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基础化学实验中心
常用化学药品安全数据说明书（MSDS）

化学药品安全数据说明书顺序
1 盐酸

2 硫酸

3 硝酸

4 磷酸

5 硼酸

6 氢氧化钠

7 氢氧化钾

8 氢氧化钡

9 氯化钾

10 氯酸钾

11 溴化钾

12 溴酸钾

13 碘化钾

14 碘酸钾

15 硝酸钾

16 硫酸钾
21 重铬酸钾

17 硫酸氢钾
22 硫酸铬钾

18 高锰酸钾
23 铁氰化钾

19 硫氰化钾
24 亚铁氰化钾

20 铬酸钾
25 乙酸钾

26 氟化钠
31 亚硝酸钠

27 氯化钠
32 硝酸钠

28 氯酸钠
33 碳酸钠

29 溴化钠
34 碳酸氢钠

30 硫化钠
35 亚硫酸钠

36 亚硫酸氢钠
41 三聚磷酸钠

37 硫代硫酸钠
42 硅酸钠

38 磷酸钠
43 铝酸钠

39 磷酸氢二钠
44 四硼酸钠

40 磷酸二氢钠
45 醋酸钠

46 草酸钠

47 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

48 柠檬酸钠

49 氯化铵

50 硝酸铵

51 碳酸铵

52 碳酸氢铵

53 硫酸铵

54 过硫酸铵

55 草酸铵

56 乙酸铵

57 钼酸铵

58 硫酸铁铵

59 硫酸亚铁铵

60 氯化镁

61 硫酸镁

62 氯化钙

63 碳酸钙

64 氯化钡

65 硝酸钡

66 三氯化铝

67 硝酸铝

68 氯化锡

69 氯化亚锡

70 硝酸铅

71 乙酸铅

72 三氯化锑

73 氯化铋

74 硝酸铋

75 氯化铬

76 硝酸锰

77 硫酸锰

78 三氯化铁

79 硝酸铁

80 硫酸亚铁

81 硫酸铁

82 氯化钴

83 二氯亚钴

84 硝酸钴

85 硫酸镍

86 氯化铜

87 硝酸铜

88 硫酸铜

89 水合醋酸铜

90 硝酸锌

91 硫酸锌

92 硝酸银

93 四水合硫酸
高铈

94 氯化亚汞

95 过氧化氢

96 二氧化硫
101 活性碳

97 二氧化铅
102 硫

98 二氧化锰
103 碘

99 氧化锌
104 金属钠

100 硫化氢
105 铜

106 锌粉
111 柠檬酸

107 锡
112 苯甲酸

108 乙酸
113 水杨酸

109 乙二酸
114 硬脂酸

110 丙二酸
115 氨水

116 二乙胺

117 1，2-乙二胺

118 尿素

119 三乙烯四
胺

120 六亚甲基
四胺

121 三乙醇胺

122 盐酸羟胺

123 苯胺

124 对甲苯胺

125 乙酰苯胺

126 氨基甲酸铵

127 磺胺嘧啶

128 二 苯 基 碳

129 硫 代 乙 酰

130 正己烷

胺

酰二肼
131 正庚烷

132 环己烷

133 苯

134 萘

135 甲苯

136 二氯甲烷

137 1-溴丁烷

138 氯苯

139 α-蒎烯

140 石蜡

141 甲醇
146 1-戊醇

142 乙醇
147 异戊醇

143 正丙醇
148 甘油

144 异丙醇
149 环己醇

145 正丁醇
150 聚乙二醇

151 甘露醇

152 对 乙 酰 氨

153 无水乙醚

154 石油醚

155 苯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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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苯酚
156 丙酮

157 环己酮

158 乙酸乙酯

159 丙 二 酸 二
乙酯

160 乙 酰 乙 酸
乙酯

161 乙酸酐

162 邻 苯 二 甲
酸酐

163 三氯甲烷

164 四氯化碳

165 硅油

166 四氢呋喃

167 醌氢醌

168 火棉胶

169 甲基橙

170 酚酞

171 铬黑 T

172 邻二氮菲

173 茜素红

174 亚甲基蓝

175 可溶性
淀粉

176 柱层析硅胶

177 维生素 B1

1 盐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盐酸
英文名称： Hydrochloric acid，Chlorohydric acid
别 名：
氢氯酸
分子式：
HCl
分子量：

36.46

熔

点：

-114.8℃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1.20

蒸汽压：
溶解性：
稳定性：

饱和蒸气压：30.66 kPa (21℃)
与水混溶，溶于碱液。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微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的酸味。
危险标记： 20(酸性腐蚀品)
用 途：
重要的无机化工原料，广泛用于染料、医药、食品、印染、皮革、冶金等行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接触其蒸气或烟雾，引起眼结膜炎，鼻及口腔粘膜有烧灼感，鼻衄、齿龈出
血、气管炎；刺激皮肤发生皮炎，慢性支气管炎等病变。误服盐酸中毒，可引起消化道灼伤、
溃疡形成，有可能胃穿孔、腹膜炎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5％。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碱类、胺类、碱金属、易（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伤，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
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能与一些活性金属粉末发生反应，放出氢气。遇氰化物能产生剧毒的氰化氢
气体。与碱发生中合反应，并放出大量的热。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氢。
用碱性物质如碳酸氢钠、碳酸钠、消石灰等中和。也可用大量水扑救。灭火方法：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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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
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罩，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
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2 硫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
英文名称： Sulphuric acid
别

名：

磺镪水，铅室酸，蓄电池硫酸，三氧化硫，硫酸酐

分子式：

H2 SO4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密 度：

98.08
10.35℃(100%)
330.0℃
相对密度(水=1)：1.841(96～98%)

蒸汽压：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4
0.13kPa(145.8℃)

溶解性：
稳定性：

与水混溶，浓硫酸可以溶解三氧化硫。
340℃分解成三氧化硫和水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透明、无色、无嗅的油状液体，有杂质颜色变深，甚至发黑。
危险类别：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生产化学肥料，在化工、医药、石油提炼等工业也有广泛的应用。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迅速吸收。
健康危害：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蒸气或雾可引起结膜炎、结
膜水肿、角膜混浊，以致失明；引起呼吸道刺激，重者发生呼吸困难和肺水肿；高浓度引起
喉痉挛或声门水肿而窒息死亡。口服后引起消化道烧伤以致溃疡形成；严重者可能有胃穿孔、
腹膜炎、肾损害、休克等，皮 肤灼伤轻者出现红斑，重者形成溃疡，愈后癍痕收缩影响功
能。溅入眼眼内可造成灼伤，甚至角膜穿孔、全眼炎以至失明。慢性影响：牙齿酸蚀症、慢
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硬化。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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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
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
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还原剂、碱类、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把酸加入水中，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库温不超过 35℃，相对湿度不超过 85％。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碱类、碱金属、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
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 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吸呼。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水大量放热，可发生沸溅。与易燃物（如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等 ）
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遇电石、高氯酸盐、雷酸盐、硝酸盐、苦味酸盐、金
属粉末等猛烈反应，发生爆炸或燃烧。有强烈的腐蚀性和吸水性。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二氧化碳、砂土。避
免水流冲击物品，以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量发生喷溅而灼伤皮肤 。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呼吸器 。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 衣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
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 硝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硝酸
Nitric acid
氢氮水，硝强水
HNO3

分子质量：

63.01

熔
沸
密

-42℃（无水）
78℃（分解）
相对密度（水=1）：1.50(无水)；

点：
点：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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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压：

相对密度（空气=1）：2.17。
饱和蒸气压：4.4 kPa (20℃)

溶解性：
与水混溶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透明发烟液体，有酸味。
危险性类别：第 8.1 类 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途极广，主要用于化肥、染料 、国防、炸药、冶金、医药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其蒸气有刺激作用，引起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如流泪、咽喉刺激感、
呛咳，并伴有头痛、头晕、胸闷等。口服引起腹部剧痛，严重者可有胃穿孔、腹膜炎、喉痉
挛、肾损害、休克以及窒息。皮肤接触引灼伤。慢怀影响：长期接触可引起牙齿酸蚀症。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土壤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助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
场所空气中。避免与还原剂、碱类、醇类、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把酸加入水中，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还原剂、碱类、醇类、碱金属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 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 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通畅。如呼吸 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 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能与多种物质如金属粉末、电石、硫化氢、松节油等猛烈反应，
甚至发生爆炸。与还原剂、可燃物如糖、纤维素、木屑、棉花、稻草或废纱头等接触，引起
燃烧并散发出剧毒的棕色烟雾 。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 氧化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剂；雾状水、二 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到其烟雾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空气 呼
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 被毒物污染的
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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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 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正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
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
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
所处置。

4 磷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磷酸
英文名称： Phosphoric acid
分子式：

H3 PO4

分子量：
熔 点：

98
42.4℃(纯品)

沸
密

260℃
相对密度(水=1)： 1.87(纯品)；

点：
度：

蒸汽压：
溶解性：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38。
饱和蒸气压：0.67 kPa (25℃，纯品)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

稳定性：

禁配物：强碱、活性金属粉末、易燃或可燃物。

外观与性状：纯磷酸为无色结晶，无臭，具有酸味。
危险类别： 20(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制药、颜料、电镀、防锈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蒸气或雾对眼、鼻、喉有刺激性。口服液体可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血
便或体克。皮肤或眼接触可致灼伤。 慢性影响：鼻粘膜萎缩、鼻中隔穿孔。长期反复皮肤
接触，可引起皮肤刺激。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
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小心把酸慢慢加入水中，防
止发生过热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
燃物、碱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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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金属反应放出氢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
氧化磷烟气。具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
灭火方法：用雾状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用大量水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
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

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 硼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硼酸
英文名称：

Boric acid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H3 BO3
61.84
185℃(分解)
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甘油。

外观与性状：无色微带珍珠光泽的三斜晶体或白色粉末，有滑腻手感, 无臭味。
用 途：
用于玻璃、搪瓷、医药、化妆品等工业, 以及制备硼和硼酸盐, 并用作食物防
腐剂和消毒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工业生产中，仅见引起皮肤刺激、结膜炎、支气管炎，一般无中毒发生。
口服引起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胃肠道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继之发生脱水、
休克、昏迷或急性肾功能衰竭，可有高热、肝肾损害和惊厥，重者可致死。皮肤出现广泛鲜
红色疹，重者成剥脱性皮炎。本品易被损伤皮肤吸收引起中毒。慢性中毒：长期由胃肠道或
皮肤吸收小量该品，可发生轻度消化道症状、皮炎、秃发以及肝肾损害。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钾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保持包装完整，防止
洒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类、钾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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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氧化硼。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
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 氢氧化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氢氧化钠
Sodiun hydroxide，Caustic soda
苛性钠，烧碱，火碱
NaOH

分子量：
熔 点：

40.01
318.4℃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0.13 kPa (739℃)
易溶于水、乙醇、甘油，不溶于丙酮。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不透明固体，易潮解。
危险标记： 20(碱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肥皂工业、石油精炼、造纸、人造丝、染色、制革、医药、有机合成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粉尘或烟雾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
和眼直接接触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和休克。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
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把碱加入水中，
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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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
液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品不会燃烧，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形成腐蚀性溶液。与酸发生中和反
应并放热。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必要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以少量加入大量水中，
调节至中性，再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
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7 氢氧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氢氧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hydroxide
别 名：
苛性钾，苛性碱，钾灰
分子式：
分子量：

KOH
56.10

熔

360.4℃

点：

沸 点：
蒸气压：

1320℃
饱和蒸气压：0.13 kPa (719℃)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乙醇，微溶于醚。
稳定；禁配物：强酸、易燃或可燃物、二氧化碳、酸酐、酰基氯；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或片状固体，易潮解。
危险性类别：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主要用途： 用作化工生产的原料，也用于医药、染料、轻工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具有强腐蚀性。粉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和眼直接接触
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休克。
环境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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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
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易
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把碱加入水中，
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
不大于 8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本品不会燃烧, 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 形成腐
蚀性溶液。具有强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
清洁卫生。
六、泄露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碱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
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8 氢氧化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氢氧化钡
Barium hydroxide
Ba(OH)2
171.35

熔

408℃

点：

溶解性：
微溶于水、乙醇易溶于稀酸。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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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标记： 13（有毒品）
用 途：
制特种肥皂、杀虫剂，也用于硬水软化、甜菜糖精制、锅炉除垢、玻璃润滑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麻痹、心
律紊乱、血钾明显降低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而死亡。吸入烟尘可引起中毒，但消
化道症状不明显。接触高温本品溶液造成皮肤灼伤可同时吸收中毒。慢性影响：长期接触钡
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
速、血压增高、脱发等。毒性：高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性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酸类、食
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钡。本品不燃。灭火剂：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
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
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 氯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hlorid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KCl
74.55
776℃
11

沸 点：
溶解性：

1500℃（升华）
水：330g(20℃)；乙醇：几乎不溶；乙醚：不溶。

稳定性：
稳定
主要用途： 在农业上用作钾肥，工业上用于制取钾盐，还广泛用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和
电镀工业，在医药卫生上作利尿剂、代盐等。
外观与性状：白色颗粒晶体。
危险标记： 该品不属于危险品范畴。
用

途：

主要用于无机工业，还可用于医药，科学应用，食品加工，食盐里面也可以以
部分氯化钾取代氯化钠，以降低高血压的可能性。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燃爆危险：几乎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特殊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注意事项：干燥、密封、按常温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几乎不燃，在火场中可释放危险蒸汽。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氢
灭火方法：选择适合周围火源的灭火器材。
灭火注意事项：没有配备化学防护衣和供氧设备，请不要呆在危险区。要防止化学品进
入地表 水和地下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浓度高时建议带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佩戴空气
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已做防护。
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完毕，淋浴更衣。避免长期反复接触。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防护：避免产生尘土或吸入尘土，当粉尘浓度高时，应急人员应穿戴安全防护用品
进现场。
环境保护措施：化学品未经处理禁止向环境排放。
清洁/吸收措施：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采用液
体吸收残留物，根据化学品性质进一步处理，清理污染区，洗液排入废水池。

10 氯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hlorate
别 名：
白药粉
12

分子式：
分子量：

KClO3
122.55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368.4℃
溶于水，不溶于醇、甘油。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片状结晶或白色颗粒粉末，味咸而凉。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火柴、烟花、炸药的制造，以及合成印染、医药、也用作分析试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人的致死量约 10g。口服急性中毒表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胃肠炎，肝
肾损害，甚至窒息。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还原剂、酸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
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
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常温下稳定，在 400℃以上则分解并放出氧气。与还原剂、有
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物、氧化钾。
灭火方法：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闷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

11 溴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溴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bromide
分子式：
KBr
分子量：
119.01
熔
沸

点：
点：

蒸汽压：
溶解性：

734℃
1380℃
0.13 kPa (795℃)
溶于水，溶于甘油，微溶于乙醇、乙醚。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金属盐类。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或粉末，无臭, 味咸微苦, 稍有吸湿性。
用

途：

用于制溴化银纸，也用作分析试剂，医药上用作精神镇静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摄入后引起头痛、头晕、
恶心、呕吐、胃肠道刺激症状。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金属盐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金
属盐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溴化物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溴化氢、氧化钾。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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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溴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分子式：

溴酸钾
Potassium bromate；Bromic acid potassium salt
KBrO3

分子量：
熔 点：

167.01
370℃(分解)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不溶于丙酮，微溶于乙醇。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三角晶体或白色结晶性粉末。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15(有害品)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食品添加剂、羊毛漂白处理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口服后可引起恶心、呕吐、胃痛、哎
血、腹泻等。严重者发生肾小管坏死和肝脏损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听力损害。大量接触
可致血压下降。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与铵盐、金属粉末、可燃物、有机物或其它易氧化物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经摩擦或受热易引起燃烧或爆炸。与硫酸接触容易发生爆炸。能与铝、砷、铜、碳、
金属硫化物、有机物、磷、硒、硫剧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溴化氢、氧化钾。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作业工人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
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能
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
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 碘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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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碘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iodid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KI
166.01
686℃

沸 点：
溶解性：

1330℃
溶于水、乙醇、丙酮和甘油和液氨，微溶于乙醚。

稳定性：

稳定；
禁配物：碱金属、氨、卤素或卤化物、氟、过氧化氢、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无色至白色具特殊气味固体
用 途：
用于感光乳剂、肥皂、石版印刷、有机合成、医药、食品添加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皮肤接触、眼睛接触、食入。
健康危害：对胃肠道有强烈刺激作用，误服可引起痉挛、急躁。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包装密封。应
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 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
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 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非可燃性物质。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
火。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一般工作服。
手 防 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上适当的防护服前严禁
接触破裂的容器和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避免此外泄物直接进入下水道系统。小量泄
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大量泄漏：泄漏物回收后，用水冲洗泄漏区。

14 碘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碘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i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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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名：
分子式：

金碘
KIO3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214.00
560℃（分解）
溶于水、稀硫酸，不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结晶粉末，无臭。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药物、饲料添加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上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口服引起头育、恶心、呕吐、眩晕及胃肠
道刺激。可致视神经损害。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
末、有机金属化合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包装密封。
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有机金属化合物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与可燃物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分解)产物：碘化氢。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在火场中与可燃物混合会爆炸。消防人员须在有防爆掩蔽处操作。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
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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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
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 硝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nitrate
别 名：
火硝
分子式：
分子量：

KNO3
101.10

熔 点：
溶解性：

334℃
易溶于水，不溶于无水乙醇、乙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斜方或三方晶系颗粒或白色粉末。
用 途：
用于制造烟火、火药、火柴、医药，以及玻璃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高浓度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大量接触可
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影响血液携氧能力，出现头痛、头晕、紫绀、恶心、呕吐。重者引
起呼吸紊乱、虚脱，甚至死亡。口服引起剧烈腹痛、呕吐、血便、休克、全身抽搐、昏迷，
甚至死亡。对皮肤和眼睛有强烈刺激性，甚至造成灼伤。皮肤反复接触引起皮肤干燥、皲裂
和皮疹。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丁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
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
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燃烧分解时， 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受热分解，放出氧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雾状水、砂土。
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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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16 硫酸钾 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sulfate; Lemery salt
分子式：
K2 SO4
分子量：
熔 点：

174.27
1069℃

沸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1689℃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丙酮和二硫化碳。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晶体或粉末，味苦而咸。
用

途：

用作药物（缓泻剂）、肥料，并用于制明矾、玻璃和碳酸钾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吸入，粉尘吸入刺激鼻、咽及肺；皮肤，长期接触会刺激皮层；眼睛，粉尘
货雾滴会刺激眼睛；食入，会刺激口、食道和胃。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避免眼睛 皮肤接触及残留在衣物上，避免吸入粉尘，操作后彻底
清洗，遵行良好的卫生及内务管理习惯，小量操作以降低粉尘量。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的库房。保持容器紧闭，避免漏气。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先用肥皂和水清洗，再用水冲洗制止移除所有化学品；然后脱掉被污染的衣
服，清洗后才可以再次使用。
眼睛接触：用大量水冲洗 15 分钟以上，若刺激持续，立即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若患者意识清楚，给予 2-4 杯水；用手指插入咽喉进行催吐。
四、消防措施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灭火剂：特殊二氧化碳泡沫剂。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有粉尘的情况下，使用合格的粉尘呼吸防护具。
眼睛防护：正常情况下，戴安全防护眼镜；有粉尘情况下，戴化学那全防护眼镜；不要
戴隐形眼镜。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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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防渗透手套。
六、泄漏应急处理
铲起干燥的化学品，以便再使用或丢弃。扫起时要降低粉尘量。尽量回收使用。若法律
许可，用水冲洗泄漏物。

17 硫酸氢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氢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bisulfate
别 名：
酸式硫酸钾
分子式：
分子量：

KHSO4
136.17

熔

197

点：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丙酮。
外观与性状：无色单斜晶体，易潮解。
用 途：
用作食物防腐剂、分析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有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强烈刺激和腐蚀性。吸
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呕吐、咳嗽等。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爆炸危险：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
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橡胶
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具有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氧化钾。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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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酸服。不要直接接触
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8 高锰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高锰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permanganate
别 名：
分子式：

灰锰氧；过锰酸钾
KMnO4

分子量：

158.03

熔 点：
溶解性：

240℃
溶于水、碱液，微溶于甲醇、丙酮、硫酸。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深紫色细长斜方柱状结晶，有金属光泽。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油脂工业、氧化、医药、消毒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吸入后可引起呼吸道损害。溅落眼睛内，刺激结膜，重者致灼伤。刺激皮肤。
浓溶液或结晶对皮肤有腐蚀性。口服腐蚀口腔和消化道，出现口内烧灼感、上腹痛、恶心、
呕吐、口咽肿胀等。口服剂量大者，口腔粘膜呈黑色，肿胀糜烂，剧烈腹痛，呕吐，血便，
休克，最后死于循环衰竭。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氯丁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相对
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
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遇硫酸、铵盐或过氧化氢能发生爆炸。遇甘油、乙醇能引起自燃。
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钾、氧化锰。
灭火方法：灭火剂：水、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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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
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19 硫氰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氰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thiocyanate, Potassium isothiocyanate
别 名：
分子式：

硫氰酸钾
KSCN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97.18
173.2℃
500℃(分解)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丙酮。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水。

外观与性状：无色晶体。
用 途：
用于制合成树脂、 杀虫杀菌剂、 芥子油、硫脲类和药物等, 也用作化学试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误服致急性中毒时，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功能紊乱，血
压波动、心率变慢。重复中毒可致肾功能明显损害。慢性作用，可抑制甲状腺机能，可使妇
女经期延长而量多。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氰化物和硫化物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氧化氮、硫化氢、氰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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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0 铬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铬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chromate
别 名：
分子式：

