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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环保在地球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受到各行各业的审查，以减少有害物质在其产品中的使
用。此外，为避免浪费企业需要减少对资源的需求——回收废物中的资源并将其返回到产品中。随着经济和客户群的
日益全球化，一个企业需要遵守的不仅是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它们还必须遵守国际法律和法规，并将这些要求贯彻到
设计和生产过程中。

DXC Technology (DXC) – 回收和环境管理的先锋企业之一 – 提供 Compliance Data Exchange (CDX), 一种解决方
案使您能够收集，维护，分析和归档您在各级供应链的材料信息。在 CDX 系统的帮助下，您可以随时随地向您的客
户提供产品中所含或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信息，并且您可以从环保合规方面分析您的数据。 在 CDX 系统，您通过
整个供应链收集数据，允许参与企业能够遵守法律的需求，如“香港公约” (HKC)、REACH、SVHC、WEEE、冲突矿
产、Extended Materials 和类似的法规。
CDX 责任材料申报（RMD）管理器支持责任矿物倡议（RMI），并协助您进行冲突矿物和扩展材料申报的数据收集
过程。
CDX 冲突矿产申报（CMD）管理器使您能够根据欧盟冲突矿产法规明确规定的任何受冲突影响的高风险地区
（CAHRA）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1502 条规定的义务，满足下游实体的尽职调查责任。CDX 扩展材料申报
（EMD）与冲突矿产申报（CMD）将协助您完成申报过程，并对从供应商公司收到的信息进行滚动，使您对公司的
供应链进行全面控制，提高公司透明度，增加投资者和客户的兴趣，并满足市场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日益
增长的期望。责任材料管理（RMD）为管理在 CDX 工作的商业伙伴的 CMD 和 EMD，以及与目前未在 CDX 注册的
商业伙伴交换 CMD 和 EMD 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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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 入门
基本要求
为了访问 CDX 您需要能够连接互联网并安装了网络浏览器。由于技术要求，请使用经 DXC 支持的一个浏览器版本
(您可以在 CDX 信息页面找到有关浏览器版本的信息， http：//www.cdxsystem.com  How to Start System
Information) 例如微软 Internet Explorer10.0 版本或者 Firefox 以及谷歌 Chrome 的当前版本。 可能有其它的浏览器
及版本适用 CDX，但是只有当您使用上述所支持的浏览器出现问题时才能从服务中心获得帮助。在所有情况下，在
浏览器的互联网设置里，您必须启用“Java 脚本”。如果您的浏览器没有启用正确的选项，则无法执行应用程序中的某
些操作。如同其它的 web 应用程序，当在 CDX 中操作，浏览器键和按钮（例如“返回键”）没有所需的作用。您需要
在 CDX 中使用按钮和功能来导航。

费用
任何企业可以自行注册并使用 CDX 创建材料数据表（MDSs）和冲突矿产申报（CMDs）并将这些免费发送给他们
的客户。然而，为了最好的受益于系统，您需要使用来自供应商的数据。为了能够整合他们的数据到您的结构树中，
您需要为您想要在自己的结构树中使用的来自供应商的每个数据表付费。要了解关于可用的 MDS 和 CMD 和 EMD
许可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CDX 信息页> How to Start
服务费用包括 CDX 操作、系统维护、web 服务和一级服务中心支持。为了使用 CDX Web 服务，您的企业须订购至
少一个订单，标准接口的使用包含在许可证费用中，然而对于任何 CDX 和您内部系统连接相关的支持（例如咨询）
不包含其中且将需要单独购买。
关于使用 CMD/EMD 管理器以及从您的供应商那里通过 CMD/EMD 工作流或 Excel 上传以合并 CMD 和 EMD 的费
用，将基于每个日历年每家 CDX 公司一个费用来计算。
这个扩展材料申报模块可以选择作为冲突矿产申报的附加功能许可。

企业注册
说明： 每家企业或企业地点允许注册 CDX 一次。这样做是为防止您自己的企业内部及您的企业和客户，供应商之间
的混淆。我们要求您在线注册之前首先与 CDX 服务中心核对。一旦注册，任何企业管理员可以创建用户和其他的该
企业的管理员。由于企业内人员频繁变更工作或离开企业，我们强烈建议每家 CDX 企业至少有 2 位企业管理员。
在我们的首页可以执行企业注册：“CDX 信息页”  CDX 登陆 注册 注册您的公司。
如果您收到了来自您客户的电子邮件邀请您在 CDX 系统中注册，您的客户已经预先注册了您的公司——则您不需要
再注册您的公司。请仔细阅读收到的电子邮件，并使用附带的链接激活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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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用户可以输入企业数据和一位企业管理员数据。所有带红色*字段必须输入。当表格被提交后，系统将检查是否
带有相同名称的另一家企业已经注册（意味精确的字符串匹配）。对于那些希望集中其合规操作的公司，我们有一个
“拒绝列表”，它拒绝任何带有受限制字符串的提交。
由于 CDX 有一个针对冲突矿产的报告单元而且冲突矿产冶炼厂是一类特殊的企业，当您需要注册您的企业为冶炼厂
时，通过选择勾选框“您的企业是一家冲突矿产冶炼厂吗”，您会得到一个额外的标签“冶炼厂”。如果您的企业是一家
冶炼厂，需要额外的步骤来激活您的企业。 冶炼厂管理的详细信息可以在章节管理菜单>公司中找到。 默认情况
下，对于一般的企业注册，勾选框不会被预先选择而且“冶炼厂”标签不可见。
说明： 与一般的企业注册相比，“冶炼厂”标签仅可供冶炼厂公司输入其设施数据以及在该设施中创建的矿物的所有信
息。 一家冶炼企业可以有不止一个冶炼厂而且每个冶炼厂可以生产多种矿物。“公司数据“标签用于更新包括冶炼厂的
企业总部信息，“公司管理员“标签用于冶炼厂总部企业管理员的信息。

DXC 强烈建议为企业执行注册的人员应作为初始的企业管理员，因为系统将会电邮注册信息包括连接 ID 的 URL 给
企业管理员。如果企业管理员不是执行注册的人员，他们可能会忽略或删除该邮件。
说明： 请确保在电子邮件地址字段输入正确的地址，因为确认邮件将发送到给出的该地址上。用户 ID 是分配给个人
而非企业的。ID 关联的唯一授权用户必须有与该 ID 关联的相同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强烈建议在 CDX 操作的每个
人员有他们自己的用户 ID。
完成这些字段后点击 “下一步”, 您将接收到一个窗口询问您是否真的想在 CDX 中注册企业。在此窗口接受后，您将
接收一个屏幕，包含您的 CDX 凭据： 用户、ID、 密码、 企业 ID、 企业名称。请复制您的 CDX 凭据并将其保存在
安全的地方。它们不会再次显示, 因此确保您正确的复制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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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您已经拷贝 CDX 认证后，您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包含了一个链接用来在 CDX 中激活您的新企业。在您可以登
录到 CDX 之前，您需要使用此 URL 来激活企业。在那之后，您可以使用您的用户 ID 和密码来登录 CDX 应用。以
下是公司管理员在注册公司后将收到的电子邮件示例。请注意，电子邮件是从 CDX 系统发送的，您可能需要与您的
IT 部门协作以确保发送到您的收件箱。有时它们在防火墙级别被阻止，有时被路由到垃圾邮件或垃圾邮件文件夹。
由于此电子邮件是从计算机发送的，因此无法响应单击链接并输入一组字符以允许电子邮件通过的请求。

说明： 有时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会在 URL 链接中添加一个回车换行符。如果您的 URL 不能正常工作，可能在 URL 的
下一行中有几个随机字符。这些字符是链接的一部分。将这两行拷贝到一个应用程序中，然后从此应用程序中移去这
两行之间的段落标志以生成一个新的更长的 URL 链接并点击此链接。
访问该 URL 链接，您便可以激活或取消注册 CDX。如果您选择取消，将中断 CDX 注册并且所给 URL 将失效。
说明： 您有 60 天的时间来访问发送给您的 URL 链接。如果在这 60 天内没有访问该 URL 链接，则该链接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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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一个典型的企业激活页面.

通过点击 “激活”，您的 CDX 企业注册完成，您可以使用注册时收到的用户 ID 和密码登录 CDX。

作为企业管理员您有权并负责：
为（仅限）本企业创建用户
修改您企业里的用户信息（例如“有效期至”日期）以及配置
为您的用户重置密码
为您的企业指派联系人
停用已离开企业的用户
确保在您 CDX 企业里至少一个企业管理员处于可用状态（包括休假和请假）
查看许可证信息，在许可证期限结束前订购续订，并确保创建采购订单以支付订单费用。
查看您 CDX 企业的 MDS 特定统计数据
每创建一个新用户 ID，您会看见一个带有用户 ID 和关联电子邮件地址的窗口。系统会生成一个临时密码并通过邮件
发送给用户。该邮件仅包含了新密码而没有用户 ID – 因此作为企业管理员您有必要告知新用户 CDX 的用户 ID。

每个新用户在首次登录时必须阅读和同意 CDX 使用条款。
说明： 每个用户有义务维护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企业管理员也能维护这些数据。出于安全原因，每位
用户应该使用自己的 IDs。重置密码仅通过 ID 关联的电子邮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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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系统
从 CDX 信息页访问 CDX 系统：www.cdxsystem.com
在 CDX 信息页上，您会发现在页面顶部的几个标签。CDX 系统  支持 , 您会找到我们的常见问题(FAQs) ，呈现了
常见问题的答案。 下图显示的是 CDX 主页。

登录
在 CDX 信息网页上，点击按钮 “CDX Login” 来访问 CDX 系统。
下图描述了一个典型的 CDX 登录页面视图。

此时，请输入您的用户 ID 和密码。用户 ID 与公司 ID 不同。用户 ID 遵循由公司名称和分配给该 ID 的用户信息组合
的模式。公司 ID 都是数字，而用户 ID 由一组小写字母和一组数字组成。用户 id 和密码区分大小写（这意味着
SPRING 与 spring 不同）。为了避免锁定，我们建议您在首次登录时从电子邮件中复制（<CTRL><C>）并粘贴
（<CTRL><V>）。系统生成的密码只包含小写字符和数字。它们不包含 o、0、l 或 1。用户 id 通常包含 5 个小写字
母和 3 个数字。
在登录之前，您可以选择此处提示显示的语言：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日语、韩语或中
文。应注意的是，尽管字段提示以不同的语言显示，但是所有字符的输入必须是英语，因为这是 CDX 的约定语言。
数据字段不接受扩展字符，如西里尔文或中文。此外，CDX 不会将输入的字符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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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用户 ID/ 请求新密码
有时，您可能会忘记 ID 和/或密码，特别是如果您不经常登陆系统。 CDX 已内置功能帮助用户找回 ID 和重置自己的
密码。然而，解锁的关键是系统中与 ID 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您有必要确保系统中电子邮件地址处于最新状态。
如果您忘记 ID，您可以在如下显示的 CDX 应用登录窗口通过忘记用户标识符链接轻松获取您的 ID。

点击这个链接后，系统会要求您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而且系统会发送给您带有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所有用户 ID 的清单。一旦您有了 ID，您可以使用请求新密码来重置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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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点击此链接后，类似于如下的窗口将出现：

当您请求新密码时，需要输入该 ID 的正确电子邮件地址。此电子邮件地址必须与系统中已有的用于此用户 ID 的电
子邮件地址匹配，才能设置密码。
系统会执行检查，如果允许（例如此 ID 没有到期且自从上次密码重置您有成功登陆），则新密码将发送到系统中与
该用户 ID 对应的电子邮件地址上。由于密码是随即产生的字符串，我们强烈建议您从邮件中拷贝/粘贴所给密码到密
码字段。您需要在首次登录时修改密码。
如果您得到一个错误信息，则可能是 ID 不正确，比如您没有填写该 ID 正确的电子邮件地址或 ID 已过期，也可能是
您上次密码重置后没有成功登陆过。最后的这项检查是为了防止用户在不能收到来自系统的邮件时不断请求密码重
置。如果您不能正常接收来自 CDX 服务器的电子邮件，请协同您的 IT 部门和忘记用户 ID 链接来追踪为什么您不能
接收系统发出的邮件。如果您不能接收来自 CDX 系统的邮件，那么您将无法使用系统。

接受使用条款
首次登录（使用通过邮件获取的临时密码）时，用户必须接受使用条款并修改临时密码以便继续操作。下图显示了典
型的使用条款屏幕。

鉴于所用浏览器和屏幕分辨率的不同，您可能需要滚动到右边来查看接受或拒绝按钮。您需要在阅读使用条款后接受
以便继续操作。拒绝将带您返回到 CDX 起始页面且您将不能够使用 CDX。

更改临时密码
下一步您必须更改您的初始密码。您可以通过管理 >修改密码 选项来更改。出于安全原因，您必须至少每 90 天修改
密码或在系统重置密码（要么通过 CDX 登录屏幕“请求新密码”要么通过 CDX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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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时，您需要输入旧密码并且创建一个新密码。新密码须 8 到 20 个字符。密码只能包含 ASCII 或 Latin 1
(ISO-8859-1)且必须包含至少一个数字字符。

审阅和确认通知
如果有通知，它们会在登录后立即显示而且您可以决定标记为已读或下次登录时再显示。如果您得修改您的密码，则
通知屏幕不会出现（下次登录时会出现）。您不能忽略此屏幕，您必须确认您已阅读此消息以便继续操作。下图描述
了典型的通知。

如果收件箱中存在尚未浏览的 MDS，则会在通知对话框中单独显示一个附加通知项，类似于

一旦点击 <OK>,您将打开 CDX 主屏幕。下图呈现了 CDX 主要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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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导航
一旦您进入 CDX，您看到一个由几部分组成的窗口。下图说明了各部分。
Button
Funtions

Menus

Change
View

User / Company
information

Logoff

Parts of the MDS / RMD

Information / Details Area

Report
Area

Possible
Actions
Context
Menu

用户信息区 / 退出
屏幕的此区域显示用户名称和企业名称和 CDX ID。退出系统可用在右上角的退出按钮 (
( )标记。

)。旁边的为“状态指示”

更改视图
使用 CDX 您可以管理材料数据信息（MDS）以及责任材料信息（RMD）。为了简化 CDX 的使用体验，以及更合理
的登入 CMD 和 MDS 功能，您可以根据个人需求修改菜单视图。如您只使用 CMD，您需要创建“CMD 视图”。如您
更多使用 MDS， 则需使用“MDS 视图“。您可以在管理菜单里修改视图，或者使用工具栏里的设置按钮（
）。
MDS 视图是预设的默认视图。

主菜单和按钮
主菜单和按钮呈现了所有您的用户权限目前有权使用的选项。菜单是交互式
的，这意味着光标突出显示选择的菜单选项。当点击一个选项，结果将显示在
工作区。此处不可用的菜单项显示为灰色。
基于所选的视图（MDS 或者 RMD），菜单项是不同的。
无论选择了哪一种视图，两种视图的所有菜单项总是能通过“更多”按钮找到。
以下部分描述了 MDS 视图中的每个菜单项，在 CMD 和 EMD 视图中的可用菜单项会在 RMD 章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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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菜单/工具栏按钮
MDS 菜单项下这些功能可以使用：

新的
您可以使用 MDS > 新建 菜单项或者工具栏里的
按钮。 按钮将允许一个菜单出现，它带有
与菜单里的 MDS > 新建 选项相同的功能。来自工具栏上的按钮：
菜单项

描述

组件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组件类型 MDS.

半成组件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半成组件 MDS.

材料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材料 MDS.

MDS 请求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材料数据表的请求.

SDOC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 SDoC 报告.

…更多

显示 CMD 视图中可用的菜单项

保存
保存可以从 MDS > 保存 菜单项实现或通过使用工具栏的
按钮。只有当您使用的页面可以保存时，此按钮才会出
现。此功能保存当前打开的数据。使用此功能保存 MDSs，请求，组织单位，用户，SDoCs 等等。

另存为
下表表述了另存为的每项功能：
菜单项

描述

新版本

只有当编辑 MDS 时可用。保存修改过的 MDS 到一个带
有相同 MDS ID 的新版本。之前打开的 MDS 不被修改。
您不能为非您 CDX 企业创建的 MDS 创建一个新版本。

新的 MDS

只有当编辑 MDS 时可用。保存修改过 MDS 到一个新的
MDS ID。之前打开的 MDS 不被修改。

打印 / 保存为 PDF
您可以使用 MDS > 打印 / 保存为 PDF 或者工具栏里
按钮来使用此功能。如果您使用此按钮，一个菜单将出
现，它与 MDS > 打印 / 保存为 PDF 选项下的菜单是一样的。
此菜单项允许您打印来自被查看的 MDS 数据的各种类型报告，如下表显示：
菜单项

描述

材料申报/船舶报告

仅在查看或编辑 MDS 时可用，或在查看或编辑 SDoC 时
（如果 SDoC 为用户所有）可用。根据 ISO 30005，为
MDS 创建 MD 报告和船舶报告。

MD 报告/船舶报告确定 MDS 中包含的特定材料（禁止或
限制）和特定化学物质是否符合造船业规定的公约和准
则。
MDS 报告

只有当查看或编辑一个 MDS 时可用。为此 MDS 创建一
个 MDS 报告。此 MDS 报告列出了包含于 MDS 中的装配
件和材料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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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oC

只有当查看或编辑一个 SDoC 时可用。为所有的 MDSs
和它相关的由 SDoC 规定的 MDs 创建一个 SDoC 报告。
此 SDoC 报告识别谁负责特定的 MDSs 和它相关的 MD，
确保它们符合法律并且适合包含化学物质信息的管理和控
制。

SDoC 报告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定义为了船舶回收。

导入
下表表述了导入中每项的功能：
菜单项

描述

导入 MDS 批量请求

仅当在”MDS 请求“时可用。要么是创建一个新的，要么
是在 MDS 请求发件箱里。 您可以将一张填好的 MS
Excel 模板导入 CDX 并且同时批量发送 MDS 请求给多个
供应商。

导入 IMDS MDS

这个功能可将已有的 MDS 作为自有的可编辑的 MDS 从
IMDS 系统里导入到 CDX 里。

IPC1752A Class C/D

这个功能可将一个 IPC1752A Class C 或 D 申报文件导
入到 CDX 里作为自己的可编辑的 MDS。 一个已导入的
申报可能会生成多个 MDS，这取决于该申报里记录了多
少产品。

IEC62474

这个功能可将一个 IEC62474 申报文件作为一个自有的可
编辑的 MDS 导入到 CDX 里。

IPC1754 Class E/F/G

这个功能可将一个 IPC1754 Class E、F 或 G 的申报文件
作为自有的可编辑的 MDS 导入到 CDX 里。

导出
下表表述了导出中每项的功能：
菜单项

描述

IPC1752A Class D

仅当查看或编辑 MDS 时可用，并且需要一个有效的
MDS 许可。它可以导出一个 MDS 到一个 IPC1752A
Class D 或者 Class C 申报。导出的数据将被存为 XML
文件。

IPC1752A Class C

IPC1754 Class E
IPC1754 Class F
IPC1754 Class G

仅当查看或编辑 MDS 时可用，并且需要一个有效的
MDS 许可。它可以导出一个 MDS 到一个 IPC1754
Class E、F 或者 G 申报。导出的数据将被存为 XML 文
件。

IEC62474
IEC62474 新

仅当查看或编辑 MDS 时可用，并且需要一个有效的
MDS 许可。它可以导出一个 MDS 到一个
IEC62474(ed.1) 或者 一个 IEC62474 NEW (ed. 2)申
报。导出的数据将被存为 XML 文件。

SCIP 卷宗

只可以在查看或者编辑 MDS 并且持有有效的 MDS 许可
(最低 “入门级")时可用。可以将 MDS 导出到 SCIP 卷
宗。

检查
只有当查看或编辑一个 MDS 时可用。对 MDS 执行检查并报告所有发现的问题。检查功能也可以通过使用工具栏里
的 按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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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布
只有当编辑 MDS 时有效。是在内部发布 MDS，因此它可以在您本公司创建的其它 MDSs 中被使用（引用）。

接受
只有当查看一个没被接受，拒绝或取消的已接收的 MDS 时可用。显示接受/拒绝按钮以便 MDS 可以被接受。

拒绝
只有当查看一个没被批准，拒绝或取消的已接收的 MDS 时可用。显示批准/拒绝按钮以便 MDS 可以被拒绝。

转发
下表描述转发下可用选项：
菜单项

描述

转发

只有当查看一个批准的发送方允许转发的 MDS 时可用。
创建一个 MDS 的转发副本可以发送给其他接收人，但是
不能在成分树中修改。每个被接受的 MDS 只能使用此功
能一次。

转发 MDS

只有查看一个已接受的已经被转发的 MDS 时可用。打开
MDS 的转发副本。

最初的 MDS

只有查看一个已接受的 MDS 的转发副本时可用。打开最
初被接受的 MDS。

删除
这个功能可删除当前查看的数据。删除的可以是一个 MDS，MDS 请求或组织单位（只对企业管理员可用）。此选项
仅对还没有内部发布的或者发送的 MDS 可用，不能用于已接收的 MDS。此外，您不可以删除不属于您企业的任何
数据。

停用
此功能仅在查看接收和接受的 MDS 时可用。使用此功能，您可以停用（使废弃）接收到的 MDS，这样就不能进一
步用于引用。在搜索引用时无法再找到已停用的 MDS，并且当在尚未发布的 MDS 中引用时，它们将引发警告/错
误。在已发布的 MDS 范围内，它们仍然是有效的数据。如果收件人停用，制造商和所有其他收件人的 MDS 将保持
活动状态。MDS 收件人只能在收件箱中搜索已停用的 MDS，并将其标记为“由收件人停用”。

退出
退出 CDX 和打开登录/新闻页面。您也可以通过使用窗口右上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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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菜单/按钮
功能菜单列出了在 CDX 可以使用的 MDS 相关功能的列表(RMD 相关功能在 RMD 部分描述)。其中大部分在工具栏
也有一个按钮。这些功能详述如下表：
菜单项

描述

组件查找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组件类型 MDSs (自己的, 批准的和
发布的).

半成组件查找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半成组件类型 MDSs (自己的, 批准
的和发布的).

材料查找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材料类型 MDSs (自己的, 批准的和
发布的).

MDS 查找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所有的 MDSs (自己的, 批准的和发
布的).

SDoC 查找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查找 SDoC

收件箱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已接收的 MDSs,MDS 请求, CMDs,
和 CMD 请求.

发件箱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已发送的 MDSs,MDS 请求, CMDs,
和 CMD 请求.

用途分析

打开分析屏幕允许查找特定内容的 MDSs.

工具栏按钮

基本物质包含
基本物质查找

打开基本物质查找屏幕.

基本物质请求

打开基本物质请求界面去提交一个添加目前尚不存在
的基本物质的请求

查找基本物质更新

打开基本物质更新的查找屏幕

搜索物质组/法规更新

打开窗口搜索基本物质组和法规的更新

法规基本物质概览

打开一个独立的窗口，在这里可以查找所有公共的和
企业特定法规的详情

MDS 更新

打开 MDS 更新界面

MDS QCM

打开 MD Queue 和 Collection Manager(QCM)

剪贴板

打开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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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菜单
管理菜单包括与企业管理相关的选项。根据用户权限，不是所有选项可用。下表解释了此菜单那些选项可用。
菜单项

描述

个人设置

显示了所有的用户数据,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且运行用户更改其
个人信息.

密码改变

允许用户修改其密码.

更改视图

允许用户修改视图（MDS 或者 CMD/EMD 视图）

通知

显示了所有当前可视和还没被确认的通知.

企业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打开查找屏幕用于用户所在企业的组织单位.

用户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用户所在企业的用户.

信任用户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 打开查找屏幕用于其他企业内的信任和非信任用户. 允
许企业管理员信任或不信任他们.

MDS 管理员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 打开 MDS 管理屏幕允许企业管理员移动多个 MDSs
从一个组织单位到另一个。

CMD 管理员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 打开 CMD 管理屏幕, 允许企业管理员移动多个 CMDs
从一个组织单位到另一个。

CDX 许可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显示用户所在企业的当前账户剩余使用期限. 企业管理
员可订购 CDX 材料数据表许可或者 CMD 管理器许可，也可以为自己的公
司申请为期 30 天的免费试用许可。可以选择扩展材料声明（EMD）的许可
作为冲突矿产声明的附加功能

企业特定物质清单

凭有效 MDS 许可才可以使用。打开屏幕查找您企业的特定物质清单. 企业
管理员也可以创建新的或者编辑已有的清单。

企业特定法规

仅对具有有效 MDS 许可的企业管理员开放。只对企业管理员有效。打开屏
幕管理企业特定法规（查看、创建、删除）。

CMD 质量配置管理器

只对企业管理员有效。打开屏幕查找并且为您的质量报告创建新的属性。

缺陷报告管理器

只对企业管理员有效。 打开屏幕创建缺陷报告标准模板。

组织单位报告

只对企业管理员有效。显示自己公司里所有未分配用户的组织单位。

统计信息

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显示对于您企业 MDS 和 CMD 特定统计数据。

帮助菜单
帮助菜单的描述在下表中：
菜单项

描述

CDX 用户手册

包含所有可用语言的用户手册（PDF 文件）

视频教材

包含对一些 CDX 功能的视频介绍

Web 服务

包含 Web 服务手册和一个压缩包，里面有所有为 web 服务可用的和已支持
的 schema（xsd 文件）

使用条款

在新窗口里打开 CDX 使用条款（PDF 文件）

隐私政策

在新窗口里打开 DXC 的隐私政策（PDF 文件）

发送邮件给服务中心

打开一个单独的独立窗口，用户可以通过 CDX 应用程序与 CDX 服务中心
联系。请描述您的问题；您也可以附上一张截图。

网络性能指标

可以用来测量基于自己当前的网络/PC 的 CDX 性能

关于 CDX

显示信息关于 CDX 当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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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详情
详情区域是输入被插入或显示的地方。

工作区
查找，取消，创建等按钮位于该区域。点击区域中的这些按钮，在区域下方产生结果列表或列出一个 MDS 请求，
MDS，CDX 用户等的详情。

来自搜索结果窗口的快捷方式
除了所有以上提到的按钮和菜单项，如果在搜索结果屏幕您突出显示一个
MDS 并且右击，除了从组件搜索生成菜单外，您还可以使用快捷方式访问
常用功能，如菜单。
或者，你可以点击菜单打开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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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 MDS
你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创建一个 MDS（材料数据表）。即使你只是想要将系统中已经存在的数据添加（引用）到
你的结构树中，你也需要自己创建这个你需要发送给你客户或者用于生成报表的结构树。

什么是 MDS?
一个 MDS 可以被认为是拥有如下图中的许多部分的容器：

MDS
组件或材料结构

构成
(物质; 物质类)

接收方数据(DUNS, 地
址, 零件号, 等.)

筛选信息：
SVHC, HKC, RoHS 等.

发送方数据
(联系人, 零件号, 等.)

规格和标准

工作流程和请求信息

按照行业要求的额外属
性

图中每个部分将在下列章节一一说明

新 MDS
作为起步，你可以使用菜单中的 MDS>新建或者
按钮。但是你必须清楚的知道你是想要创建一个组件，半成组
件还是一个材料，因为一旦你创建了，就不能再改变材料数据表的类型了。

MDS 类型
下列表格描述了组件，半成组件以及材料的不同：
MDS 类型

描述

可以被添加到

可以有子节点

是否有重量字段

材料

描述了一个均匀的结构-，意味着如
果你对产品进行垂直切割，你将看
不到不同的层面（除非是作为电子
产品或电子元件）

材料，半成组件，组
件

材料，基本物质

无

半成组件

与材料相似，它描述了一个在被组
装好以及给定一个最后的重量之前
需要进一步加工的结构。例如一个
钢板或者涂丝，用途取决于它的长
度，体积或者面积。

半成组件，组件

半成组件，材料，基本
物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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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类型

描述

可以被添加到

可以有子节点

是否有重量字段

组件

用于描述一个有定义重量并且是以
整数数量使用的装配组件。例如一
个发动机组，一个座椅。一个组件
MDS 的重量是在创建时被定义的，
并且在树结构中不能被减少。

组件

组件，半成组件，材
料，基本物质

有

为了使 MDS 的处理变得容易，我们用以下图标代表提及的材料，半成组件，组件，这使得不管是树结构还是搜索结
果都变得可视。
房屋象征着自己的 MDS（组件，半成组件，材料）
球体象征着已发布的 MDS（组件，半成组件，材料）
信封象征着已接收的 MDS（组件，半成组件，材料）

CDX 中另外一种结构是代表基本物质的 。基本物质清单是由外部公司控制的经验证的物质清单。它不在公共域
中，但我们将其用作 CDX 系统的一部分。在 100%披露的情况下，从树结构顶部开始的每条路径都必须以基本物质
结束。
基本物质可以是一个化学元素（如铁，铜）或者化合物（丙烯酸树脂，氧化锌）。基本物质由特定的化学文摘号
（CAS）或由功能创建一般编号定义。一般来说，它们分为三类：：

CAS 编号基本物质 – 这是一类为其指定了 CAS 编号的基本物质，意味着它是一个被明确定义的物质，例如：铁
（CAS# 7439-89-6）
伪物质 –一个伪物质精确描述了一个没有 CAS 编号的物质或者物质组，例如：丙烯酸树脂。非常重要的是这些伪物
质是真实的物质而并非通配符。
通配符 –这些物质没有定义一个特定的物质。这些非常有限的数量的可用的通配符都在 CAS＃领域的“系统”中。例如
“杂项”。使用通配符代替申报或禁止的物质是不被允许的。
你应该知道的其他的关于 MDS 的事情是成分页面是有一个包含父子关系的树状结构，下图显示了一个树结构。

图中，Test Component 是 JT CDX PUBLISH TEST 和 +AZ150 (hot-dip aluminium-zinc coated)的父节点。倒过来
看， JT CDX PUBLISH TEST 和+AZ150 (hot-dip aluminium-zinc coated) 是 Test Component 的子节点。此外， JT
CDX PUBLISH TEST 是+AS150 (hot-dip aluminium-silicium coated)的父节点。
更改树状结构中的错误很重要，对此你需要使树的顶部节点处于编辑模式，通常这只能影响子节点。

申报范围
您可以决定关于申报的级别（最好根据与您的客户之前达成的协议）。CDX 支持以下：
完整申报的意思是，要提供完整的成分信息，包含所有重量以及树节点的权重信息。所有零件的重量总和为产品重
量。百分比值加起来等于 100%。MDS 可以被标记为完全申报（勾选框 100%申报）并且如果重量或者百分比的值
不准确检查程序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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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申报是一种未完成的完整申报。只提供部分成分信息，并且重量的总和不等于全部零件的重量。
一个级别的申报是最小的部分申报。在这种申报时，一个 MDS 可以发送给客户，可以不包含任何成分信息（树是空
的/只有一个节点）。在这样的空 MDS 里，必要信息应该以附件形式提供。
只要 MDS 是可编辑的，那么成分树就可以被节点或引用填充。并且 MDS 可为部分申报或者也可以增加至完整申
报。
对于一个新的 MDS，默认为部分申报。基于申报类型以及接收人企业，可以执行不同的检查。一些企业也许需要特
定的信息。例如： 一个级别的申报。您可以在章节“企业特定的改进”中查看企业特定需求以及系统扩展。
现在让我们开始创建。最常见的 MDS 类型是材料和组件，让我们从一个新材料的创建开始。

创建一个材料
材料是用户可以创建的 MDS 中的一个最低层级。但是由于 CDX 是一个材料报告系统，你的客户需要知道更多的关
于材料的信息，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材料名称，他们同样需要知道这个材料包含什么。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关
于材料的说明必须包含客户所知行业的材料分类以及材料详情。需要注意的是一个 MSDS（材料安全数据报表）是
不适合此数据的，因为如果你主张充分披露，你就需要对材料中所包含的物质有 100%的了解。
当你发出一个新建>材料的指令时，你将得到类似以下的一个屏幕，所有必填项字段都用*标注。

只有当你的材料被标记为“是物品”时，您需要在“产品业务信息”中输入“物品类别”。物品类别是上传一个 MDS 到
SCIP 数据库的前提条件。

您可以在文本框里输入值，然后通过后面的
按钮查找到完整的描述。如果你需要关于该物品类别的更多信息，
您可以通过帮助按钮
所提供的链接查看。也可以通过放大镜查找一个物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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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确认您的选择。

您还可以定义“子组件的默认物品类别”–它将表示组件节点中任何子物品的物品类别，其中没有定义物品类别。使用
放大镜，您还可以搜索默认的物品类别。

普通信息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普通信息：

下表给出了每个字段的详细描述：
字段名称

描述

必填项吗？

类型

系统生成——此 MDS 类型是（材料，半成组件，组件），你不能将一个
MDS 的类型改变为另外一个，因为不同的 MDSs 类型有不同的要求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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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必填项吗？

ID/版本

系统生成——第一组数字代表 MDS 的 ID。每一次新的版本创建好后，这
个数字将不会改变，但是第二组数字(/0.01)将随之改变。事实上，当一个
MDS 被“发布”（后面将详细的讲到）后，此版本号将变成一个整数，表明
此 MDS 将不再能被编辑。

