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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德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
Detox 行动对顶级品牌发出与供应商
合作来消除整个供应链中所有危险化
学品的挑战。Tchibo公开承诺将在
2020年之前取消纺织品供应链中的危
险化学品优先级列表，并提高化学品
使用和排放的透明度，以达到保护水
资源，改善工作和周围社区环境和人
类健康的目的。

什么是DETOX?

查看/下载：2014年 Tchibo Detox 承诺书

查看/下载：2018年Tchibo Detox进展报告

关于ZDHC
ZDHC基金对路线图计划的实施进行监
督，该基金会是现有的150个参与成
员（30个品牌，100个价值链附属公
司和19家联合公司）的全球行业合作
的结果。该愿景是广泛实施可持续化
学，推动纺织、服装、皮革和鞋类行
业的创新和最佳实践。通过协作参与
，标准制定和大规模实施，ZDHC推动
行业向实现危险化学品零排放这一目
标前进。

Tchibo认为，只有集体行动才能改变
一个行业。在2018年，Tchibo成为“
危险化学物质零排放品计划”（ZDHC
）的签约品牌成员。在这个联盟中我
们看到了许多机会：首先，它允许就
供应链中最低程度的参与以达成全行
业协议。

ZDHC（危险化学物质零排放
缔约品牌组织）会员资格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
https://www.roadmaptozero.com/

绿色和平组织Detox 行动的起源就是
为了减少这种大规模的水污染。为了
推动变革，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国际纺
织品牌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并要求他
们承诺消除危险化学物品的排放！

你知道吗？

的工业水污染来自纺织
印染！（世界银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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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个优先级化学品组被广泛应用于纺织业，是绿色和平组织Detox行动的重
点。这些化学品一旦被排放，就会大量的累积到环境中，这意味着它们属于持
久性污染物。 有些物质具有生物累积性，这意味着它们会积聚在生物体的血液、
器官和组织中并损害他们的健康。因此，这些化学品组中的大多数都是有毒的
并且对生物有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避免使用这些化学品的原因。

物质类别 所出现的产品/工艺中

1
烷基酚㇠氧基化合物
（AP和 APEO）

颜料印花，洗涤和煮炼（例如预处理，牛仔布、
含脂羊毛的抗反染），涂料，真丝处理（脱胶）

2 全氟化合物（PFCs） 防水和/或防污和/或防油脂制成品

3 邻苯二甲酸酯
有弹性的塑料（例如聚氯乙烯PVC），印花色浆，
粘合剂，塑料扣，塑料套管，聚合物涂层

4 溴化阻燃剂和氯化阻燃剂 阻燃整理

5 偶氮染料中的可裂解芳基胺 所有其他纤维及聚氨酯PU材料的印染

6 有机锡化合物
防异味/抗菌整理、织物印花、涂饰、塑料/橡胶、
金属光泽闪粉、聚氨酯制品和热转印材料 (转印标
签)

7 氯化苯类化合物
涤纶或羊毛/涤纶纤维 (染色)、橡胶衬垫毡、鞋油
、胶水、生漆

8 氯化溶剂 制造、溶解、脱脂或清洁过程中的斑点清洁剂 (皮
革/织物/皮毛/橡胶/塑料、印花、整理)

9 氯化酚 种植棉花和储存/运输织物时所用的防腐剂或杀虫
剂（防霉剂/防虫剂）。印花浆料中的防腐剂。

10 短链氯化石蜡（SCCP） 塑料中的增塑剂，皮革和毛皮加脂剂，阻燃剂

11 重金属
皮革鞣制，羊毛/丝绸/ 聚酰胺PA染色，织物印花
，上色和涂漆（例如拉链和纽扣上的表层漆），
合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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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将帮助您改进化学品管理系统——将Detox 行动付诸实践!

 打破陈规, 对新的想法和新的方式持开放态度以应对新的挑战

 考虑到您的努力有助于保护工人和消费者的健康并保护环境

 认识到遵守MRSL对于既定的业务关系和扩展的业务关系至关重要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遵循手册上指示的建议

 点击附带的链接获取更多或更详细的信息，并筛选其他指南、最佳做
法等。

 如有任何未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帮助，请与Tchibo联系

请与所有业务合作伙伴分享本手册，尤其是所有进行湿法处理的业务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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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chibo 的需求



透明性 I 供应链披露

为什么我们需要透明性？

Detox 行动的承诺包括了纺织品生产中所有危险化学品在的使用和排放的透明
性。化学密集型工艺步骤通常发生在供应链上游的湿处理工艺中。这就是所有
供应商和生产过程的完全透明性是采取行动和改进化学品管理的基础的原因。

原材料供应商 生产商（湿处理）
生产商
（CMT）

供应厂商 / 
零售供应商

Tchibo

化学品供应商
“Detox行动的热点”在
于湿处理层级！

TCHIBO 要求了解…..