铬酸二钾
K2 CrO4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194.19
968℃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禁配物：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外观与性状：黄色斜方晶体
用 途：
有氧化作用。用于鞣革、医药，并用作媒染剂和分析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具腐蚀性，可造成严重灼伤。误服，可引起头痛、头晕、
恶心、呕吐、腹痛、呼吸急促、紫绀、肾功能衰竭、休克、昏迷等。皮肤接触性皮炎和湿疹。
六价铬化合物属致癌物。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
燃爆危险：本品助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
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
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活性金属粉末、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易（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还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
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若有灼伤，按酸灼伤处理。就医。
眼睛接触：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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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氧化银、氯化物。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消防员的个体防护：消防人员必
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
品。严禁皮肤直接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砂土吸收，铲入提桶，倒至空旷地方深埋。用水刷洗泄漏污染区，
经稀释的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21 重铬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重铬酸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dichrom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红矾钾
K2 Cr2 O7
294.21
398℃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桔红色结晶。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皮革、火柴、印染、化学、电镀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吸入后可引起急性呼吸道刺激症状、鼻出血、声音嘶哑、鼻粘膜
萎缩，有时出现哮喘和紫绀。重者可发生化学性肺炎。口服可刺激和腐蚀消化道，引起恶心、
呕吐、腹痛、血便等；重者出现呼吸困难、紫绀、休克、肝损害及急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
影响：有接触性皮炎、铬溃疡、鼻炎、鼻中隔穿孔及呼吸道炎症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
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5℃，相对
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
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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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遇强酸或高温时能释放出氧气，从而促使有机物燃烧。与硝酸盐、
氯酸盐接触剧烈反应，有水时与硫化钠混合能引起自燃。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勿使
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光焕发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2 硫酸铬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铬钾
英文名称： Chromium Potassium Sulfate dodecahydrate
别 名：
硫酸钾铬，铬矾，铬明矾，钾铬矾
分子式：
分子量：

KCr (SO4 )2 ·12H2 O
499.40

熔

89℃

点：

溶解性：
溶于 4 份冷水、2 份沸水，几乎不溶于乙醇。
外观与性状：紫红色到黑色八面立方结晶。在透射光下呈宝石红色。在空气中风化。
用

途：

分析试剂。显微分析用固定剂。制备其他铬盐。媒染剂。照相制版。皮革鞣制。
纤维防水。制造墨水。鞣剂。 媒染剂及照相定影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眼睛及皮肤接触，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吸入会刺激口、鼻、喉、肺；食入可刺激胃，导致恶心；刺激眼；接触引
起皮肤红、痛。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密封保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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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用流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处，输氧或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有知觉者，饮水，立即就医。
其它： 保持患者安静，维持其正常体温。
四、消防措施
用水、砂土、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
五、防护措施
戴适当的手套和护目镜或面具。
六、泄漏应急处理
穿戴防护服及用具；扫起固体泄漏物，置入容器中；用砂、蛭石吸收液体泄漏物并装入
容器中。

23 铁氰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铁氰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m ferricyanide
别 名：
赤血盐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K3 Fe(CN) 6
329.25
300 °C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丙酮，微溶于醇。

稳定性：

稳定；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
外观与性状：红色晶体
用 途：
用作化学试剂, 也用于冶金、照相、颜料等行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可能有害。可致肾损害。加热或酸作用下
可产生氰化氢。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害。
燃爆危险：不燃，无特殊燃爆特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 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
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酸 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泻。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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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氰化氢、氧化钾。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24 亚铁氰化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亚铁氰化钾
英文名称： Potassiun ferrocyanide，Potassium hexacyanoferrate
别 名：
黄血盐
分子式：

K4 Fe(CN) 6 ·3H2 O

分子量：

422.39

熔 点：
70℃(-3H2 O)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
稳定性：
禁配物：硝酸盐；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
外观与性状：柠檬色单斜晶体。
用 途：
用作化学试剂，用于冶金工业和制造氰化钾、铁氰化钾颜料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属低毒类。吸入引起咳嗽、气短。大量口服引起胃肠不适。有资料报道，
中毒时肾脏受损害，尿糖大量增加。接触本品多年的工人中，未见发生皮炎。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硝酸盐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硝酸盐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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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硝酸铜、亚硝酸钠加热时发生爆炸。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氰化钾、氧化钾、氮气。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透气型防毒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5 乙酸钾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乙酸钾
Potassium acetate

别

醋酸钾

名：

分子式：

C2 H3 KO2 ，CH3 COOK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98.14
292 ℃
溶于水及乙醇，不溶于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易潮解，有碱味。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调节 pH 值。用作干燥剂。制造透明玻璃。用于医药工业。用
作缓冲剂、利尿药、织物和纸的柔软剂、催化剂等。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处理后彻底冲洗。转移物料后要清洗地面和容器接口。空容器内留有蒸
气和/或产品残留物。可能引起危险，应保持容器密封。并避免加热和火花。不要与皮肤和
眼睛接触，禁止吞食和吸入呼吸道。操作场所应通风良好。盛放物料的桶或空桶不能加压、
切割、焊接、钻孔、打磨，或者不要对空桶加热、点火。
储存注意事项：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不使用时将包装桶密封。不要与性
质相反的物料混合堆放。

26 氟化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氟化钠
英文名称： Sodium fluoride
分子式：
NaF
分子量：

42.00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993℃
溶于水，微溶于醇。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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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或结晶，无臭。
危险标记： 15(有害品)。
用 途：
用作杀虫剂、木材防腐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多为误服所致。服后立即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
者休克、呼吸困难、紫绀。可能于 2～4 小时内死亡。部分患者出现荨麻疹，吞咽肌麻痹，
手足抽搐或四肢肌肉痉挛。氟化钠粉尘和蒸气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可以引起皮炎。慢性影响：
可引起氟骨症。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乳胶手
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
超过 80％。包装密封。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尽快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燃烧(分解)产物：氟化氢
灭火方法：用大量水灭火。用雾状水驱散烟雾与刺激性气体。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
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工作服不要带至非作业场
所。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相应的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如大量
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7 氯化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hloride
别 名：
食盐
分子式：
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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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量：
熔 点：

58.44
801℃

沸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1413℃
溶于水和甘油，难溶于乙醇。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立方晶体或细小结晶粉末，味咸。
用 途：
工业上用于制造纯碱和烧碱及其他化工产品，矿石冶炼，生活上可用于调味品。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食入。
健康危害：大量食入会有反胃，呕吐症状。
环境危害：此物质轻微水污染物质。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
危险特性：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有害燃烧产物：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
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五、防护措施
在污染区未完清理干净之前，禁止其它人员进入，确定清理工作由受训人员负责清理人
员进入污染。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8 氯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hlorate
别 名：
氯酸碱，白药钠，氯酸鲁达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NaClO3
106.44
248℃
溶于水、乙醇、甘油、丙酮、液氨

稳定性：

不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或微黄色等轴晶体
管制信息： 易制爆，受管制
用 途：
用作氧化剂、媒染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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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皮肤接触、眼睛接触、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粉尘对呼吸道、眼睛及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性、口服急性中毒，表现为高
铁血红蛋白血症，胃肠炎，肝肾损伤，甚至发生窒息。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
剂、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
燃物、还原剂、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因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受强热或与强酸接触时立即发生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
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
灭火方法：用大量水扑救，同时用干粉灭火剂熄闷。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
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9 溴化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溴化钠
英文名称： Sodium bromid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NaBr
102.90
755°C
1393°C(1013kPa)

热分解：

>750°C

密 度：
溶解性：
稳定性：

3.20g/cm (20°C)
水，乙醇
稳定；避免接触条件：加热；

3

31

禁忌物：碱金属，卤素互化物，强酸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味晶体。
用 途：
用于感光胶片，医药（镇静剂），农药，香料，染料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特殊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干燥，密封。避光。按常温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让受害者饮足量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几乎不燃。如果燃烧可产生有毒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溴化氢。
灭火方法：没有配备化学防护衣和供氧设备请不要待在危险区。喷水降低蒸气危害，防
止化学品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合适的灭火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当空气中粉尘浓度过高时，建议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化学品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抹护肤霜。
六、泄漏应急处理
避免产生和吸入其粉尘。当粉尘浓度过高时，应急处理人员须穿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现
场。

30 硫化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化钠
英文名称： Sodium sulfide
别 名：
分子式：

硫化碱；臭碱；硫化石；一硫化钠；臭苏打
Na2 S

分子量：
熔 点：

78.04
1180℃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1.86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醚，微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米黄色颗粒结晶，工业品为红褐色或砖红色块状。
危险标记： 20(碱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制造硫化染料，皮革脱毛剂，金属冶炼，照相，人造丝脱硝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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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本品在胃肠道中能分解出硫化氢，口服后能引起硫化氢中毒。对皮肤和眼睛
有腐蚀作用。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
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
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
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
包装密封。应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
液冲洗。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食入：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受撞击或急速加热可发生爆炸。遇酸分解，放出剧毒的易燃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硫化氢、氧化硫。
灭火方法：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可采用安全面罩。
防护服：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皮胶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
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31 亚硝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亚硝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nitrit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NaNO2
69.01
271℃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甲醇、乙醚。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或淡黄色细结晶，无臭，略有咸味，易潮解。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染料、医药等的制造，也用于有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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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毒作用为麻痹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及周围血管；形成高铁血蛋白。急性
中毒表现为全身无力、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胸部紧迫感以及呼吸困难；检查见
皮肤粘膜明显紫绀。严重者血压下降、昏迷、死亡。接触工人手、足部皮肤可发生损害。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
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
湿度不超过 80%。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
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与有机物、可燃物的混合物能燃烧和爆炸，并放出有毒的刺激
性的氧化氮气体。与铵盐、可燃物粉末或氰化物的混合物会爆炸。加热或遇酸能产生剧毒的
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
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32 硝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nitrate
别 名：
智利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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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分子量：

NaNO3
85.01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306.8℃
易溶于水、液氨，微溶于乙醇、甘油。
禁配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强酸、易燃或可燃物、铝。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或白微带黄色的菱形结晶，味微苦，易潮解。
用 途：
用于搪瓷、玻璃业、染料业、医药，农业上用作肥料。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大量口服中毒时，患者剧烈腹痛、呕吐、血便、
休克、全身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
丁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
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
对湿度不超过 80％。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忌
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易氧化物、硫磺、亚硫酸氢
钠、还原剂、强酸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燃烧分解时, 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受高热
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雾状水、砂土。
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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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碳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碳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arbonate，Soda
别 名：
纯碱，苏打
分子式：
Na2 CO3
分子量：
熔 点：

105.99
851℃

溶解性：
稳定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等。
禁配物： 强酸、铝、氟。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或细颗粒(无水纯品)，味涩。
用 途：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之一，用于制化学品、清洗剂、洗涤剂、也用于照像术和制
医药品。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直接接触可引起皮肤和眼灼伤。生产中吸入其
粉尘和烟雾可引起呼吸道刺激和结膜炎，还可有鼻粘膜溃疡、萎缩及鼻中隔穿孔。长时间接
触本品溶液可发生湿疹、皮炎、鸡眼状溃疡和皮肤松驰。接触本品的作业工人呼吸器官疾病
发病率升高。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和休克。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稀释或制备溶液时，应把碱加入水中，
避免沸腾和飞溅。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食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腐蚀性。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有害燃烧产物： 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
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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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4 碳酸氢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碳酸氢钠
英文名称： Sodium bicarbonate；Sodium acid carbonate
别 名：
分子式：

酸式碳酸钠
NaHCO3

分子量：
熔 点：

84
270℃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等。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白色、有微咸味、粉末或结晶体。
用 途：
分析化学用试剂, 镀金、镀铂、鞣革、处理羊毛、丝、灭火剂、医药消化剂等,
也用作乳油保存剂、木材防熏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碳酸氢钠在常温下是接近中性的极微弱的碱， 如将其固体或水溶液加热
50℃以上时，可转变为碳酸钠，对人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对眼睛、皮肤及呼吸道粘膜有刺
激性，引起炎症。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食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有害燃烧产物： 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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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5 亚硫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亚硫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sulfite
分子式：
Na2 SO3
分子量：
熔 点：

126.04
150℃(失水分解)

溶解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等。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铝、镁。
外观与性状：无色、单斜晶体或粉末。
用

途：

用于制备亚硫酸纤维素酯、硫代硫酸钠、有机化学药品、漂白织物等, 还用作
还原剂、防腐剂、去氯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不宜久存。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硫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38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6 亚硫酸氢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亚硫酸氢钠
英文名称： Sodiumhydrogensulfite，Sodiumbisulfite.
别 名：
重亚硫酸钠，酸式亚硫酸氢钠
分子式：
分子量：

NaHSO3
104.0609

熔

150℃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酸。
易溶于水，微溶于醇、乙醚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有二氧化硫的气味。
用 途：
用于棉织物及有机物的漂白；在染料、造纸、制革、化学合成等工业中用作还
原剂；医药工业的中间体；食用级产品用作漂白剂、防腐剂、抗氧化剂；用于
含铬废水的处理，并用作电镀添加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皮肤、眼、呼吸道有刺激性，可引起过敏反应。可引起角膜损害，导致失
明。可引起哮喘；大量口服引起恶心、腹痛、腹泻、循环衰竭、中枢神经抑制。
燃爆危险：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具有强还原性。接触酸或酸气能产生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具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氧化硫、氧化钠。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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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酸服。不要直接接触
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7 硫代硫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代硫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thiosulfate；Sodium hyposulfite
别 名：
分子式：

大苏打；海波
Na2 S2 O3 •5H2 O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248.18
52℃
溶与水和松节油，难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的单斜晶体。
用

途：

用作纸浆和棉织品漂白后的除氯剂，食品工业用作螯合剂、抗氧化剂，医药
工业用作洗涤剂、消毒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接触时
间长能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大量地经口或非肠道进入机体有全身毒作用。主要毒作用有
溶血、血红蛋白尿、肾衰竭，这与其浓度和进入途径有关。
环境危害：对水生生物有毒作用。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在有粉尘生成的地方,提供合适的排风设备。一般性的防火保护措施。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避免阳 光
直射，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和肥皂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如有不适感，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品不燃，遇高温或明火产生有毒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硫氧化物 灭火方法：用水雾,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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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
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
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
眼睛防护：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 向撤离至安
全区。消除所有点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毒面具，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其
它不燃材料吸收或覆盖，收集于容器中。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

38 磷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磷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phosphate，Trisodium phosph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磷酸三钠
Na3 PO4 •12H2 O
380.14
73.4 ℃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二硫化碳。

外观与性状：无色晶体， 在干燥空气中易风化。
用 途：
用作软水剂、锅炉清洁剂、金属防锈剂以及用于造纸、制革、照相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粘膜有轻度刺激作用。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产生剧毒的氧化磷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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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
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39 磷酸氢二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磷酸氢二钠
英文名称： Disodium phosphate anhydrous
别 名：
二盐基性磷酸钠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Na2 HPO4
141.96
34.6℃

溶解性：

溶于水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片状或粒状物。无味。
用 途： 可以用来制作柠檬酸、软水剂、织物增重剂、防火剂，并用于釉药、焊药、医
药、颜料、食品工业及制取其他磷酸盐用作工业水质处理剂、印染洗涤剂、品
质改良剂、中和剂、抗生素培养剂、生化处理剂 食品品质改良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后刺激呼吸道，引起咳嗽和呼吸短促。溅落眼睛内，刺激结膜，发红疼
痛。刺激皮肤，红痛。口服磷酸盐被慢慢的不完全吸收，对身体很少影响，表现为呕吐，恶
心,腹泻,麻痹神经系统等，其毒性主要在于它能使体液中的钙离子沉淀。长期吸入会使体内
的钙离子沉淀在肾脏内，导致磷中毒，肝脏损坏，肾脏损坏，面颌和牙齿畸形，血液紊乱等。
环境危害：磷化物可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燃爆危险：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避免产生粉尘。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如果症状加重，
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如果症
状持续，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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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饮足量的水,如果昏迷不要喂任何东西，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没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
有害燃烧产物：受热分解释出氧化磷和氧化钠烟雾。
灭火方法：采用任何适宜的方式扑灭其周围的火。灭火人员应穿戴防护衣和带有供氧装
置的防护面罩。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一般工作衣。
手防护：带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给泄漏或溢出区域通风，穿戴适宜的个人防护设备，清理并装起来待回收或废弃，用真
空吸尘器或水避免扬尘，少量泄漏可以用大量的水冲入下水道。

40 磷酸二氢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磷酸二氢钠
英文名称： Sod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分子式：

NaH2 PO4 •H2 O

分子量：

137.99

熔 点：
100℃(-H2 O)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或颗粒，无味，微吸湿。
用 途：
用于制革、处理锅炉水等。
一、危险性概述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属微毒类。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受热分解释出氧化磷和氧化钠烟雾。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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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磷、磷化氢。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41 三聚磷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聚磷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tripolyphosph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磷酸五钠；焦偏磷酸钠；三聚磷酸五钠
Na5 P3 O10
367.86
662℃
易溶于水

外观与性状： 白色晶体或结晶粉末
用 途：
用于肉类加工处理，合成洗涤剂，纺织品染色，分散剂，助溶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刺激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刺激呼吸道，会引发迟发性肺水肿。刺激眼睛
会引发结膜炎。刺激胃肠道，会引发恶心、呕吐和腹泻。
燃爆危险：燃烧时产生剧毒烟雾。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后彻底清洗。减少灰尘的产生和积累。避免与眼睛，皮肤和衣物接
触。保持容器密闭。避免食入和吸入。使用充分的通风。重复使用前洗净衣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在密闭容器内。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不相容
的物质。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寻求医疗救护。冲洗皮肤用大量肥皂和水至少 15 分钟并脱去污染的衣服和
鞋子。重复使用前洗净衣物。
眼睛接触：立即冲洗眼睛，用大量的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偶尔提起上下眼睑。寻求医
疗救护。
吸入：从接触到新鲜的空气立即删除。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
给输氧。寻求医疗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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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不要给失去知觉者从嘴里喂食任何东西。寻求医疗救护。不要催吐。如果意识清
醒，漱口，喝 2-4 杯牛奶或水。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受热分解或燃烧时产生刺激性和剧毒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剧毒的磷氧化物烟雾。
灭火方法：穿防护服，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灭火剂：使用代理最合适的灭火。在火灾情
况下使用雾状水，干粉，二氧化碳，或适当的泡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戴防毒面罩。
眼睛防护：穿戴合适的防护眼镜或化学安全护目镜。
身体防护：穿防护服。
手防护： 戴防护手套。
六、泄漏应急处理
给泄漏或溢出区域通风，穿戴适宜的个人防护设备，用吸尘器清理或彻底清扫污染物并
将其放置到合适的处理容器中。避免扬尘，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少量泄漏可以用大量
的水冲入下水道。

42 硅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硅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silic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泡花碱
Na2 SiO3
122.07
1088℃
易溶于水。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
外观与性状：略带绿色或白色粉末, 透明块状或粘稠液体。
用 途：
用作胶粘剂、硅胶和白碳黑的原料, 制皂业的填充料以及化工、橡胶防水剂等,
还可用来制造不溶性硅酸盐类产品。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粘膜有刺激和腐蚀性，可引起化学性肺炎。液
体或雾对眼有强烈刺激性，可致结膜和角膜溃疡。皮肤接触液体可引起皮炎或灼伤。摄入本
品液体腐蚀消化道，出现恶心、呕吐、头痛、虚弱及肾损害。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避免
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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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硅。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
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
直至灭火结束。迅速切断气源，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可能接触其蒸气
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是液体。小量泄漏：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器中。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43 铝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铝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aluninate，Aluminum sodium oxide，Sodium aluminum oxide
分子式：
AlNaO2 ，NaAO2 (Na2 O·Al2 O3 )
分子量：
熔 点：

164
1800℃

外观与性状：无色结晶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皮肤及眼睛接触。
健康危害：有腐蚀性；皮肤、眼睛接触会受严重刺激、灼伤；吸入粉尘后会刺激呼吸道，
引起咳嗽(有痰)，甚至呼吸短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存储于密闭容器内，置于凉爽、通风处 运输：无论固体、溶液运输时，
均须贴“腐蚀”标签，航空、铁路限量运输。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患处。
眼睛接触：用大量水清洗 30 分钟。就医。
吸入：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呼吸停止时，施行呼吸复苏术；心跳停止时，施行心肺
复苏术。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选用适合周围火源的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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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选用适当呼吸器，定期检查肺功能。
眼睛防护：戴护目镜和面具，以保护眼睛。
身体防护：穿戴清洁完好的防护用具，以避免皮肤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须穿戴防护用具进入现场；用蛭石、干砂、泥土或类似物质吸收泄漏液于密闭容器内；
用简便安全的方法收集泄漏粉末于密闭容器内。

44 四硼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四硼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borate, Sodium tetraborate
别

名：

硼砂

分子式：
分子量：

Na2 B4 O7
201.22

熔
沸

741℃
1575℃(分解)

点：
点：

溶解性：
微溶于乙醇，微溶于冷水，易溶于热水。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无臭、无色、半透明、味咸的晶体或白色晶状粉末。
用

途：

供医药、冶金、鞣革、陶瓷、纺织及制食物保存剂用。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生产中可引起结膜炎、喉炎、气管炎及皮炎。接触硼砂的工人有脱发的病
例。误服后以胃肠道刺激症状为主，恶心、呕吐、腹泻等，伴有头痛、烦躁不安，继之可发
生脱水、休克、昏迷或急性肾功能衰竭。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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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45 醋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醋酸钠

