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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FLANGE SEALANT 250 ML A/P

修订: 24.02.2012
发布日期: 03.04.2013

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
推荐用途:

573 FLANGE SEALANT 250 ML A/P
厌氧密封胶

企业信息：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张衡路928号
201203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中国
电话：
传真：

+86-21-2891 8000
+86-21-2891 5137

生效日期:

24.02.2012

应急信息：

应急电话：+86 532 8388 9090 (24小时)。

第二部分 危险性概述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根据GB 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根据GB 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本品不被分类为危险化学品。
标签要素根据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无资料。

第三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信息:

厌氧胶

根据GB 13690-2009 公布的有害物质：
无资料。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用水和肥皂彻底清洗皮肤。
脱去污染的衣服和鞋子。
如症状发展和持续，就医。
衣物重新使用前应清洗。

眼睛接触：

用大量的水，最好使用温水，冲洗至少15分钟，同时保持眼睑撑开。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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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

移至新鲜空气处。
如果没有呼吸，给予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难，给氧。
就医。

食入：

禁止催吐。
不要给无意识的人喂食任何东西。
保持患者平静。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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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有害燃烧产物:

碳氧化物。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刺激性有机蒸气。

灭火剂:

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万一着火，用雾状水保持容器冷却。

灭火注意事项:

配备自给式呼吸器设备，穿全身防护服，如消防战斗服。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
不得使产品排入下水道。
确保足够的通风。
参见第8部分的建议。

消除方法：

泄漏量小时，用纸、毛巾擦去，并置于容器中待进一步处置。
泄漏量大时,使用惰性材料吸收,保存于密闭的容器中,待进一步处理。
废弃物的处置参照第13部分。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
避免接触眼睛、皮肤和衣物。
操作后彻底清洗。

储存注意事项:

保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场所，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容器不用时保持密闭。
储存温度不得超过100°F (38°C)。
保持容器密闭。
在8-21°C (46.4-69.8°F)
温度下于原装容器中贮存，不要将残余的产品倒回到容器以免降低产品的保存期限
。

存储/运输时的控制温度:

保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场所，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容器不用时保持密闭。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提供足够的局部通风以维持工人暴露于职业接触限值以下的浓度环境。

呼吸系统防护：

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

眼睛防护：

戴防护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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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防护：

穿戴适当的防护服。

手防护：

防化学手套（EN374）。对短期接触或溅射情况（推荐：防护系数最少2级，按照EN
374相应的渗透时间大于30分钟）：腈橡胶（IIR；>=0.4
mm厚度）。对较长的，直接接触（推荐：防护系数为6级，按照EN374相应的渗透时
间大于480分钟）：腈橡胶（IIR；>=0.4
mm厚度）。信息来自于文献资料以及手套制造商提供的资料，或按照相似物质进行
类推得出的。请注意在实际工作中，防护手套的工作寿命可能显著的缩短，低于EN
374所确定的渗透时间。这是由于多种影响因素（如温度）确定的结果。如果有磨
损和破缝，应更换手套。

其他防护 :

个人防护设备的选用必需至少遵守下列法律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个体防护设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推荐使用个人防护设备的象形图
：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性状：

糊状

外观：

pH值：
沸点（℃）：

3,00 - 6,00
> 150,0 °C (> 302 °F)>
300 °F (> 148.9 °C)
> 93,3 °C (> 199.94
°F)> 100,0 °C (> 212
°F)
轻微的 (溶剂: 水)
不混溶 (溶剂: 水)

熔点（℃）：
相对密度（水=1）：

绿色
糊状
无资料。
1,0800 g/cm3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粘度：

>= 43.000 mPa.s

闪点（℃）:

溶解性：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

在推荐贮存条件下稳定。

避免接触的条件：

稳定

禁配物：

与强酸反应。
与强氧化剂反应。

分解产物：

碳氧化物。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刺激性有机蒸气。

聚合危害:

不会发生。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毒理信息：
无实验室动物测试数据。
经口毒性：
如果食入，本材料被认为是低毒的。
其它信息：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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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生态信息：
禁止排入下水道、地表水、地下水。
乐泰的固化产品为典型的聚合物,不引起任何急性环境危害。
生态毒性:
禁止排入下水道、地表水、地下水。
持久性和降解性：
完全生物降解能力：
无资料。
生物累积潜力：
不会生物蓄积。

其他危害效应：
无资料。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产品处置：

如果本产品的废弃物根据GB 5085.7-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分类为危险废物，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处置。

污染包装处置：

使用后，含有残留物的试管、罐头、瓶子应作为化学污染废物，在指定的废物处理
场所废弃处置。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基本信息：
不属RID, ADR, ADNR, IMDG, IATA-DGR列出的危险货物。
运输注意事项：

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
、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禁配物混装混运。运输车辆
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运输途
中应防曝晒、防雨淋、防高温。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下列法律法规对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储存、运输、装卸、分类和标志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1月7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通过）。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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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DS-No.: 153496
V001.1

573 FLANGE SEALANT 250 ML A/P

第5页 共5页

第十六部分 其他信息
填表时间:
填表部门:

03.04.2013
Lisa Zhang，
产品安全与法规事务高级专员。如需安全与法规信息，请联系：产品安全与法规事
务部，中国上海，+86-21-2891 5060。

免责声明:

本信息的公开是基于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及产品发布时的有关资料。仅从安全要求
的角度描述产品，不担保任何其他的特性。
本文中所含的各种数据仅供参考，并被认为是可靠的。对于任何人采取汉高公司无
法控制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汉高公司恕不负责。自行决定把本品用在本文中提及的
生产方法上，及采取本文中提及的措施来防止产品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
损失和人身伤害都是用户自己的责任。鉴于此，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所有因销售汉
高品或者特定场合下使用汉高产品而出现的所有问题，包括针对某一特殊用途的可
商品化和适用性的问题，均不承担责任。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任何必然的或者意外
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都不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