1. 有关生产Tchibo产品所涉及的所有湿法处理单元（WPU）的信息，包括名称 、
地址、联系信息和流程步骤

2. 每个湿法处理单元的有效废水检测（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9页）

3. 将废水检测的结果上传至ZDHC网关平台（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20页）

Tchibo加入了ZDHC，为Tchibo
生产的所有湿法处理单元都可
以免费访问ZDHC网关平台。该
平台包括两个模块：

废水模块
一个为整个纺织业注册和共享经验证
的废水检测数据的全球在线平台

化学品模块
一个高级搜索引擎，提供符合ZDHC 
MRSL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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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L / MRSL 合规性

为了在整个供应链中执行Detox 行动要求, Tchibo 更新并完善了产品及生产
标准：

RSL——受限制物质清单

RSL涵盖的化学品，要么是在最终产品中完全禁止，要么是限制在一定水

平门槛以内！

MRSL——生产受限制物质清单

MRSL涵盖的化学品，要么是在生产过程中完全禁止，要么是限制在一定水

平以内！

有害物质危害工人和消费者的健康，并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

 两个清单都提供了禁止使用或不得检测到的物质，或是必须在规定限度内
的物质的概述。

 如果检测到限用物质，则必须在生产中对其进行更换，或者在化学制剂、
生产工艺和最终产品上严格控制。

 每个参与Tchibo产品生产的角色都需要了解RSL / MRSL，并保证产品符合
RSL / MRSL的要求。

行业标准

ZDHC MRSL被视为纺织和皮革化学品中受限物质的行业基准。 在我们使用和开
发自己的MRSL多年的同时，该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商定了目前可与我
们媲美的高标准。 作为ZDHC计划的成员，我们希望支持这一重要的联合行业
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20年用ZDHC MRSL 2.0取代了Tchibo MRSL的原
因

查看/下载： ZDHC MRS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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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L / MRSL 合规性

如何解读 ZDHC MRSL 2.0？

ZDHC废水指南中列出了用于废水和污泥分析的方法，包括检测极限。

遵守ZDHC废水指南中所规定的基本限值是危险化学品零排放的第一步。
https://www.roadmaptozero.com/output

如果在排放物或产品中检测到优先级列表中所列物质的残留物，则必须进行根本原因分析以
找到污染源。根据分析结果确定措施，以消除生产中的优先级列表中所列的物质。

查看/下载：ZDHC MRSL 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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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讨论将其包含在ZDHC 
MRSL中的化学品。
MRSL候选清单：拟议的MRSL
补充符合市场标准，但缺乏
大规模的安全替代品。 将它
们包括在候选清单中可鼓励
替代方案的创新。
MRSL存档清单：没有强而有
力的证据表明该行业目前正
在使用该物质，但是具有明
确的历史使用历史的物质。

化学制剂的浓度极限。 超过
此限制表明该物质的故意使
用和与MRSL不符。

有关该物质的使用，
限制原因和更安全替
代品的详细信息。



RSL / MRSL 合规性

如何确保MRSL合规？

确认函

本函是为了确认以下化学产品：

化学名称

符合ZDHC MRSL V2.0的纺织品染色、
印花和整理要求，但前提条件是前
须按照技术建议正确使用该物质。
公司名称
签名

确认函

本函是为了确认以下化学产品：

化学名称

符合ZDHC MRSL V2.0的纺织品染色、
印花和整理要求，但前提条件是前
须按照技术建议正确使用该物质。
公司名称
签名

内部沟通流程

✅ 告知贵公司所有相关部门（例如采购部、质量保证部、色彩实验室，生产部等）
有关RSL / MRSL要求的信息

✅ 建立一个沟通流程，确保所有部门\负责人了解最新RSL / MRSL要求

外部沟通流程

将Tchibo RSL / ZDHC MRSL传达给材料和化学品供应商以及委托单位，并要求他们承
认和确认遵守情况

与Tchibo就Detox 行动案例沟通程序，例如：已确定限制物质，无法实现产品规格，
无法实现限制。限定物质已经确定，产品规格无法实现，限值无法实现达到。

根据MRSL进行化学品采购

✅ 仅使用和购买符合MRSL要求的化学品。评估SDS中的数据以确保符合ZDHC MRSL标

准。

✅ 请向您的化学品供应商索取辅助文件证明其提

供的化学品符合ZDHC MRSL。这些文件包括

 检测报告

 证书

 或者声明（说明每种化学制剂的主要化学成分，
CAS编号，这些物质中Tchibo RSL / MRSL中提到
的物质的存在和数量，用完整的商品名表示）

✅ 实施检测程序以消除数据匮乏并避免使用资料不完整的化学品制剂

✅使用ZDHC 网关化学模块，该模块可以检查和共享化学品一致性信息。 可以通

过InCheck报告验证ZDHC MRSL的化学品库存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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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编制 (清单 / SDS)

为了掌握库存动态，必须对工厂中使用和存储的化学品库存进行维护。涉及到
两种库存：

化学品清单是功能性化学品管理系统的核心要素，可以帮助您识别、组织生产
中的所有化学相关问题，包括从计算化学品消耗量到验证客户和最终产品上限
用有害物质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该怎么做？

