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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逐步进入欧盟

市场，供应链也随之进入欧盟市场。欧盟作为全球轨道交通的高端市场和发源地，其各种强制
认证和法规要求已经成为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进入欧盟市场的瓶颈。介绍 CE 认证的指令类

别、流程和适用国家，分析 RoHS 指令环保要求、管控范围、技术文档、体系管理和监管执法

方式，并对比了欧盟和我国有害物质管控的差别，对 CE 认证下 RoHS 指令的符合性要求进行探
讨，为后续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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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出口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陆路贸易开

引言

辟道路。其中，欧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

截 至 2020 年 底 ， 我 国 高 速 铁 路 运 营 里 程 达

3.79 万 km，稳居世界第一 ［1］。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

欧盟近年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严格的产品安全、健
康与环保法规是其保护内部市场的工具，对外也形成

的迅速发展，中国高铁逐渐成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

了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贸易限制 ［2-3］。

并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相

作为消除贸易壁垒的重要措施，促进贸易市场的健康
发展，CE 认证顺势而生。欧盟规定，凡是属于指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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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产品，必须符合有关指令中规定的基本安全、
卫生要求，并通过其规定的合格评定程序，加附 CE 安
全合格标识。没有 CE 标识的产品，欧盟各成员国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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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进人市场。可见，CE 认证要求已成为欧盟指令的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

核心要素 ［4］。2020 年 4 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塞浦路斯、

2021 年下半年在德国实现本地化轨道交通车辆的设计

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冰岛和挪

司收购德国福斯罗机车 （Vossloh Locomotives），并将于

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

和生产，后续将会有大批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产品销

威等。

往欧盟。为使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产品顺利进入

1. 4

欧盟市场，相关企业需要了解有关 CE 指令和相关技术

CE 认证与 RoHS 指令
根据 《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

标准，明确产品是否需要通过 CE 认证，实施 CE 安全

物 质 指 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简 称

1

CE 认证简述

员国应假定带有 CE 标识的电子电气产品符合本指令”

1985 年 5 月欧盟通过了 《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

要依据法规 765/2008/EC 进行符合性管理 ［7］。欧盟新方

合格标识，履行相应保证产品安全的义务。

的决议》（85/C136/01）（简称 《决议》）［5］，《决议》 规

RoHS 指令） 第 16 条款“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成
规定，欧盟 RoHS 2.0 指令纳入 CE 认证管理，其同样需
法决议覆盖了绝大多数产品种类，当一个产品同时受

定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前必须符合欧盟新方法指令要求，

多个指令覆盖时，该产品要满足全部有关指令的规定

满足不危及人类、动物和货品安全的基本要求，加贴

后 ［8］，才能加贴 CE 标识。可见，CE 认证的产品分组

CE 标识后方可进入欧盟市场进行销售等商业活动，这
是欧盟法律对产品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该决议只
是规定了产品安全的基本要求，另外以制定产品指令
和协调标准来确保满足安全要求。

1. 1

CE 认证相关指令类别
欧盟委员会颁布的 CE 认证相关指令可分为 3 个类

别；第一类是基本指令，适用于所有产品的制造商，

中涉及到电子电器产品类别的，都需要满足 RoHS 2.0
指令要求。轨道交通车辆结构复杂，完全满足 CE 认证
需涵盖很多指令的要求，RoHS 指令的符合性只是其 CE
认证中的一个部分。

2

CE RoHS 符合性措施
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指令 797/2016/EU 明确指出制造

例如 CE 标识、符合性评估、通用产品安全等；第二类

商有义务在某些部件上加贴“CE”标识，以证明其符

针对低电压产品的 LVD 指令以及会产生电磁干扰产品

除此之外，目前欧盟还没有单独针对轨道车辆专用

是一般产品指令，涉及某一专业范围内的产品，例如

合相关的欧盟法律要求。

的 EMC 指令；第三类是特殊指令，专门适用于特定的

产品的环保指令，有害物质管控有一定难度。欧洲铁路

1. 2

UNIFE） 联合德国铁路工业协会颁布了铁路行业物质清

产品，例如医疗设备和危险性较高的产品。

CE 标识流程
通过研究 CE 标识相关规定，加贴 CE 标识的基本

流程为 ［6］：（1） 识别适用的指令要求；（2） 确立产品

行业协会 （the European Rail Supply Industry Association，
单 （Railway Industry Substance List， 简 称 UNIFE-RISL

