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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毕克化学

毕克化学是领先的助剂供应商。我们的产品能够

提升耐刮性和表面光泽度，并优化制造工艺。

毕克化学所服务的主要客户来自涂层、印刷油墨

以及塑料行业。除此之外，毕克化学助剂也帮助油气

生产业、护理产品制造业、密封胶和胶粘剂生产业以

及建筑化学业改善产品性能和制造工艺。

作为业务遍及全球的特种化学品供应商，我们在

德国、荷兰、英国、美国以及中国都设有生产基地。

毕克化学在全球有约2,000位雇员，是阿尔塔纳集

团的事业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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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任何希望走向国际化的公司不仅仅需要充
分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和法规，也必须遵守这
些法律和规范。尤其在化学品行业，合规是至关重要
的。这意味着竞争优势：只有在加工材料不会产生任
何风险的情况下公司业务才是安全可靠的。

这也是我们需要和客户携手合作的原因。我们提
供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客户，确保产品的安全。同
时，我们让客户免于在这些复杂的事情上分心，花费
大量的时间。

我们的合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对全球相关行业
的法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相关信息也能为您所用。
在我们的帮助下，您能够在需要时快速获取详细且准
确的信息，无论是在您的产品开发初期，或是最终做
出采购决定，抑或制定您的产品配方时。

在本手册中，我们向您展示我们在监管合规性方
面为您提供的服务。多年服务客户的经验教会我们一
个道理：任何一个产品的好坏取决于其随侧服务的好
坏。

确保竞争优势，	
最小化商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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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紧密相
依，各个公司的生产也越加标准化。
我们许多的客户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工
厂里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同一种助剂能够
为全球各地所用。多亏我们的全球监
管服务，您无需担心我们的产品，因
为它符合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相关
法律法规。

这要归功于毕克化学的高素质国
际化团队。他们直接与我们的客户联
系，负责初期的合作咨询和现有项目
的合作。

全球合规服务团队全面负责产品
安全、产品监管以及化学物质登记。
一部分团队成员在全球各地的办事处
工作；而其他的成员则在韦塞尔的总
部集中协调所有活动。我们的客户，
得益于紧密的网络和广泛的合作，可
放心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品
质相同的稳定服务。

当地专家

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
我们的当地专家团队都能够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直接咨询。此外，当地专家
团队与当局、协会以及各类信息渠道
都保持紧密联系。这让他们能够及时
发现新的动态，并恰当做出回应。他
们的职责包括让我们的产品成功地登
入当地化学品名录和数据管理中。

产品监管

毕克化学致力于产品监管。为保
证监管服务的实施，我们在《BYK法律
法规信息汇总表》（简称‘BRIEF’）中
统一提供合适的信息。该表格含有相
关的全球监管数据和深入的产品安全
信息。

贴近
并非仅指地域距离

技术数据表（简称TDS，左）
和食品接触数据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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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质注册

毕克化学按照国家、地区和行业
的相关要求报告与注册所有产品。这
包括国家性法律法规，如美国的有毒
物质控制法(TSCA)、澳大利亚化学物
质清单(AICS)、欧洲REACH注册（化学
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特殊市场

我们也关注特殊市场的信息，如
食品接触、玩具兼容性以及装饰材料
应用。此外，我们也为油气生产业或
其他市场提供产品测试和推荐的相关
数据。

标准化数据管理

全球监管服务团队也管理注册相
关数据，确保我们客户在我们的帮助
下，能够获取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信
息。这些工作都以我们的中央数据库
为基础。例如，在发运我们的助剂
时，我们借助该数据库自动印发各国
安全数据表、标签和危险货物标识，
完全符合产品和特定地区的监管要
求。

我们的目标：一个产品
适用全球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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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开发阶段，毕克化学就已
经开始为必要的监管知识奠定基础。
我们在创新过程初期进行系统性的可
持续性分析。

早在实验室阶段，我们的开发人
员便会验证计划的配方是否符合相关
的监管要求。如果无法满足监管要
求，他们会另寻替代方法。这也适用
于当开发人员预测物质可能产生健康
或环境风险的情况时。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充分利用
了从“绿色能力Greenability”长期战略
中所取得的专业知识。这帮助我们的
客户找到合适的助剂，开发更环保的
产品。最后，毕克化学自己设定气候
保护和二氧化碳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减排目标，以最大程度降低风
险。

在新研发的产品通过实验室测试
后，我们立即申请登入所有相关国家
和国际化学品名录。我们向供应商承
诺，所有原料均符合内部规范，并遵
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