物料清单
是现场使用和存储的所有材料和半成品配件的列表，其中包含有关其风险和成
分的相关信息。

化学品清单
是现场使用和存储的所有化学品和化学混合物的列表，其中包含有关其风险和
成分的相关信息。

第1步：建立工厂使用和储存的化学品清单。清单中至少应包含
以下信息：

 化学产品的商品名
 供应商名称
 生产商名称
 类别：物质或混合物
 化学成分（主要成分）
 CAS编号
 着色剂的 C.I.号
 是否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SDS 的规范
 GHS分类
 生产中的应用领域
 年消耗量
 化学产品的物理形态
 可用的毒理学资料

要完成库存清单，您必须从化学品生产商处收集文件，如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生产者声明、检测报告等。



第2步：持续更新库存

 增加新的化学品
 从库存列表中删除过期和废弃的化学品



第3步：使用 ZDHC 网关化学模块

 使用ZDHC网关化学模块并生成ZDHC InCheck报告，该报告根据库存
提供ZDHC MRSL一致性的基准评分，并提供明确的评分结果和指导
，以提高化学品投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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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化 (清单 / SDS)

Tchibo支持使用ZDHC和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联盟的其他成员提供的化学品清单模
板：

如果您已经有库存清单
，请通过与库存清单模
板进行比较来检查它们
的完整性，并在你的清
单中加上所缺少的其他

列！

------库存完善和评估指南------

化学配方
（英文）^

化学配方
（本地）^

化学配方设计师 （
英文）^

化学配方设计师
（本地）^

化学配方设计师类型
^

出售给贵公司的单一化工产品/混合物
的商业名称

指明化工产品的生产商/制造商的名称
。清单名称和联系方式

选择配方设计师
是否是原始制造
商，代理商，分
销商等。

ZDHC使用
类别^

CAS 号 染料索引 现场数量^ 现场数量（单位）^

指出化学品/混合
物在您的工艺中
所使用的功能，
例如： 印花，漂
白，柔软剂等

CAS和CI号能够明确识别化学物质！您
可以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第3章中找到相关信息！

列出现场储存的数量和相关测量单位

月使用量 月使用量
（千克/月）

年消费量
（千克/年）

SVHC 列表中物质的
质量百分比？

您是否有 MDSS/SDS
？

列出以千克为单位的月消费量（平均） 列出以kg为单位
的年消费量（平
均）

根据REACH，SVHC 
=高度关注的物质

通过“是”或“
否”表明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
是否可用

查看/下载： 化学品清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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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化 (清单 / SDS)

xxx是否符合最新版ZDHC 
MRSL ??

ZDHC MRSL定位的证
明材料

认证 认证的失效日期 MSDS / SDS
发行日期

通过“是”或“
否”表明化学品
是否符合ZDHC 
MRSL

例如 GOTS认证 例如: GTS 批准
书, OEKO-TEX 生
态护照, 蓝色认
证。

mm.dd.yyyy mm.dd.yyyy

危险说明 (H) 防范说明（P） GHS分类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
类和标签制度

PPE的使用 生物降解/消除 (%)

危险说明描述了化学品危害的性质和程
度。防范说明描述了建议的措施，以防
止暴露造成的不良影响。! 您可以在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第3章中找
到相关信息 !

根据SDS，第2章
列出GHS分类

提供合适类型的
个人防护设备信
息，例如 "戴防
护手套"

添加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规范
和结果！您可以
在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SDS）
第12章中找到相
关信息！

COD BOD5 永久卤素有机化合物
％

急性水生毒性 重金属％

环境指标符合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第12章
COD =化学需氧量 / BOD =生物需氧量

储存条件要求 存储地/建筑/房间 交付数量 交付数量（单位） 交付日期

对安全存储的条
件进行概述，包
括任何不兼容性

指出化学品的准
确存储位置

列出交货数量及相关计量单位 mm.dd.yyyy

交货发票号码 进行的化学检测 化学检测的日期 针对MRSL要求的化学
检测结果。

化学检测实验室

列出每次交货的
发票号码

指明化学品供应
商或贵公司是否
进行了任何化学
检测

mm.dd.yyyy

指出测试报告中提
到的日期

指出对 Tchibo
的 MRSL 进行的
一次失败的检测
是否产生了这种
情况

列表测试实验室
的名称和详细联
系方式

有关遵守品牌RSL的
详细信息

化学品的处置 评论

通过“是”或“
否”指明化学品
是否符合Tchibo
RSL

根据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SDS
），第13章说明
处置信息

补充进一步的意
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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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包含用于
识别化学品/混合
物危害的数据的

说明

文档编制 (清单 / SDS)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包括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性质、危害和处理，
处置和运输说明以及急救、灭火和暴露控制措施等信息。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的格式和内容在REACH和GB/T 16483-2008和GB/T 17519-2013中有规定。

遇到下列情况必须以当地语言向下游用户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根据CLP（化学品分类、包装和标签法规（EC）No 1272/2008）划分为危险
物质或混合物。

• 根据GB 30000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标准具有危害的物质或混合物。

• 一种具有持久性 、 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或强持久性且具有极强生物累
积性（vPvB）的物质，或

• 列入高度关注物质候选清单（SVHC）的物质

SDS 应始终由化学品
供应商提供。如果未
包含 SDS, 请联系您
的化学品供应商并索

取此文件!!

