  26.2 依据纺织纤维源于何种材料制成确定其一般性名称： 

  （a）在所含全部羟基（hydroxyl groups）中乙酰化（acetylated）的比例在 74%至 92%之间的，由

醋酸盐纤维素制成的称为“醋酸纤维（acetate）”（醋纤）； 

  （b）由所含全部羟基（hydroxyl groups）中乙酰化（acetylated）的比例等于或高于 92%的醋酸盐

纤维素制成的称为“三醋酸纤维（triacetate）”； 

  （c）由再生纤维素或沉淀纤维素（regenerated or precipitated cellulose）制得的叫做“人造纤

维（rayon）”，但依照制造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 

  （i）用铜铵（cuprammonium process）法制成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表示铜纤维（cupro）”、

“表示铜人造纤维（cupro rayon）”、“铜铵纤维（cuprammonium）”或“铜铵人造纤维（cuprammonium 

rayon）”（铜纤）， 

  （ii）用粘胶法（viscose process）制成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粘胶纤维（viscose）”或“粘

胶人造纤维（viscose rayon）”（粘纤）， 

  （iii）用改性粘胶法（modified viscose process）制成，使它具有较高的湿模量的，一般性名称

可以称为“模式纤维（modal）”或“模式人造纤维（modal rayon）”（莫黛尔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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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用溶剂挤压精制法（solvent extrusion process）制成的，如果未生成化学中间体的，一般

性名称可以称为“莱塞尔纤维（lyocell）”或“莱塞尔人造纤维（lyocell rayon）”（国内目前常称其

产品 tencel 为天丝）； 

  （d）由玻璃制得的称为“玻璃纤维（glass）”； 

  （e）由金属、塑胶涂布金属或塑胶，或其它金属涂层材料制得的称为“金属性纤维”； 

  （f）由再生蛋白质（regenerated protein）制得的叫做“人造蛋白质纤维（azlon）”，但是如此

的纤维的一般性名称也可以称为“蛋白质纤维（protein）”； 

  （g）由整体组成中丙烯腈结构单元（acrylonitrile units）所占比例高于 85%的长链合成聚合物制

得的称为“聚丙烯腈系纤维（acrylic）”（腈纶）； 

  （h）由整体组成中丙烯腈结构单元（acrylonitrile units）所占比例在 35%至 85%之间的长链合成

聚合物制得的称为“改性聚丙烯腈人造纤维（modacrylic）”（改性腈纶），但不包括本条款（q）段中

陈述的共聚物； 

  （i）由整体组成中单羟基乙醇（monohydric alcohol）和丙烯酸（acrylic acid）构成的一种或多

种酯化物所占比例不低于 50%的长链合成聚合物制得的称为“聚丙烯酸酯类纤维（anidex）”（阿尼迪克

斯）； 

  （j）由整体组成中，氯乙烯单元（vinyl chloride units）、偏二氯乙烯单元（vinylidene chloride 

units）或其它含氯单元（chlorine-containing units），或由这些单元组成的化学化合物，所占比例高

于 50%的长链合成聚合物制得的，但不包括本条（h）款中所定义的改性聚丙烯腈人造纤维，称为“含氯

纤维（chlorofibre）”，依照上述聚合体的组成的不同又可分为： 

  （i）偏二氯乙烯单元所占比例不低于 80%的，制成的纤维的一般性名称称为“莎纶（saran）”，或

者 

  （ii）氯乙烯单元所占比例不低于 85%的，制成的纤维的一般性名称称为“聚氯乙烯纤维（polyvinyl 

chloride）”（氯纶）或“聚偏二氯乙烯纤维（vinyon）”（维荣）； 

  （k）段已宣告无效； 

  （l）在长链合成聚酰胺中，重复酰胺基是构成聚合物主链的必须部分，当其中的酰胺键至少有 85%

是与脂肪基或环脂基团结合的，则该长链合成聚酰胺制得的纤维称为“尼龙（nylon）”，但上述纤维的

一般性名称也可以称为“聚酰胺纤维（polyamide）”（锦纶）； 

  （m）在长链合成聚芳酰胺（aromatic polyamide）中当其中的酰胺键至少有 85%是与两个芳香环直

接相连的，并且该酰胺键至多有 50%可以由酰亚胺键替换，由该长链合成聚芳酰胺制得的纤维称为“芳族

聚酰胺纤维（aramid）”（芳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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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对于一种长链合成聚合物： 

  （i）如果整体组成中，偏二氰乙烯单元（vinylidene dinitrile units）所占比例不低于 85%； 

  （ii）在聚合物链上每两个单元中至少有一个是偏二氰乙烯单元构成的，由该长链合成聚合物制得的

纤维称为“乙酸乙烯酯和 1，1-二氰基乙烯共聚物纤维（nytril）”（奈特利尔纤维）； 

  （o）由整体组成中，烯烃结构单元（olefin units）所占比例不低于 85%的长链合成聚合物制得的

称为“烯烃纤维（olefin）”或“聚烯烃纤维（polyolefin）”；但 

  （i）当烯烃结构单元是乙烯基单元（ethylene units），该纤维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聚乙烯纤

维（polyethylene）”（乙纶），此外 

  （ii）当烯烃结构单元是丙烯单元（propylene units），该纤维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聚丙烯纤

维（polypropylene）”（丙纶）； 

  （p）在长链合成聚合物中，当二羟基乙醇（dihydric alcohol）或二（元）醇（diol）和檀油酸

（terephthalic acid）组成的酯化物所占比例不低于 85%，由该长链合成聚合物制得的纤维称为“聚酯

纤维（polyester）”（涤纶）； 

  （q）由天然橡胶或合成橡胶制得的纤维叫做“橡胶纤维（rubber）”，但如果共聚物是由二烯烃和

占总量的比例在 10%至 50%之间的丙烯腈单元（acrylonitrile units）构成的，则由该共聚物制得的纤维

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丙烯腈-二烯类共聚纤维（lastrile）”； 

  （r）在长链合成聚合物中，如果聚合物链中带有重复氨基甲酸酯键（recurring urethane linkage 

-O-CO-NH-），由该聚合物制得的纤维叫做“聚氨基甲酸酯纤维（poly-burethane）”（氨纶），但是如

果上述聚合物中分段的聚氨酯键所占的比例不低于 85%，则由该聚合物制得的纤维的一般性名称可以称为

“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spandex）”或“弹力纤维（elastane）”（西欧常用说法）； 

  （s）如果长链合成聚合物的组成如下： 

  （i）乙烯醇单元（vinyl alcohol units）所占的比例不低于 50%；并且 

  （ii）乙烯醇（vinyl alcohol）和乙缩醛单元（acetal units）所占的总比例不低于 85%，则由该

聚合物制得的纤维称为“聚乙烯醇纤维（vinal）”，但该纤维的一般性名称也可以称为“维纶（vinylal）”； 

  （t）由碳氟化合物脂肪族单体（fluorocarbon aliphatic monomers）制得的线型大分子称为“含氟

纤维（fluorofibre）”； 

  （u）如果一种人造纤维中构成纤维的物质是长链芳族聚合物（aromatic polymer），并且循环咪唑

基（recurring imidazole groups）是构成该聚合物的聚合物链的必需部分，则由该人造纤维制得的纤维

称为“聚苯并咪唑纤维（PBI）”。 

  26.3 当某种人造纺织纤维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组成，在挤压成型时或挤压成型之前，是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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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结合或混合在一起的，并且对于每种组分挤压成型都可以形成一种在本法规第 26.2 款中提及的纺

织纤维，依据法令的第 6 条（b）款（i）小段规定的标签中注明一般性名称的要求，该纺织纤维应采用本

法规第 26.2 款中陈述的适合的一般性名称加以命名，或者是按照下述的方式注明，如果是两种组分则注

明是“双组分复合纤维（biconstituent）”，如果是两种以上组分则注明是“多组分复合纤维

（multiconstituent）”，并在该字样之后直接使用一个括号，在括号内用本法规第 26.2 条中陈述的适

合的一般性名称注明每个组分的名称，每个组分的名称前还应加上该组分纺织纤维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并按照所占比例的大小把所有组分从大到小列出，每两项内容之间用连字符隔开。 

  26.4 当某种纺织纤维是通过化学方法，把一种要接枝的组分键合到一种基础组分（主链）上制成的，

依据法令的第 6 条（b）款（i）小段在标签中注明一般性名称的要求，该纺织纤维应采用本法规第 26.1

款或第 26.2 款中陈述的适合的一般性名称加以命名，或是用本法规第 26.1 款或和 26.2 款中陈述的适合

的一般性名称的联合名称加以命名，或是按照下述方式：注明“接枝（grafted）”的字样，并在该字样

之后直接使用一个括号，在括号内先注明接枝的组分，按本法规第 26.1 款或第 26.2 款中已陈述的一般性

名称，再注明基础组分，按本法规第 26.1 款或第 26.2款中已陈述的一般性名称，并在每个组分的名称前

加上该组分纺织纤维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然后将两个组分的注明用连字符隔开。 

  第 26.5 条和第 26.6 条已经废除。 

  第 10 节 

  未规定一般性名称的纺织纤维 Textile Fibre for which no Generic Name has been Prescribed 

  第 27 条 

  27.1 当消费纺织品或其包含的纺织纤维在法令第 3 条或本法规第 22 条的适用范围之内： 

  （a）应按本法规要求陈述其一般性名称；然而 

  （b）与其适合的一般性名称未正式规定； 

  属于下述情况的商人可以依据本法规第 27.2 款规定的方式向工业部长为该纺织纤维申请一个一般性

名称： 

  （c）商人意欲将上述商品销售、进口到加拿大或为其做广告； 

  （d）商人生产或供应的纤维纺织品： 

  （i）是或含有本法规第 27.1 款（a）和（b）段陈述的纺织纤维；并且 

  （ii）消费纺织品是由该纺织纤维制成或准备采用该纺织纤维制成。 

  27.2 依据本条款提出的申请应： 

  （a）用书面的形式； 

  （b）陈述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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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请求为纺织纤维规定一个一般性名称； 

  （ii）纺织纤维的成分，包括所有由构成纤维的物质及该物质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iii）申请者认为，现有的一般性名称不能用来命名该纺织纤维的一条或几条理由，此外 

  （iv）该纺织纤维的一个一般性名称的建议及其说明；并且 

  （c）同时附上申请一般性名称的该纺织纤维样品。 

  27.3 当工业部长认为与本法规本条相关的施用是必要的，则可以要求申请者透露技术上或其它方面

的信息，包括测试方法。 

  27.4 如果在工业部长收到依据本法规提出的申请后 60 天内，仍未能为纺织纤维规定一个一般性名

称，工业部长应： 

  （a）告知申请者，一个现有的一般性名称就是该纺织纤维适用的一般性名称；或者 

  （b）提供一个数字或字母表示的符号用来代替该纺织纤维的一般性名称，该符号可以用到： 

  （i）该纺织纤维规定了一般性名称；或 

  （ii）已经确定了一个现有的一般性名称为该纺织纤维适用的一般性名称，并且申请者已收到关于该

决定的通知。 

  第 11 节 

  纺织纤维的数量 Amount of a Textile Fibre 

  第 28 条 

  28. 在确定纤维纺织品或纤维纺织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存在的纺织纤维的数量时，应符合由加拿大通

用标准局公布的认证测试，或更早的组织颁发的测试标准，这些组织包括美国材料试验协会、美国纺织化

学家和颜色设计师协会、英国标准学会、英国纺织学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第 29 条 

  29.1 就本法规第 31 条而言，在消费纺织品或消费纺织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一种纺织纤维的数量应

依据本法规第 29.2 款和第 29.3 款的规定，用每种纺织纤维在消费纺织品或消费纺织品的组成部分的纤维

总量中各自所占比例数字表示。 

  29.2 如果某种纺织纤维： 

  （a）构成了消费纺织品或消费纺织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或者 

  （b）构成了消费纺织品的纺织纤维成分，或是构成了消费纺织品的组成部分中除装饰品、橡筋线或

加固纱线之外的纺织纤维成分，而且上述三者在商品或商品组成部分的整体中所占比例低于 5%，当商品

或商品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是按照本法规第 31 条（d）款中陈述的方式注明的；则可用“全（all）”

或“纯（pure）”的字样来代替表达 100%含义的措辞或数字。 



245 

 

  29.3 如果羽绒或羽毛是构成消费纺织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的唯一纺织纤维，这种情

况是不能使用表示 100%的措辞或数字，或是“全”或“纯”的字样，除非提及的羽绒符合本法规第 26.1

款（c）段中对“羽绒”的陈述，而羽毛符合本法规第 26.1 款（d）段中对“羽毛”的陈述。 

  第 30 条 

  30.1 下列纤维制品的标签或广告中陈述的，各种纤维占总质量的百分比数字，与它们在该纤维制品

或纤维制品的组成部分或成分中实际所占的百分比相比，高出或低于的误差不应超过 5%： 

  （a）纺织的纤维制品； 

  （b）双组分复合纤维或多组分复合纤维中的一种组分； 

  （c）接枝纺织纤维中的一种成分。 

  30.2 对于纺织的纤维制品，本法规第 30.1 款中确定的误差允许量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纤维纺织品或纤维纺织品的组成部分中，其纺织纤维成分仅由一种纺织纤维构成；或 

  （b）纺织纤维成分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用羽绒、商用陆禽羽毛或商用水禽羽毛混合组成。 

  第 12 节 

  纺织纤维成分 Textile Fibre Content 

  第 31 条 

  31. 消费纺织品或消费纺织品的组成部分中的纺织纤维成分应依据下述的方式进行陈述： 

  （a）以本法规第 32 条为条件，对于在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占比重大于 5%的每一种纺织纤维；

应陈述： 

  （i）一般性名称； 

  （ii）以本法规第 31.1 款为条件，按照在总体中所占比重的多少，从大到小依次陈述； 

  并且 

  （iii）以本法规第 31 条（d）款、第 31.01 款和第 34.2 款的规定为条件，在纤维的一般性名称之前

或直接在一般性名称之后，一并注明该纤维所占的比重； 

  （b）以本法规第 31 条（c）和（d）款为条件，对于在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占比重低于 5%的

每一种纺织纤维；应陈述： 

  （i）按下述方式对其命名： 

  （A）称为“其它纤维（other fibre）”； 

  （B）直接在依据本法规第 31 条（a）款陈述的纤维或各种纤维之后进行陈述；并且 

  （C）以本法规第 34.2款为条件，在“其它纤维”的字样前，或直接该字样之后陈述其所占的比重； 

  （ii）也可以按照本法规第 31 条（a）款规定的方式进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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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当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占比重低于 5%的纺织纤维不止一种，若不按照第 31 条（a）款中

确定的方式陈述该纺织纤维，则应将其归到一起，统称为“其它纤维（other fibres）”进行陈述： 

  （i）直接在依据本法规第 31 条（a）款陈述的纤维或各种纤维之后进行陈述；并且 

  （ii）以本法规第 31.01 款和第 34.2 款为条件，在“其它纤维”的字样前，或直接在该字样之后注

明该纤维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此外 

  （d）当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装饰品、橡筋线或加固纱线是构成商品整体必需的部分，但在商

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占的比重低于 5%，则在陈述商品或其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时，可以排除装

饰物、橡筋线和加固纱线的内容进行陈述；前提是： 

  （i）每种需要陈述的纺织纤维所占的比重应是与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除去装饰品、橡筋线和加

固纱线的其余部分的比例，如此，这些纤维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会成比例增加，并使其总和仍然是 100%；

并且 

  （ii）应按照商品的实际情况，在直接上述（i）小段中提及的各种纤维所标注百分比数之后，注明

“装饰品除外（exclusive of ornamentation）”、“橡筋线除外（exclusive of elastic）”或“加固

纱线除外（exclusive of reinforcement）”的字样。 

  （e）款已经宣布无效 

  第 31.01 条 

  31.01 当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是已知的，但因为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是完全或

部分由混杂的或混合的纤维制品、纱线或布料制成的，使得其中每种纤维所占的百分比不能实际测定，则

本法规第 31 条（a）款（iii）小段、第 31 条（b）款（i）小段（C）子句和第 31 条（c）款（ii）小段

的规定不适用于该无法测定百分比的商品，前提是下列内容已经陈述： 

  （a）注明其中含有混杂的或混合的纤维制品、纱线或布料； 

  （b）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存在的如此的纤维制品、纱线或布料的总计数量；且 

  （c）把在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所占比例大于 5%的每种纤维的一般性名称，按其在总量中所占比

重的多少，由大到小依次陈述。 

  第 31.1 条 

  31.1 当包括在本法规表 III 内的消费纺织品，其公开标签上已预先印制了所含纺织纤维的一般性名

称，并且该名称是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每个名称的后面留出了插入该纤维在全部纤维中所占比重的空白，

则在填入该百分比数值时，不必按照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大小的顺序，并且第 31 条（a）款（ii）段也不适

用。 

  第 32 条 



247 

 

  32. 当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中的纺织纤维成分是全部或部分未知的或是无法实际测定的，则本法

规第 31 条（a）款不适用于该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未知的或无法测定的纤维制品，前提是以下内容已

经陈述： 

  （a）注明其中含有未知的、无法测定的、混杂的或混合的纤维制品；并且 

  （b）注明商品或其组成部分中所含的该纤维制品的总计数量。 

  第 33 条 

  33. 当本法规要求陈述其一般性名称的纺织纤维是再生纤维，则应直接在该纤维一般性名称之前注明

“回收（reclaimed）”、“再加工（reprocessed）”或“再生（reused）”字样。 

  第 13 节 

  零部件 Sections 

  第 34 条 

  34.1 当本法规第 37 条（a）款或（b）款中陈述的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是由两件或两件以上的

部件而不是服装附件组成的，而且该部件的纺织纤维成分不同，则该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应按照下述的

方式陈述： 

  （a）每个部件应分别命名或个别说明；并且 

  （b）直接在每个部件的名称或说明之后分别注明该纺织纤维的成分。 

  34.2 当消费纺织品是紧身衣，并且制成衣物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部件的纺织纤维成分不同，而且含

有橡胶纤维（rubber）、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spandex）、阿尼迪克斯纤维（anidex）或其它弹性纤维

（elastomer），则该弹力部件中每种纤维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不要求说明。 

  第 14 节 

  绒面织物、涂层织物和浸渍织物 Pile， Coated and Impregnated Fabrics 

  第 35 条 

  35.1 以本法规第 35.2款为条件，当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是将绒面覆加在底布上，并且是成分不

同的绒面织物（pile fabric），或是由该织物制成的，则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的纺织纤维成分应按

照下述的方式进行陈述： 

  （a）按照本法规第 31 条中确定的方式陈述；或者 

  （b）首先陈述覆在底布上的绒面的纺织纤维成分，紧随其后陈述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并且要明确

的指出放在后面陈述的是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 

  35.2 消费纺织品是附有底布的覆地织物（floor covering），当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与商品其它部

分的纺织纤维成分不同时，则在陈述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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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除去底布的部分进行陈述，并且应明白的指出，在陈述商品中除底布以外，绒面、布面或外表

面的纺织纤维成分；或 

  （b）首先陈述商品中除底布以外，绒面、布面或外表面的纺织纤维成分，紧随其后陈述底布的纺织

纤维成分，并且要明确的指出放在后面陈述的是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 

  35.3 当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是附在底布上的涂层（coated）织物或浸渍（impregnated）织物，