不适用

节点 ID

系统生成——这指的是数据库中储存 MDS 信息的实际位置。对于 0.01 版
本的 MDS，它将与其 ID 一样。

不适用

自动接受的

一个复选框，显示 MDS 是已被作业接受还是已被用户手动接受。

不适用

材料数据表供应商

系统生成——创建 MDS 的 CDX 公司名称

不适用

100% 申报

复选框指明了 MDS 是否 100%被申报了。通过设置复选框“100%申报”可
以为 MDS 作一个完整的申报，且必须提供完整的信息。如果你的父节点
有这个复选框，任何子节点都没有，你会收到一个错误的检查且不能继续
下一步。

取决于行业

SCIP 合规

检查此字段是否符合 SCIP。此标志的默认值是企业管理界面中的 triggert
（仅适用于配置文件为“企业管理员”的用户）。

选填

SCIP 编号

这个编号是 MDS 顶端节点以及所有引用的节点的一部分。它是只读属
性，并且只能通过自动的 SCIP 提交或者网页服务（后续状态）更新。

不适用

对于从 IMDS 或通过 Web 服务导入的 MDS，SCIP 号也可以用于 MDS 树
中未引用的节点。
品牌

这是产品的公共品牌名称

选填

类型

这是产品的公共类型

选填

型号

这是产品的公共型号名称

选填

是物品

一个复选框，指示您的产品是否是 REACH O5A 观点中的物品。如果您的
产品是物品，请勾选此框。如果你的材料是一件物品，在“产品商业信息”
中需要“物品类别”。

物品类别

物品类别是将 MDS 导出到 SCIP 数据库的先决条件。用放大镜你可以搜索
物品类别。“帮助”按钮包含有关详细信息的链接。

选填/SCIP 报表必
填

对于从 IMDS 或通过 Web 服务导入的 MDS，物品类别也可以用于 MDS
树中未引用的节点。
默认子组件的物品类
别

此字段的值表示组件节点（如果不显示）中任何子物品的物品类别字段的
默认值，这是将 MDS 导出到 SCIP 数据库的前提条件。使用放大镜，你可
以搜索默认的物品类别。

选填/SCIP 报表必
填

名称

贵公司是如何以自己的规定表示这个 MDS。

必填

您必须修改默认的名字，否则检查常规结果会报错。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命名要求和约定。
附加名称

内部材料号

附加名称指的是您企业如何用它自己的规定来指代这个 MDS。可以使用
添加多个名称，单击一次 即可删除所有内容，而不选择任何附加名称。
系统将会显示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所有附加名称。用
导出到文本文件中。

该表中的名称可以

贵公司是如何用数字来表示这个材料的。您可以用
件里导入来添加多个数字（一个数字一行），或者用

通过从文本文
来添加多个数字或

者用
附加标识符

来删除。用

选填

将表中的数字导出到文本文件里。

用以说明贵公司如何以数字方式引用本 MDS 的其他名称。可以使用 添
加多个标识符，只需单击一次 即可删除所有项，而无需选择任何其他标
识符。系统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所有其他标识符。用
的名称可以导出到文本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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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某些时候知道 MDS 的创建时间以及最后一次改动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以下部分包含了这些系统生成的信息：

以下表格说明了每个字段的含义：
字段名称

描述

创建日期

服务器中 MDS 创建的时间（服务器主机在德国）

发布日期

服务器中 MDS 的发布时间（不能再有其他改动）

检查日期

MDS 被检查的日期 —— 在追踪什么需求触发了时有用

查询列表
此区域包含有关正在声明的产品的查询语句列表。这些查询是按范围中的规则设置的，根据声明范围中的规则可能会
有所不同（在您的公司管理员在“管理>企业”范围中的任何法规中定义之前，此区域不可见）：

AD-DSL 查询列表是 IAEG®航空和国防工业管理局（AD 工业；请访问 www.IAEG.com）提供的查询列表的一个示
例。其他机构可以指定自己的查询列表。查询列表由相应的权限定期更新。
IPC1754 申报（AD 行业标准）提供了供应商对与行业相关的一组查询语句（查询列表）的响应。例如，查询语句可
以指产品中是否包含某种类型的物质。如果声明适用于多个行业，则此处可能包含多个查询列表。
MDS 的创建人应当对法规要求的查询列表中包含的每个查询语句提供响应。
下表说明了上述示例中的字段的含义：
字段名

描述

是否必填

需要在 AD-DSL 上使
用物质

如果您的产品需要使用 AD-DSL（或任何其他行业特定清单）中提到
的物质，请回答“是”、“否”或“不适用于该情况”。

依赖行业

含有冲突矿产

如果您的产品含有冲突矿产，请回答“是”、“否”或“不适用于该情况”。

依赖行业

含有放射性材料

如果您的产品含有放射性材料，请回答“是”、“否”或“不适用于该情
况”。

依赖行业

含有生物杀灭剂材料

如果您的产品含有杀灭剂材料，请回答“是”、“否”或“不适用于该情
况”。

依赖行业

产品业务信息
这个区域在每个 MDS 详情的顶端节点上显示，但是只与组件 MDS 相关并将在后面章节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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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材料分类在材料类型数据表中是必填项。信息存储在这个区域。该领域的要求取决于行业。IPC1754 标准/AD-DSL
中已知的使用描述符在 CDX 中被视为分类，可在本章中找到。

点击

将会打开一个菜单，在其中你能选择报告的产业分类，如下图：

IMDS 分类是 VDA 材料分类。如果选择了 IMDS，在展开所有分类后，你将会得到类似以下的列表：

你可以选中想要的分类并且点击
。如果你选择了其他可用分类中的一个 (ISO22628, JAMP , AD-DSL,
IEC62474 或者 ECHA 材料 / 混合物)，将可以得到不同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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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SL 选项包括所有要添加到材料中的 IPC1754 可用描述符。您可以选中所需的分类并单击

。

可以在同一 MDS 上输入所有分类。如果另一个分类列表中有一个分类映射到所选分类，则选中列表下方的复选框，
用户可以使用“下一步”选择适当的分类，然后使用“应用”将所有分类添加到分类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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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信息
在某些产业，你必须给出标准材料信息。大部分材料要么有一个标准材料号要么有一个符号，但是很少二者同时兼
有：

字段名称

描述

必填项吗？

标准材料号

主要用于金属 - 这通常是一个 UNS 或其他的编码系统的唯一标识材料实质
内容的号码。许多规范和标准参考的是金属的性能而不是物质的含量。

取决于产业以及分
类

符号

主要用于高分子材料，这是材料的 ISO 符号。

取决于产业以及分
类

规格/标准
不同于标准材料号，规范和标准经常是指材料的性能并不代表 100％的物质信息。是否需要此信息是依赖于产业和分
类。

如果你需要添加一个规格或标准，点击

将会弹出一个类似以下的窗口：

选择了你的规格后，你将返回到特定代码（必填项）的填写窗口：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创建一个 MDS 30

备注
根据您客户的要求，在这里您可以申报是否需要一个安全数据表（例如，当一个基本物质/混合物如液体，喷雾，润
滑油或润滑脂包含在您的材料中）。
备注字段本身是一个自由文本区域，您可能需要在其中包含一些有关材料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这只是猜测，我
们不支持这一声明”是没有用的，也是不需要的。此字段是可选的。

附件
这里您可以给您的 MDS 添加附件和简单的说明。以下的文件格式支持被上传： xls, xlsx, doc, docx, pdf, zip。您最
到可以上传 5 个大小不超过 10 M 的文件，但是它们的总和不得超过 20M。
使用按钮

或

来添加或删除文件。

添加文档时，将打开一个新窗口，要求您浏览要添加的文件，并从可选类型列表中提供文档类型。默认值为“其他”；
对于安全使用说明（SUI），可以使用安全数据表、导入源和根据文档类型的报告。如果需要，请输入其他信息，然
后单击“应用”完成此步骤：

在上传期间文件会被通过病毒扫描，如果发现病毒，将会立即通知用户。

用途分析
在新创建的 MDS 中，此区域始终为空。在 MDS 树结构中引用（自有的、已接受的或已发布的）MDS 后，此区域将
显示所有用户自有的 MDS（不包括当前打开的 MDS），其中选定的 MDS（节点）将直接在第一个树级别使用。使
用引用节点的 MDS 将显示其名称、零件号、ID/版本以及有关数量/重量/百分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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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分
一旦给出基本信息，你将需要添加成分。您有两种选择来创建树结构：



使用右上角的 “添加材料” 或“ 添加一个基本物质引用” 按钮



或者使用旁边的法规向导（参考 Bosch 供应商企业)

第一种方式是推荐的方式并且会在以下说明。法规向导会在后面说明。
在右上角你会发现，你唯一的选择，为一种材料添加成分是其他材料和基本物质，因为其他是灰色的。
引用意味着 MDS 将与您通过搜索得到的另一个 MDS 或基本物质联系起来。节点意味着结构只适用于此 MDS，并不
适用于附加到其他的结构。

添加基本物质
在以下案例中，我们将要添加一个基本物质
，您可以使用几个标准限制搜索，例如，仅搜索特定基本物质组或列
表中包含的基本物质。如果您想在“全球物质清单”或“企业特定物质清单”中搜索，您可以在这里进行选择。我们在全
球-基本聚合物组中进行查找：

当找到你的基本物质后，选中它并点击
将会显示以下展开信息：

。你将发现在屏幕的左侧突出显示了你所选中的基本物质并且在右侧

以下表格描述了呈现的信息：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项？

类型

节点类型：基本物质，材料，半成组件，组件

不适用

名称

介绍了这种基本物质的同义词——这是基本物质清单一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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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项？

CAS 编号

物质的化学文摘号——这是基本物质清单一览

不适用

欧盟化学品目录数据
编号

物质的 Einecs 号 ——这是基本物质清单一览

不适用

EU-Index

物质的 EU-Index 号——这是基本物质清单一览

不适用

ECHA 物质 ID

基本物质的 ECHA 物质 ID 号

不适用

ECHA 物质名

基本物质的 ECHA 物质名称

不适用

ECHA Iupac 名

基本物质的 ECHA Iupac 名称

不适用

ECHA CAS 号

基本物质的 ECHA CAS 号

不适用

保密的

勾选此框，将使你 CDX 公司的 ID 以及你的信任用户不再能看到勾选的物
质。

选填

数量和比重/%

表明你是否会被给予一个固定的，从 ---到----（%）或让系统计算剩余的百
分比的重量。强烈建议您不要将一个通配符用于剩余部分。

选填 / 需要 100%
申报

基本物质组/清单

表示基本物质是哪个组的成员。这是基本物质清单一览

NA

加工化学品

如果这种基本物质是加工化学品，你就需要知道并指出它是反应残留物还
是杂质。

取决于基本物质

一旦您填写完必要的信息，点击树的顶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将一个材料添加为我们的基本物质的兄弟（这仅
仅只是一个示例，此结构并不推荐）。

添加现有的材料 （引用）
有两种方法添加材料 - 引用和节点。对于要添加的所有数据表，引用和节点有同样的效用。引用意味着你要寻找一个
MDS 添加。节点意味着你要在树中创建并且该结构只存在于树不而不能用于其他的 MD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搜索了已发布的材料。关于搜索的更多信息，请参加此手册的搜索章节
得到我们的搜索结果后，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材料，如下图：

点击

：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创建一个 MDS 33

请注意左边的树的变化和被选中的材料 100Cr2，在屏幕的右侧是左侧结构树中突出显示的节点数据。
右边大部分区域已经在前面部分说明过。还有一个新的区域，再生材料。当你勾选框“该物质含有再生材料吗？”时，
该框会显示如下内容，您可在此输入有关量值：

此处所给的是物质中所含再生材料内容的百分比。世界许多地区要求材料的某些部分必须来自再生材料的内容。在世
界其他一些地区，企业可能因为所生产的材料中有一定比例的再生材料内容而得到回扣。
后工业再生材料是工业再生材料的内容。消费后再生材料是回收生活垃圾中的内容。后工业和消费后再生材料使用的
定义是来自于许多行业中普遍使用的定义 ISO14021。如果你有再生材料的内容，在此输入是非常可取的。

添加材料 – 节点
我们回到树的顶端节点并且选择添加材料>节点右边屏幕与之前的区域一致所以我们将不再说明。

创建一个组件
下一个经常使用到的 MDS 类型是组件。你可使用 MDS>新建>组件或者工具栏中的
建组件后，将出现一个类似于下面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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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右边栏：

新字段的定义如下表所列：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项？

品牌

这是产品的公共品牌名称

选填

类型

这是产品的公共类型

选填

型号

这是产品的公共型号名称

选填

物品类别

物品类别是将 MDS 导出到 SCIP 数据库的先决条件。用放大镜你可以搜索
物品类别。“帮助”按钮包含有关详细信息的链接。

选填/SCIP 报表必
填

默认子组件的物品类
别

此字段的值表示组件节点（如果不显示）中任何子物品的物品类别字段的
默认值，这是将 MDS 导出到 SCIP 数据库的前提条件。使用放大镜，你可
以搜索默认的物品类别。

选填/SCIP 报表必
填

请不要忘记将默认名称更改为有意义的名称。新字段是产品业务信息。另一个必填字段是部分或全部申报的测量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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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段 – 产品业务信息/数量和质量 / 聚合物标注
大部分区域与之前材料的区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图中以下的区域：

以下表格中列举了具体定义：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

产品组

这是一组产品的任意描述符。这是 IPC1754 标准的一部分。

选填

MDS 修订

此字段将任意修订描述符描述为 IPC1754 标准的一部分。

选填

生产国家

请选择生产产品的国家（作为 IPC1754 标准的一部分）。

选填

生产地

作为 IPC1754 标准一部分的任意产地名称。

选填

单个的测量重量

这是部件的规定重量（图纸重量）-部分和全部申报所要求的重量。您可以
在这里输入一个最高为 1 纳克（= 0.000001 毫克）的重量。对于一级别申
报，检查程序将为您提供缺少的和应填写的信息说明。

选填/ 是

允许误差 +/-

这主要是用于从子节点纠正数学错误。有人以此作为图纸的允许误差来限
制值。然而，这不是这个字段的预期目的。

选填

单个的计算重量

系统生成。所有父节点的子节点的测量重量的总和。这仅是直接的子节
点， 而不是整个树结构的重量。

NA

偏差

系统生成。测量重量（每件规定重量）和计算重量之间的百分比差异。

NA

法律需求

这是一个是/否标志，指示组件是否必须标记依法回收。

取决于行业

聚合物已被标注

当你在法律需求框选择是时，此框将可被编辑。

取决于行业

一旦你为顶端节点输入数据（记住，如果你标记顶端节点 100％申报，您添加的部分也必须是 100％申报，否则在检
查后您将收到错误消息），你将需要添加成分。此时你会发现所有选项都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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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段-法规
这个字段只对组件和半成组件 MDS 可用，且给出每个单
个组件或半成组件的节点在树上所有成分的概述，其中包
括了在指定的法规里的（REACH，RoHS，ELV，电池，
包装或其他）。 —— 在贵公司管理信息或客户要求的法
规中定义，分别在客户请求中定义。请注意，法规详情仅
显示为定义为“范围内”的法规。法规按制造商范围内和接
收者范围内的法规划分，按字母顺序列出。如果制造商范
围的法规也在接收者范围内，则这些接收者将在法规详细
信息中列出。
在“确认”部分，你可以陈述，是否你的组件/半成组件符合
规定，是否你提供了所有相关的数据。由于这是对于整个
MDS 的确认，因此下拉菜单仅对顶级节点级别或者当你
添加节点到你的树结构时有效。 使用“规定”的字段对一些
供应商是强制的（请参阅章节“企业特定的改进”）。对于
所有其他的 MDS 供应商建议依据之前与客户的协议来使
用此字段。

如果在组件里没有子节点，那么法规字段就是空的。我们来添加一些成分然后稍后再讨论法规。

添加成分
在此部分，我们讲讨论如何添加各种类型的成分。
通过法规向导（建议 Bosch 供应商企业）添加成分也是可行的，但是会在后面说明。

添加一个组件 – 引用
当你点击组件按钮，你将得到两个选择：
在需要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组件的时候，我们首先使用引用。记住，
如果你已经对右边的细节进行了 100%披露，所有子节点也必须是 100%披露的。
在以下案例中，我们已经搜索到并添加了一个已有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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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近一步观察右边详情：

前面已经讨论过一般信息和日期区域中的数据，以及零件标记和备注区域中的数据。这里要介绍的新内容是数量和重
量以及法规区域的内容
单个的测量重量, 允许误差 +/-, 单个的计算重量和偏差 这些数据已经在之前的章节说明过了。你此处需要做的就是输
入你生产线中具体要用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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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用 数量 乘以 单个的测量重量 t 去计算一个组件的重量成分，在以下案例中我们再数量部分输入 10，单个的测
量重量是 800g，因此我们的顶端节点如下：

注意为何偏差是 20%（计算重量/测量重量）。下面我们将要继续如何添加其他的成分。
在法规区域，我们看到对已添加的组件的以下信息：

对于树结构中的每个组件节点，与所述法规相关的所有基本物质都列在相应的法规区域中，并带有一些附加信息，例
如名称、CAS 编号、D/P（可申报/禁止）、限制值/限制条件、阈值、条目、部分、聚合部分、重量，包含它的材
料。在给定成分下有一个以上出现的物质被显示为一个集合，并有一个单数出现的折叠列表。例如，这允许首先确定
一种物质是否在一种商品下是可报告的，显示其总量，其次深入研究并确定使用该物质来确定可能的改进方案的材
料。
对于某些法规是豁免的或 IPC1754，需要使用描述符，可以通过单击相应字段上的按钮
（鼠标右键单击）进行编辑：

或

；或使用上下文菜单

通过双击“未知”字段，可以填写豁免

对于使用描述符，您可以使用下拉列表，其中包括所有相关的使用描述符。目前只仅对于法规“AD-DSL”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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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或错误的法规相关信息将在法规表的第一列以及每个节点的树结构中用符号显示。将光标移到此类符号上会显示
工具提示，并给出简短说明：

阈值和检查是在最坏情况下计算的，而不是在“数量/重量”部分显示平均值。这意味着，如果一种物质作为一个范
围提供，该范围的最大值将用于并显示用于法规检查（“比例”和“重量”列）。如果一种物质被宣布为“剩余”，
则使用所有其他物质的最小出现次数之和进行计算。这可能导致基于阈值的物质含量可能超过 100%的情况，因为每
种物质都必须单独考虑。“均质材料”范围内的物质（如 RoHS）将按每种材料显示和计算，而“物品”范围内的物
质（如 REACH§33）则按其在直接参考材料中的出现情况进行汇总，通过使用箭头形状的展开符号，包括单个引用
的附加列表。”
通用图标 “法规问题” ( or ) 用于树结构的父节点，如果在这个组件/半组件中有发现。以下符号用于树状图中的实
体节点和法规详细信息表中的详细信息。
可以使用描述符，但不能设置
物质被标记为“P” (禁止的) 且截止日已到或未设定到期日并且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未豁免”
– 超过或没有设定阈值的物质，并且在指定豁免集的情况下被“豁免”
物质被标记为“P” (禁止的) 且截止日未到并且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未豁免”
物质被标记为“E” (豁免的) 且截止日已到或未设定到期日并且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未豁免”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豁免”但未指定豁免集
物质被标记为“P” (禁止的) 且截止日已到或未设定到期日并且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豁免”但未指定豁免集
物质被标记为“P” (禁止的) 且截止日未到并且

– 超过或没有设定阈值的物质，并且在指定豁免集的情况下被“豁免”
物质被标记为 “E” 且截止日未到并且

– 物质高于阈值或未设定阈值且“未豁免”
– 超过或没有设定阈值的物质，标记为豁免但没有指定豁免集
物质被标记为 “P” 且截止日未到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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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或没有设定阈值的物质，标记为豁免但没有指定豁免集
对顶部节点组件，系统提供了可以点击法规区域里的按钮
下列信息：

后可在单独的窗口里查看一个全局视图以及

成分标签： 所有法规相关的基本物质均按相关法规列出了。
用户还可以通过单击图标来设置和查看例外情况的详细信息，该图标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有关法规及其限制
所用基本物质的详细信息。或者单击打开同一窗口的加号图标来添加新的例外（如果要设置例外）。
电池和包装标签：所有与电池或包装相关的基本物质都列出了。
确认： 如果所有相关的数据都提供了，所有符合法规的信息也将列出。
如果您的企业持有有效的 MDS 许可，这些标签里的所有信息您也可以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里。详细信息也可以在
MDS 报告里查看，您可以给每个 MDS 创建一份报告。
现在我们将添加其他成分。

添加一个组件 – 节点
当你为一个节点添加组件时，该结构只能存在于树并且不能应用于其他数据表。右边屏幕与顶端节点的右边看起来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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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你可以添加数量,此外没有备注区域。而且你要为组件节点确认法规信息。当你填好必填信息时，你需要为
所需类型添加子节点。

添加一个半成组件 – 引用
一个半成组件被用来代表一个用于长度，面积或体积的产品
（例子：电线，织物或金属板料，油漆）。与组件添加
类似，你有两种选择——引用或节点。
让我们首先使用引用。先搜索出一个供应商的半成组件并且应用，会得到类似以下的屏幕：

仔细观察右手边的屏幕，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看到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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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同的是重量区域。对于一个半成组件，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输入重量：
直接输入重量
使用 CDX 来计算重量 （仅在输入了特定比重的情况下可用）
对于一个组件，您可以输入重量（可能最高为 1 纳克= 0.000001 mg）和选择的单
位（毫克，克，公斤，吨）。忽略其他的显示，所有的重量以克储存。使用 CDX
计算重量，按一下

，将打开一个小窗口：

作为引用，一个半成组件有它的明确的以面积定义的重量，你需要输入你使用的
面积是多少 m2 在以下案例中，我们将要输入.00025 并且点击计算，CDX 将会计
算此子节点的重量。
观察树的顶端，重量是增加的，但是还是比顶端节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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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半成组件 – 节点
当你以节点添加一个半成组件时，以下屏幕要求填写有限的信息：

由于此半成组件只存在于此树，你所要做的就是修改名称，输入重量并且选择合适的度量 (mg, g, kg, t)，并且确认法
规。此外你还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项目或者材料编号和/或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当您的半成组件是物品时。半成组分
的标志“Is Article”用于识别根据 REACH 第 33 条被视为物品的半成组件。
如果半成组件没有被标记为“Is Article”，并且是在组件中被引用的，那么这个半成组件将被视为一个材料，且所有半
成组件法规范围的项将在上一层使用。一旦设置了标志，半成组件将被视为一个组件，并且该半成组件中物质的所有
报告、分析和显示都会相应的对待。例如：如果一个成分同时含有一种材料和一种半成组件，根据规定阈值为 0.1%
的规定，每种成分的重量为该成分重量的 0.05%，则该成分将超过该阈值，因此被视为不合格。如果半成组件被标
记为“Is Article”，则该组件将仅持有该物质的 0.05%，且合规状态将为合规。根据该物质在半成组件中的含量，它将
会显示为合规或不合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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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材料 – 引用
我们已经看到了如何用引用的方式添加一个材料，但是由于这是一个组件，因此右边有一些不同：

在此案例中，你可输入材料重量以代替材料含量百分比（最多 1 纳克=0.000001 毫克）。

添加一个材料 – 节点
将一个材料以节点添加到组件与添加一个节点到材料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你需要再次输入材料重量以代替材料含
量百分比：

理所应当的，你需要输入材料的结构。

添加一个基本物质
你只能以引用的方式添加一个基本物质。添加后，右边部分将与下图相似，由于基本物质是直接加到组件的，你将需
要输入一个重量，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创建一个 MDS 45

自 CDX6.2 版本开始，只有当法规涉及的“均质材料”在 MDS 范围内时，才允许向材料中添加物质，而不再向（半
成）组件中添加物质。

创建一个半成组件
第三种 MDS 类型是半成组件。一个半成组件在某些方面与材料是相似的，除了在添加到一个组件上之前，它是没有
一个固定的重量的。
当你通过 MDS>新建>半成组件或者

创建一个半成组件时：

在右边我们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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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字段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由于默认情况下半成组件不被视为物件，您需要决定它是否是物件。半成组件的
标志“Is Article”用于识别根据 REACH 第 33 条被视为物件的半成组件。如果半成组件未标记为“Is Article”，并且在组
件内引用，则半成组件将会视为是一种材料，并且所有半成组件法规范围项都将在上层使用。一旦设置了标志，半成
组件将被视为一个组件，并且该半成组件中物质的所有报告、分析和显示都会相应的对待。例如：如果一个成分同时
含有一种材料和一种半成组件，根据规定阈值为 0.1%的规定，每种成分的重量为该成分重量的 0.05%，则该成分将
超过该阈值，因此被视为不合格。如果半成组件被标记为“Is Article”，则该组件将仅持有该物质的 0.05%，且合规状
态将为合规。根据该物质在半成组件中的含量，它将会显示为合规或不合规的状态。
半成组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数量和重量 。
比重是产品的单位重量。它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发送给客户乃至以后为自己的组织使用的话，它会非常有用。因为当
添加到一个组件时，它将使重量的计算变得容易。
当你给半成组件一个合适的名称（以及可选的比重）后，就该添加材料成分了，你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按钮
或者法规向导添加，后文会对此进行描述。针对物质，请注意如前所述：只有当法规涉及的“均质材
料”在 MDS 范围内时，才允许向材料中添加物质，而不再向（半成）组件中添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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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半成组件 – 引用
添加一个半成组件到半成组件与添加一个半成组件到组件是相似的。不同的是你需要输入一部分或百分比而不是重
量：

添加一个半成组件 – 节点
当你以节点的方式添加一个半成组件时，你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正如你以引用的方式添加时，你需要输入此产品代表的半成组件的一部分或者百分比。此外，你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
项或者材料编号，标记半成组件为“Is Article”（如必要），并且你必须修改名称。对于半成组件你还需要确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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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材料 – 引用
之前已经说明过，你可以以引用的方式添加一个材料，类似于下图：

正如半成组件一样，你需要添加数量和重量-一部分。这是此节点所占的顶端节点的百分比。此外，如果此材料包含
再生材料内容，你可在再生材料区域输入相关信息。

添加一个材料 – 节点
当你以节点添加一个材料时，你将得到以下页面：

与半成组件一样，你需要添加数量和重量--比重。这是此材料所占的顶端节点的百分比。此外，如果此材料包含再生
材料内容，你需要在再生材料区域输入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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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基本物质
你只能以引用的方式添加一个基本物质。添加完成后，你将看到类似以下的页面。这里你需要输入比重取代重量：

自 CDX6.2 版本，只有当法规涉及的“均质材料”在 MDS 范围内时，才允许向材料中添加物质，而不再向（半成）组
件中添加物质。

按法规向导创建一个组件或者 MDS 树结构
企业收集关于不同法规的信息，这些都是与他们的产品相关的。这里不同的法规，是基于行业，产品类型，国家等。
规范成分，即 完全禁用或仅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为遵守您的客户的法规需求，您可以使用法规向导按法规相关的基
本物质创建你的 MDS 树结构。
建议所有 Bosch 的供应商企业都使用法规向导。
当开始向导时您需要选择要提交 MDS 的企业。系统会显示，该接收单位要遵守何种法规并全程指导您完成这些法规
以及需要的信息。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创建了一个组件 MDS，该企业需要的信息有常规 ELV, GADSL 以及包装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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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按钮

你将看到法规 ELV 的详细信息，这里您可添加（只能添加） ELV 相关的物质：

您可以通过使用 CAS No., 名字/同义, EU-Index 或者 Einecs-No. 搜索 ELV 相关基本物质。在搜索界面上您可以导出
到一个 MS Excel 文件里：要么使用
规。
请选择需要的基本物质然后点击按钮
置的法规详细信息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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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导出所有基本物质相关的法

，系统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有关树结构中应包含基本物质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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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您需要为您的基本物质定义/选择父组件以及材料节点。您可以选择已有的节点或者创建新的。您可以使用节点
的默认名字或者创建新的。此外，您需要输入重量（对材料以及新的组件，最高为 1 纳克= 0.000001 mg）以及基本
物质在材料里的配比。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会输入以下信息：

您可以添加更多的物质然后点击
，当您完成添加物质时。在后台的树结构已经改了。 点击
法规。在我们的例子里，法规 GADSL 已经打开 – 这里您可以添加 GADSL 相关的物质：

当您选择一个基本物质然后点击
以前的信息修改：

进入下个

后，向导会显示这个 GADSL 物质的树结构详细信息- 你可以不做变更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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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已经为 ELV 物质使用新的材料“Test_ELV_Lead”创建了一个新的组件，我们现在可以将 GADSL 物质 添加
到



顶部节点 Component_10XXXXX 或者



Test_ELV_Lead 或者



一个新的组件

请选择或者创建相应的节点并输入重量和成分，按照有需求的地方。
最后，我们在下一屏搜索我们的包装物质，给出必要的信息然后点击按钮

.

我们最新创建的组件现在的结构如下：

我们第一个节点“Test_ELV_Lead”的法规区域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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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其中一个法规表格中的眼睛符号可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与相关法规及其限制相关的基本物质的详细信
息，或点击加号打开同一窗口以添加新的例外情况：

由于我们为 Test_ELV_Lead 结构的 lead 输入的成分为 10 % (0.3 g),而 RoHS 法规只允许成分为 0.1,我们应该包含
一个豁免。 通过双击豁免表上方的查找放大镜图标 您可以看到以下界面，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合适的例外：

这个豁免会显示在相应的法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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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之后您需要回答顶端节点层级上法规 > 确认里的问题。这仅针对编辑模式下的组件和半成组件 MDS。如果您
的客户要求该确认而您没有完整填写答案，那么检查程序就会报错。

更新 MDS
当供应商的 MDS 被作为用户公司的 MDS 使用时，CDX 用户有选择权用以辨别供应商的 MDS 的更新。此功能列出
供应商更新的 MDS，以及命名特定拥有或发布的 MDS。这引用了旧版本的供应商更新的 MDS。这项使用功能类似
于"where-used" 分析，除非当用户进入该屏幕并执行该搜索（默认：搜索所有新的供应商条目）时，CDX 会自动生
成此内容并立即显示。
在更新页面，用户可以搜索特定的 ID 或者零件名，或者筛选清单中 MDS 类型为（自有的/发布的/已接受的）。搜索
结果限制为 500 条记录。
注：本表的更新是异步处理（类似于 Where-used analysis）。因此，更改不会立即显示出来。
更新过程需要两个步骤。在第一步骤中，更新本身是用新的替换旧的引用，其次是第二步：检查。如果检查结果不包
含错误信息，MDS 可以发布。否则，MDS 可以手动进行纠正错误。为了您的方便，多个 MDS 可以同时被处理（更
新和发布）。
已发布的或者已有的旧版本的 MDS 是以前的版本号
已被接受的旧版本的 MDS 是之前已接受的版本号
每个公司都可以使用更新搜索而不用运行分析。处理列表记录的过程中可以停下来，然后稍后再重新启动，直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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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都处理完成。只有在实现此设计之后发生的新更新才会生成更新列表。不会对以前更新的旧数据进行追溯分
析。
当使用新的 MDS 更新功能来创建新的 MDS 版本时，已更新的引用也将被相应的取代。然而，一个新的版本仍然还
是可以用现有的 CDX 功能来创建的。检查程序会判断相关 MDS 引用的更新是否是可用的。如果是的话，将显示相
关 MDS 引用的警告信息。当系统检测到一个旧版本并且用户想要替换它，更新按钮将会自动找到旧版本然后用当前
版本替换它。

MDS 更新屏幕已集成在 CDX 的功能菜单里。在用户选择 功能->MDS 更新 菜单选项后，MDS 更新屏幕会显示出
来，提供 MDS 新版本和旧版本以及哪个 MDS 被引用的信息。与其他 CDX 屏幕里的更新列表一样，一个 MDS 可以
在不同的标签页里查看或编辑。

多个 MDS 同时发布是可行的。如果要一次更新多个 MDS，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或者 shift 键来选择表中的多条记
录。这种选择多条记录的行为可用于执行更新，发布和删除。而对于所有其他的行为（查看旧的已有的 MDS，编辑
更新已有的 MDS，查看新/旧引用），则只能通过选择单条记录来执行。如果有一条以上的记录被选中，那么将只有
第一条记录会被执行。
同时，引用的 MDS 的新版本和旧版本也会显示出来以便用于待更新的用户验证。如果用户决定这次变更是无关的或
者不想创建一个新版本，则可以将它从更新列表中删除。

导航树
在成分屏幕的顶部，你将看到以下控件：

字段名称

描述

展开所有

当此按钮是激活状态时，点击此按钮将展开选中节点下面所有的结构

收起所有

当此按钮是激活状态时，点击此按钮将收缩选中节点下面所有的结构

过滤

您可以使用法规（通用的或企业特定的）或者基本物质清单（全球或企业特
定）来筛选树结构。

过滤选择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使用哪种法规或基本物质列表进行筛选。这将根据所选
过滤器提供有关树结构中基本物质的更多信息。所选组中的基本物质将以不
同的颜色显示在结构中。

查看基本物质清单详
情

当法规或基本物质组在过滤器中处于活动状态时，可以使用此按钮查看选择
列表的所有可用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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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树的查找

此按钮使你可以通过树的名称、编号、MDS ID、Node ID 或 CAS 号进行树
查找

删除所有节点

此按钮将在编辑模式下放弃给定的自有 MDS 的完整结构，但保留父节点。

图标

X

供应商数据屏幕
不管你将要发送何种类型的 MDS，都需要填写供应商数据页面。此页面中给客户提供了在 CDX 之外可以联系谁的
信息。由于每一个 MDS 必须有一个联系人，默认联系人的就是分配到你公司的第一个联系人。
如果 MDS 是从 IMDS 导入的，IMDS 供应商名称和联系人也会显示出来。
供应商数据页面类似如下：

这并不是一个文本编辑页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企业管理员从标注联系人的信息中提取的。如果有丢失的或不正确的信
息，企业管理员必须在管理页面将其修正。你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联系人。CDX 系统将获取公司联系人名
单并且显示系统中存储的 Emails，电话以及传真信息。如果信息不正确，用户可以自己在管理>个人设置功能中更
改。
组织单位：借助选择列表，MDS 可以链接到多个组织单位。此外，还有一个标记“添加所有组织单位”的选项。

所有 OrgUnits 都显示在表中，或者用户选择他所属的根公司的任何 OrgUnit。您可以使用上表中的 添加一个或多
个组织单位，也可以使用 删除任何组织单位。公司管理员可以选择所有组织单元。数据表和组织单元 ID 之间的这
种新关系在新的 MDS 版本中仍然存在，但在 MDS 的副本中却不存在。这在供应商信息中的 MDS 收件人处不可
见。此处仅显示活动的组织单元以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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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P 编号：这是每个 MDS/OrgUnit 组合。每个销售单元的 SSN（SCIP 简化通知）功能需要这些。此外，SCIP 编
号不可手动编辑。
在另一列中，将显示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以便提供商可以添加任意数量的国家并选择任意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这两个表可以随时编辑，即使在 MDS 发布之后也是如此。只有供应商可以编辑和查看这些新表。

接收人数据页面
接收人是您将要发送或提交此数据的 CDX 公司。它不能是您自己的公司，如果接收人有组织单位，则只能在接收人
列表中显示公司的一个组织单位，以进行 ID/版本组合。如果有多个组织单位需要提交，则可以另存为/新建 MDS，
也可以另存为/新建版本以创建其他 MDS 发送给他们。
以下表格给出了接收人数据页面各个图标的具体含义：
图标

动作名称

描述

添加接收人

此按钮打开“公司搜索”界面，您可以在其中找到收件人。只有在 CDX 注
册的公司才能在公司搜索界面中找到。如果还要搜索组织单位，请取消
标记“only root companies”字段。

分配 MDS 请求

此按钮使你能分配此 MDS 到一个打开的 MDS 请求（参见 MDS 请求 章
节).

