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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名称               K-100交联剂 

公司、企业名称           江西省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天安数码城 C1栋504A 

电话                     0769-22853440 

传真                     0769-22853540 

E-mail                   longhaichem@163.com 

企业应急电话             0769-22853440 

用途                     表面涂层制造 

  

2. 危险性概述 

 
GHS危险性类别         A.2.1 急性毒性，口服：分类4 

GHS标签包括防范说明 

 

图形符号             

                       
 

信号词                警告    

       

危险性说明                             H302：吞咽有害(经口）。 

 

防范说明                                 使用前获取专门说明书。 

在阅读和了解本产品所有安全说明和防范措施之前勿操作。 

如误吞咽：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就医 

如果接触眼睛:用水小心地反复冲洗。戴隐形眼镜者如方便，先取下

隐形眼镜，然后继续冲洗眼睛。 

如接触到或感觉不适:应立即求医/就诊。 

按照当地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中国: 

http://www.lhche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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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2009）不属于危险品。 

 

3. 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信息       产品组成                   CAS注册号/GHS分类           重量% 

      

三官能氮丙啶                                           64265-57-2                         100% 
 

4.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肥皂和水冲洗。 若出现症状，就医。 

 

眼睛接触               万一发生接触，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眼睛至少15分钟，如果刺激感

持续，就医 

。 

吸入                   若吸入，移至空气新鲜处。 如果无法呼吸，使用屏障装置，进行

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难，给予输氧。 就医。 

 

食入                   立即催吐就医。 保持呼吸通畅，禁止饮用牛奶和酒精饮料，对于

失去知觉者，切勿经口服用任何东西。 请求医务援助。 

 

医疗建议               对症治疗和辅助治疗。 

 

5. 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               灭火员必须穿戴经NIOSH/MSHA批准的正压自给式全面罩呼吸器和全

身防护服。 

 

灭火材料               所有标准的灭火剂都适用。 

 

对碰撞的敏感性         否 

 

对静电放电的敏感性     不认为对静电放电敏感。 

 

6. 泄漏应急处理 

 
泄漏与处理             如果原料泄漏或溢出应采取的行动：用擦试，刮或浸在惰性原料中

吸收，然后放在容器中待处理。 用清洁剂和水冲洗路面，降低滑

http://www.lhche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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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危险。 按照防护设备部分详细说明的，穿戴好正确的防护设

备。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 

保持容器密闭。 贮藏在原装容器内。 

进一步的储存条件信息： 

无资料提供。 

 

处理与存储              在操作和储藏中须防范的事项： 

避免与皮肤及眼睛接触。  远离儿童。注意：不要注射到人体

中。 

 

 

8. 接触控制与个人保护 

 
最高容许浓度            接触限值参考 

组分                    CAS号               来源             值 

没有数值表明未找到。 

 

工程控制                洗眼站。 淋浴。 通风系统和其他形式的工程控制是控制接触的

首选方案。 呼吸保护设备会在非常规和紧急情况下需要使用。 

 

呼吸系统防护            若该产品在封闭区域或通风差的区域使用，可能需要。 如果超过

接触限值或者感到皮肤刺激，必须配戴呼吸防护设备。 在非常规

或紧急情况下可能要求使用供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安全眼镜 

 

手防护                  不渗透的或防化学手套。 

 

个人防护设备            穿戴适宜的防护服和眼部/脸部防护设备。 

9. 理化特性 

性状                   液体 

熔点                   -30℃ 

沸点                   不适用 

闪点                   ＞110℃          

http://www.lhche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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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无色 

气味                    典型的 

在水中的溶解度          未确定（20 ºC） 

密度                    1.03-1.15克/立方厘米 

有效分                  100% 
其他理化性质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L)：未定 

 

10. 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配物                 目前未知。 

避免接触的条件         未知。 

聚合危害               不会发生。 

分解产物               有害热分解产物/燃烧产物: 燃烧会产生以下产物：碳的氧化物。 

吸入一氧化碳有剧毒；二氧化碳在足够的浓度下可成为窒息剂。 

剧烈的过度暴露于燃烧产物中可能导致呼吸道刺激。 

 

11. 毒物学资料 

 
毒物学信息             其它过度接触影响: 

根据现有的信息，预计不会有不良影响。 

 

12. 生态学资料 

 

生态资料               生态毒理学: 

在制定这份数据说明书中的危险和预防信息时考虑到了所有现存的

生态数据。 

 

13. 废弃处置 

 
废弃注意事项           处理方法： 

处置应该符合国家和当地的法规要求。 

 

14. 运输信息 

 
运输资料               依照国家和国际的危险品运输法规，该产品未被列为危险品。 

 

http://www.lhchem.com.cn/


Page 5/5 

 
江西省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物质安全资料 
 

版本号：LH-YF-2021-D-1                                                                                                                                                       龙海助剂 

                                                                                                                                

江西省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天安数码城 C1 栋 504A 

                                                                                    TEL：0769-23124700、22853440 

FAX: 0769-22853540 

www.lhchem.com.cn 

 

15. 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目录： 

                       韩国现有化学品目录（KECI）              列入 

欧洲现有化学物质清单                    列入 

澳大利亚化学物质目录（AICS）            列入 

菲律宾化学品和化学物质目录（PICCS）     列入 

TSCA清单                                列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目录                    列入 

 

中国: 

该产品中的所有成分均被登记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IECSC）

中。 

GB/T 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12268-2012:《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T 15098-2008:《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方法》 

 

16. 其他信息 

 
所提供的数据为典型值，而不是产品规格。 不做任何担保，包括明确的或含蓄 

的。 所建议的工业卫生和安全操作程序通常被认为是实用的。 但是客户应评估 

文中建议的使用用途并决定其适宜性。 

 

http://www.lhchem.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