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原备案证号相开管审投备〔2022〕44号作废）
 

备案证号：相开管审投备〔2022〕81号
 

项目名称：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生产
高端智能控制器、智能家居控制器项
目及智能控制器研发中心项目

项目法人单位：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020-320563-35-03-576173 法人单位经济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谈浜路西
，泗荡泾路北

项目总投资： 85000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 计划开工时间： 2021

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因战略发展需求，拟在相城区北桥街道谈浜路西，泗荡泾路北地块购置56.05亩建设用地，新建厂房总建筑面积110380.32平方米，其中研发中心建筑面积
3410.76平方米（拟利用办公大楼3-4层）。用于建设生产高端智能控制器、生产智能家居控制器及智能控制器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8.5亿元，其中:高端智能
控制器投资49872.33万元、智能家居控制器投资23703.25万元、智能控制器研发中心投资11424.42万元，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项目计划2021年8月开工，预计
2024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年生产高端智能控制器(汽车智能控制器、医疗智能控制器、工业智能控制器、新能源智能控制器)3010万套，智能家居控制器
5990万套。项目将按规定完成水土保持方案、环评、能评等审批手续。

项目法人单位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
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要求： 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

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全。 202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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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信息单
 

项目已完成备案  项目代码：2020-320563-35-03-576173
 

（本代码仅作为项目建设周期内的身份标识，不作为项目立项的依据。）
 

查询二维码

一、 项目名称

审核备类型  备案类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高端智能控制器、智能家居控制器项目及智能控制
器研发中心项目

主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  民间投资

赋码日期  2020-11-26 赋码部门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拟开工时间（年）  2021 拟建成时间（年）  2024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谈浜路西，泗荡泾路北

国标行业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
造 所属行业  电子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85000

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因战略发展需求，拟在相城区北桥街道谈浜路西，泗荡泾路北地块购置56.05亩建设
用地，新建厂房总建筑面积110380.32平方米，其中研发中心建筑面积3410.76平方米（拟
利用办公大楼3-4层）。用于建设生产高端智能控制器、生产智能家居控制器及智能控制
器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8.5亿元，其中:高端智能控制器投资49872.33万元、智能家居
控制器投资23703.25万元、智能控制器研发中心投资11424.42万元，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项目计划2021年8月开工，预计2024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年生产高端智能控制器(汽
车智能控制器、医疗智能控制器、工业智能控制器、新能源智能控制器)3010万套，智能
家居控制器5990万套。项目将按规定完成水土保持方案、环评、能评等审批手续。

用地面积（公顷）  3.74 新增用地面积（公顷
）  3.74

农用地面积（公顷）  0

项目资本金（万元）  26000 是否技改项目  否

资金来源  企业 其中财政资金来源

备案目录级别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备案目录分类  内资项目

备案目录  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权限内内资项目备案

二、 项目(法人)单位信息

项目(法人)单位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法人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三证合一) 项目法人证照号码  91320507251361791P

经济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法人)单位联系
人  林长春 手机号码  18913137812

电子邮箱  lincc@sim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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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名称及产品型号：UV 三防胶 SK-UV400 

化学品英文名称：Anti-corrosion paint SK-UV400 

供应商名称：南雄市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广东省南雄市精细化工园发展二路七号 

电话号码：0751-3884688 

应急电话：0532-83889090 

传真号码：0751-3884999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物理化学危险性：高闪点可燃液体，遇明火易燃烧 

健康危害：吸入、皮肤接触及食入均有害 

环境危害：—— 

危险性类别：/ 

标签要素：/ 
象形图：/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危险信息：高浓度蒸气可能造成头痛、恶心、嗜睡、动作不协调和无意识、视觉与皮肤刺激等,

会由皮肤吸收达中毒量。吞食或呕吐可能导入肺部，会造成意识丧失及致死。长

期直接接触会伤及周围（手、脚）神经。 
警示词：/ 

燃爆危险：/ 

第三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化学品名称：UV 三防漆 
纯品□ 混合物√ 

组成 浓度或浓度范围（成分百分比） CAS NO： 

1，6-己二醇二丙烯酸酯 20-35 3048-33-4 

乙氧基乙氧基乙基丙烯酸酯 15-45 7328-17-8 

甲基丙烯酸异冰片酯 10-30 7534-94-3 
 

第四部分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撤离现场，转移到通风及空气新鲜处；如有异常或呼吸困难，给予吸氧；若呼吸停

止，立即由受训过的人施予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则施予心肺复苏术，并立刻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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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1.撤退至安全距离或受保护的地点灭火 
2.位于上风处以避免有毒的分解物 
3.隔离未着火物质 
4.安全情况下，将容器搬离火场 
5.以水冷却周围火场的贮槽或容器 
6.未着防护设备的人员不可进入 

灭火剂：用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不适用水灭火 

特别危险性：/ 

消防人员防护装备：穿消防防护服，戴眼罩、面罩 

第六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1.消除所有引燃源，应急处理人员需穿戴特殊防护装备 
2.确定是由授训之人员负责清理工作 
3.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4.对泄漏区通风换气 
5.限制无关人员进入，直至外溢区完全清洗干净为止 

环境保护措施： 
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排水沟、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泄露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 

少量泄漏：尽可能将溢漏液收集在密闭容器内，用砂土、活性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液，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联系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预防泄露措施：加强、完善管理，严格执行操作流程，使用安全可靠的防泄漏安全装置 

皮肤接触: 

1.用流动的清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2.如果出现刺激症状或持续应立即就医 

眼睛接触：分开上下眼睑，用清洁、流动的清水充分地进行冲洗，如疼痛持续应立即就医 

食入：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已丧失意识或痉挛，不可经口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ml 的水。 

4.若患者个发性呕吐，让其身体向前倾以减低吸入危险，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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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1.加强通风，作业场所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设备应为防爆型。 

   2.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

事任何焊接、切割、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3.佩戴适当的劳动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训练,保持走

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4.远离火种、热源，工场所严禁吸烟，工作区应有”禁止抽烟"标志。 

   5.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 

   6.采用密闭式操作，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积聚。 

   7.搬运时要轻装轻御，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8.作业避免产生雾滴或蒸气，在通风良好的指定区内操作并采最小使用量，操作区与贮存分

开。 

   9. 贮存容器不使用时保持紧闭，不要将受污染的液体倒回原贮存容器。 

   10. 操作区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的设备。 

   11.使用兼容物质制成的贮存容器，分装时小心不要喷洒出来。不要以空气或惰性气体将液

体自容器中加压而输送出来。 

   12.操作区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的设备。 

   13.作业避免产生雾滴或蒸气，在通风良好的指定区内操作并采最小使用量，操作区与贮存

分开。 

储存注意事项：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以及阳光无法直接照射的地方，远离热源、发火源及不相容

物。 
   2.贮存设备应以耐火材料构筑，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防爆设备和安全的电器系统 
   3.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

至安全的地方 
   4.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5.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远离升降机、建筑物、房间出口或主要通道贮存 

   6. 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检

查所有新进容器是否适当标示并无破损 

   7. 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贮存容器装溢漏物 

   8. 贮存于适当且标示的容器；保持密闭，避免容器堆积及受损，空桶应分开贮存并保持密

闭 
   9.依化学品制造商或供应商所建议之贮存温度贮存，必要时可安装侦温警报器，以警示温度

是否过高或过低 
   10.避免大量贮存于室内，尽可能贮存于隔离的防火建筑，贮桶接地并与其它设备等电位连

接 

   11. 贮槽需为地面贮槽，底部整个区域应封住以防渗漏，周围须有能围堵整个容量之防溢堤 

第八部分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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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控制方法：操作时注意通风，使用不会产生火花，接地之通风系统，并与其它通风系统分

开；.排气口直接通到窗外供给充分新鲜空气以补充排气系统抽出的空气。尽可能机械化、自动

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佩戴防护面罩 

手防护：防渗手套：材质建议以丁基橡胶，天然橡胶、及橡胶、聚乙烯、聚氯乙烯等 

眼睛防护：化学安全护目镜 

皮肤/身体防护：橡胶材质连身式防护衣、工作靴 

特殊防护措施：工作后尽速脱掉污染之衣物，洗净后才可再穿戴或丢弃，且须告知洗衣人员污

染物之危害性。处理此物后，须彻底洗手。工作场所严禁抽烟或饮食 

第九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黄色 闭口闪点（℃）：>93℃ 

相对密度(水=1): 0.95±0.10（25℃） 燃点（℃）： 469℃ 

固体含量：＞99% 爆炸上限%（V/V）：8.0% 

溶解性：不溶于水。能与酯、酮、醚混溶 爆炸下限%（V/V）：0.9% 

第十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常温 5℃-40℃、常压下稳定 

危险反应：/ 

避免条件：静电、火种、阳光直射、水汽 

不相容物质：氧化剂 

危险的分解产物：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气体 

第十一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皮肤刺激或腐蚀：长时间的直接接触，有可能使皮肤角质层失水，导致皮肤脱皮现象，蒸气及

液体会刺激眼睛粘膜 

吸入：毒性低，主要是抑制中枢神经，会导致头晕、眼花及恶心，危害人体呼吸道。 

食入：会导致喉咙痛、恶心及腹泻，吞时或呕吐时可能倒吸入肺部，造成严重的肺刺激，损坏

肺组织或死亡。 

致癌性：—— 

生殖毒性：—— 

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炎 

第十二部分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低毒产品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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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和降解性：环保公司处理 

潜在的生物积累性：当释放至土壤中或水中，其流布预期是以挥发为主 

土壤中的迁移性：—— 

第十三部分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危险废物 

废弃处置方法：用控制焚烧法处理 

第十四部分运输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包装类别：/类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特殊运送方法及注意事项：1.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2.远离热源、火种，避免阳光直射，与氧化剂隔离运输 

3.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4.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五部分法规信息 

适用法规：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等法规 

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第十六部分其他信息 

1、 制表单位:南雄市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2、 修订日期：2017/09/01 

3、 ＂――＂表示无相关医学报告或信息。 

4、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5、 使用时，请依据工艺要求自定最适合程序或控制方法以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和安全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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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 Prism® Medical Device Instant Adhesive 

 
 

 

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号 :  298880 

V001.5 

修订: 16.09.2020 

发布日期: 27.10.2021 

 

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 4011 Prism® Medical Device Instant Adhesive 

 

推荐用途: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 

 

制造商/进口商/分销商代表公司 

汉高粘合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928号2B（即1幢）105室 

201204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中国  

 

电话： +86-21-2891 8000 

传真： +86-21-2891 5137 

电子邮件: ap-ua-psra.china@henkel.com 

 

 

生效日期: 16.09.2020 

 

应急信息： 应急电话：+86 21 2891 8311 (24小时)。 

 

 

 

 

第二部分 危险性概述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根据 GB 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危险分类 危险类别  靶器官  

易燃液体 类别 4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类别 2A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一次性

接触 

类别 3  呼吸道刺激 

急性危害水生环境 类别 3   

 

标签要素根据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象形图  

 
 

信号词: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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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说明: H227 可燃液体。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335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预防措施： P210 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面。禁止吸烟。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P264 处理后要彻底洗手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之处使用。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P280 戴防护手套，防护眼罩和防护面具。 

 
 

事故响应： P302+P352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 

P304+P340+P312 如吸入：将受害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休息姿势。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就医 

P305+P351+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

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32+P313 如发生皮肤刺激：求医/就诊。 

P337+P313 如仍觉眼刺激：求医/就诊。 

P362+P364 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370+P378 在发生火灾时：用干砂，干粉或抗溶性泡沫灭火。 

 
 

安全储存： P403+P233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密闭。 

P403+P235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保持低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废弃处置： P501 在适合的处置和废弃设施内，按照可用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废弃时的产品特
性，废弃处置内容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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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信息: 混合物 

根据 GB 13690-2009 公布的有害物质： 

 