移除接收人 / 请求

当一个接收人或请求被选中时，此按钮将不再是灰色的，你可使用此按
钮去移除一个接收人或一个请求的 MDS。

内部发布

此按钮可进行发布操作。当一个 MDS 内部发布后，将不再能对成分或供
应商信息页面进行编辑。

发送

当一个 MDS 还没有内部发布并且只有一个接收人时，此按钮将不再是灰
色并且通过点击会开始发送过程。发送完后，只能对接收人数据页面进
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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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动作名称

描述

提交

如果收件人列表中至少有一个收件人尚未收到 MDS，则此按钮不会灰
显。此按钮启动“提交”功能，其中包括在内部发布 MDS 以便使其除了添
加收件人之外，不能再进行任何更改。

添加一个接收人
当你点击添加接收人按钮后，一个搜索 CDX 接收人的页面将会弹出，在该页面你可搜索你的 CDX 接收人。查找到
接收人后，你可点击

按钮，该接收人即被添加。

选择了接收人并且双击之后，类似以下的页面将会弹出：

让我们更近一步观察右边信息：
添加供应商代码后，用户可以使用零件号查找对话框为供应商编号零件号匹配的收件人选择对给定供应商编号有效的
零件号/项目号。
只要配置了供应商编号/零件编号映射，就不再允许直接（手动）输入零件编号。相反，只有在从下面设置了一个或
多个（有效）供应商编号之后，才能设置零件编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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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选供应商代码将被删除，并且此供应商代码具有配置收件人的相关零件号，将显示下面的确认消息。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

企业

系统通过你选择的接收人生成。此项显示 CDX 公司名称以及 CDX 公司
ID。

N/A

组织单位

系统通过你选择的接收人生成。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组织单位，该组织单位
的名称以及 CDX 号将会在此显示。

N/A

接收人状态

MDS 的状态：编辑模式的状态表示它尚未发送，收件人无法查看。修改的
意味着 MDS 已被拒绝，您正在进行更正-您必须发送或提交将其返回给收
件人。未浏览表示收件人尚未看到。浏览意味着你的收件人已经看到，但
尚未接受或拒绝。接受表示您的收件人已接受您的提交。拒绝意味着他们
已经查看并决定不接受，并且此页面上必须写有原因。

N/A

名称

这是你的接收人订购产品的名称。不管成分标签上面写的产品名称是什
么，这才是他们看到的名称。

是

附加名称

这是一个附加的名称，您的收件人将使用该名称购买您的产品。您可以通
过在表上方使用 在此处添加一个或多个名称。只需单击一次 即可全部
删除，无需选择任何附加名称。系统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所有

选填

附加名称。或使用 将表中的名称导出到文本文件中。不管“成分”选项卡
上的附加名称是什么，这是收件人将看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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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

企业供应商代码

供应商代码是您的客户在其系统中跟踪您的信息的方式。有时使用 DUNS
号，有时它们可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系统。对于添加的收件人，可以添加
（ ）或点击一次（ ）删除所有公司供应商代码，无需选择任何公司供
应商代码，然后系统会显示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此收件人的所有公司供应
商代码（如章节“管理>企业”中所述）。

取决于接收人

如果所选接收方具有预定义的供应商代码，则供应商名称将显示在表中。
在这种情况下，只接受有效的供应商代码。如果供应商代码无效，系统将
显示错误消息：输入的供应商编号与配置的供应商编号不匹配。请用“是”
输入正确的代码，或用“取消”放弃输入。
一旦为配置的公司添加了供应商代码，就不能再添加了，因为“添加”按
钮是隐藏的。此外，如果您试图编辑添加的供应商代码并且存在关联的零
件号，则会显示以下消息：“您将要删除具有预配置零件号的供应商号。
零件号也将被删除”。单击“是”后，相关零件号也将被删除。
如果选定的收件人映射到 CDX 数据库中，则该公司的供应商代码表不
同。用于显示供应商代码的表由“供应商名称”列扩展，该列显示从映射
中配置的供应商名称（如果存在这样的映射）。如果不存在此类映射，则
不应显示该列。
添加供应商代码后，用户可以使用零件号查找对话框为供应商编号零件号
匹配的收件人选择对给定供应商编号有效的零件号/项目号。
只要配置了供应商编号/零件编号映射，就不再允许直接（手动）输入零件
编号。相反，只有在从下面的对话框中设置了一个或多个（有效）供应商
编号之后，才能设置零件编号。
管理供应商代码

当您添加收件人时，如果收件人已经在公司信息中为您的公司定义了供应
商代码（如“管理”>“公司”一章中所述），则预定义代码将加载为“管理供应
商代码”，并且不可编辑。

取决于接收人

零件/项目 / 材料号

这是你的接收人订购的产品号码。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或多个数字- 要么

选填

从文本文件里导入（用
），或者使用表上方的 按钮。要全部
删除，不需要选择任何零件/项目/材料编号，只需单击一次 即可。然后
系统将显示确认消息以确认全部删除。
或者使用 导出表中的数字到文本文件。不管成分标签上面写的号码是什
么，这才是他们看到的号码。
如果选择了预配置供应商的零件号，则会显示每个零件号的说明。否则不
存在零件号–描述对，只显示零件号。
对于具有预先配置的零件号集的收件人，禁用零件号上传。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首先设置已知的供应商编号，然后从该供应商编号的已知零件编
号列表中选择一个零件编号。
附加标识符

这是一个附加的标识符，接收人可以在该标识符下购买您的产品。通过在
表上方使用 可以在此处添加一个或多个标识符。只需单击一下 即可全
部删除，不选择任何其他标识符。系统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所

选填

有其他标识符或将标识符通过 从表中导出到文本文件中。不管“成分”选
项卡上的附加标识符是什么，这是接收人将看到的值。
允许转发

对于某些公司，虽然在技术上他们是供应链中的某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对
产品没有任何操作，只是转发收到的 MDS 给他们的客户。此时，勾选此
项可允许他们这样做。

选填

供应商零件/项目号

这是您自己公司内部如何指代产品的编码，并且它对接收企业是可见的。

取决于客户

如果已添加的 MDS 接收人被标记为“供应商零件号接收人” 那么您的零件/
项目号就会从成分标签页拷贝到这里。
如果接收人企业不是“供应商零件号接收人”，那么这个表就无法自动填
入。
您可以使用表上方的 来添加一个或多个编号。使用
使用 将表中的编号导出到一个文本文件里。

MDS 修订

您可以在此输入一个特定的对此收件人有效的修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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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填？

制图号

与此产品关联的 CAD 制图号。

取决于客户

制作日期

与此产品关联的 CAD 制作日期。

取决于客户

制作修改号

与此产品关联的 CAD 制作修改号。

取决于客户

购货订单号

与此产品关联的购货订单号。

取决于客户

提货单号

与此产品关联的提货单号。

取决于客户

报表编号

如果此 MDS 是一个标准（原型）件，是此标准件的报表编号。

取决于客户

报表日期

如果此 MDS 是一个标准件，是此标准件的提交日期。

取决于客户

企业特定

如果接收人要求与企业特定法规相符，则您就需要在这里确认企业特定法
规信息。如果没有法规确认的要求，那么这个表为空

取决于客户

MDS 沟通人员的联系
信息

系统生成，接收人公司拒绝此 MDS 的用户信息----------通过此信息可联系
到该用户以获取 MDS 被拒绝的详细原因。

N/A

日期

系统生成。如果此 MDS 已经被发送/提交以及拒绝，系统将生成的拒绝日
期。

N/A

拒绝原因

如果此 MDS 已经被发送/提交以及拒绝，此输入项由用户的接收人公司填
写。

是

收件人详细信息的显示类似于“成分”选项卡或“公司管理”屏幕：在左侧，有一个附加收件人的列表以及此状态的状态
和最后更改日期。选择收件人时，此收件人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屏幕的右侧。收件人列表包含收件人当前状态的图
标。此处采用了类似交通灯系统：接受的 MDS 有一个绿色图标，拒绝的 MDS 是红色图标。所有其他（看不见的、
看到的、内部系统正在处理的等）都是黄色的。此外，每个收件人前面都有一个符号，指示该收件人是作为普通收件
人添加的，还是作为已分配的请求添加的。

请求
除了“添加收件人”按钮之外，还创建了“分配 MDS 请求”按钮。单击它，将打开一个请求查找搜索，用户可以选择任何
打开的请求。
如果“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选定的收件人与一个请求关联，则“MDS 请求”选项卡将变为活动状态。“请求”选项卡将相
应地刷新请求详细信息。此外，在“收件人数据”选项卡的“详细信息”部分的末尾添加了一个简短的请求摘要。单击“显
示请求详细信息”按钮可切换到 MDS 请求选项卡：

如果所选的接收人没有关联一个请求，则 MDS 请求标签页会灰掉。有关请求的更多内容，请参考请求章节。

检查程序
您可以随时使用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 MDS 菜单中的“检查”功能检查结构，但在发送或提交之前，它也是必需的。这
是对树结构中各种项目的可编入性检查，例如。在供应商或收件人数据屏幕中输入重量、数量、容差、再生材料信
息、分类、成分的有效状态、错误的结构和丢失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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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可以被显示为“错误”或者“信息”。错误将阻碍用户发送，提交或者发布 MDS，信息却不会。信息暗示了某些
东西是不在正常范围的，在后续的调查中它们就会被用于查找在此情况下该 MDS 是否是正确的，因此，信息是不能
被完全忽略的。
如果检查结果不包含任何错误及信息的话，则反馈如下表：

如果检查返回结果，它们将显示在检查结果表中。通过表上方相应的导出按钮以及一个有效的 MDS 许可您才可以将
检查结果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中。

在成分页面，所有被检查过的有问题的节点都会有错误(
查问题，那么该字段也会被标记上相应的图标。

)或者信息(

) 的标记。如果一个字段可以被分配给一个检

如果在检查结果表中双击行或选择查找的弹出菜单“显示”，则会自动选择相应的树条目并显示节点详细信息。如果节
点详细信息属性包含在折叠的组中，则该组将自动展开。如果对应的字段位于另一个选项卡上，则会自动打开。
在执行了一次检查程序后，检查结果表格中的第一个条目会被自动选择并且所有与之相应的出错的地方会被显示且标
记下来。以下表格描述了检查结果表格中的各个内容。
从检查执行返回时，将选择第一个检查结果表条目，并显示和标记所有错误的对象。下表说明了检查结果表中的字
段：
列

描述

号

检查结果表格中条目的编号

类型

检查结果的类型。可以是错误或者信息，仅用图标来区分。

标签

检查结果所指示的有问题的地方。可以是成分，供应商数据或者接收人状态信息所在的标签。

节点 / 接收人

当检查结果显示是在成分或者供应商数据所在的标签出现问题时，问题节点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图
标。如果问题与接收人的数据有关的话，在此显示的则是接收人所属的公司名称。

消息

描述问题的错误或信息消息。消息可能包含参数。消息是多语言的，因此它以选定的应用程序语
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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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布或者发送 / 提交一个 MDS
你可以在 CDX 内输入任何可能的数据，但是除非你将它们发送或提交给你的客户，否则你的客户将永远不会看到你
所输入的数据。下图显示了如何使用内部发布，发送以及提交功能：

对处于编辑模式的 MDS 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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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接收流程：

提交/接收流程：

不管你决定内部发布，发送还是提交，CDX 首先做的就是对树结构进行检查看是否包含有错误和信息。在以下视图
中，我们已经内部发布了 MDS 因此可以直接将其提交给选定的接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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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发现有任何错误，则需要在 MDS 可发布、发送或提交之前修改。如果您看到一些信息，那么就需要调查每一
条，以确定它们是否需要纠正。
如果检查返回与法规相关的信息，则用户在 MDS 级别有两个“法规合规”状态的选择（参见下图）。用户可以将相关
法规的法规合规性设置为“否”，否则将保留合规性声明。如果没有与法规相关的信息，则不会显示下图中的两个选
项。

当看完所有的检查结果后，你将需要完成提交------在此情况下从检查结果中的窗口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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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分析
分析功能是 CDX 里一个非常强大和有价值的工具。它可以确定一个 MDS 里是否有限制基本物质清单的物质，或者
为特定基本物质或者 MDS 执行分析。
用户可以开始使用 MDS /组件单元搜索对一个 MDS 进行分析。通过单击“分析”选项卡，可以对所选 MDS 的所有基
本物质、材料或分类进行分析，并根据计算出的重量，按两个所选测量单位之一显示输出：百分比[%]或重量[g]。
MDS 可以引用没有测量重量的 MDS，因此测量重量不能作为计算的基础。
用户可以选择在选择框中选择所需的分析类型：

分类
此选项使用户可以按 MDS 中使用的材料分类的重量或百分比进行分解。不同的材料可能有相同的分类。这些值被求
和，因此每个分类只出现一次。

材料
此选项使用户可以按 MDS 中所有材料的重量或百分比（按 ID/版本）进行分解。如果同一个 ID 在树中使用了多个位
置，则对这些值求和，以便每个 ID 只出现一次。但是，如果同一材质由多个 ID 表示，则它们将被多次列出。CDX
按 ID 而不是按名称进行分析。

基本物质
此选项使用户可以根据 MDS 中使用的基本物质的重量或百分比进行分解。使用基本物质的指数进行分析，因此在分
析中可能出现同一家族中的几个基本物质（例如几个铅物质），并且每个基本物质都是单独求和的。
双击一个结果项，视图将切换到“成分”选项卡，在该选项卡中，预先选择具有相同 CAS 编号的树节点（如果 CAS 号
不可用，则为物质名称），并显示具有预设搜索类型/值的树搜索对话框，以允许用户在树中进行连续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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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分析
你可能经常想知道哪些零件含有某种材料或基本物质。为了找到答案，您可以使用用途分析工具。通过工具栏的
或 功能 > 用途分析 菜单项来打开此项功能。

选择分析类型
可用的分析类型如下图显示：

分析类型在下表详述：
分析类型

描述

分类

在您的可视 MDS 数据中查找所选的材料分类被使用的位置。

MDS

在您的可视数据中查找具体的 MDS ID/版本被引用的位置。

基本物质

在您的可视数据中查找具体的基本物质被引用的位置。

基本物质组/清单

在您的可视数据中查找所选的基本物质组/清单被引用的位置。

保密基本物质

在您的可视数据中查找被标记为保密基本物质的位置。

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

在您的可视数据查找在您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定义的基本物质被引用的位置。

通用法规

查找在通用法规中定义的基本物质被引用的高于给定阈值的位置

企业特定法规

查找在您的企业特定法规中定义的基本物质被引用的高于给定阈值的位置

选择了分析类型后，您需要使用
业特定物质清单。

来查找分类、MDS、或基本物质或通过下拉菜单选择一个物质组或者合适的企

选择待分析的 MDSs
下一步您得通过一般的查找屏幕选择您想要对之进行分析的 MDSs：

本手册里介绍了如何搜索。您可以选择搜索您的所有数据，但请记住 CDX 系统最多只会显示 500 条查找结果，因此
您可能得执行几次搜索和分析。

分析
一旦您有了要分析的 MDSs，点击
来执行分析。 通过双击物质分析的结果项，您可以直接切换到 MDS 的“成
分”选项卡，以执行 MDS 分析章节中相应段落中所述的树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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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分析(如果需要的话)
CDX 很好的功能之一是您可以执行重复的分析。您可以将一个分析结果作为下次分析的来源。通过右键单击源区
域，可以从原始源中清除一对多，并将出现一个类似于以下内容的窗口 ：

首先清除所有的 MDSs，然后从结果列表中添加所有的 MDS 到结果表中，然后您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分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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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 导入 MDS
现在 CDX 提供导入 IMDS MDS 以及对 IPC1752A Class C /Class D，IPC1754 Class E/Class F 以及 Class G 以及
IEC62474 申报的导入和导出的功能。这项功能为需要文件 IPC1752A ,IPC1754 和 IEC62474 申报的用户提供支
持，并简化了使用已有的 IPC 数据创建 MDS 的过程。IMDS MDS 的导入为汽车供应商解决了进一步处理在 IMDS 里
已有的 MDS 的需求；该功能同时也可以用于其它行业，而无需在 CDX 里重新填写 MDS。
要使用导出功能，需要持有有效的 CDX MDS 许可；而导入功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您的公司管理员
可以在管理 > CDX 许可 菜单里订购这个许可。

从 IMDS 里导入已有的 MDS
CDX 可以提供从国际材料数据系统 (IMDS)将已有的材料数据表（MDS）导入到 CDX 的功能。当满足以下条件时，
即可开始导入 IMDS MDS：


IMDS 企业持有有效的 IMDS AI 许可 （至少是 Tariff E）。



CDX 用户需要有有效的 IMDS 凭证 （IMDS 用户 ID 和密码）才能使用 CDX 导入向导。



从 IMDS 到 CDX 里的数据传输符合 IMDS 使用条款 。

要打开 IMDS MDS 导入可通过菜单选择 MDS > Import > Import IMDS MDSs。即可启动导入向导：

要导入 IMDS MDS 到 CDX，首先需要输入有效的 IMDS 凭证（IMDS 用户 ID 和密码）用以在 CDX 和 IMDS 之间建
立连接。
验证了凭证的有效性之后，系统会确认您的公司是否有有效的 IMDS AI 许可 （至少是 Tariff E）。如果确认成功，那
么向导会跳转到下一页，允许你搜索要传输的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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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配置要应用的导入设置：

更新标准材料：请定义在存在较新版本的引用的标准材料（更新到较新版本或使用引用版本）时，应该如何处理。
处理标准材料： 请定义如果引用的标准材料当前在 CDX 里被删除了或者不存在时，应该如何处理（转换到节点里或
者跳过不传）
处理基本物质： 请定义如果引用的基本物质当前在 CDX 里被删除了或者不存在时，应该如何处理（用占位符基本物
质替代或者跳过不传）
无条件发布：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无论 CDX 中的实际错误状态如何，每个 MDS 都将设置为“内部发布”。这是为
了 IMDS 历史数据所需要的。
创建作业：如果要创建作业而不是使用正常的导入过程（见下一页），公司管理员可以从 IMDS 导入多个数据表（无
限制）。作业可以每天或每周或执行一次。

-

执行一次：将根据搜索参数导入所有数据表。

-

每日/每周：在初始加载时，也将导入所有数据表。在初始加载（第一天）之后，只有 delta 将导入 CDX。如
果公司管理员将创建每日或每周作业，则必须设置参数 execution runtime（“hour”、“minute”）、“from”
和“to”（参见下图）。每个公司只允许有一个计划作业。
需要额外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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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搜索结果相较于在 IMDS 里执行相同的搜索选项后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因为只有基于 IMDS-AI 许可
有效的 MDS 才能被导入到 CDX 里。也就是说，IMDS 里的 MDS 需要是已发布的状态（处于编辑模式的 MDS 无法
被导入）。新的 MDS 只有在 IMDS 里创建了每日下载文件之后才能可以导入。
如果需要在 CDX 中更新 IMDS 源数据，则必须创建导入的新版本。这确保了复制完整性。IMDS 数据表只能由给定
公司导入一次，以防止重复数据。
你可以从结果列表里最多选择十个 MDS 导入到 CDX 里。若需要多选，在选择时请按住 control 或者 shift 键，然后
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

通过点击导入按钮
息。

会立即开始导入进程。导入向导会显示每个要导入的 MDS 的状态—-万一失败---- 错误信

导入进程完成之后，窗口上将显示额外信息提示已完成- 无论导入是否成功。因此，请务必确认表中的状态和信息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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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完成之后，请关闭窗口。已导入的可编辑的 MDS 在 CDX 里会以可编辑状态的自有的 MDS 保存，以便用户调整
或者添加 CDX 特定信息以完善数据表。
如果传输后 CDX 没有检测到验证错误，来自 IMDS 已发布的 MDS 将导致 MDS 在 CDX 里也发布。

你可以在 MDS 搜索（组件、半成组件、材料）里搜索你导入的 MDS， 在”自有的 MDS“区域里勾选“已导入的 ”字
段。如果想要限制搜索结果，可以选择导入来源”IMDS“以及一个 IMDS 组件单元或者节点 ID。通过提供公司名称或
公司唯一 ID，您可以将条件限制为仅从指定 IMDS 公司导入的 MDS。这样结果将只显示从 IMDS 导入的 MDS：
如果可用，IMDS 中供应商的名称和供应商代码将显示在搜索结果的“供应商”和“供应商代码”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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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按钮
可以打开 IMDS 导入协议（PDF 文件），上面会显示在传输过程中应用在 MDS 上
的转换的详细信息。可以选择表中的一行然后点击按钮来打开或者保存导入协议。

“通用信息”/“IMDS 信息”部分中的“IMDS 供应商”显示了 IMDS 中的原始供应商公司，仅对所有者可见，复制
MDS 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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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PC1752A 、 IPC1754 或者 IEC62474 文件中导入一个 MDS
IPC1752A Class C 和 Class D、IPC1754 (Class E, Class F 和 Class G)以及 IEC62474 申报也可导入到 CDX 里作
为自己的 MDS。一个导入的申报可能会生成不止一个 MDS，基于它本身记录了多少种产品。
在导入过程中，会有向导提示框指导用户按步骤进行。导入完成后，MDS 其他的 IPC/IEC 信息数据（例如导入数据
等）可以在 MDS 详细界面上查看。一个已导入的 MDS 是以编辑模式作为自有的 MDS 导入的，因此，可以对这个
MDS 进行进一步处理，返工或修改。
您可以从菜单 MDS>导入> IPC1752A Class C/D, IPC1754 Class E/F/G 或 IEC62474 开始导入过程：

以下是选择要导入文件的界面。点击

后选择电脑上要导入的 XML 文件，然后打开：

点击
系统就开始了报告验证并会显示一个向导界面来指导你完成导入操作。向导显示的是与在 CDX 里创建
MDS 相关的信息。用户在导入时可以在任意界面点击取消按钮。以下显示的是导入一个 IPC1752A Class D 文件的
例子。这个向导会为每个步骤过程提供不同的信息。请仔细阅读这些信息，然后填写需要的内容。您也可以通过点击
上一步 或 下一步 按钮回退到上一屏或者进入下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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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页面上您需要确认您是否想要创建一个新的 MDS。当您已导入具有相同物料编号的 MDS 时，系统会询问
您是要为此已存在的 MDS 创建新的 MDS 版本，还是要创建新的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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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以下界面出现时就表示导入已经完成了，您可以通过点击“创建 MDS”按钮完成最后步骤。创建的数据表会由
您自己的公司所有，并且所有的导入信息都可以在 MDS 里编辑：

新的数据表仅需要导入报告的数据子集。为了便于参考，源报告文件会添加到数据表里作为数据表级的附件（在 IPC
导入元数据详细里）
但是，有些信息在数据表里还是缺失的，例如接收人数据。运行 MDS 检查可以找出 MDS 里不正确的或者缺失的数
据，然后再完成这部分内容。
除了导入功能，您还可以在 MDS/组件/材料 查找界面上找出自有的来自 IPC1752A, IEC62474 或 IPC1754 申报导入
创建的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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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MDS 作为 IPC1752A 、 IPC1754 或者 IEC62474 文件
有了有效的 MDS 许可，用户才可以导出 MDS 作为 IPC1752A Class C 或 Class D、 IPC1754 Class E, F, G 或者也
作为 IEC62474（ed.1 和 ed.2”新的”）申报。这个功能在 MDS 查找（查找结果表的上下文菜单）上可用。它可以导
出 MDS 到所选的申报。这个导出的数据可以被存为 XML 文件。请使用菜单 MDS>导出 然后选择要导出的格式开始
导出流程：

当导出一个 MDS 到 IPC1752A Class C 或者 Class D 或导出到 IEC62474 文件时，现在您可以在导出向导中选择要
在导出文件中报告的法规。系统会列出 IPC 法规，您可以选择一个（Class D 以及 IEC62474)）或多个（Class C）
法规导出。此外，您可以选择是否要将来自 CDX 的 MDS ID 也导出到您的导出文件中。默认情况下，一个 MDS 的
节点 ID、组件单元 ID 和企业 ID 会被导出。如果不需要可以取消勾选框。
对于 IPC1754 您需要选择文档模式（分发或请求/答复），添加收件人公司名称并选择范围内的法规。您可以使用“从
收件人列表中选择”选项从列表中选择收件人公司名称，或使用“手动输入”选项手动输入收件人公司数据。

请使用“下载”按钮下载结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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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菜单选择打开或者保存文件。
注：请检查你的申报，可能有一些在已创建的 XML 文件里的信息没有从 CDX 里导出，应由用户手动填写（例如：
接收人信息）。
当一个 MDS 被导出到 IPC1752A Class C 文件后，所有非法规物质不会在文件中列出。报告文件会包含对所选法规
的所有物质的申明，即便这种物质没有被包含在 MDS 里。
在导出程序开始之前，系统会验证 MDS 数据。如果由于 MDS 里有错误的或者丢失数据而导致导出不能完成，您会
收到以下错误信息提示您需要在 MDS 里修改哪些内容。

执行这些必要的修改之后可以再次开始导出流程。

导出 MDS 到 SCIP 卷宗
当查看或编辑 MDS 并具有有效的 MDS 许可证（要求“入门级别”或更高）时，此功能可用。 请使用菜单 MDS>导
出，然后选择所需的格式以开始导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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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 SCIP 卷宗对话框会直接打开：

如果你点击了 SCIP 认证，它将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上面有一个文档，显示如何准备为你的公司提交 SCIP。
警告：如果此 MDS 中的不包物品含类别物品，则它们将接收 MDS 中配置的默认值，或者如果未指定默认值，则获
取其前置项的值。

1. MDS 必须至少含有一种含有 REACH 候选清单管制物质（清单的当前版本）的物品，含量超过 0.1％。
2. 必须至少为 MDS 顶部节点设置物品类别。
3. MDS 必须为所有包含的物品设置零件号。
所有失败的检查将在导出向导中列出：

您可以关闭屏幕并更改 MDS 以符合检查标准，然后再次开始导出过程。
如果 MDS 通过了所有规则检查，则导出向导将如下所示，您可以“下载 SCIP 卷宗”或者直接将它上传到 SCIP 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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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P Upload”按钮将启动一个作业，该作业将 MDS 信息传输到 SCIP 数据库本身。单击按钮后，“SCIP 上载”
对话框（见上文）将消失。之后，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见下文）。用户可以决定是否要直接传送到相关的 QCM 文
件夹。

在队列和收集管理器（QCM）的相关文件夹中，将显示作业状态和一些附加信息。如果 SCIP 上载失败，也可以在
QCM 中重新启动。

SCIP 上传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中的以下功能执行 SCIP 上传功能

1. MDS 菜单：数据表搜索界面的 MDS/导出/SCIP 卷宗：右击搜索结果中的 MDS/MDS 组/导出/SCIP 卷
宗。
2. 接受收到的 MDS 并在接受后创建 SCIP 提交。
3. 可用性分析：在执行分析功能后，右击结果中的 MDS/MDSs/SCIP 卷宗。
4. 使用上传 API（网络服务）：将 echaSubmission（true）加入<Ingredients>中。
5. 使用 SCIP 批量上传网络服务。
系统应首先检查该用户是否属于一个拥有有效 SCIP 许可证的公司。如果没有，将为该用户显示一条错误信息，通知
他需要许可证才能进行这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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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P 引用
CDX 现在为自有的 MDS 使用 SCIP 卷宗中的引用机制。每当 MDS 被推送到包含持有 SCIP 编号的“公司所有”节点的
ECHA 时，CDX 将创建 SCIP 引用，而不是完整的卷宗。
CDX 还将支持在接受供应商零件后创建 SCIP 卷宗，使其也可以用于 SCIP 参考。请注意，这不会针对供应商零件创
建 SSN，而是基于收件人特定信息的完整卷宗。

SCIP 多选支持
系统可支持选择多个表单发送到 ECHA。这个功能在 MDS 搜索中可用。组件/半成组件和/或材料搜索。此外，在“可
用分析”功能中针对已分析的数据表也是可用的。
如果选择了多个数据表，右键单击即可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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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点击 "MDS" => "导出" => "SCIP 卷宗"。

点击按钮“SCIP 卷宗”之后会弹出以下窗口。

点击“是”之后将会打开 QCM，然后所选的数据表会在一个新创建的 SCIP 提交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包含传输
数据表的日期和时间。之后，作业会触发上传到 ECHA。
必须至少选择一种自有的材料，否则单击“SCIP 卷宗”后会出现以下错误消息。

所有其他不是自有的数据表的数据表都将被忽略，并且不会被传输，无论它们是否被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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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请求
MDS 请求功能作用很强大, 但是使用前, 您必须在 CDX 外部和您的供应商协商并且在其使用上达成一致. 你们需要知
道发送请求给哪家 CDX 企业. 这部分详述了怎样使用 MDS 请求的功能.

请求的组成
请求告诉用户 MDS 必须有哪些属性(强制的)和这些属性的取值.
请求本身的构成
一组必须的请求属性(基本的和与接收人相关的数据)
对于所需的 MDS 属性的期待值 (仅与接收人有关的数据)
与请求有关的特定的维护方面的数据,
下图描述了与 MDS 请求相关的工作流程：

请求术语： 接收人 vs. 供应商
MDS 接收人创建了一个请求并发给一个 MDS 供应商。 因此, MDS 接收人是请求的有所有者而 MDS 供应商是请求
的接收者。为了避免混淆，在此使用 MDS 接收人 和 MDS 供应商 作为特定的术语。

MDS 属性
请求的属性可以分为两类： 基本属性和 MDS 接收人的特定属性. 在请求中，请求者（MDS 接收者）会指明他们所
期望的数据。大多数信息是可选的。但是，MDS 属性“零件材料名称”和“截止日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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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MDS 基本属性直接引用产品，并且对于所有 MDS 收件人都是相同的：

MDS 类型
100%申报
需要附件
根据 MDS 类型的不同值，如测量重量和零件标记（组件）、特定比重（半成组件）、符号和标准材料编号（材
料）、法规和基本物质组/清单
以下 MDS 接收人的特定属性是 MDS 上与接收人数据标签中相关的数据项：
供应商代码（企业供应商代码和管理供应商代码）
零件材料名称（强制性）
零件/项目号
供应商零件/项目号
允许转发
带有制图号、制图日期、变更级别的图纸
带有订单号和交货单号的采购订单
报告编号和日期
请求的属性值会自动插入到分配的 MDS 数据字段中，并且不能被覆盖。如果这些值为空，那么 MDS 供应商可以选
择输入自己的值。

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是直接引用请求的数据。这是请求者（MDS 收件人）用于管理其公司中的请求的数据，例如：
1.

状态（系统生成）

2.

截止日期，即 MDS 收件人希望收到请求的 MDS 的日期

3.

供应商（用户可以搜索已在 CDX 注册的公司，也可以选择将请求发送给未在 CDX 注册的公司）

4.

请求人：MDS 接收人和联系人的企业/组织单位 ID（系统生成）

5.

项目，用于对请求进行分组。项目由企业管理员创建，并且在企业范围内有效（在 MDS 收件人的公司中）。

6.