而且涂层或浸渍在底布上的合成织物其纺织纤维成分与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不同，或消费纺织品或其组成

部分是由上述织物制成的，则商品或商品的组成部分中的纺织纤维成分应按照下述的方式进行陈述： 

  （a）按照本法规第 31 条中规定的方式陈述；或者 

  （b）首先陈述涂层料或浸渍料的纺织纤维成分，紧随其后陈述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并且应明确指

出后面陈述的是底布的纺织纤维成分。 

  第 15 节 

  点缀物 Trimmings 

  第 36 条 

  36.1 当消费纺织品中含有的点缀物在商品的外表面上所占面积的比例超过 15%，则该纺织纤维成分

的陈述： 

  （a）商品中除了该点缀物以外的其它部分，以及本法规第 37 条（a）段或（b）段，或本法规第 38.1

款（a）段或（b）段中陈述的组成部分或是服装附件的纺织纤维成分，只要是能够测定的都应注明；并且 

  （b）点缀物的纺织纤维成分应如下陈述： 

  （i）依据本条款（a）段陈述的纺织纤维成分应分别注明，两部分的陈述应直接相邻；并且 

  （ii）应明确的指出陈述的是点缀物的纺织纤维成分。 

  36.2 当消费纺织品中含有的点缀物在商品的外表面上所占面积的比例未超过 15%，则点缀物的纺织

纤维成分应如下陈述： 

  （a）仅陈述点缀物以外的部分，并且应明确地指出陈述的是商品中除点缀物以外部分的纺织纤维成

分；或 

  （b）依据本法规第 36.1 款规定的方式陈述。 

  第 16 节 

  里布、内衬、垫料和纬纱 Linings， Interlinings， Paddings and Fillings 

  第 37 条 

  37. 当消费纺织品中含有以下组成部分： 

  （a）保暖用的里布，或是层压衬或粘合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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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保暖用的内衬、垫料或纬纱； 

  该组成部分中的纺织纤维成分应如下陈述： 

  （c）与商品中下述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分别陈述，并且应直接随下述部分的陈述之后注明： 

  （i）商品中除了上述部分以外的纺织纤维成分；以及 

  （ii）点缀物的纺织纤维成分，前提是可以测定；并且 

  （d）要明确地指出陈述的是该组成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 

  第 38 条 

  38.1 以本法规第 38.2款为条件，当消费纺织品中包含以下纺织的纤维制品： 

  （a）实现保暖以外功能的纬纱；或 

  （b）填塞料； 

  则纬纱或填塞料的纺织纤维成分应如下陈述： 

  （c）与商品的外部覆盖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包括点缀物，当可以测定时）分开陈述，并且紧随前

者的陈述之后注明；并且 

  （d）应明确指出陈述的是纬纱或填塞料的纺织纤维成分。 

  38.2 当含有本法规第 38.1 款（a）段或（b）段中陈述的纺织的纤维制品的消费纺织品是软垫家具、

床垫、弹簧床垫、坐垫、椅垫、茶巾、烤箱手套、多用垫或褥套，则商品中包含的纬纱或者填塞料的纺织

纤维成分不要求说明，但是，当陈述了有关该纺织纤维的成分，则依据本法规第 10 条，纬纱或填塞料的

纺织纤维成分应依据第 38.1 款中规定的方式进行陈述。 

  第 17 节 

  羽毛 Plumage 

  第 38.1 条 

  38.1.1 当消费纺织品是完全由羽毛组成的，或者羽毛构成了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该羽毛不同

于本法规第 26.1 款（c）段规定的“羽绒”，该羽毛或作为组成部分的羽毛仍然可以标注为“羽绒”，前

提是其符合了本法规第 25 条中关于羽绒构成的规定。 

  38.1.2 当消费纺织品中的羽毛： 

  （a）不符合本法规第 26.1 款（c）段关于“羽绒”的规定，但是符合本法规第 25 条中关于商用羽绒

构成的规定；并且 

  （b）未加入羽丝或其它纺织纤维； 

  则应在公开标签中应加入下面的注释： 

  “注：本产品中含有的羽毛不超过法律允许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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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 当消费纺织品是完全由羽毛组成的，或者羽毛构成了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不同于本法

规第 26.1 款（d）段规定的“羽毛（feather）”，则该羽毛应注明 “陆禽羽毛（landfowl feather）”、

“水禽羽毛（waterfowl feather）”或“（鸟类名称）羽毛[（name of the bird）feather]”，前提是

其符合本法规第 25 条对商用陆禽羽毛或商用水禽羽毛构成的规定。 

  第 18 节 

  服装附件 Findings 

  第 39 条 

  39. 当消费纺织品中包含了服装附件，则关于纺织纤维成分： 

  （a）仅陈述商品中除服装附件以外部分的纺织纤维成分；并且 

  （b）如果执意表达服装附件的纺织纤维成分，则其纺织纤维成分或许可以如下陈述： 

  （i）与本法规要求注明的其它纺织纤维成分各自分别注明，并且紧随其后进行陈述；并且 

  （ii）明确地指出陈述的是服装附件的纺织纤维成分。 

  第 19 节 

  商标和说明项 Trade Marks and Descriptive Terms 

  第 40 条 

  40.1 以本法规第 40.2款至第 40.4 款为条件，当依据本法规的要求注明纺织纤维的一般性名称，则

在标注纺织纤维成分时可以公开下述内容： 

  （a）为该纺织纤维或含有该纤维的纱线或布料在加拿大注册的商标；或 

  （b）就该纺织纤维或含有该纤维的纱线或布料而言，确切无误的说明项。 

  40.2 当某商标是为一种纺织纤维或含有与该纺织纤维一般性名称相同的纤维制品的纱线或布料注册

的，则该商标应用于直接紧随纺织纤维或纤维制品的一般性名称之前或之后处。 

  40.3 当某商标是为双组分复合纤维，多组分复合纤维或接枝纺织纤维，或意欲使用不止一个一般性

名称的纱线或布料注册的，则该商标应用于直接紧随纺织纤维公开成分的标注之前或之后处。 

  40.4 商标或说明项使用的字体，在字体大小和显示程度上不应超过纺织纤维的一般名称使用的字体。 

  第四部分 

  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 

  PART IV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第 41 条 

  41. 文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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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当描述消费纺织品，消费纺织品的组成部分或其它任何纺织纤维品时，在纺织纤维的名称前加

了“全（all）”或“纯（pure）”的字样，而实际该产品中除了该陈述的纺织纤维以外还含有其它纺织

纤维，除非本法规第 29.2款规定允许的使用；或 

  （b）使用“原（virgin）”或“新（new）”的字样来描述再生纺织纤维， 

  （c）款和（d）款已经宣布无效； 

  应视为构成了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除非有反驳的证据。 

  第 42 条 

  42. 措辞的使用： 

  （a）当描述纺织纤维品使用了“手工编织（hand-knitted）”、“手工艺品（hand-crafted）”或

“手工成形（hand-framed）”的措辞，而实际该产品是全部或部分由设备或机器编织的，并非完全由手

工或用踏板机操作完成； 

  （b）当描述纺织纤维品使用了“手工纺纱（hand-spun）”、“手工针织（hand-woven）”或“手工

工艺品（hand-crafted）”的措辞，而实际该产品是全部或部分由设备或机器纺纱或针织的，并非完全由

手工或用踏板机操作完成； 

  （c）当描述纺织纤维品使用了“手工印制（hand-printed）”或“手工工艺品（hand-crafted）”

的措辞，而实际该产品是用手工印模，手工印花或手工印版以外的方法印制的； 

  则应视为构成了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除非有反驳的证据。 

  第 43 条 

  43. 当使用了纺织纤维品的线性度量单位描述已经裁剪制成的消费纺织品成品时，则应视为构成了虚

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除非有反驳的证据。 

  第 44 条 

  44.1 当描述纤维纺织品或以其它方式涉及到描述纤维纺织品时，使用的任何措辞、文字、叙述或标

识，表示或暗示该产品含有某些皮毛、毛发或毛料，或为此采用了该皮毛、毛发或毛料的动物形象，而实

际该产品并不由该皮毛、毛发或毛料制成，或不包含该皮毛、毛发或毛料，并且在如此的使用时，没有附

加授权性质的或说明性质的文字确认或表达该事实，则应视为构成了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除非有反

驳的证据。 

  44.2 本法规第 44.1 款的适用： 

  （a）无论本法规第 44.1 条中陈述的纤维纺织品或其组成部分是否故意，均视为仿冒皮毛、毛发或毛

料；然而 

  （b）仅当表示的皮毛、毛发或毛料的纤维纺织品采用了相同种类或相同性质的纺织纤维时，该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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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才视为适合使用上述措辞、文字、叙述或标识。 

  第 45 条 

  45. 当使用的任何措辞、文字、叙述或标识，表示或暗示着某种鸟，而该鸟的羽毛在全部羽毛中重量

所占的比例不足 90%，则应视为构成了虚假的或令人误解的表达，除非有反驳的证据。 

  第五部分 

  查封和扣押的物品 

  PART V 

  THINGS SEIZED AND DETAINED 

  第 46 条 

  46. 当监查员决定扣押依据法令的第 10 条查封的纤维纺织品或其它物品时，他可以把物品扣押在物

品查封的建筑或场所内，也可以在他的监督下，将该物品转移到他认为合适的其它地方予以扣押。 

  表 I 

  下列消费纺织品是为了法令的第 3 条（a）款的意图而规定的： 

  1 以本法规表 II 为前提条件，供人佩戴或悬挂的消费纺织品，包括假发、男用假发、假胡须、假眉

毛、假睫毛或头部的其它配饰件。 

  2 覆地织物。 

  3 装饰家具的外罩、床垫、弹簧床垫、坐垫、椅垫、烤箱手套、茶巾、多用垫和褥套。 

  4 下列物品的覆盖物、外套或外罩： 

  （a）家具； 

  （b）家用器具； 

  （c）盥洗装置；或 

  （d）汽车座椅。 

  5 熨衣板或熨袖板的外罩或垫子。 

  6 帷帐、帷帐衬和窗帘。 

  7 桌台布和装饰布、餐垫、餐巾、小型桌布、长桌布和沙发（椅子）套。 

  8 毛巾、浴巾和洗碗布。 

  9 阿富汗毛毯、睡袋、包括枕头在内的全部床上用消费纺织品。 

  10 布匹（包括窄条织物）、纱线、丝线、绳索、棉絮和其它可用做填塞料、纬纱或垫料的消费纺织

品。 

  11 雨伞和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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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帐篷和帐篷伞。 

  13 床罩。 

  

表 II 

  法令第 3 条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以下消费纺织品： 

  1 预先确定的仅一次性使用的商品。 

  2 含有纤维纺织品的下列商品： 

  （a）鞋套、靴子、鞋子、室内用的拖鞋、鞋衬垫和鞋内底； 

  （b）手提包、行李箱、手提箱和毛刷； 

  （c）玩具、装饰品、图画、灯罩、挂毯、墙帷、饰墙布、房间隔帘、屏风、图书封面、书签、礼品

的缎带包装、旗帜和三角旗； 

  （d）除运动服装之外的运动和比赛装备； 

  （e）草地和沙滩用的家具，包括草地和沙滩用的雨伞和遮阳伞，以及吊床； 

  （f）婴儿用游戏围栏、婴儿床围栏、跳跃保护垫、手推车、婴幼儿汽车坐垫； 

  （g）标签、胶带和胶条、除尘布和除尘手帕、治疗器具和电热毯； 

  （h）宠物用品；和 

  （i）乐器和乐器附件。 

  3 腰带、背带、臂章、吊袜带、月经带和卫生巾。 

  4 已被宣布无效 

  5 所含纤维纺织品是实现下列功能的消费纺织品 

  （a）在消费纺织品中作为辅助作用出现的或另外的用途相似的；或者 

  （b）是作为纬纱或填塞料。 

  6 草帽或毡帽、运动时佩戴的护垫或头盔、卷发发夹、发网和浴帽。 

  7 铺在地毯下的垫子。 

  8 无纺织非纤维材料，包括塑胶薄膜和泡沫材料。 

  9 家用的绳、线，未预期用于法定消费纺织品的工艺缎带，捆扎用绳，单股捆包绳和礼品包装缎带。 

  

表 III 

  1 头饰、假发、男用假发、假胡须、假眉毛、假睫毛等头部使用的配饰件；内衣、睡衣、女用化妆衣、

泳装、针织袜、尿布、手帕、丝巾、手套、连指手套、鞋套、围裙、儿童用围巾、领带、领巾、衬衫胸襟



254 

 

和可分离的领板和袖口。 

  2 覆地织物。 

  3 装饰家具的外罩、床垫、弹簧床垫、坐垫、椅垫、烤箱手套、茶巾、多用垫和褥套。 

  4 熨衣板或熨袖板的外罩或垫子，盥洗用具的外罩。 

  5 桌台布、桌布垫布、餐垫、餐巾、小揩巾、长桌布和沙发（椅子）套。 

  6 擦碟巾、洗碟布和洗碗布。 

  7 布匹（包括窄条纺织物）、纱线、丝线、绳索、棉絮和其它可用做填塞料、纬纱或垫料的消费纺织

品。 

  8 雨伞和遮阳伞。 

  9 床罩。 

  

附件 4E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Regulations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285  

  关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标记、包装和分级的法规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GRADING， PACKING AND MARKING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提要  

  SHORT TITLE 

  第 1 条 

  1  提要 SHORT TITLE 

  引用本法规可称为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说明 

  INTERPRETATION 

  第 2 条 

  2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法规  In these Regulations 

  可接收的方法 acceptable method  

  废止 SOR/95-475，s。2； 

  法令 Act （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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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加拿大农产品法》（Canada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t；）； 

  掺杂 adulterated （falsifié） 

  意旨在农产品中掺入了次级产品，定义在《食品和药品法规》（Food and Drug Regulations）第 15

条 B.01.046 和 B.01.047 中； 

  检查局 Agency （Agence） 

  依据《加拿大食品检查局法》第 3 条中规定的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总区域 aggregate area （superficie globale） 

  意旨某个地区相当于（可视为）一定直径的圆形区域； 

  加拿大农产品标识 Canada Produce Legend （estampille Canada） 

  依据本法令第 3 部分的规定表达的农产品标识，关联词：“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食品检查局（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加拿大”和一个注册登记机构的注册号码； 

  加拿大单位 Canadian unit （unité canadienne） 

  依据《度量衡法》（Weights and Measures Act）表Ⅱ的规定表达的测量单位； 

  重量变化的产品 catch-weight product （produit à poids variable） 

  意旨农产品因为本身的自然属性，其中的部分不能正常的保持预先确定的重量，通常是在销售包装容

器中改变了重量； 

  条件缺陷 condition defect （défaut d'état） 

  农产品在存储或运输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品质劣化； 

  容器 container  

  废止 SOR/86-864， s. 1； 

  污染 contaminated （contaminé） 

  意旨农产品包含化学的药品、有毒的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工业污染物、药品、微生物、杀虫剂、有

毒物质、霉菌或任何其它不允许存在的物质，以及在数量上超过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Canad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食品和药品法》（Food and Drugs Act）《控制产品有害物法》（Pest 

Control Products Act）规定限度的物质； 

  原产地（国家）country of origin （pays d'origine） 

  农产品种植、生长和成熟的地方（国家）； 

  退化 decay （pourriture） 

  意旨农产品变软、熟化或组织的衰退，源于任何的原因并且是通常认为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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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数量的声明 declaration of net quantity （déclaration de quantité nette） 

  意旨农产品的净数量依据本法规第 10 条的规定标记在包装容器上； 

  直径 diameter （diamètre） 

  垂直于轴向的最大宽度； 

  主任 Director （directeur） 

  由检查局长任命的主任； 

  区域主任 District Director 

  废止 SOR/82-1048， s. 1； 

  可食品 edible （version anglaise seulement） 

  适合于食用的物品； 

  脆熟 firm ripe （mûries à point） 

  意旨苹果在成熟阶段的过程中，当其处于果肉脆而且不能承受轻微压力的状态时； 

  食品 food （aliment） 

  同一的该定义在《食品和药品法》（Food and Drugs Act）第 2 条中； 

  食品添加剂 food additive 

  废止 SOR/95-475， s. 2； 

  检查证书 inspection certificate （certificat d'inspection） 

  经由检查局长核准的表格视为检查证明书； 

  检查点 inspection point （endroit d'inspection） 

  意旨任何地点，检查员可以正常的操作或使用，依照主任的意见，倘若检查可以顺畅的进行； 

  标签 label 

  废止 Repealed， SOR/88-428， s. 1； 

  检测批 lot （lot） 

  因为任何的原因单独接受检查的一批产品的总数量； 

  公制单位 metric unit （unité métrique） 

  依据《度量衡法》表Ⅰ的规定表达的测量单位； 

  微型蔬菜 miniature vegetable （mini-légume） 

  意旨某种通过种植培育开发的蔬菜品种，当成熟时，不超过某个小的尺寸，但是不包括不成熟的或尺

寸较小的非微型蔬菜品种； 

  业务员 operator （exploi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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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注册机构业务的人； 

  永久缺陷 permanent defect （défaut permanent） 

  任何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缺陷； 

  预包装产品 prepackaged product （produit préemballé） 

  产品预先包装在容器中，一种常用的销售方式，为了使用或消费者购买时不再进行包装； 

  主要显示版面 principal display panel （espace principal） 

  在全部或部分的主要显示面上应用了标签的那部分表面； 

  主要展示面 principal display surface 

  （a）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的一个侧面或表面是显而易见的，该侧面或表面的总

面积，但不包括顶部（即使它有）； 

  （b）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的盖子是显而易见的，该盖子表面的总面积； 

  （c）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容器没有显而易见的侧面或表面，任何容器总面积的 40%，

不包括顶部和底部（即使它有），该 40%的面积在销售或使用时可以是显而易见的； 

  （d）侧面尺寸相等的袋子，其中一侧的总面积； 

  （e）侧面尺寸不相等的袋子，其中最大一侧的总面积； 

  （f）包装容器的材料或封缄材与其包含产品的大小相比太窄，在销售或使用的常规或习惯的场合，

在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个侧面或表面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附属于该容器的标贴或吊牌的总面积。

（principale surface exposée） 

  农产品 produce （produit） 

  任何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坚果或可食的真菌； 

  规划协调者 program coordinator 

  废止 Repealed， SOR/83-703， s. 1； 

  规划管理人员 program manager 

  废止 Repealed， SOR/94-510， s. 1； 

  适当的包装 properly packed 

  关于农产品的包装容器，意旨以下各项： 

  （a）农产品的包装方式不应导致产品在操作或运输期间的损坏； 

  （b）包装容器内包含的产品不应少于标签上产品净数量的声明； 

  注册机构 registered establishment （établissement agréé） 

  意旨与本法规第 56 条的规定符合一致的某个注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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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菁甘蓝 rutabaga 

  意旨普遍共识的蔬菜，如“瑞典甘蓝”（swede turnip）但是不包括通常较少的普遍共识的品种如“夏

季甘蓝”（summer turnip）。 

  第一部分 

  施用 

  APPLICATION 

  2.1.1 进口贸易、省际的交易、向消费者出售新鲜的或用于食品加工的所有的农产品依据本法规以下

第 2.1.2 款中适用的规定。 

  2.1.2 本法规第 3.1.1 款不适用以下的农产品： 

  （a）白芦笋、酸黄瓜和樱桃西红柿； 

  （a.1）微型黄瓜以外的微型蔬菜； 

  （b）没有去掉顶叶的甜菜、胡萝卜和洋葱； 

  （c）播种马铃薯（种子） 

  （i）获得播种种子证书依据《播种法规》（Seeds Regulations）；或 

  （ii）鉴定种子依据 1987 年 3 月 6 日的《美国标准马铃薯种子的等级》（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Grades of Seed Potatoes）； 