英文名称：
分子式：

Sodium acetate trihydrate
C2 H3 NaO2 •3H2 O

分子量：

136.08

熔
沸

58℃
>400℃（无水物质，分解物）

点：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乙醇。
稳定；禁配物：硝酸盐；

避免接触的条件：加热。
外观与性状：白色轻微醋酸味固体。
危险标记： 主要用于印染工业、医药、照相、电镀、化学试剂及有机合成等。
用

途：

用作有机合成的酯化剂以及摄影药品、医药、印染媒染剂、缓冲剂、化学试剂、
肉类防腐、颜料、鞣革等许多方面。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皮肤接触、眼睛接触、食入。
环境危害：为轻微水污染物质。
燃爆危险：非可燃性物质。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特别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容器不用时应加盖紧闭。储存温度：无限制。储存于密闭容器内，置于
阴凉干燥的地方，并远离一般作业场所及不相容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先用大量的水冲洗，并立即脱除遭污染之衣物。
眼睛接触：撑开上下眼睑，用水冲洗 10 分钟
吸入：立即移除污染源并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食入： 若感觉不舒服时，应通知医生并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非可燃性物质。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储存区应备有随时可用的适当灭火器材。
灭火时可能遭遇的特殊危害：火灾时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燃烧性气体或蒸气。若佩带无适
当的化学防护衣或自给式空气呼吸器（SCBA）时，切勿进入危险区内以免危险。
灭火注意事项：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式化学防护衣及自给式空气呼吸器（必要时外
加抗闪火铝质被覆外套）。避免消防水用后直接排入下水道及密闭空间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需要，当粉尘产生时。
眼睛防护： 佩带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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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应根据环境中有害物质浓度与量来选择穿着适合的防护衣。
手防护： 佩带防护手套。
其他：工作后尽快脱掉污染的衣物，洗净后才可再穿戴或丢弃，且须要告知洗衣人员污
染物的危害性。处理此物后，须彻底洗手。
六、泄漏应急处理
在污染区尚未完全清理干净前，限制人员进入该污染区。确定清理工作是由受过训练的
人员负责。在污染区清理人员应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器具。询问供应商，清除改外泄污染源
的适当吸收剂或除污液。避免产生粉尘及吸入此物的粉尘。避免此外泄物直接进入下水道系
统、水沟或密闭空间内。
消除方法： 勿触碰泄漏物。避免外泄物进入下水道、地沟或密闭空间内。如安全状况
许可，将溢漏容器移至户外或隔离的通风场所中，将其中物质换装到其他适当容器内并加以
标示。以液体吸收剂吸取此污染物质（如 Chemizorb）。清理废弃物。清洗污染区。其他注
意事项：已污染的吸收剂应与外泄物具有同等的危害性。

46 草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草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oxalate
别 名：
乙二酸钠
分子式：
Na2 C2 O4
分子量：

134.00

熔

250-257 ºC（分解）

点：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避免接触条件：强加热。
外观与性状：白色无味固体。有吸湿性。
用 途：
标定高锰酸钾溶液的基准试剂。也是金属沉淀剂、还原剂、络合剂、掩蔽剂、
织物及鞣革整理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食入和皮肤接触有害。
燃爆危险：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特殊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干燥，密封。储存温度在 15°C -25°C。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大量：给饮大量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不燃。
灭火方法：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合适的灭火器。灭火注意事项：防止化学品进入地表水和
地下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当空气中粉尘浓度过高时，建议佩戴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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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化学品工作服。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防护：避免产生和吸入尘土。避免物质接触。保持密封屋内新鲜空气。
环境保护措施：化学品未经处理严禁向环境排放。
清洁/吸收措施：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根据化
学品性质进一步处置。清理污染区，洗液排入废水处理池。

47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英文名称： Disodium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disodium EDTA
别 名：
分子式：

氨羧络合剂-3
C10 H14 N2 O8 Na2 •2H2 O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372.24
248℃(分解)
溶于水，微溶于醇。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白色晶体。
用 途：
是一种重要的络合剂及金属掩蔽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目前，未见职
业性中毒报道。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
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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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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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48 柠檬酸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柠檬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citrate
别 名：
二水合柠檬酸三钠盐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Na3 C6 H5 O7
258.07
>300°C

闪

173.9 °C

点：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及甘油，难溶于醇类及其他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到无色粉末，无味。有潮解性，在热空气中有风化性，150℃以上失去结
晶水并分解。
用 途：
用于食品加工的调味、稳定剂，无毒电镀工业作缓冲剂和副络合剂，医药工业
用作抗凝血剂、化痰药和利尿药，还用于酿造、注射液、报影药品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皮肤接触，眼睛接触，吸入，食入。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干燥。密封。常温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让受害者饮足量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可燃
灭火方法：选用适合周围火源的灭火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当空气中粉尘浓度过高时，建议佩戴过滤式防尘面罩。必要时，佩戴空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体防护：穿防化学品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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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工作毕，洗手。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避免产生和吸入尘土。当粉尘浓度过高时，应急处理人员须穿戴安全防护用具进入现场。
化学品未经处理不允许向环境排放。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理。清理污染区，洗液排入废水处理池。

49 氯化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chloride
别 名：
分子式：

硇砂
NH4 Cl

分子量：

53.49

熔 点：
溶解性：

520℃
微溶于乙醇，溶于水，溶于甘油。

外观与性状：无臭、味咸、容易吸潮的白色粉末或结晶颗粒。
用 途：
用于医药、干电池、织物印染、肥料、鞣革、电镀、洗涤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可引起肝肾功能损害，诱发肝昏迷，造成氮
质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等。健康人应用 50g 氯化铵可致重度中毒，有肝病、肾病、慢性心
脏病的患者，5g 即可引起严重中毒。口服中毒引起化学性胃炎，严重者由于血氨显著增高，
诱发肝昏迷。严重中毒时造成肝、肾损害，出现代谢性酸中毒，同时支气管分泌物大量增加。
职业性接触，可引起呼吸道粘膜的刺激和灼伤。慢性影响： 经常性接触氯化铵，可引起眼
结膜及呼吸道粘膜慢性炎症。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等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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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0 硝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nitrate
别 名：
硝铵
分子式：
分子量：

NH4 NO3
80.05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169.6℃
易溶于水、乙醇、丙酮、氨水，不溶于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臭的透明结晶或呈白色小粒状，有潮解性。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氧化剂、致冷剂、烟火和炸药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呼吸道、眼及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痛、虚弱、无
力和虚脱等。大量接触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影响血液的携氧能力，出现紫绀、头痛、
头晕、虚脱，甚至死亡。口服引起剧烈腹痛、呕吐、血便、休克、全身抽搐、错迷，甚至死
亡。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
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
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禁止震
动、撞击和摩擦。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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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可燃物粉末混合能发生激烈反
应而爆炸。受强烈震动也会起爆。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
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防护掩蔽处操作。灭火
剂：水、雾状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
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51 碳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碳酸铵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Ammonium carbonate
碳铵
(NH4 )2 CO3
96

熔 点：
溶解性：

58℃
易溶于水，于热水中分解；不溶于乙醇、二硫化碳及浓氨水。

稳定性：
在空气中不稳定。对光和热均不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立方晶体。稍有吸湿性。
用

途：

用作肥料、灭火剂、洗涤剂、并用于医药、橡胶、发酵等工业；用作食品、各
种铵盐的原料、缓冲剂、印染助剂、肥料以及分析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
健康危害： 接触后，刺激鼻、咽、肺，可引起咳嗽和呼吸困难。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 存于密闭容器中，置于凉爽、通风处，隔热。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衣物，用大量清水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 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停止，施行呼吸复苏术，心跳停止，施行心肺复
苏术；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喷水。
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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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泄漏应急处理
用简便、安全的方法收集泄漏粉末至密封容器中。

52 碳酸氢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碳酸氢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bicarbonate
别 名：
酸式碳酸铵
分子式：
分子量：

NH4 HCO3
79.06

熔 点：
溶解性：

105 °C (急热)
溶于水，不溶于乙醇等。

外观与性状：白色单斜或斜方晶体。
用 途：
用于制氨盐、灭火剂、除脂剂、药物、发酵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
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氨、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及时换洗工作服。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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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硫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sulfate
别 名：
硫铵
分子式：
H8 N2 O4 S
分子量：
熔 点：

132.13
140℃

溶解性：
溶于水，不溶于醇、丙酮和氨。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斜方晶体，工业品为白色至淡黄色结晶体。
用 途：
用于制肥料、氢氧化铵、电池充填、防火化合物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眼睛、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硫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4 过硫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过硫酸铵
56

英文名称： Ammonium persulfate
别 名：
高硫酸铵；过二硫酸铵
分子式：
分子量：
溶解性：

(NH4 )2 S2 O8
228.20
易溶于水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单斜晶体，有时略琏浅绿色，有潮解性。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氧化剂、漂白剂、照相材料、分析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后引起鼻炎、喉炎、气短和咳嗽等。
眼、皮肤接触可引起强烈刺激、疼痛甚至灼伤。口服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长期皮肤接触
可引起变应性皮炎。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 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 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
封，防止受潮。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
收容泄 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受高热或撞击时即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分解)产物： 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灭火剂：雾状水、泡沫、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高浓
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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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砂土、
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5 草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草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oxalate
分子式：
分子量：

(NH4 )2 C2 O4
124.10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水溶液显酸性。
稳定性：稳定；
禁配物：强氧化剂, 强酸；

避免接触的条件：受热。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臭，四方晶体，有毒！
用

途：

用于制安全炸药和供分析试剂等用。在实验室，草酸铵可以和溶液中的钙、镁
等离子生成沉淀，用过滤的方法除去溶液中的钙、镁离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咳嗽, 呼吸短促, 头痛, 恶心, 呕吐。
燃爆危险：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防止粉尘和气溶胶生成。在有粉尘生成的地方，
提供合适的排风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贮存在阴凉处。密闭容器，储存在干燥通风处。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掉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用肥皂和大量的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用大量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并请教医生。就医。
吸入：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如果停止了呼吸，给于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禁止催吐。切勿给失去知觉者喂食。用水漱口。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热易分解释放氨气。
有害燃烧产物：碳氧化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用水雾，耐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没有配备
化学防护衣和供氧设备请不要待在危险区。喷水以降低蒸气危害，防止灭火水进入地表水和
地下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收集、处理泄漏物，不要产生灰尘。扫掉和铲掉。存放进适当的闭口容器中待处理。使
用个人防护设备。防止粉尘的生成。防止吸入蒸汽、气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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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到安全区域。避免吸入粉尘。

56 乙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acetate
别 名：
分子式：

醋酸铵
C2 H7 NO2 ；CH3 COONH4

分子量：
熔 点：

77.08
114℃

溶解性：
在水中沉底并与水混合。
外观与性状：白色晶体，具有醋酸气味。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肉类防腐剂，也用作制药等。还可以作为缓冲剂和提供乙酸根

配体。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皮肤及眼睛接触，吸入。健康危害：刺激皮肤、粘膜、眼睛、鼻腔、咽喉，
损伤眼睛；高浓度刺激肺，可导致肺积水。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存于密闭容器中，置于凉爽、通风处；避次氯酸钠、氯化钾、亚硝酸钠。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掉被污染衣物，用肥皂、水冲洗皮肤。脱去并隔离被污染的衣服和鞋。
确保医务人员了解该物质相关的个体防护知识，注意自身防护。
眼睛接触： 用大量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呼吸停止，施行呼吸复苏术；心跳停止，施行心肺复
苏术。
食入： 其它：肺水肿有潜伏期，应留医观察 24～48 小时。
四、消防措施
分解产物： 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受热分解生成有毒的氧化氮和氨。
灭火方法： 用干粉、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剂；喷水冷却火中容器，以免爆炸。如果该
物质或被污染的流体进入水路，通知有潜在水体污染的下游用户，通知地方卫生、消防官员
和污染控制部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六、泄漏应急处理
须穿戴防护用具，用安全、简便的方法将泄漏粉末收集于密闭容器内。

57 钼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钼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molybdate
分子式：
(NH4 )2 MoO4
分子量：

196.02

溶解性：
不溶于乙醇，溶于水，溶于乙酸、盐酸、碱液。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略带淡绿色、棱形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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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用于制颜料, 实验室试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
有刺激作用。目前，未见职业中毒的报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食用化学品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氨、水、氧化钼。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8 硫酸铁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铁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ferric sulfate
别 名：
硫酸铁铵、铁铵矾、硫酸高铁铵
分子式：
NH4 Fe(SO4 )2 •12H2 O
分子量：
482.18
熔

点：

沸 点：
蒸汽压：
溶解性：

360.4℃
1320℃
饱和蒸汽压：0.13 Kpa（719℃）
溶于水、乙醇，微溶于于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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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禁配物：强酸、易燃或可燃物、二氧化碳、 酸酐、酰基氯。

外观与性状：均匀的浅灰紫色粉状。
危险标记： 危险性类别：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和媒染剂，也用作制造药物等的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腐蚀性。粉尘刺激眼和呼吸道，腐蚀鼻中隔；皮肤和眼直接接
触可引起灼伤；误服可造成消化道灼伤。粘膜糜烂，出血和休克。
环境危害： 由于呈碱性，对水体可造成污染，对植物和水生生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燃烧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
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误食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本品不会燃烧，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形成腐
蚀性溶液，具有强腐蚀性。
有害燃烧物：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吹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毕，沐浴更衣。注意个
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
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
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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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硫酸亚铁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亚铁铵
英文名称： Ferrous alum，Mohr′s salt
别 名：
摩尔盐，马尔氏盐，亚铁铵矾
分子式：
(NH4 )2 Fe(SO4 )2 •6H2 O
分子量：
熔 点：

392.14
100～110℃(分解)

溶解性：
稳定性：

可溶于水，几乎不溶于乙醇。
对光敏感；在空气中逐渐风化及氧化。在空气中比硫酸亚铁稳定，有还原性。

外观与性状：淡绿色或兰绿色固体(粉末或块状晶体)。
用 途：
可用于制铁盐、氧化铁颜料、媒染剂、净水剂、防腐剂、消毒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眼睛及皮肤接触。
健康危害：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引起咳嗽和气短。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
误服引起虚弱、腹痛、恶心、便血、肺及肝受损、休克、昏迷等，严重者可致死。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该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
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眼睛接触时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吸入时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选用适当的呼吸器，定期检查肺功能。
眼睛防护：戴防尘镜保护眼睛。
身体防护：穿戴清洁完好的防护服、手套、足靴、头盔，以保护皮肤。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应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
泄漏时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0 氯化镁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镁
英文名称： Magnesium chloride
分子式：
MgCl2
分子量：
95.21
62

熔
沸

点：
点：

708℃
1412℃

溶解性：
溶于水、醇。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水。
外观与性状：无色六角晶体，易潮解。
用 途：
用于制金属镁、消毒剂、灭火剂、冷冻盐水、陶瓷，并用于织物和造纸等方面。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误服有导泻作用。若肾功能有障碍可出现镁中毒，表现为胃痛、呕吐、水
泻、无力和虚脱、呼吸困难、紫绀等。长期接触本品粉尘，眼睛和上呼吸道可发生炎症。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防化学品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
射。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镁。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
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手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时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工作完毕，彻底清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1 硫酸镁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硫酸镁
Magnesium sulfate；Epsom salts
63

别 名：
分子式：

泻盐
MgSO4

分子量：
溶解性：
稳定性：

120.37
溶于水、乙醇、甘油。
禁配物： 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
用
途： 医药上用作泻剂。也用于制革、炸药、肥料、造纸、瓷器、印染料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粉尘对粘膜有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引起呼吸道炎症。误服有导泻作
用，若有肾功能障碍者可致镁中毒，引起胃痛、呕吐、水泻、虚脱、呼吸困难、紫绀等。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氧化镁。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2 氯化钙安全数据说明书
64

中文名称： 氯化钙
英文名称： Calcium chlorid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CaCl2
110.99
787 ℃

沸 点：
溶解性：

＞1600℃
溶解度：74.5(25℃)

稳定性：

稳定性： 稳定；
禁配物：三氟化溴、碳酸与石灰的混合物。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晶体，固体易潮解。
用 途：
用作干燥剂，致冷剂，建筑防冻剂，食品凝固剂，钙质强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粉尘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粉尘会灼烧、刺激鼻腔、口、喉，还可引起鼻出血和破坏鼻组织；干粉会刺
激皮肤，溶液会严重刺激甚至灼伤皮肤。
燃爆危险： 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避免产生粉尘。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
及容器损坏。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包装容器必须密封，防止受潮。与潮解性
物品分开堆放。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品不燃。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护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

63 碳酸钙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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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Calcium carbonate
分子式：
CaCO3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100.09
825℃
不溶于水，溶于酸。

外观与性状：无臭、无味的白色粉末或无色结晶。
用 途：
用于制水泥、陶瓷、石灰、钙盐、牙膏、染料、颜料、矿泉水、人造石、油灰、
中和剂、催化剂、填料、医药品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从事开采加工的工人常出现上呼吸道炎症、支气管炎，可伴有肺气肿。Ｘ
线胸片上出现淋巴结钙化，肺纹理增强。 作业工人患尘肺主要与本品中所含有二氧化硅杂
质有关。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酸类接触。
储存注意事项： 应与酸类分开存放。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
有害燃烧产物： 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 及时换洗工作服。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4 氯化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钡
英文名称： Barium chlorid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BaCl2
208.25
965℃
66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不溶于丙酮、乙醇，微溶于乙酸、硫酸。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无臭。
危险标记： 13（有毒品）
用 途：
制造钡盐的原料。也用作杀虫剂、人造丝的消光剂及制造色淀等钡颜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口服后急性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进行性肌麻痹、心
律紊乱、血钾明显降低等。可因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而死亡。吸入烟尘可引起中毒，但消
化道症状不明显。接触高温本品溶液造成皮肤灼伤可同时吸收中毒。慢性影响：长期接触钡
化合物的工人，可有无力、气促、流涎、口腔粘膜肿胀糜烂、鼻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
速、血压增高、脱发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
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
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灭火剂：水、泡沫、砂土。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三氟化硼接触剧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氢、氧化钡。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灭火剂：水、泡沫、砂土。
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
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7

65 硝酸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钡
英文名称： Barium nitrate
分子式：
Ba(NO)3
分子量：
熔 点：

261.34
592℃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浓硫酸，不溶于醇、浓硝酸。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有光泽的立方结晶，微具吸湿性。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14(有毒品)
用

途：

用于烟火、搪瓷、杀虫剂、制造钡盐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误服后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缓、头痛、眩晕等。严重中毒
出现进行性肌麻痹、心律紊乱和呼吸肌麻痹。肾脏可能受损。大量吸入本品粉尘亦可引起中
毒，但消化道反应较轻。长期接触可致口腔炎、鼻炎、结膜炎、腹泻、心动过速、脱发等。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助燃，高毒。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丁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
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原
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
严格执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
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燃烧分解时，放出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用雾状水、砂土灭火。切勿将水
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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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不本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小心
扫起轩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6 三氯化铝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氯化铝

英文名称：
别 名：

Aluminium trichloride
氯化铝

分子式：

AlCl3

分子量：
熔 点：

133.35
190℃(253kPa)

蒸汽压：
溶解性：

100℃
易溶于水、醇、氯仿、四氯化碳，微溶于苯。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颗粒或粉末，有强盐酸气味。工业品呈淡黄色。
危险标记： 20(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作有机合成中的催化剂，制备铝有机化合物以及金属的炼制。

一、健康危害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高浓度氯化铝可刺激上呼吸道产生支气管炎，并且对皮肤、粘膜有刺激
作用，个别人可引起支气管哮喘。误服量大时，可引起口腔糜烂、胃炎、胃出血和粘膜坏死。
慢性作用：长期接触可引起头痛、头晕、食欲减退、咳嗽、鼻塞、胸痛等症状。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
酸碱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醇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
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
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持
在 75%以下。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碱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水反应发热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物、氧化铝。
灭火方法：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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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带防尘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
密闭容器中作好标记，等待处理。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数据人员指导下清除。

67 硝酸铝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铝
英文名称： Aluminium nitrate
分子式：
Al(NO3 )3 •9H2 O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375.14
73.5℃
易溶于冷水、乙醇、二硫化碳，不溶于乙酸乙酯，微溶于丙酮。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易潮解的单斜晶体。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石油加工的催化剂、纺织工业的媒染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粉尘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咳嗽和胸部不适。对眼有刺激性。
口服引起恶心、呕吐。长期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
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
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猛烈燃烧。高温时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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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氮、氧化铝。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处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
沸溅。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砂土、干
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68 氯化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四氯化锡
英文名称： Tin tetrachloride，Stannic chloride
别

名：

氯化锡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SnCl4
260.53
-33℃
114℃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1.33 kPa (10℃)
溶于水、醇、苯、四氯化碳、汽油、二硫化碳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强碱、易燃或可燃物、水、醇类；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无色发烟液体，固体时为立方结晶。
用 途：
用于有机锡化合物的制造，用作分析试剂、有机合成脱水剂。也少量用于电镀
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可能由于喉、支气
管的痉挛、水肿、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而致死。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
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烟雾或粉尘。避免与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
持在 75％以下。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碱类、醇类等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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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不燃。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与碱性物质混合能引起爆炸。在潮湿空气存
在下，放出热和近似白色烟雾状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具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
灭火剂：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必要
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
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将地面洒上苏打灰，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69 氯化亚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亚锡
英文名称： Stannous chloride
别 名：
二氯亚锡
分子式：
分子量：

SnCl2
189.6

熔

246℃

点：

沸 点：
溶解性：

652℃
溶于水，溶于醇，易溶于浓盐酸。

稳定性：

禁配物：氧化剂、强碱、潮湿空气、钾、钠、过氧化氢。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无色晶状粉末。
用 途：
常用于纺织工业， 还用于玻璃、搪瓷等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误服后可能发生胃肠道刺激反应，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症状。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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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
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氧化剂、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
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0 硝酸铅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铅
英文名称： Lead nitrate
分子式：
Pb(NO3 )2
分子量：

331.23

熔 点：
溶解性：

470℃/分解
易溶于水、液氨，微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立方或单斜晶体，硬而发亮。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14(有毒品)
用 途：
用于铅盐、媒染剂、烟花等的制造。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铅及其化合物损害造血、神经、消化系统及肾脏。职业中毒主要为慢性。神
经系统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现铅中毒
性脑病。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秘；腹绞痛见于中度
及重度中毒病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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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中毒，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对肾脏损害多见于急性亚急性中毒或较重慢性中毒病
例。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 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氯丁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
燃物、还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
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用雾状水、砂土灭火。切勿将水
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71 乙酸铅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酸铅
英文名称： Lead acetate
别 名：
醋酸铅
分子式：
C4 H6 O4 Pb•3H2 O
分子量：
379.33
熔