注释，对于拒绝是必需的

MDS 请求状态
对于请求状态的描述如下：
新的请求(状态 "新的")
请求被发送给一个 MDS 供应商 (对于请求者，状态为“已发送”；对于 MDS 供应商，状态为 “已接收”)

MDS 接收人回答一个问题并且发送请求 (状态为“已发送”；对于 MDS 供应商，状态为 “已接收”)
MDS 供应商已经指派了一个 MDS 但还未发送它 (状态为 "附加的")
MDS 被发送 (状态为 "等待批准")
MDS 已经被批准 (状态为 "已完成")
请求接受者 (MDS 供应商) 已拒绝请求 (状态为"已拒绝")
请求被取消 (状态为 "已删除")
请求的截止日期已过（“已过期”）

MDS 请求方也可以更改 MDS 请求的状态，可以通过请求查找界面的上下文菜单（鼠标右击>删除）或者使用 MDS
请求详情界面上 MDS 菜单里的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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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请求
如果你要使用项目，首先需要做的是创建项目。此章节中，我们将假设你不使用项目（可选的）或者你的项目已经被
创建。
任何用户除了只读用户都可以创建请求。您有两种创建请求的方式：



通过 MDS 功能创建一个单独的 MDS > 新建 > MDS 请求或者



通过提供的 MS Excel 模板和上传到 CDX 的文件创建多个 MDS 请求

第一种方式在以下章节中描述。关于通过 MS Excel 文件创建多个 MDS 请求您可以在“发件箱”章节中查看，因为它
只跟自有的 MDS 请求相关。
请求的属性如下：
字段

描述

MDS 请求
状态

系统生成的-请求状态

截止日期

此响应的截止日期。这是必填字段

供应商

将要接收此请求的 MDS 供应商

请求人组织单位

如果您在您的企业里被分配了组织单位，那么您就可以选择正在请求数据的组织单位—只有这
个组织单位将接收到请求的 MDS

请求人 MDS 联系

系统根据创建请求的人的用户 ID 生成。

项目

该请求分配的项目号

ID

系统生成 – MDS 请求 ID

附件

在这里，您可以添加附件和简短的描述到您的请求。允许的文件格式与 MDS 附件相同。最多
可以上载 5 个文档，每个文件的大小可达 10 MB。有关更多信息，请阅读 MDS 部分的“附件”
一章。

备注

在这里，您可以为您的供应商输入其他信息，您希望得到什么信息或如何回答请求。

接收人数据
企业供应商代码

您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供应商代码。供应商将无法更改从代码。

管理供应商代码

当选择具有预定义供应商代码的 CDX 列表上的供应商时（由公司管理员在“管理>公司”菜单中
完成），预定义供应商代码将作为“管理供应商代码”加载到此处。

零件材料号

名称是必需的。您也可以输入特定的名称。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零件项目号

如果需要，请勾选表格旁边的复选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一个或多个零件/项目编号）或从
文本文件中导入多个编号（浏览）。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允许转发

如果需要允许转发，请勾选此框。

制图号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图纸日期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图纸更改级别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采购订单号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交货单编号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此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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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报告编号

描述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代码。

报告日期

如果需要，请勾选该框。您也可以输入一个值。
供应商将无法更改代码。

MDS
类型

选择所需的 MDS 的类型- 组件、半成组件或材料

100% 申报

如果需要基本物质声明，并且父节点上的基本物质必须等于 100%，请勾选此框。

SCIP 合规

检查字段的 SCIP 合规。这个标识的默认值是在企业管理界面中触发的。

需要附件

如果明确需要 所请求的 MDS 的附件，请勾选此框。如果已标记，则需要顶部节点的附件才能
将相应的 MDS 发送给客户。

每个项目的测量重量

如果需要在树结构中的所有组件上输入每个项的测量重量值，请勾选此框。

零件标记

如果需要回答树结构中所有组件的零件标记问题，请勾选此框。

特定重量

如果需要为树结构中的所有半成组件指定特定权重，请勾选此框。

符号

如果需要树结构中所有材质上的符号，请勾选此框。

标准材料号

如果需要树结构中所有材料的标准材料号，请勾选此框。

法规和基本物质组/清单

选择 MDS 请求应引用的基本物质组/列表。在这里，您还可以选择您自己的公司特定基本物质
清单，将其提供给您的客户，包括应包含或不包含在要求的 MDS 中的基本物质。

法规

选择所有应在请求的 MDS 范围内的法规（通用和企业特定）。申请单位/组织单元范围内的所
有法规（定义见公司详细信息）默认标记。您可以通过更改请求者组织单位来更改选择。或
者，您可以手动标记/取消标记范围中的法规以及“需要确认”字段，但这将覆盖您公司或组织单
位对所请求的 MDS 的默认规则选择。
此外，您还可以取消勾选“允许不受影响的产品”（默认标记）以避免“不受影响的产品”作为所请
求的 MDS 的法规确认中可能的答案。

选择供应商
您可以通过企业查找功能 搜索一家已经在 CDX 里注册的企业，或者您也可以将请求发送给一家尚未在 CDX 里注
册的企业。当您勾选了“未在 CDX 里注册”，附加的字段会在屏幕更下方的位置展开：

请填写您要发送 MDS 请求的公司所需的信息（所有带红色*的字段都是必需的）。在窗口的最后，您还可以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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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包含一条注释。在这里，您可以为尚未在 CDX 注册的供应商添加有用的信息，这些供应商可能
需要有关如何回答您的请求的指导。如果您的公司有有效的 CDX 许可证，您也可以在这里添加附件。可以上载以下
文件格式：xls、xlsx、doc、docx、pdf。请使用
按钮删除附件。

保存并发送后，您输入的企业管理员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注册 CDX 的邀请以及使用系统的相关信息：

一旦企业管理员激活此公司注册，您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只要供应商公司尚未确认注册，您就可以更新和/或重新
发送注册请求。这可以通过使用屏幕底部的“发送”按钮在请求本身中完成。
这里还有可用的“发送的历史记录”。双击此表中的条目，可以打开已发送的注册请求电子邮件：

当您将请求发送到已在 CDX 中注册的公司时，该公司将直接在 CDX 中接收该请求。本公司所有已订阅“收到材料数
据表（MDS）请求”电子邮件通知的用户将收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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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接收人在登录 CDX 之后可以通过提供的链接直接打开请求。系统会显示接收的 MDS 请求界面而不是 CDX 主界
面（MDS/CMD 查找）。
如果您向没有活动用户的 CDX 公司发送请求，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指出您的请求由于请求收件人公司中的
非活动用户而未发送。当接收公司里没有用户订阅了关于收到请求的邮件通知时，您也会收到相应提醒。

创建项目
项目是以请求为标准进行分组，在公司范围内有效。项目是在管理公司中创建的。该项目将出现在窗口底部的列表
中。点击它以突出该项目。你将返回到你的请求窗口。

多级（MT）许可
MDS 请求中增加了一个字段 "MT 凭证"，允许用户创建和发送多级（MT）许可请求或标准请求。
如果用户在此 MDS-Request 中选择了多级凭证，该请求将被标记为赞助。
如果公司的许可证没有勾选 MT 功能的许可证标志，并且没有 MT 凭证链接到用户的公司，则新字段是灰色的。

发送请求
输入完所有数据后，请使用工具栏上的
图标，系统将执行检查。您需要单击屏幕右下角的图标，将您的请求发送
给您的供应商。如果您希望再次向供应商发送请求（因为到期日期已过或供应商未激活其公司），则可以使用 MDS
请求屏幕右下角的

图标重新发送请求。

拒绝一个请求
任何一个能创建 MDS 或 MDS 请求的人都能拒绝一个请求。当一个 MDS 供应商不能处理一个接收到的请求时，他
可以拒绝该请求并且添加一条评论。此时 MDS 的供应商以及接收人都会得到该请求的一个拒绝的状态。当此请求被
拒绝，MDS 供应商必须提供拒绝理由。
当你查看请求时，你将在页面右下角看到三个选项：

要拒绝一个请求，请点击拒绝按钮并键入你拒绝的原因。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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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一个请求
将已有的 MDS 分配给请求
要响应请求有两种方式：创建一个新的 MDS 或者分配一个已有的 MDS。您只能把由您的 CDX 企业所创建的已有的
MDS 附加进去。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将分配一个现有的 MDS。这里还有两个选项：直接从 MDS 请求收件箱或请求本身。您可以直
接在“请求收件箱”中标记一个或多个接收到的 MDS 请求，以从上下文菜单中使用“分配 MDS”或右键单击启动分配过
程：

请注意，菜单项“分配 MDS”只有在满足了以下条件时才可用：
所有选定的请求都是可分配的（~处于“已接收”或“过期”状态）。
所有选定的请求必须都有相同的 MDS 类型。
单击“分配 MDS”时，将打开 MDS 搜索窗口，您可以在其中搜索和选择所需的 MDS。单击“应用”时，将打开 MDS 的
“详细信息”选项卡，在“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将请求者添加为收件人，在“请求”选项卡中，您将看到 MDS 已分配给该
请求。您现在可以向收件人提交/发送 MDS。
在收到的请求中，您需要单击窗口底部的“分配 MDS”按钮来分配 MDS。搜索窗口打开，您可以在其中搜索请求类型
（组件、半成组件或材料）的 MDS。收件人的公司将自动填写到“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
通过该按钮
公司。

，您可以从收到的请求中删除任何已分配的 MDS。分配后，您可以将其发送/提交给请求的

创建 MDS
当你选择要创建 MDS 时，你将收到一条信息，内容是一个新的 MDS 已经被指定到此请求。该请求的 MDS 接收人
数据已经被自动添加。你需要按前面章节中所介绍的来创建这个 MDS。当 MDS 被成功创建后，你需要返回到接收
人数据页面完善其他的信息并且按正常方式发送/提交给接收人。

完成请求
通过将分配的 MDS 发送给 MDS 收件人，请求状态将变为等待接受。
如果发送了分配的 MDS，则执行请求-特定的测试，检查是否填写了所有必需字段。
如果分配的 MDS 被拒绝，请求状态变回工作中状态。
如果接受分配的 MDS，则请求状态变为已完成。
要完成一个开放的 MDS 请求，请求者还可以将接收到的 MDS 或已导入的 MDS 分配给请求，并相应地更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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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CDX 可以生成几种报告：
MD 报告 (根据 ISO 30005 的材料申报)
MDS 报告(带有关于材料中成分和组件的信息的材料数据表报告)
SDoC 报告(供应商材料申报管理符合性声明)
关于 MD 或者 MDS 报告的生成需要 CDX MDS 许可。您公司的管理员可以在菜单管理 > CDX 许可里订购这个许
可。
本节将会介绍每个可用的报告。

启动 MDS 报告
MD 报告和 MDS 报告要求您在打印图标可用之前先查看一个 MDS。您也可以在任何搜索结果中点选一个 MDS，然
后从上下文菜单选项中选择打印。

然后需要选择所需的报告类型。MDS 报告可以以不同的视图显示：您自己公司的视图或 MDS 接收方公司的视图。
您将被要求选择其中一个。此外，您还可以选择 MDS 报告中打印的法规部分的排序顺序：

创建的报告（pdf 文件）可以打开或保存，它会包含相关 MDS 的完整信息：供应商数据、产品标识、组件特征以及
所有受影响的法规，包括有关各自成分的详细信息和给出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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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MD 报告
MD 报告的启动类似于 MDS 报告。材料声明（MD）报告是一份文件，说明产品中是否有任何基本物质属于表 a 基
本物质（禁止或限制）或表 B 物质（特定化学物质）。如果是，则计算并显示报告中的其他值。这些表格是按照香
港公约和指南规定的。
创建 MD 和 SDoC 材料声明必须与相关的签名 SDoC 一起提供。MD 包含产品中是否存在危险材料的信息。必须列
出所有的有害物质，包括根据欧盟第 1257/2013 号法规附件 II 规定的额外物质。
通过在 SDoC 和 MD 报告中显示唯一的 SDoC ID 号码，建立 SDoC 和 MD 报告之间的联系。

SDoC 确认材料申报单（MD）上的信息是正确的。

SDoC 报告
SDoC 报告的发布方式与 MDS 和 MD 报告类似。SDoC 报告要求您搜索 SDoC 并选择其中一个，然后打印图标才可
用。

供应商符合性声明（SDoC）是一份确保产品及其相关 MD 符合法律的文件，适用于管理和控制产品中所含化学物质
的信息，并对产品和 MD 负责。
只要产品在船上，SDoC 仍然有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内的船舶回收准则工作组公布了一份 SDoC 的内容和格式
设计草案。
以下内容要求在 SDoC 中提供：



符合性声明的唯一标识。



发行人的姓名和联系地址。



确定符合性声明的主题（例如，名称、类型、型号和/或其他相关补充信息）。



符合性声明。



一份完整、清晰的标准或其他指定要求清单，如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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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符合性声明的日期和地点。



代表发行人行事的授权人的签名（或同等的确认签名）、姓名和职务。

SDoC 标准格式显示如下作为示例。

1) 识别号（SDoC No.）可以任意选择（例如，日期和/或订单号）。这个号码在材料申报中被提及。
2)
3)
4)
5)

供应商的地址
声明的对象。这里提到的是 SDoC 所涉及的重要声明。
文件编号/标题/编辑日期：关于使用了哪些标准或准则来遵守材料声明中的信息或确认其正确性的信息。
补充信息：其他信息可以在这里输入。例如，如果材料申报是在取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在这里提到各自的实

验室和程序。
为其签署并代表其签署。负责补充信息的人的签名（例如，负责实验室的人）。
6) SDoC 由负责人签署。

创建新的 SDoC
CDX 里的 SDoC 详情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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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DB New => SDoC 下，首先搜索 SDoC 应引用的 MDB。可以搜索自己的或接受的供应商 MDB。
在 "法规和要求 "项下，可以通过点击". "来添加稍后在 SDoC 第 5 点下要输入的法规。借助于 ，可以搜索和删除法
规。

SDoC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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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材料申报管理器
更改视图
如上文所述，您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在 CDX 里修改菜单视图；
“MDS 视图”是预设为默认的视图。如果您只处理冲突矿产申报或
扩展材料申报，您应该相应地设置 "CMD 视图 "或 "EMD 视图"。
要更改视图，您可以通过管理菜单或者工具栏的设置按钮
(
)
基于所选的视图（MDS、CMD 或者 EMD)，菜单项是不同的。
不可用的菜单项以淡色显示。
下文描述了 CMD 视图和 EMD 视图中的每个菜单项。

RMD 菜单/工具栏按钮
CMD 和 EMD 菜单项下这些功能可以使用：

新建
您可以使用 CMD /EMD> 新建 菜单项或者工具栏里的
CMD/EMD > 新建 选项相同的功能。

按钮。 按钮将允许一个菜单出现，它带有与菜单里的

菜单项

描述

冲突矿产申报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 CMD（冲突矿产申报）

CMD 请求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 CMD 请求

扩展材料申报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 EMD（扩展材料申报）

EMD 请求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 EMD 请求

冶炼厂

创建和打开一个新的冶炼厂目录

保存
保存可以从 CMD > 保存或者 EMD > 保存 菜单项实现或通过使用工具栏的
按钮。只有当您使用的页面可以保存
时，此按钮才会出现。此功能保存当前打开的数据。使用此功能保存 CMD/EMD，请求，冶炼厂(仅限 CMD)等等。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责任材料申报管理器 96

导入
下表表述了导入中每项的功能：
菜单项

描述

导入 CMD/EMD 批量
请求

只有当你在处理 "CMD 请求 "或 "EMD 请求 "时才可用-无论是创建一个新的请求还是当你在 CMD/EMD 请求发
件箱中时。你可以把填好的 MS Excel 模板导入 CDX，
同时向多个供应商批量发送 RMD 请求。

导入 RMI CMRT

这个功能可导入一个 RMI CMRT 文件 – 要么是您自己所
有的或者是从您的供应商处接收的。

导入 RMI EMRT

这个功能可导入一个 RMI EMRT 文件 – 要么是您自己所
有的或者是从您的供应商处接收的。

导出
下表表述了导出中每项的功能：
菜单项

描述

导出 RMI CMRT

仅当在查看或编辑 CMD，且拥有有效的 CMD 管理器许
可证时可用。它可以导出一个 CMD 为一个 RMI CMRT
MS Excel 文件。

导出 RMI EMRT

只有在查看或编辑 EMD 时可用。它将 EMD 导出到一个
RMI EMRT MS Excel 文件。

检查
只有当查看或编辑一个 CMD/EMD 时可用。对 CMD/EMD 执行检查并报告所有发现的问题。检查功能也可以通过使
用工具栏里的

按钮启动。

内部发布
只有当编辑 CMD/EMD 时有效。可以发布该 CMD/EMD 在您本公司内部使用。

批准
仅当在查看一个尚未接受、拒绝或取消的已接收的 CMD/EMD 时可用。显示批准/拒绝按钮以便 CMD/EMD 可以被批
准。

拒绝
仅当在查看一个没被接受，拒绝或取消的已接收的 CMD/EMD 时可用。显示批准/拒绝按钮视图这样 CMD/EMD 可以
被拒绝。

退出
退出 CDX 和打开登录/新闻页面。您也可以通过使用窗口右上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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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菜单/按钮
功能菜单列出了在 CDX 可以使用的功能。其中大部分在工具栏也有一个按钮。这些功能详述如下表：
菜单项

描述

CMD/EMD 查找

打开 CMD 或者 EMD 搜索屏幕

CMD/EMD 模板查找

打开 CMD 或者 EMD 模板搜索屏幕

CMD/EMD 冶炼厂查
找

打开 CMD 冶炼厂或者 CMD/EMD 搜索屏幕

收件箱

打开搜索屏幕，搜索收到的冲突矿产申报或扩展材料申报
和 CMD/EMD 请求。

发件箱

打开搜索屏幕，搜索已发送的冲突矿产申报或扩展材料申
报和 CMD/EMD 请求。

CMD 质量报告

打开 CMD 质量报告的屏幕

缺陷报告

打开 CMD 缺陷报告的屏幕

Toolbar
Button

搜索结果窗口上的快捷键
除了上述所有的按钮和菜单项，如果你在搜索结果屏幕上选中了一个 CMD 或
者一个 EMD 并点击右键，您会看到最近常用的功能的可用快捷键，例如在
CMD 搜索或者 EMD 搜索旁边生成的菜单。
或者，您也可以单击菜单来打开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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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MD
您要做的首要事情之一是创建一个 CMD（冲突矿产申报）。 即使您要将现有的数据添加（引用）到您的结构中，您
仍然需要创建一个以便将来能发送给客户的结构。

RMD 是什么 ?
一般来说，RMD 是沿着供应链传递的信息，表明冲突矿物（目前冲突矿物被定义为包括。钽（Ta）、锡（Sn）、钨
（W）和金（Au）=3TG 及其化合物）或扩展材料（目前是钴和云母）的来源。
一个 CMD 和一个 EMD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许多部分的容器，如下图所示。

CMD/EMD
CMD和EMD的结构

构成（冶炼厂、供应商

接收方数据（DUNS、地
址等）

的 CMD/EMD）

工作流信息

发送方数据（联系
人、企业信息等）

这些领域都将在以下部分讨论。CMD/EMD 中使用的另一个 CDX 结构是冶炼厂，用 表示。冶炼厂是一家开采原矿
石并生产金属的公司，或者是一家熔化回收材料并生产金属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公司。在 CMD 视图里，冶炼厂列表上
的冶炼厂信息由在 CDX 公司注册过程中在 CDX 系统内注册为冲突矿产冶炼厂的公司控制。

新的 CMD/EMD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 CMD/EMD 菜单中的 "新建">"冲突矿产申报/扩展材料申报 "功能来开始。您将
被问及您的 CMD/EMD 要使用哪个 RMI（原 CFSI）CMR 或 EMR 模板版本。

详情
其他您应当知道的有关 RMD 的事情是详情页面有一个包含父-子关系的树状结构，其名称与 CMD/EMD 的名称相
同，所含的所有子节点均为表示冶炼厂的节点。当添加来自供应商的 CMD/EMD 到您定义的树结构时，只有供应商
CMD 中的冶炼厂会出现在树结构的子节点以及按照冶炼厂名字的字母顺序来显示。下图呈现了一个树状结构。

在屏幕右边, 您将发现以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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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信息
下表给出此区域每一个字段的描述：
字段

描述

必需?

类型

系统生成 – 这是 RMD 类型。它可能是冲突矿产声明或扩展材料声明。

不适用

模板版本

系统生成-根据您的选择，使用哪个模板版本

不适用

申报范围

您需要在此处选择 CMD/EMD 申报范围。

是

范围的描述

您可以输入有关 CMD/EMD 范围的其他信息。

ID/版本

系统生成–第一组数字代表 RMD 的 ID。创建每个新版本时，此数字不会更
改，但第二个数字（/0.01）会更改。事实上，当 CMD/EMD 被“发布”时，
版本将变成一个整数，并表示不能进行进一步的编辑。

不适用

节点 ID

系统生成的–这是指数据库中存储此 CMD/EMD 信息的实际位置。仅对于
0.01 版本的 CMD/EMD，它将与 ID 相同。

不适用

供应商

系统生成 – 创建该 CMD 的 CDX 企业名称。

不适用

名称

您的企业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描述此 RMD。您必须修改默认名称。每个
行业有他们自己的命名要求和惯例。在此字段您也可能想要输入您的供应
商代码或 DUNS 编码。

是

日期
有时知道 CMD/EMD 何时创建和最后一次修改日期很重要。下一部分包含了系统生成的日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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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解释这些字段的含义：
字段

描述

创建日期

基于服务器时间 CMD/EMD 的创建日期 (服务器在德国)

发布日期

CMD/EMD 的发布日期 (不能再进行修改 )

检查日期

CMD /EMD 的检查日期 – 有助于了解在什么要求下被检查

金属鉴定
下一部分包含了必须回答的关于金属使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与 RMI CMRT 和 EMRT 表中所列出的问题类似（基于所
选的模板版本）。

有关不同的关于每种规定的冲突矿产的潜在使用的问题，下表解释了这些问题：
冲突矿产的问题

需要回答?

需要评论?

1.

3TG 是否是有意添加或者使用到你的产品中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所
有金属都没有，你已完成调查。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2.

是否有任何 3TG 留在产品里？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3.

贵公司供应链中的任何冶炼厂是否从所指明的国家采购 3TG？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4.

贵公司供应链中是否有冶炼厂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采购 3TG？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5.

（对你的产品的功能或生产所必需的）3TG 是否百分之百来自回收或废
品来源？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6.

有多少比例的相关供应商已经响应了你的供应链调查？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7.

您是否识别出为贵公司的供应链供应 3TG 的所有冶炼厂？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8.

所有贵司接收的适用的冶炼厂信息是否已经报告在这次申报中？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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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材料的问题

需要回答？

需要评论？

1.

在产品或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意添加或使用任何钴或天然云母？如果所有
的金属都没有，您就完成了这项调查。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2.

产品中是否有任何钴或天然云母残留？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3.

贵公司供应链中是否有冶炼厂或加工商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采购
钴或天然云母？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4.

钴是否 100%来自于回收或废品来源？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5.

有多大比例的相关供应商对你的供应链调查做出了回应？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6.

你是否确定了向你的供应链供应钴或天然云母的所有冶炼厂或加工厂？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7.

贵公司收到的所有适用的冶炼厂或加工厂信息是否已在本声明中报告？

是 (针对每一种列出
的矿物)

否

无冲突政策
本节介绍有关贵公司无冲突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与 RMI CMRT 和 EMRT 电子表格中的问题类似（取决于所选的模
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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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使用冲突矿产和扩展材料的无冲突政策，有以下不同的问题。下表解释了每个问题：
冲突矿产的问题

需要回答?

需要评论?

A.

请问您是否已有一个冲突矿产采购的政策？

是

否

B.

请问这个政策是否已在贵公司网站上公开？ （注：如果是，请在评论栏
注明网页地址。）

是

否

C.

请问您是否要求您的直接供应商是 DRC 无冲突？

是

否

D.

您是否为负责任的采购实施了尽职调查措施？

是

否

E.

贵公司是否对贵公司的相关供应商进行冲突矿产调查？

是

否

F.

你是否对照公司的期望，审查从供应商那里收到的尽职调查信息？

是

否

G. 你的审查过程是否包括纠正行动管理？

是

否

H.

是

否

贵公司是否需要提交年度冲突矿物披露？

扩展材料的问题

需要回答?

需要评论?

A.

你是否制定了责任矿物采购政策？

是

否

B.

贵公司的责任矿产品采购政策是否在贵公司的网站上公开？ 注-如果是，
用户应在评论栏中注明 URL。

是

否

C.

贵公司是否要求直接供应商从冶炼厂采购钴，或从加工厂采购天然云
母，而这些加工厂的尽职调查做法已得到独立第三方审计项目的验证？

是

否

D.

贵公司是否采取了责任采购的尽职调查措施？

是

否

E.

贵公司是否对相关供应商进行钴和/或天然云母供应链调查？

是

否

F.

你是否对照公司的期望，审查从供应商收到的尽职调查信息？

是

否

是

否

G. 贵公司的审查程序是否包括纠正措施管理？

供应商 CMD/EMD
如果企业引用来自它的直接供应商的 CMD 或者 EMD（这个来自直接供应商的 CMD/EMD 必须被接受后才可以引用
到企业自己的 CMD/EMD 中），供应商的 CMD/EMD 将在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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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现有供应商的 CMD/EMD (引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添加一个已接受的供应商的 CMD 或者 EMD，我们已在 CMD/EMD 收件箱中查找供应商的

CMD

或者供应商的 EMD

当您找到您供应商的 CMD/EMD，突出显示它并点击
。
Control 或者 Shift 按键），然后点击

：

。如果您想附加一个以上 CMD/EMD，标记所有要附加的（使用

您将注意到选择的供应商的 CMD/EMD 现在被添加到供应商 CMD/EMD 表中，且右边显示了一些类似于如下的（展开的）

下表描述了显示的信息：
字段

描述

名称

供应商 CMD /EMD 的名称

企业名称

供应商的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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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 版本

供应商 CMD/EMD 的 ID 和 版本

节点 ID

供应商 CMD/EMD 的节点 ID

发布日期

供应商 CMD/EMD 的发布日期

模板版本

供应商 CMD/EMD 的模板版本

当附加供应商 CMD/EMD 到您自己的 CMD/EMD，供应商 CMD/EMD 的信息将会被自动包含到您自己的 CMD/EMD
里：所有冶炼厂可用补充信息 将被添加到您的 CMD/EMD 结构。对于版本 3 以及更高的供应商 CMD，大部分关于
“金属鉴定”和“无冲突政策”的问题的答案将被汇总并且填到相应的字段。无需添加自己的信息，您的 CMD 现在就有
了冶炼厂以及一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包含了不止一个供应商，答案将会根据大部分的结果来为所有供应商计算。如果一个问题是在您自己的申报里手
动回答的，而汇总过程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标记（*）会提示您不同的值。汇总后的答案会显示出来，您可以选择使
用这些答案，或者手动修改值如果需要的话。
注：根据内容，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可以自动汇总或填写。所有答案都必须要经过审核以确保必须的答案已经给出，并
且都要验证您同意已选的汇总的答案。
您可以通过 CMD/EMD 树结构上方的
统计按钮来查看所有供应商答案的概述。一个单独的窗口提供了一个汇总
表，列出了对申报问题的汇总答复。这上面会显示每个问题的答案是由多少供应商的回复汇总后得出的。使用按钮
以及

可以将所有汇总的答案复制到申报详细页面的答案里。这个表也可以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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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供应商 CMD/EMD 汇总 流程的其他信息可以在 “导入 / 导出一个 RMD” 里找到。

产品清单
当你定义的声明范围作为“产品（或产品清单）”，你必须输入该声明所适用的产品。你可以在这里（使用
入多个单一产品，或者也可以上传一个包含产品号、产品名和备注的 CSV 格式的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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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这里你可以附上（最多五个）文件到你的冲突矿物申报或者扩展材料申报作为附加信息（例如：规范，政策，特别
说明）,支持以下格式：PDF，XLS，XLSX，DOC，DOCX。

添加详情
一旦给出了基本信息，就需要添加详细信息。关注左上角，您将看到您可以选择将现有的冶炼厂（
中，或者添加一个假定的冶炼厂（ ）。

）添加到申报

添加一个冶炼厂
在你的申报里如要使用一个当前已存在的冶炼厂，点击树的顶部节点上方的
来搜索特定的冶炼厂，然后通过点击

。系统将会弹出一个单独的窗口让你

按钮将它们应用到你自己的申报里。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将添加一个已存在的冶炼厂

。我们已经查找了有关金(Au)-的冶炼厂：

当您找到您的金 (Au)- 的冶炼厂，选择它并点击
（可以多选择）
相同的流程可作用于这三种类型的冶炼厂：RMI 指定的无冲突的冶炼厂，在 RMI CMR/EMR 模板里定义的标准冶炼
厂以及在 CDX 里注册的冶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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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注意到被选中的一个（或多个）冶炼厂现在被添加到了 CMD 中并且左边的树结构呈现类似于如下的内容：

目前在 CDX 里定义了五种不同的冶炼类型，将使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RMI 指定的无冲突的冶炼厂
在 RMI CMRT/EMRT 模板里定义的标准冶炼厂
在 CDX 里注册的冶炼厂
用户在 CDX 里定义的假定的冶炼厂
无效的冶炼厂代表经销商或其他不实际参与冶炼的供应商

冶炼厂的补充输入
当您双击树结构上的一个冶炼厂时，屏幕右边区域会发生变化而您会看到所选冶炼厂的详细信息。在这里您可以看见
和/或为所选的冶炼厂补充信息。拥有有效的 RMD 管理器许可，您也可以将已有的补充信息导出到 MS Excel 里。

添加一个假定的冶炼厂
您可能需要定义并添加一个在 CDX 里不存在的、新的冶炼厂（假定的冶炼厂）。当仅用于贵司使用时，您和贵司可
以完全控制这些冶炼厂相关的信息（假定的冶炼厂）。
若要动态定义并在 CMD 中添加新的假定冶炼厂，请单击 CMD 树顶部节点上方的“添加冶炼厂”
“创建假定的冶炼厂”向导将会出现在一个新窗口里来指导您怎么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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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 3 个步骤来定义一个新的假定的冶炼厂。在定义过程您可以通过单击 上一步或下一步按钮来回切换之间的步
骤。
步骤 1：输入冶炼公司名称。虽然可能性极小，但如果您是为现有的设施识别一种新的金属，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
择该冶炼厂。然后继续点击底部的“下一步”按钮。
步骤 2：输入新设施的名称和位置信息，或者如果一个现有的冶炼厂是在以前的步骤已经选择，则需要验证所显示的
信息。

一旦设施信息准确且尽可能完整且至少输入了所有必需字段，单击“下一步”按钮继续。

步骤 3：鉴别金属。选择冶炼厂的加工金属，然后输入任意可用的资源信息。选择 添加 按钮，自定义的金属将会被
显示在表的底部，顶部的输入项将被清除以允许添加补充条目。这里没有对可能会被一个设施记录的金属资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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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限制。
在这里显示的例子中，我们定义了我们冶炼厂的两种不同的黄金用途，它们来自不同的矿区。

若要在您的 CMD 里保存新的假定的冶炼厂及其信息，请点击
填项都完成并且金属源已经在表中定义的情况下才可用）。

按钮。（应用按钮只有在所有三个步骤的所有必

一旦定义完成，这个窗口将消失，只有新的假定的冶炼厂会显示在您的 CMD 里。

一旦定义了一个假定的冶炼厂，它就可以像您的 CMD 中的任何其他现有冶炼厂一样被反复使用。唯一的区别是，假
定的冶炼厂可能只有在你公司的 CMD 中才能找到和引用。假定的冶炼厂总是预先定义冶炼厂类型为假定的。

冶炼厂概述
要预览所有在您的 CMD 树结构里包含的冶炼厂，您可以使用在
结构上的
（图表）按钮，您将可以看到一个单独的窗口显示有
所有已使用的冶炼厂的图形信息。



冶炼厂类型



冶炼厂国家



冶炼厂金属

如果在您的申报里包含了一个或多个供应商，这个界面也会在单
独的标签页里提供“供应商回复统计和汇总值”。

供应商数据屏幕
此屏幕给您的客户提供就请求相关问题可以在 CDX 外部取得联系的人员信息。由于每个申报必须有一个联系人，默
认将把您企业的第一个联系人指派给该 CMD。
供应商数据屏幕类似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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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EMD 联系人和 CMD/EMD 授权人信息不可编辑。所有信息都是从您公司的用户列表中提取的。如果 CMD 联系
人的信息丢失或不正确，公司管理员必须在“用户管理”屏幕中进行更正。CMD/EMD 授权人信息取决于用户的“个人设
置”。
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联系人。然后，CDX 系统转到公司的联系人列表，并显示联系人列表中存储的电子邮
件、电话和传真信息。一旦确定此页上有正确的联系人数据，就可以转到收件人数据屏幕。

接收人数据屏幕
接收人是您将要提交此申报给他的 CDX 企业。它不能是您自己的公司，如果接收人有组织单位，则只能在接收人列
表中显示公司的一个组织单位，以进行 ID/版本组合。
下表给出了接收人数据屏幕图标的定义：
图标

功能

描述

添加接收人

此按钮打开“公司搜索”屏幕，您可以在其中找到收件人。只有在 CDX 注册的公司才能在
公司搜索屏幕中找到。如果还要搜索组织单位，请取消标记“仅根公司”字段。

移除接收人

当一个接收人被突出显示时，此按钮不会是灰色且您可以使用它移除一个接收人。

提交

如果在接收人列表中至少有一个接收人没有收到申报，此按钮不会是灰色。点击此按钮
进行提交其中包括内部发布，提交后除了添加接收人不能再做任何其他的修改。 .