  （c.1）草莓、除非符合一个相关的等级； 

  （c.2）农产品预定为家畜的饲养或是准备作为动物食品的，在进口和省际贸易的情况下，由相应的

政府权威部门颁发的证书或许可证证明该事实； 

  （d）农产品是一个移民或一个移居国外的人拥有财产一部分； 

  （e）农产品作为任何船、火车、机动车辆、飞机或其它交通工具的全体乘务员或旅客的食品； 

  （f）一个或一个以上种类的海运农产品，由不超过 15 个包装容器组成并且该产品的总重量不超过

250 kg； 

  （g）水果与其另外的品种或与另外的食物产品合并盛放在一个水果篮子中或以礼品包装的形式在市

场销售时： 

  （i）包装容器应显而易见的用标签标明：“礼品包装”（Gift Pack）； 

  （ii）在一个包装容器中，每个品种的水果净重量不超过 1kg；并且 

  （iii）一个包装容器的内容物总的净重量不超过 10kg； 

  （h）蔬菜与其另外的品种合并盛放在一个包装容器在市场销售时： 

  （i）包装容器应显而易见的用标签标明：“合并包装”（Stew-pack）或“合并蔬菜”（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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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tew） 

  （ii）在一个包装容器中，每个品种的蔬菜净重量不超过 1kg；并且 

  （iii）一个包装容器的内容物总的净重量不超过 10kg； 

  （i）授权允许经销商在市场上经营农产品的审定依据本法规 2.3.2 的规定；并且 

  （j）本法令的主旨和目标同样涵盖并适用于捐赠给任何依据《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注册

登记的慈善机构或非盈利性组织的农产品。 

  2.1.3 本法规第 2.1.2 款（d）到（g）段、（i）和（j）段不适用于越橘包装容器体积在 6L 或 6L 以

下的情况： 

  （a）运输来自新斯科舍省、新不伦斯克省或爱德华王子岛省；或 

  （b）进口来自所有美国东部和包括北方达科他州，南方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

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这些的越橘蛆虫大批出没的指定区域。 

  禁令 

  PROHIBITION 

  2.2  除非本法规之外另有规定，除非满足本法规的要求其产品等级符合其中之一，否则不允许商人

进行农产品的进口、出口或省际的交易。 

  免责 

  EXEMPTION 

  2.2.1 部长或部长委派的代表免除出口贸易中的任何新鲜水果或蔬菜的关联法令和本法规规定的要

求。 

  2.2.2 当部长或部长委派的代表认为必要时，既当该进口定货有利于缓解加拿大由于国内生产可得到

的新鲜水果或蔬菜或相当的产品供应不足，可以免除进口或省际贸易中的任何新鲜水果或蔬菜关联法令和

本法规规定的要求。 

  试销 

  TEST MARKETING 

  2.3.1 当任何的农产品或其包装容器或其标签之一不适合本法规的要求时，商人可以书面的形式向部

长提出申请，请求就本法规某项要求的免责，试销该农产品。 

  2.3.2 部长可以在接到书面申请后，授权商人最多 24 个月试销该农产品；在此后： 

  （a）部长根据得到的市场信息，认为试销该农产品是正当的并为此感到满意；并且 

  （b）商人应向部长提供以下证明： 

  （i）使用的包装容器适合于该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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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包装容器的标签不致使该农产品在自然属性、定量、质量、成份、品质、安全、价值、品种或

原产地方面令人误解；并且 

  （iii）该农产品应符合本法规第 3.1 条款的要求。 

  第二部分 

  产品 

  第 3 条 

  评级和标准 

  GRADES AND STANDARDS 

  3.1 以本法规第 3.1.1、3.1.2 和 3.2 款为前提条件，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评级命名和标准在本法规的

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中规定。 

  3.1.1 以本法规第 3.1.2 款为前提条件，适用于进口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预包装产品、包装件或在加拿

大境内为了销售而预包装的产品，其评级命名的要求在本法规的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中规定。 

  3.1.2 本法规第 3.1.1 款提及的产品，经销该产品的原始包装容器和符合加拿大等级标准的前提条件

在本法规的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中陈述，当进口农产品等级名称体现的质量充分的等同于本法规的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陈述的产品评级命名条件时，允许进口农产品具有已制定的原产地的等级名称。 

  3.1.3 当进口的新鲜水果的品种符合本法规的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评级命名符合本法规的第 3 条

的 

  附加条款和表，或符合本法规第 3.1.2 款规定的评级命名时，该水果应视为符合加拿大评级命名的条

款。 

  3.1.4 当进口的新鲜蔬菜的品种符合本法规的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评级命名符合本法规的第 3 条

附加条款和表，或符合本法规第 3.1.2 款规定的评级命名时，该水果应视为符合加拿大评级命名的条款。 

  3.2 由于条件缺陷降低了等级的措施 

  （a）对苹果（apples）、甜菜（beets）、甘蓝（cabbage）、胡萝卜（carrots）、洋葱（onions）、

欧防风（parsnips）、梨（pears）、马铃薯（potatoes）或芜菁甘蓝（rutabagas）的所有批次进行抽样

检验；  

  （b）在运输或重新包装时，对本法规第 3.2 款（a）段没有提及的任何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第 3.3 条款 废止 SOR/94-718， s. 2。 

  第 3 条的附加条款和表 

  健康和安全 

  HEALTH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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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附加表）以本法规第 3.1.2 附条款为条件，符合以下规定的农产品，可作为食物进行进出口

贸易或省际贸易： 

项目 要求农产品 

a 没有掺入杂质（is not adulterated） 

b 无污染（is not contaminated） 

c 是可食用的（is edible） 

d 

免除任何活体的昆虫、蝎子、蛇、蜘蛛或其它自然界或许有害健康的生物侵害 

（is free of any live insect， scorpion， snake， spider or other living 

thing that may be injurious to health） 

e 加工准备过程清洁卫生（is prepared in a sanitary manner） 

f 

光照的规定条件符合《食物和药品法》中的部分 B 的第 26 条的规定 

（where irradiated， is irradiated in accordance with Division 26 of Part 

B of the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s） 

g 

符合《食物和药品法》和《食物和药品法规》中的所有关于农产品的规定 

（meets all other requirements of the Food and Drugs Act and the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produce） 

h 

符合《植物保护法》的规定和依据这个法令制定的法规的规定。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lant Protection Act and the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at Act） 

  3.1.2（附加条款）为使农产品符合本法规第 3.1.1 附表中（a）到（h）的规定，任何人不应将掺杂

次品或受到污染的农产品掺到同类的不含次品或无污染的农产品中去。 

  第 3.1.3 条款 废止 SOR/95-475， s. 2。 

  3.1.4（附加表）在本法规 3.1.1 附加表的（e）中，“加工准备过程清洁卫生”含义中包括了以下的

加工准备过程 

项目 要求农产品 

a 

在清洗或水槽输送的过程中，不应使用停滞不流的水或污染了的水 

no stagnant or polluted water is used in the washing or fluming of the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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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包装之前进行清洗时，应使用饮用水来清除农产品表面的污物 

only potable water is used in the final rinsing of the produce to remove 

any surface contaminant before packing 

c 

最终清洗后的水，如果想重复使用，只能用于初次清洗或水槽 

the final rinse water， if reused， is used only in the initial washing 

or fluming of the produce 

d 
处理设备应经常定期清洁 

the produce is handled with equipment that is cleaned regularly 

  3.2 （附加表）对于掺杂次品或被污染的农产品，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可以作为动物饲料的进出口

贸易或者省际贸易： 

项目 要求农产品 

a 适合用做动物饲料 fit for use as animal food 

b 
标签上注明“动物饲料 （animal food）”或“aliments pour animaux（法文）”字样 

labelled with the words "animal food" or "aliments pour animaux" 

c 
不同于食品的加工制作，该产品是单独加工有意用做动物饲料的 

prepared separately from produce intended for use as food 

d 
在适当的地方（包装）表明该产品是不可供人食用的 

the produce is handled with equipment that is cleaned regularly 

  第 3.3 条款废止， SOR/2003-6， s. 5 

  第三部分 

  包装和标签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包装 

  Packaging 

  第 4 条 

  4.以本法规第 6 条和第 6.1 款为条件，本节内容不适用于下列相关农产品： 

  （a）该农产品的预包装材料或封缄材的宽度小于 13 mm （1/2 英寸）；或 

  （b）在零售商店里陈列的散装的农产品，包括： 

  （i）该农产品除条形码、数字码、环境报告和产品处理标志外无其它标签，并且使用其它透明材料

包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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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该农产品无任何包装。 

  第 5 条 

  5.1 以本法规第 5.2 条和第 6 至 7 条为条件，农产品可以在任何适合的包装容器中上市交易。 

  5.2 经级别鉴定的农产品在进口交易或省际交易期间使用的包装不应超过以下规定的定量： 

  （a）盛放苹果的容器，净重不应超过 25kg；或 

  （b）盛放其它农产品的容器，净重不应超过 50kg 。 

  第 6 条 

  6.1 农产品包装容器不应具有与农产品的质量、数量、成份、特征、安全、价值、原产地或品种不符

的标签。 

  6.2 对于可以看到并能确认的农产品的包装，产品的预包装应能够显示出该产品的自然属性和品质。 

  6.2.1 以本法规第 6.2条为条件，以下品种的农产品以预包装产品的形式在市场销售时，即甜菜、胡

萝卜、洋葱、欧防风、马铃薯和芜菁甘蓝，包装应符合本法规 4—26 有关条款的要求。 

  6.2.2 本法规第 6.2.1 条中涉及的一类农产品，除净重不超过 1.36kg（3 磅）的农产品可以用任意的

透明容器包装销售外，其它农产品应用袋子包装： 

  （a）甜菜、胡萝卜、欧防风、马铃薯和芜菁甘蓝应用袋子包装；和 

  （b）洋葱应用袋子包装，直径不小于 76mm（3 英寸）的西班牙洋葱除外。 

  第 7 条 

  7. 包装农产品的容器应无污物、污染、变形、破损或其它损坏，以免影响农产品海路运输的质量或

该产品在当地的销售。 

  第 8 条 

  8. 包装农产品的容器应： 

  （a）安全、封口的方式适合于容器的形式； 

  （b）当使用袋状的容器盛装甜玉米时，容器应采用带网孔的材料，而且容器应采用新的、清洁的和

无污染的； 

  （c）用来盛放马铃薯或洋葱的容器应采用新的、清洁的和无污染的。 

  第 9.条款 废止， SOR/92-618， s. 7 

  标签 

  Labelling 

  第 10 条 

  10.1 农产品预包装容器上的标签按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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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标签应标明农产品的等级名称，产品的等级是通过产品相关法规来制定和规范的； 

  （b）标签应按照本法规第 10.3、10.4、10.6 条和 10.6.1 款的规定，以及本法规第 10.11 款对于进

口的农产品的规定，标注符合规定的信息； 

  （c）标签应符合《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以及《消费

品包装和标签法规》（Consumer Packaga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的规定。 

  10.2 根据本法规第 23 条，经由海路运输的农产品的包装容器应使用官方语言在标签上标注如下信

息： 

  （a）产品通用名； 

  （b）产品的等级名称，进口产品除外； 

  （c）产品净数量； 

  （d）对交易负责任的人及其身份和地址，包括培育农产品的人或包装农产品用于出售的人； 

  （e）凡本法规第 10.3、10.4、10.6 条和 10.6.1 款，以及本法规第 10.11 条中对于进口农产品所规

定的信息，应予以标注。 

  10.2.1 本法规第 10.2款中的（a）段不适用于盛放农产品的容器是开口的或透明的情况。  

  10.3 用于盛放苹果或梨子的容器应在标签上标明苹果或梨子的品种名称。 

  10.4 以本法规第 10.5款和第 23 条为条件，用于盛放散装苹果的容器应按第 I 部分中第 4.1 款中的

（c）段所述的规定，在标签上标明苹果的直径范围。 

  10.5 本法规第 10.4 条不适用于以下情况的容器： 

  （a）透明容器； 

  （b）容量不超过 11 夸脱的开口篮篓；  

  （c）容器中盛放的苹果大到加拿大商业烹食等级。 

  10.6 贴在放桃子的篮子或放散装桃子的容器的标签，应根据关于桃子分级的规定注明其最小直径。 

  10.6.1 贴在黄色果肉品种食用的马铃薯容器上的标签，应在容器的主要显示面上用高度不低于 1/2

英寸（12.7 mm）的粗体文字注明： 

  （a）当采用的包装可见产品时，容器标注的通用名称应为：“黄色果肉 （yellow fleshed）”；或 

  （b）当采用的包装不可见产品时，容器标注的通用名称应为：“黄色果肉马铃薯 （yellow fleshed 

potatoes）”  

  10.7 根据本法规第 8 条，凡本法规所规定的在农产品标签上所需要注明的信息，应在该农产品的标

签上予以标注，对于标签的位置没有特别的要求，但不能贴于容器底部。 

  10.8 根据《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中对农产品的有关规定，凡是该法令中规定应在标签上标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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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应符合《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中规定的形态和方式，在标签上予以标注。 

  10.9 第 I 部分中列出的等级名称不适用于进口农产品，也不能与关联进口的农产品一起使用。 

  10.10 除非每个农产品的包装容器上都标注了与产品符合一致的等级名称，否则，等级名称不应与农

产品联在一起使用。 

  10.11 对于进口农产品的外包装容器，应在主要显示面以其净重量或等级名称标记的旁边，标注“产

品来自（Product of）”或“产于（Produce of）” “生长于（Grown in）” “原产地（Country of Origin）”

等字样，在其后应注明该农产品原产地的国家名称，或其它能明确表述该产品产于哪个国家的词语。 

  第 11 条 

  11.1 使用农产品的标签的时候，应确保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标签仍保留在该商品上。 

  11.2 以本法规第 12 条为条件，凡本法规所规定的农产品标签上需要注明的信息，在标注时必须考虑

到让在消费者购买时可以方便的阅读。 

  第 12 条 

  12.1 在本条款中，文字的“高度”是指： 

  （a）当字母采用大写形式的时候，文字的“高度”指的是大写字母的高度； 

  （b）当字母采用小写字母或者大小写字母混合的时候，文字“高度”指的是小写字母“o”的高度。 

  12.2 根据本法规第 12.5 条，标注净重量、等级名称、原产地和第 III 部分中列出的条目时，使用的

字母和数字以及注册时的批准号必须使用粗体格式的字母和数字，且高度不应低于下述规定： 

  （a）如果包装容器的主要显示面不超过 5 平方英寸 （32 平方厘米），则字母和数字的高度不应低

于 1/16 英寸 （1.6 毫米）； 

  （b）如果包装容器的主要显示面不超过 40 平方英寸 （258 平方厘米），则字母和数字的高度不应

低于 1/8 英寸（3.2 毫米）； 

  （c）如果包装容器的主要显示面大于 40 平方英寸 （258 平方厘米），但不超过 100 平方英寸 （645

平方厘米），则字母和数字的高度不应低于 1/4 英寸（6.4 毫米）； 

  （d）如果包装容器的主要显示面大于 100 平方英寸 （645 平方厘米），但不超过 400 平方英寸 （25.8 

平方分米），则字母和数字的高度不应低于 3/8 英寸（9.5 毫米）；和 

  （e）如果包装容器的主要显示面大于 400 平方英寸 （25.8 平方分米），则字母和数字的高度不应

低于 1/2 英寸（12.7 毫米）。 

  12.3 以本法规第 12.5款为条件，本法规规定的在农产品标签上需要注明的信息，除去本法规第 12.2

款涉及到的相关信息以外，其余信息必须以印刷体的形式进行标注，且高度至少要达到 1.6 mm。 

  第 12.4 条款废止，SOR/94-510， 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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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本法规第 12.2 款和第 12.3 款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该农产品是在零售商店里散装包装的； 

  （b）该农产品是在零售商店称重后再包装出售的。 

  第 12.6 条款 废止， SOR/94-510， s. 8 

  第 13 条 

  13. 净数量的单位如果是用公制单位和加拿大单位一起标注的，应对应靠近成一组。 

  第 14 条 

  14.1 对于本法规中未规定净数量要求的农产品，当要表述数量的时候，应符合以下原则：  

  （a）如果农产品是事先已经包装好的，则该农产品净数量的标注原则如下： 

  （i）标注时可以采用公制单位和加拿大单位， 

  （ii）标注时也可以采用 25 克、50 克、125 克、250 克、500 克、750 克或 25毫升、50 毫升、125

毫升、250 毫升、500 毫升、750 毫升，或者 500 克或 500 毫升的整倍数作为单位进行标称； 

  （b）如果农产品是未经包装的，则该农产品净数量的标注原则如下： 

  （i）标注时可以采用公制单位， 

  （ii）标注时也可以采用加拿大单位， 

  （iii）标注时可以采用公制单位并加拿大单位。 

  第 14.2 条款废止，SOR/88-428， s. 5 

  14.3 如果农产品的净数量是采用公制单位或采用加拿大单位，本法规第 14.1 款中（a）段不适用于

以下情形： 

  （a）该农产品是在零售商店里散装包装的； 

  （b）该农产品是在零售商店称重再包装后出售的。 

  第 15 条款至第 17 条款.废止，SOR/94-510， s. 10 

  第 18 条 

  18 如果苹果、桃子或梨子整齐的摆放在一个封闭的包装容器里，那么其净数量的标注应表达出农产

品的数量。 

  第 19 条 

  19.1 以下农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应标示出产品的净数量： 

  （a）花椰菜或莴苣头； 

  （b）芹菜杆； 

  （c）甜玉米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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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加拿大一级温室黄瓜的包装容器上应用数量表示。 

  19.2 直径超过 3 英寸（76.2mm）的西班牙洋葱为预包装产品时，其净数量标注可用洋葱的数量表示。 

  19.3 尽管本法规第 19.1 款中的（c）段中对甜玉米穗净重标注作了规定，但是，如果甜玉米穗不是

预包装产品，净数量可以用体积量表示。 

  19.4 如果甘蓝是用容器包装，而不是用袋子包装的，其净数量可以用甘蓝的数量表示，也可以用体

积量表示。 

  第 20 条 

  20. 以本法规第 19 条为条件，如果农产品是使用袋子来包装的，该农产品的净数量应用重量来表示。 

  第 21 条款和第 22 条款废止，SOR/94-510， s. 11 

  第 23 条 

  23. 如果某种农产品的容器是包装在其它容器中的，在外面的容器上只需标注以下信息： 

  （a）该农产品的通用名， 

  （b）通过产品相关法规制定的该农产品的等级名称，进口产品除外； 

  （c）对产品负有责任的人及其身份和地址，包括种植该产品的人或包装产品用于销售的人； 

  （d）进口农产品的原产地，符合本法规第 10.11条的规定。 

  但是，如果以上（a）到（d）段中所述的所有信息，当不需要打开外面的容器就可以从内装容器中或

内装容器上方便而又清晰地看到时，这些信息就不需要在外面的容器上再进行标注。 

  第 24 条 

  24. 法规已制定的评级命名不适用于陈列在零售商店待售的苹果，除非该苹果是早期品种需要说明

时。 

  第 25 条 

  25. 当依据法规的规定应在标签上标注农产品的大小时，应紧邻等级名称标注对应的尺寸大小，且单

位应符合以下规定： 

  （a）可以采用公制单位标注； 

  （b）可以采用加拿大单位标注； 

  （c）可以采用公制单位并加拿大单位标注；或 

  （d）也可以采用第 II 部分列出的表述方法。 

  第 26 条 

  26. 任何依照法规制定等级的农产品或进口到加拿大的农产品，都不应使用任何带有宣称或暗示该包

装产品的质量优于标注的同等级产品的任何承诺或书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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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进口和省际贸易 