点：

沸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75℃(失水)
280℃(无水物)
溶于水，微溶于醇，易溶于甘油。
禁配物：强酸、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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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微有乙酸气味的无色透明晶体，工业品呈灰褐色的大块。
用 途：
制取铅盐、铅颜料，也用于生物染色、有机合成和制药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损害造血、神经、消化系统及肾脏。职业中毒主要为慢性。神经系统主要
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现铅中毒性脑病。
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秘；腹绞痛见于中度及较重病
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时大量接触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铅中毒，
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本品可经皮肤吸收，可致灼伤；对眼有刺激性。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
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
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分开存
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铅。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
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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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
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2 三氯化锑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氯化锑
英文名称： Antimony tri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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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名：
分子式：

氯化亚锑
SbCl3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228.11
73.4℃
223.5℃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0.13 kPa (49.2℃)
溶于醇、丙酮、苯等。

稳定性：

禁配物：强还原剂、水、醇类、碱类。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白色易潮解的透明斜方结晶体，在空气中发烟。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催化剂及用于有机合成。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高浓度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引起支气管炎、
肺炎、肺水肿。本品溅落在皮肤上，遇水产生盐酸和热可灼伤皮肤，并可因锑吸收而引起锑
中毒全身性症状，如肝肿大，肝功能异常。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
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醇类、碱类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
封，切勿受潮。应与还原剂、醇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遇Ｈ发泡剂立即燃烧。
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下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用雾状水保持火
场中容器冷却。灭火剂：二氧化碳、干粉。
五、防护措施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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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
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3 氯化铋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铋
英文名称： Bismuth trichloride
别 名：
分子式：

三氯化铋
BiCl3

分子量：

315.339

熔
沸

230-232 ℃
447 ℃

点：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盐酸、硝酸、无水乙醇、丙酮和乙酸乙酯。在水中分解成氯化氧铋。
禁配物：碱，水分/潮湿。

外观与性状：白色至浅黄色结晶，易潮解，有氯化氢气味，溶于盐酸、硝酸，在水中分解为
氯化氧铋。
用 途：
分析试剂。铋盐制造。有机反应的催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食入：会腐蚀和刺激食道和消化道。
吸入：本品对呼吸系统具有强刺激性。造成严重的上呼吸道刺激，咳嗽，烧伤，呼吸困
难，并可能昏迷。造成致命的喉及支气管痉挛，炎症，水肿。可能导致化学性肺炎和肺水肿
皮肤：对皮肤造成严重灼伤。
眼睛：引起眼睛烧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在氮气保护下，盛放在密闭的容器中，存放于阴凉，干燥的地方。远离水。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掉被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立即用大量肥皂水和水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
就医。
眼睛接触：翻开眼睑，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如果没有呼吸，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就医。
食入：请勿催吐。如受害人是意识清醒，喝 2-4 个满杯牛奶或水。如意识不清醒，就医。
四、消防措施
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可能会产生刺激性和剧毒气体，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使用最合适的灭火剂。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戴呼吸器。
眼睛防护：佩戴合适的防护眼镜或化学安全护目镜。
防护服：穿防护服。
手防护：配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后，彻底冲洗。脱去被污染的衣物，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使用足够的通风。
不要让眼睛，皮肤或衣服。不要咽下或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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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泄漏应急处理
少量泄漏/泄露：避免扬尘，用真空洗尘器或小心清扫泄漏物，收集到合适的容器中。

74 硝酸铋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铋
英文名称： Bismuth nitrate
分子式：
Bi(NO3 )3 •5H2 O
分子量：
熔 点：

485.1
30℃(分解)

沸 点：
溶解性：

80℃(失去 5H2 O)
溶于稀硝酸、乙醇、丙酮。

稳定性：

禁配物：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活性金属粉末、硫、磷。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有光泽结晶， 有吸湿性。
用 途：
用于药物和铋盐制造，用作各种触媒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至今未发现有职业中毒报导。
非职业性中毒可发生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药疹等。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
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易（可）
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
沸溅。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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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勿
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5 氯化铬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铬
英文名称： Chromium(Ⅲ)chloride hexahydrate
别 名：
六水合氯化铬
分子式：

CrCl3 •6H2 O

分子量：
熔 点：

266.48
83℃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不溶于乙醚。
外观与性状：深绿色结晶粉末。
用 途：
用于制铬盐、镀铬和作媒染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属低毒类。可能有致敏作用，引起类似哮喘的发作。对眼睛、皮肤和
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具致敏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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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6 硝酸锰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锰
英文名称： Manganous nitrate；Manganese nitrate
别 名：
分子式：

硝酸亚锰
Mn(NO3 )2 •4H2 O

分子量：
熔 点：

251.01
25.8℃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粉红色结晶，易潮解。在 160℃-200℃分解成二氧化锰。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中间体、催化剂及制造二氧化锰，并用作陶瓷着色剂、金属磷化剂、分析

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性。可引起呼吸道炎症和肺炎。毒性：具刺激作用。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
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
止吸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
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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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混合物。高温时分解，释出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处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
沸溅。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
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
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或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7 硫酸锰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锰
英文名称： Manganese sulfate monohydrate，Manganous sulfate monohydr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硫酸亚锰
MnSO4 •H2 O
169.02
400℃(-H2 O)

溶解性：
稳定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乙醇。
禁配物：强酸。

外观与性状：白色至浅红色细小晶体或粉末。
用 途：
用于制电解锰、锰肥、油漆催干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吸收有害，具刺激作用。长期吸入本品粉尘，可引起慢
性锰中毒，早期以神经衰弱综合征和神经功能障碍为主，晚期出现震颤麻痹综合征。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接触。配备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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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废弃处置方法： 量小时，溶解在水或适当的酸溶液中，或用适当氧化剂将其转变成水
溶液。用硫化物沉淀，调节 PH 至 7 完成沉淀。滤出固体硫化物回收或做掩埋处置。用次氯
酸钠中和过量的硫化物，然后冲入下水道。

78 三氯化铁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氯化铁
英文名称： Ferric trichloride；Ferric chloride
别 名：
分子式：

氯化铁
FeCl3

分子量：
熔 点：

162.21
306℃

沸

319℃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易溶于水，不溶于甘油，易溶于甲醇、乙醇、丙酮、乙醚。
禁配物：强氧化剂、钾、钠。

外观与性状：黑棕色结晶，也有薄片状。
用 途：
用作饮水和废水的处理剂，染料工业的氧化剂和媒染剂，有机合成的催化剂和
氧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对整个呼吸道有强烈腐蚀作用，损害粘膜组织，引起化学性
肺炎等。对眼有强烈腐蚀性，重者可导致失明。皮肤接触可致化学性灼伤。口服灼伤口腔和
消化道，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和虚脱。 慢性影响：长期口服有可能引起肝肾损害。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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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避
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
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物。
灭火方法：采用水、泡沫、二氧化碳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
要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
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
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然后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9 硝酸铁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铁
英文名称： Ferric nitrate
别 名：
分子式：

硝酸高铁
Fe(NO3 )3 •9H2 O

分子量：
熔 点：

404.02
47.2℃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丙酮。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淡绿色的单斜结晶，易潮解。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媒染剂、医药、分析试剂、催化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粉尘对眼有强烈刺激和腐蚀作用。皮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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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其浓水溶液或粉尘可造成灼伤。对消化道有腐蚀性，大量口服引起呕吐、头痛、头晕、紫
绀、休克和惊劂，重者可致死。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大量铁在体内蓄积可引起胃痛、
恶心、便秘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
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
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
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易于着火，并会猛烈燃烧。与有机物、还原
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高温时分解，释出有毒的氮氧
化物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处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
沸溅。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
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
小心扫起，收集于密闭容光焕发器中做好标记，待处理。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80 硫酸亚铁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亚铁
英文名称： Ferrous sulfate，Green vitriol
别 名：
绿矾
分子式：
FeSO4 •7H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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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量：
熔 点：

278.05
64(-3H2 O)

溶解性：
溶于水、甘油，不溶于乙醇。
外观与性状：浅蓝绿色单斜晶体。
用 途：
用作净水剂、煤气净化剂、媒染剂、除草剂、并用于制墨水、颜料等，医学上
用作补血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引起咳嗽和气短。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
误服引起虚弱、腹痛、恶心、便血、肺及肝受损、休克、昏迷等，严重者可致死。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配
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氧化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
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具有还原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手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1 硫酸铁安全数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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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硫酸铁
英文名称： Ferric sulf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硫酸高铁
Fe2 (SO4 )3
399.86

熔 点：
溶解性：

480℃
水中溶解缓慢，微溶于乙醇，几乎不溶于丙酮和乙酸乙酯。

外观与性状：灰白色粉末或正交棱形结晶流动浅黄色粉末。对光敏感。易吸湿。
用 途：
于银的分析，糖的定量测定。用作染料、墨水、净水、铝的雕刻、消毒、聚合
催化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皮肤及眼睛接触，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短期暴露，刺激鼻腔、咽喉、皮肤及眼睛，引起咳嗽、呼吸困难，食入刺
激口腔和胃，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瞳睡、肝损坏、昏迷，甚至死亡，长期暴露，过量吸
入会损坏肝、脾和淋巴系统，肺出现斑点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存于密闭容器内，置于凉爽、通风处，避光、防潮运输：无特殊要求。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冲洗至少 5 分钟
眼睛接触： 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必要时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输氧或施行人工呼吸，必要时，就医

食入： 给饮牛奶或水，催吐(昏迷者除外)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选用适合周围火源的灭火剂。
五、防护措施
六、泄漏应急处理
须穿戴防护用具进入现场，用蛭石、干砂、泥土或类似物质吸收泄漏液至密闭容器内，
用最安全、简便的方法收集泄漏粉末至密封容器内。

82 氯化钴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钴
英文名称： Cobalt chloride
分子式：
分子量：

CoCl2 •6H2 O
237.93

熔 点：
溶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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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溶于水，溶于乙醇、醚、丙酮。

外观与性状：红色单斜晶系结晶， 易潮解。
用 途：
用于油漆干燥剂、氨气吸收剂、毒气罩、干湿指示剂、电镀、气压计、陶瓷着
色剂、催化剂和医药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长期吸入引起严重肺疾患。对敏感个体，
吸入本品粉尘可致肺部阻塞性病变，出现气短等症状。粉尘对眼有刺激性，长期接触可致眼
损害。对皮肤有致敏性，可致皮炎。摄入引起恶心、呕吐、腹泻；大量摄入引起急性中毒，
引起血液、甲状腺和胰脏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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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具刺激性，具致敏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金属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金属、食用化学
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身体防护：
手防护：
其他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3 二氯化钴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氯化钴
英文名称： cobalt dichloride
别 名：
氯化亚钴
分子式：
分子量：

CoCl2
129.83

熔 点：
735℃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丙酮、吡啶、甘油。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碱金属、如钾、钠。
外观与性状：蓝色叶片状结晶粉末，具有吸湿性。
用

途：

用作干湿指示剂、陶瓷着色剂、毒气吸收剂及制造催化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长时间或反复接触可引起过敏反应。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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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爆危险：本品不燃，有毒，具刺激性，具致敏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金属接触。配备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碱金属、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身不能燃烧。与钠、钾的混合物对震动敏感。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
刺激性的烟雾。
有害燃烧产物：氯化氢、氧化钴。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
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4 硝酸钴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钴
别 名：
硝酸亚钴
英文名称： Cobaltous nitrat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Co(NO3 )2 ·6H2 O
291.05
55℃
溶于水、酸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红色棱形结晶，易潮解。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颜料、催化剂及用于陶瓷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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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气短、咳嗽等。口服引起腹痛、
呕吐。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灭火方法：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在火场中能僵长任何燃烧物的火势。与有机物、还原剂、易
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在 74℃开始分解，放出有毒的氮氧
化物。
有害燃烧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处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
的沸溅。灭火剂：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佩戴自
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
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5 硫酸镍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镍
英文名称： Nickel sulfate
分子式：
NiSO4 •6H2 O
分子量：
沸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262.86
840℃(无水)
易溶于水，溶于乙醇，微溶于酸、氨水。
禁配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绿色结晶, 正方晶系。
用

途：

主要用于电镀工业及制镍镉电池和其他镍盐, 也用于有机合成和生产硬化油
作为油漆的催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89

健康危害： 吸入后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可引起哮喘和肺嗜酸细胞增多症，可致支气管
炎。对眼有刺激性。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和湿疹，常伴有剧烈瘙痒，称之为“镍痒症”。大量
口服引起恶心、呕吐和眩晕。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6 氯化铜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铜
英文名称： Copper chloride，Cupric chlorid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二氯化铜
CuCl2
134.44
498℃(分解)

沸

993℃(转变为氯化亚铜)

点：

溶解性：
易溶于水，溶于丙酮、醇、醚、氯化铵。
稳定性：
禁配物：钠、钾、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黄棕色吸湿性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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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用作电镀添加剂，玻璃、陶瓷着色剂，催化剂，照相制版及饲料添加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对眼、皮肤和呼吸道有刺激性。遇热产生铜烟尘，吸入引起金属烟雾热。
口服引起出血性胃炎及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溶血等，重者死于休克或肾衰。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钠、钾接触。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必
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钠、钾、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
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 0.1%亚铁氰化钾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遇钾、钠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具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铜。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腐防毒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
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7 硝酸铜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铜
英文名称： Cupric nitrate，Copper(Ⅱ) nitrate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Cu(NO3 )2 •3H2 O
241.62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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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 点：
溶解性：

170℃(分解)
易溶于水、乙醇。

稳定性：
禁配物：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外观与性状：深蓝色易吸潮的粒状结晶。
用 途：
用作氧化剂、镀镍浴添加剂、搪瓷着色剂，铝的光泽剂、有机反应催化剂，也
用于制感光纸、杀虫剂及医药。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出现咳嗽、气短等。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长期
接触引起皮炎、血液损害、肝损害、鼻粘膜溃疡，鼻中隔穿孔。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
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还原剂、易（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误服者用 0.1%亚铁氰化钾或硫代硫酸钠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与浓氨水形成二硝酸的氨铜络合物，加热即发生爆炸。具有腐蚀性。
有害燃烧产物： 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覆盖。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
密闭容器中。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88 硫酸铜安全数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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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硫酸铜
英文名称： Copper sulfate，Cupric sulfat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蓝矾，胆矾
CuSO4 •5H2 O
249.68

熔 点：
溶解性：

200℃（无水物）
溶于水，溶于稀乙醇，不溶于无水乙醇、液氨。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蓝色三斜晶系结晶。
用 途：
用来制取其他铜盐，也用作纺织品媒染剂、农业杀虫剂、杀菌剂、并用于镀铜。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误服引起恶心、呕吐、口内有铜性味、胃烧灼感。
严重者有腹绞痛、呕血、黑便。可造成严重肾损害和溶血，出现黄疸、贫血、肝大、血红蛋
白尿、急性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对眼和皮肤有刺激性。长期接触可发生接触性皮炎和鼻、
眼粘膜刺激并出现胃肠道症状。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 0.1%亚铁氰化钾或硫代硫酸钠洗胃。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氧化铜。
灭火方法：不燃。火场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可采用安全面罩。
防护服：穿工作服。
手防护：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实行
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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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水合醋酸铜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水合醋酸铜
英文名称： Cupric acetate
别 名：
一水合乙酸铜
分子式：
Cu(CH3 COO)2 ·H2 O
分子量：
熔 点：

199.65
115℃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及乙醇，微溶于乙醚及甘油。
240℃分解

外观与性状：暗绿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用 途：
用作分析试剂，色谱分析试剂。用作油漆快干剂，医药化工、农药助剂、瓷釉
颜料原料，医药杀虫剂、杀菌剂和化学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火场排出含铜辛辣刺激烟雾。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应贮存于通风干燥库房中。袋口必须密封扎牢，防止受潮。严禁明火、易燃物。

90 硝酸锌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nitrate
分子式：

Zn(NO3 )2 •6H2 O

分子量：
熔 点：
密 度：
溶解性：

297.49
36.4℃
相对密度（水=1）：2.07
易溶于水，易溶于乙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结晶，易潮解。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酸化催剂、乳胶凝结剂、树脂加工催化剂、印染媒染剂、机器零件镀锌、
配制钢铁磷化剂及化学试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有腐蚀性。在高温下分解产生有刺激和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吸入引起
中毒。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护目境，穿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
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
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完整密封，防止
吸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
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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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与硫、磷、炭末、铜、金属硫
化物及有机物接触剧烈反应。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氧化锌。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用雾状水、砂土灭火。切勿将水
流直接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
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1 硫酸锌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酸锌
英文名称： Zinc sulfate heptahydrate, Zinc vitriol
别 名：
皓矾
分子式：
分子量：

ZnSO4 •7H2 O
287.56

熔 点：
溶解性：

100℃
易溶于水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无色斜方晶体、颗粒或粉末，无气味， 味涩。
用 途：
用于制造立德粉，并用作媒染剂、收敛剂、木材防腐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对眼有中等度刺激性，对皮肤无刺激性。误服可引起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严重时发生脱水、休克，甚至可致死亡。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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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本身不能燃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硫。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2 硝酸银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硝酸银
英文名称： Silver nitrate
分子式：
分子量：

AgNO3
169.87

熔

212℃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易溶于水、碱，微溶于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的斜方结晶或白色结晶，有苦味。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于照相乳剂、镀银、制镜、印刷、医药、染毛发等，也用于电子工业。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误服硝酸银可引起剧烈腹痛、呕吐、血便，甚至发生胃肠道穿孔。可造成皮
肤和眼灼伤。长期接触本品的工人会出现全身性银质沉着症。表现包括：全身皮肤广泛的色
素沉着，呈灰蓝黑色或浅石板色；眼部银质沉着造成眼损害；呼吸道银质沉着造成慢性支气
管炎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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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防毒衣，戴氯丁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
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
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光照。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碱
类、醇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应严格执
行极毒物品“五双”管理制度。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无机氧化剂。遇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势。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氮氧
化物。
燃烧(分解)产物：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灭火剂：水、雾状水、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洁净的
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3 四水合硫酸高铈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四水合硫酸高铈
英文名称： Cerium(IV) sulfate terahydrate
别 名：
硫酸铈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Ce(SO4 )·4H2 O
404.284
350℃
溶于水，稀硫酸。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微红的黄色晶体。
用 途：
分析化学上和工业上用作氧化剂，也用于制防水剂和防霉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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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有刺激性，对健康有严重危害。皮肤，眼睛及粘膜接触会严重刺激，食入会
严重影响胃肠粘膜组织。长期接触可导致皮肤烧伤或溃疡。大量吸入会刺激呼吸系统。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有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防止蒸汽和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穿透气型防毒服，戴防化学品手套，不要弄到皮肤，眼睛或衣服上。操作会全面
清洗干净。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
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免太阳直射。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还原剂、活泼金属粉末、醇类等分
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没有医务人员的情况下不要催吐。检查口唇是否有组织被破坏，
是否有吞下有毒物质，松开衣领，裤带等束缚性东西，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使用适合周围环境的灭火设施。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必须佩戴自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
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
的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根据接触程度，建议
定期进行医疗检查。不要将工作服带回家。
六、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防护：穿上化学防护衣。
环境保护措施：化学品未经处理严禁向环境排放。
清洁/吸收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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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
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
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

94 氯化亚汞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化亚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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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Mercurous chloride
别 名：
甘汞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HgCl2
472.09
400℃(分解)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不溶于乙醇、乙醚、稀酸，溶于浓硝酸、硫酸。
禁配物：强碱、潮湿空气；

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白色四角晶体。
用 途：
用作泻剂和制甘汞电极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后引起胸痛、胸部紧束感、咳嗽、呼吸困难、蛋白尿等，可致死。对
眼和皮肤有刺激性。摄入可致急性胃肠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肾损害，可致死。慢性中毒：
长期接触可在脑、肝和肾中蓄积。中毒后出现头痛、记忆力下降、震颤、牙齿脱落、食欲不
振等。可引起皮肤损害。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碱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有害燃烧产物： 氯化氢、氧化汞。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
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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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5 过氧化氢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过氧化氢
英文名称： Hydrogen peroxide
别 名：
双氧水
分子式：
分子量：

H2 O2
34.01

熔
沸

点：
点：

-2℃(无水)
158℃(无水)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 1.46(无水)

蒸汽压：
燃烧热：

饱和蒸气压(kPa)：0.13(15.3℃)
1365.5 kJ/mol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醇、醚，不溶于苯、石油醚。
禁配物：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铜、铁、铁盐、锌、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的条件：受热。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微弱的特殊气味。
用 途：
用于漂白，用于医药，也用作分析试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对呼吸道有强烈刺激性。眼直接接触液体可致不可逆损
伤甚至失明。口服中毒出现腹痛、胸口痛、呼吸困难、呕吐、一时性运动和感觉障碍、体温
升高等。个别病例出现视力障碍、癫痫样痉挛、轻瘫。 长期接触本品可致接触性皮炎。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强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丁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
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易（可）燃物、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
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爆炸性强氧化剂。过氧化氢本身不燃，但能与可燃物反应放出大量热量和
氧气而引起着火爆炸。过氧化氢在 pH 值为 3.5～4.5 时最稳定，在碱性溶液中极易分解，在
遇强光，特别是短波射线照射时也能发生分解。当加热到 100℃以上时，开始急剧分解。它
与许多有机物如糖、淀粉、醇类、石油产品等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在撞击、受热或电火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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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能发生爆炸。过氧化氢与许多无机化合物或杂质接触后会迅速分解而导致爆炸，放出大
量的热量、氧和水蒸气。
有害燃烧产物： 氧气、水。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
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水、雾状水、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氯丁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
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
物稀释成不燃物。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6 二氧化硫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氧化硫
英文名称： Sulfur dioxide
别 名：
亚硫酸酐
分子式：
SO2
分子量：
64.06
熔
沸