有害物成分 CAS-No. 含量  GHS 分类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90- <= 100 % 易燃液体 4 

H227 
皮肤腐蚀/刺激 2 

H315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2A 

H319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一次性接触 3 

H335 

增稠剂 

专有组分 

  2.5- <  10 % 急性危害水生环境 3 

H402 

对苯二酚 

123-31-9 

  0.025- <   0.1 % 急性毒性 4; 经口 

H30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1 

H318 

皮肤敏化作用 1 

H317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2 

H341 

致癌性 2 

H351 

急性危害水生环境 1 

H400 

对水生环境有慢性危害 1 

H410 

 
 

 
只有那些根据 GB13690-2009分类为有害的物质才被列入该表格。关于危险性说明（H词组）代号的全文请参考第 16部分“其他信息

”。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不要强行将粘住的皮肤拉开。涂上肥皂后用钝的物体如勺子，将其轻轻拉开。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固化时放出热量，由此引发燃烧的可能性较小。 

 粘合剂从皮表去除后，按常规方法处理灼伤。 

 如果嘴唇粘住，用温水洗浸，并用口水尽量润湿。 

 将嘴唇轻轻剥离，不要强行将嘴唇拉开。 

 
 

眼睛接触： 如果眼睛被粘住，盖一块湿布，并用温水洗浸眼睑。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会粘附于眼部蛋白质，引起流泪。眼泪有助于粘合剂的松解。 

 保持眼睛紧闭直至眼睛松解，一般需1~3天。 

 不要用强力将眼睛分开。可以寻求医生帮助以免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残留在眼睑内

部。 

 
 

吸入：  移至新鲜空气处，如症状持续寻求医生帮助。 

 
 

食入：  确保呼吸通道不被堵塞。产品会在口腔中立刻聚合，几乎不可能发生食入。唾液缓
慢地将固化的产品从口腔中分离（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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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氮氧化物、刺激性有机蒸气。 

 
 

灭火剂: 泡沫，灭火干粉，二氧化碳 

雾状水 

 

灭火方法: 万一着火，用雾状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注意事项: 消防员必需佩戴带正压的自给式呼吸设备(SCBA)。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确保足够的通风。 

不得使产品排入下水道。 

 
 

消除方法： 不得用衣物擦抹。用水淹没泄漏物以完成聚合反应并刮净地面。固化的物料可被作

为非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当使用量大时，推荐采用（低级别的）通风。 

 使用推荐的设备将皮肤或眼睛的接触风险降至最低。 

 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 

 参见第8部分的建议。 

储存注意事项: 请参阅技术数据表 
 

 

存储/运输时的控制温度: 保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场所，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容器不用时保持密闭。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有害物成分 国家标准 GBZ 2.1-

2019  

ACGIH  NIOSH  OSHA  

对苯二酚  1 mg/m3TWA   

 2 mg/m3STEL    

 1 mg/m3 TWA   无 

 

工程控制： 如果全面通风不足以维持蒸气浓度低于既定的接触限值，采用正压倒灌式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确保足够的通风。 

 

眼睛防护： 戴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戴防护设备。 

 
 

手防护： 推荐使用腈类化学防护手套。 

 大量使用时推荐采用聚乙烯或聚丙烯手套。 

 不得使用PVC，橡胶或尼龙手套。 

 请注意化学防护手套的实际使用寿命可能由于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而缩短。 

 
 
 

其他防护 :  个人防护设备的选用必需至少遵守下列法律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个体防护设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应遵守良好的工业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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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个人防护设备的象形图：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性状： 液体 外观： 无资料 

蒸发率: 无资料 气味: 无资料 

pH 值： 不适用 熔点（℃）： 未测定 
沸点（℃）： > 149 °C (> 300.2 °F) 密度 ： 1.1 g/cm3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

=1）： 

无资料 饱和蒸气压（kPa）: 无资料 

闪点（℃）: 80 - 93 °C (176 - 

199.4 °F)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爆炸下限％（V/V）： 无资料 爆炸上限％（V/V）： 无资料 

水中溶解度 有水存在时发生聚合。  粘度： 90 - 140 mPa.s 
自燃温度：: 无资料 可燃性::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 无资料 分解温度： 无资料 

VOC: 本体型胶粘剂 

α-氰基丙烯酸类 

装配业 

<= 20 g/kg , GB 33372-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在推荐贮存条件下稳定。 
 

避免接触的条件： 正常储存和使用条件下保持稳定。 
 

禁配物： 当存在水、胺、碱金属和酒精时将发生快速放热聚合反应。 
 

 

分解产物： 碳氧化物。 
 

聚合危害: 当存在水、胺、碱金属和酒精时将发生快速放热聚合反应。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信息 
 
 

 

毒理信息： 

无实验室动物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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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息： 

无资料  

 

 

 

急性毒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数值类型 值  

 

接触途径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LD50 

LD50 

> 5,000 mg/kg 

> 2,000 mg/kg 

经口 

 
经皮 

 
 

大鼠 

家兔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1 （急性经口毒性
）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2 （急性经皮毒性

） 

对苯二酚 

123-31-9 

LD50 

LD50 

367 mg/kg 

> 2,000 mg/kg 

经口 

 
经皮 

 

 

大鼠 

家兔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1 （急性经口毒性

）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2 （急性经皮毒性

） 
 

 

皮肤腐蚀/刺激：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轻微刺激性 24 h 家兔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4 （急性经皮刺激

性/腐蚀性） 

对苯二酚 

123-31-9 

无刺激性 24 h 家兔 Weight of evidence 

 

 

严重眼睛损伤/刺激：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刺激性 72 h 家兔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05 （急性的眼部刺

激或腐蚀） 
 

 

呼吸或者皮肤过敏：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测试类型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非致敏性  豚鼠 未规定 

对苯二酚 

123-31-9 

致敏性 豚鼠最大

值试验 

豚鼠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06 (Skin 

Sensitisation) 

对苯二酚 

123-31-9 

致敏性 小鼠局部

淋巴结试
验 

小鼠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29 (Skin 
Sensitisation: Local 

Lymph Node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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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细胞突变：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研究方法 代谢作用/接触时

间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阴性的 

阴性的 

阴性的 

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assay (e.g Ames 

test) 

哺乳动物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

染色体畸变试验 

 

有或没有 

有或没有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71 （细菌回复突变

试验）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76 （哺乳类动物细

胞体外基因突变试验）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73 （哺乳类动物细

胞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 

对苯二酚 

123-31-9 

阴性的 

阴性的 

阳性的 

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assay (e.g Ames 

test)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
染色体畸变试验 

哺乳动物细胞基因

突变试验 

有或没有 

有或没有 

有或没有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71 

(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Assay)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73 （哺乳类动物细

胞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476 （哺乳类动物细

胞体外基因突变试验） 

对苯二酚 

123-31-9 

阳性的 

阴性的 

阳性的 

腹膜内 

口服：强饲法 

腹膜内 

 
 
 

小鼠 

大鼠 

小鼠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74 

(Mammalian Erythrocyte 
Micronucleus Test)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78 

(Genetic Toxicology: 

Rodent Dominant Lethal 

Test)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83 

(Mammalian 

Spermatogonial 

Chromosome Aberration 

Test) 
 

 

重复剂量毒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接触途径 接触时间/处理频率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对苯二酚 

123-31-9 

NOAEL=50 mg/kg 口服：强饲

法 

13 w5 d/w 大鼠 未规定 

对苯二酚 

123-31-9 

NOAEL=73.9 

mg/kg 
表皮的 13 w6 h/d, 5 d/w 大鼠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OECD Guideline 411 

(Subchronic Dermal 
Toxicity: 90-Day Study)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信息 
 

生态信息： 

禁止排入下水道、地表水、地下水。 

 

生态毒性: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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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危害效应： 

无资料  

 

 

毒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数值类型  值  急性毒性研

究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增稠剂 

专有组分 

LC50 350 mg/l 鱼类  高体雅罗鱼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3 （鱼类,急性

毒性试验） 

增稠剂 

专有组分 

EC50 69 mg/l Daphnia 48 h 大型溞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2 （蚤类急性
活动抑制试验） 

增稠剂 

专有组分 

NOEC 100 mg/l Algae 4 d 羊角月芽藻（新名称：近头状

伪蹄形藻）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1 （藻类，生

长抑制试验） 

增稠剂 

专有组分 

EC50 170 mg/l Algae 4 d 羊角月芽藻（新名称：近头状
伪蹄形藻）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1 （藻类，生

长抑制试验） 

增稠剂 

专有组分 

EC0 100 mg/l Bacteria 30 min  未规定 

对苯二酚 

123-31-9 

LC50 0.638 mg/l 鱼类 96 h 虹鳟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3 （鱼类,急性

毒性试验） 

对苯二酚 

123-31-9 

EC50 0.134 mg/l Daphnia 48 h 大型溞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2 （蚤类急性
活动抑制试验） 

对苯二酚 

123-31-9 

EC50 0.335 mg/l Algae 72 h 羊角月芽藻（新名称：近头状

伪蹄形藻）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准则 

201 （藻类，生

长抑制试验） 

对苯二酚 

123-31-9 

EC50 0.038 mg/l Bacteria 30 min  未规定 

 
 

 

持久性和降解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接触途径 降解性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不容易生物降解 需氧的 57 %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准则 

301 D （快速生物降解性：密闭

瓶试验） 

增稠剂 

专有组分 

 需氧的 < 1 % OECD 301 A - F 

对苯二酚 

123-31-9 

快速生物降解性 需氧的 75 - 81 % 欧盟 方法 C.4-E （“快速”生

物降解性密闭瓶试验） 

 

生物富集/土壤中迁移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LogPow 生物富集因子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温度 测试方法 

氰基丙烯酸乙酯 

7085-85-0 

0.776    22 °C 欧盟 方法 A.8 (分配系

数) 

对苯二酚 

123-31-9 

0.59     欧盟 方法 A.8 (分配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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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产品处置： 根据当地及国家法规进行废弃处置。 

 

污染包装处置： 使用后，含有残留物的试管、罐头、瓶子应作为化学污染废物，在指定的废物处理

场所废弃处置。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不属危险货物。 
 
 
 

 

海运IMDG分类： 

不属危险货物。 
 

 

空运IATA分类： 

 

类别： 9 

包装类别： III 

包装说明（携带）： 964  

包装说明（货运）： 964  

UN号： 3334 

标识： 9 

正确货物运输品名： Aviation regulated liquid, n.o.s. (氰基丙烯酸酯) 

其他信息 IATA:  内含不超过500ml 的用这种运输方式是非危险品，可能被运不受
限制。 

 

运输注意事项： 交通运输需组照当地或者国家法规。确保容器不泄漏，坍塌，或
在运输时被损坏。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下列法律法规对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储存、运输、装卸、分类和标志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14 年 8 月 31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月 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4 年 4月 24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第 32 次常务会议通过）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第 54 次常务会议通过）。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所有成分已经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或者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中豁免。 

 

 

第十六部分 其他信息 
 

填表时间: 27.10.2021 

填表部门: 中国区产品安全和法规事务 

 
 



 

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号
: 298880   V001.5 

 

4011 Prism® Medical Device Instant Adhe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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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该安全技术说明书仅依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要求编写。它提供了该化学品在安全、健

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推荐了防护措施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本文中所
含的信息不保证任何其它的产品特性。对于任何其它管辖区或国家的基本法律及出

口法律的合规要求，不提供任何的保证。请在出口前确认该安全技术说明书提供的
信息是否符合贸易双方所在管辖区的基本法律或其它法律要求。请联系汉高产品安

全和法规事务部门获得额外帮助。本信息的公开是基于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及产品
发布时的有关资料。仅从安全要求的角度描述产品，不担保任何其他的特性。本文

中所含的各种数据仅供参考，并被认为是可靠的。对于任何人采取汉高公司无法控

制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汉高公司恕不负责。自行决定把本品用在本文中提及的生产
方法上，及采取本文中提及的措施来防止产品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

和人身伤害都是用户自己的责任。鉴于此，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所有因销售汉高品
或者特定场合下使用汉高产品而出现的所有问题，包括针对某一特殊用途的可商品

化和适用性的问题，均不承担责任。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任何必然的或者意外的损
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都不承担责任。 

 

其 他：  第三部分词组代号解释如下： 

 

H227 可燃液体。 

H302 吞咽有害。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335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H341 怀疑导致遗传性缺陷。 

H351 怀疑会致癌(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险，那么说明会产
生这一危险的接触途径)。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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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化学产业株式会社.