  IMPORT AND INTERPROVINCIAL TRADE 

  省际贸易 

  Interprovincial Trade 

  第 27 条 

  27.1 以本法规第 27.2款和第 29 条为条件，经过等级评定的农产品在省际贸易中销售时，应符合以

下规定： 

  （a）该农产品已经按照本法规 4—26 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包装并且应用了标签； 

  （b）该农产品符合本法规第 3.1 款中可适用的规定。 

  27.2 本法规第 27.1 款不适用于越橘，除生长在新斯科舍色省 （Province of Nova Scotia）、新不

伦瑞克省 （New Brunswick）或爱德华王子岛省 （Prince Edward Island）的越橘除以外。 

  第 28.条款 废止，SOR/94-510， s. 12 

  第 29 条 

  29.1 以本法规第 29.2条和第 29.3 条为条件，任何人不得在省际贸易中经销以下品种的农产品： 

  （a）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等地出产的苹果或从这些地

方运输的苹果； 

  （b）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省、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等地出产的或从这些地方

运输的马铃薯； 

  （c）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等地出产的或从这些地方运输的越橘，以及包装在

六升及六升以下的容器中的越橘； 

  （d）和（e）废止 SOR/95-225， s. 1 

  29.2 本法规第 29.1 款中提到的可以在省际贸易中销售的农产品，在销售中应持有以下文件证明： 

  （a）应有一份由检查员出具的检查证明，用来证明该农产品符合本法规的要求。该证明应在出货前

三天内（包括周六和节假日）出具； 

  （b）如果检查时不能出具检查证明，应有一份由检查员出具的文件，用来证明该农产品已经接受检

查并且符合本法令的要求。该文件应在出货的前三天之内（包括周六和节假日）出具并由检查员签字； 

  （c）如果在本法规第 40.1.款的（a）或（b）段中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执行检查时，应有一份由检查

员出具的免检通行证，通行证样式由办事机构确定。 

  29.3 如果一个公司的注册、维持和运营符合本法规第 56 条款的规定，本法规第 29.1 条就不对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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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农产品施用。 

  第 30 条款. 废止 SOR/92-618， s. 12] 

  第 31 条款. 和第 32 条款.废止， SOR/98-155， s. 2 

  第 33 条款. 废止 SOR/95-225， s. 3 

  进口贸易 

  Import Trade 

  第 34 条 

  34.1 以本法规第 34.2款到 34.4 款和第 35 条为前提条件，任何人不应在进口贸易中经营违反本条款

规定的农产品： 

  （a）该农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i）根据本法规 4—26 条款的有关进行了包装和应用了标签；和 

  （ii）该农产品符合本法规第 3.1 款中可适用的规定。 

  （b）如果该农产品是苹果、洋葱或马铃薯，将由检查员在以下地点进行检查： 

  （i）如果这个加拿大进口港是一个检查点，可在港口进行检查；或 

  （ii）或者在其它任何检查员授权认可的检查点进行检查；和 

  （c）如果该农产品是苹果、洋葱或马铃薯，该农产品应具有符合本法规的检查证明。 

  34.2 在进口贸易中销售的苹果应符合下列等级要求之一： 

  （a）如果在进口贸易中销售的苹果来自美国或从其他国家经由美国海运到加拿大，而且也没有受到

担保，就应符合加拿大最优级或加拿大特级标准； 

  （b）如果在进口贸易中销售的苹果来自于除了美国的其他地方，就应符合加拿大最优级、加拿大特

级或加拿大中间等级的标准。 

  34.3 在进口贸易中销售的马铃薯应符合加拿大的一等标准。 

  34.3.1 不应进口人工染色的马铃薯。 

  34.4 本法规第 34.1 款不适用于食用大黄。 

  第 35 条 

  35.1 以本法规第 35.4款为条件，从美国进口的或从其他国家经由美国海运到加拿大的苹果、洋葱和

马铃薯（有担保的除外）应该有以下文件证明这些苹果、洋葱和马铃薯是符合本法规要求的： 

  （a）由美国农业部签发的一份有序列号的联邦国家检查证明；或 

  （b）由美国联邦检查监查员以电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出具的检查证据。 

  35.2 根以本法规第 35.5 条为条件，从新西兰进口的苹果应有以下文件证明这些苹果符合加拿大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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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加拿大特级或加拿大商用级别的标准，并且符合本法规的要求： 

  （a）由新西兰农业渔业部签发的一份有序列号的检查证明；或 

  （b）由新西兰农业渔业部以电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出具的检查证据。 

  35.3 本法规第 35.1 款和第 35.2 款中提及的证明应以证书的形式签署，或标注“符合加拿大进口标

准”或“Satisfait aux exigences d'importation du Canada（法语：符合加拿大进口标准）”字样。 

  35.4 当加拿大进口按本法规第 35.1 款中提及的苹果、洋葱或马铃薯时，如果它们没有联邦国家检查

证明或没有在第 35.1 款中提到的检查证据，就应有检查员在下列地方检查这些苹果、洋葱或马铃薯： 

  （a）如果这个加拿大进口港是一个检查点，可在港口进行检查；或 

  （b）在其它任何检查员授权认可的检查点。 

  35.5 当加拿大进口按本法规第 35.2 款中提及的苹果时，如果它们没有检查证明或没有在第 35.2 款

中提及的检查证据，就应有检查员在下列地方检查这些苹果： 

  （a）如果这个加拿大进口港就是一个检查点，可在港口进行检查；或， 

  （b）在其它任何检查员授权认可的检查点。 

  35.6 本法规第 35.4 款或第 35.5 款中提及的检查应按以下的形式进行： 

  （a）首先这些苹果、洋葱或马铃薯应符合本法规第 34 条中提及的某一等级的适用标准； 

  （b）依据本法规第 I 部分中规定的适用时间范围决定对这些苹果、洋葱或马铃薯的检查是在海运的

时候进行还是在重新包装的时候进行。 

  第 35.7 条款 废止 SOR/94-510， s. 15 

  第 36 条 

  36.1 以本法规第 36.1款和第 36.2 款为条件，如果苹果或马铃薯是从美国进口的或是从另一个国家

经由美国海运到加拿大的（被担保的农产品除外），这些农产品不仅应符合本法规第 36.2 款和第 36.11

款到第 36.13 款中规定的要求和标准，还应符合第 34.2 款中（a）段和第 34.3 款的要求。 

  36.1.1 以本法规第 36.1 款和第 36.2 款为条件，如果除苹果或马铃薯外的其它农产品是从美国进口

的或是从另一个国家经由美国海运到加拿大的（被担保的农产品除外），这些农产品不仅应符合本法规第

36.3 款到第 36.10 款和第 36.14 款到第 36.16 款规定的要求和标准，还应符合本法规第 34.1 款中（a）

和（ii）段的要求。 

  36.2 所有的苹果都应符合下列要求，既是： 

  （a）根据以下（c）和（d）段，该苹果应符合美国最优级、美国特级或美国第一等级的要求； 

  （b）该苹果的最小直径要达到 60 mm（2.375 英寸）； 

  （c）如果符合美国最优级标准，其颜色应按加拿大最优级的要求，并符合本法规第 I 部分中第 1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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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条的规定； 

  （d）如果符合美国特级或美国第一等级标准，其颜色应按加拿大特级的要求，并符合本法规第 3.1.2

和第 3.1.3 条款的规定； 

  （e）符合 1976 年 3 月 26 号修改过的《美国苹果等级标准》（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Grades 

of Apple）中 51.323 条款规定的要求。 

  36.3 从美国的下列地区中的某一地区进口的并装于六升或六升以下容器中的越橘应符合美国第一等

级的标准，这些地区包括美国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

萨斯州以及这些州以东的所有州，这些已经指定为越橘蛆大量滋生的地区。 

  36.4 葡萄应符合美国农业部制定的葡萄等级的任何一个标准，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 

  36.5 桃子应符合下列要求，既是： 

  （a）应符合美国特级、美国特一级、美国一级或美国二级标准；和 

  （b）桃子的最小直径应满足： 

  （i）如果是在每年的 8 月 15 日之前出售的桃子，则最小直径为 54 mm （2.125 英寸）；和 

  （ii）如果是在每年的 8 月 15 日或之后出售的桃子，则最小直径为 57 mm （2.25 英寸）。 

  36.6 桃子应符合美国特一级、美国一级、美国的中间等级或美国二级的标准，不应有超过 5%的桃子

存在储存或运输的条件缺陷，而且不应有超过 3% 的桃子出现腐烂或内部损伤等现象。 

  36.7 欧洲酸樱桃应符合美国加工用一级或美国加工用二级标准的要求。 

  36.8 芦笋必须满足下列要求，既是： 

  （a）应符合美国一级或美国二级标准的要求； 

  （b）不应有超过 5%的芦笋在茎长的 15% 以上是白色的。 

  36.9 甜玉米应符合美国最优级或美国一级的标准。 

  36.10 温室黄瓜应符合下列要求，既是： 

  （a）应符合美国特级或美国一级标准的要求；和 

  （b）如果是长的无核品种，最小直径应为 280 mm （11 英寸）。 

  36.11 以本法规第 36.11.1 款到第 36.13 款为条件，马铃薯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符合美国特一级或美国一级标准的要求； 

  （b）除了每年 9 月 15 号或之前在美国种植的并海运来的新马铃薯外，还应符合《美国马铃薯等级标

准》中规定的“薄皮”的要求； 

  （c）还应符合《美国马铃薯等级标准》（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Grades of Potatoes）中

规定的“相当清洁（fairly clean）”的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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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该标准第 II 部分第 89.2 款（f）段规定的要求。 

  36.11.1 如果马铃薯的最小直径小于 57 mm （2.25 英寸），按重量计算不应有超过 3% 的马铃薯的

直径小于最小直径并且不应有超过 5%的马铃薯的直径超过最大直径值。 

  36.12 如果马铃薯的最小直径等于或大于 57 mm （2.25 英寸），按重量计算可以有 5% 的马铃薯的

直径小于最小直径并且可以有 5% 的马铃薯的直径大于最大直径值。 

  36.13 每年 9月 15号或之前在美国种植或从美国海运来的新收获的一种圆形马铃薯和每年 6月 30号

或之前在美国种植或从美国航运来的新收获的一种长的马铃薯应符合该范围，就是按重量计算允许 5%的

不够大的马铃薯最小直径可以为 48 mm（1.875 英寸），除去依据本法规第 36.11款（d）段的规定最小

直径小于 48 mm （1.875 英寸）的。 

  36.14 芜菁甘蓝应符合美国第一等级的标准。 

  36.15 田间番茄应符合以下要求，既是： 

  （a）应符合美国一级、美国二级或美国中间等级的要求； 

  （b）如果番茄是除了梨子型或李子型以外的某一类型品种，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44 mm （1.75 英

寸）的要求；和 

  （c）如果番茄是梨子型或李子型的，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32 mm （1.25 英寸）的要求。 

  36.16 无论本法规第 34 条提及的农产品还是没有提及的农产品，都应符合美国农业部为该品种农产

品制定的各种等级标准的其中一种，并且还应符合下列要求，既是： 

  （a）如果该农产品是甜菜，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32 mm （1.25 英寸）的要求； 

  （b）如果该农产品是除“婴孩（Baby）”“袖珍（Mini）”“手指（Finger）”或“鸡尾酒（Cocktail）”

微型以外的胡萝卜，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19 mm （0.75 英寸）和最小长度值为 114 mm （4.5 英寸）的

要求； 

  （c）如果该农产品是欧洲萝卜，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25 mm （1 英寸）的要求；和 

  （d）如果该农产品是洋葱，应符合最小直径值为 32 mm （1.25 英寸）的要求，但是那些符合美国

农业部为农产品制定的等级标准的美国一级洋葱除外。 

  36.1 美国的进口要求是基于一个国内贸易规则，而该规则是在 1937 年制定的《美国农业贸易协商法》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greement Act of 1937）第 8（e）条款提出的，对于那些

某一等级的农产品或质量达不到该贸易规则要求的不应进口。 

  36.2 在某一期间内，美国的内部地区的农产品运营管理秩序达不到美国关于进口的要求，不应从该

地区进口该等级的或质量达不到销售要求的农产品。 

  第 3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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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对于那些从美国进口到 Akwesasne Reserve 并且是 Akwesasne Reserve 居民个人使用的农产品，

本法规第 34 条到第 36.2 款不适用。 

  37.2 对于那些从其他国家进口经由美国海运到加拿大的受担保的农产品，本法规第 37.1 款不适用。 

  第 38 条款.和第 38.1条款废止 SOR/94-510， s. 17 

  第 38.2 条款和第 39 条款. 废止， SOR/92-618， s. 17 

  第 39.1 条款废止， SOR/90-447，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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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口北美地区大类商品包装技术与方法 

【内容简介】 

本章陈述出口北美地区大类商品的包装技术与方法，主要包括：水果蔬菜、机械设备、电器和仪表、

五金工具类、纺织品、玩具、预包装食品和塑料制品，附录给出了适用的技术法规或标准。 

导言 

  本章技术内容的确定是根据本指南预期的目标，目前我国出口目标国产品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

潜在市场。本章技术内容包括适用的国际公约或惯例；目标国现行的技术法规或标准；并且这些技术法规

或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技术标准存在较大技术差异。 

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关于包装的重要结论或观点是全球普遍认同的，如为维护消费者利益而规范商品

的包装和标签；在食品安全方面认同 FDA 风险评估的结论；木包装必须防止生物侵害；控制包装材料中的

重金属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的阐述是 WTO 框架内普遍公认的，如加拿大的纺织品法规

中关于 “纯棉”、“羊绒”、“羽绒”的定义和要求等。 

本章的主旨不在于涉及所有的关联某类产品包装的技术细节问题也无意覆盖企业正在采用的任何技

术或标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或对某些特定进口商，或许存在比本章的陈述更为有效的技术、方法或经验。

本章的一般技术内容是推荐性的并且不是唯一的。当产品涉及目标国的技术法规，则是必须依照执行的。

鼓励企业在本指南给出的基本要求的框架内，向进口商咨询更为有效的技术或产品的信息并且与其具体的

技术要求协调一致，发展和创造更完善、让目标国的用户或消费者更满意的包装。 

本指南的使用者应充分理解和把握技术标准的自愿性原则： 

  自愿采用  unconstrained adoption 

  ——自愿性原则基于市场经济的规则； 

  ——自愿性原则旨在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采用的技术标准应与目标国的基本要求协调一致； 

  ——采用的技术标准应适合目标国的用户或消费者的需求； 

  ——优先采用进口商指定或推荐的技术标准； 

  ——优先采用目标国普遍公认的技术标准； 

  ——自愿性原则鼓励企业制订适用于自身发展的并且严于行业或国家的技术标准。 

  为了便于使用本指南，本章附件给出以下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附件 5A 国际标准 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附件 5B  国际标准 ISO—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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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C  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CAC/RCP 46 《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附件 5D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5.1 水果和蔬菜包装 

  概述 

  水果和蔬菜包装涉及预包装、分销包装和运输包装和包装件堆码四个基本步骤。向加拿大出口新鲜水

果和蔬菜必须符合其 C.R.C.， c. 285《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以下列出的两项 ISO 标准于 2005 年 2

月 8 日通过再确认。其中适合储藏或运输的温度引用了美国农业部技术文献。 

  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Guide to the prepacking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O—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 Arrangement of parallelepiped packages in land transport 

vehicles 

  提示与建议 

  分销包装源于物流管理的概念，属于中间包装。分销包装是指销售（供应）商将其作为一个销售单元，

由库房或产地直接送到商店或用户手中。大体上，分销包装和运输包装的表面区别在于定量、尺寸和容器

的表面印刷内容。 

  在本节中（举例）分销包装的尺寸要求一个人可搬运，适合超市货架的展示。在许多情况下，按现代

物流管理的概念，配送包装往往可取代运输包装，此时，集装容器被视为外包装（三级包装）。配送包装

的表面印刷的必要的内容接近销售包装，但无需赋予促销功能，通常需要货物编号，以适合物流管理和电

子商务。 

  在实践中，采用哪一种包装方式应按产品的特性、运输和销售环境等因素确定。分销包装取代运输包

装的意义在于降低流通成本。 

  出口目标国水果和蔬菜预包装优先应选择聚乙烯薄膜、氧化法制造的漂白木浆纸、专用的模塑聚乙烯

或纸质小盘或盒子等。如目标国进口商对预包装定量没有特殊要求，按本章附件 ISO 标准规定。水果和蔬

菜的包装和标签涉及面广，首先应符合以下列出的适用法规，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附件 2A 美国联邦法典 第 16 卷 第 500～503 部分《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 

  附件 4C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417《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C.R.C.， c. 285《新鲜水果和蔬菜法规》 （本指南附件 4E） 

  ASTM D 3951—2010《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6198—2012《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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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F 1640—2009《选择和使用辐照灭菌食品包装材料指南》  

  ISO—7558《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本指南附件 5A） 

  ISO—6661《新鲜水果和蔬菜——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的堆码》 （本指南附件 5B） 

  5.2  机械设备运输包装 

  概述 

  机械设备包装主要涉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颁布的国际植物检疫的强制性技术措施。运输包装的设

计应符合安全交货的要求。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公报）《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的实施按照国家质检总局令（2005 年第 69 号文件）《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可以下载《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提示与建议 

  在我国，机械设备的包装具备一定的基础，这方面的标准和有关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技术与方法大致

可以满足出口目标国的要求。目前，就总体而言，我国与目标国的主要差距在于市场化运作方面。在目标

国，这项工作是由专业化的公司完成的。 

  需要防雨的包装木箱如采用实木板，拼缝应采用凹凸槽或两面凹槽中间加木条。采用塑料膜或塑基复

合材整体罩封产品，底板用同样材料，固定螺栓孔两端加橡胶密封垫，然后热封合，完全密封后可防潮、

防水和防尘。适当抽出空气可以防止锈蚀。不应采用建筑业专用材料（例如油毡）。采用胶合的板材或型

材虽然允许免除虫害处理但应考虑材料的防水性能，如采用热固型粘合剂。 

  机械设备的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装有大型成套设备安装图和随机技术文件的包装箱，其外

表面给出明确标示。 

  除木质包装以外，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本指南附件 5D） 

  ASTM D 3951—2010《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6198—2012《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ASTM D 4169—2008《运输包装箱系统性能检测规程》 

  ANSI / UL969—2006《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5.3 电器和仪表类商品包装 

  概述 

  电器和仪表类商品包装主要涉及运输包装或分销包装，主要采用缓冲包装技术。适用的法规和标准与

上述机械设备包装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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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与建议 