将所有
SDS存档至
少24个月

！

化学品供应商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采
用国际上通用的16节格式：

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2. 危险性概述

3. 成分/组成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泄露应急处理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8. 接触控制与个体防护

9. 理化特性

10.稳定性和反应性

11.毒理学信息

12.生态学信息

13.废弃处置

14.运输信息

15.法规信息

16.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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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操作 / 流程

确保良好的化学品管理内务操作

☐ 所有化学品均按照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SDS) 安全储存, 并确
保整洁

为了安全存储，应满足以下要求：

 适当和干净的容器，以避免污染

 不要在饮料瓶中存储化学物质！

 平坦且不渗透的地板，以防止污染土壤，例如环氧
地板

 二次容器/不直接在地板上存放化学品（在溢漏的情
况下提供适当的保护）

 紧急排水管（连接到污水处理厂）

 如果容器存放在室外，则要防止淋雨

 稳定的货架包括防止从货架边掉落的防护

 化学品的储存不要超出存储容器

 在存储区域有严禁饮酒、进食和吸烟的书面警告

 适当的灭火器和烟雾探测器

 干净清晰的道路, 有标志的紧急出口

 用于废气净化的抽气设备

 洗眼装置

☐不相容的化学品分开

存放，以避免产生有毒
气体或发生火灾

化学品储存指南

可能相互反应的化学
品应彼此远距离存储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SDS）提供有关
化学兼容性的具体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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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口罩 空气净化呼吸器

✔✗
仅防灰尘 防化学品

☐ 可用的个人防护设备

和急救设施，并处于良
好的工作状态。在任何
时候，紧急出口都有明
显的标记，且没有障碍
物阻拦！

☐ 所有化学品容器均根

据GHS标签要求进行贴标

1) 名称和CAS＃

4) 防范说明

3)危险性说明

2) 标志词

5)化学品供应商信息

GHS =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和标

识制度

6) GHS象形图

☐ 提供警示牌和警告标

志，并有明确可见的措
施。

☐在所有相关工作场所

和存储区贴示用当地语
言书写的 SDS摘要

形状 含义 示例

禁止

警告

强制措施

逃生路线
安全条件
逃生设备

消防设备

内务操作 /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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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操作 / 流程

确保具有良好的化学品管理流程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MUNICATION

贵公司制定人员来负责Detox行动管理和Dotex行动沟通工作。

o 确定并定义贵公司Detox行动管理的任务和职责

o 了解您公司的哪些部门必须参与进来

o 对执行任务所必需的资质进行定义

o 任命负责Detox行动主题的负责人

o 在必要时为负责人提供充分的培训

o 告知其他部门/人员他们的相关责任

o 确定并定义负责人和部门之间的交流和交互领域

o 管理层关注并为负责人提供支持

        WORKER TRAINING

贵公司的员工定期接受Dotex行动/化学品管理实践培训

o 确定参与RSL / MRSL管理的不同部门/人员的培训需求

o 确定负责人对这方面的初步认识和个人知识水平

o 根据检测到的培训需求建立培训课程和常规培训（例如，对所参与的员工和部门进
行意识建设措施培训，对负责人进行Dotex行动主题和管理方面的培训）

o 根据培训内容和公司内部相关知识的可用性，进行内部培训或请外部专家进行培训

o 对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持续检查

o 如果是新的或更新的培训需求，或者如果新员工需要接受培训，则应采用相应的培
训课程

o 确保知识不是仅仅针对个人，而应掌握在整个公司内

责任和沟通

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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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检测

所有参与Tchibo产品生产的湿法处理单元都需要提供有效的废水检测。所有湿
法处理单元必须在ZDHC网关废水 门户网站上注册，并通过该平台委托进行废
水检测。在2019年3月1日之后委托进行的所有检测都必须将废水检测上传至
ZDHC 网关。

含有危险化学品的废水的排放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防止废水
污染的第一步是仅使用符合MRSL的化学制剂。然后，湿法处理单元应确保在排
放前进行适当的废水处理。

是谁检测？

在检测要求方面，Tchibo完全符合ZDHC行业标准：

检测范围：

根据ZDHC废水指南

采样日期：

不超过 1年 (抽样日期)

认可的实验室：

请参阅ZDHC目前认可的实验室列表，该列表概述如下：

https://www.roadmaptozero.com/programme/wastewater-quality/

是检测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检测？

ZDHC 网关—— 废水模块是一个全球在线平台，旨在将根据ZDHC废水指南进行的废水
检测，把经过验证的废水和析出物检测数据进行共享，这些数据已经成为Tchibo标准
废水检测的基础。

上传到网关工具的所有数据均按照相同标准进行检测，并能够提供可靠、可比较和经
过验证的数据。除实验室检测报告外，湿法处理单元还将收到易于阅读的性能摘要（
ClearStream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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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检测

公开的污水数据

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化学品可能损害健康，因此每个全球公民都对危险化学品使用
和排放到环境中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知情权”。

