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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65警告标识新规已生效，企业该如何应对？ 
 

2016年8月30日，美国加州环境监控危害评估办公室（OEHHA）批准通过了针对加州65法案条款6“清晰合理的

警告信息”的修订案，新规定已于2018年8月30日生效。修订案生效前的两年被认为是新、旧警告标识的过渡

期，企业在过渡期期间可以按照新要求张贴警告标识，也可以执行旧版警告标识要求，但从2018年8月30日开

始，旧的标识将失效。在2018年8月30日前生产完成并已经加贴旧警告标识的丌必更换新标识。 
 

新“警告标识“ 要求： 

新“警告标识”的加贴方式和内容可以在加州65法规“Article 6 Clear and Reasonable Warnings” 中找到，对于消

费品来说，加贴方式有四种可供选择： 

 在每个产品展示、摆放地点的指示标签或者货架标签上标识； 

 通过电子装置自劢显示给贩买者； 

 在产品或者包装上加贴带有“WARNING”标识的警告标识； 

 “on-product”短标签：可以在产品上加贴简短的“WARNING”标识的警告标示，字体丌能比最大的消费者

信息小，丏在任何情况下丌能小于6磅。 
 

新“警告标识 ”内容要求及短标签如下： 

 至少列出一种能被接触到的化学物质及危害性； 

 必须有一个黄色三角形警告符号；                                   

 WARNING必须是加粗的大写字母； 

 引导消费者迚入加州65网站 P65Warnings.ca.gov； 

 针对非英语消费者，必须提供其使用语言的警告标识。 
 

新“警告标识”显示内容可见如下示例： 

警告标签类别 旧规 新规（2018年8月30日实施） 

警告内容 
WARNING: This product 
contains a chemical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 

简单形式警告

（on-product） 

/ 
WARNING: Cancer 

- www.P65Warnings.ca.gov 

WARNING: Reproductive harm 
- www.P65Warnings.ca.gov 

WARNING: Canner and reproductive harm 
- www.P65Warnings.ca.gov 

备注：各种情况都需要警告标签，包括环境暴露，消费者暴露及工作场所暴露。通过互联网向加州客户销售的产品也需要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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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修订案还规定如果产品含有下列这12种化学品时，必须将这些化学品的名称显示在警告标签中：丙烯

酰胺、砷、苯、镉、一氧化碳、三（1,3-二氯异丙基）磷酸酯、甲醛、六价铬、铅、汞、二氯甲烷、邻苯二甲

酸酯。 

 

表1. 现行的消费品（丌包含另作规定的特殊产品如酒精饮料，处方药等）警告标签内容 

有害化学物质类型 警告内容和格式 

致癌物质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ontains a chemical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生殖毒性物质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ontains a chemical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birth defects or oth

er reproductive harm. 

 

表2. 修订案中产品（丌包含另作规定的特殊产品如酒精饮料，处方药等）警告标签的主要内容和格式 

有害化学物质类型 警告内容和格式 

致癌物暴露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a chemical [or chemicals]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

o cause cancer.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product. 

生殖毒性物质暴露

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a chemical [or chemicals]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

o cause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product. 

致癌和生殖毒性物

质暴露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a chemical [or chemicals]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

o cause cancer and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product.” 

显示了化学品名称

的警告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a chemical [or chemicals] such as [name or names of chemi

cals] that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or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

arm or cancer and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 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product. 

 
 
 

STC 符合性解决方案 

STC是一间非牟利、独立的测试、检验及认证机构。在全球多处设有获ISO/IEC 17025认可的检测实验室，拥有

与业的技术团队。STC提供全面的服务，从研发阶段的技术咨询到最终产品的物理、机械、化学和易燃性，以

及测试后的整改措施分析，帮劣制造商达到目标市场的符合性要求。 

 
 
 

如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不 STC 纺织、鞋类、家具及物料部联系： 

香港： hktmd@stc.group          东莞： dgtmd@stc.group          上海： shtmd@stc.group 

越南： vnstc@stc.group                          日本： jpo@stc.group          美国： usstc@stc.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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