日本大阪府东大阪市长田东3丁目1番7号
.

.

以下测试之样品是由申请者所提供及确认 :芯片元件贴装用接着剂.

SGS工作编号  :.

型号  :.

SP20-019793 - SH.

Seal -glo NE7300H.

样品接收日期  :.
测试周期 :.
测试要求  :.

2020年07月01日.
2020年07月01日 - 2020年07月07日.
根据客户要求测试.

测试方法  :. 请参见下一页.

测试结果  :. 请参见下一页.

测试结果概要：.

测试要求. 结论.

GB 33372-2020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符合.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授权签名.

Lucy Yu俞君屏.
批准签署人. . .

附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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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测试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SN1. SHA20-120313.009   红色膏体本体型.

备注：
(1) 1 mg/kg = 0.0001%
(2) MDL =  方法检测限
(3) ND = 未检出 ( < MDL )
(4) "-" =  未规定

GB 33372-202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测试方法  :. 参考GB 33372-2020附录E本体型。
.

测试项目.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结论.

限值.
100

单位.
g/kg.

MDL
1

009.
2
符合

除非另有说明，此报告结果仅对测试的样品负责。本报告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可部分复制。.
检测报告仅用于客户科研、教学、内部质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仅供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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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照片:.

SHAEC2012031318

SHA20-120313.009.

此照片仅限于随SGS正本报告使用.

***报告完   ***.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FM109-AB

编号：FMHF/JSZJ/B/08/2018-MSDS-AB

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名称 聚氨酯密封胶

产品型号 FM-109AB

企业名称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102号

电话号码 0551-63812856

传真号码 0551-64450566

邮箱地址 fuminghf002@sina.cn

2. 成分/组成信息

主要成分 CAS 比 例

A组份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101-68-8 40-60%

环氧大豆油 8013-07-8 10-30%

磷酸三异丙基苯酯 68937-41-7 10-30%

B组份

蓖麻油 8001-79-4 100%

3. 危险性概述

物质危险 N/A

对人和环境有害的相关信息

对于呼吸吸入，摄取、或者是皮肤吸收都可能是有害的。该物质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都

有刺激作用。

附件6-5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4.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下所有受污染的衣物。 用水和无研磨的肥皂轻轻地彻底清洗。 确保再次使用前清洗

好受污染的衣物。

眼睛接触 若发生眼睛接触，用大量的水冲洗并保持眼睑张开。 小心，不要让清洗的污水流入另

一只未受影响的眼睛。 若症状持续，就医。

吸入 若吸入，移离污染区域。

食入 不要驱吐。 立即用水漱口。 就医。

医疗建议 对症治疗。

急救设备 洗眼和标准的盥洗设备。

5. 消防措施

适用的灭火介质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特殊危害 一氧化碳 CO。

特殊保护装置 戴自给式呼吸器。

6.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毒面具，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

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内。若有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砂子、锯屑、粘土等覆盖吸收后清除。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在通风良好的指定区域内也应尽量少用。 防止点火源和静电积聚。 容器应贴上标签。

未使用时保持容器密闭。 佩戴适当的保护设备防止吸入及接触到皮肤和眼睛。 当使

用此类产品时, 确保维持高标准的个人卫生。即在饮食, 吸烟或者上厕所前, 必须洗

手。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在凉爽，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

8. 接触控制与个人保护

中国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名称 CAS TWA (mg/m3) STEL (mg/m3)

二苯基甲烷 101-68-8 0.05 0.1

工程控制 严加密封，保持通风良好。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呼吸系统防护 此产品不含有需控制的危险成分。

眼睛防护 建议佩戴有侧边保护的安全眼镜、护目镜或全面罩保护。

身体防护 在衣服可能被污染的地方穿合适的防护服，包括防护围裙。

手防护 推荐使用胶皮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立即清洗。

9. 理化特性

外观 黄色透明液体；

气味 无味道

使用温度范围（℃）-60～120

闪点 ˃190℃

沸点 ˃300℃

自燃温度 本产品不自燃，燃点˃200℃

主要用途 线路板的灌封

易燃极限(上限) 无资料提供

易燃极限(下限) 无信息提供。

20℃时的密度 A组份：1.15g/cm3 B组份：0 .96g/cm3

水中溶解度 不溶或微溶，与水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有机溶剂溶解度 可溶于许多溶剂

10. 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在正常操作和储存条件下稳定。

禁配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 应避免高温，水。

聚合危害 不会发生。

分解产物 可能包括无数脂肪族和芳香族的混合物，二氧化碳及残留小量异氰化物。

危险的反应 可与强氧化剂反应。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11. 毒物学资料

毒物学信息 该产品无可利用的毒性资料。

吸入 蒸汽对呼吸系统有害，并刺激呼吸系统。

食入 咽下本产品可能刺激胃壁，导致恶心和呕吐。

皮肤 刺激皮肤并引起发红及搔痒。 该产品可使某些敏感个体过敏。

眼睛 可刺激眼睛。 眼睛接触该产品可引起流泪、刺痛、视力模糊及发红。

长期影响 长期反复接触该物质可引起皮肤刺激。 长期反复接触操作中产生的蒸气可恶化呼吸

紊乱的症状。

12.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 该产品无资料可提供。

生物降解性 该产品无资料可提供。

迁移性 不溶于水。

环境保护 不要让该产品进入排水沟、水路或下水道。

13.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 中国：工业废物

废弃注意事项 不可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不可排入下水道。必须按当地条例用适当的焚烧炉进行焚

烧处理或在允许的地方填埋。

14.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编号 未分配

危险代码 未分配

运输资料 公路铁路运输规则不属于危险品。

15. 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中国:该产品中的所有成分均被登记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IECSC）中。

GB 16483-2000:《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

GB 12268-2005:《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3690-92:《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T 15098-94:《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原则》

危险短语 R36/37/38 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有刺激。



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MSDS创作日期：2018-11-01

... 说明书结束 ...

安全短语 S23 不要吸入气体/烟/蒸汽/喷雾。

S26 若与眼睛接触，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并就医。

S36/37 穿上合适的保护衣服和手套。

S45 若发生事故或感到不适，立即联系医生或毒物信息中心。

16. 其他信息

文中所含资料是依据我们现有知识编写的,这些资料不应作为一些特定规格的保证，也

不赋有法律责任或合同关系。如英文版和中文版有差异，请按中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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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富铭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霞路与佛掌路东

.

.

以下测试之样品是由申请者所提供及确认 :聚氨酯.

SGS工作编号  :. SP21-032257 - SH.
FM109-AB.型号  :.

:. .

样品类型  :. 本体型胶粘剂-其他-聚氨酯类 / 本体型胶粘剂-装配业-聚氨酯类.

样品接收日期  :.
测试周期 :.
测试要求  :.

2021年10月15日.
2021年10月15日 - 2021年10月20日.
根据客户要求测试.

测试方法  :. 请参见下一页.

测试结果  :. 请参见下一页.

测试结果概要：.

测试要求. 结论.

GB 33372-2020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符合.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授权签名.

Helen Liu 刘海鹏.
批准签署人. . .

附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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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

测试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SN1. SHA21-223171.001   黄色液体.

备注：
(1) 1 mg/kg = 0.0001%
(2) MDL =  方法检测限
(3) ND = 未检出 ( < MDL )
(4) "-" =  未规定

GB 33372-202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测试方法  :. 参考GB 33372-2020附录E。.

测试项目.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结论.

限值.
50

单位.
g/kg.

MDL
1

001.
ND.
符合.

除非另有说明，此报告结果仅对测试的样品负责。本报告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可部分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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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照片:.

SHAEC2122317104

SHA21-223171.001.

此照片仅限于随SGS正本报告使用.

***报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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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水基清洗剂 文件编号

SK-2030WS ST-C-MSDS-037A

化学品名称及产品型号：半水基清洗剂 SK-2030WS
化学品英文名称： Semi-water-based cleaning agent SK-2030WS
供应商名称： 广东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南雄市精细化工园发展二路7号

电话号码： 0751-3884688
应急电话： 0532-83889090
传真号码： 0751-3884999

物理化学危险性： 不燃烧

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及食入均有害

环境危害： ——

危险性类别： /
标签要素： /
象形图： /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危险信息： /

警示词： /燃爆危险： /

/
化学品名称： 半水基清洗剂

纯品 混合物

挥发物成分 浓度或浓度范围（成分百分比） CAS NO：
去离子水 90～95% 7732-18-5

丙二醇单甲醚 3～7% 107-98-2

复合活性剂 2～3% 68084-34-4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总和/≤0.5%
不含有

/

甲醛/(≤0.5g/kg) 不含有 /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0.5% 不含有 /

附件6-7



半水基清洗剂 文件编号

SK-2030WS ST-C-MSDS-037A

吸入： /

灭火方法：/
灭火剂： 常规方法灭火

特别危险性： /
消防人员防护装备：穿消防防护服，戴眼罩、面罩。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1.确定是由授训之人员负责清理工作
2.限制无关人员进入，直至外溢区完全清洗干净为止

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排水沟、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泄露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

少量泄漏： 尽可能将溢漏液收集在密闭容器内，用砂土、活性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液，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 联系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预防泄露措施： 加强、完善管理，严格执行操作流程，使用安全可靠的防泄漏安全装置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1.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
事任何焊接、切割、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2.佩戴适当的劳动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训练,保持走
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3.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
4.搬运时要轻装轻御，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储存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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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

1.用流动的清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2.如果出现刺激症状或持续应立即就医
眼睛接触：分开上下眼睑，用清洁、流动的清水充分地进行冲洗，如疼痛持续应立即就医

食入：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已丧失意识或痉挛，不可经口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ml 的水。

4.若患者个发性呕吐，让其身体向前倾以减低吸入危险，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半水基清洗剂 文件编号

SK-2030WS ST-C-MSDS-037A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以及阳光无法直接照射的地方。

2.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
至安全的地方。

3.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4.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 远离升降机、建筑物、房间出口或主要通道贮存。

5.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检

查所有新进容器是否适当标示并无破损。
6.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贮存容器装溢漏物。

7.贮存于适当且标示的容器；密封，避免容器堆积及受损，空桶应分开贮存。

工程控制方法： 操作时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
手防护： 防渗手套，材质建议以丁基橡胶，天然橡胶、及橡胶、聚乙烯、聚氯乙烯等

眼睛防护： /
皮肤/身体防护： 橡胶材质连身式防护衣、工作靴

特殊防护措施： 工作后尽速脱掉污染之衣物，洗净后才可再穿戴或丢弃，且须告知洗衣人员污
染物之危害性。处理此物后，须彻底洗手。工作场所严禁抽烟或饮食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闭口闪点（℃）：无

相对密度(水=1): 1.05±0.1（25℃） 燃点（℃）：/

固体含量： / 爆炸上限%（V/V）：/

溶解性： 溶于水。 爆炸下限%（V/V）：/

稳定性： 常温 5℃-40℃、常压下稳定

危险反应： /
避免条件： /
不相容物质： 氧化剂

危险的分解产物： 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气体

急性毒性： ——
皮肤刺激或腐蚀： /

吸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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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水基清洗剂 文件编号