添加接收人
点击添加接收人按钮会显示一个查找接收人的窗口，您可以在那里找到您的 CDX 接收人。当找到您的接收人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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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接收人将被添加。

接收人列表包括了一个图标以显示接收人的当前状态。在此采用了类似的交通灯系统：已接受的 CMDs 显示绿色图
标，已拒绝的 CMD/EMD 显示红色图标，所有其它的（还未浏览，已浏览等）显示黄色图标。
此外，在每个接收人前面有一个符号显示接收人是否作为一个普通接收人被添加。
从右边的接收人特定信息详情里您可以看到以下信息：

对于添加的收件人，您可以添加（ ）或单击（ ）删除所有公司供应商代码，无需选择任何公司供应商代码，然
后系统将显示确认消息，确认删除此收件人的所有公司供应商代码。这就是你的客户如何在他们的系统中跟踪你的信
息。有时使用 DUNS 号，有时它们可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系统。当您添加一个新的收件人时，他已经在公司信息中
为您的公司定义了供应商代码（如“管理>公司”一章中所述），预定义的代码将被加载为“管理供应商代码”，并且不可
编辑。
您可以根据所选收件人的约定通信方式更改申报的名称。此外，您可以将 MDS 分配以向供应商申报这些 MDS 的冲
突矿产或者扩展材料。您可以创建一个包含有效零件/项目编号的 txt 文件以上载该文件（通过浏览），也可以使用添
加有效零件/项目编号或搜索 要分配的 MDS。只有您已经发送到并被所选收件人接受的 MDS 才可以在此处分配。
点击搜索按钮
打开 MDS 发件箱，在这里您可以搜索到已经接受的 MDS，发送给已选择的接收人企业。你在这里
不能变更状态或者接收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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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需要分配的 MDS （使用 CTRL / Shift 多选）然后点击

。要分配所有结果则点击

.

请求
除了“添加收件人”按钮之外，还创建了“分配请求”按钮。单击它，将打开一个请求查找搜索，用户可以选择一个或多
个当前申报的打开请求。将打开“请求 CMD/EMD 查找”对话框，其中以下搜索参数将从当前 CMD 复制，并且它们是
只读的：申报范围、请求收件人、状态（“已接收”），模板版本。请注意，收件人已从搜索结果中筛选出来。
如果“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选定的收件人与请求关联，则“CMD/EMD 请求”选项卡将变为活动状态。“请求”选项卡将相
应地刷新请求详细信息。此外，在“收件人数据”选项卡的“详细信息”部分的末尾添加一个简短的请求摘要。单击“显示
请求详细信息”按钮切换到“CMD/EMD 请求”选项卡：

如果所选收件人未与请求关联，则“CMD/EMD 请求”选项卡将变为非活动状态。
有关请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请求章节。

检查程序
目前，检查程序是在一个提交之前强制的程序。若要开始检查程序，请使用菜单里工具栏或检查功能项里的
钮。
您也可以使用树结构上的

按

按钮按照预定义的规则执行质量报告。

显示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可以被显示为“错误”或“信息”（警告）。错误将阻止用户提交申报，信息则不会。信息输入不能完全被忽
视，因为他们指出了树结构中关于某项特定输入或有缺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来核实该数据是否适
当。
如果检查没有返回任何发现，以下信息将会显示给用户表示 CMD 已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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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查返回内容，它们将被显示在检查结果表中。通过表顶部相应的导出按钮和有效的 RMD 管理器许可证，您可
以将检查结果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中。

在详情标签里，所有存在问题的节点均被标记为错误(
段在详情部分也将被标记上适当的图标。

)和/或信息(

)图标。如果一个字段被指出有检查问题，此字

如果双击行或在检查结果表中选择查找的弹出菜单“显示”，则会自动选择相应的树条目并显示节点详细信息。如果节
点详细信息属性包含在折叠的组中，则该组将自动展开。如果对应的字段位于另一个选项卡上，则会自动打开。
检查程序执行完后，检查结果表中的第一行将被自动选择且所有和其相关的树节点或显示区域将被标记和显示出来。
下表描述了检查结果表中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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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描述

类型

检查结果的类型 – 可以是一个错误或信息，由一个图标表示。

选项卡

查找所在的选项卡层。可以是成分、供应商数据或接收者数据。

节点 / 接收人

如果查找位于“成分”或“供应商数据”选项卡上，则显示节点名称及其关联图标。查找引用收件人数
据选项卡层时的收件人公司名称。

消息

对显示的错误或信息的描述。消息可能包含参数。消息是多语言的，因此它以选定的应用程序语
言显示。

提交 RMD
除非您提交 CMD 给您的客户，否则他们将绝不会查看到您的输入。下图解释了提交如何运作：

CMD/EMD
编辑模式

建议 -您可以向一个或多个收件人提交申报，但每
个“顶部”公司只能有一个收件人。
然后，您 的客户需 要对申 报进行审查， 要么 接
受，要么拒绝。

提交

您也可以在稍后添加其他收件人。如果您提交时
申报处于编辑模式，则它会在提交的同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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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 质量报告
为了提高您自己的 CMD 的数据质量，以及供应商的数据质量，您可以使用 CMD 质量报告功能。它通过冲突矿产管
理器菜单中的功能使用，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允许用户选择哪些冲突矿产声明应包含在报告里。您可以指定通过
使用典型的搜索参数（如 CMD 的名字，CMD-ID，模板版本）。此外，可以通过指定 CMD 的状态来定义要考虑的
CMD：
报告所有供应商 CMD（状态：未看到、看到、接受、拒绝、取消）和/或
报告已发送给收件人的所有用户自有的 CMD（状态：未看到、已看到、已接受、已拒绝、已取消）和/或
报告所有用户自有的 CMD（状态：编辑/发布）

在质量报告的第二部分，可以对第一部分的所有结果执行质量配置。你可以使用预先选定的质量配置，以及你公司自
己创建的配置文件。这允许为 CMD 继续过滤检查导致的那些重大错误，错误，警告，信息或组合。
你也可以通过搜索 CMD 的内容例如包括或排除不同冶炼厂类型或金属在冶炼厂的加工方式：

除了检查结果（如重大错误，错误等），每个 CMD 结果由得分和百分值确定且在结果表中显示。这个分值表明
CMD 如何通过包含在质量配置中的检查。

用结果表上方的“统计”按钮，你可以看到和打印表中所有自己的 CMD 和供应商 CMD 的统计图来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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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质量报告看一个 CMD 的详细信息，请双击结果表里相应的 CMD。你将在屏幕的更下方看到质量报告检查结果
和详细的 CMD：

您也可以使用 CMD 结构上方的 按钮执行 CMD 质量报告。您将会被问到哪一种质量配置您要使用，并且将看到与
CMD 结构上一样的窗口以及详细信息。并且在下方会看到 CMD 质量检测结果。

CMD 质量检查结果提供以下信息：配置文件名称、配置文件 ID、配置文件描述。双击显示的配置文件名将打开一个
单独的窗口，其中包含选定配置文件的所有详细信息。此外，您将看到一个配置文件评分量、结果评分和结果评分百
分比（%）。每个检查规则都有一个基于违规类别和严重性定义的评分量。概要文件中包含的检查的总评分量给出概
要文件评分量。结果评分量是所有成功检查的总和–百分比指示 CMD 通过质量配置文件中包含的检查的成功程度。
结果表列出了所有违反事例，同时也会以一种符号显示在相应的 CMD 详情里：
字段名

描述

违例类

系统的违例级别。有效结果：重大错误，错误，警告，信息。
企业管理员可以更改公司规则。

选项卡

提供发现违规的信息

节点/接收人

CMD 名字

规则名称

描述检查 CMD 所依据的规则。

规则类型

有关支持的条件类型的详细信息：
是必需的：必须回答问题。
选择列表等于文本：选项是一个选择列表，列表中的特定选择满足规则。
依条件必需：根据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该字段是有条件必需的。
依条件不允许：根据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允许使用该字段。

规则组

表明 CMD 的部分(例如 申报页 A,B,C 和冶炼厂清单) 违反事项发现的地方。

严重程度

违规的系统级别等级。有效数量从 1（低）到 9（高）。可由企业管理员按企业法规修改。

违规文本

违反规则时给出的反馈消息。

通过表顶部相应的导出按钮和有效的 CMD 管理器许可证，您可以将质量报告结果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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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 导出 RMD
从 CDX 版本 3 开始，您可以将已完成的 RMI CMR 和 EMR 模板 Excel 工作簿导入 CDX，或将现有的 CDX CMD 和
EMD 导出到 RMI CMR 和 EMR 模板 Excel 工作簿以供以后使用或共享。导出和导入功能需要有效的 RMD 管理器许
可证，公司管理员可以在“管理>CDX 许可证”菜单中订购该许可证。

导入 RMD
使用 CMD 菜单中的“导入 RMI CMRT”和“导入 RMI EMRT”或从功能菜单中选择“CMD/EMD 搜索”。在“CMD 搜索”
和“EMD 搜索”屏幕中，使用右中间的

按钮开始。

通过点击导入按钮,一个文件选择对话框将显示出来，允许你选择你想要的 RMI CMR/EMR 模板 Excel 工作簿表格来
进行导入。

目前，CMD/EMD 导入只支持 Microsoft Excel.xls 或.xlsx 格式的文件。如果选择 Excel 以外的任何格式，则会出现一
个对话框，提示您选择正确的格式。

选择模板文件，然后单击“打开”。在随后的对话框中选择“OK”按钮，选定的 RMI CMR/EMRT 模板 Excel 工作簿将导
入 CDX。在导入过程中，如果存在以前的版本，CDX 将在后台进行检查。您将看到 CMD/EMD 信息（文件名、公司
名称、申报范围…），对于自有的 CMD/EMD，每个现有的申报都可能是以前的版本（候选 CMD/EMD）。您可以
选择将自有的 CMRT/EMRT 导入为新的 CMD/EMD，也可以将其导入为现有申报的新版本。如果要导入的
CMD/EMD 的更高版本可用，这些版本也将显示，但不会作为版本控制的候选版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较低
版本。
当导入引用旧版本后，将使用与旧版本相同的 ID，但是会有一个更高的版本号。
有了这一步，您就可以追溯你已导入的 CMRT/EMRT 以及它与您本公司内所拥有的其他 CMD/EMD 之间的关系。对
于供应商的 CMRTs/EMRT 您只能相应的“导入一个新的 CMD“以及“导入一个新的 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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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 CDX CMD/EMD 将从模板的内容里创建，并且将显示新创建的 CMD/EMD 的详细视图。

RMI CMR 和 EMR 模板可以包含用户自己公司的信息，也可以包含用户公司的供应商的信息。如果模板中的公司名
称与用户的公司名称完全相同，并且如果模板中输入了公司唯一标识符，则导入的 CMD/EMD 将被视为用户的公司
CMD/EMD，这也必须与 CDX 中用户的公司信息匹配。目前，DUNS 编号用作公司唯一标识符。否则，导入的
CMD/EMD 将被视为来自供应商的第三方申报，您无法在没有接受之前就使用它。这个步骤需要 RMD 管理器许可
证。
从流程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况没有任何区别，除了供应商 CMD/EMD 导入会显示一个额外的对话框以告知用户一
个供应商 CMD/EMD 已导入。

验证检查是在 CMD/EMD 导入时在模板内容录入时执行的。一些错误会妨碍导入。对于那些错误，您将会收到信息
提示在导入完成前必须在 xls 模板里纠正所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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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警告）和错误信息（不是阻止导入的信息）也将在同样的窗口里显示，但是却可以点击 OK 确认，并且模
板将会被导入。
任何检测到的错误/信息都会在 CMD 详细视图的检查结果框里显示。如果没有发现错误，一个成功完成检查的消息将
会在这个框里显示。

默认情况下，CMD/EMD 模板文件的名称用于命名新的 CMD/EMD。对于从供应商收到的导入的 CMD 模板，只能编
辑特定于收件人的数据。为了避免原始申报和 CDX RMD 之间的内容不一致，所有其他字段都是只读的。
一个导入的模板可以发送给客户，复制到一个新的可编辑的申报里，或者通过供应商汇总后包含到用户公司的 CMD
里（稍后详细说明）。
请务必总是记住要保存通过 CMD/EMD 模板导入或其他任何方法创建的有效的新 CDX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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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RMD 汇总
若要将一个导入的供应商 CMD/EMD 包含在用户公司的 CMD/EMD 里，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准
备工作。
在供应商的申报导入后，用户必须 “接受” 导入的申报。通过在收件箱工具下拉菜单里点击菜
单项“冲突矿产申报”或“扩展材料申报”或者在功能>收件箱或者进入从功能>收件箱菜单。
你可以设置参数来限制搜索结果，比如只从模板导入，并选择是(默认是否)和状态为浏览。如
果你知道模板版本,你也可以从模板版本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特定的版本。

注：对于导入供应商 CMD/EMD,初始状态的他们总是设置为浏览,意味着他们已经被用户公司看到。
双击搜索结果中显示的 CMD/EMD。显示所选供应商申报的详细视图。检查申报，如果它看起来有效，从
供应商 CMD。
CMD/EMD 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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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须首先创建或打开一个”自有的“CMD/EMD 来添加一个已接受的供应商申报。从详细屏幕里，打开右边的供应
商 CMD/EMD。

点击搜索已接受的 CMD/EMD 按钮，将打开“接受的供应商 CMD/EMD 搜索”窗口，用户可以从中从其直接供应商搜
索特定的接受的 CMD/EMD。选择了要包含在自有的 CMD/EMD 中的接受的供应商 CMD/EMD 后，单击
钮。

按

注：对于多个选择请按 shift-或 ctrl 按钮然后点击 应用所有。使用 应用所有按钮 仅针对包含您的结果表里的所有
CMD/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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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或应用所有按钮可以执行汇总过程，并且将供应商 CMD/EMD 添加到用户公司申报。冶炼厂汇总是在后台执行
的。完成之后，所有定义在供应商 CMD/EMD 和用户公司 CMD/EMD 里的冶炼厂会合并，会生成一个合并的冶炼厂
清单提供给您的公司和您接受的供应商使用，并在树的顶部节点下显示。任何来自特定源类型的特殊的冶炼厂信息将
只显示一次，但是如果是来自不同源类型则会多次显示。例如，双方都知道的冶炼厂或者假定的冶炼厂。

要查看包含在您自己的申报里的供应商 CMD/EMD 详情，可以双击供应商 CMD/EMD 条目或者使用在供应商
CMD/EMD 区域里的查看按钮。预先选择的供应商申报详细信息会在单独的页面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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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供应商详情里的 上一个或下一个 按钮可以显示上一个或下一个包含在汇总里的供应商申报。
注：为了保护供应链信息，供应商 CMD/EMD 区域在供应商的详细显示里不可用。
对于包含在您自己的 CMD/EMD 里版本 3 及以上的供应商 CMD/EMD，大多数关于“金属鉴定”和“无冲突政策”问题所
提供的答案会被汇总并且自动填写到相应的字段里。汇总的答案可以显示，您可以选择在您的 CMD 里使用这些回
答，或者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手动改内容。关于对一个供应商答案的汇总以及可用回复统计这部分内容已经在“新的
RMD > 供应商 RMD”这章里介绍了。
对于第 3 版或更高版本中包含在您自有的 CMD/EMD 中的供应商 CMD/EMD，大多数关于“金属鉴定”和“无冲突政策”
问题的回答将自动汇总并填写在相应字段中。可以显示汇总的答案，您可以选择在申报中使用这些答案，或者在必要
时手动更改值。“新的 RMD>供应商 RMD”一章中已经描述了来自供应商的答案和可用的响应统计信息的聚合。
要从自有的 CMD/EMD 中删除供应商 CMD/EMD 及其冶炼厂，请在“供应商 CMD/EMD”区域中选择供应商 CMD 并单
击 。只有一个选项可按设计删除。如果要将已删除供应商的申报的所有冶炼厂保留在自己创建的 CMD/EMD 中，
则必须声明。
如果一家冶炼厂在汇总里被多次标识，而包含了这个冶炼厂的供应商被删除了，那么该冶炼厂还是继续会在这个汇总
里，除非所有包含了这家冶炼厂的 CMD/EMD 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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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RMD
这个功能需要有效的 RMD 管理器许可证。您的公司管理员可以在“管理”——>“CDX 许可证”菜单中订购此类许可证。
若要导出 CMD 和 EMD，请显示 CMD/EMD 详细视图，然后单击 CMD/EMD 树顶部节点上方的

按钮。

与导入过程一样，在导出过程中，将在后台对 CMD/EMD 的内容执行验证检查。任何错误都将显示在 CMD/EMD 详
细视图底部的检查结果表中，导出过程将被终止以进行更正。

如果申报没有错误，或者您确认了上面显示的关于小缺陷的消息（这不会阻止“是”的导出），您将看到以下附加对话
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数据导出选项以避免重复的冶炼厂行，并在 MS Excel 文件中对冶炼厂进行排序：

您可以选择：

导出所有– 所有可用的数据都会被导出。如果这个 CMD/EMD 包含了一个有不同附加信息的冶炼厂（例如：联系
人、地址…）导出流程会把这条记录复制到 CMRT/EMRT“冶炼厂订单“标签页里的单独的行里。

隐藏重复数据 – 所有可用的数据都会被导出，但是重复的冶炼厂行会在 MS Excel CMRT/EMRT 里被”隐藏“。 这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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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仅针对”Export all“选项被勾选的时候才可用，它可以使您在 CMRT/EMRT 里能够清楚了解所有冶炼厂（无重复记
录）。您也可以在 MS Excel 里”取消隐藏“隐藏的数据来查看所有导出的信息。

导出唯一 – 每家冶炼厂都只能导出一次，不允许重复。只有标准信息（在 RMI 里定义的）可以被导出到 MS Excel
CMRT 里，其他信息都会忽略。
给冶炼厂排序-导出的冶炼厂将按金属或 MS Excel 表中的名称排序-默认为金属。
这些导出选项适用于 CMRT 4.x 版本及以上。之前的版本只能使用“导出所有”的选项。
点击 OK，CMD/EMD 会被导出到 CMRT/EMRT 文件，生成的 CMD/EMD 可以打开或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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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D 请求
与 MDS 请求功能类似，您可以向供应商发送 CMD 和 EMD 请求—可以发送给在 CDX 中注册的公司，也可以发送给
尚未注册的公司。但是，在使用之前，您必须与 CDX 之外的供应商合作，并同意使用 CDX 来传达需求。您需要详
细了解向哪家公司发送请求。

一个请求的组成部分
一个请求告诉供应商请求者希望得到什么 CMD/EMD。
请求会包括以下部分：
一组强制的 CMD/EMD 属性（基础属性和的接受人的特定数据）
管理数据，这是特定请求
在请求里，申请人表明他们需要什么数据。到期日期和零件/项目编号（如果您请求一个产品基准）这两个数据是必
需的。其他所有信息是可选的。
供应商代码（企业和管理供应商代码）和零件/项目编号是 CMD/EMD 收件人的特定属性，与 CMD/EMD 上的收件人
数据选项卡相关联。
当创建一个请求时请不要把引导信息放在属性里。已分配的 CMD/EMD 数据字段里插入的请求值不能被改写。如果
他们是空值，供应商可以选择输入自己的值。

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直接泛指请求。这个数据由请求者（CMD/EMD 接收人）用于管理他们公司的如下请求：
项目用于一组集团的请求。项目由公司管理员创建并且在公司范围内是有效的（在 CMD/EMD 请求者的公司）。

CMD/EMD 请求者的公司/组织单位 ID 和联络人。
供应商代码（企业供应商代码和管理供应商代码）
截止日期，即请求者希望收到所请求的数据的最后期限

RMD 请求状态
请求状态描述了以下的之一：
新的请求（状态“新的”）
请求被发送给 RMD 供应商（请求者的状态为“已发送”，RMD 供应商的状态为“已接收”）

RMD 请求者回答问题并发送请求（RMD 供应商的状态为“已发送”、“已接收”）
RMD 供应商已分配 RMD，但尚未发送（状态“附件”）
已发送命令（状态“等待接受”）

RMD 已被接受（状态为“已完成”）
请求接收者（RMD 供应商）拒绝请求（状态“已拒绝”）
请求被取消（状态为“已删除”）
请求的到期日已过（状态“已过期”）。

RMD 请求者还可以通过使用请求搜索中的上下文菜单（鼠标右键单击>删除）或使用 RMD 请求详细信息中的
CMD/EMD 菜单中的删除功能来更改 CMD/EMD 请求的状态。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RMD 请求

127

创建请求
如果您使用项目，那么第一步则是创建这个项目。在这节，我们假设您当前没有使用项目（这是一种选择），或者您
的项目已经创建好了。
任何用户除了只读用户都可以创建请求。您有两种创建请求的方式：



创建一个单独的 CMD/EMD 可使用 CMD/EMD 菜单 >新 CMD/EMD 请求或者



通过提供的 MS Excel 模板和上传到 CDX 的文件创建多个 CMD/EMD 请求

第一种方式在以下章节中描述。关于通过 MS Excel 文件创建多个请求您可以在“发件箱”章节中查看，因为它只跟自
有的请求相关。
请求的属性如下：
字段

描述

接收人数据
企业

将收到此请求的供应商。

企业供应商代码

您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供应商代码。供应商将无法更改代码。

管理供应商代码

当选择具有预定义供应商代码的 CDX 上市供应商时（由公司管理员在“管理>公司”菜单中完
成），预定义供应商代码将作为“管理供应商代码”加载到此处。

有效期

答复到期的日期。这是必选字段。

状态

请求状态

ID

系统生成的– CMD /EMD 请求 ID

请求者数据
企业

由系统生成 – 指的是以 CDX 里的公司生成该请求以及供应商将发出响应给请求者的地方。

组织单位

一组可能的接收响应的组织机构的下拉清单。

CMD 联系人

由系统从创建请求者的用户 ID 生成。

项目

分配给请求者的项目名称。

请求
模板版本

申报应基于的可能模板版本的下拉列表。

申报范围

申报应该覆盖的可能申报范围的下拉列表。

零件/项目号

对于产品级声明，零件/项目编号是必需字段。也可以输入一个值（一个或多个零件/项目编
号）或从文本文件中导入多个编号（浏览）。供应商将无法更改代码。

申报期限从…到…

您可以输入一个值来请求特定时期的申报。

评论

在这里，您可以为您的供应商输入其他信息，您希望得到什么信息或如何回答请求。

选择接收人公司
您可以通过企业搜索功能 搜索在 CDX 里注册的企业。或者也可以向未在 CDX 里注册的企业发送请求。若您勾选
了字段“在 CDX 尚未里注册 ”, 在屏幕的下方会出现附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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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要发送 CMD/EMD 请求的公司的必需信息（所有带红色*的字段都是必需的）。在窗口的最后，您还可以在系
统将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包含一个特定的注释。如果您的公司具有有效的 CDX 许可证，则还可以添加附件。这对你的
供应商来说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信息，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或者如何回答你的要求。可以上载以下文件格式：
按钮删除附件。
xls、xlsx、doc、docx、pdf。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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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发送后，您输入的公司管理员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注册 CDX 的邀请以及使用系统的相关信息：

一旦公司管理员激活此公司注册，您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只要供应商公司尚未确认注册，您就可以更新和/或重新
发送注册请求。这可以通过使用屏幕底部的“发送”按钮在请求本身中完成。
这里还有可用的“发送历史记录”。双击此表中的条目，可以打开已发送的注册请求电子邮件：

当您发送请求给一家已经在 CDX 里注册的公司，这家公司将会在 CDX 里直接接收到请求。该公司里所有订阅了 “冲
突矿产申报（CMD）请求已收到”或者“扩展材料申报已收到”的邮件通知的用户将会收到一份跟以下截图类型的邮
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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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 CDX 之后，请求接收人可以直接通过提供的链接打开请求。系统会直接进入收到的 CMD/EMD 请求界面而不
是 CDX 主界面（MDS 查找）。
如果您发送请求给了一家没有活跃用户的 CDX 公司，您将收到系统的通知邮件告知您请求无法发送由于接收人公司
没有活跃用户。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用户订阅了关于收到请求的邮件通知，您也会收到系统的相应通知。

创建项目
项目是为了请求的分组标准，并且在公司范围内有效。项目是在管理公司中创建的。该项目将出现在窗口底部的列表
中。点击它以突出该项目。你将返回到你的请求窗口。

发送请求
输入完所有数据后，可以在屏幕底部的“注释”字段中为请求收件人插入注释。然后使用工具栏上的图标
，系统将
执行检查。成功保存请求后，您将在屏幕右下角找到一个图标
。你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把你的请求发送给你的
供应商。如果您希望再次向您的供应商发送请求（因为到期日期已过或供应商未激活其公司），您可以使用
重新发送请求。
CMD/EMD 请求屏幕右下角的图标

拒绝请求
任何一个可以创建请求或者 MDS/CMD/EMD 的用户都可以拒绝一个请求。当接收到的请求不能被 CMD/EMD 供应商
处理时，供应商可以拒绝这个请求并添加备注。那样这个请求的状态对供应商和请求者都会显示已拒绝。如果一个请
求被拒绝，那么 CMD/EMD 供应商必须要输入原因。
在您查看请求时，在屏幕的右下方您会看到这 3 个选项。

要驳回请求，请点击拒绝按钮并输入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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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请求
分配现有的 CMD/EMD 到一个请求
有两种方法可以响应请求：创建新的 CMD/EMD 或分配现有的 CMD/EMD。您将只能附加 CDX 公司创建的现有
CMD/EMD。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分配一个现有的 CMD/EMD。在这里，您还可以有两个选择：直接从收件箱请求或在请求本身
里。
您可以直接在“请求收件箱”中标记一个或多个接收到的请求，以便使用上下文菜单中的“分配 CMD” /“分配 EMD”或鼠
标右键单击启动分配过程：

请注意，菜单项“Assign CMD” /“分配 EMD”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提供：
所有选定的请求都是可分配的（~处于“已接收”或“过期”状态）。
所有选定的请求必须共享相同的申报范围和相同的模板版本。
单击“分配 CMD” /“分配 EMD”时，将打开“搜索”窗口，您可以在其中搜索并选择所需的申报。单击“应用”时，将打开
“详细信息”选项卡，在“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将请求者添加为收件人，在“请求”选项卡中可以看到申报已分配给请求。
现在您可以向收件人建议 CMD/EMD。
要在收到的请求中直接分配现有的 CMD/EMD，您需要单击请求窗口底部的“分配 CMD” /“分配 EMD”按钮。搜索窗口
打开，您可以在其中搜索特定的 CMD/EMD。
通过按钮
，您可以从收到的请求中删除任何已分配的申报。分配后，您可以将其提交给请
求公司，请求公司将自动插入收件人数据屏幕。

创建 RMD
如果您选择
创建 CMD/EMD，您将看到新的 CMD/EMD 已分配给此请求。请求的 CMD 收件人
数据将自动插入。您需要按照前面部分的说明创建申报。CMD/EMD 完成后，转到收件人数据屏幕并提供任何其他信
息，然后以正常方式向收件人提出建议。

完成请求
通过向请求者提交分配的 CMD/EMD，请求状态变为等待接受。



如果发送了一个分配的 CMD/EMD，则执行一个特定于请求的测试，而不管是否填写了所有必需字段



如果分配的 CMD/EMD 被拒绝，请求状态变回工作状态。



如果接受分配的 CMD/EMD，请求状态变为已完成

若要完成打开的 CMD/EMD 请求，请求者还可以将收到的 CMD/EMD 或导入的 CMD/EMD 分配给请求，并相应地更
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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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报告
现在您可以接收、处理和响应供应商的 CMD。然而，按 SEC 的裁决，这一流程要求展现“尽职调查”，也包括对供应
商提供的 CMD 的响应进行评估和打分。申报的公司必须显示他们报告的信息在积极的反馈回路里有改善。当提交的
CMD 没有达到您的数据质量预期时，缺陷报告功能通过提供邮件反馈给供应商以提供此类支持。
通过缺陷报告功能，每个用户可以检查已收到的 CMD 的数据质量，并且发送带有缺陷报告结果的邮件给 CMD 创建
者。要正确使用这个功能，CDX 企业管理员必须定义检查配置文件并且在邮件模板里准备缺省信息用于发送报告结
果。这可以在管理菜单下的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完成。
有了这些配置文件，每个用户都可以执行的缺陷报告来发现在每个 CMD 里缺少的信息，然后发送电子邮件给 CMD
提供商来指出不正确的信息。

缺陷报告使用了与质量报告基本相同的信息。第一部分，用户可以选择哪些冲突矿产申报需要包括在报告中。您可以
通过使用典型的搜索参数（如 CMD 名，CMD-ID，模板版本）指定。
在缺陷报告的第二部分，选择一个质量配置文件，这应该已经由企业管理员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定义好了。它执行针
对第一部分所述所有 CMD 结果，并且允许继续过滤检查发现出的重大错误、错误、警告、信息或以上这些组合的
CMD。
正如已经从 CMD 质量报告连同结果（例如重大错误、错误等）里所知，每个 CMD 结果都已经确定了分数和百分比
数值，并且会显示在结果表中。这个分数表示该 CMD 是如何通过包含在配置里的检查的。

使用结果表上方的“统计”按钮，就可以看到并打印所有列出的 CMD 的统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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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编辑缺陷报告
您可以从结果表中打开一个或多个 CMD，用来创建、更新和发送缺陷报告。请标记表里所有相关的 CMD 来为所选
的 CMD 创建报告，然后双击（对于多选请按住 control 按键，然后点击鼠标右键）。系统会问您要选择哪种报表语
言。您也可以使用菜单

开始创建。

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标记了三个 CMD，然后创建缺陷报告。在“编辑”标签页里，这些所有都会显示相应的信息：

当再回到结果表标记其他 CMD 时，它们也将会被加入左边的清单里。如果您要以后再使用这些结果，那么您需要先
保存已经创建的缺陷报告。否则当您使用其他功能后，将会丢失这些信息。
我们来看看屏幕的右边，这里显示的是所选 CMD 的详细信息：

报告
报告名

系统从 CMD 名字里生成 – 您可以修改这个值，如果需要

报告编号

系统生成的号码（不能编辑）

报告语言
请在这里选择报告语言。
缺省的值可以在缺陷报告管理器中设置。
期望的响应日期 请输入您期望回复的日期
缺省值是报告创建日期再加上五天。

发送信息
这部分的所有信息都是可修改的。目前插入文本是系统生成的，并且可以覆盖。

To

从 CMD 供应商数据生成– CMD 创建人的邮箱地址

Mail To Name

从 CMD 供应商数据生成– CMD 创建人的名字

Reply To

从您的 ID 生成 – 缺陷报告创建人的邮箱地址

Reply To Name

从您的 ID 生成 – 缺陷报告创建人的名字

抄送

在这里你要输入要为其发送报告副本的电子邮件地址。此字段的缺省值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定义。

主题
这里可以给缺陷报告邮件加入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必填字段）。您可以使用占位符（例如 CMD 名
字、公司名字），这样系统将会填写这些内容。
此字段的缺省值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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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标题
基于配置信息和预定义的发送信息，电子邮件文本是系统生成的。这可以由用户进行修改，让供应商得到尽可能多的
关于需要在 CMD 里要改什么以满足质量要求的信息。
在这里，您可以插入对缺陷报告邮件的描述。您可以使用占位符（例如 CMD 名称，公司名称），以后系统会填写这
部分。此字段的缺省值可以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定义。

检查结果
使用提到的配置（名字、ID、描述）显示在 CMD 里查找到的重大错误、错误、警告等这类信息。对已使用的检查配
置文件的冲突将显示在结果表中，其中包含有关冲突类、选项卡、规则名称、规则类型、规则组、严重性、说明和自
定义操作的详细信息。通过表格顶部相应的导出按钮和有效的 CMD 管理器许可证，您可以将检查结果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中

字段“自定义操作”是可编辑的。在这里，您可以插入要你的供应商来完成的纠正措施。在各字段上双击打开一个单独
的窗口，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每个违规“添加”一个或多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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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编辑”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详细的项目，并输入一个描述。您可以选择的操作是
“仅适用于选定的法规”。请保存您的输入。这些已创建的条目现在是“指定自定义操作”选项卡里的“可用操作”，你可以
添加一个或多个可用操作到“选择操作”区域，分配自定义操作（点击

）来添加到您的检查结果表。

页脚文本
请插入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将被放置在缺陷报告电子邮件的结尾。您可以使用占位符（例如 CMD 名称，公司名
称），这部分内容将由系统来填写。此字段的缺省内容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定义。

附件
请“浏览”附加到您缺陷报告电子邮件里的附件。所有附加文件将在这里列出它们的文件名，上传日期和文件大小。下
列文件格式可以上传：XLS，XLSX，DOC，DOCX，PDF 格式。您最多可以上传最大为 5 MB 的文件 5 个。请使用
按钮来删除附件。

发送历史
有关发送缺陷报告电子邮件的日期，收件人和抄送的详细信息，只适用于那些已经发送的报告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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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CMD 报告清单（左边）上的预览按钮来预览生成的报告。您也可以移除一个或多个预览报告。
当所有必填信息（标记为*）都已输入，并且缺陷报告已经保存，发送按钮将会可用：