作为Tchibo致力于在供应链中建立化学品使用透明性的承诺的一部分，参与
Tchibo生产的所有工厂都需要公布他们当前的废水检测结果。

将废水检测结上传至ZDHC网关上，这样所有ZDHC签约品牌都可以看到检测数据，
这意味着湿法处理工厂可以节省来响应个别品牌要求的时间。如果检测结果已上
传到ZDHC网关工具，则不需要再将其上传到IPE平台。

使用废水数据进行根本原因分析
这时候，如果符合当地政府法规，则根据废水检测结果不会产生合同约定的后
果。但我们希望湿法处理单元能够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并在两周
内向Tchibo提交纠正措施计划。

湿法处理单元应使用ZDHC纠正措施计划模板（ZDHC网关上有提供）并将完成的
文件上传至ZDHC网关。请注意，在此阶段，出于数据保护原因，品牌无法看到
上传到ZDHC 网 关 的WPU纠正措施计划。因此，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将纠正措施计
发送至detox@tchib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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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高级化学输入管理（CIM）化学品清单的透明度

废水测试是Tchibo在湿法处理工厂识别有害化学物质的重要基础。 但是，该行业
正在加大努力以实现零排放有害物质，并且将化学输入管理（CIM）纳入其方法。
Tchibo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巨大潜力，并且正在加入这一运动。

化学品输入管理是指定期监控化学品库存及其对不同行业标准的合规水平。 为了
在工厂中使用和存储化学品，必不可少的：

因此，对化学品进行盘点是建立良好化学品管理的首要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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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行业标准监控废旧化学品

 …. 进行定期风险评估

 …. 从清单中识别和替代危险化学品

 …. 提高工厂的环境绩效

 …. 为保护人类和环境做出贡献

请注意：化学输入管理并不能代替进行ZDHC废水测试的要求！

什么是化学输入管理（CIM）？

TCHIBO建议使用哪些化学输入管理CIM工具？

ZDHC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已经在市场上提供了一系列化学输入管理工具。 Tchibo建议
以下几点：

 BHive by GoBlu

 InCheck reports by CleanChain

 InCheck reports by BVE3

 Bluesign (Cube) system partnership

这些工具在第24-27页上有更详细的介绍。 Tchibo与GoBlu合作用BHive。 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可以让工厂使用和/或与工厂联系以查看其化学清单。



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填写湿法处理工厂(WPU)披露表并包含CIM信息

通过下订单，采购部门为您提供了报价单，其中包括WPU披露表。 以这种形式，必
须列出至少一个相关的湿处理工厂并包括以下信息：

第1步

• 涵盖的流程步骤

• 废水处理

• 地址
• 国家
• 联系方式

• 废水测试

填写湿法处理工厂(WPU)披露表并包含CIM信息

只有在您的支持下，才能将CIM引入我们的排毒方法。 因此，您的责任可分为两个
主要步骤：

供应商如何支持TCHIBO？

第1步

第2步 废水测试后提供有关CIM工具的信息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您将找到有关上述步骤的详细信息
欢迎随时我们联系 deto@tchibo.de

Detox团队通过两项资料取得湿法处理工厂WPU使用的CIM工具的信息 ：1.）填写
WPU表格；以及2.）WPU的废水测试报告显示化学检测。 DETOX团队将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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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号

• ZDHC ID

• 培训课程

• 能源管理



首先，我们恳请您为Detox团队提供收正措施计划（CAP）和根本原因分析，以说明
WPU将来如何努力实现ZDHC MRSL的合规性。

如果WPU已在使用CIM工具，则Detox团队将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支持文件:

 如果BHive用户  请提供工厂ID
 如果InCheck报告在CleanChain中  请提供报告
 如果BVE3中的InCheck报告  请提供报告
 如果bluesign系统合作伙伴  请提供证书

如果WPU未使用CIM工具，则Detox团队可能会在工厂使用BHive应用程序。 在这种情
况下，费用将由Tchibo承担，GoBlu公司将在简介过程中为工厂提供支持。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更详细地介绍这4种工具。

第2步 废水测试后提供有关CIM工具的信息

湿处理工厂（WPU）必须注册ZDHC网关并上传有效的ZDHC废水测试报告。 如果湿处理
工厂在废水测试报告中检测到有害化学物质，Detox团队将与您联系以调整下一步。

如果湿法加工厂没有使用任何CIM工具，请标记“否”

从2020年7月开始，您的湿式加工厂使用的化学输入管理（CIM）工具的信息也必须包
含在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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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化学品输入管理工具

ZDHC和市场上的其他服务提供商已经提供了一系列化学品输入管理工具，可支持工
厂监控其化学品库存。 在以下部分中，介绍了Tchibo建议使用的4种工具。

BHive是由GoBlu设计的基于应用程序的工具，GoBlu是服装和纺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加速器。 服务提供商提供品牌级别和供应链级别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以更可持
续的方式运营。