SK-2030WS ST-C-MSDS-037A

食入： 会导致喉咙痛、恶心及腹泻，吞时或呕吐时可能倒吸入肺部，造成严重的肺刺激，损坏

肺组织或死亡。

致癌性： ——
生殖毒性： ——
慢性中毒： /

生态毒性： /

持久性和降解性： /

潜在的生物积累性： /

土壤中的迁移性： ——

废弃物性质： 危险废物

废弃处置方法： 用控制焚烧法处理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 /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

包装类别： Ⅲ类

海洋污染物（是/否）： 否

特殊运送方法及注意事项： /

适用法规：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等法规

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1、 制表单位:广东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2、 修订日期： 2021/12/06

3、 ＂――＂表示无相关医学报告或信息。

4、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5、 使用时，请依据工艺要求自定最适合程序或控制方法以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和安全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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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基清洗劑 TP-F202

無錫市拓普化工有限公司

聯絡資料

地 址：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錫港東路 280號 郵 編： 214194

總 機： 0510-83796382 傳 真： 0510-83793793

網 址： http://www.wxtp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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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市拓普化工有限公司
水基清洗劑 TP-F202

說明資料

產品簡介：

TP-F202 是一款強力高效“水基清洗劑”，本產品使用複合相變技術環保清洗劑，

本產品通過添加特殊表面活性劑（滲透劑）作為核心材質，能夠有效將電子工業有可

能涉及的紅膠、松香、油污、助焊劑、助焊膏等殘留完全清除。

使用設備：

手工擦拭清洗、印刷機線上清洗、超聲波全自清洗機。

本品在超聲波機中可加熱至 60℃或常溫清洗。

清洗對象：

“SMT 紅膠、錫膏印刷鋼網、絲網，紅膠錯印板”或“DIP 波峰焊”治具焊後污

染物、各種輸送鏈條、工具設備、印刷鋼網污染物等。

產品特性：

外觀 無色至淡黃色液體

氣味 輕微氣味

pH 值 9—10

沸點及範圍 ≥70℃

密度 0.95~1.005

水溶性 完全溶解

閃點（℃） 65

適用清洗溫度（℃） 20-60

鹵素（wt/wt） 無

1，本品為水溶性特質，可與水任意比例混合，具體使用比例依實際需要驗證；

2，本品無刺激性氣味，對人體及環境無害；

3，環保產品不含有ODS。

4，本品已通過ROHS 認證。

5，對多種焊膏、助焊劑以及紅膠有溶解能力。

6，無毒，無腐蝕。

7，生物降解性好，無殘留。

8，本產品較純有機溶劑型清洗劑，清洗能力較更持久，因此使用成本更低；

有效期和存儲：

本品應儲存在陰涼和通風的地方，儲存期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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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市拓普化工有限公司

水基清洗劑 TP-F202
安全環保資料（MSDS）

第一段 化學產品和企業標識

物品名稱 水基清洗劑

物品型號 TP-F202

供應商地址 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錫港東路 280 號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TEL：0510-83796382 FAX：0510-83793793

第二段 主要組成成份

中文名稱 含量 Rate% 化學文摘社
登 記 號 碼 CAS.NO.

TP-F202

檸檬酸 1.0 5949-29-1

季銨鹽 5.0 4292-25-5

皂化劑 10-15 3965-55-7

去離子水 餘量 7732-18-5

第三段 危害性概述

重
要
危
害
性

健康危害：接觸高濃度蒸氣出現頭痛、倦睡、眼、鼻、喉刺激症狀。口服可致噁心、嘔吐、腹痛、腹瀉、倦睡、
昏迷等。長期皮膚接觸可致皮膚乾燥、皸裂。

環境影響：對水中生物無影響。

燃爆危險：無。

特殊危害：無

物品危害分類：/

第四段 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脫離現場移至新鮮空氣處。如呼吸困難，給輸氧。就醫。● 皮膚接觸：脫去污染
的衣著，用流動清水沖洗。● 眼睛接觸：提起眼瞼，用流動清水或生理鹽水沖洗。就醫。 ● 食入：飲足溫水，催吐。
洗胃，導泄。就醫。

第五段 燃爆性與消防措施

危險特性：/

有害燃燒產物：/

滅火劑：/

特殊滅火方法：/

第六段 洩漏應急處理

個人應注意事項：提供適當的防護設備及通風設備。

環境注意事項：1.在安全狀況許可的情況下，設法阻漏。

清理方法：1.包圍洩露物。2.盡可能回收液體或作廢液處理，否則用粘土、砂、鋸屑或其他吸收劑來吸收液體。

第七段 操作處置與儲存

操作注意事項：密閉操作，全面通風。操作人員必須經過專門培訓，嚴格遵守操作規程。建議操作人員佩戴過濾式防毒
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護眼鏡，穿防靜電工作服，戴橡膠手套。避免與氧化劑、酸類、鹵素接觸。灌裝時應控制流
速，且有接地裝置，防止靜電積聚。搬運時輕裝輕卸，防止包裝及容器損壞。

貯存注意事項：儲存於陰涼、通風的庫房。庫溫不宜超過 30℃。應與氧化劑、酸類、鹵素等分開存放，切忌混儲。採用
防爆型照明、通風設施。儲區應備有洩漏應急處理設備、合適的收容材料、消防器材。

保存期限：1年（1~35℃）

第八段 防護措施

監測方法：--

呼吸系統防護：一般不需要特殊防護，高濃度接觸時可佩戴過濾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護：一般不需要特殊防護，高濃度接觸時可戴安全防護眼鏡。

第九段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液體狀 顏色：無色

熔點：-4.0℃ 沸點/沸點範圍： 93.5±2.0℃

相對密度（水=1）：0.95±0.05 相對密度（空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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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火點：無 自燃點：/

飽和蒸汽壓：4.40KPa(20℃) 燃燒熱：/

臨界溫度：275.2℃ 臨界壓力：4.76MPa

辛醇/水分配系數：<0.28 溶解性:溶於水、醇、醚、苯、氯仿等多數有機溶劑。

第十段 穩定性及反應活性

穩定性：穩定(1~35℃)

應避免接觸條件：嚴禁陽光直射或高熱，避免接觸水氣或酸。

禁配物：強氧化劑、酸類、酸酐、鹵素、水。

聚合危害：--

燃燒（分解）產解物：--

第十一段 毒理學資料

急性毒性： LD50：5045mg/kg（大鼠經口）；12800 mg/kg（兔經皮 LC50：無資料

亞急性和慢毒性： --

致敏感性：--

刺激性：--

第十二段 環境資料

遷移性：-- 持久性/降解性：--

生物積累性：-- 生態毒性：--

其他有害作用：該物質對環境可能有危害，對水體應給予特別注意。

第十三段 廢棄處理方法

廢棄處理方法：交由有執照之有機廢液處理公司處理或用焚燒法處置。

廢棄注意事項：--

第十四段 運輸資訊

危險性分類及編號：--

UN 編號：1219 安全標籤：--

包裝類別：O52 包裝標誌：--

包裝方法：塑膠化學桶。

運輸注意事項：運輸時運輸車輛應配備相應品種和數量的消防器材及洩漏應急處理設備。夏季最好早晚運輸。運輸
時所用的槽（罐）車應有接地鏈，槽內可設孔隔板以減少震盪產生靜電。嚴禁與氧化劑、酸類、鹵素、食用化學品
等混裝混運。運輸途中應防曝曬、雨淋，防高溫。中途停留時應遠離火種、熱源、高溫區。裝運該物品的車輛排氣
管必須配備阻火裝置，禁止使用易產生火花的機械設備和工具裝卸。公路運輸時要按規定路線行駛，勿在居民區和
人口稠密區停留。鐵路運輸時要禁止溜放。嚴禁用木船、水泥般散裝運輸。

第十五段 法規資訊

法規資訊：工作場所安全使用化學品規定（[1996]勞部發 423 號）等法規，針對化學危險品的安全使用、生產、
儲存、運輸、裝卸等方面均作了相應規定； 車間空氣中錫衛生標準（GB16217-1996），規定了車間空氣中該物
質的最高容許濃度及檢測方法；大氣中鉛及無機化合物的衛生標準（GB 7355-87），規定了車間空氣中該物質的
最高容許濃度及檢測方法；廢棄物清理法。

第十六段 其他資料

參考方獻：危害化學物質中文資料庫

製錶單位

名稱：無錫市拓普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錫港東路 280 號

電話：0510-83796382

備註：上述資料中符號"-"代表目前查無相關資料，而符號"/"代表此欄位對該物質並不適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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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森 田 电 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HuBei SenTian DL Technology CO.,LTD

客 戶 名 稱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客 戶 型 號 ：

客戶物料編號 ：

承認書編號：HBST---279

承制方型號：W200水基治具清洗劑

日 期 ：2022年 4月 14日

承制方確認 使用方確認

擬制 審核 批准 承認 審核 批准

叶静文 邹雨双 陈 涌

承 認 書
SPECIFICATION FOR APPROVAL

承制方：湖北森田电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森田工业园

E-Mail：zghbs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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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森 田 电 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HuBei SenTian DL Technology CO.,LTD

環保水基型清洗劑W200
特 點

本公司研製生產的W200無鉛、無鹵水基型清洗劑，屬高效清洗劑，其脫脂

清洗效率高，能迅速除去油類、脂肪、樹脂類等污染物；其穩定性好，對鉛、鋅、

鐵等活潑金屬無任何腐蝕，也不會對塑膠件產生腐蝕。清洗時間短且不會使產品

元件有白色痕跡。 該清洗劑滲透力極強，可進入很小的縫隙完成清洗，特別適

用於高密度和精密產品、航空、光學組件及 SMT印刷治具、設備等組件的清洗。

適用範圍

該系列產品適用於各類超聲波清洗和氣動清洗機、手工清洗。既可為烘烤、

熱蒸，也可作為常溫清洗。可參照本說明書工藝參數選擇。

性 能

本產品無閃點、不易揮發，使用安全，省去您使用溶劑型清洗劑須建造危險

品庫房和通風設備的煩惱。所用原料都對人體和環境都非常友好，幫助企業輕鬆

達到 ISO-14001環保要求。

操作條件

手洗方法：1.把適量清洗劑倒入容器中，然後放產品進容器裏、輕攪，手洗作業在 120 秒以內

清洗乾淨，用烤箱烘乾即可完成。

機洗方法：機洗時間及溫度可靈活掌握，一般正常使用清洗劑加溫為 55℃～65℃，清洗時間

為 3～5分鐘。

工藝參數表

專案 外 觀 比 重 初沸點 終沸點 PH 鹵素 適用範圍

參數 無色透明液體 0.955±0.05 95℃ 100℃ 8±1 無 手洗、機洗



湖 北 森 田 电 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HuBei SenTian DL Technology CO.,LTD

MSDS 物質安全資料表

一、物品名稱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 W200環保水基型清洗劑

供 應 商：湖北森田電聯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鎮森田工業園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 製錶單位名稱 製錶人 版 次： 2.0
13926838113 品保部 陳 涌 製錶日期 2022-01-11

二、組成/成份資料

純物質□ 混合物■

化學品名稱：

化學性物質成份 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CAS No.
活性去離子水 68-86% 7732-18-5
高分子表面活性劑 11-17% 6863-42-9
净洗剂 3-5% 9004-82-4
助洗劑 1.0-2.0%
三、危害辨識資料

危害物質分類： 無

侵入途徑： 1.眼睛. 2.皮膚接觸. 3.吞食.
健康危害效應： 目前無正式醫學報導.
環境影響： -----
物理及化學性危害： N/A
四、急救措施

吸 入： 1.移走污染源或將患者移到新鮮空氣處.2.若呼吸停止,立即施予人工呼吸.3.
立即就醫.

