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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用于整条供应链的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通用体系。
为了正确管理产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持续应对日益严格的法规，供应链中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的信息传递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旨在准确和高效传递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
采取了可供上游到下游以及包括贸易公司在内的供应链相关企业同时使用的设计。

不限制产品行业范围，在各种行业都可以使用。

一贯致力于解决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的课题。
本着“对信息传递负责”的原则，编制并传递基于共通物质清单的成分信息、以及

针对各个产品领域的物品合规性评估信息。

何为chemSHERPA

引用于chemSHERPA网页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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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供应商的负担
通过引进chemSHERPA而带来的效果
- 满足最低限度的统一数据内容和记述格式
- 行业通用的管理对象物质清单
- 能够保护企业机密的信息交流体系

本集团引进chemSHERPA的目的

本集团产品的法律法规对应
-遵守以RoHS、REACH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法规
-顺利回答来自本集团顾客的调查委托

引用于《chemSHERPA 入门讲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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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的chemSHERPA数据的基本方针

 本集团指定的格式为chemSHERPA‐AI

（粘合剂及化学试剂等化学品的格式也同样）

 请使用本集团在绿色采购网页上指定的chemSHERPA‐AI  

版本（原则为最新版本）

 委托时由本集团的担当人员发送委托文件（shai文件）

 数据创建基于JAMP发布的文件（利用规程、说明书等）

 合规性评估信息为必填项目，请尽可能传达成分信息

 基本信息面画上的SCIP信息输入选择栏，对合规性评估信息，一定要划☑
 请使用日文或英文（半角英数字）进行chemSHERPA‐AI的回答

 在chemSHERPA数据制作支持工具授权/输出回答文件时的文件格式为Ver.2格式

<创建合规性评估时的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所交付的生产材料中,如果化学物质的含有率或成分发生变化时，请根据

弊公司交付时的条件，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https://global.epson.com/SR/supply_chain_csr/green_purchasing/chemical_substa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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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要求合规性评估信息为必填项目，请尽可能传达成分信息。在本资料
中针对合规性评估信息的输入方法进行说明。成分信息的输入方法请参考
chemSHERPA网页提供的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操作说明书/输入说明书。

chemSHERPA的画面构成

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成分信息 画面

基本信息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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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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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chemSHERPA的网站获取chemSHERPA‐AI的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工具分为物品与化学品，请下载物品的工具
请使用绿色采购网页上指定的工具版本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日文版 https://chemsherpa.net/tool

(chemSHERPA成形品データ作成支援ツール)

英文版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

([English] Set of files of chemSHERPA data 
entry support tool for articles and manuals)

中文版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

（[Chinese]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与操作手册（一套）

https://global.epson.com/SR/supply_chain_csr/green_purchasing/chemical_substances.html
https://chemsherpa.net/tool/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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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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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emSHERPA-AI数据制作支持工具中对
由本集团委托者所发送的委托文件

（***.shai）进行读取

①从菜单栏的“文件”、“打开”、
“chemSHERPA文件格式”，对所接收的
委托文件进行读取

②在“委托者信息”栏中将显示本集团委
托者的信息，在产品・零部件信息栏中
将分别显示爱普生集团的产品名称和产
品编码

※如有以下情况，请联系本集团的委托者

・未发送来委托文件

・未显示委托者信息

・未显示委托者产品信息

2.读取委托文件

②

基本信息 画面①

・・・.shai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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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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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画面

在“领域”栏的“IEC62474”处的方框中打勾“√”

则能够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SCIP信息的「合规性评估信息」处打勾“√”（必须）

处打勾“√”,显示“委托者信息”
（请不要更新弊公司发送的委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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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基本信息
输入发行者信息的参考编号和制作日期、以及产品信息（红框部分必须输入）