点：
点：

-75.5℃
-10℃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338.42 kPa (21.1℃)
临界温度： 157.8℃
临界压力：
溶解性：

7.87 MPa
溶于水、乙醇。

外观与性状：无色气体，特臭。
用 途：
用于制造硫酸和保险粉等。
一、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2.3
侵入途径：吸入。
健康危害：易被湿润的粘膜表面吸收生成亚硫酸、硫酸。对眼及呼吸道粘膜有强烈的
刺激作用。大量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喉水肿、声带痉挛而致窒息。急性中毒：轻度中毒时，
发生流泪、畏光、咳嗽，咽、喉灼痛等；严重中毒可在数小时内发生肺水肿；极高浓度吸入
可引起反射性声门痉挛而致窒息。皮肤或眼接触发生炎症或灼伤。慢性影响：长期低浓度接
触， 可有头痛、头昏、乏力等全身症状以及慢性鼻炎、咽喉炎、支气管炎、嗅觉及味觉减
退等。 少数工人有牙齿酸蚀症。
环境危害：对大气可造成严重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不燃，有毒，具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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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
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
与氧化剂、还原剂 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
与易（可）燃物、氧化剂、还原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不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二氧化硫。
灭火方法：本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
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切断气源。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泄漏时
隔离 450m，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处
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
方，防止气体进入。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
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用一捉捕器使气体通过次氯酸钠溶液。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
检验后再用。
废弃处置方法：把废气通入纯碱溶液中，加次氯酸钙中和，然后用水冲入废水系统。

97 二氧化铅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氧化铅
英文名称： Lead dioxide，Lead peroxide
别 名：
过氧化铅
分子式：

PbO2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239.21
290℃（分解）
不溶于水、醇，溶于乙酸、氢氧化钠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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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禁配物：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
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受热。

外观与性状：棕褐色结晶或粉末。
危险标记： 11(氧化剂)
用 途：
用作氧化剂、电极、蓄电池、分析试剂、火柴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损害造血、神经、消化系统及肾脏。职业中毒主要为慢性。神经系统主要
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周围神经病（以运动功能受累较明显），重者出现铅中毒性脑病。
消化系统表现有齿龈铅线、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或便秘，腹绞痛见于中度及较重病
例。造血系统损害出现卟啉代谢障碍、贫血等。短时接触大剂量可发生急性或亚急性铅中毒，
表现类似重症慢性铅中毒。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胶布防毒衣，戴乳胶
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碱土金属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还
原剂、碱土金属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
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铅。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乳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
体检。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相应的工作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用沙土、干燥石灰或
苏打灰混合，然后避免扬尘，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果大量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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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98 二氧化锰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氧化锰
英文名称： Manganese dioxide， Manganese binoxide
分子式：
分子量：

MnO2
86.94

熔 点：
溶解性：

535℃(分解)
不溶于水，不溶于硝酸。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强还原剂、易燃或可燃物。
外观与性状：黑色或黑棕色结晶或无定形粉末。
用

途：

大量用于炼钢，并用于制玻璃、陶瓷、搪瓷、干电池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过量的锰进入机体可引起中毒。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锥体外系
统 工业生产中急性中毒少见，若短时间吸入大量本品烟尘，可发生“金属烟热”，病人出现
头痛、恶心、寒战、高热、大汗。 慢性中毒表现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兴奋和抑制平衡失调的精神症状，重者出现中毒性精神病；锥体外系受损表现有肌张力增高、
震颤、言语障碍、步态异常等。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还
原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食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未有特殊的燃烧爆炸特性。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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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
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
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9 氧化锌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氧化锌
英文名称： Zine oxide；Zine white
别 名：
分子式：

锌白；锌氧粉
ZnO

分子量：
熔 点：

81.37
1975℃

溶解性：

不溶于水、乙醇，溶于酸、氢氧化钠水溶液、氯化铵。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六角晶体或粉末，无气味。
用 途：
用作油漆的颜料和橡胶的填充料。医药上用于制软膏、锌糊、橡皮膏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氧化锌烟尘引起锌铸造热。其症状有口内金属味、口渴、咽干、食欲不
振、胸部发紧、干咳、头痛、头晕、四肢酸痛、高热恶寒。大量氧化锌粉尘可阻塞皮脂腺管
和引起皮肤丘疹、湿疹。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乳
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备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镁、亚麻子油发生剧烈反应。与氯化橡胶的混合物加热至 215℃以上可能
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烟气。
燃烧(分解)产物：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灭火方法：不燃。利用周围可用的灭火介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建议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
防护服：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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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口罩、护目镜，穿工作服。
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至空旷地方深埋。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
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00 硫化氢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化氢
英文名称： Hydrogen sulfide
别 名：
分子式：

氢硫酸
H2 S

分子量：
熔 点：

34.08
-85.5℃

沸

-60.4℃

点：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空气=1）：1.19
<-50℃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乙醇。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有恶臭气体。
危险标记： 4（易燃气体）
用 途：
用于化学分析如鉴定金属离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
健康危害：本品是强烈的神经毒物，对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
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
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
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在传送过
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易燃气体专用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
过 3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
浓硝酸、发烟硫酸或其它强氧化剂剧烈反应，发生爆炸。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
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起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火防毒服。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
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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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带过渡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带氧气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工作服。作业人
员应学会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泄漏时
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
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
相连的通风橱内。或使其通过三氯化铁水溶液，管路装止回装置以防溶液吸回。漏气容器要
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101 活性碳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活性碳
英文名称： Carbon activated；Activated charcoal；Carbon black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溶解性：

活性炭黑
C
12.011
4200℃
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

外观与性状：黑色细微粉末。无臭，无味，无砂性。
用 途：
具有高容量吸附有机色素及含氮碱的能力。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
健康危害：症状有结膜炎，角膜再生不良、湿疹和支气管炎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防护措施：操作时应戴防目镜，以避免眼反复接触。工作者应每天淋浴。
急救措施：如进入眼中，迅速用水冲洗。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吸入粉尘有中等程度危险。易燃。

102 硫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
英文名称： Sulfur、Cosan 、Elosal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硫磺；胶体硫；硫黄块；硫黄粉
S
32.0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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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 点：
蒸汽压：

444.6℃
207℃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醚，易溶于二硫化碳。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有特殊臭味。
危险标记： 8(易燃固体)
用 途：
用于制造染料、农药、火柴、火药、橡胶、人造丝、医药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因其能在肠内部分转化为硫化氢而被吸收，故大量口服可导致硫化氢中毒。
急性硫化氢中毒的全身毒作用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有头痛、头晕、乏力、呕吐、共济
失调、昏迷等。本品可引起眼结膜炎、皮肤湿疹。对皮肤有弱刺激性。生产中长期吸入硫粉
尘一般无明显毒性作用。
环境危害：燃烧产生二氧化硫，对环境有严重的危害。
燃爆危险：易然，粉尘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储运过程中易产生静电积聚,
可导致硫尘起火或爆炸。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 化。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穿防静电服，防静电鞋、佩戴防尘面具。
接触液态硫磺应佩戴全防型滤毒罐，穿隔热服。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
粉尘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损坏。配备燃烧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 封。应与易燃物
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卤素、金属粉末等接触剧烈反应。硫磺为不良导体，在储运过程中易产生
静电荷，可导致硫尘起火。粉尘或蒸气与空气或氧化剂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硫。
灭火方法：遇小火用砂土闷熄。遇大火可用雾状水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熔融物，
以免引起严惩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
在上风向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防尘口罩，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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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使用无
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03 碘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碘
英文名称： Iodine
分子式：
分子量：

I2
253.81

熔
沸

点：
点：

113.5℃
184.4℃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 4.93(25℃，固体)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0.04 kPa (25℃)
溶于氢氟酸、乙醇、乙醚、二硫化碳、苯、氯仿、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铝、氨、镁锌。
外观与性状：紫黑色晶体，带有金属光泽，性脆，易升华。
用 途：
用于制造药物、染料、碘酒、试纸和碘化物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人口服的致死剂量约 2-3g。碘的蒸气对粘膜有明显刺激性，可引起结膜
炎、支气管炎等。有时可能发生过敏性皮炎或哮喘。皮肤接触碘，发生强刺激作用，甚至灼
伤。接触后可引起咳嗽、胸闷、流泪、流涕、喉干、皮疹，还有食欲亢进、体重减轻、轻度
腹泻、四肢无力、记忆减退、多梦、震颤、精神萎糜等。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氨、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氨、活性金属粉末
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碘化物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自然分解产物未知。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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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
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04 金属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金属钠
英文名称： Sodium
分子式：
Na
分子量：
熔 点：

22.99
97.8℃

密 度：
溶解性：
稳定性：

相对密度(水=1)0.97
不溶于煤油
不稳定

外观与性状：银白色柔软的轻金属，常温下质软如蜡。
危险标记： 10(遇湿易燃物品)
用 途：
用于制造氰化钠、过氧化钠和多种化学药物或作还原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在空气中能自燃，燃烧产生的烟(主要含氧化钠)对鼻、喉及上呼吸道有腐蚀
作用及极强的刺激作用。同潮湿皮肤或衣服接触可燃烧，造成烧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氧、氯、氟、溴蒸气中会燃烧。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
放出氢气，大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金属钠暴露在空气或氧气中能自行燃烧并爆炸使熔
融物飞溅。与卤素、磷、许多氧化物、氧化剂和酸类剧烈反应。燃烧时呈黄色火焰。100℃
时开始蒸发，蒸气可侵蚀玻璃。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钠。
灭火方法：不可用水、卤代烃(如 1211 灭火剂)、碳酸氢钠、碳酸氢钾作为灭火剂。而
应使用干燥氯化钠粉末、干燥石墨粉、碳酸钠干粉、碳酸钙干粉、干砂等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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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消防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收入金属容器并保存在煤油或液体石
蜡中。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105 铜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铜
英文名称： Copper
分子式：

Cu

分子量：
熔 点：

63.55
1083℃

密 度：
溶解性：

相对密度(水=1)：8.92
不溶于水，溶于碱、盐酸、硫酸。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带有红色光泽的金属。
用 途：
供制造化学用具、电力用具、建筑材料和其他工业装置及用具。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动物吸入铜的粉尘和烟雾，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发生支气管炎或支气管
肺炎，甚至肺水肿。长期接触铜尘的工人常发生接触性皮炎和鼻眼的刺激症状，引起烟痛、
鼻塞、鼻炎、咳嗽等症状。铜熔炼工人可发生铜铸造热。长期吸入尚可引起肺部纤维组织增
生。铜的毒性较小，但铜过剩出可引起中毒。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进一步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及阳光无法直射的地方。 储存区有独立
通风系统，且无热源，明火及火花。最好储存于合格的安全容器内。储存温度：此物质应存
放在 15℃到 25℃间的环境中。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粉体遇高温、明火能燃烧。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铜。
灭火方法：干粉、砂土。禁止用水。
五、防护措施
一般不需特殊防护，但需防止烟尘危害。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
防防护服。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当水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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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污染时，可采用加入纯碱中和，使铜以碱式碳酸铜形式沉淀而从水中转入污泥中，而污泥
再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对于受铜污染的土壤，可采取排土、土层改良、深耕、施加石灰
质矿物及磷酸钙等措施治理。

106 锌粉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锌粉
英文名称： Zinc powder，Zinc dust
别 名：
分子式：

亚铅粉；锌
Zn

分子量：
熔 点：

65.38
419.6℃

沸

907℃

点：

蒸汽压：
溶解性：

487℃
溶于酸、碱。

稳定性：
不稳定
外观与性状：浅灰色的细小粉末。
危险标记： 10(遇湿易燃物品)，36(自燃物品)。
用 途：
用作催化剂、还原剂和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于制备有色金属合金。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锌在高温下形成的氧化锌烟雾可致金属烟雾热，症状有口串金属味、口
渴、胸部紧束感、干咳、头痛、头晕、高热、寒战等。粉尘对眼有刺激性。口服刺激胃肠道。
长期反复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
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远离火种、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
碱类、胺类、氯代烃接触。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水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
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25℃，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氯代烃等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具有强还原性。与水、酸类或碱金属氢氧化物接触能放出易燃的氢气。与氧
化剂、硫黄反应会引起燃烧或爆炸。粉末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被明火点燃引起爆
炸，潮湿粉尘在空气中易自行发热燃烧。
燃烧(分解)产物：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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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方法：灭火剂：干粉、干砂。禁止用水、泡沫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
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在专家指导下
清除。

107 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锡
Tin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锡粉
Sn
118.69

熔

点：

232℃

沸

点：

2260℃

引燃温度：
密 度：
稳定性：
外观与性状：

630℃（粉尘）
相对密度(水=1)：7.29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
银白色金属。

用 途：
用于制白铁板、巴毕脱合金、锡箔、活字金、合金、化学药品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 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长期吸入锡的烟雾或粉尘可
引起锡尘肺（或锡末沉着症）。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
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
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
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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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粉体遇高温、明火能燃烧。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锡。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砂土。
五、防护措施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需防止烟尘危害。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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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

108 乙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酸
英文名称： Acetic acid
别

名：

醋酸；冰醋酸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C2 H4 O2 ；CH3 COOH
60
16.7℃
118.1℃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1.05；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07
饱和蒸气压：1.52 kPa (20℃)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醚、甘油，不溶于二硫化碳。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性酸臭。
危险标记： 20(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制造醋酸盐、醋酸纤维素、医药、颜料、酯类、塑料、香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后对鼻、喉和呼吸道有刺激性。对眼有强烈刺激作用。皮肤接触，轻者
出现红斑，重者引起化学灼伤。误服浓乙酸，口腔和消化道可产生糜烂，重者可因休克而致
死。慢性影响：眼睑水肿、结膜充血、慢性咽炎和支气管炎。长期反复接触，可致皮肤干燥、
脱脂和皮炎。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易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酸碱塑料工
作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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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
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
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冻季应保持库温高于 16℃，
以防凝固。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
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
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
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
剂可发生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
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09 乙二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二酸
英文名称： Ethanedioic acid，Oxalic acid
别 名：
草酸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C2 H2 O4
90.04
190℃
升华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不溶于苯、氯仿。

稳定性：

禁配物：碱、酰基氯、碱金属；
避免接触的条件：潮湿空气。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味酸、无臭。
115

用 途：
制作草酸盐、季戊四醇、抗菌素，也用作化学试剂、漂白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其粉尘或浓溶液可导致皮肤、眼或粘膜的
严重损害。口服腐蚀口腔和消化道，出现胃肠道反应、虚脱、抽搐、休克而引起死亡，肾脏
发生明显损害，甚至发生尿毒症。可在体内与钙离子结合而发生低血钙。长期吸入蒸气引起
神经衰弱综合征，头痛，呕吐，鼻粘膜溃疡，尿中出现蛋白，贫血等。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有毒，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碱类、碱
金属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
封。应与碱类、碱金属、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尽快用清水或清水加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或石灰水洗胃。再用葡萄糖 40g 灌
入胃内。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加热分解产生毒性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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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0 丙二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丙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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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Carboxyacetic acid；Propanedioic acid
别 名：
缩苹果酸；丙烷二羧酸；胡萝卜酸；甲烷二羧酸；甜菜酸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C3 H4 O4
104.6
135.6℃

溶解性：
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外观与性状：无色晶体
危险标记： 禁配物：碱、氧化剂、还原剂。
用 途：
用于生产巴比妥酸盐和其他药物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有损害作用。接
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喉炎、头痛、恶心和呕吐等。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爆炸危险：本品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
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受高热分解, 放出刺激性烟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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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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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处置。

111 柠檬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柠檬酸
英文名称： Citric acid,

2-hydroxy-1,2,3-propanetricarboxylic acid

别 名：
分子式：

2-羟基丙烷-1，2，3-三羧酸
C6 H8 O7

分子量：
熔 点：

192.14
153℃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不溶于苯，微溶于氯仿。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无臭。
用

途：

用于香料或饮料的酸化剂，在食品和医学上用作多价螯合剂，也是化学中间体。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具刺激作用。在工业使用中，接触者可能引起湿疹。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食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
燃烧爆炸的危险。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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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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
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2 苯甲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苯甲酸
英文名称： Benzoic acid；Carboxybenzene
别 名：
分子式：

安息香酸
C7 H6 O2 ；C6 H5 COOH

分子量：
熔 点：

122.13
121.7℃

沸

249.2℃

点：

蒸汽压：
闪 点：

饱和蒸气压：0.13 kPa (96℃)
121℃

引燃温度：
爆炸下限：

571℃
11%(V/V)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苯、四氯化碳。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鳞片状或针状结晶，具有苯或甲醛的臭味。
用

途：

用作制药和染料的中间体，用于制取增塑剂和香料等，也作为钢铁设备的防锈
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对皮肤有轻度刺激性。蒸气对上呼吸道、眼和皮肤产生刺激。本品在一般
情况下接触无明显的危害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氮。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面具式呼吸器。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防酸碱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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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
防防护服。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处理场所。如大量泄漏，收
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13 水杨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水杨酸
英文名称： Salicylic acid
别 名：
分子式：

邻羟基苯甲酸
C7 H6 O3

分子量：
熔 点：

138.12
160 ºC

闪

157 ºC

点：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0.17 kPa (114℃)
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氯仿。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针状晶体或毛状结晶性粉末。
用

途：

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在医药工业中，水杨酸本身就是一种用途极广的消毒防
腐剂。还用于医药中间体，染料工业，还可用作橡胶防焦剂、消毒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健康危害：该品粉尘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吸入后引起咳嗽和胸部不适。对眼有刺激性，
长时间接触可致眼损害。长时间或反复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甚至发生灼伤。摄入发生胃肠
道刺激、耳鸣及肾损害。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爆炸危险：该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
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
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
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雾状水、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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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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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
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4 硬脂酸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硬脂酸

英文名称：
别 名：

Stearic acid； Octadecanoic acid
十八(烷)酸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C18 H36 O2
284.48
70-71℃

沸

点：

383℃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87；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9.8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 0.13 kPa (173.7℃)
闪 点：
196℃
引燃温度： 395℃
溶解性：
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丙酮、苯，易溶于乙醚、氯仿、四氯化碳等。
稳定性：
禁配物： 碱、氧化剂、还原剂。
外观与性状：纯品是带有光泽的白色柔软小片。
用 途：
用于制化妆品、表面活性剂、橡胶配合剂、防水剂、金属皂、软化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工业上广泛使用未见有危害。有个别资料报道，对眼睛、皮肤、粘膜和上
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
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
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
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
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
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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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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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
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5 氨水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氨水
Ammonium hydroxide；Ammonia water
氢氧化铵；氨溶液[含氨>10%～≤35%]
NH4 OH

分子量：
密 度：

35.05
相对密度(水=1)0.91

蒸汽压：
溶解性：

20℃
溶于水、醇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臭味。
危险标记： 20(碱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于制药工业，纱罩业，晒图，农业施肥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后对鼻、喉和肺有刺激性引起咳嗽、气短和哮喘等；可因喉头水肿而窒
息死亡；可发生肺水肿，引起死亡。氨水溅入眼内，可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导致失明；皮肤
接触可致灼伤。慢性影响：反复低浓度接触，可引起支气管炎。皮肤反复接触，可致皮炎，
表现为皮肤干燥、痒、发红。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导管式防毒面具，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
酸碱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金属粉末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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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2℃，相对湿
度 不超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酸类、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
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
液冲洗。立即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分解放出氨气，温度越高，分解速度越快，可形成爆炸性气氛。若遇高热，
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氨。
灭火方法：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
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
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大量水冲洗，经
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以少量加入大量水中，
调节至中性，再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116 二乙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乙胺

英文名称：
别 名：

Diethylamine
二乙基胺；氨基二乙胺

分子式：
分子量：

C4 H11 N；(CH3 CH2 )2 NH
73.14

熔 点：
沸 点：
密 度：
蒸汽压：

-38.9℃
55.5℃
相对密度(水=1)：0.71
饱和蒸气压：53.32 kPa（38℃）

闪

-23℃

点：

溶解性：
溶于水、醇、醚。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氨臭。
123

危险标记： 7(低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环氧树脂固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具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本品蒸气或雾，可引起喉头水肿、支
气管炎、化学性肺炎、肺水肿；高浓度吸入可致死。蒸气对眼有刺激性，可致角膜水肿。液
体或雾引起眼刺激或灼伤。长时间皮肤接触可致灼伤。口服灼伤消化道。慢性影响：反复皮
肤接触，可引起变应性皮炎。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有腐蚀性，能腐蚀
玻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
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
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
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防爆泵
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7

1，2-乙二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1，2-乙二胺
英文名称： 1,2-Ethylenediamine，1,2-Diamin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1，2-二氨基乙烷，乙(撑)二胺
C2 H8 N2 ，H2 NCH2 CH2 NH2
60.10
8.5℃
124

沸
密

点：
度：

蒸汽压：
溶解性：
稳定性：

117.2℃
相对密度(水=1)0.90
1.43kPa（20℃）
溶于水、醇，不溶于苯，微溶于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微黄色粘稠液体，有类似氨的气味。
危险标记： 20(碱性腐蚀品)，34(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和农药、活性染料、医药、环氧树脂固化剂等的制取。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接触本品蒸气，可发生呼吸道刺激；个别接触者有过敏性哮喘及全身不适，
如持续性头痛。对眼有刺激性。可因原发刺激及致敏作用，引起皮肤损害。
危险特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硫酸、硝酸、盐
酸等强酸发生剧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泡沫、干粉。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废弃物处置方法：用控制焚烧法。焚烧炉排出的氮氧化物通过洗涤器或高温装置除去。

118 尿素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尿素
英文名称： Urea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脲
CH4 N2 O
60.06
125