  电器和仪表类商品包装通常采用纸箱，当商品较重需要采用木箱包装时，按本章第 2 条。 

  电器、仪表类商品一般采用集装箱运输，关键技术是缓冲包装，至于防潮、防锈、防尘和防霉更适合

采用第 2 条整体密封的方法。必要时，可在此基础上，用抽真空或在抽真空后输入惰性气体（二氧化碳气

或氮气）的方法防锈和防霉。这方面的应用已经成熟，并且被广泛采用。 

  电器、仪表类商品包装箱表面印刷应适度，即使小型（家用）电器的单件包装，也不能视为真正意义

上的销售包装。在货架上，这类商品通常是不带包装的展示给消费者，所以此类包装不必具有促进销售的

功能。在目标国电视推销和网上订购已经日臻成熟，小型（家用）电器最适合这种销售模式，此时，消费

者决定是否购买已经与包装无关，该包装可视为分销包装。有关包装技术资料如下。 

  A 缓冲包装材料 

  采用植物纤维制造缓冲垫；蜂窝纸板或瓦楞纸板（折叠成型后）直接用于缓冲包装；用热收缩薄膜或

捆扎材将产品直接固定在托盘上，然后扣箱、封合；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技术。 

  B 缓冲包装结构 

  一般以成型衬垫结构形式对电器、仪表类商品实施局部缓冲包装，衬垫结构需有助于增强外包装箱的

抗压性能，有利于保护商品凸出部位和脆弱部位。 

  C 真空（换气）包装方法 

  真空包装通常根据产品结构尺寸和外形选用两层或三层塑基复合材料，完全套封或与底盘热封，然后

抽去大部分空气。但应注意：产品内部如有含气体或液体的玻璃泡，机箱表面有薄板（透明视窗），则应

采取保护措施，也可考虑采用换气包装。换气包装根据产品特性，采用惰性气体如；廉价的二氧化碳气或

氮气。电器和仪表类商品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与上述机械设备运输包装大致相同，除木质包装以外，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本指南附件 5D） 

  ASTM D 3951—2010《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6198—2012《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ASTM D 4169—2008《运输包装箱系统性能检测规程》 

  ANSI / UL969—2006《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5.4 五金工具类商品包装 

  概述 

  五金工具类商品包装涉及运输包装（分销包装）和销售包装，但该包装不属于目标国定义的消费商品

包装，应属于耐用商品。适用的法规和标准与上述电器和仪表类包装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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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与建议 

  出口五金工具类商品的外包装容器主要有：复合板箱、瓦愣纸箱、钙塑瓦楞箱等，应按定义的分销包

装设计。此类外包装通常直接采用集装箱运输。 

  五金工具类包装的档次有待于提高。实际上不应认为五金件和小工具属于低价值商品。这方面，我国

与美国和加拿大人的观念存在较大差异。 

  小工具一般在超市的垂直展墙上悬挂销售，销售包装宜采用泡罩包装，旨在便于展示。 

  五金件防锈可采用塑料袋包装，适当采用防锈措施，而且考虑每件包装适宜的定量。 

  运输包装箱在使用复合板材和需要防潮、防锈、防霉而使用一些化工产品时，应符合关于保障人身健

康和卫生安全的要求。 

  关于包装技术的资料如下。 

  A 装箱 

  商品卡紧、固定于外包装箱内，以保证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会产生移动或碰撞。商品装箱如有空隙，

可采用缓冲材料充填固定。 

  B 运输包装 

  运输包装箱的外部尺寸适合集装箱运输，可采用 1200×1000 的标准托盘，避免浪费运输空间。当产

品较重，包装箱静载荷能力不足时，可考虑适当降低每个托盘的堆码层数，例如，原来在 2200mm 的高度

上用两个托盘，现改用三个。而不必增加每各包装箱的静载荷强度。同时，还可考虑在托盘的四个角上加

护角支撑，与包装箱捆扎成一个单元。除木质包装以外，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附件 5D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NO.15《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5.5 纺织品包装和标签 

  概述 

  纺织品类商品包装主要涉关于标签的基本要求，定义的分销包装可能适用。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551《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的技术性条款在北美国家普遍适用。 

  提示与建议 

  我国的纺织品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对目标国的出口也有很好的业绩。当以自主品牌直接出口时，则应

分析目标国的具体规定，表达标签的内容，加拿大《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中关于纺织纤维的命名是国

际公认的，大多数规定也是国际通行的，例如，表达的“纯棉”制品允许含有 5%以下的其它纤维等。实

际上，纺织品标签的基本要求的主旨在于真实的和准确的表达纺织纤维的组成成分。 

  分销包装包装应防潮并适合于标准托盘或集装箱尺寸，避免运输和储存空间的浪费。 

  包装设计需考虑销售方式和环境，自助式销售应能展示消费者对产品最关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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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纸箱时，按合同书表明每箱的型号（尺寸）。纸基胶带封箱，至少捆扎两道，不开提手孔。箱表

面需印刷必要的商品信息：名称、数量、型号（尺寸）、货号，生产商（销售商）名称，地址等，并且不

被捆扎带遮挡。 

  高档服装可采用悬挂式运输，防止产品受压后产生皱摺。纺织品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纺织品是典型的消费商品，其包装和标签应符合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基本要求，并且符合以下列出的

适用法规。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附件 4D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 1551《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法规》 

  附件 2A 美国联邦法典 第 16 卷 第 500～503 部分 《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 

  附件 2G  墨西哥法定标准 NOM-050-SCFI-2004《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5.6 玩具包装和标签 

  概述 

  玩具包装和标签涉及销售包装和运输包装（分销包装），主要难点是对不同类型的产品确定适用的标

签表达。美国是玩具生产和消费大国，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标准也是最严格的。 

  美国联邦法典第 16 卷第 1500 部分《危险物质和商品 经营和管理规章》以及 1505、1511 等部分是针

对玩具的法规。ASTM F 963《消费者安全标准 玩具安全规范》是依据法规制订的技术标准。 

  提示与建议 

  美国的玩具（TOY）概念与我国对应的概念差异很大，如包括，美术用品、打火机、某些家用清洁卫

生用品等。我国每年有大量的玩具出口美国，大多数是按目标国的标准生产的。试图主动进入目标国的玩

具市场，对各类不同玩具的标签如何表达应预先考虑，应依据目标国产品的分类确定标签的内容和必要的

警告用语。 

  销售包装适合自助式销售，体积较小的应能够让消费者看见内装物的主要表面。包装装潢应适度，标

签内容明显，清晰，消费者需要了解的商品信息放在显要位置。使用胶带的粘度不宜过高，避免在消费者

在打开包装时撕掉包装或产品上的有用信息。 

  使用的标签应粘贴牢固。玩具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玩具是典型的消费商品，其包装和标签应符合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基本要求，并且符合以下列出的适

用法规。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美国联邦法典第 16 卷第 1500 部分《危险物质和商品 经营和管理规章》（本指南附件 4B） 

  ASTM F963—2011《消费者安全标准 玩具安全规范》（第 5 章）标签要求 

  ASTM D 3951—2010《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6198—2012《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280 

 

  ANSI / UL969—2006《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5.7 食品包装 

  概述 

  食品包装要求生产企业的环境必须符合卫生条件，提供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必须符合良好卫生规范。

这些行业规范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公认的。本章主要关注与食品接触的包装材料。 

  目标国对食品安全均有相关的法规，但是就与食品接触的包装材料而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的结论是具有公信力的。食品包装和标签应符合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基本要求。 

  关于食品包装详细要求见与本指南平行的“出口欧盟和美国食品包装技术指南”。 

  提示与建议 

  一般情况，出口食品应通过一个具有目标国国籍的人做代理。因为食品包装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因

此，出口企业选好代理人十分重要。食品包装和标签应符合本指南第四章提出的基本要求，并且符合以下

列出的适用法规。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附件 2A  美国联邦法典 第 16 卷 第 500～503 部分 《销售包装和标签法规》 

  附件 2C  美国联邦法典 第 21 卷 第 174～178 条 《间接食品添加剂》 

  附件 2D  美国公示法案 《包装中的毒物》 

  附件 2G  墨西哥法定标准 NOM-050-SCFI-2004《商品信息 产品通用标签》 

  附件 4C 加拿大国家法规 C.R.C.， c.417《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规》 

  附件 5C  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CAC/RCP 46《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ASTM F 1640—2009《选择和使用辐照灭菌食品包装材料指南》 

  ANSI / UL969—2006《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5.8 塑料制品包装 

  概述 

  塑料及其制品包装涉及防护包装和运输包装（分销包装），其主要要求是清洁卫生。 

  提示与建议 

  我国是塑料及其制品的生产大国，每年的出口量也很可观。塑料制品运输包装（分销包装）通常采用

纸箱。塑料制品的防护主要是防止受压变形、遇高温粘接和表面污染。 

  ASTM D 3892《塑料包装和包装件规程》是典型的产品包装，不仅陈述技术与方法，作为规程还规定

了订单的规定信息（合同），检验项目和产品标识等。塑料制品包装至少在一年内应保持完好。 

  除 ASTM D3892 以外，以下列出的技术标准可能适用。 

  ASTM D3892—2009 《塑料包装和包装件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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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D 3951—2010《商业包装规程》   

  ASTM D 6198—2012《运输包装设计指南》  

  ASTM D 4169—2008《运输包装箱系统性能检测规程》  

  ANSI / UL969—2006《标识和标签系统安全标准》 

  

附件 5A 水果和蔬菜预包装指南 

Guide to the prepacking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O—7558 

  （第 1 版 1988-12-01） 

  [（2005-2-08）再确认]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零售新鲜水果和蔬菜预包装和运输包装的主要形式及其通用条件和方法的指南。 

  预包装旨在保护商品避免可能的伤害及品质退化期间可能发生的变质，为了促进贸易既要产品更好的

呈现也要适合于自助式销售。 

  2 预包装材料 

  用于预包装的材料应符合健康和卫生的标准并且能够保护产品。下列材料可以使用： 

  ——轻便的塑料薄膜和纸袋，塑料薄膜和纸套，塑料盘； 

  ——轻便的管状网套，或网状并由塑料、纤维胶、纺织纤维或同类材料做成的袋； 

  ——面或底由硬纸板、塑料或木浆纸做成得浅盘或盒子（盒的高大于 25mm）。包装材料应有可显示

品质的表面和颜色（比如薄膜应是透明的；黄瓜包装材料可显示其绿色）。材料的图案、颜色，网孔的尺

寸等不应掩盖任何产品视觉上的瑕疵。 

  无论采用何种包装材料应依照国家的相关法规。 

  3 预包装系统 

  完成预包装的产品称为商品。当在市场出售时应具备的条件是能够保持产品的原貌，无论完全或部分

封口，内装产品的数量在打开包装以前不能更改或更改后留下明显痕迹，或没有显而易见的修改产品。预

包装商品由产品和包装两部分组成适合开放式销售。 

  主要的预包装方法在本标准 3.1 至 3.8 中给出。 

  3.1 直接用伸缩薄膜——方法 A 

  主要用于包装大体积的单个水果或蔬菜（比如柑橘类水果，温室的黄瓜，莴苣，莴苣头，圆头卷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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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浅盘或盒用裹包薄膜——方法 B 

  专门用于小体积的水果或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 

  由裹包薄膜（通常用收缩薄膜）包裹的浅盘或盒的周围构成。 

  裹包薄膜由浅盘或盒较长的一侧裹至另一侧以留下缺口，包装完成后，较短的两侧可以流通空气。这

种预包装特别适合那些水分蒸发流失特别快的水果和蔬菜（因为较高的相对湿度会加速由微生物引起的污

染）。 

  不损坏薄膜应不能从包装中拿出任何一个产品。包装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容器（浅盘或盒）的

较长方。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1kg。 

  3.3 浅盘或盒用薄膜构成完整的包装——方法 C 

  用于小体积的水果和蔬菜，同类的若干个包装在一起。采用能透过水蒸气的薄膜 [例如用可抗凝结的

聚乙烯（聚氯乙烯）薄膜]。 

  单向的收缩薄膜（在旋转的方向上）应等同或略宽于浅盘或盒的最大尺寸（长度）。双向收缩薄膜应

该比浅盘或盒子的最大尺寸宽，以使薄膜收缩后能盖住浅盘或盒子较短方的边缘。 

  拉伸薄膜一般用热封合，平行于浅盘或盒的较长方。拉伸薄膜一般贴附于盒子的底部。 

  3.4 管状网套包装——方法 D 

  主要用于不易受机械损坏影响的，较小的，水果和蔬菜。将几个包装在一起。 

  管状网套在填充之前先封闭一端，装满之后封闭另一端，这样就形成封闭的包。当采用直径可增大的

管状网套，必须保证在放入产品后，最终直径不超过原直径的三倍。 

  管状网套一般用于球形产品（如柑橘类水果，洋葱和马铃薯）。包装定量一般在 1kg 至 3kg 之间。 

  3.5 网袋包装——方法 E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本标准 3.4）。网袋底部的封合可在包装前或制作网袋时做好。第二个封合

口在填充产品后封合。包装定量一般在 1kg 至 3kg 之间。这个方法也可用于大定量包装，有时可至 15kg

（例如马铃薯）。 

  3.6 塑料薄膜和纸袋包装——方法 F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 和 E（见本标准 3.4 和 3.5）。包装定量一般不超过 2kg。包装容器可能需要打

孔（见 3.7）。 

  塑料薄膜封合后可能会收缩。 

  3.7 可携带的塑料薄膜和纸袋或管状网袋包装——方法 G 

  使用情况类似方法 D（见 3.4）。底和侧面的部分已经由包装生产商或包装者做好，在包装填充前形

成一个袋，装入产品后顶部封合，并且留一定长度以便携带。包装定量一般在 2kg 至 3kg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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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盒包装——方法 H 

  相对于上述的其它方法，用可折叠的盒预包装更加手工化。这种包装主要用在昂贵的水果收获时（比

如猕猴桃或其他国外进口的水果），或其它易受机械伤害的水果（比如樱桃，草莓，黑莓）。填装完成后

的盒，直接放置于运输箱中。 

  4 食品预包装质量 

  仅对符合了相关的食品质量标准的水果和蔬菜进行预包装。 

  5 包装（预包装）前食品的处理 

  包装（预包装）前所有的商品应根据相关质量标准分类。 

  根据食品的种类，采用不同的初步处理方法，比如： 

  ——洗或干刷蔬菜的根部； 

  ——磨光苹果； 

  ——去掉菜花外面损坏的叶子； 

  ——去掉洋葱松散的表皮； 

  ——去掉莴苣头，圆头卷心菜等外面的叶子； 

  ——去掉大头菜的花茎。 

  6 运输包装 

  6.1 运输包装方法 

  预包装产品放置在运输包装容器中。运输包装容器应能避免预包装产品受到机械的或其它损伤。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1，3.2，3.3，3.6 和 3.8 符合一致的包装定量不大于 1kg，采用刚性运

输包装箱，尺寸适当，符合单一的标准。托盘（800mm x 1200mm）是首选的。 

  对于食品预包装与本标准 3.4，3.5，和 3.7 符合一致的，其运输包装可以使用网袋。 

  7 标记 

  7.1 建议每个预包装产品或预包装单元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销售的需要，标识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 

  ——级别（根据相关质量标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包装内商品的净重 

  ——零售价格 

  ——每千克的价格（如果这项不是法定的要求） 



284 

 

  ——品种 

  ——产品的产地 

  7.2 每个运输包装件应表明它所包含的预包装商品的数量 

  并且建议标识： 

  ——包装公司名称（通常是公司的地点和名称） 

  ——包装日期 

  8 包装系统推荐 

  某些商品最常使用的预包装系统和适合储藏或运输的温度⑨： 

  

表 1 

蔬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芦笋②（Asparagus） + + +     +     0-2 

小玉米（Baby corn）     +           0 

甜菜根（Beetroot）       + + + +   0 

芽甘蓝（Brussels sprouts）       + + +     0 

结球莴苣、莴苣头⑥ 

（Cabbage lettuce； head lettuce） 

+         + +   0 

胡萝卜（无叶子）[Carrot （without 

tops）] 
      + + +       

胡萝卜（有叶子）[Carrot （with tops）]         + +       

花椰菜（Cauliflower） +         +     0 

芹菜（无叶子）[Celery （without 

tops）] 
+     + + + +   0 

芹菜（有叶子）[Celery （with tops）]           +     0 

大白菜（Chinese cabbage， type 

“Pe-tsai”） 

+         + +     

菜豆，四季豆（在豆荚中） 

[Common bean； kidney bean （in the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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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黄瓜（Cucumber） +         + +   8 

羽衣甘蓝（Curly kale； kale； 

collard） 

          +     0 

莳萝（Dill） +         +       

茄子（Eggplant； aubergine） +       + +       

茴香 （Fennel） +         +       

大蒜 （Garlic）     + + +         

朝鲜蓟（Globe artichoke） + + +   + +     0 

山葵（Horseradish） +       + +       

青蒜②（Leek） +         + +     

甜瓜（Melon） +           +   10 

混合蔬菜（切碎的）③ 

[Mixed vegetables （shredded）] 
  + +   + +     4 

洋葱（干）[Onion （dry）]       + +   +④   4 

洋葱（有叶子）[Onion （with tops）]           +     0 

欧芹（Parsley）         + + +   0 

豌豆、青豆（去壳去皮） 

[Pea； garden pea（for shelling）] 
  +           + 0 

马铃薯⑤（早期和晚期）[ Potatoes 

（early； late）] 
      + + + +     

萝卜（无叶子）[Radish （without 

tops）] 
      + + +       

萝卜（有叶子）②[Radish （with tops）]         +         

大黄（Rhubarb） +         + +     

圆头卷心菜⑥（Round-headed cabbage） +         + +   0 

皱叶甘蓝⑥（Savoy cabbage） +         + +   0 

细卷鸦葱 （Scorzonera；black 

salsify） 

        + + +     



286 

 

菠菜（Spinach）   + +     +     0 

南瓜、冬瓜（Squash； winter squash） +     +         5 

糖豆（有豆荚）[Sugar peas （pods）]   + +           2 

小甜玉米（Sweet corm ； maize） +         + +   0 

番茄（Tomato）   + + + + + +   13 

菊苣（Witloof chicory； French 

endive） 

+         + +     

  

表 2 

温带水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苹果（Apple）   + + +⑦   +⑦ +⑦ + 0 

杏（Apricot）   + + +     +⑦ +⑦ 0 

越桔（Bilberry； wortleberry；

blueberry） 

    +         + 1 

黑莓（Blackberry）   + +         + 0 

醋栗（Gooseberry）   + +     +   +   

葡萄（Grape）   + +         + 0 

樱桃（Morello）   + +         +   

桃子、油桃（Peach；nectarine）   + +     + + + 0 

梨子（Pear）   + +     +⑦ +⑦ + 0 

李子（Plum）   + +     +⑦ +⑦ + 0 

温柏（Quince）   + +         +   

覆盆子、黑莓（Raspberry）   + +         + 0 

红浆果（Redcurrant）   + +         +   

酸樱桃（Sour cherry）   + +     +⑦ +⑦ + 0 

草莓（Strawberry）   + +         + 0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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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和热带水果① 