委托日期：接受委托的年月日
基本信息 画面２

申报单位：能够以“个”计算的零部件选择“个”
（有来自爱普生集团的指示时，则请遵照其指示。
若爱普生集团发送来的委托文件已输入完毕，则请
不要更新。）

产品编号：供应商的产品编号
⇒ 如果没有，则输入爱普生集团的品种代码

产品名称：
供应商的产品名称

发行日期：发行回答的日期

产品编号：
爱普生集团的品种代码

重量、重量单位：
产品的重量及其单位

参考编号：读取本集团所发送的委托文件后
将自动显示

参考编号：供应商的管理编号
（供应商的公司内部管理编号等任意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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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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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公司信息

基本信息 画面

必填项目 输入内容

公司ID 爱普生集团规定的6位数代码（已在本集团所发送的调
查委托文件中输入）

公司名称 供应商的公司名称

部门名称 供应商的负责部门名称

职务名称 供应商的负责人职务名称

负责人姓名 供应商的负责人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供应商的负责人电子邮件地址

电话号码 供应商的负责人电话号码

公司ID已在本集团所发送的委托文件中输入。请不要修改。

必填项目 输入内容

公司名称 本集团的公司名称(例如:精工爱普生、东北爱普生)
部门名称 调查委托者的部门名称

职务名称 填写调查委托者 或 Survey requester
负责人姓名 调查委托者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调查委托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电话号码 调查委托者的电话号码

读取本集团委托者所发送的委托文件后将自动显示。

输入发行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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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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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不包含层的原零部件时）

打开“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

①在制作回答的产品前的方框中打勾“√”

②点击上述产品的“合规”下的“显示”
后，将打开“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

基本信息 画面

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

①在方框中打勾“√”

②点击“合规”下的“显示”

③确定已输入的成分信息后，点击“ 成分→
合规性评估转换”

④请参考《chemSHERPA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
具 操作说明书》、《chemSHERPA物品数
据制作支持工具 输入说明书》，修改各
项信息

③点击“成分→合规性评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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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包含层的复合零部件时）

①在基本信息画面上选择“工具”→“综合
化”，打开综合化信息画面

②请参考chemSHERPA-AI《物品数据制作支持
工具 操作说明书》、《物品数据制作支持
工具 输入说明书》，选择综合化文档,输
入个数，创合规性评估信息

③请参阅上述各说明书，根据需要修改、输
入各信息

综合化信息 画面

基本信息 画面

导入部件和材料供的chemSHERPA数据，创合规性评估信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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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判断含有的对象物质（仅有效时利用）

①确认对象物质，在含有的物质的“判
断对象”下的方框中打勾“√”

②勾选【仅显示ON】栏，将只显示①中
被选中的物质

报告对象物质数量较多时，可利用这一辅助功能对画面中显示的内容和输入对象进行筛选

①

②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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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输入判断含有

①确认画面左边的对象物质、申报用途、申报阈值，输入“Y”或“N”
点击【全选“N”】按钮，将会把空白行全部设成“N”，或是可以直接全部输入“N”。
可以在只输入“Y”后，利用该按钮将剩余行中全部输入“N”。

①

物质的含量 物质的用途 判断含有

“申报阈值”
以上

属于“申报用途” Ｙ

不属于“申报用途” Ｎ

不明 Ｙ

小于
“申报阈值”

属于“申报用途” Ｎ

不属于“申报用途” Ｎ

不明 Ｎ

<判断含有（Y/N）的思路>
※确认属于《爱普生集团生产材料绿色采购标准》的等级

1禁止物质（立即禁止）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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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输入含有率、含量、用途代码、用途代码、使用部位

①输入判断含有选择Y的所有行
（用途代码的输入方法请参照下一页）

输入项目 是否需要输入

含有率 判断含有为“Y”时，必须输入

含量 判断含有为“Y”时，必须输入

单位 判断含有为“Y”时，必须输入

用途代码 “用途代码”栏中显示“请输
入”时，必须输入

用途 判断含有为“Y”时，必须输入

使用部位 判断含有为“Y”时，必须输入

<是否需要输入的说明>
※用途、使用部位

使用日文或英文（半角英文数字）输入。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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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代码的输入方法
①双击需要输入用途代码的单元格，打开用途代码选择画面
②选中用途代码，点击【选择】按钮