多选是可以的，您可以使用上面的或者结果表菜单中的按钮发送所有标记的缺陷报告。如果报告由于缺少必填字段信
息而无法发送，您将看到以下错误信息：

请输入缺失信息然后再次发送。

搜索报告
您可以在“报告搜索”里搜索所有已创建的和保存的报告，以及已发送的缺陷报告：

您可以使用多个参数来优化搜索。结果表显示所有报告（标记状态新的 和/或已发送）的概览，有报告编号，报告名
称，使用的配置，CMD ID /版本，最后发送日期，发送的电子邮件，附件，分数（也有%）和严重/错误/警告的数
量。所有报告都可以使用上下文菜单发送（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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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设置
要预览您的公司管理员选择的设置，请转到“报告设置”选项卡。在这里显示的信息是不可编辑。要更改设置，公司管
理员必须使用管理>缺陷报告管理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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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箱
在发件箱 ( )处您可以追踪您已经发送至接收方的 MDS，CMD 和 EMD 以及它们的状态和所有自己的有关材料数据
表的请求。-根据所选的视图，您可以在发件箱里查看 MDS 和 MDS 请求，CMD 和 CMD 请求或者 EMD 以及 EMD
请求。
对于自有的 MDS、CMD 和 EMD 请求，你也可以在当前页下载一个模板（xls 格式），这样你就可以在 CDX 之外创
建多个请求。你可以结合从 ERP，供应商管理或者其他内部系统里抓取的数据，然后将填好的模板上传到 CDX。有
了这个功能，你就可以选择向多个供应商同时大批发送 MDS 或者 RMD 请求。
查找参数和查找结果表被合并显示在一个屏幕里。屏幕分为顶部区域和底部区域。顶部区域用来显示查找参数而底部
区域负责显示查找结果表。

查找参数
下表给出了查找参数的描述：
字段

描述

已发送 MDS / CMD/EMD
名称

MDS / CMD/EMD 名称或描述

内部号

条目/材料号 – 来自您的成分页面 – 不是接收人数据页面

外部/零件/项目号

零件/条目号 – 来自您的接收人的数据页面

MDS ID / CMD ID / 版本

MDS ID / CMD ID /EMD ID，您也可以选择限定查找结果仅为当前版本或所有适用的版本

节点 ID

系统生成 – 参考数据库中 MDS / CMD/EMD 信息被存储的的实际位置. 对于 MDS /
CMD/EMD 0.01 版本, 它将和 ID 一样

模板版本

搜索 CMD/EMD 中指定的模板版本，仅适用于 CMD/EMD 搜索

申报范围

搜索具有特定申报范围的 CMD/EMD–使用下拉菜单选择以下声明作用域之一：公司、产品
（或产品列表）、用户定义。仅适用于 CMD 和 EMD 搜索

供应商代码

使用特定的供应商代码搜索 MDS/CMD/EMD。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发送日期

按发送给接收人的日期范围查找

最近的状态改动日期

按最近的状态改动日期范围查找

合并的 / 全部

查找那些处于任何状态的发送的 （默认为“所有” – 若要不不标记或者选择一个或多个状态，
选择“无”）

合并的/ 打开中的 MDS/打
开中的 CMD

查找所有发送的且尚未完全处理的 MDS/CMD/EMD（任何一个除了被发送方取消和批准的
MDS）

状态： 未被浏览的

查找接收方还未浏览的

状态： 已浏览的

查找接收方已浏览但尚未作决定的

状态： 已批准的

查找被接收方批准的

状态： 已拒绝的

查找被接收方拒绝的

状态： 已修改的

查找返回到您的企业准备对之进行编辑/更正

状态： 被发送方取消

查找您已经删除的或者删除接收人的

状态：由收件人停用

查找已被收件人停用的

仅被转发

限制搜索结果为那些被转发的

组织单位

查找那些发送给具体的组织单位（您的 ID 必须被指派到那个组织单位）

按接收人查找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按照具体接收人查看

接收人

您想要查找的接收人结果清单（除非您勾选了按接收人查找方框，否则此框将是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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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包括所有组织单位

查找发送给接收企业的 MDS / CMD/EMD 不管组织单位

自有的 MDS 请求
请求 ID

MDS 请求 ID – 系统生成的

请求组 ID

组 ID–系统生成。从一个文件导入的请求将共享相同的 ID。

仅从模板导入

搜索已发送的 MDS 请求，这些请求是从 MDS 批量请求 Excel 工作表导入的

类型

MDS 的类型 – 组件、半成组件或材料

项目

请求分配给的项目名称/编号

包含已停用

扩展搜索并将停用的项目包含在项目列表中

截止日期 from – to

你可以在截止日期搜索。如果是，那么“from”将是您希望查看的最早日期，“to”是您希望返回
的窗口中的最后一个日期。

状态

您可以筛选请求的状态（新建、已发送、等待接受、已完成、已拒绝）。每次搜索只能选择
一个状态。如果要返回所有尚未关闭或取消的请求，请选中“打开请求”框。

启用按公司搜索

如果要按客户执行搜索，请选中此框。

收件人

要查找结果的收件人列表（在选中“启用按收件人搜索”复选框之前，此框将变灰）。

请求人

请选择组织-单位以搜索来自此组织-单位的所有请求。

尚未注册的供应商

如果还想搜索尚未激活公司注册的收件人公司，请选中此框。本搜索仅限于根据贵公司要求
预先注册的公司。

供应商代码

搜索发送的带有特定供应商代码的 MDS 请求。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已分配的 MDS / 名字 / 数
字

查找已分配给特定 MDS 的自己的请求-按 MDS 选择、名称或编号。

统计

显示处于相应状态的所有自有和接收的 MDS 请求的数量。

下载模板

在这里，您可以下载 xls 模板来创建 MDS 批量请求文件。

导入

在这里，您可以导入已填充的 MDS 批量请求文件以创建批量请求。

自有的 CMD/EMD 请求
请求 ID

CMD/EMD 请求 ID- 系统生成的

请求组 ID

分组 ID – 系统生成的。从一个文件导入的请求会共享一个 ID。

仅从模板导入

搜索从 Excel 表里导入的大批的发送的 CMD/EMD 请求

项目

请求分配到的项目名/号码

启用按接收人查找

如果你想按客户查找则勾选这个框

接收人

你要查找的接收人清单（只有在您勾选了允许按接收人搜索选项才可用，否则这个框是灰
的）

供应商代码

按照某个供应商代码来搜索 CMD/EMD 请求

请求方

搜索在您本公司里从不同组织里发出的 CMD/EMD 请求

截止日期 from – to

您可以搜索请求到期日。如果需要的话，“from” 必须是您要查找的最早时间，而 “to” 则是您
希望系统查找到的最晚时间。

状态

您可以搜索请求的状态（new, sent, awaiting acceptance, completed, rejected）。每次搜索
只能选择一种状态搜索。如果您要查找所有尚未关闭或取消的请求，可以勾选 "open
requests" 框。

CMD /EMD 模板版本

您可以按照某种模板类型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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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尚未注册的供应商

如果还想搜索发送到尚未激活公司注册的公司的请求，请选中此框。搜索仅限于通过贵公司
的请求发送给预先注册的公司的请求。

CMD /EMD 模板版本

您可以搜索为某个模板版本发送的所有 CMD/EMD 请求。

申报范围

您可以按照某种申报范围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产品 /项目号

您可以按照某个项目或条目号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已分配的 CMD/EMD

您可以按照某个分配的 CMD/EMD 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名字

您可以按照某个 CMD/EMD 的名字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节点 ID

您可以按照某个 CMD/EMD 的 Node ID 来查找所有相关的 CMD/EMD 请求

下载模板

您可以在这里下载 xls 模板来创建 CMD/EMD 批量请求文件。

导入

您可以在这里导入填好的 CMD/EMD 批量请求文件来批量创建请求..

要选择供应商/收件人，将出现一个模式对话框，显示“公司/组织-单位搜索”面板。
通过使用“视图”菜单中的选项，可以关闭显示中的列并对列重新排序。
若要访问任何项目，请双击，然后将跳转到提交的“成分”选项卡 。

如果公司具有有效的 MDS/CMD/EMD 管理器许可证，则可以使用
员可以在“管理>CDX 许可证”菜单中订购该许可证。

命令将结果导出到 MS Excel，公司管理

批量发送 RMD 和 MDS 请求
批量请求选项使您能够同时向多个供应商发送 MDS 请求和 RMD（CMD 和 EMD）请求，从而增强了现有的请求功
能。当您在发件箱中工作时，可以在 MDS 请求发件箱中（因为此功能仅与自己的 MDS、CMD 或 EMD 请求相关）
以及 MDS、CMD 或 EMD 菜单>导入中分别使用。如果没有特别提到，那么对于批量发送 CMD、EMD 和 MDS 请求
的过程是相同的。下面的描述显示了 CMD 请求选项。
在相应的发件箱搜索屏幕中，您可以下载一个模板（xls 格式），在其中您可以离线列出所有 MDS、CMD 或 EMD
请求。您还可以从您的 ERP、供应商管理或任何其他内部系统提取数据，以将已可用的信息合并到您的请求文件
中，您可以在准备好后将其导入 C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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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按钮
接收从 CDX 下载的有用的重要的请求模板文件。点击这个按钮后，所有可用的重要请求模板
会在一个单独的对话框里显示。这里显示的当前只有一个重要模板文件可供下载。（热门的表示对应的模板是当前使
用最多的）
通过点击“名字”列上的链接，相应的重要模板文件将会下载，您可以保存到电脑上用以创建您自己的批量请求。

在发件箱搜索屏幕上的新的“导入”按钮 (
) 是用来导入 (离线) 准备好的 CMD/MDS/EMD 请求，包括下载的请求
模板文件里的请求。点击这个按钮后，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窗口里选择要导入的文件。操作方式与 CMD 导入相同。

通过选择要导入的模板文件并且点击”ok“ 按钮，所有在模板里定义好的请求都将被导入。一旦导入成功，会出现一个
显示关于导入进度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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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流程包含两个子流程（解析模板文件以及执行导入请求），在总结对话框里的第一个表显示了模板文件的解析
结果。第二个表显示了请求执行的结果。如果一个请求成功被导入，将会被分配一个唯一的请求 ID 和请求组 ID， 如
果一个请求由于任何原因未被导入成功，那它将不会被分配任何 ID 并且将会在表中显示失败原因。
通过点击在对应表上方的
按钮可以导出两个表上显示的内容到 EXCEL 文件里。点击 OK 可以返回到发件箱
搜索页面。导入请求会显示在下方的结果表上：

一个文件里的所有导入请求都共享一个”请求组 ID” 。这个 ID 是用来描述所有属于同一个导入模板里的相关的请求。
以后可以用于找到所有相关的导入请求。所有在模板里定义好的请求都将被导入。如果某一个请求的信息不完整，您
可以双击请求后编辑。
发件箱搜索屏幕还用于批量发送一组请求：在 CMD/MDS/EMD 请求发件箱中选择多个请求，右键单击打开上下文菜
单项，然后单击“发送”。只有当至少一个选定的请求可发送时，上下文菜单中的“发送”菜单项才可用。如果所有预选
的请求都不可发送，“发送”菜单项将被禁用。单击“发送”菜单项，将发送所有预选的请求。如果在发送请求之前需要
用户确认，则将为每个请求显示单独的对话框（逐个进行用户确认）。

最后，当所有事先选择的请求都被发送进程处理之后，一个总结对话框会显示批量发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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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是针对每个独立的请求的：
可发送： 一个请求是否可发送，如果不行，请检查是不是所有必填项都填好了。
发送成功： 请求成功发送 – 是或否。
发送取消：请求被用户取消（因此没有发送）- 是或否
要将结论导出到 excel 文件里，则需要点击表上的“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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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箱
当您单击屏幕右中角的“搜索”时，收件箱（ ）显示“MDS 视图”中的所有 MDS 和 MDS 请求，以及“CMD 视图”中发
送给您公司的 CMD 和 CMD 请求和“EMD 视图”中发送给您公司的 EMD 和 EMD 请求。如果您的公司使用组织单位，
则必须将组织单位分配给您的 ID，以便查看发送到公司内特定组织单位的数据。搜索参数与发件箱的相同，与搜索
结果显示中的列相似。收件箱的不同之处在于，搜索结果中会显示供应商的联系信息。此外，在将接收到的 MDS、
CMD 或 EMD 附加到某个结构之前，必须查看并接受它。

接受 / 拒绝 MDS/CMD/EMD
首先通过双击选择您想要检查的请求。在弹出的成分/详情页面. 您可以浏览所有信息和结构 (见 导航树) 并根据您的
法规来检查它. 您还需要检查接收人数据标签中的信息.
查看完所有的提交后, 在 MDS/CMD/EMD 菜单中选择接受， CDX 系统会运行系统审核来看是否存在问题。您的屏幕
应该类似于如下内容：

之后通过点击适合的按钮您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

接受收到的 MDS 用于提交 SCIP
如果 MDS 已通过所有系统检查，您可以选择在接受时为收到的 MDS 创建 SCIP 卷宗，方法是选中复选框
并单击
，MDS 的状态将更改为已接受，现在可以在搜索中找到
MDS/CMD 并将其附加到您的一个结构上，如果选中了创建 SCIP 卷宗的复选框，则 SCIP 卷宗弹出屏幕将显示为以
下屏幕截图。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收件箱 145

已收到的 SCIP 编号被添加为供应商 SCIP 编号：

用于提交的外部 SCIP 号字段
一个新的 "外部 SCIP 号 "字段已经被添加到 MDS 中，允许用户手动添加一个在 CDX 之外生成的现有 SCIP 号码到一
个自定义的 MDS 中，即使该组织没有 SCIP 上传许可。
新的外部 SCIP 号字段只在 MDS 的顶部节点输入并可见。它遵循 UUID（通用唯一标识符）格式。
只要 MDB 没有被发布，新字段应该保持可编辑性。
现有的 SCIP 号（在供应商的 "成分 "标签上）将被重新命名为 "CDX SCIP 号"。

系统会检查外部 SCIP 号码是否有正确的格式。如果不是，将向用户显示一个错误信息，即该字段与 UUID 格式不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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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 MDS/CMD/EMD
如果您决定拒绝 MDS/CMD/EMD，则需要提供拒绝的原因。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你的供应商会随时打电话给
你的问题。

您输入了拒绝原因后, 点击

来改变 MDS 状态为已拒绝.

为已接收的 MDS 导出 SCIP 卷宗
如果收到的 MDS 的状态为“已接受”或“自动接受”，则您可以选择生成 SCIP 卷宗，并为单个选定的 MDS 根据以下屏
幕截图将其提交给 ECHA：

收到的 SCIP 号被添加为客户 SCIP 号码。

分配已有的 MDS/CMD/EMD 给已接收的请求
您可以直接在“请求收件箱”中标记一个或多个已接收的（MDS/CMD/EMD）请求，以便使用上下文菜单中的“分配
MDS”（或“分配 CMD”, “分配 EMD”）或鼠标右键单击启动分配过程：

请注意，菜单项“分配 MDS”、“分配 CMD”或 “分配 EMD”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提供：
所有选定的请求都是可分配的（~处于“已接收”或“过期”状态）。

MDS：所有选定的请求必须共享相同的 MDS 类型。
CMD/EMD:所有选定的请求必须共享相同的申报范围和相同的模板版本。
当您点击“分配 MDS（CMD,EMD）”时，MDS（CMD,EMD）搜索窗口打开，您可以在其中搜索并选择所需的 MDS
（CMD,EMD）。单击“应用”时，将打开 MDS（CMD,EMD）的“详细信息”选项卡，在“收件人数据”选项卡中将请求者
添加为收件人，在“请求”选项卡中，您将看到 MDS（CMD,EMD）已分配给该请求。您现在可以向收件人提交/发送
MDS（CMD,EMD）。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收件箱 147

拒绝多个 MDSs
您可以通过在“已接收的 MDS”视图中单击

来拒绝多个已打开但尚未应答的 MDS。

只有状态为“尚未浏览”/“已浏览”且包含错误的已打开的 MDS 才会被拒绝。发现的错误将自动作为被拒绝 MDS 的拒绝
原因。
如果结果表中没有打开的 MDS，并且所有 MDS 都已被应答或取消，则通过以下附加对话框通知用户。

由于这种拒绝是以批处理模式运行的，所以用户可以立即继续工作，而无需等待进程结束。完成批处理并刷新屏幕
后，如果拒绝成功，这些 MDS 将显示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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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建议
在 CDX 的查找简单容易并且提供很多选项来缩小您的结果。您填写的查找参数越多，您得到的查找结果会越少。所
有查找菜单的结构类似，但在细节上会略有不同。
在持有有效的 CDX 许可时，所有查找结果可以使用结果表上的

按钮输出。

通配符查找
查找时星号(*)是一个有用的字符，尤其当您不确定准确的拼写或标点符号。如果您想在基本物质中查找所有铅化合
物，只需在名称字段输入*lead*然后查找将返回所有结果。如果您查询一家企业并知道该企业有几个 CDX 注册，您
可以在企业名称字段输入*abcd*，则查找后所有包含该字符串的企业将返回在结果中。

配置查找结果
所有查找结果均允许您关闭您所指定的列的显示并且您可以通过

条目重新对显示的查找结果的列进行排列。

MDS 搜索选项
在“MDS 视图”里您有以下 MDS 相关的搜索选项- 从功能菜单里启动或者相关的工具栏按钮。

组件的查找字段
下表列出了在组件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名称, 标识符, 版本, 日期
名称

组件名称

零件 / 条目号

零件或条目号

MDS ID / 版本

MDS ID /选择当前的来限定您的搜索为最近的版本。选择“所有的“将返回所有结果。注意，如
果查找供应商数据，查找“所有的“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可能有从系统的角度您看不见的更高版
本的 MDS。

节点 ID

系统生成 – 这参考数据库中的 MDS / CMD 信息被存储的实际位置, 对于 MDS / CMD 的 0.01
版本, 它将和其 ID 一样

供应商代码

使用特定的供应商代码搜索 MDS。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SCIP 卷宗/无 SCIP 卷宗/
忽略

标记其中一个框以对 SCIP 卷宗/无 SCIP 卷宗或忽略 SCIP 卷宗执行数据搜索

状态： 已发布 / 已接受 /
内部发布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时间的 MDS 的查找。

日期： 已创建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创建时间的 MDS 的查找。

从/到

您想要查找的日期范围

从 MDS 导入

勾选此框如果你想只查找从 IMDS 导入过来的 MDS。

供应商 MDS
已批准 的 MDS

勾选“已批准“框如果您想查找您已批准的供应商数据。

供应商

如果以上方框其中一个被勾选，您将能够查找和选择您想要的供应商以便限定您随后的搜索。

自有的 MDSs
自有的 MDSs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要查找您本企业的 MDSs。

最近由我处理的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那些您是其最近的编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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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导入的

如果您想限制搜索为导入的 MDS，那么勾选这个框。当勾选了这个框之后，您可以选择导入
的来源和文件格式。

被指派的组织单位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单独的组织单位，您可以在此处选择它，此选项与您是否已被指派到
某组织单位无关。

被指派的联系人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您的 CDX 企业内某个具体的联系人，您可以此处选择它。

半成组件查找字段
下表列出了在半成组件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名称, 标识符, 版本, 日期
名称

组件名称

条目 / 材料号

条目或 材料号

MDS ID / 版本

MDS ID /选择当前的来限定您的搜索为最近的版本。选择“所有的“将返回所有结果。注意，如
果查找供应商数据，查找所有的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可能有从系统的角度您看不见的更高版本
的 MDS。

节点 ID

系统生成 – 这参考数据库中 MDS / CMD 信息被存储的实际位置,. 对于 MDS / CMD 的 0.01 版
本, 它将和 ID 一样

供应商代码

使用特定的供应商代码搜索 MDS。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状态： 已发布 / 已接受/
内部发布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时间的 MDS 的查找。

日期： 已创建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创建时间的 MDS 的查找。

从/到

您想要查找的日期范围

供应商 MDS
已批准

勾选“已批准“框如果您想查找您已批准的供应商数据。

供应商

如果以上方框其中一个被勾选，您将能够查找和选择您想要的供应商以便限定您随后的搜索。

自有的 MDS
自有的 MDS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要查找您本企业的 MDS。

最近由我处理的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那些您是其最近的编辑者。

被指派的组织单位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单独的组织单位，您可以此处选择它，此选项与您是否已被指派到某
组织单位无关。

被指派的联系人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您的 CDX 企业内某个具体的联系人，您可以此处选择它。

材料查找字段
下表列出了在材料查找中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名称,ID, 版本, 日期
名称

成分名称

内部材料号

内部材料号 – 这是您的企业如何引用材料.

MDS ID /版本

选择当前的来限定您的搜索为最近的版本. 选择“所有的“返回所有结果. 注意, 如果查找供应商数
据, 查找所有的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可能有从系统的角度您看不见的更高版本的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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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节点 ID

系统生成 – 这参考数据库中 MDS / CMD 信息被存储的实际位置,. 对于 MDS / CMD 的 0.01 版
本, 它将和 ID 一样

供应商代码

使用特定的供应商代码搜索 MDS。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SCIP 卷宗/无 SCIP 卷宗/
忽略
日期： 已发布 / 已接受/
内部发布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时间的 MDS 的查找.

日期： 已创建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创建时间的 MDS 的查找.

从/到

您想要查找的日期范围.

规范、符号、分类
标准材料号

材料的标准材料号. 这通常只对某些金属分类的材料是有效的.

符号

针对此材料的 ISO 符号. 此字段通常只对聚合物分类有效.

规范

您可以选择搜索特定规范。一次只能搜索一个规范。您可能希望在规范的数字部分使用通配符
搜索以获得更大的范围。

物质分类

您可以选择查找具体的材料分类. 一次仅能查找一种分类.

供应商 MDS
已接受的 / 标准的 MDS

勾选“已接受“框如果您想查找您已批准的供应商数据.
勾选“标准的 MDS“框如果您想查找“CDX 标准金属”发布的标准材料数据.

供应商

如果以上方框其中一个被勾选，您将能够查找和选择您想要的供应商以便限定您随后的搜索.

自有的 MDS
自有的 MDS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要查找您本企业的 MDS.

最近由我处理的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那些您是是最近的编辑者.

导入的

如果您想限制搜索为导入的 MDS，那么勾选这个框。当勾选了这个框之后，您可以选择导入
的来源和文件格式。

被指派的组织单位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单独的组织单位，您可以此处选择它，此选项与您是否已被指派到某
组织单位无关。

被指派的联系人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您的 CDX 企业内某个具体的联系人，您可以此处选择它.

MDS 查找
查找 MDS 功能可以使用多种参数来搜索供应商或者自有的数据表（已经在前面的表中叙述过），无论是组件、半成
组件或材料。

SDoC 查找
SDoC 搜索从“MDS 视图”中的“功能”菜单启动。下表列出了 SDoC 搜索中可用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SDoC ID

SDoC 标识符

MDS ID

与 MDS ID 有关的 SDoC.

所有者企业

系统生成 – CDX 企业名称

包括所有组织单位

如果您想要查找所有组织单位勾选此框.

状态

SDoC 状态 – 编辑模式或内部发布.

发布日期

SDoC 的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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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姓

SDoC 创建人的姓.

名

SDoC 创建人的名.

基本物质查找字段
下表列出了在物质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CAS No.

查找物质的首选方法 – 没有拼写或标点符号. 这是化学文摘服务编号. 不是所有的基本物质都有
CAS 编号. 如果没有, 此字段将包含字符“-“. 如果它是系统通配符，单词“系统”将出现在此字段.

名称 / 别名

基本物质的名称或别名. 如果使用此字段，强烈建议您使用通配符查找.

EU-Index

指派给基本物质的 EU-Index 编号. 不是所有基本物质都有 EU-Index 编号且此字段经常为空.

EINECS-No.

指派给基本物质的 EINECS 编号. 不是所有基本物质都有 EINECS 编号且此字段经常为空.

ECHA 物质 ID

ECHA 物质 ID 是对 REACH 物质的清晰准确的鉴定证明

ECHA 物质名

ECHA 物质名称描述了 REACH 物质的化学名称

ECHA IUPAC 名

IUPAC 命名法是一种命名有机和无机化学物质的系统方法。在 IUPAC 命名法中，前缀、后缀
和中缀用于描述物质中功能组的类型和位置

ECHA CAS 名

ECHA CAS（化学文摘服务）物质名称

基本物质组 / 清单

对于一些检查以便之后的分析更容易，许多基本物质被分派成一组. 通过使用筛选菜单您可以
查看哪些物质(至多 500) 被分配到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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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物质请求：请求添加一个基本物质
用户可以在 CDX 里使用以上提到的基本物质搜索来搜索可用的基本物质。如果特定的基本物质没有找到，那么用户
可以提交一个添加基本物质的请求。基本物质请求可以通过功能菜单里的基本物质请求选项访问。
在基本物质请求结果的屏幕上可以进行这些操作：选择搜索按钮可显示所有符合特定条件的用户创建的请求。结果列
表上显示每个基本物质的名字和 CAS 号，以及提交申请的日期和请求的状态（新的，已发送，询问，修改，关
闭）。可以修改已有的请求，也可以查看所有以前的申请。

点击按钮
即可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基本物质请求。您需要在申请表里正确填写相应的信息。您可以在表
的上方查看请求添加基本物质所需的基本信息。一旦申请完成并保存，那么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通知邮件给 CDX 化
学服务。如下图所示，申请人以及 CDX 化学服务可以查看表中的申请：

如果化学服务中心需要更多的信息，那么用户会收到相应的邮件请求。一旦处理完成，在几个工作日之后（无论申请
是否成功），化学服务中心就会关闭这个申请。而此时用户也会收到申请关闭的通知。已关闭的申请将不再可以编
辑。

搜索基本物质更新
使用“搜索基本物质更新”您可以搜索已更新的以及隐藏的或者无效的基本物质，并查看更新历史。您可以选择一个时
间段来查看变更的详情。结果列表会包含基本物质的更新信息，如名字、CAS No、更新日期和类型。
用户可以通过双击任何列出的基本物质获得详细说明。“详细信息”屏幕将打开，分类如下：
详情 (名字，状态，CAS No.等)
基本物质组/列表 （会显示基本物质所属的所有组和列表）
同义词（列出所有已知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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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物质组/法规更新
在这里，您可以搜索全球基本物质清单的更新以及全球法规的更新。您必须选择一个，并且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段来查
看已执行的更改。结果列表将包含基本物质的列表，其中包含更改信息，分类如下：

• 组/法规名称
• 物质名称
• CAS No.
• 更新日期
• 变更类型
要想收到关于物质集或者法规更新的邮件通知，您可以在管理菜单的个人设置里订阅这类事件。

法规基本物质概览
如果您想了解某一种基本物质与哪种法规有关联（如 REACH, RoHS, ELV, GADSL），那您可以使用 功能>法规基
本物质概览 菜单选项。您可以在使用 CDX 工作时随时打开这个独立的界面- 打开概览屏幕不会关闭您当前的窗口。
在这里您可以搜索通用的以及企业特定法规：

使用下拉框来选择一个法规。
所有法规相关基本物质（在例子里列举的是 RoHS）会列出它们的名字, CAS No., EU-Index, Einecs-No., 节点 ID, 同
义词, D/P （如果可以申报/禁止) 以及法规登记日期，限值和结束日期：

如前文所述，您也可以使用

按钮将这些结果导出到 MS Excel 文件里。这个功能需要有效的 CDX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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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D 查找选项
在 “CMD 视图”和”EMD 视图”中您有以下搜索选项- 从功能或者相关的工具栏按钮中启动：

CMD/EMD 查找
下表列出了在 CMD 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在功能菜单的冲突矿产管理菜单里）
字段

描述

名称, ID, 版本, 日期
名称

CMD/EMD 名称

CMD /EMD ID /版本

CMD ID/EMD ID 选择当前 将搜索限制为最新版本。全选返回所有结果。注意，如果要搜索供
应商的数据，最好搜索所有的，因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可能有更高的版本，而您没有可见
性。

节点 ID

系统生成 – 这参考数据库中 CMD/EMD 信息被存储的实际位置. 对于 CMD/EMD 的 0.01 版本,
它将和 ID 一样

模板版本

搜索 CMD/EMD 中指定的模板版本

仅从模板导入

搜索从 RMI CMRT/EMRT excel 表中导入的 CMD/EMD（是或否）

申报范围

搜索具有特定申报范围的 CMD/EMD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以下申报范围之一：公司、产品（或
产品列表）、用户定义。

零件/项目 No.

搜索使用相应的零件号/项目号针对特定 MDS 创建的 CMD/EMD。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
行通配符搜索。

供应商代码

使用特定的供应商代码搜索 CMD/EMD。您也可以使用星号（*）执行通配符搜索。

状态： 已接受 / 内部发
布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时间已接受/内部发布的 CMD/EMD 的查找

状态： 已创建

勾选此框允许您执行基于某个具体创建时间的 CMD/EMD 的查找

从/到

您想要查找的日期范围.

供应商 CMD/EMD
已批准的 CMD/EMD

勾选已批准框如果您想查找您已批准的供应商数据。

供应商

如果以上方框其中一个被勾选，您将能够查找和选择您想要限定您的搜索的供应商.

自有的 CMD/EMD
自有的 CMD/EMD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要查找您本企业的 CMD/EMD

最近由我处理的

勾选此框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那些您是其最近的编辑者.

被指派的组织单位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单独的组织单位，您可以此处选择它，此选项与您是否已被指派到某
组织单位无关。

被指派的联系人

如果您想限定您的查找为您的 CDX 企业内某个具体的联系人，您可以此处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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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EMD 模板搜索
CDX 支持多个 RMI CMR/EMR 模板版本。用户可以根据 RMI 发布的任何模板版本导入、导出、创建和验证
CMD/EMD。对于用户来说，模板版本之间的差异是透明的。
下表列出了那些可在 CMD 模板搜索的字段的字段和定义。
字段

描述

版本

RMI CMR/EMR 模板的版本

从/至

日期范围，你想通过搜索 RMI CMR/EMR 的模板的发行日期。

状态

RMI CMR/EMR 模板的状态：活动或停用。

类别

RMI CMR/EMR 模板的类型：主模板或企业-特定。
主模板是“未填充”的 RMI CMR/EMR 模板，在 CDX 中用作导入或导出 CMD/EMD 模板的基础。用户
可以选择此选项作为新 CMD/EMD 的起点。
公司特定模板是由特定公司填充的完整 RMI CMR/EMR 模板。

冲突矿产申报

要搜索的特定 CMD 名称

扩展的材料申报

要搜索的特定 EMD 名称

要查看特定的模板的内容，只需点击一个感兴趣的项目模板名称列在搜索结果中表之后，你可以选择打开或保存相关
模板。

搜索结果中，上下文菜单（
或鼠标右键单击菜单）中的可用选项因 CDX 用户配置文件和显示的模板类型而异。
例如，当显示主模板时，一个选项列表将显示给 CDX 公司管理员，而当显示特定于公司的模板时，另一个选项列表
将显示给 CDX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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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EMD 冶炼厂查找
下表列出了在冶炼厂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冶炼厂名称

该冶炼厂的公司名称或冶炼厂已知的别名，因为这个系统必须有一个确切的字符串匹配，因此
建议如果使用通配符搜索字段。

RMI 冶炼厂 ID

RMI 为某个冶炼厂分配的 ID。

CDX 冶炼厂 ID

搜索冶炼厂公司的首选方法-这是一个数字字段，不太容易出错，因为 CDX 冶炼厂 ID 是系统生
成的数字。

DUNS 编码

冶炼厂企业 DUNS 编码.

冶炼厂类型

冶炼厂的类型。您可以搜索以下类型：RMI 定义的无冲突冶炼厂、RMI 定义的标准冶炼厂、
CDX 中注册的冶炼厂公司、CDX web 应用程序中用户定义的所谓冶炼厂、无效冶炼厂。您还
可以通过标记相应字段来搜索“停用”冶炼厂。

ZIP 编码

冶炼厂公司注册地的邮政编码。

城市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城市。

州或省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州或省。

国家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国家。

金属

下拉菜单，此处可以选择冶炼厂生产的冲突矿产.

来源或矿石

冲突矿产的来源，无论是矿山还是废料/回收。

通过双击搜索结果表中的项目，冶炼厂详细信息视图将显示公司、设施和冲突矿产(扩展材料的 EMD 冶炼厂搜索)相
关信息。对于公司管理员来说，过去冶炼公司定义的冲突矿产的历史将被展示出来。在“管理”选项卡中，可以编辑或
添加假定冶炼厂的详细信息。

在 CMD/EMD 冶炼厂搜索中，公司管理员也可以使用
的冶炼厂添加到 CMD/EMD”一章中已经描述的那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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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查找
下表列出了在管理菜单下企业查找中显示的字段和这些字段的定义.
字段

描述

企业名称

CDX 企业名称 –由于此系统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字符串匹配， 若使用此字段建议执行通配符查
找.

企业 ID

搜索公司的首选方法-这是一个数字字段，不太容易出错，因为公司 ID 是系统生成的数字。

组织单位

企业的组织单位名称

DUNS 编码

企业 DUNS 编码.

IMDS 企业 ID

该企业 ID 用于已经在 IMDS 里注册企业。在 CDX 里注册公司时，可以输入 IMDS 企业 ID，但
是这不是强制要求的。因此不能保证您会找到正确的企业。

邮编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邮编.

城市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城市.

州或省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州或省.

国家

CDX 中冶炼厂企业注册地国家.

