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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拓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富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湖北隆胜四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燕芬、孙萍、邓建华、刘继、周尚寅、龚家全、陈敏剑、刘芳铭、薛丽莎、

刘凯、李强。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 

本文件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解释。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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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1 范围 

本文规定了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文适用于以聚硅氧烷、有机硅树脂、溶剂（甲苯、二甲苯、石油醚等）等为主要成分的保护

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5.1  包装容器  钢桶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1725-2007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 2792-2014  胶粘带剥离强度的试验方法 

GB/T 10247-2008  粘度测量方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联剂 crosslinking agent 

一种侧含氢硅油或端侧含氢硅油，含氢量在1.0 ~ 1.6%。 

3.2 

催化剂 catalytic agent  

铂金属催化剂，铂的有效含量在1500 ~ 5000ppm。 

3.2 

锚固剂 anchorage agent 

粘接组分，一般为含有环氧基、乙酰氧基、醚基等基团的有机化合物或有机硅氧烷，可提高与基材

的粘接性。 

4 产品分类 

产品按固含量、剥离力大小和应用分为I型、II型和III型。其中，I型和II型应用于常规基材的保护膜，

III型应用于被保护基材带有AF涂层的保护膜。 

注：产品包含四组分，分别为主剂、交联剂、催化剂和锚固剂。固化前性能指标为主剂的指标，固化后指标为四组

分按要求固化后的指标。 

http://www.baidu.com/link?url=MEv3icy0fKmCKBGZD9Tux24xqsdNkaLRnUQL3e1uEKzw3-gRyHtoAvpDuHRlYJUWwK1VV7dx63QFbjJT3bTXeE2Z9tRqXOs8yxvbpYrq5D9w1QD1PUtygbXTFuMhKBnO
http://www.baidu.com/link?url=AdjrFa5BX-xHiCxgZkN2e_jN3l8X8XIL9jYkm6MpWHtCfyFg9EyXIxTYW2ZoaJ3O_OGiOxpUl0ls0Ba7jTiw3MK9LbD9zSUMT7GW8GVRneJFSvl1dO-PImXESYxGu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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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外观为无色透明流动体、无杂质。 

5.2  性能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性能要求应符合表1中的规定。 

表 1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I 型 II 型 III 型 

固 

化 

前 

1 粘度/(mPa.s) 2000~60000 2000~70000 2000~50000 

2 固含量/% ＞99 39~99 39~80 

 3 固化条件(150℃) /min 1~2 1~2 1~2 

固 

化 

后 

4 固化产物外观 无色透明 无色透明 无色透明 

5 剥离力（对钢板）/（g/24mm） 0~2.0 0.5~1500 80~1500 

6 剥离力（对 AF屏）/（g/24mm） / / 5~80 

7 老化试验 1（水煮 2小时） 合格 

8 
老化试验 2（温度 85℃，RH85%老化

72小时） 
合格 / 

9 剥离力稳定性（常温放置 30天） 合格 /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要求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均应在标准条件下进行。 

温度：（23±2）℃； 

相对湿度：（50±10）%。 

6.2  外观 

目测。 

6.3  粘度 

按GB/T 10247-2008中旋转法检验。 

6.4  固含量 

按GB/T 1725-2007规定的方法检验。样品数量：（3±0.5）g；温度：120℃；时间：60min。 

6.5  固化条件 

6.5.1  使用配比 

I 型和 II 型：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交联剂：催化剂：锚固剂：溶剂=100:（0.6～2.0）:

（0.6～2.0）:（0.6～2.0）：（100～300）。 

III 型：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交联剂：催化剂：锚固剂：溶剂=100:（0.6～2.0）:（0.6～

2.0）:（0.6～2.0）：（14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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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固化方法 

将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按 6.5.1 的使用配比称量搅拌均匀后，用合适厚度的涂布器（I型

