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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化学品中文名称：� ႀᔬ� 化学品英文名称：� .FUIZMCFO[FOF
� 中文名称 2：� �� 英文名称 2：� 5PMVFOF
� 技术说明书编码：� ���� C AS  No.：� ���������
� 分子式：� $�)�� 分子量：� �����

第二部分：成分 /组成信息

� 有害物成分� ႀᔬ� 含量� ����� C AS  No.� ��������

第三部分：危险性概述

� 危险性类别：� �
� 侵入途径：� �
� 健康危害：� ࠪᄔᐨǋዤᒚథ҇༎বὋࠪ˖౩ᇷፂጆፑథ᳣ᧁͺၸǌ�পব˖ඈὙᆀௐ

ЮխЙᣖᰳใऎఴֵԺѢဗᅊԢʼ֏խ᥊௬ᄉ҇༎Ⴡ࿃ǋᅊፆᒚԢ
ֲᦉЌᛝǋܿ௵ǋܿǋৎॶǋռՒǋᑛǋٽᐧҦǋ࡞ᢠᡭǋ
ខഴዹǌ᧗ჁᏧԺథҮǋઙସǋᤙǌ�ਤব˖ඈὙయଋᝎԺԦၶᇷ
ፂᛯि፫Ջड़ὋᐣᐸܷὋࢹݘతፂऩ࣡ኍǌᄔᐨ࣯ྋǋᄖᜇǋᄔ༰ǌ

� 环境危害：� ࠪဖܑథː᧗ӿࠎὋࠪቆචǋපဖܑԢපຸԺᤴ౿ǌ
� 燃爆危险：� ఴֵ྆ὋХ҇༎বǌ

附录三

Ӑֵߥ߶Кశឬ˹ �ႀᔬ
第一部分：化学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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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急救措施

� 皮肤接触：� ᑱԜ౿ᄉᛧྫྷὋၸᐩᄈප֖ຌපख़ऄуรᄔᐨǌ
� 眼睛接触：� ଡᡐᅊᅐὋၸึҮຌපၶူᄡපуรǌࡂӝǌ
� 吸入：� ᤳᑱሎဗڣᒯቆචளᱤܪǌγ֏խ᥊ႉǌݟ֏խڇᬱὋፋᣤඬǌ

ӝǌࡂխǌ֏ࢹխϢൢὋበԀᤈᛠ̠֏ݟ
� 食入：� ᯌᡛ᧙ຝපὋϳՒǌࡂӝǌ

第五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ὋФᗡචˀቆචԺ्ྏཀবຈՋྫྷὋ᥄༡ǋᰳབᑞलᡐ྆དྏ
ཀǌˀඬӐҍᑞԦၶुཉԥःǌึᤳঋὋࠓ̖ၶ֖ሤᐐ᭡ႂǌФᗡ
චඊቆච᧗ὋᑞڙᣖͯੰܪҁᄰॆᤉᄉڠழὋ᥄༡ຸ͗ᅋ༡྆ٿǌ

有害燃烧产物： ʶඬӐᇎǋ̃ඬӐᇎǌ
灭火方法： ٧ࠓᄉ˖ڣ༡ڙܪǌܪሧᒯቆڣ٧̯༡ࠓ࠱٧ὋԺᑞᄉពࠓපчԁؤ

ᔩࣂԪᓣ̯߶КԌᜈᎵ˖̖ၶܥᮂὋॸᮋᯰʼୣሎǌ༣༡ҍὙง෬ǋ
࣯ዟǋ̃ඬӐᇎǋᆊڗǌၸප༣༡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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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 应急处理：� ᤳୣሎ౿Ӝ̠տᒯ߶КӜὋࣲᤈᛠᬥሎὋːಪᬌ҃ѢЙǌѬற
༡ຸǌतᝫःপ̠ူܪտᒬፋൣԌय֏խ٧ὋቇඈనǌࡉԺᑞѬற
ຸǌൢึЙʽප᥊ǋଅสኍᬌ҃বቆǌ࠴᧙Ὑၸาব༺
Ф߱ਅবխஅǌ˶Ժ̾ၸʿ྆বѫҍ҃ᄉ˽҄รὋรሩ
᧕ՐஉЙऋපጆፑǌܷ᧙Ὑኒ܀ډ્گஅࠓǌၸง෬ᄥὋᬋ
ͯᗡච༪ࠎǌၸྏณᣀሧᒯമᢻ˃ၸஅᬶ٧ЮὋٿஅᤁᒯऋྫྷܪ
Ꮅǌܪڣူ