清单）［9-10］，该清单逐渐成为欧盟轨道车辆产品有害物

详细要求；（3） 选择适用的合格评定模式 （可能包含

质管控的技术规范类文件。但从执法层面上来看，

产品测试验证）；（4） 确定是否需要公告机构 （Notify

UNIFE-RISL 清单不具有强制性；从管控执行力度方面

Body） 参与；（5） 需指定机构进行测试并选择 Notify

Body 进行 CE 认证；（6） 编写技术文件；（7） 加贴 CE
标识并编写 CE 合格声明。

1. 3

CE 认证适用国家

需要进行 CE 安全认证的国家包括欧盟 25 个成员国

和 3 个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 ［4］：法国、德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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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轨道车辆产品除了要满足通用性的法规要求，如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REACH）、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POPs） 等，还需要满足一
般产品的指令要求，如电池指令、包装指令等。此外，
RoHS 指令属于一般产品指令，轨道车辆产品需要识别
出其相关性和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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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管控范围识别
RoHS 指令是由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指令，

已于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主要用于规范电子

11 大类。部分特殊产品，如国防设备、大型固定工业

设备、发射到太空的设备等等被排除在 RoHS 指令范围
之外。通过对电子电气产品定义及其豁免范围界定的

规定，绝大多数铁路行业产品都被 RoHS 指令豁免，轨

电气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及环境保护。该指令推出以来，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
关注。依据其最新修订版本，指令管控的产品定义为：

道交通产品中需要按 RoHS 指令管控的设备、集成、部
件见表 1。除了产品类别的豁免，RoHS 指令还启用了

特殊的材料豁免机制，基于当前科技发展水平，当不

正常运行时需要依赖电流或电磁场工作的设备和能产
生、传输、测量电流和电磁场的设备，并且这些设备

可能实现有害物质替代、替代物将导致更大的环境影

的设计电压是交流不超过 1 000 V，直流不超过 1 500 V。

响、替代物的可靠性得不到保证时，这些材料会被考

指令附件Ⅰ中列出了管控产品的具体类别，共包含
表1

虑纳入到豁免清单中 ［11］。

轨道交通产品 RoHS 指令管控范围

序号

类别

轨道交通产品
是否适用

1

大型家电

否

2

小型家电

是

微波炉、烧水壶

3

IT 和通信设备

是

移动电话、移动通信设备、车载电话、无线电系统

4

消费性设备

否

5

照明设备

是

前照灯、标辅灯、机械间灯、顶棚灯、警示灯、
按钮灯、记点灯、
电源模块

6

电子电气工具 （大型固定工业工具除外）

是

电线电缆、继电器、断路器、
接触器、开关、按钮、蜂鸣器、电位计、传感器

7

玩具、休闲和运动设备

否

8

医疗设备

是

制氧机

9

视屏控制设备、包括工业监视和控制设备

是

电脑、键盘、显示屏、人机界面、控制系统、视频系统、
6A 系统

10

自动售货机

否

11

上述类别未覆盖的所有电子电气设备

是

2. 2

轨道交通产品可能涉及的
代表性设备/集成/部件

电气柜、厨房电器、高压设备、变流器、辅助系统、
供电模块、防火系统、
PZB、
速度计系统、能耗计系统

技术文档要求
根据欧盟 RoHS 指令的要求，除特定豁免外，电

标准 ［12］，以更适用于有害物质的符合性评估。根据
该标准，企业需要确认所需要的技术文件，并建立程

子电气产品中的均质材料不得含有超过限值的特定化

序来评估文件的质量和可信度，同时应定期审阅以确

学物质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联苯

保其有效性。

醚、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 酯、邻苯二甲酸二丁

2. 3

酯、邻苯二甲酸丁苄酯和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否
则产品不得投放欧盟市场。企业为了证明产品符合欧
盟 RoHS 指令的要求，需要提供和保存相关的技术文

体系管理
指令第 7 条款要求，企业需要按照欧盟决议

768/2008/EC 附录 2 模式 A 进行内部生产控制，以确保
产品的符合性。同时，生产商需要起草一份欧盟符合

档。指令要求：生产商需按照欧盟决议 768/2008/EC

性声明，并在最终的成品上贴 CE 标识。该符合性声明

档；按照指令附件 VI 的内容要求出具产品的 EU 符合

方式向监管机构或用户声明自己的产品不含有害物质、

附录 2 模式 A 的方式实施内部生产控制并制作技术文

是生产商基于对自己产品的了解，通过以技术文件的

性声明；按照欧盟法规 65/2008/EC 的要求加贴 CE 标

符合标准要求的一种行为 ［13］。在众多的有害物质管理

识。产品生产商和授权代表需要保存上述技术文档

方法中，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元器件质量评定体系

10 年。为了更好地规范、统一和指导企业进行技术文

（IEQC） 制定的 IEC QC 08000 标准规范的有害物质管理

档 制 作 ， 欧 盟 于 2018 年 批 准 了 由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IEC） 发 布 的 IEC 63000—2016 《评 估 电 子 电 气 产 品