信息详实，广受欢迎：BRIEF

为践行我们的产品监管承诺，我
们将在产品推出后向用户提供最完善
的支持，包括技术数据表、安全数据
表及其他文件。

我们的BRIEF文件特别受到欢迎。
我们针对每种助剂建立BRIEF文件，以
浓缩方式让客户了解我们的专业知
识。您可登录官网下载该文件。

BRIEF文件涉及与产品安全及合	
规（符合国家或国际规范）相关的所
有重要数据，具体包括产品在全球物
质清单收录状况，法规和指令的符合
性状态。如果法规变更或增补，我们
将相应更新BRIEF文件。

REACH法规及REACH法规应用相关
问题需要参考毕克化学网站相关章节
的详细信息，通过BRIEF文件可以了解
如何在毕克化学网站找到相关信息。	
BRIEF文件还解释了产品中是否存在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潜在关键成分，并
明确说明产品中未包含哪些成分。如
需额外信息，请通过本文件所附BRIEF
团队联系方式咨询。

我们的专业知识
	 是多面性的

我们的经营原则： 
自始至终坚持可持
续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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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文件包含所有信息：毕克化学BRIE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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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也对合规问题存有疑问，
希望尽快得到最准确的答复？那么，
建议您直接联系我们的BRIEF团队，您
将得到直接、深入的答复。如有需
要，BRIEF团队将转接您所在地区的专
家或专业人员，由他们亲自为您解
答。

例如，团队每天都会收到世界各
地的研究人员或应用工程师提出的问
题——他们或研究新配方，或询问	

《加州65提案》，或咨询食品接触物
质。如果买家想要了解所采购产品的
具体信息，他们也会联系BRIEF团队。
此外，采用毕克化学助剂生产产品的
企业也会联系BRIEF团队，因为他们想
要为其产品申请环保标签。

面对客户咨询，我们始终坚持高
效、全面的反馈——我们认为这是企
业能够数十年持续提供可靠服务所不
可或缺的一环。

BRIEF团队直通车

如何联系BRIEF团队

将问题发送至BRIEF.BYK@altana.com。确认收到您的问题后，我们将
向您发送参考号，并依此处理您的疑问。我们将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详
细回答您的问题。如问题较为复杂，处理时间也可能相应延长。

欧盟安全数据表和装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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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管理

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标准、原材料
和产品成分等方面的相关监管信息。
可通过多语言关键字检索相关信息。
数据库还提供特定语言编制的数据
表，有日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
或其他语言。

与数据表一样，在进行助剂装船
或出口准备时，我们将自动印出所有
规定标签和危险品标志。我们的标签
符合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该标准已纳入欧盟CLP法规（化学
品分类、标签和包装管理），成为欧
洲通行标准。对于美国、日本、中国
和韩国用户，我们已根据当地现行全
球统一制度提供定制化服务。

我们的服务： 
个性化、全面、快速、
直接的服务。

特殊化学品领域专长

在欧洲，REACH法规是一部重要
的现行法规。我们将开展研讨会或直
接对话，让客户自由运用我们多年积
累的专业知识。同时，我们将在公司
官网发布详细信息。

对于食品接触方面，我们广泛掌握
相关国家法规，包括瑞士《食品接触相
关材料和商品法令》(SR 817.023.21)、
美国《联邦规章典籍：第21篇——食
品和药品》(Title 21 CFR FDA)和中国食
品安全标准《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
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 9685-2008)。

同样地，我们熟悉油气生产领域
相关法规，例如《奥斯陆巴黎保护东
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或欧洲油田
专用化学品协会(EOSCA)等主要行业论
坛。

9



全球化
	 监管知识网络

•		欧盟REACH法规
•		EU 10/2011 

(塑料实施办法)
•		EU 1223/2009 

(化妆产品)
•		2014/312/EU) 

(欧盟生态标签)
•		EN 71-3玩具标准	
•		OSPAR公约

…

•		美国	[有毒化学物质

控制法案]
•		加拿大	[国内化学物

质名录]
•	 65提案
•《联邦规章典籍》第	

	 	21篇（食品及药品

管理局）
•《联邦规章典籍》第

	 40篇第180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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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克化学将针对每种产品为您提供相关区域的法规信息，包括当地

现行法律法规。请联系我们的全球专业团队。

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的全球合规服务团队

BRIEF.BYK@altana.com
BRIEF.BYK.NAFTA@altana.com
BRIEF.BYK.ASIA@altana.com 

•		日本	[现有化学物质

和新化学物质名录]
•		韩国-REACH
•		中国	[中国现有化学

物质名录]
•		中国台湾	[既有化学

物质清单]
•		GB9685-2008
•		菲律宾	[化学品与化

学物质名录]
•		新西兰	[化学物质名

录]
•		澳大利亚	[现有化学

物质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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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K-Chemie GmbH
Abelstrasse 45
46483 Wesel
Germany

电话	+49 281 670-0
传真	+49 281 670-65735
邮箱	BRIEF.BYK@altana.com

www.byk.com/regula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