用户名字

用户的姓

用户 ID

用户的用户 ID– 强烈建议不要与他人共享此用户 ID.

只搜寻根企业

默认勾选 – 如果您需要也查找组织单位，请去掉勾选。

相似企业

默认勾选 – 如果您想搜索某个特定的企业且您能确认输入的是正确的，请去掉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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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菜单
管理菜单包含涉及用户和 CDX 公司管理的功能，在两个视图（MDS 和 CMD）中都可用，如下图所示。某些菜单项
仅对公司管理员可见。

个人设置
在 CDX 中维护您的联系信息很重要。每个用户可以通过管理 > 个人设置选项来完成。此外，由于您可能不想每天登
陆 CDX，您可以使用这个选项以便当有事件发生时来让 CDX 给您发送电子邮件。
我们先看看你的联系方式。在下面，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数据都被屏蔽掉了：

电话和传真包括完整国家代码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系统，其他国家的用户需要知道您的完整号码（包括国家代
码）才能联系到您。
字段“称谓”可以用职称填充，这对于 CMD 自动设定项是必需的。在数据保护方面，每个用户都需要在个人设置中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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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确认其个人数据是否应用于不同的功能。如果每个用户想充当联系人或 CMD 授权人，也需要标记。联系人需要
由公司管理员在用户管理中指定。如果公司管理员将您标记为联系人，您将在个人设置中看到这一点。仅当您确认作
为 CDX 联系人时，才可以在 CDX 中选择您作为联系人。
为了在登录后保持收件箱中未浏览 MDS 的通知显示，请选中“通知”复选框，或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将其取消。
当达到帐户的“有效截止日期”或用户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登录 CDX 时，将停用 CDX 用户帐户。在这两种情况下，用
户和公司管理员都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该帐户将在未来几天内过期。作为用户，请确保每隔几个月登录一次
CDX，检查用户信息的准确性，并每季度与 CDX 公司管理员联系，以确保您的“有效截止日期”不会设置为很快过
期。
使用窗口底部的

按钮，您可以通过在新的窗口“公司管理员数据”中列出他们来快速识别公司中的所

有管理员。您可以查看或导出列表以直接与这些用户联系。
下面的部分是您可以订阅某些警报的位置，这样当条件满足时，系统会向您发送电子邮件。

以下描述了何时电子邮件将被发送：
新闻： 勾选这个框您将会注册 CDX 讯息. 这个讯息是按周期发送的并且包含了重要的用户信息。
筛选器选项：分配给组织单位的用户只有在其组织单位受到影响时，才可以决定接收以下事件的电子邮件。

MDS 或者冲突矿产、扩展材料申报：
MDS/CMD/EMD 请求被拒绝： 您可以选择被通知当任何在您企业创建的请求被拒绝或仅仅那些由您创建的请求被拒
绝时。
自己的 MDS/CMD/EMD 请求到期： 您可以选择被通知当任何在您企业创建的请求到期或仅仅那些由您创建的请求
到期时，而且您可以设置提前多少天被通知。

MDS / CMD/EMD 批量请求：上传 MDS/CMD 批量请求后，您可以注册接收电子邮件通知。电子邮件包括一个附加
的 pdf 文档，其中包含有关批量请求的所有信息。 MDS/CMD 请求已接收： 您可以选择被通知当您的企业接收到
MDS 请求时。
接收的 MDS/CMD/EMD 请求到期： 您可以选择被通知当您企业接收的 MDS 到期并且设置提前几天被通知。

MDS /CMD/EMD 已拒绝： 勾选此框将使系统通知您当一个已发送或已提交 MDS 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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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CMD /EMD 已接受： 勾选此框将使系统通知您当一个已发送或已提交 MDS 被接受。
MDS/CMD/EMD 已接收： 勾选此框将使系统通知您当您的企业接收了一个 MDS。
CDX 到期通知 (仅企业管理员)： 勾选此框将使系统通知您当您企业的某一用户的有效截止日期已到。
基本物质：当您订阅物质集和/或法规变更的邮件后，您将定期（每周）收到系统发送的关于这类更新的邮件。

密码修改
每个 CDX 用户可以用此菜单修改他/她当前的密码。

修改视图
在 CDX 里您既可以管理材料数据信息（MDS）也可以管理责任材料信息（冲突矿物信息（CMD）和扩展材料信息
（EMD））。为了简化外观以达到更好的 CDX 的体验以及更合理的使用 RMD 和 MDS 功能，您可以在这里或者工
具栏上的设置按钮（
）根据个人需求来设置相应的视图。如果您只需要使用 CMD 或 EMD，则应该创建“CMD
和 EMD 视图”，而如果您更多使用的是 MDS，那么请创建“MDS”视图。默认预设的视图是“MDS 视图”。

通知
此菜单项将呈现给您来自系统当前的消息。

企业
只有具有用户管理员属性的用户才可以进入这个菜单。此菜单项处您维护关于您 CDX 企业的重要信息例如名称和地
址及 DUS 编码。您还用此功能创建组织单位。创建组织单位后，只有您添加了组织单位给用户 ID，组织单位才会生
效。当您查看您企业详情时，屏幕将看起来类似于以下：

在窗口的右边是企业注册信息。您不能更改企业名称和企业 ID。如果您需要修改企业名称，您可以发送请求至 CDX
Service Desk 并且如果它满足某些标准（例如唯一性和长度），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将为您修改。企业标识符是唯一
的号码且不能再分配。
此外，Bosch 供应商企业在他们的屏幕上会看到一个 “Bosch 供应商号” 以及一个 “SupplyOn SPIN ID”。他们是系统
自动生成的且无法修改。如果没有这些号码您就无法将 Bosch 作为一个接收人添加到您的 MDS，CMD 或请求里。
所有其他信息由您维护。对于“有效范围”，您可以选择时间范围来指定一个新创建的用户账户有效期是多久。那意味
着每个您创建的用户将得到一个有效期限。您可以选择是否为 90, 180, 365, 730 天。
下一部分是“S2S 密钥上载”–这是将 SCIP 卷宗直接上载到 SCIP 数据库的前提条件。该文件包括 3 列：法人实体名
称、法人实体 UUID 和钥匙。文件可以上传无数次，每次数据都会被覆盖。请使用
按钮上载您的 S2S 密钥
（csv 文件）。系统显示的是 SCIP 数据库中定义的公司名称以及上次上载 S2S 密钥文件的时间。由于 S2S 密钥可
以被覆盖，因此您将知道上次上载文件的时间。更多信息可在 ECHA 网站上找到 https://echa.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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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项目
如果你使用项目，第一步是创建项目。项目是请求的分组标准，在公司范围内有效。通过新建按钮，你可以创建新的
项目。为此，你必须给项目一个名称，然后按应用。项目名称出现在表格中，我仍然可以选择将该项目标记为过时。
第二栏显示了分配给每个项目的 MDS 的数量。用鼠标右键可以对项目进行编辑。
质量标准在公司管理员中引入了万用卡和机密物质的“最大允许范围”。这将支持公司决定覆盖 CDX 默认阈值的功
能。质量标准定义超出允许范围/公差是否会产生“错误”或“警告”，并允许公司可能决定不允许其供应商发送重量公差
或重量公差，物质范围存在问题的 MDS。质量标准在企业管理员中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可以在组织单元级别上设
置。如果公司管理员将“自动重量更新”（默认情况下为“关闭”）设置为“打开”，则所有不包含测量重量的节点
都将分配计算重量，前提是引用了供应商或自己的 MDS，这些 MDS 本身包含重量信息（测量重量=计算重量）。
通过在“接受前天数”字段中输入数字，公司管理员可以激活自动接受公司收件箱中的新 MDS，并定义收件箱中所
有新收到的 MDS 应在多少天后自动接受。该作业还将对根公司的所有组织单元执行。值可以是零（空）或包括“0”
在内的任何数字。默认值 null=无自动接受。如果字段为空，则禁用自动作业。此外，在接收方的 MDS 详细信息屏
幕中有一个“自动接受”复选框（在读取模式下），用于指明 MDS 是已被作业接受还是已被用户手动接受。
此外，当使用网络服务创建 MDS 或更新 MDS 时，公司管理员将默认为 "关闭 "的 "自动重量更新 "设置为 "打开"，所
有不包含测量重量的节点将被分配为计算重量，前提是对本身包含重量信息的供应商或自有 MDS 的引用（测量重量
=计算重量）。在用户界面中添加/引用节点不应具有这种机制。
如果标记的自有 MDS 默认创建为 100%声明，但未强制标记，则要求供应商仅提交 100%申报。这可以在检查规则
配置中配置为警告或错误。如果设置为错误，则不允许供应商向贵公司发送非 100%申报。创建新 MDS 时，应自动
将其设置为“100%”，标记为公司管理员中的配置。如果设置了 100%标志，则这适用于所有可用的组织单位，但可配
置。如果现在法规从警告更改为错误，则任何供应商都不能将其 MDS 发送到。
在屏幕中间，如果供应商必须提供与法规相关的信息，并且需要供应商的确认，则公司管理员可以选择（为整个公司
或具体为每个组织单元）。目前有以下通用法规：REACH 附件 XIV、REACH 附件 XVII、RoHS Future、REACH
SVHC、AD-DSL、IEC62474、RoHS、ELV、加州 65 号提案、GADSL、电池、包装和 IMO。如果贵公司要求考虑
公司特定法规，请使用“公司特定规则”菜单为您的公司添加新的或更改现有规则。

公司可以选择是否强制要求供应商在向收件人发回数据前回答查询清单中的每一个问题（查询清单中的问题需要回
答）。
此外，还有一个名为“SCIP 合规”的字段，它是 MDS 请求和 MDS 数据表中 SCIP 合规复选框的默认值。如果贵公司
要求提交 SCIP 合规申请，请选中此字段。
每个公司都可以指定一个通用的安全使用说明文本，以便 CDX 生成的 SCIP 卷宗可以使用该文本，而不是 SCIP 默
认的“无安全使用说明”，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法律声明。

CDX 用户将看到一个所有检查规则的列表，这些规则被标记为与规则相关，并在企业管理中的每个 OU 的配置表中
注册，其中显示了规则的名称以及在选定 OU 的作用域中配置的每个规则的可选“严重性”。
默认可配置值将显示在“（）”中。
用户单击每个单元格，在新打开的弹出窗口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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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用户将有一个列表，列出所有未标记为法规相关的检查规则，这些规则在企业管理的每个 OU 的配置表中注
册，显示 ID、名称、可选的“严重性”和“活动”标志。用户可以更改，如果这仍然是一个活动的可执行规则检
查，并可通过不同的可能值控制它的严重性，“E”为错误，“W”为警告和“I”为信息。
下一部分是有权访问 CDX 公司的用户及其联系信息的列表。此外，如果将它们作为 MDS 联系人选中，则它们将显
示在 MDS 的“供应商数据”选项卡上的联系人列表中。如果将他们作为合规联系人进行检查，则可以在合规联系人的
搜索中找到他们，并且客户将知道将他们的合规查询指向谁。建议您至少有一个用户被标识为合规联系人。如果您的
公司拥有有效的 CDX 许可证，您还可以导出用户列表，以帮助您管理用户。导出的列表包含最后登录日期等信息。
出于安全目的，建议停用不需要访问系统的用户。正如您从上面关于个人设置的章节中看到的，用户可以更改他们自
己的电子邮件，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离开公司后将可以访问您的 CDX 公司中的数据。有关如何停用用户的说
明，请参阅“管理-用户”部分。
在屏幕底部，您可以为公司的供应商定义和管理多个供应商代码。在左表中，您可以使用相应的按钮添加或删除供应
商公司（ 或 ）；在右表中，您可以为左表中标记的供应商添加（
）或删除（ ）供应商代码。也可以使用
按钮将现有的供应商代码列表导出到.txt 文件。默认情况下，供应商代码会附加到您对某个供应商的请求中，并在供
应商向您的公司提交 MDS 时附加。

冶炼厂管理
一旦注册和激活，任何企业管理员可以维护关于企业的冶炼厂信息和由每家冶炼厂生产的冲突矿产。为实现这一功
能，作为企业管理员登录 CDX 且在管理菜单上选择企业。查找冶炼企业并且通过在查找结果表中选择合适的条目并
点击结果表上方的相应图标到达详情页面。尽管您可能在线注册时已经注册了一家冶炼厂，您必须“发布”它以便供
应商在查找屏幕里可以找到它。 请参见发布冶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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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注册为冶炼厂，“冶炼厂”标签将显示（否则不可视）。对于冶炼厂除了注册过程中
和 。
(删除)三个按钮可用外，现在有两个新按钮：
为了添加一个新的冶炼厂点击

(添加),

(编辑) 以及

并且输入冶炼厂的数据。

为了添加冲突矿产到此冶炼厂在此弹出窗口中再次点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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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击

按钮，指定的冲突矿产将被添加到预先选择的冶炼厂中。

输入其他冶炼厂所需信息并再次点击

按钮，新添加的冶炼厂将显示在冶炼厂表中：

为了编辑或删除一家先前指定的冶炼厂，仅仅在表中选择适当的冶炼厂条目并点击
删除先前确定的一家冶炼厂的冲突矿产该方法同样适用。

用来编辑或

与冶炼厂注册相比，注册成功后冶炼厂数据将被自动保存，更新的冶炼厂数据必须通过点击
明同样适用于在冶炼厂中定义的冲突矿产。

删除。对于编辑/

来明确保存，此项说

发布冶炼厂
通常，对于一家新注册的冶炼厂，它的企业地址数据并没有被立即发布，意味着这些信息仍然可以更新。因此当地址
仍然可编辑时，发布冶炼厂中定义的矿物并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冶炼厂发布一个特定的矿物，冶炼厂自
身必须首先发布，伴随冶炼厂的发布，所有在冶炼厂定义的冲突矿产将自动发布。如果一家冶炼厂之前已经发布（联
系人信息仍然可编辑），那么其中一个新定义的矿物可以单独发布。.
按钮 用于发布冶炼厂以及由此冶炼厂生产的冲突矿产。只有发布的冶炼厂其定义的冲突矿产对于 CDX 其他企业才
有可能成为可视而且因此可以在其他企业的 CMD 结构中被引用。一旦一家冶炼厂被发布了，它的地址信息例如街
道，城市和国家不可以再被编辑。但冶炼厂的其他相关信息依然可以被修改而且冲突矿产仍然可以被添加/删除进/从
冶炼厂。
除了发布和编辑冶炼厂这 2 种模式以外，冲突矿产还有一个版本属性，一个新确定的冲突矿产的首版通常为版本
“0.01“。一旦它被发布，版本将变成“1“。编辑模式下的冲突矿产通常版本带有小数，而发布的版本通常总是整数。通
过编辑一个已经发布的冲突矿产，它的版本才将自动增加“0.01“。
只有在编辑模式下被保存的矿物可以被发布（如果所有者冶炼厂已经被发布），其他情况下发布按钮将不可用(

)。

如果已经发布了同一源金属的版本，则旧版本将被停用，以后将无法使用（这意味着 CDX 中的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
再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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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 4 种冲突矿产：钽(Ta), 锡(Sn), 钨(W) 和金(Au)。
对于每一种冲突矿产，根据矿物源的种类（未知，矿井，废料，回收的）和矿物是否无冲突的，有以下规定：

1. 每种矿物可能有多种来源而且每种来源必须单独输入，因为一家冶炼厂的矿物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2. 根据无冲突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否，未知）同种矿物也会被不同的看待。这些被认为不同的以及带有不同
的无冲突状态的同种矿物可以在一家冶炼厂共存。
3. 带有相同无冲突状态和矿物源同样为“矿井”的冲突矿产，如果他们有不同的矿井名和/或矿井国家，则该冲突
矿产也将被看作是不同的，他们同样可以在一家冶炼厂共存。

添加组织单位
在屏幕的左边是企业结构。此处没有组织单位，但是通过右击企业名称和选择添加组织单位 可以容易地纠正。
当您操作时，屏幕右边会发生改变。

你需要给它取个有意义的名字。此外，此时组织单元中没有用户。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供应商发送了一些东西到组织
单位，没有人能够看到它。这意味着在发送 MDS 时，不能将其放在组织单元中。要了解如何将用户分配到组织单
位，请参见“管理-用户”部分。

删除组织单位
为了删除一个组织单位，右击想要删除的组织单位并从菜单中选择删除。注意：如果删除选项不出现，保存结构然后
删除选项应该出现。

用户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创建和管理用户。此选项仅对具有公司管理员配置文件的用户可用。为了确保足够的备份，我
们强烈建议至少有两（2）个具有公司管理员配置文件的用户。公司管理员负责管理用户数据和配置文件，包括密码
重置。为了接收完整的用户概述并简化用户管理，公司管理员可以使用“搜索”按钮附近的
按钮导出“管理>用
户”菜单中的用户列表。

用户权限
在 CDX 中有 3 种类型的用户权限，企业管理员，标准用户和只读用户。

企业管理员
企业管理员可能但是不用必须是输入数据的用户 – 他们支持用户管理过程。他们的职责是创建用户 ID 和联系人，给
组织单位指派用户和重置密码。企业管理员的职责是维护用户和联系人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联络信息的准确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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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有义务维护用户的准确性以及联系人的邮箱和电话信息，还包括每位用户账号的“截至日期”。企业管理员是企
业代表且按照名称列出。 他们有所有的权限来管理其企业在 CDX 中的材料数据表，组织单位，用户和联系人。
强烈建议每个 CDX 公司至少有两（2）名公司管理员用于备份。虽然 CDX 服务中心提供为 CDX 公司更换公司管理
员的支持，但如果没有高级主管人员签署的文档，他们将不会这样做。

标准用户
带有标准用户权限的用户 ID 没有任何管理权限。有此权限的用户可以创建并发送或提交 MDS。此外，他们可以检查
和接受或拒绝发送到企业的 MDS（如果企业不是一个 Web Service 用户）。他们也可以创建请求和对到来的请求作
出响应。
尽管他们无法访问管理任务，但每个用户都可以通过主菜单中的“个人设置”选项更新其 ID 上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只读用户
此配置文件可由公司管理员提供给特殊用户。使用此配置文件，用户可以查看（但不能更改）自己公司创建的数据
表、查看已发布的数据以及查看公司接收和接受的数据表。此外，每个用户都可以更新其 ID 上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信
息。

创建用户
每个用户必须用他们自己的用户 ID，他们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系统。为了创建一个用户，从查找用户屏幕点击创建用
户 按钮。类似于如下的窗口将出现。

然后您需要填写适当的信息，如下表显示：
字段

描述

用户 ID

系统生成 – 还未指派

企业 ID

系统生成

企业

本企业名称且只读

组织单位

指派给标识符的组织单位

姓

用户的姓 (必需)

名

用户的名 (必需)

访问权限配置

使用下拉框选择适当的权限 (必需).

电话号码

用户的电话号码包括完整的国际拨号 (必需)

传真号码

用户的传真号码包括完整的国际拨号 (可选)

电子邮件地址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必需)

有效起始：

用户可以使用此标识符访问系统的起始日期

有效终至：

用户可以使用此标识符访问系统的终止日期

联系人

勾选此框如果用户应该作为联系人出现在供应商数据屏幕

合规联系人

勾选此框如果用户应该作为合规联系人列出

CMD/EMD 联系人

如果用户应当以联系人的身份出现在 CMD 和 EMD 供应商数据屏幕上，则要勾选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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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MDS 视图/CMD 视图
/EMD 视图

勾选任一框来选择哪一种视图将设为用户的默认视图（MDS CMD 视图可以）。用户可以在初
始化设置中为自己的账号修改视图。

上次登录日期

系统生成 – 显示用户上次登录的日期

当完成时，点击保存(

)，然后用户 ID 将被创建，在以下屏幕中您可以看到：

记下用户 ID! 您将在您的电子邮件中收到类似于以下的某些信息；用户会收到包含与 ID 相关的密码的类似邮件：

请注意此邮件不包含用户 ID。期望您传递此信息给您的用户。强烈建议用户从这里拷贝和粘贴密码。如果您忘记保
存生成的 ID，用户可以使用忘记用户 ID 按钮和电子邮件找回用户 ID。
当您返回到新用户的详细信息时，屏幕显示如下：

如“个人设置”一章所述，每个用户都需要设置有关数据保护的规则。只要用户没有确认作为联系人，您就会看到上面
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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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用户指派组织单位
为了看见发送给组织单位的请求，MDSs 和使用供应商数据标签上的组织单位，组织
单位必须指派给用户 ID。当您在用户详情的企业区域点击修改，清单将列出您 CDX
企业的所有组织单位。勾选所有应当指派给用户 ID 的组织单位并选择应用。

停用用户
一旦用户离开企业或不再需要访问 CDX，他们的用户 ID 应当被停用。建议参考以下
过程：
1.

查找出用户并查看详情。

2.

设置有效终至日期为今天的日期。

3.

保存。

4.

在查找屏幕中，不勾选”有效的“下面的框。

重置密码
为企业管理员所在企业的用户重置密码是企业管理员的职责。为了这样做，通过管理 > 用户 找到用户并查看详情。
在右下方有重置密码按钮，点击它，系统会发送密码至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维护用户帐号
在 CDX 里的每个用户帐户都有“有效期至”日期，这个信息必须由公司管理员来维护（默认是创建账号的 12 个月）。
在临近用户帐号的“有效期至”日期时，用户和公司管理员都会收到邮件通知用户帐户将会在未来几天内过期。在“用户
详细信息”中，公司管理员负责更改此类用户帐户的“有效期”日期。
此外，如果用户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登录 CDX，那么用户帐户会被停用。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和公司管理员都会收
到邮件通知用户帐户将会在未来几天内过期。用户应立即登录 CDX 以避免停用。 只有公司管理员才能重新激活这些
已停用的用户帐户。

信任用户
只有企业管理员有权访问信任用户。对这一功能有两种用例： 1. 信任用户是其他企业的用户（会出现在供应链中的
任何位置，没必要是直接客户），您给予特定的权利来允许其查看所有您树结构中的基本物质 – 也包括那些被标记
为“保密的”，不管结构被添加在哪一层级。
原则上我们认为您会信任您自己的 CDX 企业的所有用户，因此您 CDX 企业的所有用户将能够看到您企业里所有基
本物质的完整结构，即使那些被标记为“保密的”。因此该用例是针对其他 CDX 企业的用户，所以在查找中您不会找
到您自己 CDX 企业的用户。
使用此功能的第二个用例是查找其他企业的用户。一旦您开启了管理 > 信任用户，类似于以下的屏幕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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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管理
此选项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且允许您在组织单位之间移动 MDSs (自己的和接收的)。可能的用例是如果供应商发送
MDS 到错误的组织单位而且没有用户可以查看它或者如果其中一个用户忘记把 MDS 放在一个组织单位中，您可能
想这样操做。此外，如果您企业结构有了调整且您不得不重组您的 CDX 企业，您也可能需要这项功能。

MDS 管理屏幕将看起来类似于如下：

如果您点击 查找自有的材料数据表, 典型的查找屏幕将打开且您可以查找自有的 MDS，但是已接受方框将是灰色
的。通过点击您想要的那些来选择它们（多个选择需要您点击时按下 CTRL 键），然后点击应用。您的选择将出现
在顶部。突出显示您想要移动的那些。然后使用组织单位旁的下拉框来选择您想要移动 MDSs 到的组织单位，最后
点击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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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 /EMD 管理
这个选项只适用于企业管理员，允许将 CMD/EMD（所属的和接收到的）在组织机构间转移。当一个供应商将一个
CMD/EMD 发送到错误的组织机构下并且无法看到时，或者您的某个用户忘记将一个 CMD/EMD 放进组织机构里，
您可以执行该操作。此外，如果您的公司被抛售而您需要重新整理公司组织机构那么您也需要执行该操作。

CMD 管理和 EMD 管理屏幕类似如下图所示：

如您点击 搜索自有的 CMD（搜索自有的 EMD）或者 搜索已接收的 CMD(搜索已接收的 EMD)，一个搜索屏幕将会
弹出而您可以搜索所属的或者接收到的 CMD 。您可以通过点击他们以选中（要选择多条记录可以在点击的同时按住
Ctrl 键）然后点击 应用 。您选择的记录将会出现在顶端。选中您要转移的记录，然后从组织单位 选出 CMD 要转到
的组织机构， 最后点击 移动。

CDX 许可
在 CDX 中，注册用户可以使用冲突矿产管理的基本功能，也可以免费创建和发送材料数据表（MDS）。其他操作可
能需要付费。这些操作可能有不同的费用，费用/操作可能随时间变化。包括云母和钴报告在内的扩展矿物管理器可
以作为附加功能许可给拥有 CMD 管理器许可证的用户，它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价格详细的信息请访问 CDX
网页。系统里包含了许可订购流程。

CDX 许可选项仅针对有企业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有效。您的帐户有效期可以在管理 -> CDX 许可 里查到。这里您可以
为您的企业订购一个为期 30 天的免费试用测试许可。
CDX 许可界面上有三部分 – CDX 许可，订购，以及订单历史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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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DX 许可和订购标签页上您可以了解关于您的企业及其相对应的不同的许可。第一个（企业）信息是企业数据
（名称和 ID），以及关于已有的测试许可的详细信息。如果您的企业还没有申请测试许可，您可以点击“请求测试许
可”按钮来进行申请。您需要通过点击“是”的按钮立即激活 30 天有效期的测试许可：

>>>
企业信息旁边是有关您企业的已有以及即将有的 CDX 材料数据表许可和 CDX 冲突矿产申报的订购信息（如有）。

会显示以下信息：
许可证 ID 和许可证类型（系统生成的）
许可证期限（从…至…）
剩余天数（直到您的有效许可过期）
允许的最大供应商数（仅针对 MDS 许可）
当前的供应商数（仅针对 MDS 许可） – “Display Suppliers” 会打开一个单独的页面来显示您计入的供应商清单
可用的供应商数（仅针对 MDS 许可） – 剩余的供应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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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获得的许可证 – 显示已经订购的，但还没有启用的许可证。
在 CDX 许可和订购页面的下方可以下单并开始订购流程：

这里你可以选择需要订购的许可以及付款方式（发票或者信用卡），然后点击
处理，您需要确认您的订购请求。

发送您的订单。一旦开始

连同以下信息：

这之后的所有处理步骤都将发送到管理员的邮箱里。
和您企业有关的所有已完成的历史订购信息以及它们的关键信息会显示在订购历史标签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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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
凭有效 MDS 许可才可以使用该功能。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所有您公司的特定基本物质清单以及企业的法规。只有有企
业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创建和更新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这个功能在导航树或者分析 MDS 时是有用的。

要创建一个新的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请使用管理员菜单里的对应功能，并且点击。
为您的新的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输入一个名字。您也可以为您的新的清单输入一个版本号和/或有效期。该 ID 在清
单保存之后由系统自动生成。
您现在可以添加物质参考您自己的基本物质清单（多重选择是可行的）。

您将可以在 MDS 结构里的“筛选树”里找到您自己的基本清单，并且在“用途分析” 里查找或者为您公司特别重要的物
质分析所有的 MDS。在 MDS 请求里，您可以增加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给客户，包含在请求的 MDS 里有的或者没
有的基本物质。
您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开放权限向别家企业授权访问您的基本物质清单。请点击屏幕左手边的
加您要授权清单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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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保存了新创建的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已添加的企业可以访问您的清单并且从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里搜索查
看详情或者在 MDS 筛选树里使用。若要终止授权，需要将该企业从清单里删除。
注：如果一个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被附加到一个请求中，而访问该清单的权限被终止，那么该清单可以被看到，但
是不再能从请求里访问。

企业特定法规
只有企业管理员且持有有效的 MDS 许可才能使用该选项。在这里，您可以搜索、添加或更改特定于公司的法规，包
括豁免、查询列表和 IPC1754 相关使用描述符。有了这个功能，公司管理员可以创建公司特定的法规，尤其是基于
已有的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 的法规。公司特定法规会在 管理 > 公司 里显示，可以在这里为公司选择这些法规，每
个组织单位必须就这些法规制定供应商必须提供的信息。
当供应商将您的公司添加为收件人时，您的供应商将在 MDS 收件人数据中显示并确认为您的公司或组织单位定义和
范围内的法规。范围为“同质材料”的所有法规都与检查相关。如果物质是（半成）组件的子类，并且数据表中有“均质
物质”范围的规定，则检查规则将显示问题。此外，只有在法规引用的“均质材料”MDS 的范围内，才允许添加物质引
用材料，而不再添加（半成）组件。
要创建一个新的法规，请打开管理法规菜单，并点击“创建新法规”：

如果您想根据现有基本物质组/清单或现有法规创建法规，系统将要求您输入法规的名称和“有效起始”日期，并且您可
以选择“高级选项”。
如果您想这样做，请激活相应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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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
如果您选择基于一个基本物质组/列表来创建新的法规，那么现在就可以选择一个企业特定基本物质清单来包含一些
基本物质或者复制一个已有的清单到您的法规里。如果您选择根据已有的法规创建新法规，那么您需要选择合适的法
规。
您的新法规已添加到法规列表表中，双击可打开该列表以添加或删除某些基本物质。将显示“法规详细信息”选项卡，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和/或添加有关有效期、版本、法规范围、安全使用说明和其他信息。您可以看到和/或在您的法规
中添加确认和法规说明及附件：

底部的两个“添加”按钮提供将一种或多种基本物质或完整的基本物质组或列表添加到公司特定法规的功能。使用左侧
的“添加”按钮打开基本物质搜索屏幕，在该屏幕上，您可以使用已知参数（例如，CAS 号、名称、基本物质组/列
表）搜索特定的基本物质，以将其添加到法规中。单击右侧的“添加”按钮将打开一个屏幕，您可以在其中使用名称和/
或 ID 搜索特定基本物质组或特定于公司的基本物质列表。通过右键单击表格条目，您可以为法规中添加的基本物质
和/或组和列表输入限制、结束日期等。使用不同的“编辑”功能添加信息或值。

在豁免区域您也可以添加对法规豁免的信息到您的法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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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询列表”区域中，您可以使用法规中的“添加”按钮包括查询列表和语句：

在“使用描述符”区域中，可以管理 IPC1754“使用描述符”作为管理的附加属性：

使用描述符是法规的可选属性。要设置使用描述符，它们必须包含在使用描述符列表中。每个法规可以有 0 到 N 个
使用描述符列表。每个列表可以包含 0 到 N 个使用描述符。目前，只能管理与物质相关的使用描述符，对于物质级
使用描述符，请通过帮助菜单或电子邮件联系 CDX 服务中心 cdx-servicedesk@dxc.com。
使用正确的“添加”按钮添加使用描述符列表，或双击该列表或使用上下文菜单（鼠标右键单击）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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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顶部窗格中选择了使用描述符列表，则可以使用“添加”按钮或上下文菜单在底部窗格中添加或更改相应的使用
描述符：

你的新法规现在可以使用了。“法规列表”选项卡显示所有公司特定的法规。如果要查看所有版本的法规，或者只查看
当前、未来或历史（或它们的组合）版本，则可以选择。使用关联菜单可以查看、删除、复制到新版本或在此处发布
所有法规：

此外，所有条目现在都可以在您的公司管理屏幕中找到，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您的供应商需要遵守哪些法规，如果他
们需要确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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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DS 成分屏幕中，包括法规的逻辑删除（停用）以及对停用法规的豁免和确认的适当处理。.

CMD 质量配置管理器
这个选项仅对企业管理员可用。在这里您可以为 CMD 质量报告搜索然后变更（自己的）已有的配置或者创建您自己
的配置。配置管理器的界面和搜索分页以及详情分页的样式类似。搜索分页让您可以查找到所有您可见的已有的质量
报告配置并且修改它们。（包括所有您自己企业创建的配置以及系统所属的配置）详情分页让您查看这些配置的详
情。您可以通过增加或者删除个人法规来修改企业所属的配置。
您可以用以下参数搜索配置：
字段

描述

名称

您可以输入一个已知的配置名

ID

您可以输入一个已知的系统生成的 ID

日期从-到

您可以按配置生成的特定时间缩短搜索范围

来源

选择查看所有或者系统自有的或者公司自有的配置

模板版本

选择对应配置的模板版本

创建一个配置
若要创建一个自有的配置并且分配检查给这个配置，要使用在屏幕右下方的 “创建配置” 按钮：

要定义您的配置，请填入必要信息：配置名（必填），配置描述，该配置应该参考的模板版本。屏幕上半部分的所有
其他信息都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并且不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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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通过
按钮为您的新配置添加必要的检查。一个单独的窗口会弹出，在这里您可以为您的新质量报告配
置内容选择不同的法规。如果您搜索时没有选择任何选项，那么会显示所有的法规：

您可以按以下参数搜索特殊的法规：
字段

描述

名字

输入一个已知的法规名

ID

输入一个已知的系统生成的 ID

类型

选择以下条件： Is required; Is not allowed; Conditional required; Conditional not allowed;
Yes/No – Is yes; Yes/No – Is no; Pick List – Equals text; Pick List – Not equals text.