第七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 操作注意事项： ୱͺርǌߵୱͺὋҪु᮲ǌୱͺ̠տॸᮋፂ˃۱ᝪὋːಪᥕࠚ
तᝫୱͺ̠տᒬխ໙यඈ᭦ХӦ᭦ᎳὈὋӐߥ߶Кએᅊ
᪪ὋቇඈྫྷຕᤨࢹͺనὋൂᑚᏬෳݒǌᤉሎ༡ሗǋབຸὋࢹͺڣ
ːሄխཎǌၸྏۋᄉ᮲ጆፑ֖ܫǌൢᗡචҁࢹͺڣ
ቆච˖ǌᥗБˀඬӐҍଋᝎǌ༞ᜈௐःଌ҃ึᤳὋ˄థଋڠᜈᎵὋൢ
᭡ႂሤᐐǌୂᤁௐ᜵ᣏᜈᣏԄὋൢӉᜈԢ٧ࠓ૮ڭǌᦠܫᄰःֵሗ֖
ஜ᧙ᄉ๖٧Ԣःপူܪܫǌχቆᄉ٧ࠓԺᑞ൴႐థྫྷࠎǌ

� 储存注意事项： ϱ̅ߚяǋ᮲ᄉंੜǌᤉሎ༡ሗǋབຸǌंຝʿࠁᡓ ��℃ǌγ
ǋ᮲ཱۋஉὋѬॻຈϱǌ᧓ၸྏߚǌःˀඬӐҍѫधࠚ٧ࠓ
ஶǌሄൢၸ̖ၶ༡ᔈᄉࢹ֖ܫХǌϱӜःܫథःপူܪ
֖ܫՋᄉஅࠓǌ

第八部分：接触控制 /个体防护

� 中国 MA C (mg/m3)： ��� 前苏联 MA C (mg/m3)： ��
� TLV TN： 04)"����QQN TLV WN： ల҃߿ಕэ
� � ���NH�N���
� � "$(*)���QQN
� � ���NH�N�

� 监测方法： චᄰᓣ៧ก 工程控制： ၶ̖ርࠚὋҪु
᮲ǌ

� 呼吸系统防护：� ቆච˖ใऎᡓಕௐὋᒬխ໙यඈ᭦ХӦ᭦ᎳὈǌጊপ̂খ
ஐୣሎௐὋःឞቆච֏խ٧ඬච֏խ٧ǌ�

� 眼睛防护： Ӑߥ߶Кએᅊ᪪ǌ 身体防护： ቇඈྫྷຕᤨࢹͺనǌ
� 手防护：� ൂᑚᏬෳݒǌ
� 其它防护：� ᄉӻݝͺ߸උὋ๐ఝᛧǌγᓡࢹሄൢխཎǋᤈᮻ֖ᯌපǌڣͺဗࢹ

ၶ˷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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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理化特性

� 主要成分： ጥֵ 外观与性状： ᓣᤨͳὋథዜͪ
ᔬᄉᔉᯭච։ǌ

� pH： � 熔点 (℃ )： �����
沸点 (℃ )： ����� 相对密度 (水 =1)： ����
相对蒸气密度 ���� 饱和蒸气压 (kP a)： ����	��ą 

(空气 =1)：
燃烧热 (kJ /mol)： ������ 临界温度 (℃ )： �����
临界压力 (MP a)： ���� 辛醇 /水分配系数 ����

的对数值：
闪点 (℃ )： � 引燃温度 (℃ )： ���
爆炸上限 % (V /V )： ��� 爆炸下限 % (V /V )： ���
溶解性： ʿໄ̅පὋԺຈໄ̅ᔬǋᧀǋᧈኍܲஜథໄҍǌ
主要用途： ၸ̅ଘՋීෳጷԢͺ˝ၶ̖ႀᔬᛡၶྫྷǋཀᕱǋ౿˖ͳǋᕱྫྷኍ