皮膚接觸： 可用清水與肥皂洗滌.
眼睛接觸： 不慎觸及眼睛時,可用清水洗滌 15分鐘,並立即就醫.
食 入： 不可催吐,給患者喝下 240~300ml的水,就醫.
五、消防措施

可燃性： 不燃

滅火劑： 水、細沙粒、二氧化碳或乾粉滅火器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配戴空氣呼吸器，防護手套。

六、洩露處理方法

應急處理： 請使用吸管或幹布吸起並用清水沖洗。

小量洩露： 用幹布吸起，並用清水沖洗。

大量洩露： 聯絡消防隊，緊急處理單位及供應商尋求協助。

七、安全處置與貯存方法

處置： 一般通風處即可

貯存： 請勿存放在兒童可觸及之範圍，隨時封緊桶蓋並儲存於無陽光直射之處。

八、接觸控制/個人防護

工程控制：提供良好的通風設施，以室內正常溫度保存；

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允許濃度 短時間量平均允許濃度 最高允許濃度

750PPM 1000PPM ----------
個人防護：

1.呼吸防護： 屬水性安全溶劑類,但高濃度近距離作業時,最好戴上防有機溶劑之口罩.
2.手部防護： 使用橡膠手套.
3.眼睛防護： 戴安全防護眼睛.



湖 北 森 田 电 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HuBei SenTian DL Technology CO.,LTD

4.皮膚及身體防護： 全身防護衣,工作鞋.
衛生措施： 穿戴防護工具作業完畢後,請立即洗手.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 液體

外觀/顔色： 無色透明

氣味： 無

PH值： 8±1
沸點/沸點範圍： >98℃
閃點： N/A

自燃溫度： -----
爆炸極限（空氣中）： N/A
蒸氣壓 mm Hg at 20℃ 同水

蒸氣密度 air=1： 同水

密度 25℃ ： 0.955±0.005
水溶性： 完全

揮發速率（醋酸正丁酯=100）： 同水

主要用途： 清洗用

十、安全性及反應性

安全性： 安全

可能之危害反應： N/A
危害分解物： N/A
十一、毒性資料

急毒性： 吸入或食入使用過程中的氣霧和灰塵可能會產生危害作用；皮膚和眼睛接

觸可能會產生刺激危害。

特殊效應： N/A
十二、生態資料

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布： 無環境引響

生物降解性： N/A
生態毒性和生物富集： N/A
十三、廢棄處理方法

廢棄處理方法： 用清水稀釋處理或交由有執照之有機廢物處理公司

十四、運輸資料

國際運送規定： 無

國內運送規定： 無特殊要求

包裝標誌： 無特殊要求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無特殊性，

十五、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十六、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溶劑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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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 金地大圣（湖北森田电联）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地址 :. 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森田工业园

.

样品名称 :. 水基清洗剂.
产品类别  :. 水基清洗剂.
客户参考信息  :. W200
样品配置/预处理  :. 不调配.
以上样品及信息由客户提供。.
-----------------------------------------------------------------------------------------------------------------------------------------------------------

.
SGS工作编号  :. CP22-034965 - SZ.

样品接收日期  :.
检测周期 :.
检测要求  :.

2022年06月28日.
2022年06月28日 - 2022年07月05日.
根据客户要求检测.

检测方法  :. 请参见下一页.

检测结果  :. 请参见下一页.

检测结果概要：.

检测要求. 结论.

GB 38508-2020－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符合.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授权签名.

Kelly Qu屈桃李.
批准签署人. . .

附件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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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

检测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SN1. CAN22-138938.001   无色透明液体.

备注：
(1) 1 mg/kg = 0.0001%
(2) MDL =  方法检测限
(3) ND = 未检出 ( < MDL )
(4) "-" =  未规定

GB 38508-2020－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检测方法  :. 参考GB 38508-2020方法。.

检测项目.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评论.

限值.
50

单位.
g/L.

MDL
2

001.
29.
符合.

备注  :.
未检测可扣减物质。.
除非另有说明，参照ILAC-G8:09/2019，使用简单接受（w =0）的二元判定规则进行符合性判定。.
除非另有说明，此报告结果仅对检测的样品负责。本报告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可部分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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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照片:.

CANEC2213893801

CAN22-138938.001.

此照片仅限于随SGS正本报告使用.

***报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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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名称及产品型号：助焊剂 SK-8890W-X2 

化学品英文名称：Flux  SK-8890W-X2 

供应商名称：广东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广东省南雄市精细化工园发展二路七号 

电话号码：0751-3884688 

应急电话：0532-83889090 

传真号码：0751-3884999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物理化学危险性：易燃液体，随有机溶剂配量多少，闪点不一，遇明火易燃烧 

健康危害：吸入、皮肤接触及食入均有害 

环境危害：—— 

危险性类别：3.2 类易燃液体 

标签要素： 

象形图：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危险信息：高浓度蒸气可能造成头痛、恶心、嗜睡、动作不协调和无意识、视觉与皮肤刺激等,

会由皮肤吸收达中毒量。长期直接接触会伤及周围（手、脚）神经。 

警示词：危险 

燃爆危险：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有燃烧爆炸危险。 

第三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化学品名称：助焊剂 

纯品□ 混合物√ 

挥发物成分 浓度或浓度范围（成分百分比） CAS NO： 

混合醇 50~90% 67-63-0/67-56-1 等 

D40 5%~10% 64742-48-9  
 

第四部分急救措施 

附件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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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迅速撤离现场，转移到通风及空气新鲜处；如有异常或呼吸困难，给予吸氧；若呼吸停

止，立即由受训过的人施予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则施予心肺复苏术，并立刻就医。 

第五部分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1.撤退至安全距离或受保护的地点灭火 

2.位于上风处以避免有毒的分解物 

3.隔离未着火物质 

4.安全情况下，将容器搬离火场 

5.以水冷却周围火场的贮槽或容器 

6.未着防护设备的人员不可进入 

灭火剂：用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不适用水灭火 

特别危险性：易燃液体，其蒸气比空气重会传播至远处，液体会浮在水面而扩散火势 

消防人员防护装备：穿消防防护服，戴眼罩、面罩 

第六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1.消除所有引燃源，应急处理人员需穿戴特殊防护装备 

2.确定是由授训之人员负责清理工作 

3.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 

4.对泄漏区通风换气 

5.限制无关人员进入，直至外溢区完全清洗干净为止 

环境保护措施： 

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排水沟、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泄露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 

少量泄漏：尽可能将溢漏液收集在密闭容器内，用砂土、活性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液，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联系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皮肤接触： 

1.用流动的清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2.如果出现刺激症状或持续应立即就医 

眼睛接触：分开上下眼睑，用清洁、流动的清水充分地进行冲洗，如疼痛持续应立即就医 

食入：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已丧失意识或痉挛，不可经口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ml 的水。 

4.若患者个发性呕吐，让其身体向前倾以减低吸入危险，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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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泄露措施：加强、完善管理，严格执行操作流程，使用安全可靠的防泄漏安全装置 

第七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1.加强通风，作业场所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设备应为防爆型。 

   2.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

事任何焊接、切割、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3.佩戴适当的劳动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训练,保持走

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4.远离火种、热源，工场所严禁吸烟，工作区应有”禁止抽烟"标志。 

   5.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 

   6.采用密闭式操作，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防止积聚。 

   7.搬运时要轻装轻御，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8.作业避免产生雾滴或蒸气，在通风良好的指定区内操作并采最小使用量，操作区与贮存分

开。 

   9. 贮存容器不使用时保持紧闭，不要将受污染的液体倒回原贮存容器。 

   10. 操作区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的设备。 

   11.使用兼容物质制成的贮存容器，分装时小心不要喷洒出来。不要以空气或惰性气体将液

体自容器中加压而输送出来。 

储存注意事项：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以及阳光无法直接照射的地方，远离热源、发火源及不相容

物。 

   2.贮存设备应以耐火材料构筑，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防爆设备和安全的电器系统 

   3.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

至安全的地方 

   4.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5.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远离升降机、建筑物、房间出口或主要通道贮存 

   6. 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检

查所有新进容器是否适当标示并无破损 

   7. 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贮存容器装溢漏物 

   8. 贮存于适当且标示的容器；保持密闭，避免容器堆积及受损，空桶应分开贮存并保持密

闭 

   9.依化学品制造商或供应商所建议之贮存温度贮存，必要时可安装侦温警报器，以警示温度

是否过高或过低 

   10.避免大量贮存于室内，尽可能贮存于隔离的防火建筑，贮桶接地并与其它设备等电位连

接 

   11. 贮槽需为地面贮槽，底部整个区域应封住以防渗漏，周围须有能围堵整个容量之防溢堤 

第八部分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方法：操作时注意通风，使用不会产生火花，接地之通风系统，并与其它通风系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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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排气口直接通到窗外供给充分新鲜空气以补充排气系统抽出的空气。尽可能机械化、自动

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佩戴防护面罩 

手防护：防渗手套：材质建议以丁基橡胶，天然橡胶、及橡胶、聚乙烯、聚氯乙烯等 

眼睛防护：化学安全护目镜 

皮肤/身体防护：橡胶材质连身式防护衣、工作靴 

特殊防护措施：工作后尽速脱掉污染之衣物，洗净后才可再穿戴或丢弃，且须告知洗衣人员污

染物之危害性。处理此物后，须彻底洗手。工作场所严禁抽烟或饮食 

第九部分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黄色透明 闭口闪点（℃）：11℃ 

相对密度(水=1): 0.81±0.10（25℃） 燃点（℃）： 469℃ 

固体含量：10.5±1.0 爆炸上限%（V/V）：22% 

溶解性：微溶于水。能与乙醇混溶 爆炸下限%（V/V）：3.3% 

第十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常温 5℃-40℃、常压下稳定 

危险反应：易燃 

避免条件：静电、火种、阳光直射 

不相容物质：氧化剂 

危险的分解产物：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气体 

第十一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皮肤刺激或腐蚀：长时间的直接接触，有可能使皮肤角质层失水，导致皮肤脱皮现象，蒸气及

液体会刺激眼睛粘膜 

吸入：主要是抑制中枢神经，会导致头晕、眼花及恶心，危害人体呼吸道。 

食入：会导致喉咙痛、恶心及腹泻，吞时或呕吐时可能倒吸入肺部，造成严重的肺刺激，损坏

肺组织或死亡。 

致癌性：—— 

生殖毒性：—— 

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炎 

第十二部分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低毒产品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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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和降解性：环保公司处理 

潜在的生物积累性：当释放至土壤中或水中，其流布预期是以挥发为主 

土壤中的迁移性：—— 

第十三部分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危险废物 

废弃处置方法：用控制焚烧法处理 

第十四部分运输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32199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第3.2类易燃液体 

包装类别：Ⅲ类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特殊运送方法及注意事项：1.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 
                     2.远离热源、火种，避免阳光直射，与氧化剂隔离运输 

3.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4.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第十五部分法规信息 

适用法规：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号)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等法规 

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第十六部分其他信息 

1、 制表单位:广东金鸿泰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2、 修订日期：2019/03/10 

3、 ＂――＂表示无相关医学报告或信息。 

4、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5、 使用时，请依据工艺要求自定最适合程序或控制方法以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和安全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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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等安全数据表 
 

１．化学物质及公司情报 
品名：JS-E-09 
一般用途：焊锡用助焊剂 
制品概要：松香、少量的有机酸、少量的胺氢卤酸盐及异丙醇的混合物 
制造公司：弘辉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娄东路7号 
电话：0512-62746718 
传真：0512-62746738 

紧急联络处：株式会社 弘 辉 技术本部 开发部 
电话：0493-56-3495 
传真：0493-57-2221             

 
２．组成、成分 
      化  学  名      Wt%      CAS No.     EINECS No.     EU No. 