熔 点：
溶解性：

132.7
溶于水、甲醇、乙醇，微溶于乙醚、氯仿、苯。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或粉末，有氨的气味。
用 途：
用作肥料、动物饲料、炸药、稳定剂和制脲醛树脂的原料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属微毒类。对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
环境危害： 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
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
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亚硝酸钠、干粉接触。
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氧化剂、酸类、亚硝酸钠、干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
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次氯酸钠、次氯酸钙反应生成有爆炸性的三氯化氮。
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19 三乙烯四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乙烯四胺
英文名称： Tetramine
分子式：
C6 H16 N4
126

分子量：
熔 点：

170
12℃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 ：0.9817
溶解性：
易溶于水。
外观与性状：粘性液体，麦杆色，有氨味。
用

途：

用于玻璃、搪瓷、医药、化妆品等工业, 以及制备硼和硼酸盐, 并用作食物防
腐剂和消毒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刺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避免皮肤接触，长时间皮肤接触能引起灼伤，导
致皮肤过敏和变态反应。吸人可引起迟发几小时的肺水肿，严重病例有死亡的危险。易被皮
肤吸收，长时间或反复接触能引起肝脏损伤、哮喘。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氯丁橡胶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储存注意事项：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并隔离被污染的衣服和鞋。用肥皂和清水清洗皮肤。注意患者保暖并且
保持安静。确保医务人员了解该物质相关的个体防护知识，注意自身防护。
眼睛接触：如果皮肤或眼睛接触该物质，应立即用清水冲洗至少 20 分钟。
吸入： 移患者至空气新鲜处，就医。如果患者呼吸停止，给予人工呼吸。如果呼吸困
难，给予吸氧。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强碱：与强氧化剂接触发生反应，有燃烧和爆炸的危险。与氮化合物、氯代
烃接触发生反应。与酸接触发生反应。与氨基化合物、异氰酸酯、烯基氧化物、环氧氯丙烷、
醛类、醇类、乙二醇、酚类、甲酚、己内酰胺溶液不能配伍。与硝酸纤维素接触发生反应。
与丙烯醛、丙烯腈、叔丁基硝基乙炔、环氧乙烷、异丙基氯甲酸酯、马来酸酐、三异丁基铝
也不能配伍。腐蚀铜、铜合金、钴和镍。 易燃性(红色)：1 反应活性(黄色)：0
灭火方法：蒸气比空气重，易在低处聚集。封闭区域内的蒸气遇火能爆炸。如果该物质
或被污染的流体进入水路，通知有潜在水体污染的下游用户，通知地方卫生、消防官员和污
染控制部门。使用干粉、抗醇泡沫、二氧化碳灭火。在安全防爆距离以外，使用雾状水冷却
暴露的容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120 六亚甲基四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六亚甲基四胺

英文名称：

Hexamethylenetetramine；Urotropin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六甲撑四胺；乌洛托品
C6 H12 N4
140.18
127

熔
点：
溶解性：

263℃(升华)
溶于水、乙醇、氯仿、四氯化碳，不溶于乙醚、石油醚。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细粒状结晶，味初甜后苦。
危险标记： 8(易燃固体)
毒
用

性：
途：

属低毒类
用作纺织品的防缩整理剂、亚氯酸钠漂白活化剂、防水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生产条件下，主要引起皮炎和湿疹。皮疹多为多形性，奇痒，初起局限于
接触部位，以后可蔓延、甚至遍及全身。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氧化氮烟气。与氧化剂混合
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具有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
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粉尘浓度较高的环境中，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穿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121 三乙醇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乙醇胺
英文名称： Triethanolamine
分子式：

C6 H15 NO3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149.19
2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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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1.12；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5.14
饱和蒸气压：0.67 kPa (190℃)

闪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185℃
易溶于水。
禁配物：氧化剂、酸类。

外观与性状：无色油状液体或白色固体, 稍有氨的气味。
用 途：
用作增塑剂、中和剂、润滑剂的添加剂或防腐蚀剂以及纺织品、化妆品的增湿
剂和染料、树脂等的分散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对局部有刺激作用。皮肤接触可致皮炎和湿疹，与过敏有关。本品蒸
气压低，工业接触中吸入中毒的可能性不大。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具刺激性，具致敏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
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
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
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灭火剂：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可能接触其
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身体防护：
手防护：
其他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是液体，防止流入下水道、
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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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
器中。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22 盐酸羟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盐酸羟胺
英文名称： Hydroxylamine hydrochloride
别 名：
分子式：

羟基氯化胺
ClH4 NO

分子量：
熔 点：

69.49
155-157 °C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甘油，不溶于乙醚。

稳定性：
避免和强氧化剂放一起
外观与性状：无色单斜晶系结晶体
用 途：
本品主要用作还原剂和显像剂，有机合成中用于制备肟，也用作药物中间体。
一、危险性概述
本品易吸潮，加热时可深度分解，故需密封存放于干燥处，防潮、防热。按有毒物品规
定贮运。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酸类
接触。
储存注意事项：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应与酸类分开存放。
三、急救措施
四、消防措施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
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123 苯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苯胺
Aniline；Aminobenzen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氨基苯
C6 H7 N；C6 H5 NH2
93.12
-6.2℃

沸

184.4℃

点：

蒸汽压：
闪 点：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2.00 kPa (77℃)
70℃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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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微黄色油状液体，有强烈气味。
危险标记： 14(毒害品)
用
途： 用于染料、医药、橡胶、树脂、香料等的合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苯胺的毒作用，主要因形成的高铁血红蛋白所致，造成组织缺氧，引起中
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其它脏器损害。急性中毒：中毒者的口唇、指端、耳廓发绀，病
人有恶心、呕吐、手指发麻、精神恍惚等；重度中毒进，皮肤、粘膜严重青紫，出现心悸、
呼吸困难、抽搐甚至昏迷、休克；重笃者可出现溶血性黄疸、中毒性肝炎、中毒性肾损伤。
慢性中毒：患者有神经衰弱综合征表现，伴有轻度发绀、贫血和肝、脾肿大。皮肤接触可发
生湿疹。毒性：中等毒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 5%醋酸清洗污染的皮肤，再用肥皂水和清水冲洗。
注意手、足和指甲等部位。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正压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紧袖工作服，长统胶鞋。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监测毒物，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
用沙土混合，逐渐倒入稀盐酸中(1 体积浓盐酸加 2 体积水稀释)，放置 24 小时，然后废弃。
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24 对甲苯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对甲苯胺
英文名称：

p-Toluidine，4-Toluidin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4-氨基甲苯；对氨基甲苯
C7 H9 N；CH3 C6 H4 NH2
107.15
131

熔
沸

点：
点：

蒸汽压：
溶解性：
稳定性：

44.5℃
200.4℃
0.0346 kPa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盐酸。
稳定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片状结晶。
危险标记： 14(毒害品)
用 途：
用作染料中间体及医药乙胺嘧啶的中间体。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是强烈的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并能刺激膀胱尿道，能致血尿。急性中
毒：多由皮肤污染而吸收。引起自觉脸部灼热、剧烈头痛、头晕、呼吸困难，呈现紫绀症。
以后出现血尿、尿闭、精神障碍、肌肉抽搐。慢性中毒时，可引起膀胱刺激症状。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胶布
防毒衣，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
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注意手、足和指甲等部位。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时进行人工
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漱口，饮水，洗胃后口服活性炭，再给以导泻。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
毒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紧袖工作服，长统胶鞋。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后不饮酒，用温水洗
澡。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也
132

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25 乙酰苯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酰苯胺
英文名称： Acetanilide；Antifebrin
别 名：
分子式：

乙酰苯胺；N-苯基乙酰胺、退热冰
C8 H9 NO

分子量：
熔 点：

135.1652
114.3℃

沸 点：
溶解性：

304℃
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甲醇、乙醇、乙醚、氯仿、丙酮、甘油和苯等，不溶
于石油醚。

稳定性：
在空气中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有光泽片状结晶或白色结晶粉末，在水中再结晶析出呈正交晶片状。无臭
用

途：

或略有苯胺及乙酸气味。
是磺胺类药物的原料，可用作止痛剂、退热剂和防腐剂的中间体。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对上呼吸道有刺激性。高剂量摄入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骨髓增
生。反复接触可发生紫绀。对皮肤有刺激性，可致皮炎。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大量接触会引起头昏和面色苍白等症状。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
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足量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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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用清洁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
器中，用水泥、沥青或适当的热塑性材料固化处理再废弃。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
理后废弃。

126 氨基甲酸铵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氨基甲酸铵
英文名称： Ammonium Carbamate
分子式：
分子量：

NH2 CO2 NH4
78.07

熔 点：
蒸汽压：

59-61℃
13.33 kPa ( 26.7 °C)

溶解性：

易溶于水，能溶于乙醇。

外观与性状：白色正方晶系，柱状、板状或片状结晶性粉末。
用 途：
用作磷化铝中间体，氨化剂，也用于医药。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皮肤接触、吸入
健康危害：接触后，可刺激皮肤、呼吸道和粘膜；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密闭低温保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被污染衣物，用大量清水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约在 60℃挥发，并分解为氨气和二氧化碳。
燃烧(分解)产物：氨气和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
五、防护措施
密闭操作，局部通风，或穿戴呼吸器和防护服；暴露后立即洗澡。
六、泄漏应急处理
用大量水将泄漏物冲进下水道。

127 磺胺嘧啶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
别 名：

磺胺嘧啶
N-2-嘧啶基-4-氨基苯磺酰胺，磺胺哒嗪，地亚净，SD，大安净，消发地亚净

英文名称：
英文别名：

Sulfanilamide
4-Amino-N-(2-pyrimidinyl)benzenesulfonamide;Sulfazine，Sulfolex，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Sulphadiazine E，Sulfadiazine (SD)
C10 H10 N4 O2 S
250.277
254o C

沸

512.6 °C（760 mmHg）

点：

折射率：
闪 点：
水溶性：

1.679
263.8 ℃
微溶于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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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条件： 0-6℃
外 观：
白色至略黄色结晶粉末。

128 二苯基碳酰二肼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苯基碳酰二肼
英文名称： Diphenylcarbazide
别 名：
二苯氨基脲
分子式：
分子量：

C13 H14 N4 O
242.28

熔
沸

168-171℃
152.8℃

点：
点：

爆炸上限：

15.2 %

爆炸下限：
引燃温度：

2.2%
445 ℃

溶解性：
稳定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禁配物：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分解产物。
外观与性状：白色晶形粉末，在空气在逐渐变为红色。
用 途：
用作滴定铁时作指示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主要有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头痛、焦虑、恶心、呕吐、腹痛、
便秘等。肝损害一般在中毒数日后出现，肝脏肿大，肝区痛，可出现黄疸。经皮肤吸收中毒
者，皮肤出现水泡、 水肿、粘糙，局部麻木、瘙痒、灼痛。慢性影响：有皮肤、粘膜刺激，
神经衰弱综合征，血压偏低。还有恶心、呕吐、胸闷、食欲不振、胃痛、便秘及肝大和肝功
能变化。
燃爆危险：本品易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
剂、还原剂、卤素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能与浓硫酸、
发烟硝酸猛烈反应甚至发生爆炸。与卤化物（如四氯化碳）能发生强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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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化学防护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129 硫代乙酰胺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硫代乙酰胺
英文名称： Thioacetamide；TAA
分子式：
分子量：

CH3 CSNH2
75.13

熔
沸
闪

112-114℃
111.7℃（760 mmHg）
21.4℃

点：
点：
点：

溶解性：

水中的溶解度 16.3g/100mL，乙醇 26.4g/100mL。极微溶于苯、乙醚。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白色结晶。新制品有时有硫醇臭、微吸潮。
用

途：

用于生产催化剂、稳定剂、阻聚剂、电镀添加剂、照相药品、农药、染色助剂
和选矿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 吸入，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刺激皮肤、眼睛，引起结膜炎、湿疹、疲乏、恶心、呕吐、厌食、肝损害、
呼吸抑制、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酸中毒，低血压、震颤；惊厥、失去知觉。使用时一定要小
心，因为该化学品能损伤肝脏。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存于冰箱或凉爽、干燥处。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水及肥皂冲洗。
眼睛接触： 用大量的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20～30 分钟，就医。
吸入： 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处，立即就医。
食入： 若患者清醒且无痉挛，可给饮 1 杯水或牛奶，是否催吐应遵医嘱；若患者昏迷
或痉挛，应立即就医。
四、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
五、防护措施
六、泄漏应急处理
清除一切火情隐患，用 60～70％的丙酮浸湿泄漏物，避免粉尘扩散，并置于专用的容
器中，泄漏区通风，用肥皂和水冲洗被污染的表面，将废弃物放入气密塑料袋中，待处理。

130 正己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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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正己烷
英文名称： n-Hexane；Hexyl hydrid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己烷
C6 H14 ；CH3 (CH2 )4 CH3
86.17

熔
沸

-95.6℃
68.7℃

点：
点：

蒸汽压：
闪 点：

饱和蒸汽压：13.33kPa（15.8℃）
-25.5℃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微弱的特殊气味。
危险标记： 7(低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化学试剂、涂料稀释剂、聚合反应的介质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有麻醉和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致周围神经炎。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
本品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共济失调等，重者引起神志丧失甚至死亡。对眼和上呼吸道有
刺激性。慢性中毒：长期接触出现头痛、头晕、乏力、胃纳减退；其后四肢远端逐渐发展成
感觉异常，麻木，触、痛、震动和位置等感觉减退，尤以下肢为甚，上肢较少受累。进一步
发展为下肢无力，肌肉疼痛，肌肉萎缩及运动障碍。神经-肌电图检查示感神经及运动神经
传导速度减慢。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极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强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
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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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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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1 正庚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正庚烷
英文名称： n-Heptane
别 名：
分子式：

庚烷
C7 H16 ；CH3 (CH2 )5 CH3

分子量：

100.21

熔 点：
沸 点：

-90.5℃
98.5℃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0.68
饱和蒸气压：5.33 kPa (22.3℃)

闪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4℃
不溶于水，溶于醇，可混溶于乙醚、氯仿。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易挥发液体
危险标记： 7(中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辛烷值测定的标准、溶剂，以及用于有机合成，实验试剂的制备。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有麻醉作用和刺激性。急性中毒：吸入本品蒸气可引起眩晕、恶心、厌
食、欣快感和步态蹒跚，甚至出现意识丧失和木僵状态。对皮肤有轻度刺激性。慢性影响：
长期接触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少数人有轻度中性白细胞减少，消化不良。属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
起燃烧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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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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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
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2 环己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环己烷
英文名称： Cyclohexane；Hexahydrobenzene
别 名：
分子式：

六氢化苯
C6 H12 ；CH2 (CH2 )4 CH2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84.16
6.5℃
80.7℃

闪

点：

-16.5℃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78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13.33 kPa（60.8℃）
引燃温度： 245℃
临界温度： 280.4℃
临界压力： 4.05 MPa
爆炸上限：
爆炸下限：

8.4%(V/V)
1.2%(V/V)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一般溶剂、色谱分析标准物质及用于有机合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眼和上呼吸道有轻度刺激作用。持续吸入可引起头晕、恶心、倦睡和其
它一些麻醉症状。液体污染皮肤可引起痒感。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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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极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强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
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
眼睛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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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
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废弃物处置方法：用焚烧法。

133 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苯
英文名称： Benzene
别 名：
分子式：

安息油
C6 H6

分子量：
熔 点：

78.11
5.5℃

沸
密

80.1℃
相对密度(水=1)0.88；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77

点：
度：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kPa)：13.33(26.1℃)

闪 点：
-11℃
引燃温度： 560℃
燃烧热：
临界压力：

3264.4 kJ/mol
4.92 MPa

爆炸上限： 8.0%(V/V)
爆炸下限： 1.2%(V/V)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芳香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溶剂及合成苯的衍生物、香料、染料、塑料、医药、炸药、橡胶。
一、危险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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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健康危害：高浓度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
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害，引起慢性中毒。急性中毒：轻者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轻度
兴奋、步态蹒跚等酒醉状态；严重者发生昏迷、抽搐、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和循环衰竭。慢
性中毒：主要表现有神经衰弱综合征；造血系统改变：白细胞、血小板减少，重者出现再生
障碍性贫血；少数病例在慢性中毒后可发生白血病(以急性粒细胞性为多见)。皮肤损害有脱
脂、干燥、皲裂、皮炎。可致月经量增多与经期延长。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
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易产生和聚集静电，有燃烧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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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
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
燃物。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当苯泄漏进水
体应立即构筑堤坝，切断受污染水体的流动，或使用围栏将苯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再
作必要处理；当苯泄漏进土壤中时，应立即将被沾溻土壤全部收集起来，转移到空旷地带任
其挥发。

134 萘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萘
英文名称： Naphthalene
别 名：
并苯；粗萘；精萘；煤焦油脑；萘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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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分子量：

C10 H8
128.16

熔
密
沸

80.1℃
相对密度(水=1)1.16；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4.42
217.9℃

点：
度：
点：

蒸汽压：
燃烧热：

饱和蒸气压：0.13 kPa (52.6℃)
5148.9 kJ/mol

临界温度：
临界压力：

457.2℃
4.05 MPa

引燃温度：
爆炸下限：

526℃
28～38 mg/m3

闪

78.9℃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醚、苯。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易挥发晶体，有温和芳香气味，粗萘有煤焦油臭味。
危险标记： 8(易燃固体)
毒 性：
属低毒类。
用 途：
用于制造染料中间体、樟脑丸、皮革、木材保护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具有刺激作用，高浓度致溶血性贫血及肝、肾损害。急性中毒：吸入高浓
度萘蒸气或粉尘时，出现眼及呼吸道刺激、角膜混浊、头痛、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腰痛、
尿频、尿中出现蛋白及红白细胞。亦可发生视神经炎和视网膜炎。重者可发生中毒性脑病和
肝损害。口服中毒主要引起溶血和肝、肾损害，甚至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和肝坏死。慢性中
毒：反复接触萘蒸气，可引起头痛、乏力、恶心、呕吐和血液系统损害。可引起白内障、视
神经炎和视网膜病变。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性烟雾。与强氧化剂如铬酸酐、
氯酸盐和高锰酸钾等接触，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当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切勿将水流直接射至溶融物，以免引起
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高浓度蒸气接触可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可能接触其粉尘
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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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
作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洁
净、有盖的容器中。运至空旷处引爆。或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就地焚烧。大量泄漏：用塑料
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5 甲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甲苯

英文名称： Methylbenzene
别 名：
分子式：

甲基苯，苯基甲烷
C7 H8

分子量：
熔 点：

92.14
-94.9℃

密 度：
蒸汽压：
溶解性：

相对密度(水=1) 0.87
4.89 kPa (30℃)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苯、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不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苯的芳香气味。
用 途：
甲苯大量用作溶剂和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也是有机化工的重要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皮肤、眼睛接触。
健康危害：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
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
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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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它：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
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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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
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6 二氯甲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二氯甲烷

英文名称：

Dichloromethane

别

名：

二叉二氯

分子式：
分子量：
沸 点：
熔 点：

CH2 Cl2
84.93℃
39.8℃℃
-96.7℃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1.33
30.55kPa（10℃）

溶解性：
稳定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芳香气味。
危险标记： 15(有害品)
用 途：

用作树脂及塑料工业的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有麻醉作用，主要损害中枢神经和呼吸系统。人类接触的主要途径是吸
入。已经测得，在室内的生产环境中，当使用二氯甲烷作除漆剂时，有高浓度的二氯甲烷存
在。一般人群通过周围空气、饮用水和食品的接触，剂量要低得多。据估计，在二氯甲烷的
世界产量中，大约 80%被释放到大气中去，但是由于该化合物光解的速率很快，使之不可
能在大气中蓄积。其初始降解产物为光气和一氧化碳，进而再转变成二氧化碳和盐酸。当二
氯甲烷存在于地表水中时，其大部分将蒸发。有氧存在时，则易于生物降解，因而生物蓄积
似乎不大可能。但对其在土壤中的行为尚须测定。
环境危害：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在地下水中有蓄积作用。对水生生物应给特别
注意。还应注意对大气的污染。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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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时避免产生雾滴，并穿戴适当之个人防护装备；避免让释出的蒸
气和雾滴进入工作区的空气中；在通风良好的特定区内操作并采最小用量；须备随时可用於
灭火及处理泄漏的紧急应变装备；空的贮存容器内可能仍有具危害性的残留物；於焊接、火
焰或热表面的附近不可操作使用此物。
储存注意事项：贮存於阴凉、乾燥、通风良好及阳光无法直射的地方；贮存须远离热源、
火焰及不相容物，如强氧化剂、强酸、硝酸；贮存在贴有标签的适当容器里；不用的容器以
及空桶都应紧密的盖好；避免容器受损并定期检查贮桶有无缺陷如破损或溢漏等；容器镀锌
或有 Phenolic 合成树脂的内衬，可降低二氯甲烷发生分解的可能性；限量贮存；於适当处
张贴警示符号；贮存区要与员工密集之工作区域分开，限制人员接近该区。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受热分解能发出剧毒的光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雾状水、砂土、泡沫、二氧化碳。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柚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必要时，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沐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污染的衣服，
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度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勘察不烯材料吸
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控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废弃物处置方法：建议用焚烧法处置。废料同其他燃料混合后焚烧，燃烧要充分，防止
生成光气。焚烧炉排气中的氮氧化物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137 1-溴丁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1-溴丁烷
英文名称： 1-bromobutane；butyl bromide
别 名：
正丁基溴；溴代正丁烷；溴正丁烷
分子式：

C4 H9 Br；BrCH2 CH2 CH2 CH3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137.03
-112.4℃
100-10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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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1.27；相对密度(空气=1) 4.7
150 mm Hg ( 50 °C)