①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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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并保存

①点击【纠错】按钮
查出错误时，请参照出现的错误一览画面，修正相关项目

②点击【确定】按钮，
保存合规性评估信息

① ②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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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SCIP信息、并在SVHC的合规性评估信息中将“判断含有”设置为“ Y”

①点击合规性评估信息画面中的【确定】按钮，将跳转至SCIP信息画面
（但当不存在成为SCIP注册对象的可能性时，则不会显示）

在第一行中提取显示信息：作为合规性评估信息对象的产品信息

第二行开始提取显示信息：输入到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的SVHC的含有信息

② 请参考chemSHERPA-AI《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物品数据制作支
持工具 输入说明书》，用半角英数字输入SCIP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SCIP信息的输入）

（参考）* HS编码：如果因在出口进口时未进行验证不知道HS编码时，可以在(财团法人)日本海关协会公开的搜索网站上进行确认
如果仍然不明时，请咨询各地域的海关

Material Category：
选择适当的材质分类

Primary Article Identifier：
物品标识 符，例如产品编号

Article Name：
物品名称

Article Category：
根据HS条约所定６位数HS代码*

Production in…：
选择是进口还是本地制造

Safe use instruction：
安全使用信息
（按必要可变更）

https://www.kanzei.or.jp/
https://www.kanzei.or.jp/statistical/expstatis/top/inde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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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25公开范围:爱普生集团供应链的相关公司

6.纠错

基本信息 画面

①确认是否在“发行者・授权者信息”栏中正确输入了红框的必填项目

①

在“公司ID”栏中正确输入了
爱普生集团规定的6位数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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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纠错

①确认是否输入了红框的必填项目
②点击“纠错”，确认内容是否存在错误
※出现错误时请进行修改，之后再次点击“纠错”，确认是否已不存在错误

②点击“纠错”

① ① ①

① ①

基本信息 画面

①

① 在委托者信息的“产品编号”栏中正
确输入了爱普生集团的“品种代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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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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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①在制作回答的产品前的方
框中打勾“√”

②点击“临时保存”
③在确认画面点击“Y”
④选择保存位置
⑤点击“保存”

※文件名自动生成为
“SHAI_Temp_****.shai”

①在方框中打勾“√”

基本信息 画面

⑤点击“保存”

③点击“Y”

②点击“临时保存”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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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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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菜单栏的“文件”、“打开”、“chemSHERPA文件格式”读取授权文件（临时保存
文件）

②显示临时保存文件中记载的信息后，确认所回答的产品编号
③在所回答的产品前的方框中打勾“√”

④点击“合规性评估信息”的“显示”

8.授权回答文件（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①“文件”、“打开”、“chemSHERPA文件格式”

②确认所回答的产品编号③在所回答的产品前的方框中打勾“√”

④点击“合规性评估信息”的 “显示”

基本信息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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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认向合规性评估信息输入的内容
的确适当

②SVHC的判断含有为“ Y”时,选择菜
单栏上的“文件”和“ SCIP信息画
面”,确认在SCIP信息中输入的内容
是否适当

③确认SCIP信息后,点击“关闭”
④全部确认后，点击“返回基本信息

画面”

8.授权回答文件（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①确认输入的内容② “文件”、“显示SCIP信息画面”

②确认输入的内容

③点击“关闭”

SCIP信息 画面

合规性评估信息 画面

④点击“返回基本信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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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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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授权回答文件（输入授权者信息）

①点击菜单栏的“公司信息”、“发行者・授权者信息”

②在画面下方的《授权者信息》栏中的红框部分输入

③点击画面上方的“OK”,返回基本信息画面

①点击“公司信息”、“发行者・授权者信息”

②在《授权者信息》栏中输入

基本信息 画面
③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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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hemSHERPA回答的流程