 合成异丙醇         83~87  67-63-0  200-661-7      603-003-00-0   
活性松香 5~8   8050-09-7 
水添松香 1~3   65997-06-0  

棕榈酸                 1~3     25359-84-6      
酸变性水添松香         1~3      144413-22-9     

 
３．危险有害性的要约 

危险性的分类：可燃性液体、急性毒性物质 
重要有害情报： 
 物理危险性：常温可燃。其蒸气易与空气生成混合性爆炸物。 
 化学危险性：遇强氧化剂发生激烈反应、当心起火。 
 准许浓度：TLV：400ppm(TWA),500ppm(STEL) 
 泄露途径：蒸气吸入…此物质如在 20℃时气化后､会逐渐使空气污染达到有害浓度。但是，喷雾

或扩散时将很快达到有害浓度。 
 短期泄露影响：刺激眼睛与呼吸道。影响中枢神经并产生抑制作用。超出准许范围过高的话，会

使人丧失意识。 
长期反复泄露影响：引发皮肤炎。 

 
４．应急措施 

吸入体内：立即将受害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用毛巾覆盖身体、保温并保持安静。 
 呼吸停止或呼吸微弱时、确保呼吸道通畅的基础上进行人工呼吸、给氧呼吸。 
 转移途中保持侧卧位。 
 迅速就诊。 
接触皮肤：脱去被污染衣物并远离。 
 接触部位用水和肥皂洗净。 
 如有外观变化、不适感须立即就诊。 
不慎溅入眼睛：用大量的水冲洗15分钟｡佩带隐形眼镜时,只要没有粘着在眼膜上,可取下后对眼

睛进行冲洗。 洗净后立即就诊。 
不慎入口：不可驱吐。 
 用水漱口。此时禁止往口中放入一切其他物质。 
 发生自然呕吐时、适当倾斜身体,以防止吸入气管。 
 保温并迅速就诊。 

附件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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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火灾时紧急措施 
灭火剂：水、粉末类灭火剂、碳酸气体灭火剂。大规模火灾时、耐酒精泡、水喷雾。 
特定的危险有害物：火灾发生时，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灭火时的保护用具：配备与周边空气隔离的重装备呼吸防御器。 

 
６．泄露时的措施 

对于人体的几点注意事项：作业者须佩带保护用具｡无关人员禁止进入､疏远无佩带防备人员。 
关于环境的注意事项：无正当政府许可、不可向大气排放。 
回收方法：迅速解除附近着火源。注意不要流入下水道、阴沟,量大时、用土围堵防止流出并

引流至安全场所加以回收。 
 用干沙、土、锯末屑、抹布吸附、回收到可密封的容器里。 
追加信息： 
  关于「使用」问题的讯息请参照第7项。 
 关于「安全保护用具」问题请参考第8项。 
 关于「废弃问题」请参考第13项。 

 
７．关于使用及保管上的注意 

使用： 
 ①防止吸入体内、避免与眼睛、粘膜、皮肤等接触。必要时佩带保护用具、上风作业。 
 ②确保作业浓度在准许浓度以下。 
 ③室内作业时安装蒸气发生源密闭设备或局部排气装置。 
 ④作业后、手脸等充分洗净、衣服上有附着时注意更换。 
 ⑤防止泄露、漫溢､飞散、控制蒸气发散。 
 ⑥因较易起火、避免在火星、火花、电弧等易发地或高温点火源附近使用。 
容器： 
 ①使用无破损、腐蚀、裂痕的容器。 
 ②杜绝将容器错乱颠倒､撞击、及拖曳等粗鲁行为。 
 ③用容器存取液体时确保不要溢出。 
  ④液体流动时会产生静电､存取用容器必须接地线以除去静电。 
保管： 
 ①容器应避免阳光直射、通风阴凉处保存。 
 ②保管场所务必要严禁火种。 
 ③不可与氧化性物质共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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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暴露防止及保护措施 
管理浓度： 400ppm（合成异丙醚） 
准许浓度： 
 合成异丙醚（2-丙醇） 
 ＴＬＶ：400ppm(TWA)、500ppm(STEL)(ACGIH1999) 
  日本产业卫生学会：400ppm(最大容许浓度) 
设备对策：室内作业时安装蒸气发生源密闭设备或局部排气装置。 
 作业场所附近安装安全淋浴、洗手间、洗眼设备、并明确标注位置。 
保护用具： 
 呼吸保护用具：有机气体用防毒面罩、高浓度时空气(氧气)呼吸器 
 手保护用具：防腐蚀橡胶手套 
 眼睛保护用具：护目型眼睛、保护面具 
 皮肤及身体安全保护用具：耐溶剂性、耐酸性保护作业服 

 
９．物理及化学性质１），２） 

物理状态：  液体 
色调： 淡琥珀色 
气味： 酒精气味 
熔点： -89.5℃ 
沸点：  82.4℃ 
引火点： 12℃ 
着火点：750℃ 
爆发范围： 
 下      限：  2.02 Vol %  
 上      限：  7.99 Vol %  
蒸气压：  43.9hPa (at 20 ℃) 
比重：  0.823g/cm３ (at 20 ℃) 
溶解性：  部分不溶解于水 

 
10．稳定性及反应性 

稳定性：稳定 
应规避条件：蒸气与空气极易生成爆发性混合物。 
应规避物质：强氧化剂 
危险分解生成物：因燃烧生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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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害性情报 
・ 异丙醚  （2-Propanol）(（CAS# 67-63-0）,100%） 
 
急性毒性： 

经口：LD50:4,700～5,840 mg/kg(rat)  
LD50:4,500 mg/kg(mus) 

经皮：LD50:12,900  mg/kg(rbt) 
吸入：LC50/8H：19,000～22,500  ppm/8H (rat) 

刺激性： 
皮肤刺激性：弱 
眼刺激性：中程度 

亚急性及慢性毒性： 
使用Fischer 344大鼠、CD-1小鼠，6小时/日、5日/周、13周使其慢性吸入。浓度为0，100，500，
1500，5000ppm。5000ppm时，有发现对中枢神经的暂时性的抑制作用。未发现其他影响。 
下记癌原性试验时，发生的肿伤以外的无害作用浓度（NOAEL）小鼠、大鼠都同为500ppm。 

神经毒性： 
使用Fischer334大鼠的急性神经毒性试验表明，1500ppm以上时，发现了麻醉作用。无作用浓度

（NOAEL）500ppm。 
使用Fischer344大鼠的亚急性神经毒性试验表明，5000ppm时，运动活性低下。无害作用浓度（N
OAEL）1500ppm。 

变异毒性 
沙门菌试验呈阴性（物质变异观察试验） 
小鼠小核试验呈阴性 

发癌性： 
使用CD-1小鼠、连续18个月、暴露在浓度为0，500，2500，5000ppm的的IPA里。不论何种浓度，

未发现肿伤的直接发生率增加现象。 
使用Fischer344小鼠、连续24个月、暴露在浓度为0，500，2500，5000ppm的IPA里。不管浓度如

何，未发现肿伤的直接发生率增加现象。 
发生毒性： 

使用Sprague-Dawley大鼠、妊娠6-15日，强制从口腔注入。 
用量为0，400，800，1200mg/kg/day。 
800mg/kg/day以上，母体，仔体同时出现体重低下。但未发现催畸形性。 
无作用量为（NOAEL）400mg/kg/day。 
使用New Zealand White兔, 妊娠6-18日,强制从口腔注入。 
用量0，120，240，480mg/kg/day。 
用量为480mg/kg/day时，母体的体重或增或减，但仔体未受任何影响。 
母体的无害作用量（NOAEL）为240mg/kg/day，仔体的NOAEL（无害作用量）为480mg/kg/day。 

生殖毒性： 
使用Sprague-Dawley大鼠，强制从口腔投入方式，进行了两代生殖毒性试验。用量为0，100，50
0，1000mg/kg/day。 
无害作用量（NOAEL）为500mg/kg/day。 

吸收·代谢·排泄： 
IPA极易被消化器及肺吸收。 
IPA会被肝脏的酒精脱水酵素氧化成为丙酮。 
误饮IPA的6人的例子当中，IPA与丙酮的半减期分别为2.9～16.2小时与7.6～26.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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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环境影响情报：（2-Propanol (CAS# 67-63-0),100%） 
自然分解性： 
BOD5  理论氧气要求量的 7% （10mg/L,非驯化污泥，诱导期间 5 天） 

理论氧气要求量的 72%  （驯化污泥） 
BOD20 理论氧气要求量的 70%  （10mg/L, 非驯化污泥） 

由以上可判断自然分解性良好。[化审法]的既存化学物质点检显示分解性良好。 
浓缩性： 
浓缩性低（由 Log P：﹤0.28 推断） 
生态毒性： 
鱼  fathead  minnow  96hr    LC50:11,130  mg/L 
水蚤 Daphnia magna  繁殖障碍  EC50：3，010 mg/L 

                              NOEC :  2,100mg/L 
藻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生长阻碍  7d EC50: 1,800  mg/L 

 
13．报废注意点 

制品的报废： 
根据废弃物的清理清洁相关法律及自治体的条例等进行适当处理。 
污染容器的报废： 
用异丙醚等适当溶剂洗净后、根据废弃物的清理清洁相关法律及自治体的条例等进行适当处理。 
使用后废液的报废： 
焊锡上使用后的制品里，可能含有铅、铜、等有害物，确认分析含有物后，根据废弃物的清理清洁
相关法律及自治体的条例等进行适当处理。 

 
14. 运送上的注意 

使用耐腐蚀性、耐溶剂性、耐撞击性容器、避免与强酸及氧化剂的混载｡ 
确认容器无破损、泄露，无撞击、颠倒､落下破损及严格执行载货崩倒的防止措施。 
另、关于船舶及航空运输､船舶安全法及航空法对易燃性液体有所规定、应遵从其相关规定｡ 
国联号码：1866 
IMDG     ：3.2 等级Ⅱ 
ICAO/IATA   :3 等级Ⅱ 

 
15. 适用法令 

劳动安全卫生法：    
 法 57 条：应标示名称的有害物  
 施行令别表 1：危险物（引火性物质）  
 有机类别：第二种有机溶液  
消防法：危险物第 4 类第一石油类 
危规则：第 5 引火性液体 
船舶安全法：危规则 第 3 条告示别表第 5 引火性液体类 
航空法：施行规则 194 条危险物告示别表第 3 引火性液体（G-等级 2） 
化学物质管理促进法（PRTR 法）：不属于该指定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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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 
本数据作为确保产品作业安全的「参考情报」、作成时向有关使用公司提供。使用公司、

应以此作为参考、就自己的责任、根据各自使用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 
 

但是、本数据不作为产品的安全保证、不排除其中未记载的超出本公司认知范围的危险可

能性。 
 
参考文献： 

1) 国际化学物质安全性卡片(ICSC) 
2) 制品安全数据表 [合成异丙醇]（石油化学工业协会） 
3) 13599化学商品（化学工业日报社） 
4)溶剂手册（讲谈社） 
4)化学品法令集（化学工业日报社） 

 
相关内容询问处： 
 （株）弘辉 技术本部 开发部  关口 幸一 

Tel ：0493-56-3495  Fax ：0493-5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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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

DFA焊锡膏安全技术说明书

1 物品名称及企业标识

文件名： DFA焊锡膏安全技术说明书 发布日期： 2019/4/15

商品名称: DFA无铅焊锡膏SnAg3.0Cu0.5

生产商/供应商：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 电话  86 (0)592 5713 458

产品用途：
推荐用途：焊接工艺 限制用途：无

 

产品信息：

传真: +86 (0)592 5712 337

紧急联络方式:

电话: +86 (0)592 5714 887

      +86 (0)592 5736 169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民安大道3868-3900号
5#楼5楼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 电话: +86 (0)592 5713 458

2 危险性概述

GHS危险性类别:    
易燃液体：                        不适用

急性毒性-口服：                    类别4

急性毒性 皮肤                     类别4

严重眼睛损伤/眼睛刺激性:                 类别2A

皮肤过敏性：                       不分类

呼吸过敏性：                       不分类

急性毒性-皮肤：                    类别4

急性毒性-吸入:                     类别4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3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不分类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反复接触：      类别1（肺脏）

对水生环境危害-急性：                 不分类

对水生环境危害-慢性：                 不分类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单次接触：  不分类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不分类
致癌性：                           不分类
生殖毒性：                         不分类