简介过程完成后，工厂可以与其合作伙伴和化学品制造商建立联系，並开始建立高
级化学管理体系。

BHive by GoBlu

工厂使用BHive应用程序扫描化学产品的QR码或标签。

捕获所有化学产品后，可以一键上传列表。

上载清单后，工厂可以访问BHive平台来监视，共享和
改善其品牌的化学库存。

扫瞄

查看
和上传

管理

点击这里 Bhive introduction video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他们的网站：
https://www.goblu.net/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轻松下载Bhive应用

您可以通过Apple或android商店轻松下载Bhive应用。 此外，工厂可以访问桌面平
台以管理其化学数据。 该应用程序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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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CleanChain是由ADEC创新开发的基于网络平平台。 CleanChain帮助工厂，品牌和化
学配方设计师从多种来源收集数据，简化报告并在一个位置建立透明度。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https://www.cleanchain.com/about-us/

CleanChain by AEDEC

化学模块

由于CleanChain还可以与ZDHC Gateway一起使用，因此它们
的平台提供对ZDHC Gateway数据的访问权限，并自动将化学
制剂与经过验证的ZDHC水平和其他数据进行匹配。此外，
CleanChain提供了汇总可比较信息的工具，例如 InCheck报
告和其他评估。

CleanChain平台由可用于不同目的的不同模块组成：

行动
模块

合规
模块

• 通过库存上传管理化学
品

• 根据行业标准（例如
ZDHC MRSL）监控一致
性。

• 建立面向行动的根本原因
分析以实现高度合规性

• 创建，分发和自动化评估

• 确定和评估当地合规义
务

详情: 点击这里 详情: 点击这里 详情: 点击这里

监控化学库存的应用很简单 :

1.) 列出所有使用的化学品 2.) 上载清单 3.) 分享结果

在CleanChain的“化学模块”中，可以轻松地在InCheck报告中汇总化学库存。 它
一目了然地概述了化学品的合规性水平和后续步骤。因此，如果湿法处理工厂已经
通过平台简化了InCheck报告，请向Tchibo提供相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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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的BVE3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推出了一个风险平台方法IT平台BVE3，以支持化学物质排放监测
业务。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的环境排放评估工具BVE3是辅助工具，可帮助供应链合作
伙伴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https://www.cps.bureauveritas.com/

借助BVE3，工厂可以获得更高的化学合规性透明度。 BVE3协助构建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并释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的实际排放情景（废水排放）。

该应用程序类似于CleanChain平台和BHive应用程序：

1. 上传

2. 分析

3. 评价

工厂每月向BVE3上传化学信息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的专家会分析工厂的投入，计算出的
输出结果将估算出有害物质的浓度和数量

化学品库存和排放中有害物质的数量和数量可创建3个
指数，以帮助衡量工厂的化学品管理绩效：

点击这里: BVE3 introduction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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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指数

绿色化学使
用指数

清洁排放指数

化学品清单中所申报的化学品的度量以
及《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的质量

提供了在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库存清单
（CIL）中声明的，合格为无有害物质的化
学物质的比例的指示（根据MSDS的定义）

代表制造过程中自由排放的有害
物质的水平



化学品输入管理 (CIM)

bluesign® CUBE 

BLUESIGN是提供先进化学品管理和供应链透明度的先锋公司。 甚至在REACH法规生
效之前，BLUESIGN为其全面的化学品管理奠定了基础。 它建议公司进行资源改进的
生产，以减少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 https://www.bluesign.com/en/business/the-
blue-way

BLUESIGN为品牌，工厂和化学品供应商提供各种服务，以满足特定需求。 主要关注
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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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云计算解决方案bluesign®CUBE提供了不断增长和更新的信息，以及用于高
级化学品管理的应用程序和模块化服务。 即使对于非系统合作伙伴，BLUESIGNS也
提供一系列单一服务。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https://www.bluesign.com/en/business/cube.

bluesign®CUBE的应用类似于其他工具。 此外，bluesign还提供定期的现场评估，
以评估和汇总工厂的改进情况。 借助bluesign合格化学品，工厂可以建立符合ZDHC
MRSL及更高标准的化学品清单。

点击这里 bluesign® CUBE introduction video

如果您的湿法加工厂是bluesign系统的合作伙伴或已从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了证书，
则他们可以向Tchibo提供相应的文件。 由于BLUESIGN在市场上得到高度认可，因
此工厂无需向Tchibo提供其他报告结果。

如果对CIM工具还有其他疑问，请联系 detox@tchibo.de

化学 材料 可追溯性 透明度



3] 启动 —— 责

任清单



供应厂商 / 零售供应商

透明性
应了解采用印染、洗涤和整理等湿法工艺的生产单位，并确保其符合RSL / MRSL

□ 列出所有供应商的名称、地理位置和类型（例如交易商或生产商）

□ 识别使用自己的湿法处理单元的供应商

□ 要求您的供应商确定并披露进行湿处理加工装置的供应链参与者

□ 收集，评估和记录供应商和生产单位的相关供应链数据

□ 评估供应商作为Detox行动合作伙伴的可行性

□ 与生产者建立可靠稳定的关系

□
实施管理办法以确保生产商符合Tchibo RSL / ZDHC MRSL要求，并建立
供应商管理和评估系统

□ 安装内部可追溯系统，以跟进参与单个产品生产的供应链参与者情况。

文档编制
应当对合规性相关的证据妥善保存

□
收集并记录出售给Tchibo的供应商产品是按照Tchibo RSL / ZDHC
MRSL生产的合格声明。这些文件至少应包括检测报告、证书或声明。

□ 记录所用成分、材料以及最终产品的可用检测报告

□ 根据法定的存储和产品责任义务将文档保存一段时间

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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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CMT）