闪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23℃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有芳香味液体
危险标记： 7(中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烷化剂、溶剂、稀有元素萃取剂和用于有机合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吸入本品蒸气可引起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高浓度时有麻醉作用，引起
神志障碍。眼和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
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
溴化物气体。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溴化氢。
灭火方法：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时节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
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
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
可撤离时，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检测毒物。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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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
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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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氯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氯苯
英文名称： Chlorlbenzene；Monochlorobenzen
别 名：
一氯代苯
分子式：
C6 H5 Cl
分子量：
熔 点：

112.56
-45.2℃

沸
密

132.2℃
相对密度(水=1)：1.10

点：
度：

蒸汽压：
闪 点：

1.33kPa（20℃）
28℃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二硫化碳、苯等。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具有不愉快的苦杏仁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作为有机合成的重要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急性中毒：接
触高浓度可引起麻醉症状，甚至昏迷。脱离现场，积极救治后，可较快恢复，但数日内仍有
头痛、头晕、无力、食欲减退等症状。液体对皮肤有轻度刺激性，但反复接触，则起红斑或
有轻度表浅性坏死。慢性中毒：常有眼痛、流泪、结膜充血；早期有头痛、失眠、记忆力减
退等神经衰弱症状；重者引起中毒性肝炎，个别可发生肾脏损害。
环境危害：物质对环境有严惩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大气和饮用水的污
染。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遇明火、高热或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过氯酸银、
二甲亚砜反应剧烈。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物。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疾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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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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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废弃物处置方法：用焚烧法。废料同其他燃料混合后再焚烧，燃烧要充分，防止光气生
成。焚烧炉排出的卤化氢通过酸洗涤器除去。

139 α-蒎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α-蒎烯

英文名称：

α-Pinene

别 名：
分子式：

C10 H16
136.23

分子量：
沸 点：

-102.2℃
155℃

密 度：
蒸汽压：
闪 点：

相对密度(水=1) 0.86
1.33kPa（37.3℃）
33℃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乙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松节油的气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是合成香料的重要原料，也是合成润滑剂、增塑剂等的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摄入或以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高浓度对眼睛、皮肤、粘膜和呼吸
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中毒表现有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可能引起麻醉作用。有时损害肾脏。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易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及乏力、嗜
睡、头痛、眩晕、食欲减退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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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
员戴好防毒面具，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减少蒸发，但不能
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
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40 石蜡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石蜡
英文名称： Paraffin wax；Paraffin scale
熔 点：
47-65℃
沸 点：
闪 点：
引燃温度：

>371℃
199℃
245℃

密

相对密度(水=1)：0.88-0.92 g/cm

度：

溶解性：

3

不溶于水，不溶于酸，溶于苯、汽油、热乙醇、氯仿、二硫化碳。

稳定性：
稳定；禁配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白色、无臭、无味、透明的晶体。
用 途：
用于制造合成脂肪酸和高级醇, 也用于制造火柴、蜡烛、蜡纸、蜡笔、防水剂、
软膏、电绝缘材料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本品高浓度蒸气，引起头痛、眩晕、咳嗽、食欲减退、呕吐、腹泻。长
期接触可致皮肤损害。有接触未精制石蜡导致皮肤癌的报道。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
触。轻装轻卸。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
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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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
燃烧(分解)产物：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防护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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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面具(全面罩)，穿一
般作业工作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

141 甲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甲醇
英文名称： Methyl alcohol；Methanol
别 名：
木酒精
分子式：

CH4 O；CH3 OH

分子量：

32.04

熔 点：
沸 点：
密 度：
蒸气压

-97.8℃
64.8℃
相对密度(水=1)：0.79
13.33KPa(21.2℃)

闪 点：
溶解性：

11℃
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澄清液体，有刺激性气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毒 性：
属中等毒类。
用

途：

主要用于制甲醛、香精、染料、医药、火药、防冻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视神经和视网膜有特殊选择作用，引起病
变；可致代谢性酸中毒。急性中毒：短时大量吸入出现轻度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口服有
胃肠道刺激症状)；经一段时间潜伏期后出现头痛、头晕、乏力、眩晕、酒醉感、意识朦胧、
谵妄，甚至昏迷。视神经及视网膜病变，可有视物模糊、复视等，重者失明。代谢性酸中毒
时出现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呼吸加速等。慢性影响：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粘膜刺激，视力减退等。皮肤出现脱脂、皮炎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处置应在具备局部
通风或全面通风换气设施的场所进行。避免眼和皮肤的接触，避免吸入蒸气。远离火种、热
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灌装时应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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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静电积聚。避免与氧化剂等禁配物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使用后洗手，禁止在工作场所进饮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
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凉爽、通风的库房。库温不宜超过 40℃。应与氧化剂、食用化
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保持容器密封。远离火种、热源。库房必须防雷防静电装置。排
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设
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抗溶性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2 乙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乙醇
Ethyl alcohol；Ethanol
酒精
C2 H6 O；CH3 CH2 OH

分子量：

46.07

熔 点：
沸 点：
闪点：

-114.1℃
78.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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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0.79
饱和蒸气压：5.33 kPa（19℃）

引燃温度：
临界温度：
临界压力：

363℃
243.1℃
6.38 Mpa

爆炸上限：
爆炸下限：

19.0%(V/V)
3.3%(V/V)

溶解性：
稳定性：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醚、氯仿、甘油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酒香。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于制酒工业、有机合成、消毒以用作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首先引起兴奋，随后抑制。急性中毒：急性中
毒多发生于口服。一般可分为兴奋、催眠、麻醉、窒息四阶段。患者进入第三或第四阶段，
出现意识丧失、瞳孔扩大、呼吸不规律、休克、心力循环衰竭及呼吸停止。慢性影响：在生
产中长期接触高浓度本品可引起鼻、眼、粘膜刺激症状，以及头痛、头晕、疲乏、易激动、
震颤、恶心等。长期酗酒可引起多发性神经病、慢性胃炎、脂肪肝、肝硬化、心肌损害及器
质性精神病等。皮肤长期接触可引起干燥、脱屑、皲裂和皮炎。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封。应
与氧化剂、酸类、碱金属、胺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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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
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
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3 正丙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正丙醇
n-Propanol；1-Propyl alcohol

别 名：
分子式：

1-丙醇
C3 H7 O；CH3 CH2 CH2 OH

分子量：
熔 点：

60.10
-127℃

沸

97.1℃

点：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0.80
饱和蒸气压：1.33 kPa（14.7℃）

闪 点：
爆炸上限：

15℃
13.7%（V/V）

引燃温度：
爆炸下限：
溶解性：

392℃
2.0%（V/V）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
危险标记： 5(不燃气体)，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溶剂及用于制药、油漆和化妆品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接触高浓度蒸气出现头痛、倦睡、共济失调以及眼、鼻、喉刺激症状。口服可致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倦睡、昏迷甚至死亡。长期皮肤接触可致皮肤干燥、皲裂。毒性：
属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
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抗溶性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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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
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4 异丙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异丙醇

英文名称：
别 名：

Isopropyl alcohol；2-Propanol
2-丙醇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C3 H8 O；(CH3 )2 CHOH
60.10
-88.5℃

沸

点：

80.3℃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79

蒸汽压：
闪 点：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蒸气压（20℃）：4.32 kPa
12℃
2（%,V/V）
12（%,V/V）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醇醚、苯、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似乙醇和丙酮混合物的气味 。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是重要的化工产品和原料。主要用于制药、化妆品、塑料、香料、涂料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接触高浓度蒸气出现头痛、倦睡、共济失调以及眼、鼻、喉刺激症状。口
服可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倦睡、昏迷甚至死亡。长期皮肤接触可致皮肤干燥、皲裂。
毒性：属微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154

与氧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抗溶性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
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5 正丁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正丁醇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Butyl alcohol；1-Butanol
丁醇
C4 H10 O；CH3 (CH2 )3 OH
74.12

熔
沸

-88.9℃
117.5℃

点：
点：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0.81
0.82kPa（25℃）

溶解性：
稳定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 、醚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具有特殊气味。
危险标记：
毒 性：

7(易燃液体)
属低毒类

用 途：
用于制取酯类、塑料增塑剂、医药、喷漆，以及用作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具有刺激和麻醉作用。主要症状为眼、鼻、喉部刺激，在角膜浅层形
成半透明的空泡，头痛，头晕和嗜睡，手部可以生接触性皮炎。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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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用雾状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
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雾状水、1211 灭火剂、
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环境中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
泵转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6 1-戊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1-戊醇
英文名称： 1-Amyl alcohol
别 名：
正戊醇
分子式：
分子量：

C5 H12 O
88.15

熔
沸

点：
点：

-78.2℃
137.8℃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81；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04。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1.33 kPa (44.9℃)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强酸、强氧化剂、酰基氯、酸酐。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略有气味。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药物制造。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对身体有害，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皮肤、粘膜和
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还可引起头痛、眩晕、呼吸困难、咳嗽、恶心、呕吐、腹泻等；严重
者有复视、耳聋、谵妄等，有时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燃爆危险： 本品易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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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
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
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
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受热放出辛辣的腐蚀性烟雾。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抗溶性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1211 灭火剂、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
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7 异戊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异戊醇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Isoamyl alcohol；3-Methyl-1-butanol
3-甲基-1-丁醇
C5 H12 O；(CH3 )2 CHCH2 CH2 OH
88.15

熔

-117.2℃

点：

密 度：
蒸汽压：
闪 点：

相对密度(水=1)：0.81
0.27kPa（20℃）
43℃
157

溶解性：
稳定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不愉快的气味。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照相化学药品、香精、分析试剂，以及用于有机合成、制药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健康危害：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有麻醉作用。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皮肤、
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可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长时间接触有麻醉作用。毒性：属
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抗溶性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1211 灭火剂、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
眼睛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
防爆泵转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废弃物可用焚烧法。

148 甘油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丙三醇
英文名称： Glycerol，Glycerin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甘油
C3 H8 O3
92.09
20℃
158

沸 点：
溶解性：

182℃(2.7KPa)
可混溶于醇，与水混溶，不溶于氯仿、醚、油类。

稳定性：
禁配物：强氧化剂、强酸。
外观与性状：无色粘稠液体, 无气味, 有暖甜味, 能吸潮。
用 途：
用于气相色谱固定液及有机合成, 也可用作溶剂、气量计及水压机减震剂、软
化剂、抗生素发酵用营养剂、干燥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 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接
触时间长能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
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
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
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
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
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灭火剂：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
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
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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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49 环己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环己醇
Cyclohexanol；Hexahydrophenol

别 名：
分子式：

六氢苯酚
C6 H12 O；(CH2 )5 CHOH

分子量：
熔 点：

100.16
20～22℃

沸
密

160.9℃
相对密度(水=1)：0.96

点：
度：

蒸汽压：

67℃

溶解性：
稳定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乙酸乙酯。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有樟脑气味、晶体或液体。
用 途：
用于制己二酸、增塑剂和洗涤剂等，也用于溶剂和乳化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高浓度能引起皮肤粘膜的刺激作用。属低毒
类，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由蒸气吸入引起急性中毒可能性小。本品在空气中浓度在 40mg/m

3

时，对人的眼、鼻、咽喉有刺激作用，液态的本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接触可引起皮炎，但
经皮肤吸收很慢，经口摄入毒性小。毒性：属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应该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工作服。
手防护：必要时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六、泄漏应急处理
切断火源。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收集运到空旷处焚烧。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150 聚乙二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聚乙二醇
160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引燃温度：
溶解性：

Polyethylene glycol
PEG
HO(CH2 CH2 O)n H
320℃
溶于水，溶于乙醇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 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臭、粘稠液体或蜡状固体。
用
途： 用作增塑剂、软化剂、增湿剂、润滑剂、并用于制作油膏和药物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蒸气压很低，常温下无吸入危害。在生产条件下未发现本品引起的毒
性作用。
环境危害：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
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
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
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火星会发生爆炸。
加热分解产生易燃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
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
或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是液体，防止流入下水道、
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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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小心扫
起，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1 甘露醇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甘露醇
英文名称： Mannitol
别 名：
分子式：

D-甘露密醇；D-甘露糖醇；D-木蜜醇
C6 H14 O6

分子量：
熔 点：

182.17
164-169 ℃

沸

290-295 ℃

点：

3

密 度：
蒸汽压：

1.49 g/cm
饱和蒸汽压：0.01 kPa

溶解性：
稳定性：

溶于水和乙醇，不溶于丙酮
稳定；禁忌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白色无味固体；
用 途：
用于树脂和药品的合成，脱水药、利尿药。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皮肤接触及食入有害。
燃爆危险：可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感到不适，就医。
食入： 让受害者足量饮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可燃。
灭火方法：适用与周围火源的灭火剂。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当空气中粉尘浓度过高时，建议带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空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化学品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六、泄漏应急处理
不要吸入蒸汽/浮质。避免产生尘土和吸入尘土。当粉尘浓度过高时，应急人员须穿戴
安全防护用具进入现场。保持干燥。环境保护措施：化学品未经处理不允许向环境排放。清
洁/吸收措施：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清理污染区，
洗液排入废水处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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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对乙酰氨基苯酚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对乙酰氨基苯酚
英文名称： 4-Acetamino phenol
别 名：
对乙酰氨基苯酚；N-(4-羟基苯基)乙酰胺；对羟基苯基乙酰胺；扑热息痛；
对乙酰氨基酚；对羟基乙酰苯胺；醋氨酚
分子式：
分子量：

C8 H9 NO2
151.16

熔
密

168-172 ℃
1.293

点：
度：

溶解性：
能溶于乙醇；丙酮和热水，难溶于水，不溶于石油醚及苯。
外观与性状：棱柱体状结晶。无气味，味苦。
用

途：

该品为解热镇痛药，有机合成中间体，过氧化氢的稳定剂，照相化学药品。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吸入：对呼吸道有刺激性。皮肤：可能引起皮肤过敏。眼睛：可能会刺激
眼睛。食入：可能引起胃肠道刺激症状，恶心，呕吐和腹泻，会引起胰腺外分泌变化，腹泻，
恶心，烦躁不安，嗜睡，全身麻醉，发热，肝炎，肾曲小管损伤等症状。可能致癌。
燃爆危险：本品可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
三、急救措施
食入：不要催吐。如意识清醒，用 2-4 杯牛奶或水漱口。
吸入：立即转移至空气新鲜的地方。如没有呼吸，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就医。
皮肤：脱去被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用大量的肥皂水和水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的水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就医。
呼吸器：必要时戴呼吸器。
四、消防措施
灭火：穿全身防护服，佩戴自给式呼吸器。在发生火灾时，可能会生成刺激性和剧毒
气体。灭火器：水，干粉，化学泡沫。
五、防护措施
眼睛防护：佩戴合适的防护眼镜或化学安全护目镜。
手防护：戴适当的防护手套，穿防护服以防止皮肤接触。
防护服：穿适当的防护服，以减少与皮肤接触。

153 无水乙醚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醚（无水）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Anhydrous diethyl ether
无水二乙醚，绝对乙醚
C2 H5 OH5 C2
74.12

熔

-116.3℃

点：

密 度：
蒸汽压：
溶解性：

0.7134
58.93kPa（20℃）
溶于低碳醇、苯、氯仿、石油醚和油类，微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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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比较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刺激气味。带甜味。
用

途：

是优良的溶剂。医药工业用作药物生产的萃取剂和医疗上的麻醉剂。毛纺、棉
纺工业用作油污洁净剂。火药工业用于制造无烟火药。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该品的主要作用为全身麻醉。急性大量接触，早期出现兴奋，继而嗜睡、呕
吐、面色苍白、脉缓、体温下降和呼吸不规则，而有生命危险。急性接触后的暂时后作用有
头痛、易激动或抑郁、流涎、呕吐、食欲下降和多汗等。液体或高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
燃爆危险：在空气中会慢慢氧化成过氧化物，过氧化物不稳定，加热易爆炸，应避光保
存。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
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
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适量，应留有 5%的空容积。配备相
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通常商品加有稳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
温不宜超过 26℃。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在空气中久置后能生成有爆炸性的过氧化物。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
炸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抗溶性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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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
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4 石油醚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石油醚
英文名称： Petroleum ether
别 名：
石油精
主要成分： 戊烷、己烷。
熔 点：
<-73℃
沸
密

点：
度：

40～80℃
相对密度(水=1)：0.64～0.66；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2.50。

蒸汽压：

53.32 kPa (20℃)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苯、氯仿、油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禁配物： 强氧化剂。

闪 点：
引燃温度：

<-20℃
280℃

爆炸上限： 8.7%(V/V)
爆炸下限： 1.1%(V/V)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煤油气味。
用

途：

主要用作溶剂及作为油脂的抽提用。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其蒸气或雾对眼睛、粘膜和呼吸道有刺激性。中毒表现可有烧灼感、咳嗽、
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本品可引起周围神经炎。对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极度易燃，具强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
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
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25℃。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
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时
产生大量烟雾。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
引起燃烧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165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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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
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5 苯甲醛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苯甲醛
英文名称： Benaldehyde；Benzoic aldehyde
别

名：

苯醛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C7 H6 O；C6 H5 CHO
106.12
-26℃
179℃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1.04
饱和蒸气压：0.13 kPa (26℃)

闪 点：
溶解性：

64℃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乙醇、乙醚、苯、氯仿。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液体，工业品为无色至淡黄色液体，有苦杏仁气味。
用

途：

用于制月桂醛、苯乙醛和苯酸苄酯等，也用作食品香料。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由于其挥发性低，其刺激作
用亦不足以引致严重危害。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166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防毒口罩。必要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定期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可减少蒸发。用不燃性
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
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56 丙酮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丙酮
英文名称： Acetone
别 名：
二甲(基)酮；阿西通
分子式：

C3 H6 O；CH3 COCH3

分子量：

58.08

熔 点：
密 度：
蒸汽压：
溶解性：

-94.6℃
相对密度（水=1）：0.80
-20℃
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油类、烃类等。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易流动液体，有芳香气味，极易挥发。
危险标记： 7(低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基本的有机原料和低沸点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作用，出现乏力、恶心、头痛、
头晕、易激动。重者发生呕吐、气急、痉挛，甚至昏迷。对眼、鼻、喉有刺激性。口服后，
口唇、咽喉有烧灼感，然后出现口干、呕吐、昏迷、酸中毒和酮症。慢性影响：长期接触该
品出现眩晕、灼烧感、咽炎、支气管炎、乏力、易激动等。皮肤长期接触可致皮炎。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放。操作
人员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安全防护眼镜、橡胶耐油手套，穿防静电工作服。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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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
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7 环己酮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环己酮
英文名称： Cyclohexanone
分子式：
C6 H10 O
分子量：
熔 点：

98.14
-45℃

沸
密

115.6 ℃
相对密度(水=1)：0.95；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38

点：
度：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1.33 kPa (38.7℃)
临界温度： 385.9℃
临界压力：

4.06 MPa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0.81
闪 点：
43℃
爆炸上限：
引燃温度：

9.4% (V/V)
420℃

爆炸下限： 1.1 %(V/V)
溶解性：
微溶于水，可混溶于醇、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塑料。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臭味。
用

途：

主要用于制造己内酰胺和己二酸，也是优良的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具有麻醉和刺激作用。急性中毒：主要表现有眼、鼻、喉粘膜刺激症状
和头晕、胸闷、全身无力等症状。重者可出现休克、昏迷、四肢抽搐、肺水肿，最后因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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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而死亡。脱离接触后能较快恢复正常。液体对皮肤有刺激性；眼接触有可能造成角膜损
害。慢性影响：长期反复接触可致皮炎。
燃爆危险：本品易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
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接触。充装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
聚。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
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遇高热、明火有引起燃烧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8 乙酸乙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酸乙酯
英文名称： Ethyl acetate；Acetic ester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醋酸乙酯
C4 H8 O2 ；CH3 COOCH2 CH3
88.10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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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
密

点：
度：

77.2℃
相对密度(水=1)0.90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13.33 kPa（27℃）
闪 点：
-4℃（闭杯），7.2℃（开杯）
引燃温度： 426℃
溶解性：
稳定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酮、醚、氯仿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澄清液体，有芳香气味，易挥发。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用 途：
用途很广，主要用作溶剂，及用于染料和一些医药中间体的合成。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眼、鼻、咽喉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吸入可引起进行性麻醉作用，急性肺水
肿，肝、肾损害。持续大量吸入，可致呼吸麻痹。误服者可产生恶心、呕吐、腹痛、腹痛、
腹泻等。有致敏作用，因血管神经障碍而致牙龈出血；可致湿疹样皮炎。慢性影响：长期接
触本品有时可致角膜混浊、继发性贫血、白细胞增多等。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 30℃。防止阳光直射。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储存间内的照明、通风等设施应采用防爆型，开关设在
仓外。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与氧化剂接触会猛烈反应。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燃爆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但可用水保
持火场中容器冷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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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59 丙二酸二乙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丙二酸二乙酯
英文名称： Diethyl malonate；Malonic ester
别 名：
胡萝卜酸乙酯
分子式：
分子量：

C7 H12 O4
160.17

熔
沸

点：
点：

-49.8℃
198.9℃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1.06；相对密度(空气=1)：4.58

蒸汽压：
闪 点：

饱和蒸汽压(kPa)：1.33(81℃)
93.3℃

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三氯丙烷、苯
稳定。禁忌物：酸类、碱类、氧化剂、还原剂

燃烧性：
可燃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微具芳香气味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也是染料、香料的中间体，并作为医药的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目前，未见对人损害的报道。毒性：
属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容器
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分开存放。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
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建议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带
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后，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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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不燃性分
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
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60 乙酰乙酸乙酯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乙酰乙酸乙酯
Acetoacetic ester； Ethyl acetylacetate

别 名：
分子式：

丁酮酸乙酯；3-氧代丁酸乙酯
C6 H10 O3

分子量：
熔 点：

130.14
-45℃

沸

180.4℃

点：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空气=1) 1.03(20℃)
0.13kPa (28.5℃)

溶解性：
易溶于水，可混溶于多数有机溶剂，醇、醚。与乙醇、丙二醇及油类可互溶。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微黄色透明液体，有醚样和苹果似的香气，并有新鲜的朗姆酒酒香，香
用