GHS标签要素：
象形图：

对臭氧层的有害性：                 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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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9 对眼有强烈的刺激

危险性说明：
H302 吞咽有害

H332 吸入有害

H312 皮肤接触有害

H372 长期或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肺脏）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镜、戴防护面罩。

P270 作业场所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

P264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期 复接触会对 官 成伤害 肺脏

防范说明：
预防措施：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镜、戴防护面罩。

事故响应：

P304+P340 如误吸入：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休息姿势。

P302+P352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

P301+P310 如误吞咽：立即呼叫解毒中心或就医。

P305+P351+P338如接触眼睛，用水细心地清洗数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
地取出，则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安全贮存：

P403+P233 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密封。

P411+P235 贮存温度为0℃~10℃。保持低温。

废弃处置：

P501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章处置内装物/容器

地取出，则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37+P313 如果眼睛刺激继续，就医。

物理化学危害：明火条件下可能引起燃烧。

健康危害：长期或反复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对水生生物有害。

P501 按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章处置内装物/容器。

危害描述：

CAS材料名称

描述: 下述物质与非有害添加剂的混合物

含量 %

 3 成分构成/成分信息

化学特性：

 

二乙二醇单己醚

7440－50－8

<4.0银

3.0-5.0112－59－4

7440－22－4

改性松香 65997－06－0 3.0-5.0

锡 7440－31－5

铜 <1

材料名称

80－90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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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锡粉一般占锡膏组分的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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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急救措施

吸入：吸入新鲜空气；出现不舒服时，请就诊。

皮肤接触：马上用水和肥皂进行彻底的冲洗。

吞服：如果症状不消 请就诊

适用的灭火剂：使用适合于周围环境的灭火方法。

眼睛接触:用流动水冲洗眼睛数分钟。

5 消防措施

吞服：如果症状不消，请就诊。

        二氧化碳

       及其他气体
 

由本材料引起的特殊危害，燃烧产物和释放出的气体：

在万一失火的情况下，可能释放出下列气体：

        一氧化碳

清洁/收集方法

6 事故排除措施：

个人预防措施：确保通风。

环境保护措施：不允许进入下水道、地表水和地下水。

 

清洁/收集方法：

    被污染的材料按第13点作废物处理。

    确保足够通风。

    铲起膏体，存放在合适的容器中，用醇醚类溶剂清理残余。

     在通风的环境下使用避免吸入气体,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只适用于工业
用途。 使用或接触锡膏后和吃东西或吸烟之前应洗手。注意清除指甲缝里的锡
膏。

7 使用和储藏

使用：

     不与食品一起保存。

失火和爆炸防护：无特殊要求。

储藏：

     容器密封，冷藏，远离火源、热源，保持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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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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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技术设施的设计方面的附加要求：无更多数据；参见第7条

职业性接触指导和标准

工作场所需要监控的限值组分：

7440-50-8 铜（依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 1 2007）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铜尘 1mg/m3 铜烟0.2mg/m3

2 mg/m3

7440-31-5 锡

GBZ 2.1－2007）

职业接触限值
/OEL（按铜
计）

最高容许浓度MAC ：无

TLV-TWA

TLV-TWA 铜尘 1mg/m3 铜烟0.2mg/m3

7440-22-4 银

2 mg/m

7440-50-8 铜

 

0.1 mg/m3

TLV-TWA

TLV-TWA

注：TLV-TWA 时间加权平均阈限值（ACGIH）

        立即脱去沾湿的或被污染的衣服。

在休息之前和工作完毕时洗手

个人防护设备：

一般防护和卫生措施：

        远离食品、饮料和饲料。

手部防护 使用手套

        当通风不畅，不足以排除呼吸区域的烟雾时，为安全起见，应佩戴经安全认可

的防毒面具或自供氧呼吸装置。

        在休息之前和工作完毕时洗手。

        分开储存防护衣服。

呼吸设备：

手部防护：使用手套

眼部防护：使用安全眼镜

9 化学和物理性能

形态： 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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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银灰色

气味 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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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不能自燃

爆炸危险 本品不存在爆炸危害

自燃点

熔点/熔化范围： 未知

沸点/沸腾范围： 不可测

闪点 >93℃

气味： 柔和

爆炸危险： 本品不存在爆炸危害

20℃ 密度:

不能或很难与水相溶或掺杂。

4.5g/cm3左右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在水中的溶解度和掺杂度：

有害分解产物：

热分解/应避免的条件： 依规格书使用不会引起分解

不可接触的物质：

        加热时，溶剂挥发，松香可被热分解成自由的脂肪醛、酸和萜烯。

强酸和强氧化剂

危险的反应： 未知有危险的反应

 

        加热时，溶剂挥发，松香可被热分解成自由的脂肪醛、酸和萜烯。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11毒理学信息

急性中毒

经口

经口

LD50 5,000-10,000mg/kg(老鼠)

LD50

LD50 4 920 /k  (老鼠)

 改性松香

经皮肤

112-59-4 二乙二醇单己醚

LD/LC50值

65997-06-0

＞2,000mg/kg(老鼠)

经口

眼睛: 焊接时的烟雾会刺激眼睛。

LD50 4,920mg/kg (老鼠)

主要的刺激反应:

皮肤: 接触助焊剂或烟雾可能引起局部刺激反应。

经皮肤 LD50 ＞2,000mg/kg (兔子)

过敏性:

皮肤接触可能引起过敏。

12 生态信息

过敏性:

吸入可能引起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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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要点: 不要让该产品接触地表面、水道或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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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处置考虑

        不可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置。 不许产品接触污水系统。

产品
建议：

 

建议：须按政府相关法规处置。

        须按官方法规处置。

14 运输信息

不洁的包装材料：

无

国内运输规定 无

无

联合国编号 无

国际运送规定

14 运输信息

特殊运送方法及注意事项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 1－2007

适用法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5 法规信息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2007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在此处所包含的信息是基于被认为是准确的数据之上的 并且仅供作信息

16 其它信息

         在此处所包含的信息是基于被认为是准确的数据之上的，并且仅供作信息、

 思考和研究的参考。及时雨进一步申明, 这些为购买者使用所提供的数据，对于其

 准确性、完整性或者适宜性不能作任何担保、陈述和负担责任。在这个材料安全资
料上记载的数据,  只是针对于此产品而言，并不与使用其它材料或处理过程相关。

对所有的化工产品,  应该在了解其后操作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危险的前提下,并在懂

得合理应用的专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才可以使用。有关危险操作规则要求,职员必

须接受专业训练,了解有关危险信息的知识,并按照安全操作。须接受专业训练,了解有关危险信息的知识,并按照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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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SHC150502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发行日期

修改日期

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产品名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公司信息

公  司  名 上海減摩机電有限公司

地　　址 中國上海市嘉定区嘉行大道塔橋村３９０号
负责人部门 工場

负  责  人 高瀬 善徳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 -

制作号码 SDS-SHC150502
使用用途

及限制
电子基础实裝备

2. 危险性概述

GHS分類

爆炸物 分类对象以外 急性毒性(口服） 在区分以外

易燃气体 分类对象以外 急性毒性(皮肤） 在区分以外

易燃气溶胶 分类对象以外 急性毒性(吸入：气体） 在区分以外

氧化性气体 分类对象以外 急性毒性(吸入：蒸气） 在区分以外

高压气体 分类对象以外 急性毒性(吸入：尘埃和烟雾） 在区分以外

易燃液体 分类对象以外 皮肤腐蚀/刺激 在区分以外

易燃固体 丌能分类 眼睛受肤腐蚀/刺激 区分２Ａ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 分类对象以外 呼吸道过敏 在区分以外

自燃液体 分类对象以外 皮肤过敏 区分１

自燃固体 分类对象以外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在区分以外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分类对象以外 致癌性  在区分以外

遇水易燃性化学物质 丌能分类 生殖毒性 在区分以外

氧化性液体 分类对象以外 特定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区分２

氧化性固体 分类对象以外 特定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区分１

有机过氧化物 分类对象以外 吸入危险 丌能分类

金属腐蚀性物质 丌能分类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 在区分以外

危害水生环境—慢性危害 在区分以外

标签要素

标图

标图警语 危険

8621-5995-2796

8621-5995-3276

＜环境危险＞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2015-05-08

＜健康危险＞＜理化危险＞

2015-05-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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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SHC150502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危险有害性信息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371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H372 长期或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H373 长期或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书写警告 注意事项

预防措斲

应对措斲

保管

废弃

3. 成分/组成信息

单一产品//混合物的区别 混合物

化学品名或者一般名 焊锡膏

成分

化学式 含量 wt%

Sn 85.1

Ag 2.6

Cu 0.44

- 2.6

- 1.7

- 2.3

- 5.26

4. 急救措斲

进入眼睛的时候 用清洁的水小心充分地冲洗眼睛。之后依须要接受医师治疗。

附着皮肤的时候 用肥皂水好好清洗。

吸入的时候 立即转移到空气新鲜处。

吞下的时候 立即吏出，之后依须要接受医师治疗。

・如发生皮肤刺激：求医/就诊。(P333+P313)
・如仍觉眼刺激：求医/就诊。(P337+P31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斱可重新使用。(P363)

・紧密塞子做容器,保管。(P405-1)

官报公布管理号码报

公布管理号码

・如迸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载隐形眼镜并可斱便地取出, 取出隐形眼

镜。继续冲洗。 (P305+P351+P338)
・如接触到或疑虑：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P309+P311)

・如感觉丌适，须求医／就诊。(P314)

・根据国际/国家/地斱的规则废弃内容物/容器。 (P501)

-

对象以外

・载防护手套/穿防护服/载防护眼罩/载防护面具。 (P280)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P302+P352)

锡

変性松香

-

对象以外

物质名

-

7440-31-5

7-937

7-946

7440-50-8

乙二醇类溶剂

铜

・丌要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Ｐ260)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P261)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P264)

・受沾污染的工作服丌得带出工作场地。(P272)

・使用本产品时丌要迸食、饮水或吸烟。(P270)

对象以外

CAS No

7-97

7440-22-4

另外

-

変性松香 -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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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SHC150502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5. 消防措斲

灭化剂 干粉，泡沫,二氧化碳(水类以外)

特定的灭火斱法 尽可能地在上风头处进行灭火。迅速除去附近的可燃资源。

禁止使用的灭火剂 水。在金属正融解的时候严禁加水。

灭火者的保护

载防护手套/穿防护服/载防护眼罩/载防护面具。

6. 泄漏应急处理
对人体的警告 回收作业从上风头进行，并穿戴保护眼镜,保护手套,保护口罩。
对环境的注意 注意丌外流往公共用水域。
除去斱法 泄漏物冷却后，以扫取或吸尘器吸取至空容器回收。

回收物的处理参照13.废弃上的警告。
少量时，以有机溶剂擦拭，依照上述斱式回收。

7. 操作处罝不储存

处理 禁止空手楚理。作业时，一定使用保护眼镜,口罩。

注意事项 室内作业时,设立适当排气装置。

保管 保管在冷暗处

应该避免的事项 高温条件,不强酸/强氧化剂的接触。

8.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设备对策

容许浓度

锡

银

铜

保护工具 呼吸器官 保护口罩

手 保护手套

眼睛 保护眼镜(风镜型）

9. 理化特性

外　观 用有金属光泽灰色粘贴有二醇臭

金属熔点 217-221 ℃ 主溶剂挥发性 1.33Pa(0.01mmHg)/20℃

可 燃 性 包括可燃物 比重 4.2

溶解度(水) 几乎丌溶 主溶剂起火点 126℃

主溶剂燃点 305℃ 氧化性 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 主溶剂沸点 没有信息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 用常温,是稳定
反应的特征 为金属,和强酸/强氧化剂有反应。