预包装系统 

A B C D E F G H ℃ 

鳄梨（Avocado pear；avocado） + + +   + +     0 

香蕉（Banana）   + +     +     13 

柚子（Grapefruit）       + + + +     

梅（Japanese apricot） + + +   + +     0 

猕猴桃（Kiwifruit）   + +   + +   +   

柠檬（Lemon）   + + + + + +   15 

橘子（Mandarin； tangerine）   + + + + + +   1 

芒果⑧（Mango） + + +   + +   + 13 

莽吉柿、倒捻子（Mangosteen）     +         +   

甜橙（Orange； sweet orange） + + + + + + +   10 

番木瓜（Papaw； papaya） +             + 13 

菠萝（Pineapple） +         +   + 7 

石榴（Pomegranate）   + +   + + + +   

山榄果、人心果（Sapota；sapodilla）               +   

甜酸豆果（Sweet tamarind）     +         +   

  注 1：命名引自：ISO 1990-1：1982，水果—命名法—表一，ISO 1990-2：1985，水果—命名法—表

二，ISO 1991-1：1982，蔬菜—命名法—表一，ISO 1991-2：1985，蔬菜—命名法—表二，ISO 1956-1：

1982，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构术语—第一部分，和 ISO 1956-2，水果蔬菜—语型学与结构术语—第二

部分（即将出版） 

  注 2：捆扎包装 

  注 3：根据地方习惯，比如汤，沙司，正菜外的附加菜的配置品 

  注 4：只能用管状网套 

  注 5：包装好的马铃薯应避光保存 

  注 6：仅适用于即摘的卷心菜 

  注 7：仅适用于密实的，并较少受到机械损伤的种类 

  注 8：排除易受缺氧影响的种类 

  注 9：适用温度来自美国农业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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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B 新鲜水果和蔬菜  陆路运输直方体包装件堆码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 Arrangement of parallelepipedic packages in land transport vehicles 

  

  ISO—6661 

  （第 1 版 1983-12-01） 

  [2005-2-08 再确认] 

  

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家标准团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ISO 团体成员）。国际标准化工作

的开展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执行。每个团体成员对已经由技术委员会审定的科目感兴趣有权向该委员会提

出异议。国际团体和政府以及非官方组织联络 ISO 同样可以参与其中的工作。 

  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通过技术委员会发送到团体成员，以期在 ISO 讨论会议之前获得他们的正式同

意。 

  国际标准 ISO 6661 由农业的食物产品技术委员会 ISO/TC 34 提出，并且在 1982 年 7 月发送到团体成

员。 

  

引言 

  长期的经验证明，包装的质量影响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保存，在流通的过程和特定的交通环境中，包

装件在交通工具上的堆码方式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考察有关的事实证明，包装件没有封口是目前大都习惯

的作法并且包括了多数的产品。推荐的不同方式的堆码是根据使用托盘与否。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新鲜水果和蔬菜在陆路运输期间的包装件堆码技术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由任何材料构成的直方体包装件，无论是否封口或使用托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 3676 包装—单元货物尺寸 

  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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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堆码 stack 相同的包装件全部叠放在一起。（见图 1）。 

  3.2 排列 row  所有的包装件并排放在一个水平面上。（见图 1）。 

  3.3 层  layer  同一水平面内的所有排列的集合。（见图 2）。 

  4 无托盘包装件 

  4.1 概述 

  4.1.1 包装件装载应稳定。 

  4.1.2 采用的包装件的堆码方式应能够预期的将内装物受损伤的风险降至最低。特别是当包装件无封

口时，应使内装物适当的通风。 

  4.1.3 包装件的装填应紧凑，无论是否封口。 

  4.1.4 在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上，不应出现任何的中断。装载的包装件应倚靠交通工具前后两面， 

  4.1.5 装载的高度应相同。 

  4.2 具体的推荐 

  4.2.1 包装件的排列 

  包装件之间的距离应不互相干涉并且在横向端面上紧凑的排列。如此推荐的方法形成了空气流动沿着

排列形成的线（面），以确保空气的流通。包装件的长边应平行于交通工具的长度方向①。 

  然而，由于实际上一般在横排之间并且与交通工具侧壁之间有小量的移动空隙，此时，同一层面的连

续的一排应交替的（隔一排的）倚靠于交通工具的侧壁。 

  由于不同交通工具的不可改变的特性形成的和上述的空隙，应适当的充填。 

  本标准的图 2 给出了可接受的符合上述原则的两种具体的排列，但是仅为举例。 

  注 1：在运输包装的案例中，无封口的、冷藏和深度冷冻的交通工具，或许采用不同的排列方式，以

各自特定的条件而确定。 

  4.2.1.1 排列 a [见图 2（a）] 

  包装件符合规则的正确堆码。在横向端面上连续的码放构成垛，每隔一垛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工具的

侧壁。每垛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的宽度。所有的层类似相同。本排列要求仔细

地堆码，将包装件排成直线并且与相邻的垛接触良好。 

  4.2.1.1 排列 b [见图 2（b）] 

  在横向端面上的每垛，每隔一层交替相反的倚靠交通工具的侧壁，本排列更详细的陈述在本标准

4.2.1.1 描述。但是要求： 

  ——每层与交通工具的侧壁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一个包装件宽度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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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包装件无封口的情况下，包装件为堆码提供适当的条件。 

  4.2.1.3 条件 

  无论采用怎样的排列，以需要为准。 

  （a）当部分包装件装载在交通工具的侧边门旁无倚靠时，为保证这部分包装件良好的稳定性，包装

件可以采用特殊的排列，例如安排包装件的长度方向与交通工具的侧边垂直。 

  （b）当全部装货到同样的高度不可能时，包装件形成不完全的上面层集合为一层并且采取避免移动

的措施。 

  4.2.2 纵向堆码 

  概括性的推荐，包装件沿纵向的堆码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装交

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避免由此导致包装件移动的

任何可能。 

  4.2.3 不同类型的装载 

  如果交通工具同时装载不同类型的包装件或包装件内装不同的类型的商品，应依照下列推荐： 

  ——不同类型包装件或商品划分为大致相同的包装件组； 

  ——组成并且装载每个符合上述推荐的，把最紧凑的和最小的易碎的货物放在较低的层； 

  ——如果物品以大不相同的质量划分，应求得负载是适宜的分布于交通工具的轮轴之间。 

  5 使用托盘的包装件 

  在包装件使用托盘的情况下，考虑包装件在托盘上和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两种排列是必要的。 

  5.1 托盘上包装件的排列[见图（3a）] 

  包装件应紧凑的依层次放置。 

  一个托盘应仅限于运载相同尺寸的包装件。 

  托盘上的包装件及其排列的形式的采用，应使托盘面积的利用达到最佳效果。① 

  托盘装载的内部应无空隙，装货应与相关的规则符合一致，无论用何种方法，货物的边缘不应悬空，

超出托盘不应大于 10 mm。 

  当包装件高度中等时（不大于 200mm），在周围使用适当的方法维持负载货物的结合是可取的，例如

用两根捆扎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中间高度，另一根在负载货物的 3/4 高度捆扎。 

  如果包装件是由某些柔性材料构成或是比较小的（不大于 400 mm x 250 mm），在负载货物的垂直于

地面的方向上用刚性的护角再水平方向的捆扎是可取的。如果包装件是由刚性材料构成，高度超过大约

200mm，仅需使用一根捆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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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托盘装载于交通工具的排列 [见图（3 b）] 

  托盘在横向端面的排列根据立面的方向由 2 件或 3 件组成。方向的选择应使交通工具提供的使用面积

达到最佳效果，并且附带的关注包装件的较长侧面与交通工具的纵向平行。 

  货物的立面不应倚靠交通工具侧面的门。 

  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现任何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 

  在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装载货物的内部（交通工具的侧面）或装载货物与末端之间（满装交

通工具的后面）存在任何的空隙是很平常的。仔细地填充这些空隙是必要的，例如借助于不使用托盘的包

装件或其它适当的方法，避免由此导致装载托盘和包装件移动的任何可能。 

  5.3 有或没有封口的包装件使用箱式托盘 

  包装件的尺寸应尽可能在箱式托盘内形成稳定的装载。如果在装载货物和箱式托盘内壁之间有空隙很

有可能危及货物的稳定性，用适当的材料和适当的方法充填这些空隙是可行的。 

  箱式托盘在交通工具中的排列应使其使用面积达到最佳效果。沿交通工具的纵向，货物应不出现任何

的中断并且倚靠交通工具的前后两端面。这个推荐的排列适用于不设叠落箱式托盘，是箱式托盘堆码的一

般情况。在实践中，如果有空隙应充填。总体上，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产品的特征要求运输必须保证空气

流通。如果提供适当的工具，箱式托盘可以堆码。 

  

 

图 1 堆码和排列包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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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无托盘运输的包装件的排列 

  

 

图 3 托盘的运输 

  

附件 5C 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46 — 1999 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导言 introduction 

1.目标 objectives  

2. 本规范的应用和范围 scope and use of the document  

2.1 范围 scope  

2.2 应用 use  

2.3 定义 definitions  

3. 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uction  

4. 确定方案和设施 establishment： design and facilities  

4.1 场地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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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车间和厂房 premises and rooms  

4.3 装置 equipment  

4.4 设施 facilities  

5. 操作的控制 control of operation  

5.1 食品危害成分的控制 control of food hazards  

5.2 卫生监控系统的关键要素 key aspects of hygiene control systems  

5.3 采购原料的要求 incoming material requirements  

5.4 包装 packaging  

5.5 水 water  

5.6 管理和监督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5.7 文件和档案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5.8 召回程序 recall procedures  

6. 确定维护和卫生设施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sanitation  

6.1 保持和清洁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6.2 清洁程序 cleaning programmes  

6.3 有害物控制系统 pest control systems  

6.4 废弃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  

6.5 监控效力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7. 确定个人卫生 establishment： personal hygiene  

7.1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7.2 疾病和伤害 illness and injuries  

7.3 个人清洁 personal cleanliness  

7.4 个人行为 personal behavior  

7.5 访问者 visitors  

8. 运输 transportation  

8.1 概要 general  

8.2 要求 requirements  

8.3 使用和维护 use and maintenance  

9.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wareness  

9.1 产品类别名称 lo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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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9.3 标签 labeling  

9.4 消费者须知 consumer education  

10. 培训 training  

10.1 告知和责任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10.2 培训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d  

10.3 指导和监督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10.4 进修培训 refresher training  

附录 — 阻断措施 appendix – hurdles 

导言 

  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是食品在持续低温状态下保质 5 天以上，如同本规范 2.1 的描述。通常，

这些产品使用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不能够充分确保其商业意义上的无菌状态。冷藏是延缓食品变质和大多

数病菌生长的重要阻断措施。对于生产者而言，考虑温度的潜在影响，确保其产品在货架寿命期内的安全

是他们的责任。这就可能使除冷藏外的其他阻断微生物生长措施的应用成为正当理由。 

  温度的不良影响可能存在于生产、储存、发货、销售和消费者操作的过程中。温度的影响可能导致病

原微生物的生长，除非附加阻断措施构成产品的屏障以防止可能的微生物生长。此外，单纯的冷藏方法并

不总是足以将微生物的危害将至最低，因为某些微生物是嗜冷的（在冷藏温度下生长），例如，单核细胞

增多性李氏菌的某些菌株或梭菌肉毒杆菌的某些菌株可能在 4 摄氏度或更低的温度下生长。因此，在没有

附加阻断措施期间，这些不受欢迎的微生物很可能在冷藏温度下生长繁殖。 

  另外的潜在危害也同样关联某些冷藏食品。例如，气调包装食品，厌氧的环境使得某些抑制病原体微

生物的需氧微生物衰退。因此这些需氧微生物在气调包装食品中受到抑制或不能生长，从而导致某些病原

体微生物生长繁殖。需氧微生物同样经常导致食品变质。由于一些有益的需氧微生物受到抑制，当冷藏方

法不适当或没有附加阻断措施，气调包装食品即使未从外观上呈现出变质的迹象，也可能是不安全的。 

  限制微生物危害可以采用某些具有抑制功能的化合物，也就是起用必要的阻断措施。抑制作用可能有

助于延缓或阻止某些微生物包括一些病原体微生物的生长。在冷藏期间附加某些阻断措施包括降低 pH 值

和水分以及添加防腐剂。 

  1 目标 objectives 

  本规范根据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为了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规定了冷冻包装食

品延长货架寿命的加工、包装、储存和配送的规则。 

  本规范的第 5 条第 1 款讨论了（HACCP）原理对于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应用。HACCP 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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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的指导方针中陈述（1997 年食品法典委员会颁布）。应当

指出，HACCP 明确了产品、加工和设备。 

  对于冷冻食品，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阻断措施是冷藏（例如，4 摄氏度）。任何推荐的温度

仅视为指导性的。具体情况下的温度控制应取决于产品和加工期间出于安全考虑的具体需要。然而，大量

的冷冻食品也会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期控制微生物的生长。当为了产品的开发而考虑采用阻断措施时，一

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对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方面的影响应全面的评估，即使冷冻是该产品目前唯一的措施。

可行时，采用预言性微生物模型，就改变保存条件的后果；修改产品成分的结果；改善操作（储存）的环

境以后所有引发的安全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科学证据，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

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阻断措施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

过程中可预期的最坏的条件下进行。这些研究结果应用于确定这些产品适当的货架寿命。 

  2 本规范的应用和范围 scope and use of the document 

  2.1 范围 scope 

  本规范适用于经过加热处理①并且在较长的货架寿命期内易受病原微生物侵害的低酸冷冻食品。 

  本规范按规定陈述的食品是指以下产品： 

  ● 冷冻的目的是在货架寿命期内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 货架寿命期大于 5 天②； 

  ● 加热处理或采用其他处理方法是为了减少其原有的微生物数量； 

  ● ph 值大于 4.6 并且高水活性 aw 值大于 0.92 是低酸性的； 

  ● 可以采用加热或其他处理然后冷冻的措施，以期阻止或预防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 在加工（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之前或以后是已经完成的包装的，但不必是密封包装； 

  ● 在消费之前可以加热或可能不需要加热。 

  上述产品如下例： 

  ● 已经烹制并且冷冻的即食肉制品， 

  ● 已经烹制并冷冻的即食的肉制品，家禽、海洋食品及其产品；沙司，蘸汁，蔬菜，汤料、蛋制品、

面食等等。 

  本规范不包括：生肉制品、冰冻食品、低酸性罐装食品；在室温下保存的酸性和酸化食品；熏鱼、奶

和奶制品；黄油和油脂制品。 

  应当指出，本规范无意涵盖以下产品：发酵肉及其肉制品；腌制肉及其肉制品（包括家禽）；腌制的

蔬菜；脱水和（或）盐腌的鱼类肉类制品。 

  此外，本规范对于食品法典操作规范中已经明确的产品不再适用。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不适用本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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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包含一种或多种因素适用于本规范的食品适用本规范。 

  注 1：新技术诸如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水压、辐照等，可以规定相同的处理。 

  注 2：食品法典委员会 1993 年发布的《投放市场的预烹饪和烹饪食品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39-1993》

应适用于货架寿命为 5 天或 5 天以内的食品。 

  2.2 应用 use 

  本规范在结构上遵照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cac/rcp 1-1969， rev. 

3-1997）。本规范必须同食品卫生通用规则共同使用。本规范每个条款的陈述特指冷冻食品包装在延长货

架寿命期间的安全。 

  2.3 定义 defini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为了本规范的目标，涉及的术语及其定义如下述： 

  容器 container（例如，第一级包装） 

  直接接触食品的盒子、罐、塑料或其他材质的容器；或包装用的纸。 

  冷却设备 cooling equipment 

  为了降低产品温度的设备。 

  灌装和封口 filling and sealing 

  预期投放市场的食品装入容器并且封闭端口的一系列操作。 

  密封容器 hermetically sealed container 

  为了保护内装物品预先设计在封装后避免活性微生物进入的容器。 

  高危区域 high risk （hr）area 

  要求高等级卫生区域的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达到预防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程度，同时应指明

并且隔离。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HACCP）统一界定了有必要起用高危区域的条件。 

  阻断 hurdle 

  限制、阻止或预防微生物生长的要素。 

  阻断技术 hurdle technology 

  为了控制微生物生长而采用的限制、阻止或预防诸要素的总和。 

  气调 modified atmosphere 

  在包装产品之内是真空或不同于环境空气的气体。 

  包装 packaging 

  投放市场的食品置入容器（第一级包装）中或该容器置入第二级包装（材料）中的所有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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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材料 packaging material 

  用于制造容器或冷冻食品包装的材料，诸如纸板、纸、玻璃、塑料薄膜、金属等。 

  加热杀菌值 pasteurization value 

  对耐热特征已知的微生物，在给定的温度下必须达到规定灭菌水平的时间。 

  微生物耐热特征按下述 D 和 Z 值定义： 

  D = 在给定温度下达到减少微生物总量 90%或一个记录值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Z = 通过一个循环记录的热杀菌曲线必须的温度数值（单位为摄氏度或华氏度）。 

  快速冷却 rapid cooling 

  食品以一种方式降低温度，尽可能快速的越过微生物繁殖活跃的温度区间（从 10 到 60 摄氏度）达到

一个指定温度。 

  冷冻食品 refrigerated food 

  为了食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内保持安全、品质和适宜性，将其保存在冷藏温度下。 

  冷冻储存设备 refrigerated storage facility 

  为了冷冻食品保存在预期温度下采用的设备。 

  货架寿命 shelf life 

  在指定的储存温度下，食品保持其微生物的安全性和感官品质的时间。它是基于产品面临的确定的危

害，可以采用加热或其他处理，特定的包装方法或其他阻断或抑制措施。 

  有效期 use-by-date 

  由产品生产日期开始，由生产商确定的安全期限，即货架寿命。产品超过该日期后不应再消费。 

  3 初级生产 primary produc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关于采购材料的陈述见本规范 5.3。 

  4 制定方案和设施 establishment：design and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本条款涉及食品的准备、烹制、冷藏和储存。 

  防止污染应启动所有合理的措施由此避免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潜在的污染源。高危区域和其他生产区

域的设备应严格区分。 

  4.1 场地 lo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2 车间和厂房 premises and rooms 



298 

 

  4.2.1 设计和规划 Design and layou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高危区域的设计应将容易污染的建筑结构死角减到最小，并且最易于清洁和消毒。 

——保持原材料、半产品和最终成品在最适宜的环境中，避免交叉污染，储存和操作设备也同样

依据“直线流动”和“先进先出”的原理排列，设备应保持温度、湿度和通风。 

  4.2.2 内部结构和装置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fitting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入口处应按规定清洁和（或）便于更换鞋和防护服，设置洗手和清洁区。 

——窗户应不能随意打开。门关闭时应密封，其环境、位置和使用不危及食品的安全。 

——应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安装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在控制失败时发出信

号，例如发出声音或灯光闪耀的报警。 

——在处理食品的场所，空气应过滤并且保持其内部的正压，以期有效的按常规限制污染。 

——蒸汽回路和湿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应是有效和安全的，充分的维护使蒸汽雾化或原材料与半成品

之间的交叉污染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4.2.3 临时（可移动）厂房和自动售货机 Temporary/mobile premises and vending machin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3 装置 equipment  

  4.3.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高危区域中用于处理、操作和运送的设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不允许未经清洗和消毒的设备进入

此区域。 

——用于产品加热处理的装备应仅在此区域使用，用于处理未经加热或其他处理的材料的装备应分开

放置。如果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盘子，一经清洗和消毒之后，不应再通过可能污染的区域，除非对其施

加适当的防护。 

  4.3.2 食品调节装置和监控装备 foo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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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正在使用的仪器应依据已经制定的程序定期检测和校准。 