1.chemSHERPA的获取～启动

3.输入基本信息

4.输入公司信息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

7.临时保存回答文件

6.纠错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入授权者信息）

8.授权回答文件
（文件的读取与确认）

8.授权回答文件
（输出授权数据）

爱普生
集团

委托文件

编制数据者 授权者

2.读取委托文件

回答文件

¶.3

¶.10

¶.5.2

¶.5.1

¶.5.5

¶.5.6 ¶.5.7 
¶.5.8

¶.1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 “¶**” 表示的是《 chemSHERPA 物品数据制作支持工具 操作说明书》中相应项目的编号。

供应商

¶.5.4  , ¶.8     ,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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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授权回答文件（输出授权数据）

②点击“纠错” ③点击“输出（授权）” ⑤点击“授权/输出”

①确认 “发行日期”、
“制作日期”后，输入
“授权日期”

①确认是否输入了 “制作日期”、“发行日期”后，输入 “授权日期”
②点击基本信息画面下方的“纠错”，确认内容是否存在错误
③点击“输出（授权）”
④确认“对信息传递责任”后，⑤选择“以Ver.2格式输出”并点击“授权/输出”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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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授权回答文件（输出授权数据）

②点击“保存”

①选择保存处
②点击“保存”

※向弊公司提出的chemSHERPA数据的文件名称，推荐使用数据作成支援工具输出的
文件名称

③将已保存的文件使用邮件等方式发送至本集团的委托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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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传递负责
-依据JAMP发行的《chemSHERPA产品所含化学物质信息的利用规程》-

 所谓“对信息传递负责”，是指遵照本规程（《chemSHERPA产品所含
化学物质信息的利用规程》），根据来自供应方的信息和自身公司的经验
、实绩及科学见解，按照组织规定的手续，尽最大努力制作产品所含化学
物质信息，并由产品所含化学物质管理负责人授权后进行传递的行为。

 物品的合规性评估信息应根据“领域”设定，由产品供应方制作并传递给
客户，并保证”对信息传递负责”。合规性评估信息的精度应与领域设定
中参考法规的法定含有限制相对应。

 “对信息传递负责”并不意味着信息接收方可以强迫信息提供方持续调查
难以获取的信息，或强求采用高精密仪器进行详细分析。

 遵守成分信息的传递标准，原则上应将来自上游的信息如实传递至下游，
不得在自身组织内擅自削减信息量。

 贸易公司、无生产线设计公司及代工生产商等应对获取的信息加以确认，
并对从组织获得的信息执行”对信息传递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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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chemSHERPA数据制作的说明

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
chemSHERPA网站中登载了
chemSHERPA的说明资料、输入说
明书、说明动画、学习工具等。
请有效运用以便对输入方法进行理解。

http://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
english/cip-e_index.html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网址：

chemSHERPA网站网址：

http://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english/cip-e_index.html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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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1.0 2018年8月29日 ・第一版

2.0 2019年3月27日 2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english/

⇒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URL Change

7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tool/

⇒ https://chemsherpa.net/tool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english/tool/

⇒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tool

URL Change

34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english/

⇒ https://chemsherpa.net/English
URL Change

3.0 2019年11月25日 共通 ・将chemSHERPA的所有屏幕截图从
Ver.1.05.00a替换为Ver.2.00.00。

・修改并统一文字表达

以chemSHERPA的
Ver.2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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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0 2019年11月25日 4 ・chemSHERPA数据的基本方针
⇒本集团的chemSHERPA数据的基本方针

・在基本方针中追加回答文件为Ver.2格式的
shai文件这一内容。
・追加“粘合剂及化学试剂等化学品的格式也

使用AI。”这一内容。
・请使用本集团指定的chemSHERPA‐AI版本。

⇒请使用本集团在绿色采购网页上指定的
chemSHERPA‐AI版本。

SEG的运用明确化

７ ・追加“请使用绿色采购网页上指定的工具版
本。”这一内容。

SEG的运用明确化

９ ・追加“未显示委托者信息时请联系本集团的
委托者”这一内容。

SEG的运用明确化

12 ・在申报单位的输入说明中追加“若爱普生发
送来的委托文件已输入完毕，则请不要更新”
这一内容。

SEG的运用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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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0 2019年11月25日 14 ・公司ID：供应商的法人代码⇒爱普生集团规定的
6位数的代码（已在本集团委托者所发送的调查
委托文件中输入）