应该被避免的条件 高温条件

燃烧而产生铜烟雾。

ACGIH TWA

0.20.1

0.1

-

2009年

0.01

使用时,进行局部排气。

OSHA PEL

2    

2009年

　単位mg/m3

灭火时,站立亍上风头处,并且穿戴保护呼吸器官的配件，避免吸入发生

的瓦斯及气体。

危险有害的分解形

起火的特征(自燃的特

征,不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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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SHC150502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11. 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皮肤腐蚀性/刺激

呼吸道过敏

皮肤过敏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致癌性  

生殖毒性

12. 生态学信息

移动性 没有信息

余留性/分解性 没有信息

活体累积性 没有信息
活体毒性 没有信息

13. 废弃处置

根据国家/地斱的法令废弃

关亍金属成分,可再利用

14. 运输信息

联合国号码 非相符合

海洋污染物 非相符合

运送的特定的安全对策及条件

为防止倒落，损伤，禁止装载过量及注意货物变形。

15. 法规信息
(日本)

劳动安全卫生法

PRTR法

另外是法令

(中国)

活用法规

中国现有的化学物质名彔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2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下水道斱法实斲令第9条4 铜以及那个化合物

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

实斲令第18条-2 137 银以及那个水溶性化合物

实斲令第18条-2 379 铜以及那个化合物

(Ag)长期或者反复接触使得眼睛,呼吸器官(吸入)的障碍。

没有信息

第1种指定化学物质 政令号码  82 银以及那个水溶性化合物 2.6%

没有信息

吸引性呼吸器官

有害性

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

(乙二醇类溶剂) 可能扶起伴随着角膜损伤的严重的眼刺激。眼睛受损严重性/眼

刺激

特定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没有信息

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害

特定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危害水生环境

—慢性危害

实斲令第18条-2 322 锡以及那个化合物

(Ag)有记载接触含银的身上装备会过敏。

(Ag) 呼吸系统的障碍

没有信息

(Sn) 恐怕损害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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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SHC150502

CLEAN SOLDER 焊锡膏 NP303-COSMO-EX

16. 其他信息

参考资料 GB/T 16483-2008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GB/T 22234-2008 基亍GHS的化学品标签规范

GB 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这个信息依据改定时的情报而制成。

期待正确性，但丌是保证。对亍每个丌同的产品，注意提醒适当的使用斱式和注意条件，

并注意安全使用。

这个信息的使用以及使用结果，归亍使用者的责任。

化学事故应急咨询电话 +86-532-8388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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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S_SN100C（030）F3_A2009-NS-CN_20170612 1/5

制定日 2017年06月13日
修改日

第1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产品标识(中文)

产品标识(英文)

整理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部门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工业用

焊接用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GHS 分类

呼吸道过敏 ：类别1

皮肤致敏 ：类别1

GHS标签要素

象形图 ：

警示语 ：危险

危险说明

　　　　・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防范说明

预防措施

　　　　・不能使用于焊接以外的用途。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面具。

　　　　・戴呼吸防护装置。

事故相应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

　　　　・如有呼吸系统病症，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求医/就诊。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Lead-free flux-cored solder wire
　SN100C(030)F3

A2009-NS-CN_20170612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无铅焊锡丝
　SN100C(030)F3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注：在上述没有记载的项目是，［不适用］、［未分类］或者［无法归类］的任意一种。

0512-62925021

产品推荐及限制用途

品质管理课

0512-62925019

斯倍利亚焊品（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扬和路创投工业坊11号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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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S_SN100C（030）F3_A2009-NS-CN_20170612 2/5

储存

　　　　・避免阳光直射，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废弃处置

第3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化学物质・混合物的区别 ：混合物

化学名或一般名 ：焊锡丝

锡 7440-31-5 残余

铜 7440-50-8 0.482～0.683

镍 7440-02-0 0.038～0.068

锗 7440-56-4 0.01以下

松香 非公开 2.3～3.4

其他 非公开 0.14～0.20

第4部分 急救措施
吸入时

皮肤接触时

　　　　・被污染的衣物再使用时，先清洗。

眼睛接触时

　　　　・如果眼睛持续刺激时，就医诊断。

食入时

　　　　・如身体不适，请立即就医。

第5部分 消防措施
可以使用的灭火剂

禁止使用的灭火剂

　　　　・棒形注水。

特殊危害性

　　　　・处置内装物/容器需要委托有资质的废弃物处理商处置 。

焊锡　（96.5～97.5　mass%）

化学名或一般名 CAS号 含量(mass%) 备注

　　　　・使用多量的水和肥皂清洗。立即清洗皮肤。

　　　　・皮肤有刺激感或发疹子，请立即就医。

　　　　・如接触或疑似接触时，请联系医生。

　　　　・如身体不适，请立即就医。

　　　　・不慎吸入，移至空气新鲜的场所，用呼吸顺畅的姿势休息。

助焊剂　（2.5～3.5 　mass%）

　　　　・根据火灾情况，有可能发生刺激性及/或有毒性气体。

　　　　・粉末灭火剂，二氧化碳，干沙。

　　　　・根据火灾情况，熔点约到达227℃时被液态化，有可能从周围流出。

无论何时发生如上症状都请立即就医。

　　　　・按照周边火灾类型，使用适当的灭火器材。

　　　　・漱口。

　　　　・如身体不适，请立即就医。

　　　　・用水清洗数分钟。如佩戴的隐形眼镜容易摘掉就请摘掉后再清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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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灭火方法

　　　　・火灾发生场所周围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灭火人员的保护

第6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工具和应急处置程序

　＜在熔点状态(熔点约227℃)泄漏时＞

环境保护措施

　　　　・排入河流等河道中，要注意不要影响环境。

密封、清洗方法及器材

　　　　・少量时，收集到容器等。

　　　　・委托专业废弃厂商废弃。

预防二次灾害对策

第7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

技术措施

安全处置注意事项和措施 ：不能使用于焊接以外的用途。

  认真阅读所有的安全注意事项后再使用。

　周边禁止使用高温物、火花、火。

　充分做好作业场所的空气循环。

  不要泄露、溢出、飞散、不要随意使其发生蒸汽。

　不吸入粉尘，烟气，雾，蒸汽。

  被污染的工作服不能从工作场所拿出。

　使用后须认真洗手。

　使用此产品时，不要饮食和吸烟。

禁配物 ：参照『１０．稳定性及反应性』。

储存

储存条件

  避免阳光直射，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包装/容器材料

　　　　・无关人员转移到安全场所。

　　　　・操作人员须佩戴合适的防护工具（『参照８．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避免接触眼、皮肤及吸入。

　　　　・泄露场所周边，使用围绳等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如无法灭火，保护周围使其自行燃尽。

　　　　・灭火时，使用呼吸面罩，化学用品防护衣。

　　　　・在无危险的情况下，可将容器从火灾区域移开。

　　　　・金属引起的火灾，不使用水灭火，而是用密封、窒息灭火法。

　　　　・灭火要从上风开始进行。

　　　　・进行喷水灭火时，避免使影响环境的物质流出，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有效的灭火需远距离进行，用无人软管工具和装有监视器的喷嘴灭火。

　　　　・防止流入排水沟、下水沟、地下室或封闭场所。

　　　　・无风险时，停止泄漏。

　　　　・收集泄露物或使用真空吸尘器回收。

　　　　・迅速去除全部火源（周围禁止吸烟、火和火焰）。

　　　　・不能释放在环境中。

　　　　・没有佩戴合适的防护衣时不能接触破损的容器或泄露物。

　　　　・使冷却凝固之后，回收到捞纸袋或铁桶等容器内。

　　　　・在上风区作业，让下风区的人员避让。

　　　　・进入之前，密封场所须换气。

：远离氧化剂保存。

：没有包装和容器的规定，但是因防止泄露要装入不易破损的容器内。

  不能颠倒容器，掉落，撞击，或在地上拖拉。

：按照『８．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中记载的设备对策佩戴防护工具。

　不接触眼，皮肤，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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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泄露基准参考物质

  容许浓度(ACGIH)

  容许浓度(ACGIH)

  容许浓度(产业卫生学会)

  容许浓度(ACGIH)

设备对策

个人防护工具

  呼吸器官防护工具

  手的防护工具

  眼睛的防护工具

  皮肤和身体的防护工具

第9部分 理化特性
状态（形状） ：固体（线）

颜色

气味

闪点

沸点

燃点

比重（密度） ：约7.4（25℃）

第10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性
反应性

稳定性

危险反应

避免接触的条件

禁配物

危险的分解产品 ：无信息

第11部分 毒理学信息
呼吸道过敏

皮肤致敏

第12部分 生态学信息
无数据

铜

TWA 0.2 mg/m3（烟气）、TWA 1 mg/m3(尘、雾）

锡

TWA 2 mg/m3　(锡及锡的无机化合物）

　　　　・如有暴露的可能性，使用换气口罩、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佩带防护手套。

　根据作业内容佩戴合适的防护工具。

　　　　・根据需要使用个人呼吸器官防护工具。

 ・焊接过程中产生粉尘、烟雾时，使用整体通风装置。

 ・使用本产品的操作场所设置洗眼器和安全淋浴器。

TWA 1.5 mg/m3 (Ⅰ) (镍元素、吸入性划分)

镍

1mg/m3　(金属）

：无信息

：室温・空气中稳定

：无信息

：固相线约227℃ ，液相线约227℃（SN100C)

：无信息

：银色

：无

　　　　・化学喷溅用护目镜及佩戴面部防护工具。

　　　　・使用防护服，面部防护工具。

：根据产品（混合物）的符合成分的浓度合计，为类别1。

：根据产品（混合物）的符合成分的浓度合计，为类别1。

：＜参考錫的资料＞

：含有可燃性物质

：不兼容材料的接触

  禁止与强氧化性物质，酸类，有机过氧化物一起保管。

  与强氧化剂，酸类，强碱类，卤素，硫黄等发生反应。

  ＜参考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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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废弃处置
残余废弃物

污染的容器和包装

第14部分 运输信息
国际法规 ：按照海上运输IMDG规则，及航空运输IATA。

：非危险物

中国国内的法规

　・定义的运输法规上不属于危险物。

特殊安全对策

　・运输时避免阳光直射，堆放时防止容器破损、腐蚀、泄露。

　・防止货物散落。

　・不能与食品和饲料一起运输。

　・不随意处理。

第15部分 法规信息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条例

第16部分 其他信息
参考文献

②GB/T 17519-201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③GB/T 16483-2008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内容和项目顺序

④GB 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⑤GB30000系列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⑥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其他

：高毒化学品名录（2002年版）　

  含本产品的废液及清洗排水避免直接排到河川里，避免原样填埋扔弃。

：委托取得资质的产业废弃物处理商处理。    

：把容器清洗回收或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和当地政府的标准作适当处置。

　・上面不得堆放重量物品。

上述记载内容是根据目前获取的资料，情报，数据制成，会根据新的知识点做适当修改。
且对其含量、物理的化学性质、危险・有害性不作任何保证。注意事项方面作为一般的使用对象处
理，如做特殊处理在实施适合用途用法的安全对策后再利用。再者，本安全数据表是以中国国内法
规为标准。

所有的化学品（包括金属）存在未知的危险性和毒性，此危险性和毒性以使用时的环境，使用方
法，储存条件，周期等的不同会有变化。在储存方面，推荐“上锁保管”。然而，在“项目7.储存
”，法律法规中不适用时，没有记载“上锁保管”。使用单位（或人员）的责任是从开封到保管，
使用，废弃的处置。

⑪ExESS Version 12.2.0.6　　EMORI Infotech Co.,Ltd.

⑨GHS关联信息　http://www.safe.nite.go.jp/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⑩职场安全网址　http://anzeninfo.mhlw.go.jp/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⑦16514的化学商品　                              The Chemical Daily Co., Ltd.

⑧化学物质综合信息提供系统（CHRIP）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镍及其化合物　（by SRICI : 3841）

①「MSDSnavi」(混合物的GHS分类、法规制度数据等)　　Japan Chemical Databas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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