——用于加工处理、加热或其他器械，均应放置在可以使原材料和半成品避免交叉污染的位置。 

——所有加工处理、加热或其他器械的设计均应符合卫生要求和规定适用的检测设备。 

  4.3.3 废弃物和不可食用物质的容器 containers for waste and inedible substanc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 设施 fac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1 水供应 water supply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2 排水和废弃物处理 drainage and waste dispos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由高危区域排出的废水，应经由适用的单向阀门直接排放主下水渠道由此避免回流。其他区域的

废水不应排入高危区域的排水渠道。 

——洗手装置、冷冻和机械设备的废水，应排放到管道排水系统从而使产品的污染降到最低。应特别

关注这些污水源的喷洒和（或）在空气中形成的悬浮颗粒。 

  4.4.3 清洁 clea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4 个人卫生设施和盥洗室 personnel hygiene facilities and toile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4.1 衣帽间和盥洗室 cloakrooms and toilets 

  衣帽间和盥洗室不应与任何食品加工区域直接相通。 

  4.4.4.2 加工区域 processing areas 

  在手部消毒区无须手操作的自动光电感应阀门是最适宜的。 

  4.4.5 温度控制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车间和装备的设计应使其内部温度维持在——与各道工序的产品控制微生物繁殖的温度相协调程度，

不受外部温度变化的影响。 

  4.4.5.1 冷藏设施 refrigeration facilities 

  所有冷藏库房应设有温度监控和记录仪器并且是一个可靠的系统，诸如发声和闪光警报器，在控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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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时发出信号。监控仪器应设在冷藏区域明显的并且温度最高的位置，使精确记录成为可能。 

  4.4.5.2 冷却设施 cooling facilities  

  设施应包括可以采用快速冷却方法的车间或设施，除冷藏库房外，为每天生产的最大数量的产品所准

备的食品提供足够的空间。 

  冷却设备的选择取决于产品的加工方法，其特性（如冷却容量）应根据生产的产品数量选择，依次为： 

  ● 在加热处理的内部温度刚达到 60 摄氏度以后就立刻冷却； 

  ● 在冷却后的一批产品中温度均匀分布。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烹制的成品（未经灌装和封口）快速冷却应在预先设计的并且能够防止污染的车间和（或）设备中

运行。 

  4.4.6 空气质量和通风 air quality and ventil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车间补充空气应除尘处理。 

——通风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应达到防止灰尘的积淀和回流的程度。 

——高危区域的空气应过滤处理并且保持内部正压。 

  4.4.7  照明 light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4.4.8  储存 storag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  操作控制 control of oper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冷冻食品包装是广泛利用各种原材料，通过各种技术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包装。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

的危害随不同的产品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别。每种产品特定的货架寿命是制造商根据科学的数据确定的。 

  在各生产设施中，有必要依据现实的特定条件（原材料、环境、处理技术、劳工组织等等）和产品特

性，制定具体的保障产品安全的确认程序。为了这些程序的发展适合于特定设施中的特定产品，haccp 原

理是推荐给企业的应用体系。 

  为了所有措施根据计划实施从而确保产品的安全，全部的责任应指派有能力的人承担。 

  5.1 食品危害的控制 control of food haza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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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haccp principles 

  对于所有已经定型的产品、正在设计和开发的新产品，生产商应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规范

《控制点临界危害分析体系和实施导则》的附录（annex to cac/rcp 1-1969， rev. 3-1997）中陈述的

haccp 原理。 

  关联食品生产（储存）的特定危害及其控制措施应首先明确。而后确定必需的操作步骤，尽可能消除

其危害或将其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由此确定的临界限制和监控体系确保对它们的控制，由此建立的纠

偏功能的作用在于，发生偏离时，核实证明该控制方法是适当的。有效的档案保存程序需要说明并且保留。 

  生产商应认识到下述条款的附加信息对于促进 HACCP 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对于确定产品的货架寿命

是非常重要的，利用科学的数据，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阻断措施的应用；预期的产品配送和

储存的温度。 

  5.1.2  设计原理的考虑 consider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产品的货架寿命，考虑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方法；阻断措施和冷却方法均应符合已经确立的科学和

技术的原理。这就要求有资格的、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利用足够的信息、装置和设施。 

  haccp 原则允许在必要时界定高危区域的应用。 

  5.1.2.1  货架寿命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 shelf life 

  货架寿命依据多种因素，诸如： 

  ● 产品的配方设计（可能包括低 ph 值、低 aw 值、其他阻断措施—见附录）； 

  ● 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 

  ● 应用于产品的冷却方法； 

  ● 包装的形式（如密封或不密封或气调包装）； 

  ● 储存温度； 

  ● 其他阻断措施。 

  5.1.2.2  预定的加热或其他处理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scheduled heat or other treatments 

  预订的加热或其他处理应至少将目标微生物减少到预期比例从而使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产品处

理期间的低温点应是预计已知的。应考虑到这些受关注的污染类型在最坏情况下，产品中微生物的量和热

传递，诸如在冰冻原材料和大块的食品中。 

  在确立预定的加热和其他处理方法期间，下述因素应加以考虑： 

  ● 原材料中微生物的类型和最大数量； 

  ● 加热处理前潜在的衍生物； 

  ● 期望目标微生物减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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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热处理开始前产品的温度； 

  ● 产品达到期望的安全水平所必需的热量； 

  ● 加热处理导管中的热量分布； 

  ●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热传递速度的影响； 

  ● 产品或容器的类型，可能导致加热过程中产品的层化或其他改变； 

  ●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最大重量； 

  向最终用户推荐的消费前的烹制方法（烹调温度应达到影响公众健康的微生物明显减少为止）。 

  当产品的成分、加工和用途需要变化时，应确定相应的预定加热处理的改变且应由有资格的人确认。 

  如果证实采用常规手段有所不足，为达到必要的减少目标微生物的目的，在必要的场合其他的处理（如

微波加热、欧姆加热、电磁振荡、高静压力、辐照等）可以采用。 

  5.1.2.3  冷却方法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cooling method 

  对于这些产品，冷却的目的在于使产品全部达到特定的冷藏温度，尽可能将食品病原微生物的生长数

量减到最小。冷却应尽其可能的促使产品快速达到指定的温度。冷却的产品应在 10 至 60 摄氏度的时间段

停留最短，这是微生物最适合繁殖的温度范围。当可行时，推荐产品的中心温度在两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

降到 10 摄氏度以下。 

  如果符合食品的安全并且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可以采用其他冷却的方法。 

  在确立冷却方法期间，采纳的成为理由的因素可以包括： 

  ● 冷却开始之前产品的温度； 

  ● 在冷却系统中的冷却介质温度、循环及其温度分布； 

  ● 冷却的时间，尤其是冷却设备中流动的产品； 

  ● 成分（固液态比例）和浓度（粘性）对冷却速度的影响； 

  ● 容器的大小、材料的类型、各部分的重量和灌装的最大重量； 

  ● 其他包装材料冷却速度的影响； 

  ● 冷却设备的容量（效率）。 

  5.1.2.4  其他措施 other hurdles 

  采用其他阻断措施以期达到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微生物生长的目的。 

  阻断措施应用效果的验证应导向产品配方中抑制或限制病原微生物繁殖的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研究。见

本规范附录 i 更多的信息。预先已知的微生物模型的利用可以有助于开创性研究的方案设计。 

  一种或多种阻断措施在结合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中的应用，必须指定和符合临界限度。临界限度需要

测量、检测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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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卫生控制系统的关键问题 key aspects of hygiene control systems 

  5.2.1  时间和温度控制 time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所有处理步骤中，微生物繁殖临界温度（10 至 60 摄氏度）应避免或在任何场合中迅速地通过。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耽搁，易腐烂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必须保持在细菌繁殖最小的温度下。可以使产品快

速进入冷却储存的范围并且保持在特定温度，或另外保存在 60 摄氏度直至正常生产恢复。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如果气温超出确定的临界温度，生产商应评价产品的安全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 

  5.2.1.1  融化 thawing 

  当有必要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融化，融化的程序应规定时间和温度的条件并且由生产商严格控制。时间

和温度的参数的选择应以避免有利于微生物繁殖为条件。 

  融化后，原材料应立即加工或在特定的冷却温度下保存至使用为止。当使用了微波炉，生产商应防止

发生局部过热和融化不均匀的现象。 

  5.2.1.2  加热和其他处理 heat and other treatments 

  加热和其他处理期望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加热和其他处理的灭菌性应量化。加热杀菌值或灭菌率可以

用于计算加热和其他处理的灭菌性。 

  预订的加热和其他处理应由有能力的，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 

  加热和其他处理的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或 

  ——食品放置于加热介质（热水，汁，烤箱的空气中，等等）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的产品

低温点。 

  加热和其他处理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和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置应定

期检测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 

  热敏指示器或其他有效的手段用以显示产品是否已经完成加热处理。 

  它是临界的确保预定的处理是实用的。 

  为了预定的处理的发展考虑到的因素有必要进行控制和记录。（cf. 5.1.2.2） 

  5.2.1.3  冷却 cooling 

  冷却过程可以通过测量时间和温度的关联实施监控： 

  ● 在处理期间产品本身； 

  ● 食品放置于冷却介质（如冷水、冷气）以期达到预定的时间和温度关联的产品高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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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却设备常规的控制危害应具有监控和记录温度与时间的装置。温度监控和记录装置应定期检测

已知的精度并且进行调整、维修或更换。它是临界的确保冷却操作符合特定的方法。 

  5.2.1.4  维持冷却链 maintaining the cold chain 

  为了确保产品在规定的货架寿命期内维持安全和品质，实质上就是将产品保存在持续的低温下，此间，

从包装起直至消费或准备消费。 

  储存温度应维持在产品预期货架寿命期内的安全。当产品的温度是保存的主要方法，该产品应储存在

尽可能低的温度。在任何场合，选择的温度必须是已经明显认可的。 

  此外，储存温度可能要求符合已经制定或公认的准则，当食品是为了预订的消费经由销售渠道： 

  ●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低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必须符合法规规定的温度并且该货架寿

命因此再次重新评估。 

  ● 如果法规规定的温度高于这个用于确定货架寿命的温度，并且生产商希望维持原货架寿命，则生

产商必须确保用于货架寿命期间的预计温度符合原规定。如果这个用在货架寿命期间的预计在这些连续阶

段的过程中，根据“先进先出”的原理，应有足够的存货周转。 

  ● 产品储存的场所。 

  ● 在产品运输车辆的内部，应采用温度显示和记录系统。 

  当运输车辆装货或卸货时，上述监控尤其应该采用。对于储存和配送全过程中的下述现象应给予特别

的关注： 

  ● 冷冻单元的解冻时间； 

  ● 温度的不利影响； 

  ● 冷冻储存设备超过负荷； 

  ● 任何可能危害容器和（或）包装材料的事故。 

  适用于储存区域的应与其符合一致的要求在 4.4.5.1 中。 

  产品不应堆码过高以至于需要观察的现象无法察觉，不应放在排气管前，不应距离热光源太近；应保

持冷气良好的循环。已经到达规定的保质期的；品质劣化的或包装容器损坏的产品，应使其离开货架不再

销售。 

  在制冷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产品应转移到其他冷藏设备或冷藏室。如果制冷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

发生在商业设施关闭时，应检测产品的温度。可行时，将产品转移到适当的场合，如不可行， 

  应使其离开这个场合，不再销售，如果必要就销毁。 

  5.2.2  特定的加工步骤 specific process step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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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生物学的和其他的说明 microbiological and other specification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2.4  生物学的交叉感染 microbiological cross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此区域应保持高水平的卫生，操作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的管理致力于预防来自病原微生物的

感染。 

  5.2.5  物理和化学的污染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ntamin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  采购材料的要求 incoming material 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3.1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说明 specifications for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材料的说明，包括在阻断措施（见附录）中应用的材料和适合于包装的材料说明应通过运用 haccp

原则给予确定并且在设计阶段同步验证。供应商的说明应包括标签、包装材料、适合运输和储存的条件，

以及交货状态的物品感官的、物理的、化学的、寄生虫学和微生物学的特征。确认产品与说明符合一致的

方法应在说明手册上阐明。 

  包装材料应适合于产品的类型，以预期的储存和适合于灌装、密封和包裹的设备为条件，以及运输的

环境。 

  5.3.2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确认 receipt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如果原材料、辅料和包装材料在交货状态与说明不一致，受过训练的人员应决定是否将这些原料立刻

投入生产；存储一定的时间；退还给供应商；用于其他方面或放弃。不可接受的原材料和辅料应与已经用

于生产冷冻食品的原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放弃的原料应清楚的标记由此识别它们不能用于产品的生产。 

  5.3.3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储存 storage of raw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原料在接受之后应尽快存放在适当的区域。原料的存放应防止受到半成品、最终产品或包装材料的污

染。原材料和配料存放设施内部应预期的防止其损坏，避免微生物、昆虫、啮齿动物、外来有害物和化学

品的污染，将可能的危害降到最低。它们应在接受之后尽快投入生产。 

  有劣化倾向的原料应立刻放入适当温度下的冷藏室。 

  应备有书面规程详细说明在关键控制点（CCP）发生偏差时必需的应急措施。 

  所有包装材料均应在令人满意的清洗和卫生的条件下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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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清洁用化合物，非食用材料应与包装材料和辅料分开存放于不同的场合。非食用材料在处理期间

不应通过或停留在生产区域。所有不可食用材料均应明显标注，由此清楚地避免不恰当的应用。 

  原材料库存的周转应适当于 “先进先出”的原理。为此，所有类型的原材料都应编码并且采用适当

的程序对库房进行管理。这个适用的库存周转文件应保存。 

  5.4  包装  packag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可能有必要规定容器使用之前的清洗和消毒的方法，特别是在灌装和封口之后不再进行加热或其他保

存处理的场合。 

  灌装和封口应尽可能限制潜在的污染（同时考虑技术上的局限诸如切断、装配等）。对已经冷却的产

品，环境温度应尽可能控制在维持产品品质的适当温度。在操作过程中，应避免产品出现任何可能的升温。 

  有必要定期检验封口的完整性。 

  必要时，应检验包装材料的某些特征。或许有必要进行视觉检验和物理测试以便评估其技术特性（在

容器内保持的真空或气调的状态）。此外，在产品的货架寿命期内，这些材料抵抗面临的机械、化学和高

温的能力。 

  5.5  水 wate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6  管理和监督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5.7  文件和档案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应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对于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是有效的。这些资料可以包括： 

  ● 在预定的加热或其他保存处理和冷却方法的规定中采用的工艺、数据和计算依据； 

  ● 当必要时，采用的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在预期的货架寿命期内保持微生物安全有功效的工艺、数据

和记录； 

  ● 关联到产品货架寿命的确定的工艺、数据和记录；产品、加工过程或其他因素（涉及本规范

5.1.2.2）的任何调整在预定的加热或其他方法中的应用； 

  ● HACCO 计划的记录档案（包括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 

  ● 监控确定在 HACCO计划中的关键控制点的过程记录。 

  5.8  召回程序 recall procedur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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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确定保持和卫生设施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sanit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 保持和清洗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应制定和跟踪保持程序和进度表，尤其对于加热处理、冷藏、冷却设备和通风系统及其控制装置的使

用。 

  6.1.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1.2 清洗工艺和方法 cleaning procedures and method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2  清洗程序 clea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接触食品的设备、材料、器具等必须清洗，必要时消毒，或许有必要在一天内按一定间隔分别进行，

至少在每次间歇之后和更换食品时进行。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均应进行清洗和消毒。必要时，应拆开设备由

此防止微生物繁殖。 

  所有指派清洗设施的员工均应具备卫生设施维护的经验并且应核实现行的方法是已经成为惯例的、成

熟的并且是记录在案的。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清洗设备可能导致交叉污染，诸如高压喷射清洗设备，如果不是随后全部区域进行消毒不应用于清

洗排水设备或其他外表面，此外，不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6.3  有害物控制系统 pest control system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6.4  废弃物处理 waste management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废弃物应放在专门设计并且标识为其使用的容器中。容器应保存在良好的条件下，易于清洁和消毒。

重复使用的容器在返回加工区域前应清洗和消毒。 

  6.5  监控效果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建议对有关微生物进行环境采样并且在必要时采用适当的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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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确定个人卫生 establishment： personal hygien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1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2 疾病和伤害 illness and injur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7.3 个人清洁 personal cleanli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工作服应经常更换。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在高危区域工作的人员（包括清洁和服务人员）应进入特定的房间更换工作服。 

——他们应穿着为这些区域特定的防护工作服和鞋（套）。 

——这些工作服和鞋（套）不应离开该区域（除非洗涤）。当这些人员因为任何理由离开生产线时应去

衣帽间脱下工作服和鞋（套）。 

——在工作日开始时应穿着清洁的工作服，在工作日结束时更换，如有必要，经常更换。 

——鞋（套）应妥善清洁和消毒。 

——当食品操作需要戴手套时，手套应牢固、清洁和卫生。手套应由无多孔渗水的和无吸附力的材料制

成。戴手套不等于免于必需的认真洗手。手套应通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每次更换应按需要消毒。 

  7.4 个人行为 personal behaviour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管理的规划应着重员工和访问者可能走动的路线以期减少潜在的交叉污染。可以采用颜色系统对不同

的人员划分属于各自的区域。 

  7.5 访问者 visitor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高危区域中 In HR areas： 

——访问者应如同员工一样服从卫生的要求。 

  8 运输 transport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1 概述 general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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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要求 requirement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8.3 使用和保持 use and maintenance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在装货前，车辆内应降温。车门开启的时间应尽量缩短。如果在装货过程中有意外的耽搁，应关闭车

门以保持低温。卸货之后应尽快转移到冷藏库房或商店货架。 

  9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知情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warenes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1 产品类别名称 lot identifi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2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9.3 标签 labell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标签应符合具有相应权力的官方管理机构的要求。应提供下述信息： 

  ● 有效期； 

  ● 声明必需的冷藏温度，例如“保存在低温（要求的温度）或更低”。 

  9.4 告知消费者 consumer educat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 培训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1 知情权和责任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2 培训程序 training programmes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3 指导和监督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10.4 进修培训 refresher training  

  引用国际法典委员会的操作规范——食品卫生通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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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阻断措施 

  

  微生物的生长取决于许多环境条件如：成分、营养物、水活性、ph 值，防腐措施的存在（例如腌制

食品），微生物间的绞杀、气体环境、潜在的氧化还原作用、储存的温度与时间。控制这些条件可以限制

微生物的生长。 

  采用阻断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或限制食品中目标病原体（或多种病原体）的生长。对于冷冻食品，控

制微生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阻断措施就是冷藏。许多冷冻食品往往采用附加阻断措施以控制微生物的

生长。 

  为确保冷冻食品包装延长货架寿命的安全，常采用多种阻断措施以控制微生物的生长，从而抑制变质

和防止食品传染疾病。可以设想将多种阻断措施适当的结合使用，由此致使产品中受关注的生物体不能长

期生长（存活）。多样阻断措施共用可能使抑制或消除微生物的作用增强。因此，就控制微生物的生长而

论，比较采用每个单一阻断措施所依据的预期设定，多样阻断措施共用的每单项阻断措施可能要求较低。 

  当为开发产品利用阻断措施的原理时，阻断措施对于产品安全和货架寿命的作用应全盘考虑。例如，

某种典型的气调包装可能抑制冷冻食品中质变生物体生长。这些微生物体的生长可能限制毒素的产生，也

可能显示储存条件的恶化起到如同指示剂的作用，当然这些情况是有限的。因此，该产品的货架寿命延长

有可能导致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而不显现任何品质劣化的迹象。 

  除冷藏外，阻断措施包括： 

  a）水活性 Water activity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水分的降低而变化，因为可利用的水减少受到抑制。降低水活性可以抑制病原细