途：

甜而带些果香。香气飘逸，不持久。有使人愉快的香气。
广泛用于配制水果型和酒型香精，制药工业，染料工业，涂料工业等。有机工
业用作溶剂和合成有机化合物的原料。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皮肤有刺激作用。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粘膜
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燃爆危险：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
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
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
类、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存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
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用水喷射逸出液体，使其稀释成不燃性混合物，
并用雾状水保护消防人员。灭火剂：水、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72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特别注意眼和呼吸道的防护。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
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
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撒湿冰或冰水冷却。用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61 乙酸酐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乙酸酐
英文名称： Acetic anhydride
别 名：
醋酸酐；醋酐；乙酐
分子式：
C4 H6 O3 ；(CH3 CO)2 O
分子量：

102.09

熔

-73.1℃

点：

沸 点：
密 度：
蒸汽压：
燃烧热：

138.6℃
相对密度(水=1)：1.08
饱和蒸汽压：1.33kPa(36℃)
1804.5 kJ/mol

临界温度：
临界压力：

326℃
4.36 Mpa

闪 点：
引燃温度：

49℃
316℃

爆炸上限：
爆炸下限：

10.3% (V/V)
2%(V/V)

溶解性：

溶于苯、乙醇、乙醚

稳定性：

稳定
避免接触的条件：防止容器进水以免发生剧烈反应。热，火焰和火花。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气味，其蒸气为催泪毒气。
危险标记： 20(酸性腐蚀品)
用 途：
用作乙酰化剂，以及用于药物、染料、醋酸纤维制造。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后对有刺激作用，引起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眼直接接触可致灼伤；
蒸气对眼有刺激性。皮肤接触可引起灼伤。口服灼伤口腔和消化道，出现腹痛、恶心、呕吐
和休克等。慢性影响：受本品蒸气慢性作用的工人，可风结膜炎、畏光、上呼吸道刺激等。
毒性：属低毒类。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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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防酸碱塑料工作服，戴橡胶耐酸碱手
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
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醇类接触。搬运时
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酸类、碱类、活性金属粉末、醇类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
剂可发生反应。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雾状水、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
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
漏。喷水雾能减慢挥发(或扩散)，但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水。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
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最好不用水处理，
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62 邻苯二甲酸酐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邻苯二甲酸酐
英文名称：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o-Phthalic anhydride
苯酐
C8 H4 O3 ；C6 H4 (CO)2 O
148.11

熔

131.2℃

点：

沸 点：
密 度：
蒸汽压：

295℃
相对密度(水=1)1.53
饱和蒸汽压：0.13 kPa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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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
稳定性：

不溶于冷水，溶于热水、乙醇、乙醚、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

外观与性状：白色针状结晶
危险标记： 20(腐蚀品)
用 途：
用于制造增塑剂、苯二甲酸二丁酯、树酯和染料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鼻、喉和皮肤有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可因其在湿润的组织
表面水解为邻苯二甲酸酐而加重。可造成皮肤灼伤。吸入本品粉尘或蒸气，引起咳嗽、喷嚏
和鼻衄。对有哮喘史者，可诱发哮喘。慢性影响：长期反复接触可引起皮疹和慢性眼刺激。
反复接触对皮肤有致敏作用。可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灭火方法：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遇高热、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的危险。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戴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
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如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63 三氯甲烷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三氯甲烷
英文名称： Trichloromethane；Thloroform
别 名：
氯仿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CHCl3
119.39
-63.5℃
61.3℃

密

相对密度(水=1)：1.50；

度：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4.12。
蒸汽压：
饱和蒸气压：13.33 kPa (10.4℃)
临界温度： 2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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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压力： 5.47 MPa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苯。
稳定性：
禁配物：碱类、铝；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重质液体，极易挥发，有特殊气味。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及麻醉剂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健康危害： 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麻醉作用，对心、肝、肾有损
害。急性中毒：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引起急性中毒。初期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兴奋、
皮肤湿热和粘膜刺激症状。以后呈现精神紊乱、呼吸表浅、反射消失、昏迷等，重者发生呼
吸麻痹、心室纤维性颤动。同时可伴有肝、肾损害。误服中毒时，胃有烧灼感，伴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以后出现麻醉症状。液态可致皮炎、湿疹，甚至皮肤灼伤。慢性影响：主
要引起肝脏损害，并有消化不良、乏力、头痛、失眠等症状，少数有肾损害及嗜氯仿癖。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为可疑致癌物，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铝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
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
湿度不超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类、铝、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
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与明火或灼热的物体接触时能产生剧毒的光气。在空气、水分和光的作用下，
酸度增加，因而对金属有强烈的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氯化氢、光气。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
的衣服，洗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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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
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64 四氯化碳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四氯化碳
英文名称： Carbon tetrachloride；Tetrachloromethane
别 名：
分子式：

四氯甲烷
CCl4

分子量：
熔 点：

153.84
-22.6℃

沸

点：

76.8℃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 1.6；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5.3

蒸汽压：
溶解性：

饱和蒸气压：13.33 kPa (23℃)
微溶于水，易溶于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禁配物：活性金属粉末、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光照。
外观与性状：外观与性状：无色有特臭的透明液体，极易挥发。
用

途：

用于有机合成、致冷剂、杀虫剂。亦作有机溶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高浓度本品蒸气对粘膜有轻度刺激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
肝、肾有严重损害。 急性中毒：吸入较高浓度本品蒸气，最初出现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
随后可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胃肠道症状。较严重病例数小时或数天后出现中毒性肝肾损
伤。重者甚至发生肝坏死、肝昏迷或急性肾功能衰竭。吸入极高浓度可迅速出现昏迷、抽搐，
可因室颤和呼吸中枢麻痹而猝死。口服中毒肝肾损害明显。少数病例发生周围神经炎、 球
后视神经炎。皮肤直接接触可致损害。 慢性中毒：神经衰弱综合征、肝肾损害、皮炎。
燃爆危险： 本品不燃，有毒。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护目境，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防化学品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
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
对湿度不超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就医。
四、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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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 本品不会燃烧，但遇明火或高温易产生剧毒的光气和氯化氢烟雾。在潮湿
的空气中逐渐分解成光气和氯化氢。
有害燃烧产物： 光气、氯化物。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护目境。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

的衣服，洗后备用。实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
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活
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
护现场人员，但不要对泄漏点直接喷水。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165 硅油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硅油
英文名称： Silicone oil
别 名：
脂油
熔 点：
-55℃
沸 点：
折射率：

101 ℃
1.403-1.406

闪光点：
粘 度：

300℃
MP. S27

密 度：
溶解性：

0.963
不溶于水、甲醇、二醇和-乙氧基乙醇，可与苯、二甲醚、甲基乙基酮、四氯
化碳或煤油互溶，稍溶于丙酮、二恶烷、乙醇和丁醇。

稳定性：

在正常使用下稳定；避开条件：热、火和火花;
禁忌物：水。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淡黄色）、无味、无毒、不易挥发的液体。
用 途： 硅油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不仅作为航空、尖端数据、军事数据部门的特种
材料使用，而且也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其应用范围已扩大到：建筑、电子电
气、纺织、汽车、机械、皮革造纸、化工轻工、金属和油漆、医药医疗等等。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在高温蒸气下使人呼吸系统感觉非常呛。
环境危害：对水体有机物有毒，对水生环境会引起一定的副作用
燃爆危险：本产品可燃但不易燃，不会爆炸，如果温度没有达到 200℃以上，不会对人
体产生危害。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178

操作注意事项：使用温度：室温。
使用：避免眼睛接触。杜绝明火，避免发生火花；不倒入水道。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避开阳光直射和热源，注意通风。
储存温度：室温。
产品转移：所有设备接地。
器材：用低碳钢，不锈钢塑胶的容器。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立即脱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若呼吸困难，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温水漱口，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产品在明火温度达到 180℃以上会燃烧。
燃烧(分解)产物：
灭火方法：灭火器材：化学干粉、泡沫、二氧化碳、砂或土。
不适用灭火器材：水枪喷射。
防护设备：全身防护衣服和自给式呼吸器。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要保持良好的通风。
皮肤防护：有皮肤过敏的人，带胶手套。
眼睛防护：如果与眼睛有接触及时用清水冲洗。
环境防范：防止污染土壤和水，用砂、土防止进入水沟、江河。
六、泄漏应急处理
少量泄漏用砂、土吸收或围住液体，铲入放在容器内，之后用大量专业稀烯剂冲洗地面。
大量泄漏可转移容器以回收式处理。

166 四氢呋喃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四氢呋喃
英文名称： Tetrahydrofuran
别 名：
分子式：

氧杂环戊烷；四甲撑氧
C4 H8 O；CH2 CH2 OCH2 CH2

分子量：

72.11

熔
沸

-108.5℃
65.4℃

点：
点：

密 度：
蒸汽压：

相对密度(水=1)0.89
饱和蒸气压：15.20 kPa (15℃)

闪 点：
-20℃
溶解性：
溶于水、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数有机溶剂。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无色易挥发液体，有类似乙醚的气味。
危险标记： 7(低闪点易燃液体)
用 途：
用作溶剂、化学合成中间体、分析试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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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本品具有刺激和麻醉作用。吸入后引起上呼吸道刺激、恶心、头晕、头痛
和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能引起肝、肾损害。液体或高浓度蒸气对眼有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及强氧化剂易引起燃烧。
接触空气或在光照条件下可生成具有潜在燃爆危险性的过氧化物。与酸类接触能发生反应。
与氢氧化钾、氢氧化钠反应剧烈。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
火会引着回燃。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用水灭火无效。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必要时，建议
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
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
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
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废弃物处置方法：建议把废料浓缩，再在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外敞口燃烧。

167 醌氢醌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醌氢醌
英文名称： Quinhydrone
分子式：
C12 H10 O4
分子量：
218.21
熔 点：
170～171℃
沸

点：

密 度：
溶解性：

285℃
相对密度(水=1)：1.388
微溶于水，易溶于热水，溶液呈红棕色，溶于乙醇和乙醚时呈黄色，溶于氨时
呈绿色，微溶于氯仿。为对苯醌与氢醌的分子加合物，在水中解离成醌和氢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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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有特殊气味。有毒！有刺激性。见光或久置变色。具有醌和对苯二酚的性质。
稳定

外观与性状：暗绿色晶体，有金属光泽，向光观察是红棕色的，有特殊气味。
用 途：
用于制氢醌电极等。

168 火棉胶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火棉胶(溶液)
英文名称： Collodion(Solution)
别 名：
硝化棉溶液；硝化纤维素；火粘胶
熔
沸

点：
点：

约-116℃
约 170℃

蒸汽压:

-17.78℃

闪
密

<-17.78℃
相对密度(水=1)：0.77

点：
度：

溶解性：
不溶于水
外观与性状：无色到淡黄色透明或微有乳色糖浆状液体。有醚的气味。
用

途：

涂在物体表面上，溶剂迅速蒸发，留下一层不漏水的坚韧薄膜。不加其他药
物的火棉胶，用于密封瓶塞和防护创伤等。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本品对眼睛、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经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影响
中枢神经系统。人接触后有咽喉痛、头痛、嗜睡、精神迟钝、腹痛、呕吐、皮肤及眼结膜充
血、疼痛。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必要时就医。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衣物，淋洗全身。
吸入：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漱口，大量饮水后送医院治疗。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品极易燃。遇明火、高热、氧化剂或胺能引起燃烧爆炸。长期贮存能自燃。
对人体有害。
灭火方法：喷水或使用二氧化碳、泡沫、干粉、砂土灭火。
五、防护措施
工作地点合理通风和排风，防止粉尘弥散。不准在工作时进食、喝水及吸烟。穿戴清洁
完好的防护用具(防护服、手套、足靴、头号盔)以保护皮肤。戴防化镜和面罩(操作液体)，
或戴防尘镜和面罩(操作粉尘时)以保护眼睛。选用适当的呼吸器。
六、泄漏应急处理
泄漏时撒离危险区，强力通风。戴防毒面具和手套收集漏液，再用砂土或其它惰性材料
吸收残液，并转移到安全场所。

169 甲基橙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甲基橙
英文名称： Methyl orange, 4-dimethylaminoazobenzene-4'-sulfonic acid sodium salt
别 名：
对二甲基氨基偶氮苯磺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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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分子量：

C14 H14 N3 O3 S•Na
327.36

熔 点：
溶解性：
稳定性：

>300℃
微溶于水，不溶于乙醇，易溶于热水。
禁配物：强氧化剂。

外观与性状：橙黄色鳞状晶体或粉末。
用 途：
用作指示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 本品属微毒类。无吸入中毒报道、大量口服可引起腹部不适。对眼睛有刺
激作用。有致敏作用，可引起皮肤湿疹。
环境危害：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防止粉尘释放到车间空气中。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
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氧化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
封。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
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其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
时, 遇火星会发生爆炸。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切勿将水流直接
射至熔融物，以免引起严重的流淌火灾或引起剧烈的沸溅。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身体防护：
手防护：
其他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
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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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口罩，穿防毒服。不
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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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70 酚酞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酚酞
英文名称： Phenolphthalein
别 名：
分子式：

3,3-双（4-羟苯基）-1（3H）-异苯并呋喃酮，酚酜酞，酚酜
C20 H14 O4

分子量：
熔 点：

318.33
257～259℃

溶解性：

溶于冷水，加热时溶解较多，溶于乙醇和乙醚，能溶于苛性碱溶液或碱金属
碳酸盐溶液而呈现红色。在酸化时则变为无色。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微带黄色的结晶粉末，无臭，无味。
用 途：
实验室中用作指示剂，变色范围 pH 值 8.2～10.0，由无色变红色。医药上用
作轻泻药（果导），能刺激肠壁，引起肠蠕动增加，促进排便。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强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
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强氧化剂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 容泄漏物。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保持通风。喝大量水，催吐。若有需要，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可燃
有害燃烧产物：无资料
灭火方法：泡沫、水、二氧化碳、干粉。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酸碱塑料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工作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用塑料布覆盖泄漏物，减少飞散。勿使水进入包装容器内。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泄漏物，置于干净、干燥、盖子较松的容器中，将容器移离泄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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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铬黑 T 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铬黑 T
英文名称： Eriochrome black T
分子式：
C20 H12 N3 NaO7 S
分子量：
溶解性：

461.38
水：50 g/l(20℃)；乙醇：2 g/l (20℃)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固体，黑色，微弱气味。
用 途：
常用的金属指示剂，络合指示剂。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健康危害：刺激眼睛。
环境危害：对水生生物有危害，对水体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
燃爆危险：可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特殊要求。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温度保持在 15°C 到 25°C 之间。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喝大量水。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气体。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干粉，泡沫。灭火注意事项：没有配备化学防护衣和供氧设备请不
要待在危险区。喷水以降低蒸汽危害，防止化学品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隔
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
的衣服，洗后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六、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防护：勿吸入气体或浮质，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环境保护措施：化学品未经处理不允许向环境排放。
清洁/吸收措施：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清理污
染区，洗液排入废水处理池。

172 邻二氮菲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邻二氮菲
英文名称： Orthophenanthroline；1,10-Phenanthroline monohy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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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名：
分子式：

邻二氮杂菲；邻菲啰啉；邻菲咯啉
C12 H8 N2 •H2 O

分子量：
熔 点：
沸 点：

198.22 g·mol-1
98～100℃(117℃)
>360℃

溶解性：
溶于乙醇、苯、丙酮，不溶于石油醚。
外观与性状：无色晶体。
用 途：
常用的氧化还原指示剂，最常用的应用是分光光度法测定铁。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该物品吞食有毒，具有中度的神经毒性，强肾毒性和利尿作用，防止接触
皮肤和眼睛。
环境危害：该物品危害环境，对水生生物有极高的毒性，可能对水体环境产生长期不
良影响。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密封保存。
三、急救措施
若发生事故或感不适，立即就医。
四、泄漏应急处理
该物质及其容器须作为危险性废料处置。

173 茜素红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茜素红
英文名称： Sodium 3,4-dihydroxy anthraqinone-2-sulfonate，Alizarin red
别 名：
9,10-二氢-3,4-二羟基-9,10-二氧代-2-蒽磺酸单钠盐，茜素磺酸钠
分子式：
C14 H7 NaO7 S·H2 O
分子量：
溶解性：

360.28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不溶于苯和氯仿。

稳定性：
稳定
外观与性状：橙黄色或黄棕色粉末。
用 途：
作络合滴定指示剂和酸碱指示剂。
一、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吸入粉尘会引起呼吸道刺激。皮肤：对皮肤有刺激性作用。眼睛：对眼睛有
刺激性作用。本品含有阴离子染料，但少量沾染对不会对角膜或结膜产生伤害。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工作完毕，彻底冲洗。脱去被污染的衣物，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使用
足够的通风。避免粉尘的产生和积累。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避免食入和吸入。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在密闭容器内。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强氧化
剂。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服和鞋子，用大量肥皂水和清水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就
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如呼吸困难，给
输氧。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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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如误食者意识清醒，给饮 2-4 杯牛奶或水。如意识不清醒，严禁喂任何食物。就
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粉尘在较高浓度下可能爆炸。
燃烧(分解)产物：一氧化碳，硫氧化物，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穿防护服，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灭火剂：小火：干粉,二氧化碳，雾状水、
泡沫。
五、防护措施
眼睛：佩戴合适的防护眼镜保护眼睛和面部。手防护：戴合适手套以防止皮肤接触。防
护服：穿适当的防护服以防止皮肤接触。戴防毒面具。
六、泄漏应急处理
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适的干净，干燥，密闭的容器中处理。

174 亚甲基蓝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亚甲基蓝
英文名称： Methylene blue
别 名：
分子式：
分子量：

次甲基蓝
C16 H18 ClN3 S
319.86

熔

215℃

点：

溶解性：

可溶于水，乙醇，不溶于醚类。

稳定性：

稳定；禁配物：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高温。
外观与性状：深绿色青铜光泽结晶固体。
用 途：
广泛应用于化学指示剂、染料、生物染色剂和药物等方面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可引起恶心、腹痛、心前区痛、眩晕、头痛、出汗和神志不清等不良反应。
环境危害：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
燃爆危险：易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注意包装密封，防潮，远离热源，应与氧 化
剂、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20～30 分钟。如有不适感，就
医。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10～15 分钟。如有不
适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
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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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氧化氮、硫氧化物。
灭火方法：用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灭火注意事项及措施：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
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高浓度环境中，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应该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紧袖工作服，长统胶鞋。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及时换洗工作服。工作前不饮酒，用温
水洗澡。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六、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心扫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
害处理后废弃。

175 可溶性淀粉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可溶性淀粉
英文名称：

Soluble starch

分子式：

(C6 O10 H5 )n

密 度：
溶解性：
稳定性：

相对密度（水=1）：1.499～1.513g/cm
不溶于冷水、乙醇和乙醚。溶于或分散于沸水中。
稳定；禁配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强热。

3

外观与性状：白色或淡黄色粉末，无味无臭。
用 途：
1%胶体溶液是透明的乳状液体。粘着力很小。供纸张上胶、纺织品上浆、化
学指示剂和保护胶体用。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皮肤接触、眼睛接触、食入
健康危害：本品无毒，当与呼吸道粘膜分泌物混合，形成一种覆盖物，促进粘膜急性或
慢性损伤。
环境危害：非污染性物质。
燃爆危险：可燃。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用大量的水冲洗并立即脱除沾有污染的衣物。
眼睛接触：撑开上下眼皮并用水冲洗 10 分钟。
吸入： 立即移去污染源或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食入： 1、使患者喝下大量水。2、若有不适，请通知医生并尽速就医。
医生须知：急救人员防护：未着全身式化学防护衣及空气呼吸器的人员，不得进入灾区搬运
伤患。应穿着适当防护装备在安全区域实施急救
四、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物质，有尘爆的危险，与氧化剂、酸类、碘、碱类接触发生反应。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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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燃，接触明火会发生爆炸。接触氯酸盐会发生剧烈反应。
灭火方法：灭火方法及灭火剂：储存区应备有随时可用的喷水、喷雾或使用二氧化碳、
干粉、泡沫灭火器材。
灭火注意事项： 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式化学防护衣及自给式空气呼吸器（必要时外
加抗闪火铝质被覆外套）。
五、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化学工作服
手防护：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工作现场严禁吸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卫生措施：处理此物后应洗手及洗脸。
六、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1、避免粉尘的产生。2、不可吸入此物质的粉尘。
消除方法： 1、保持干燥。2、清理废弃物。3、清洗污染区。4、避免粉尘的产生。

176 柱层析硅胶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溶解性：

柱层析硅胶（200-300 目）
Column-layer Chromatographic Silica gel
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

稳定性：

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能。

外观与性状：白色均匀颗粒，无毒、无色、无味，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用

途：

用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分离提纯、高纯物质制备、石油制品得精制、有机物质
的脱水精制，在生物工程数据中应用的突出优势。
一、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进入肺部，长时间积累会导致肺病。
二、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戴乳胶手套。避免产生粉尘。
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三、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拉开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口服牛奶、豆浆或蛋清，洗胃。就医。
灭火方法：不燃。
四、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建议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必要时可采用安全面罩。
防护服：穿紧袖工作服，长筒胶鞋。
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五、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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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口罩、护目镜，穿工作服。
小心扫起，避免扬尘，倒至空旷地方深埋。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77 维生素 B1 安全数据说明书
中文名称： 维生素 B1
英文名称： Thiamine，
别 名：
盐酸硫胺素，赛阿命，硫胺素，抗脚气病素，抗神经炎素。
分子式：
分子量：

C12 H16 N4 OS（•HCl）
300.81（要把“•HCl”算进去）

熔 点：
溶解性：

246～250℃
易溶于水，微熔于乙醇。

稳定性：

对热稳定（170℃）

外观与性状：白色针状结晶粉末，有微弱的类似米糠的气味，味苦。
用 途：
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还能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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