要做的事

清单
应建立和维护所有使用过的成分的综合清单，作为管理符合Dotex行动、RSL和MRSL要求的基本工具。

□ 识别生产现场所有可用的材料、成分和半成品

□
保留并维护所有已识别成分的库存清单，例如使用和存储的织物、纱线
和饰件

□ 确保您的库存清单始终是最新更新版本

□ 使用ZDHC网关化学模块

□
保留您的次级供应商的已识别的所有化学品的库存清单。这些列表用于：
 根据Detox和Tchibo的要求检查化学品的合规性
 识别并消除文档中存在的差异

文档编制
所有Tchibo产品的材料清单和合规性证据应妥善保存。

□
记录好为Tchibo生产的每个物品/订单的物料清单（BOM），包括物料库
存中使用的所有成分

□
收集并记录出售给Tchibo的供应商产品是按照Tchibo RSL / ZDHC MRSL
生产的合格声明。这些文件至少应包括检测报告、证书或声明。

□ 记录所用成分、材料以及最终产品的可用检测报告

□ 有关Dotex运动和化学品管理的文件程序、培训材料和说明

□ 根据法定的存储和产品责任义务将文档保存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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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湿法处理）

要做的事

RSL I MRSL合规性
应对使用的化学品和化学制剂进行评估，如果不符合Tchibo RSL / ZDHC MRSL要求，则对过程进行定义
。

□ 评估SDS中的数据以确保符合 ZDHC MRSL标准

□

请向您的化学品供应商索取辅助文件证明其提供的化学品符合 ZDHC 
MRSL。这些文件包括

 检测报告

 证书

 或者声明（说明每种化学制剂的主要化学成分，CAS编号，这些物质
中Tchibo RSL / ZDHC MRSL中提到的物质的存在和数量，用完整的商
品名表示）

□ 实施检测程序以获得缺少的数据近值

□ 根据数据和文档的质量选择化学品供应商

□ 使用ZDHC网关化学模块进行ZDHC MRSL合规性检查

□

评估所使用的化学品和化学制剂

 如果不合规（化学制剂含有的受限物质的量高于 ZDHC MRSL中定义的阈值
）：用安全替代品代替换化学制剂或咨询Tchibo获取进一步的建议。

 如果化学制剂含有 的 受 限 物 质 的 量 低于阈值，或者处理过的材料满足
Tchibo RSL规定的阈值：正确控制生产过程和工艺参数，以确保值一直低
于所定义的阈值。通过检测随机检查加工材料上的残留物，或咨询Tchibo
以获得进一步的建议。

 如果化学制剂不含有受限物质，则不存在化学物质与其他物质发生不良的
反应的风险：可以使用化学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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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湿法处理）

要做的事

文档编制 (清单 / SDS)
对相符的证据进行妥善记录

□
如果您已经有库存清单，请通过与Tchibo化学品库存清单模板进行比较
来检查它们的完整性，并在你的清单中加上所缺少的其他列

□
要完成库存清单，您必须从化学品生产商处收集文件，如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SDS）、生产者声明、检测报告等。

□ 确保您的库存清单始终是最新更新版本

□
向化学品供应商索取所有化学品和化学制剂的SDS（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定期存档并更新

□
检查SDS的完整性（标准、CAS编号、化学成分、危害说明等） 拒绝

不符合现行法律要求的SDS

□
记录使用过的着色剂和助剂以及具有完整商品名称的化学品的个别配方
（至少对于Tchibo订单），指明用于处理特定订单（每种色调）的精确
数量的化学制剂，以及温度，pH值和时间等工艺参数

□ 记录进料、加工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可用检测报告

□ 有关Dotex运动和化学品管理的文件程序、培训材料和说明

□ 根据法定的存储和产品责任义务将文档保存一段时间

内务操作 / 流程
保持设施的清洁和有序有助于降低事故和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风险，并能够确保其符合Dotex行动要求以及
进一步的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OHS）监管

□ 将化学品安全地存放在独立的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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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湿法处理）

要做的事

□ 使用适当且干净的容器以避免污染

□ 避免在生产区域和储存区域发生泄漏和溢出事故

□
储存区域和生产区域储存化学制剂的容器上要贴有完整和正确的商品名
称，相应的警告标志以及SDS的相关储存和OHS规定

□
粘贴与受限物质相关的警告提示，例如 '含有PVC'或'禁止用于婴儿用
品'