有关有害物质的技术文档》 作为 RoHS 2.0 指令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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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最普遍使用、最权威、最有效的方法，其通过
采用过程方法以识别与产品有害物质特性有关的过程，
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策划与实施，确保产品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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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符合要求。也有企业建立自己的 RoHS 管理体系。

表2

欧盟 RoHS 与中国电子电气有害物质管控差别

轨道车辆产品实现过程中，其设计、采购、生产以及

项目

中国

欧盟

物流等环节都可能引入有害物质，企业需要根据自身

管控范围

采用达标目录管理模式

排除法，除豁免外全部管控

情况逐一识别。其中生产制造过程是风险最高的一个
环节，因此有害物质的管控需要与制造过程相结合，

管控有害物质

识别出高风险的因素，避免在制造过程中额外引入有
害物质 ［10］。首先要确认与产品发生物质传递的材料，

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
苯、多溴联苯醚、邻苯二甲酸
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
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多溴联苯醚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合格评定方式 国推自愿认证/供方符合性声明

自我声明

再确认哪些材料可能导致产品的有害物质含量发生变

产品标识

“e”标+环保使用年限

CE 标识

化。生产制造过程中，有可能与最终产品发生物质传

执法机构

工商管理局

执法机关

递的材料，如生产使用的辅料、生产工艺和设备、工
装夹具、周转设备等，此外还需要考虑由工作环境和
人员操作等因素造成的交叉污染等。

2. 4

监管执法方式
欧盟和各成员国对产品的安全管理都非常重视，

均设有执法机关在本国境内实施 RoHS 执法行动，如英

4

结束语
CE 认证是产品出口欧盟必须进行的一项强制性认

证，其所涵盖的 RoHS 指令只是欧盟有害物质管控的一

部分要求。产品出口还需要满足如 REACH、POPs 等要

国国家度量衡实验室、瑞典化学管理局、法国生态与

求。因此，轨道交通车辆产品中有害物质管控是复杂

可持续发展部、丹麦环保署等，执法的方式大致可分

艰巨的工程，涉及环保、消费安全、固体废物资源化

为 3 种：海关检查、货架抽查和文件审查 ［14］。考虑到

等多领域 ［15］，欧盟实际上从 2000 年开始建立和实施严

轨道交通车辆产品的特殊性，最有可能的执法方式为

格的化学品管理体系 ［16］，在众多法规指令实施前，欧

海关检查和文件审查。

盟的相关企业早已熟悉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相关数据。

3

欧盟 RoHS 与中国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管

而我国企业并无相关准备，在这一轮市场竞争中处于

控差别

明显劣势，频繁遇到产品出口召回的情况。随着欧盟

RoHS 是欧盟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最早提出来的，欧

环保法规不断更新，执法要求不断深入，企业违规的

盟的主要贸易伙伴相继推出了类似的立法。面对这一
全球性挑战，为推动中国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管控
与国际融合对接，2016 年 3 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审

议通过了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简称 《管理办法》），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同意
于同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2006 年 2 月 28 日公布的 《电

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2018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第一批）（简称

风险也在不断提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认证企
业需充分并有效识别国内外管控差异，及时关注环保
法规动态，了解法规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积极进行
供应链符合性调查，制定出相应的检测分析方案，对
上游供应商原材料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和验收，必要
时进行有害物质替代或者申报等措施，避免产品违规。
另一方面，生产制造过程中，识别关键环节和高风险
控制点，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和现场监管方式，确保产
品满足国内外环保法规要求，逐渐缩小与欧盟及其他
地区环保技术上的差距，确保产品对环境以及人类健
康的危害降至最低。

《达标管理目录》） 和相关合格评定制度，至此我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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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E RoH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for Rail Transit Vehicle
Parts and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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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ursuing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by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Chinese rail

transit vehicles have gradually entered the European market, so has the supply chain subsequently. Europe is
the high-end market and origin of global rail transit, whose various mandatory certifications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for Chinese rail transit vehicle parts and components to enter its
marke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struction category, process and applicable countries of CE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control scope, technical documents, system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enforcement methods of RoHS,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RoH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for RoHS instruction under CE certification,
which may provide solu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entry of Chinese rail transit vehicle parts and components into
the European market.
Keywords: rail transit vehicle; parts and components; CE certification; RoHS instruction;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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