ᄉ˞᜵ԓǌ
其它理化性质： �

第十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 稳定性：� �� 禁配物：� ुඬӐҍǌ
� 避免接触的条件Ὑ� �� 聚合危害：� �
� 分解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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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 -%��Ὑ�����NH�LH	 ܷᴄፂԯ 
������NH�LH	 Гፂᄔ 
 
-$��Ὑ�����NH�N�Ὃ� ࠴ௐ 	 ࠴ᴄխЙ 


� 亚急性和慢性毒性： �
刺激性： ̠ፂᅊὙ����QQN�Ὃलᡐ҇༎ǌࠑГፂᄔὙ����NHὋ˖ऎ҇༎ǌ
致敏性： � 致突变性： �
致畸性： � 致癌性： �

第十一部分：毒理学资料

http://a-p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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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理毒性： � 生物降解性： �
非生物降解性： � 生物富集或 �

生物积累性：
其它有害作用： ឞྫྷࠪဖܑథː᧗ӿࠎὋࠪቆචǋපဖܑԢපຸԺᤴ౿Ὃࠪ᱒ዜ

Үྫྷःፋ̀ྱѾซǌԺᜁၶྫྷ֖ॱၶྫྷඬӐᬋᝌǌ˽ח֖

第十三部分：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 � 废弃处置方法： ၸལདกܪᎵǌ
废弃注意事项： �

第十四部分：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编号： ������ U N 编号：� ����
包装标志： �� 包装类别：� 0��
包装方法： ၪ᧚࡚ೊᎨὈ܇धԯᨁೊᛂጮԯလၔၪǋᨠᄥԌԯလၔၪǋ࠴

ܰఱǌ
运输注意事项： ఴֵᨠᡸᤁᣤௐᬌၸᨁ҃͌ˉᒬܫᎨᢻᜈᤁὋᜈᤁґᭉઐథСᦉ

эǌᤁᣤௐᤁᣤᢻᣙःᦠܫᄰःֵሗ֖ஜ᧙ᄉ๖٧Ԣःপူܪ
ܫǌߢܭణݝ௸ᤁᣤǌᤁᣤௐၸᄉമᎨὈᢻःథଋᩖڠὋമЮ
Ժߗᬥ̾ђ࠵ᕤ̖ၶ᭡ႂǌːሄˀඬӐҍǋᮻၸӐֵߥኍຈᜈຈ
ᤁǌᤁᣤ˖ःగ௲ǋᭀὋᰳຝǌ˖Ϣ႐ௐःᤉሎ༡ሗǋབຸǋ
ᰳຝӜǌᜈᤁឞྫྷֵᄉᢻᣙଅචክॸᮋᦠܫ༡ᜈᎵὋሄൢၸ̖ၶ
༡ᔈᄉࢹ֖ܫХᜈԄǌМᡸᤁᣤௐ᜵߿ᡸጲᛠὋӇࡏڙඞ
Ӝ֖̠ԯሴࠚӜϢ႐ǌᨠᡸᤁᣤௐ᜵ሄൢ຺உǌːሄၸఱᓔǋපชᓔ
ᜈᤁᣤ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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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Ӑߥӿᬖྫྷֵ߶Кክူ్Β�	���� ࣱ � త �� ڍҫᬒԦ 
ὋӐߥӿᬖ
ྫྷֵ߶Кክူ్ΒࠃஶጹѶ�	 ӐҶԦ <����>���� Ձ 
Ὃࢹͺڣ߶К
ၸӐֵߥ߿�	<����> ҶᦉԦ ��� Ձ 
 ኍกὋ᧪ࠪӐߥӿᬖֵᄉ߶К
ၸǋၶ̖ǋϱߚǋᤁᣤǋᜈԄኍழ᭦ڨͺ˿ᄰः߿࣡ၸӿᬖӐߥ
ֵᄉѫዜԢಕং�	(#���������
ឞྫྷѲ˝ኃ����ዜ˖ཁ྆ͳǌ࠱
Ф߱กὙᔬǋႀᔬǋනᔬᆲӐၶ̖߶К߿�	<��> Ӑགྷߙኃ ��� Ձ 
ǌ

第十六部分：其它信息

参考文献： � 填表部门： �
数据审核单位： � 修改说明： �
其它信息： �

~ 上述样式及内容与英文版本可能有异，只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