违规类

您可以选择以下类来仅搜索导致以下结果的规则：重大的、错误、警告、信息消息。

等级

按某个等级从 1 到 9 搜索法规（1=低，9=高）

组

按组搜索法规： Declaration Page Part A, Part B, Part C, Cross-Tab, Smelter List Tab

来源

系统生成的信息，法规产生的地方。

模板版本

为相应的法规选择您要查看的模板版本

日期从-到

您可以按配置生成的特定时间缩短搜索范围

一个质量报告配置可以按需定义很多个检查。只需要在结果里标出需要的法规（可多选）并点击应用到该配置。当您
选择应用所有以后，结果里的所有法规都会分配到您的配置里。要选择移除一个法规，需要在 CMD 质量配置管理器
详情分页里标出该检查，然后使用下拉菜单或者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从配置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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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具有违例等级“警告”的可用检查，公司管理员可以在公司自己的配置文件中更改违例等级以及严重性，具体
取决于公司的要求。要执行此操作，请双击表中的规则，或使用上下文菜单或鼠标右键单击。将打开一个单独的窗
口，其中包含有关所选规则的信息，可以在其中更改违规类和严重性：

缺陷报告管理器
这个选择只针对企业管理员开放。 您可以设置一个标准模板以用于生成缺陷报告 发送给您的供应商。缺陷报告管理
器窗口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选择缺陷报告”，您需要至少定义一种标准质量配置文件，用于根据贵公司支持
的 CMD 模板来生成缺陷报告。 该选择只能在缺陷报告管理器里修改。
在第二部分中，“发送信息”，您可以预先定义发送的信息，例如：
默认报告语言
应该抄送的电子邮件地址
应该回复的人的电子邮件和名字
主题 (系统生成的信息可以被当作占位符，例如 CMD 名字，请求者公司…)
报告语言
介绍标题 (这里也可以包含占位符，例如 CMD 名字，请求者公司…)
页脚文本
在“发送信息”区域提供的信息初期将包含在所有的缺陷报告中。他们可以在缺陷报告发送之前进行编辑。给定的信息
可以用窗口右下角的
按钮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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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报告
要成功使用组织单位，每个单位都必须要分配一名用户。只有分配到该组织单位的用户可以查看、接受或者拒绝
MDS 发送给组织单位。组织单位报告屏幕上显示所有未分配用户的组织单位，但却包含了已创建或者已接收的
MDS。
菜单 管理> 组织单位报告 是用于检查没有分配用户的组织单位。

企业管理员需要定期检查这个报告，分配组织单位未处理的 MDS。如果一位供应商将一个 MDS 发送给了一个没有
分配用户的组织单位，没有人会知道这个 MDS 已经被接收了。这是由于只有分配到该组织单位里的用户才能查看这
个组织单位的收件箱。如有需要，这个报告可以打印出来。

统计信息
显示您的 CDX 企业中与 MDS 以及 CMD 相关的统计数据，企业管理员可以选择不同的筛选标准，这在下表中描述：
字段

描述

所有的组织单位

勾选此框在您 CDX 企业所有的组织单位里来查找 MDS/CMD 统计数据

组织单位

如果 "所有的组织单位"不被勾选，您可以选择您企业的一个组织单位来查看为此组织单位的统
计数据

期间 / 从 – 到

您可以为您的统计数据限制一个规定的时间段。

资源

选择你想要查看的 CMD 或者 CMD 请求的统计日期。（只在 CMD 特定统计上可用）

来源

如果您要查看统计的日期为已接收，已发送或自己的 MDSs/CMDs 的话，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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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结果表将列出您想要其显示的所有组织单位的 MDS/CMD 数量，包括如下状态：已批准，还未被浏览，已被修
改，已被拒绝和被发送人取消。

关于 CMD 请求的信息将会显示以下状态：已接收，CMD 已附，等待验收，已完成，已拒绝，已删除，请求汇总，
以及请求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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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使用帮助程序
有几种工具可以帮助您在 CDX 中工作。

MDS 队列和集合管理器（ QCM ）
MDS QCM ( )在“MDS 视图”里可用且对于组织 MDS 和 MDS 请求以及提交的 SCIP 来讲非常有益。每个用户可以
使用他们自己的目录结构。MDS，MDS 请求和目录可以被移动和从一个目录拷贝到另一个目录。包含 MDS 和 MDS
请求的总数显示在目录名称后面的括弧内（这包括包含在目录内 MDS 和 MDS 请求）。双击打开 MDS 或 MDS 请
求。
移动 MDS，MDS 请求和目录是通过拖放来完成的。用户可以按住键盘上的“CTRL”来创建一个副本而不是移动它。
此处要明白的重要的一点是在创建一个副本时不是单纯对 MDS 或 MDS 的请求进行拷贝，而是在其他目录创建一个
链接到它的另外一个链接。还未被移动到某一个目录的 MDSs（自己的和已批准的）和 MDS 请求（自己的和已接收
的）可以总是在当前“未指派的“目录中找到。
开始，您需要添加一个目录。在树的顶部右击并选择添加。

然后您可以导航和移动 MDSs 从一个未指派的文件夹到一个适当的文件夹，这类似于您如何操作您的 PC。为了选择
多个条目，按住<CTRL>键同时点击这些条目。当选择完成，把它们拖到适当的目录。
此外，还有另一个名为“队列管理”的静态文件夹。此文件夹包括“SCIP 提交”文件夹。SCIP 提交文件夹可以包含多个
其他文件夹。文件夹名称是不同 SCIP 文件上载的不同创建时间。单击目录 SCIP 提交'的子文件夹，屏幕将显示如下
图所示。

SCIP 提交
SCIP 提交文件夹可以包含多个其他文件夹。文件夹名称是不同 SCIP 卷宗上传的不同创建时间。单击目录‘SCIP 提交
'的子文件夹，屏幕将显示如下图所示。
MDS 文件夹包含所有自己的 MDS，无论 MDS 是如何创建的（通过 MDS 创建屏幕手动创建，通过上传 API（xml）
自动创建，或通过 Excel 上传功能自动创建），之后如果要求为该 MDS 向 ECHA 提交 SCIP 卷宗（通过在上传的 xml
文件中加入属性 scipCompliance="true"。手动选择 MDS，然后按上传按钮，或将 SCIP excel 模板上传到系统），那
么该提交的细节应放在队列管理-SCIP 提交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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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信息”部分，表格上方将显示以下内容：



启动 SCIP 提交上载作业的用户的用户 ID



作业状态



取消或恢复作业的按钮。这些按钮只对公司管理员和上传了 SCIP 卷宗的用户显示。单击“按日期删除队列
条目”按钮，将出现以下屏幕。用户可以决定是否要删除所有超过 14 天、3 个月或 6 个月的条目。此外，用
户可以使用自己的日期。

单击“确定”按钮后，将出现以下窗口：



确认此窗口后，条目将被删除。



还可以从 QCM 中删除选定条目。右键单击选定的条目（数据表），然后单击“删除队列条目”。点击按钮后，
用户会再次被询问是否真的想删除条目。（见图）

重要提示：只有不处于处理模式的条目（创建状态为“已启动”或提交状态为“待定”）才会被删除
如果 SCIP 创建或提交状态失败，单击相关行将启用“重新启动作业”按钮。
如果提交失败且 ECHA 验证报告可用，则在每个相关提交的“提交状态”列中提供“ECHA 验证报告”链接。
单击该链接将显示一个单独的对话框，其中显示 ECHA 生成的所有验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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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S 导入
IMDS 导入文件夹包含计划和非计划文件夹。公司管理员可以使用 IMDS 导入屏幕创建导入作业。（导入/导出
MDS）作业可以执行一次（非计划文件夹）或每天/每周（计划文件夹）。每个执行一次的作业都将在一个新文件夹
中创建，包括执行日期和时间。计划作业有一个名为每天或每周的子文件夹，其中包含批处理 ID。所有执行都将显
示在每天或每周文件夹的不同子文件夹中（请参见下图）。

每天/每周文件夹的详细部分如下图所示。状态是作业的总体状态。单
击每天/每周文件夹中的日期/时间文件夹将显示此显式上载的状态。

作业信息包括有关作业的所有搜索参数的信息。此外，公司管理员可以删除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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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QCM 中的每个 IMDS 批量导入，用户可以通过按（修改 IMDS 访问凭据）按钮修改从 IMDS 导入数据所需的原
始提供的 IMDS 访问凭据（用户 ID、密码），点击该按钮后，系统会提示用户输入有效的用户 ID 和密码，并在
IMDS 系统中进行验证，验证成功后，用户应按（修改凭证）按钮进行修改。

一般来说，详细信息包括所有导入或必须导入的数据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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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贴板
剪贴板功能只在“MDS 视图”里可用可以用来保留材料数据表，基本物质和请求用来对其轻松访问。例如，经常使用
的材料可以保留在剪贴板以便在此部分在不同材料数据表中可以的再次使用。
如果您首次登录 CDX，您可以使用菜单 功能>剪贴板 来打开剪贴板。它将显示在您窗口的右手边：

下次您登录，剪贴板将是可视的并带有所有您上次登录拖动的信息。因此您可以从剪贴板使用您的常用数据而不用每
次都查找它们。
如果在 CDX 工作期间您不需要剪贴板一直出现的话，您可以使用剪贴板屏幕左下角的小箭头来收起它。
要从剪贴板移除任何输入，请使用

按钮。

查找树
此功能允许您在树中查找节点（用于 MDS）或冶炼厂（用于 CMD）。它是通过点击
窗口将打开：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开启此功能。类似于如下的

CDX 使用帮助程序 188

您可以查找树结构中的某一文本（建议在此使用通配符来查找），或者树结构中的名字，编号，MDS ID，节点 ID,或
CAS 号（针对 MDS）；金属，名字，国家，冶炼厂 ID（针对 CMD）。在树结构包含多个节点时，这会很有用。

基本物质组
在很多情况下用户需要知道您产品中某些特定基本物质（例如 RoHS, REACH, GADSL）在哪申报。虽然您可以通过
查找来完成，但这很乏味且耗时。对此，CDX 已经预先定义了不同的基本物质类以方便对特定物质的查找。对物质
的查找常见于查找基本物质，筛选树和用途分析。对于基本物质类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经常会有新的物
质被添加到某一物质类中。 经常使用的一些基本物质类有以下几种：
冲突矿物

GADSL： 需申报
GADSL： 被禁止
HKC Relevant
稀土元素及其化合物

REACH SVHC
RoHS

树形过滤器
物质过滤器允许您在树结构中找到某类的物质。例如，假设您想查看您的树结构中所有 RoHS 物质：

首先您需要展开整个树结构，然后从全球基本物质清单（默认）里选择 RoHS 组。这样所有 RoHS 类的物质将以红
色显示在以下摘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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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您自己企业的物质清单或者任何由企业授权访问的他们的清单。您也可以在 Tree Filter 中找出所有可能的
企业特定物质清单，当选择过滤项“公司特定物质清单”取代默认的“全球物质清单”。

配置查找结果
用户可以配置任何搜索结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尽管这里没有详细说明，但所有特定于搜索的结果的工作方式都类
似。如果单击视图，您将被允许更改结果表中的哪些列及其顺序并按特定列排序。若要从显示中删除字段，请单击该
字段（若要重新添加，请再次单击该字段）。如果在“搜索结果”屏幕中右键单击特定的 MDS，则将有另一组选项，
具体取决于执行的搜索类型。

输出查找结果
用户可以在
符号出现的位置导出搜索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此功能需要有效的 MDS 或 CMD 管理器许可证，
公司管理员可以在“管理>CDX 许可证”菜单中对其进行订购。导出的数据用与结果表中的视图相同的语言（和排序顺
序）表示。单击图标将打开类似于以下区域的区域，您可以在其中确定下一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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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特定的改进
供应商零件号接收人
某些企业需要来自他们供应商的零件号（内部号码）。在 CDX 里通过将对企业可见的零件/项目号标记为供应商零件
号接收人（SPNR）来实现这个需求。
如果贵司需要来自供应商的供应商零件号，你可以通过帮助菜单或者发送邮件到 cdx-servicedesk@dxc.com 联系
CDX 服务中心将自己公司标记为供应商零件号接收人。
当供应商创建了一个 MDS，并且添加了 SPNR 标记的企业到接收人，供应商零件/项目号将被从成分标签页里复制到
接收人数据页上的“传递信息”上。供应商（MDS 创建者）可以移除这些自动填入的号码，或者也可以添加更多的编
号。
对接收人企业，供应商零件/项目号会显示在接收人数据的传递信息上。

Bosch 集团 – 特定扩展
如果贵司供应 Bosch 集团，以下改进需要注意：

Bosch 供应商注册
Bosch 供应商企业需要通过 SupplyOn 通道在 CDX 里注册。只有在 CDX 里有 SupplyOn ID 的供应商才能在提交时
将 Bosch 列为接收人。其他企业会收到以下错误信息：只有 Bosch 的注册供应商才能将数据发送给 Bosch 。如果您
是一家 Bosch 的供应商企业但是没有 SupplyOn ID (会在企业管理员的公司详细信息管理 > 公司 菜单里显示) ，请联
系 Bosch.

由客户提供的 MDS
为了简化流程，在 Bosch 集团的用户可以对供应商发布或接收他们自己的 MDS。供应商企业可以使用那些在他们自
己的 MDS 里显示为 “由客户提供” 的 MDS。下列搜索界面上一个额外的字段是让所有供应商用来搜索这样的 MDS
的： MDS 搜索，组件，半成组件，材料搜索。

一个级别申报
如果您要向 Bosch 集团发送一个级别申报，您需要添加至少一个含有更详细信息的文件附到 MDS 里。如果没有附
件，则在执行检查例程时将出现警告消息。

零件/项目号
Bosch 集团的供应商可以在接收人指定零件/项目号里不仅输入单一数字，也可输入一个数字范围。例如：

>
输入的号码应输入为 1-10 字母数字字符（必须是相同的上限和下限）不允许任何“A-Z”，“A-Z”和“0-9”以外的）后跟 3
个数字。输入号码范围将被系统检查。如果你输入错误的数字，你会得到一个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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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Bosch 要求其供应商遵守相关特定法规。之前使用的 N2580 模板信息现在会要求在 CDX 系统里。 要创建一个组件
或者一个材料 MDS，Bosch 的供应商应该使用法规向导，在这里会指导用户按 Bosch 特定法规操作并要求规定的信
息。.

企业特定接收人数据
当您在一个 MDS 里添加 Bosch 作为接收人时，您会发现一个名为“企业特定” 的部分出现在接收人数据里，在这里需
要为企业特定法规填写相应信息：

并回答每个企业特定法规的问题：
是否以遵守法规? –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提供相关数据? – 是 / 没有申报义务/使用了其他申报格式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法规相关的问题没有回答，那么检查时都会返回一条错误记录，从而阻止您将 MDS 发送或提交给
Bosch.

法规基本物质概览
有关与 Bosch 特定法规相关的物质详细信息，您可以在 Functions > Regulation Basic Substance Overview 菜单
里找到。请选择 “Company specific” 以及各自的企业 (Bosch) 。在下拉字段 “Regulation” 里所有 Bosch 特定法规都
可被选。结果表中显示了所有与已选法规相关物质的名字, CAS No., EU-Index, Einecs-No. Node ID, Synonym, D/P
(可申报/禁止), 以及条目, 限值, 法规过期日：

如果您的企业有有效的 MDS 许可，您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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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安全
以下段落描述了系统是如何屏蔽外来的操纵以及应用程序内部采用的基于权限的数据访问的保护机制。

物理安全性
CDX 计算机安置于 DXC 自己的服务管理中心(SMC)。 DXC 服务管理中心保证服务器的物理安全性并为其提供相应
的配套基础设施(网络的可用性, 针对系统故障的防护等)。只有授权的人员(系统管理员) 可以在此设备上执行操作，
保障设备不受物理操纵或防止操作系统受到损害。

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CDX 系统使用 Unix 操作系统. 只有 DXC-管理员有权在操作系统级别上对其执行访问. DXC 标准操作程序保护系统
使其免受来自外部的非法入侵。

数据库的安全性
CDX 系统使用 Oracle 数据库。只有系统和数据库的管理员有权对其执行访问。所有授权用户都受到德国联邦数据保
护法第五项法规的保护(德国数据隐私法)。

网络的安全性
网络的安全性需要从三个不同方面来考虑：防火墙，数据传输以及网络服务器。

防火墙
所谓防火墙是对两个网络间的通信交流进行规范的一个或一组系统。 防火墙中使用了两种控制机制：一种是用来拒
绝数据，另一种是用来开放数据流。防火墙将内部非公开的网络和公共的网络隔离开，同时，对授权的通讯进行过
滤。在此情况下防火墙在对可能来自外部的侵入和受保护的 CDX 数据之间起到了作为第一缓冲区的作用。每一对
CDX 系统所做的访问都被纪录下来并可用来之后对其进行分析。

数据传输
CDX 系统使用了 HTTPS 数据传输协议进行编码。防火墙的设置确保了仅有授权的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 CDX 应
用程序。HTTPS 编码有三个作用：1) 远程鉴别 (请查看 www.cdxsystem.com)； 2) 确保没有第三者能够读取数据；
3) 对传输数据所做的每一项修改都做了纪录(通过使用散列编码)。

网络应用服务器
选定的 J2EE 服务器通过提供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和其他防护手段来确保系统的安全使用。

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CDX 中的公司必须在系统中注册它们自己的用户。新注册的用户或老用户在重置密码之后，将得到一个有效期为 90
天的密码。新密码必须不同于之前的密码，含有 8 到 20 个字符（大写和小写字母）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数字。密码区
分大小写并且需要是 ISO8859-1 中的字符。
作为基本规则，允许由唯一用户名和密码标识的授权用户访问 CDX 数据资源。根据用户的数据访问配置文件和数据
项的所有权授予对特定 web 区域和/或数据项的访问权。只有具有特定配置文件的用户才允许对应用程序中的特定数
据执行某些操作（请参见用户配置文件）。

CDX 用户手册 – 版本 7.8.2 / 2022 年 7 月

CDX 安全 193

CDX – 附加服务
除了提供 CDX 系统外，DXC 可以帮助您实施技术来支持您在满足各项标准和法规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更多有关
所有涉及 CDX 的附加服务信息请参见我们的网页： www.cdxsystem.com。

项目支持
DXC 提供整合及咨询服务以便为 CDX 用户在设计和实施最优化流程及围绕数据整合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持。DXC 可
以帮助客户使其在使用 CDX 系统时在数据采集，输入和报告上所做的开销和花费降到最低。

CDX Web 服务
为了使用 CDX 的 Web 服务，您的企业必须至少要下一个订单。请到 CDX 信息页 > CDX System > Ordering 来参
见我们的定价明细表。

CDX Web 服务的传输协议为 HTTPS。因此为了获得 Web 服务的相应的 HTTPS-响应，使用 Web 服务的客户须发
送 HTTPS-请求到预先指定的 URLs 上。在此基本的通讯信息格式是 XML。 XSDs 将用于对信息内容格式的定义
（使用合适的工具可以将已使用的 DTDs 变换到 XSDs）。Web 服务的实施技术采用 SOAP。
CDX 中的 Web 服务基本上被分为两类：下载服务和上传服务。这两者的的不同之处在于：上传服务传输文件从客户
机到服务器而且会接收一个包含关于输入如何被处理的响应文件（在传输成功的情况下响应文件提供一个确认并包含
有关新创建的记录的信息，在传输失败的情况下返回的响应文件包含了对传输故障的描述）。使用下载服务时客户仅
需指定一个想要从服务器上理应可以获取的文件（此信息可以通过 URL 传输）。好的情况下（服务器上有此文件且
客户持有相应的权限）该文件将被传送给提出请求的客户机，否则客户机将收到相应的错误信息（服务器上没有此文
件或出于某些原因该文件不能被传送给提出请求的客户机）。
关于此项服务的用户手册可以在此找到 CDX  How To Start  System Information  Web Service，也可参见
我们的 CDX 信息页.

上传
上传将以批处理的方式执行。这意味着上传采用异步的 Web 服务的工作方式。上传文件到服务器后，客户机会收到
一则关于文件已被接收的确认（例如“您的任务已被接收。”）。上传文件被处理完后，客户可以在系统中查看到关于
该文件的处理信息。

下载
有不同的文件可以被下载。使用下载的文件使用户可以在其企业自己的内部系统中独立工作。所有企业的常用的下载
文件（核心数据）将在固定时间（通常为午夜服务器时间）由系统创建。这些文件将仅包含相关核心数据的最近版
本。
企业特定的相关文件将根据企业的请求而生成。最后一次生成文件的时间将标记保存到与企业相关的表格中并且该时
间将作为该企业下次提出下载请求的起始点。根据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文件的生成可能会被拖延至系统中有很少访问
用户的时间（例如周末）。生成的文件将在系统中保留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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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 基本信息
以下部分包含了关于 CDX 系统的一些基本信息。

CDX 的使用条款
为了避免 CDX 数据用于其他活动（例如地址数据），每位 CDX 用户必须在首次登录时同意 CDX 的使用条款。使用
条款也可从 CDX 登录窗口中的链接获取。

使用 CDX 的浏览器版本
以下浏览器已被测试并保证 CDX 的所有功能。其他未列出的版本还未充分测试。



Microsoft Edge （当前版本）



Mozilla Firefox (当前版本)



Google Chrome (当前版本)

但是，CDX 中的大多数功能都能通过这些浏览器使用。明确不支持的浏览器是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IE （11）
或更旧的版本。
所有支持 CDX 应用的浏览器版本可以在信息页 (www.cdxsystem.com) 找到，通过 CDX System  Release Notes.

语言
CDX 应用程序本身的语言可以选择：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日语、韩语和中文。选择后
所有的标签、菜单、按钮等都将以这种语言出现。但是，CDX 假设所有数据输入都只使用英语。数据字段不接受扩
展字符，如西里尔文或中文。CDX 也不转换数据字段中的条目。
联机帮助文件有英文版本。显示的语言取决于登录时选择的语言。在浏览器设置中需要允许弹出窗口，因为用户手
册在用户浏览器中显示为 PDF 文档。

60 分钟无工作后自动退出
为了确保系统对所有 CDX 用户可用，没有在 CDX 中执行任何操作的用户将在 60 分钟后自动退出系统。

选择一个条目
双击一个条目将显示该条目的详情。您也可以右击该条目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显示选项。

灰色图标 / 符号
如果产品结构中的节点符号以灰色显示，那么引用的材料数据表或基本物质已被删除。

基本物质
基本物质不能以等同于组件，半成组件或材料的方式来创建。如果您在 CDX 中找不到您需要的某一基本物质，请在
执行查找时使用唯一确定的标识名称，例如物质的 CAS 编号。如您需要请求将基本物质添加到清单中，请使用功能
菜单里的基本物质请求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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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性能指数
使用 CDX 的 PC 网络接入能力标准化为一个 ISDN 容量（64Kbit/s）。如果系统出现运行缓慢，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
素。（例如，您自己公司的互联网连接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互联网服务器的性能）。为了测试性能，CDX 提供了
一个自我测试，你可以在系统中执行。在分析中，你还可以看到比较值。
网络性能测试可以在登录 CDX 后通过点击帮助菜单中的“网络性能指标”后才会发现。结果浏览器窗口中包含您的电
脑上的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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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中检查规则列表
如 MDS 和 CMD 所述，您可以随时使用工具栏中的
按钮或 MDS/CMD 菜单中的“检查”功能检查您的结构，但在
发送或提交之前，这也是必需的。除了对树形结构中的各种项目进行可编校性检查外，如在供应商或接收者数据屏幕
中输入的重量、数量、公差、回收信息、分类、成分的有效状态、错误结构和缺失数据，系统还对每种附属于 MDS
的物质执行多项检查，取决于法规的范围。

规则检查 MDS（注意：大写的单词是实际值的占位符）：
检查物质到期日，如果物质到期日在检查日期“>”之后，如果是 P/E 标记的物质，则将向用户显示信息消息：“根据法
规给出物质到期日。请遵守。”
检查物质到期日，如果物质到期日在“<”检查日期之前，如果有 P/E 标记的物质，则将向用户显示信息消息：“根据法
规，物质不得超过日期。”
检查阈值，如果物质是均质材料/半成组件或组件，则根据监管范围计算物质的实际份额。然后将其与法规中规定的
物质阈值进行比较。如果达到或超过限值，则向用户显示信息信息：“管制物质计算量超过限值限值”
检查缺失豁免，如果 P/E 标记的物质需要豁免但未设置豁免，则将向用户显示信息消息：“请检查法规，标记为豁免
的物质需要豁免。”
检查缺少的使用描述符，如果可以使用描述符，但没有为 P/E 标记的物质设置使用描述符，则将向用户显示信息消
息：“根据规定，物质可能需要使用描述符。”

历史规则检查
上述规则可针对给定的内部发布的 MDS（CDX Release 6.0 发布后发布的所有 MDS，2018 年 10 月）执行，与内部
发布时在范围内的规定相反。
用户需要将法规视图从“当前”切换到“内部发布”，然后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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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词汇
这部分列举了 CDX 系统中用到的一些专业词汇。

100% 申报
每一个 MDS 都能被定义为“100%申报”，这意味着，MDS 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在基本物质的层级上有其相应的定
义。对于一个 100%申报的 MDS 来说，在同一层级上是不能有总合低于 100%或者总重量低于父节点/MDS 总量的节
点或引用。

基本物质
基本物质是那些自然形成或经加工处理所得的化学元素或化学物的组合. 它包括了所有为维持物质稳定性而带有的必
要附加成份,但排除了那些可以从材料中分离出来而不会降低其稳定性或改变其构造的有关溶剂. 如果一个 MDS 被定
义为 100%申报，为了能够发布该 MDS 来自其树结构的顶级节点的每条路径都必须以基本物质作为该路径的终点。

CMD (冲突矿产声明)
一个 CMD 是贯穿供应商链的用来表明用于产品内的冲突矿产来源的信息。目前定义的冲突矿产质包括：钽（Ta），
锡（Sn），钨（W）以及金（Au）。

CMD 请求
这个功能让一个 CMD 接收人可以和他的供应商启动一个“Pull” 流程。CMD 接收人指定在一个 CMD 请求里要求的属
性，比如模板版本，申报范围或者 CMD 截止日期。由 CMD 供应商附上一个符合请求要求的 CMD。

组件
一个组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集合或者一个被定义了重量的部分。一个组件可以由几个不同的组件，半成组件，材料以
及基本物质组成。

EMD 请求
该功能使 EMD 接收者能够与他的供应商启动一个 "拉 "的过程。EMD 接收者在 EMD 请求中指定预期的特征，如模
板版本、申报范围或 EMD 的截止日期。EMD 供应商会附上一份符合要求的 EMD。

香港公约
(HKC，香港国际船舶安全和环保拆船公约)
香港公约是一项规范船舶回收的国际公约。HKC 在船舶方面将取代“巴塞尔公约”。目前，依据“巴塞尔公约”的条款，
正在拆除的船舶被视为废物。这将导致对有关船舶回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因此，海事组织在香港举行会议推行公约。此公约被认为将在 2015 年生效。部分公约要求用文件来对贯穿整个供应
链的某些物质作出明确的记录，以便得到一个允许船舶营运和之后拆解的认证。从本质上来看 CDX 为船舶制造业遵
守该公约的要求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参见 -> MD, SdoC）
更多信息请查看 http：//www.imo.org/about/conventions/listofconventions/pages/the-hong-kong-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and-environmentally-sound-recycling-of-ships.aspx
以及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ships/pdf/Convention.pdf

IPC1754 ( E, F, G 类)
IPC1754 标准数据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类别表示：E、F、G。
E 代表所谓的“产品声明”。该类别不报告产品中的单个物质/物质组，但给出有关产品的一般说明。一般语句由所谓的
查询列表形式化。一个例子是 IAEG®提供的 AD-DSL（航空和国防申报物质清单），包括“您的产品是否含有放射性
物质”等问题？“或”您的产品中是否使用了 AD-DSL 中提到的物质？答案是预先定义的，可以是“是”、“否”或“未知”。
F 是一种所谓的部分材料申报（PMD），要求供应商仅报告由 AD-DSL 等清单定义的可申报物质。
G 是完整的材料披露（FMD），要求供应商报告物质的全部重量，尽管 AD-DSL 等参考清单中未涵盖的物质可能被
聚合为占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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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 支持所有三个类，尽管导入类 E 将导致只有供应商和请求者信息的空 MDS。

材料
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需要输入材料，材料最好是由熟悉材料内容的制造商进行输入。对于公共规范或标准制造的材
料，必须使用标准的 MDS。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是按照公共的规范或标准制作的，并非所有的公共规范或标准都能
100%描述材料中的物质。

MD (材料声明)
材料声明是依照香港公约要求的一个特别报告。起源于 ERVESIS 项目，CDX 的 MD 是按照德国劳氏船级社发布的
MD 的格式进行发布的， 因此 MDs 是船舶制造业方面的特别报告。（参见 -> SDoC）

MDS （材料数据表）
MDS 是一个构成一个产品完整的信息包的逻辑数据单元。一个 MDS 包括一个顶级节点以及其供应商和收件人信
息。顶级节点还可能包含其他的 MDS 或物质的不同节点或引用。 MDS 是受版本控制的。如果有一个包含的数据发
生了变化，那么一个新的 MDS 版本将产生。如果一个版本已发送和接收或发布，那么你将不能再对其进行编辑。

MDS 请求
此功能使 MDS 的收件人能向他的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数据要求。 MDS 的收件人指定他期待的的数据特征，如名称，
零件号或 MDS 请求的 MDS 的截止日期。 MDS 供应商要么引用现有的 MDS，要么用 CDX 创建一个 MDS 来匹配所
要求的规格。

节点
节点是 MDS 树结构中创建的元素。它只能使用在该 MDS 的树结构中，但是可以被当成是一个 MDS 的引用来使
用。与真正的 MDS 的引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节点的内容可以被修改。

密码
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很容易被识别定位. 因此, 保护您的系统及 CDX 是至关重要的. 建议使用的保护方法是使用一个
8 到 20 位字符的密码. 密码中应该混合使用字母和数字. 通过点击“新密码” 按钮或由客户管理员在用户配置文件中使
用密码重置键可以创建生成新密码. 密码将只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与用户 ID(ID)对应的电子邮件地址上, 因此用户
时刻要保证他们在 CDX 中的联系信息的准确性。

REACH-SVHC （高度关注的物质）
在 CDX 中，由于 GADSL 标记“有义务申报”和”禁止”. 使用者可以在支出凭证屏幕里搜索 REACH-SVHC 或分析包含
REACH-SVHC 的 MDS/模块. 由于所有与汽车工业相关的 REACH-SVHC 都将添加到 GADSL 里, GADSL 类别和
REACH-SVHC 标记将共同显示在 CDX 里. 在成分屏幕里, 无论选择何种筛选方式, REACH-SVHC 都将会在产品结构
树里以下划线标出. 所有的 SVHC - 即使他们还不是 GADSL 的部分- 必须不被标记为机密。

引用
引用是一个用于描述已创建在其他地方的，已发布的或已接收并被采纳的附着到某树结构（顶级节点之下或树的某个
子节点下面）的一个 MDS 的链接。

RMD（责任材料申报）
责任材料申报支持责任矿产倡议（RMI），并协助冲突矿产和扩展材料申报的数据收集过程。

SCIP 数据库 (产品数据库中的关注物质)
修订后的欧洲委员会（EC）废物指令（“废物框架指令”）要求所有欧盟产品生产商和进口商输入所有将 REACH 候选
清单物质含量超过 0.1％w / w 的物质和复杂产品归类为集中物质的产品注册信息 数据库–所谓的 SCIP 数据库。
SCIP 数据库将收集和维护此“产品和关注物质”信息，并根据要求为废物处理运营商和消费者提供访问信息的途径。
该信息旨在减少进一步的有害化学污染并促进循环经济。 SCIP 本质上是 REACH§33 执法计划的一部分，从 2021
年 1 月 5 日开始，要求为该 EEA 生产或进口该 EEA 的公司向该数据库提交所谓的 SCIP 卷宗。CDX 支持 SCIP 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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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交。

SDoC （供应商的合格说明）
这是船舶制造业基于香港公约要求的的一个特殊报告。基本上，一个 SDoC 是一个供应商的合法声明，它声明该供
应商的一个，多个或者所有的产品均符合香港公约的要求。由于 SDoC 涉及到产品，MD 应该包含这些产品以便对其
其合格说明作出记录。

半成组件
一个半成组件是以长度，面积或体积为单位进行使用的（而组件是以数量单位进行使用的），如导线是以米为单位而
油漆是以克为单位。

严重程度
在 CMD 质量报告功能里这是一个违规的系统等级严重程度，严重程度从 1（低）到 9（高）都是有效的。这个可以
由企业管理员按企业法规更改。

SUI (安全使用说明)
安全使用说明书是详细说明含有危险物质的产品的安全使用的文件。在 CDX 中，SUI 可以作为文档附加在 MDS 详
细信息中（“附件”部分）。附加 SUI 的 MDS 可以在搜索结果中由 MDS 名称后面显示的图标（ ）标识。公司特定
的法规可以配置为要求 SUI。

树结构
树结构是每个 MDS 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是对那些包含在产品中且本身也带有单个节点和引用的组件，半成组件，材
料和基本物质的一个结构性的描述。

违规类
在 CMD 质量报告功能里，这是一个关于违规的系统级别。下面的分类是有效的条目：致命的，错误，警告，信息。
而不是“致命的”的企业法规可由企业管理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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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信息
CDX 网页以及附加服务和其它工具
www.cdxsystem.com

联系方式

CDX 服务中心
email： CDX-ServiceDesk@dxc.com
或者 CDX 系统>帮助>发送邮件到服务中心

联系信息
DXC Technology Germany

EntServ Deutschland GmbH
CDX Team
Alfred-Herrhausen-Allee 3 - 5
65760 Eschborn
Germany
dxc.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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