□
通过适当的措施避免生产中的货物（交叉）污染，例如定期清洁机器和
容器，对货物进行单独处理等。

□

实施定义明确的清洁例程/机器停机时间以避免污染：
 辅助助剂，如胶水；
 工作材料，如筛网、桌子或刮刀上的残留物；
 个人防护设备，如手套上的残存物；
 从机器设备上转移，例如在固化期间

□ 确保处理化学品的工人接受过培训，并配备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

废水检测
在生产过程和生产现场，应实施适当的废水管理流程

□
确保废水未经处理不得排放。必须确保废水通过功能性污水处理厂或中
央处理厂的正确处理

□ 定期检测排出的水

□
在ZDHC网关废水门户网站上注册，并通过该平台委托进行废水检测。在
2019年3月1日之后委托进行的所有检测都必须将废水检测上传至ZDHC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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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供应商

要做的事

研发
研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

□
持续不断地观察法律监管以及纺织业或非政府组织驱动的化学物质限制
/管理要求的趋势，以预测某些物质的替代需求或需要，并且当限制或
逐步淘汰的情况明确生效时，能够使用替代化学物质随时提供产品

□
保持常规程序，根据法律和市场要求定期审查其产品范围内使用的所有
化学物质，以识别受限制物质/化学品（SVHC，具有EH&S相关性的物质
，非政府组织认定为危险/危险的物质等）

□
进行化学危害评估：有必要建立业务流程来收集和监控对人类或环境有
影响的化学物质数据

□
获取知识，来控制和监控其化学产品中潜在杂质和追踪技术上不可避免
的杂质，以确保其产品下游用户的安全使用和产品的合规性

文档编制
可靠数据的可用性及其及时更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是满足所有人类健康和环境要求的关键因素，并保证
产品符合法定法规和公司标准，如Tchibo要求

□

根据以下规范或指令,法规或标准（GHS，1907/2006 EEC（REACH），
ISO 11014-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等)，主动或根据要求免费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需要......

• 由主管方制定

• 以客户的当地语言进行描述

• 当化学品有新信息可用、REACH授权的状态发生变化、或在REACH法规下有相关管控
时，请注明日期或进行修订

• 当生产企业发现其化学品具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及时修订其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 为下游用户提供产品应用的技术数据，以使用户能够满足OHS规定和法律标准中对
化学物质的管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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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供应商

要做的事

化学产品的供应商和生产商
是实现零排放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对Dotex行动承诺做出
的贡献以及对其客户（纺织
品生产商）的支持是建立整
体化学品管理系统以确保符
合Tchibo要求的关键因素！

沟通
必须与客户进行沟通工作，并必须确保化学产品贴有清晰的标签

□ 制定业务流程，主动向客户提供最新版本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向客户提供有关化学产品应用的中等技术指导 —— 特别是考虑到满足
市场要求和标准。根据要求，需要提供针对Tchibo RSL / ZDHC MRSL的
声明 —— 在检查合规性的可行性的基础上

□
确保化学品容器/桶贴有清晰的标签，以便识别和安全处理，例如化学
物质/混合物的完整商品名称，相应的警告标志/象形图和生产批次/批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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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 链接/视

频/补充书目



CPI2
Tchibo开发了多种工具来支持供应商和工厂改进其化学品管理。除了本手册，
我们还推荐在线培训CPI2，这是一个帮助工厂确定改进潜能并提供具体指导的
知识平台。

在线注册： CPI2（碳排放绩效改进计划）

为推动现场咨询服务，2016年，Tchibo与REWE集团和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GIZ）达成合作，根据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制定的
开发计划，制定并通过了化学品和水密集型生产区的资格认证
计划。 作为该项目的一份子，当地专家在孟加拉国和中国接受
培训，然后由他们为生产工厂建立化学品管理系统提供支持。
为此目的而开发的业务方式和培训概念将提供给其他感兴趣的
公司，从而有助于改善该行业。该项目将持续三年, 成交量为
230万欧元。

Tchibo是德国“ 纺 织 业
可持续发展联盟”的成
员，该联盟是一个组成
多方利益协作机制 ， 拥
有约150个成员品牌。该
机 制 正在努力改善全球
纺织品生产的条件——
从纺织品生产原材料的
生产到纺织品的处理。

查看 / 下载：化学品管理指南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喹啉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高锰酸钾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全氟化合物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 甲醛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 乙二胺四乙酸和 二乙基三胺五乙酸

查看 / 下载：资料概览—邻苯二甲酸二(α-乙基己酯)

纺织品生产中可持续化学品管理战略联盟

CPI2

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联盟

查看 / 下载： 资料概览—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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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我们还推荐有关更好的进行化学品管理的培训视频。设在
香港的 "制衣业训练局" (CITA) 已制作了10个动画录影带，来帮助学习与化
学品管理系统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技术术语：

R
S
L
 I
 
M
R
S
L

了解受限物质 RSL 合规性的最佳
实践

生产限用物质清单
（MRSL）简介

了解和分析受限制物
质清单 （RSL）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化
学
品
管
理

化学品管理系统的
合规性

了解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SDS）

化学品安全和处理培
训

纺织设施中的废水处
理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危险废物管理准则 化学品风险评估

观看视频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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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或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
detox@tchibo.de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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