菌的生长，尤其在低温的情况下。目前已知，植物细胞在水活性降低时可能显现耐热性增强。 

  b）ph 值 

  微生物的生长能力随 ph 值降低而变化。降低 pH 值可以抑制病原细菌的生长，目前已知，在 ph 值降

低时微生物显现耐热性降低。 

  为解释这些原理，假设一种冷冻食品包装在低氧空气中，货架寿命要超过 10 天，这就需要评定来自

梭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危害，必要时，通过适当的阻断措施并结合加热处理控制这些菌株， 

  如果加热处理不等于 90℃持续 10 分钟。阻断措施如下述举例： 

  ● 调整水活性至 0.97 以下； 

  ● 降低 ph 值至 5.0以下增加酸性； 

  ● 添加氯化钠制成 5%盐水； 

  水活性、ph 值、气调、储存温度等的结合应用证实，在货架寿命期内和预期储存条件下必须限制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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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肉毒杆的嗜冷性菌株的生长。预言性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保存条件的功效和调整产品成分，并且改善加工

（储存）条件后对安全的影响。除非存在已经公认的科学证据， 应倡导对于受关注的病原体进行有针对

性的有效阻断措施的开创性研究。上述研究，是将特定的生物体植入产品，并且在储存和配送过程中可预

期的最坏的条件下进行。由此探索科学的论证是可行的。 

  

附件 5D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ISPM NO.15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第 15 号公报 2002年 3 月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 

目录 

批准 

应用 

审查及修改 

分发 

引言 

范围 

参考文献 

定义和缩写 

要求概要 

管理要求 

1 限定的依据 

2 受限定的木质包装材料 

3 关于木质包装材料的措施 

3.1 批准的措施 

3.2 待批准的措施 

3.3 其它措施 

3.4 对措施的审查 

操作程序 

4 垫木 

5 输出前的操作程序 

5.1 输出前对采用措施的检查 



312 

 

5.2 过境安排 

6 输入时的操作程序 

6.1 入境口岸违规的措施 

6.2 处置 

附录 

Ⅰ 有关木质包装材料批准使用的措施 

Ⅱ 批准措施的标识 

Ⅲ 本标准中正在审议待批准的措施 

  批准 

  国家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编纂，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全球植物

检疫政策和技术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为使植物检疫措施实现国际统一而向粮农组织成员和其他有关

各方提供标准、准则及建议，以期促进贸易并避免采用诸如贸易壁垒等无理措施。 

  本标准已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于 2002 年 3月批准。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干事 

  雅克•迪乌夫 

  应用 

  《国际植物公约》缔约方和为非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通过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制定《国际植物检

疫措施标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系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根据《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SPS 协议）采用植物检疫措施的基础的标准、准则和建议。鼓励《国际植物公约》非缔约方遵守这些标

准。 

  审查及修改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应定期审查和修改。本标准下次审查的时间为 2007 年或粮农组织植物检

疫措施委员会可能商定的其他时间。 

  必要时，各项标准将予以增补和再版。标准持有者应确保使用本标准的现行版本。 

  分发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发给粮农组织所有成员及区域植物保护组

织的执行/技术秘书出：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加勒比地区植物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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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锥体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安第斯共同体 

  ——欧洲及地中海区域植物保护委员会 

  ——非洲植物检疫理事会 

  ——北美洲植物保护组织 

  ——区域国际农业卫生组织 

  ——太平洋植物保护组织 

  范围 

  本标准介绍了减少与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风险的植物检疫措施，此类

包装材料系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由针叶和非针叶原木制作的木质包装材料． 

  参考文献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定，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 

  输出验证系统，1997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7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植物检疫术语表，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5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植物检疫证书准则，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2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2001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国际标准化组织 3166-1-ALPHA-2CODE ELEMENTS（http：

//www.din.de/gremien/nas/nabd/iso3166ma/codlstp1/en_listp1.actionl） 

  《国际植物公约》，1997 年。粮农组织，罗马。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植物检疫原则；1995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l 号出版物；粮农组织；罗马。 

  定义和缩写 

  无皮木材 

  除维管形成层、树节周围向内生树皮和年轮之间夹皮以外，所有树皮均去掉的木材。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化学加压浸透 

  根据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用一种化学防腐剂通过加压过程对木材进行处理。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证书 

  证明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符合值物检疫法规的官方文件。 

  [粮农组织，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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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为贸易或其它用途被调运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修改 

  货物 

  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注明在同一植物检疫证书中一定数量的植物、植物产品和/或其它限定

物（货物可由一批或数批组成）。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修改] 

  去皮 

  将圆木上的树皮除去（不一定全部除去）。 

  [粮农组织，1990 年] 

  垫木 

  用于固定或支撑货物、但与货物无关的木质包装材料。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修改] 

  紧急行动 

  在一种新的或意料之外的植物检疫情况下迅速采取的一种植物检疫行动。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紧急措施 

  在新的或意料之外的植物检疫情况下紧急确立的一个植物检疫条例或程序。一项紧急措施可以是或不

是临时措施。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无疫（货物、大田或产地） 

  按植物检疫程序，未能检查出一定数量的有害生物。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 

  熏蒸 

  用一种以完全或主要成气态的他学药剂对商品进行处理。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 

  热处理 

  按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对商品加热直到该商品在最短时问内达到最低温度为止的过程。[国际植物

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侵害（一种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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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商品中存在有关植物或植物产品的活的有害生物。侵害包括感染。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7；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9 年修改] 

  截获（有害生物的） 

  在入境货物检查时对有害生物的查获。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6 年修改] 

  窑中烘干 

  为达到木材含水量要求，在封闭环境中通过加热和（或）湿度控制对木材进行干燥处理的过程。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标记（标识） 

  适用于限定物的、证明其植物检疫状况的、国际上认可的官方戳记或印记。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NPPO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临时委员会，2001 年] 

  官方的 

  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建立、授权或执行的。 

  [粮农组织，1990 年]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评价生物或其它科学经济证据以确定是否应限定某种有害生物及将为此采取的任何植物检疫措施的

力度的过程。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 

  植物检疫行动 

  为执行植物检疫法规而采取的官方行动，如检查、检验、监视或处理。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措施（商定的解释） 

  旨在防治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或者抑制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经济影响的任何法律、法规

或官方程序。 

  [粮农组织，1995 年；《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临时标准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措施一词的商定解释，说明了植物检疫措施与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未

在《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第 11 条的定义中适当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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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检疫程序 

  官方规定的与限定有害生物有关的任何检查、检测、调查或处理的方法。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

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检疫法规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或扩散或者限制限定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经济影响而做出的官方规

定，包括建立植物检疫出证系统。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9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

时委员会，2001 年] 

  植物产品 

  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

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危险的产品  [粮农组织，1990 年；《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 

  PKA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粮农组织，1995 年] 

  加工木质材料 

  用胶水、加热、加压或者这些方法的结合制成复合木材的产品。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检疫性有害生物 

  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

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修改] 

  原木 

  未经加工或处理的木材。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限制物 

  认为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任何能藏带或传播有害生物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运输工

具、集装箱、土壤和其它生物、物品和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1996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9 年修改；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

员会，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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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 

  为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或鉴定有害生物而进行的除肉眼检查以外的官方检查。 

  [粮农组织，1990 年] 

  处理 

  旨在杀灭、去除有害生物或使其丧失繁殖能力的官方许可的程序。 

  [粮农组织，1990 年；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木材 

  带树皮或不带树皮的圆木、锯木、木片或垫木。 

  [粮农组织，1990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2001 年修改] 

  木质包装材料 

  用于支撑、保护或装载货物的木材或木材产品（不包括纸产品）。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 号出版物，2002 年] 

  要求概要 

  由未经加工原木制作的木质包装材料是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途径。由于木质包装材料的原产地往往

很难确定，因此本标准介绍了大量减少有害生物扩散风险的全球统一的措施。鼓励国家植保机构接受经过

批准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而不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木质包装材料包括垫木，但不包括经深度加工

的包装用木质材料。 

  输出国和输入国均应采用一定的操作程序证明已对木质包装材料实施了经过批准的措施，包括加施全

球认可的标识。在本项标准中还考虑了双边协定所规定的其它措施。而且，应采用经过批准的方式处置不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 

  管理要求 

  1. 限定的依据 

  木质包装材料通常由原木制成，而原木可能未经深度加工或处理以除去或杀灭有害生物，因而是有害

生物传入和扩散的一个途径。此外，由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会被再利用或再加工（与输入货物一起收到得

包装材料可能再用于别的输出货物），真正的原产地就很难确定，所以，其植物检疫状况无法查明。正是

由于原产地和植物检疫状况可能不清楚，因此，对于木质包装材料往往不可能进行常规的风险分析以确定

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及作用。因此，本标准制定了全球接受的木质包装材料处理措施，所有国家采用后，可

清除大部分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及大大减少可能与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其它有害生物的风险。 

  各国应有技术理由要求对输入木质包装材料采用本标准中批准的措施。要求采用在本标准规定的一项

批准的措施之外的植物检疫措施，也需要有技术理由。 



318 

 

  2. 受限定的木质包装材料 

  这些准则针对可能携带对活树造成威胁的植物有害生物的针叶和非针叶原木包装材料。木质包装材料

包括托盘、垫木、条板、填塞块、圆筒，木箱、负荷板和活动木质容器等，这些包装材料可能在任何输入

货物中存在，包括一般不作为植物检疫检查对象的货物。 

  关于完全采用通过胶水、加热、加压等方式生产的木质产品，如胶合板、碎料板、定向条状板或薄板

等制作的木质包装材料，应视为已经过深加工处理从而消除了与原木有关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在其使用

期间不大可能遭受原木有害生物侵害，因此不应对这些有害生物进行限定。 

  薄板旋切芯①锯屑、木丝和刨花等木质包装材料及原木薄片②可能不是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的途径，

不应限定，除非有技术理由。 

  注 1：薄板旋切芯是薄板生产的一个副产品，涉及高温，由旋切过程之后留下的木芯构成。 

  注 2：根据海关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薄木料系指厚度为 6 毫米或者更薄的木料。 

  3  关于木质包装材料的措施 

  3.1  批准的措施 

  对于防治大多数有害生物有明显效果的任何处理方、加工过程或两者结合使用，能够有效降低与运输

中使用的木质包装材料有关的有害生物风险。选择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措施应考虑： 

  ——可能造成侵害的各种有害生物； 

  ——该项措施的效力； 

  ——技术和（或）商业上的可行性。 

  所有国家植保机构均应接受批准的措施以作为准许木质包装材料入境的依据，而不再提出进一步要

求，但是，通过截获和/或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定，来自于特定地区的某些木质包装材料由于携带特有地

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批准的措施见附录 I。 

  采用这些标准的措施处理的木质包装材料应按照附录Ⅱ的要求进行标记（标识）。 

  标识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解决检验木质包装材料处理是否合格的实际操作困难，这种公认的非特定语言

的标识有利于在入境口岸或其它地点检验时核实。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可提供关于批准措施的支持性文件的参考资料。 

  3.2  待批准的措施 

  木质包装材料的其它处理方法或加工方法如能达到适当的植物检疫保护水平将可得到批准（附录Ⅱ）。

对于附录 I 所列的现行措施将继续审查，如新的研究可能表明其它温度——时间组合有效。 

  新措施还可以通过改变木质包装材料的特性减少风险。国家植保机构应 认识到，木质包装材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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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加或改变，并应具有相当灵活的输入要求，以便在措施得到批准之后做出变动。 

  3.3  其它措施 

  国家植保机构可通过其贸易伙伴的安排，接受除附录 I 中所列的措施以外的任何措施，特别是在输出

国不能采用附录 I 所列措施或加以验证的情况下。这类措施应从技术上证明有依据，并应遵守透明、非歧

视和等同性原则。 

  对于来自有证据表明有害生物风险得到适当控制或者不存在（例如植检情况相似或非疫区）的任何国

家（或特定来源）的木质包装材料，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考虑做出其它规定。 

  输入国植保机构可以将某些木质包装材料流动（如出口到温带国家的热带硬木）视为没有植物检疫风

险，而不需要采取措施。根据技术理由，各国可要求采用批准的措施进行处理的进口木质包装材料须由去

皮木材制作，并应按照附录Ⅱ的要求进行标识。 

  3.4  对措施的审查 

  应根据国家植保机构向秘书处提供的新信息，对于附录 I 中所列的批准的措施和附录 III 中正在考虑

的措施进行审查。本标准应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作适当修改。 

  操作程序（业务要求） 

  为了实现防止有害生物扩散的目标，输出国和输入国均应证实已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4  垫木 

  垫木最好也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II 要求打上标识，以表明已采用批准的措施。如果没有标识，就应采

用无有害生物以及活的有害生物危害迹象的无皮木材作垫木；否则应拒绝入境或者立即处置（见第 6 部

分）。 

  5  输出前的操作程序 

  5.1  输出前对采用措施的检查 

  输出国的国家植保机构有责任保证输出系统达到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输出系统包括监测证书和符合

要求的标识系统，并建立检验程序（参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7 号出版物：输出验证系统）、登记或

授权及对采用这些措施的商业公司进行审计制度。 

  5.2  过境安排 

  对于过境货物裸露在外的、未达到批准措施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过境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可要求采取

其他措施以确保这些木包装材料不会产生不可接受的风险． 

  6  输入时的操作程序 

  木质包装材料法规要求，国家植保机构对有关木质包装材料责任的其它方面制定政策和操作程序。由

于木质包装材料几乎与所有运输货物，包括一般不是植物检疫对象的货物有关，所以，同有关机构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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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植物检疫输出或输入要求的情况下一般不牵涉这些机构和组织）合作非常重要。例如，与海关组

织合作就可以有效地检验出潜在的不符合要求的木质包装材料。同时还需要与木质包装材料生产者开展合

作。 

  6.1  入境口岸违规的措施 

  除双边协定规定以外，可以对所有未加施标识的木质包装材料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处理处、处置

或拒绝入境，并可通报输出国的植保机构（见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违规和紧急行动通

知准则）。如木质包装材料带有符台要求的标识，但发现有活的有害生物存在的迹象，仍可采取处理、处

置或拒绝入境等措施。当发现活的有害生物或其他情况时，也应通报输出国植保机构（见国际植物检疫措

施标准第 13 号出版物：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 

  6.2  处置 

  处置木质包装材料是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在木质包装材料抵达时，在处理不能进行或者不理想的情

况下可以采用的一种风险管理办法。建议在需要时采用以下处置方法。 

  对于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木质包装材料，在处理或处置之前应加以适当保护，以免在检查构成威胁的

有害生物时及处理或处置过程中有任何有害生物逃逸。焚烧和全部烧毁。 

  填埋 

  在有关当局批准的地点深埋。（注意：对于受白蚁侵染的木材，这种处置方法不大适宜。）填填埋深

度视气候条件而定，但建议至少为一米。木质包装材料在埋下之后应立即覆盖，并应一直埋在下面。 

  加工 

  以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批准的方式削成碎片和进一步加工，以消灭有害生物（如定向条状板的加

工）。 

  其它方法 

  国家植保机构批准的对于有害生物有效的方法。采用这些方法时尽可能不要延误。 

  

附录 I：有关木质包装材料的批准使用的措施 

  

  热处理（HT） 

  对木质包装材料加热，使木材中心温度至少达到 56℃，持续至少 30 分钟③。 

  采用窑中烘干（KD）、化学加压浸透（CPI）或其它处理方法，只要达到上述热处理技术要求，则可

视为热处理。例如，化学加压浸透通过利用蒸汽、热水或干热等方法可达到热处理技术指标。 

  热处理以 HT 标记。（见附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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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溴甲烷（MB）熏蒸 

  木质包装材料应采用溴甲烷熏蒸。溴甲烷熏蒸用 MB 标记。木质包装材料溴甲烷熏蒸处理的最低要求

标准如下： 

温度 剂量（g/m
3
） 

最低浓度要求（g/m
3
） 

0.5 小时 2 小时 4 小时 6 小时 

21℃以上 48 36 24 17 14 

16℃以上 56 42 28 20 17 

11℃以上 64 48 32 22 19 

  最低温度不应低于 10℃，最低熏蒸时间应为 16 小时④ 

  注 3：之所以选择木材中心最低温度低于 56℃及至少持续 30 分钟，是因为考虑到有害生物的广泛范

围，据记载这种组合对于这些有害生物是一种致命的、商业上可行的处理方法。虽然某些有害生物的耐热

力较高，但此类有害生物由国家植保机构逐项管理。 

  注 4：有些国家要求货物的最低温度可能更高。 

  通过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杀灭的有害生物清单 

  按照上述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技术要求对木质包装材料进行处理，可以有效杀灭下列有害物质： 

  昆虫：窃蠹科（Anobiidae）、长蠹科（Bostrichidae）、吉丁虫科（Buprestidae）、天牛科

（Cerambycidae ）、象虫科（Curculionidae）、等翅目（Isoptera）、粉蠹科（Lyctidae ， 某些种类

需要热处理）、拟天牛科（Oedemeridae）、小蠹科（Scolytidae）和树蜂科（Siricidae） 

  线虫：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附录Ⅱ：批准的措施的标识 

  

  带有下面所示标识的木质包装材料证明已采用批准的措施。 

 

  标识至少应包括： 

  ——符号（图示左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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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标准化组织授予的两个字母的国家编码，然后是国家植保机构授予木质包装材料生产者（即

负责确保使用的木材处理和标识均符合要求的生产者）的独特数字（图示右边第一行）； 

  ——《国际植保公约》按附件 I 给予采用的批准措施的缩写，例如 HT、MB 等（图示右边第二行）。 

  国家植保机构、木质包装生产者或供应商可自行增加控制号或用于识别特定批次的其它信息。如要求

去皮，在批准的措施缩略语表中应添加 DB 这两个字母。还可以包括其它信息，前提条件是这些信息不会

引起混乱、误导或欺骗。标识应符合下述要求： 

  ——按照这里所示的样式； 

  ——容易辨认； 

  ——永久性及不可移动性； 

  ——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最好至少在所证明的物品的两个相对面。 

  应避免使用红色或桔黄色，因为这些颜色用于危险货物的标记。 

  再利用、再加工或经修复的木质包装材料应重新检验和进行重新标记。 

  保证木质包装材料的所有成分都经过处理。 

  鼓励货主使用经过适当标识的垫木。 

  

附录Ⅲ：本标准中正在审议待批准的措施 

  

  正在审议并在获得适当数据时可能批准的处理措施（5）包括但不限于： 

  熏蒸 

  磷化氢 

  硫酰氟 

  碳酰硫 

  化学加压浸透 

  高压/真空法 

  双重真空法 

  冷热槽法 

  树液置换法 

  辐照 

  r 射线 

  X 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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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 

  红外线 

  电子射线 

  受控大气处理 

  磷化氢熏蒸和化学加压浸透处理等处理方法一般认为非常有效，但目前缺乏使之成为被认可和批准措

施的试验数据，目前尤其缺乏处理原木有害生物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