SEG的运用明确化

18 ・整理内容，仅记载判断含有的输入。 修改以易于理解

19 ・整理内容，删除判断含有的输入。 同上

23 ・“公司ID”栏中是否正确输入了贵公司的“法人
代码”？⇒ 是否正确输入了红框的必填项目。

・在公司ID的说明中追加“爱普生集团规定的6位
数代码”这一内容。

同上

24 ・在红框的必填项目中追加发行日期。 笔误修改

28 ・点击“合规性评估信息”
⇒点击“合规性评估信息“的“显示”

以chemSHERPA的
Ver.2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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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0 2019年11月29日 30 ・点击“公司信息”、“输入”、“发行者・授权者信
息”⇒点击“公司信息”、“发行者・授权者信息”

同上

32 ⑫追加“点击“OK”这一内容。
⑬确认后⇒确认画面中显示的内容后
⑭输入文件名⇒根据需要修改文件名

增加说明以避
免有所误解。

34 ・将chemSHRPA网页的屏幕截图更新为最新。 因网页的设计
有所改变。

3.1 2021年1月15日 共通 ・将chemSHERPA的所有截图从版本2.00.00替换为版本
2.02.00

照准
chemSHERPA的
Ver.2.02

4 ・将基本方针作以下追加和更新
追加:数据创建基于JAMP发布的文件（利用规程、说明书等）
追加:基本信息面画上的SCIP信息输入选择栏，对合规性

评估信息，一定要划☑。
更新：成分信息为任意⇒请尽可能传达成分信息

基本方针明确
化
欧盟守法应对

修订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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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1 2021年1月15日 4 ・追加：创建合规性评估时的要求 JAMP规则的贯彻
落实

5 ・成分信息可随意（选填）
⇒请尽可能传达成分信息

基本方针的变更

6.8,10.13,
15.24,27,
29.32,34

・5.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栏里，追加¶8和¶13.2和
¶13.5和¶17

追加了要参考的
操作说明书的项
目编号

9 ・在“如有以下情况，请联系本集团的委托者”
处，追加“未显示委托者产品信息”

运用明确化

11 ・在“显示/不显示委托者信息”处的方框中打勾
“√”・・・
将“则能够输入”修正为显示“委托者信息”

※追加：请不要更新弊公司发送的委托文件
・追加：SCIP信息的「合规性评估信息」处打勾
“√”（必须）

调查委托者行为
运用明确化

欧盟守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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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1 2021年1月15日 16 ・添加了序言“不包含层的原零部件时”
・追加：确定已输入的成分信息后，点击“ 成分→合规

性评估转换”

JAMP规则的贯
彻落实

17 ・加页，以描述包含层的复合零部件情况下的合规性评
估信息的输入方法（综合化）

JAMP规则的贯
彻落实

23 ・加页，输入合规性评估信息（SCIP信息的输入） 欧盟守法应对

26 ・追加SCIP信息☑,确认是否输入了红框的必填项目 欧盟守法应对

30.31 ・将chemSHERPA画面遷迁移细分 修改以易于理
解

30 ・使操作程序易懂 修改以易于理
解

31 ・批准时的确认项目中追加SCIP信息 欧盟守法应对

35 ・确认已输入批准日期
⇒修正：确认是否输入了 、输入 “授权日期”

优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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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版本 登载日 页 修订内容
改订前⇒改订后

修订理由

3.1 2021年1月15日 36 ・根据需要修改文件名⇒修正：向弊公司提出的文件
名称，推荐使用数据作成支援工具输出的文件名称

防止文件名的
重复

37 ・追加：遵守成分信息的传递标准，原则上应将来自
上游的信息・・・

JAMP规则的贯
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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