和 II 型用 100μm的四面涂布器；III型用 200μm的四面涂布器）刮胶到 PET膜上，涂覆面积不小于

24mm×300mm。放入 150℃烘箱固化（1～2）min取出。固化后，I型和 II型：干胶厚度为 9～11μm；

III 型：干胶厚度为 25～30μm。 

用指甲轻轻刮胶面，胶面不破损。 

6.5.3  测量次数 

固化 3片，每片在 3个不同位置进行测试，所测胶面均不破损则判定为固化。 

6.6  固化产物外观 

目测，观察以上固化后胶层。 

6.7  剥离力（对钢板） 

6.7.1  制样 

6.7.1.1  I型或II型 

将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按 6.5.1使用配比称量搅拌均匀后，用 100um厚涂布器刮胶到 PET

膜上，涂覆面积不小于 24mm×300mm，放入 150℃烘箱固化 1min，制备成干胶厚度为 9～11μm的胶粘

带。并裁剪 24mm×300mm 尺寸样条。 

6.7.1.2  III型 

将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按 6.5.1使用配比称量搅拌均匀后，用 200um厚涂布器刮胶到 PET

膜上，涂覆面积不小于 24mm×300mm，放入 150℃烘箱固化（1～2 ）min，制备成干胶厚度为 25～30μ

m 的胶粘带。并裁剪成 24mm×300mm 尺寸样条。 

6.7.2  测试 

按 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检验流程进行检验。 

6.7.3  试样数量 

测试的试样不少于3片，测试结果取平均值。 

6.8  剥离力（对 AF 屏） 

6.8.1  制样（III型） 

按照6.7.1.2的规定进行。 

6.8.2  测试 

按 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检验流程，将钢板换成AF屏，进行检验。 

注：AF屏要求水滴角≥115° 

6.8.3  试样数量 

测试的试样不少于3片，测试结果取平均值。 

6.9  老化试验 

6.9.1  试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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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1制样 

6.9.1.1.1  I型或 II 型 

按照6.7.1.1的规定进行。 

6.9.1.1.2  III 型 

按照6.7.1.2的规定进行。 

6.9.1.2  水煮试验 

将裁剪后的胶粘带放入沸水中煮2小时，取出，常温下自然晾干。 

6.9.1.3  测试方法 

用指肚用力搓试样边缘处20次。 

6.9.1.4  判定 

测试的试样3片，每片随机取点进行测试，3片试样的胶均不从膜上脱落且无粉末脱落即为合格。 

6.9.2   试验 2 

6.9.2.1  制样 

6.9.2.1.1  I 型或 II 型 

按照6.7.1.1的规定进行。 

实验板根据客户要求可选用普通白玻璃或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中5.3.3的钢板，按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中5.5.3.1中的方法制备成试样。 

6.9.2.1.2  III型 

按照6.7.1.2的规定进行。 

实验板根据客户要求可选用普通白玻璃或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中5.3.3的钢板，按GB/T 

2792-2014 中第5条方法1中5.5.3.1中的方法制备成试样。 

6.9.2.2  双85试验 

将试样放入设定为温度85℃、湿度85%的高温高湿老化箱中放置72小时。取出，在常温下放置4小

时。 

6.9.2.3  测试方法 

将试样从实验板上撕开，观察实验板上是否有胶残留。 

6.9.2.4  试样数量及判定方法 

测试的试样3片，3片实验板上均无胶残留即为合格。 

6.10  剥离力稳定性（III型不做） 

6.10.1  制样（I 型或 II 型） 

按照6.7.1.1的规定进行。 

6.10.2  检测 

将裁剪后的胶粘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按5.7的要求检测剥离力，测试结果为v1；另外一部分在

常温放置30天后，按5.7的要求检测剥离力，测试结果为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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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判定 

当剥离力在（0～2.0） g/24mm 区间内，∣（v1-v2）/v1∣∣ｘ100%值≤50%即为合格, 当剥离力

在大于2.0 g/24mm以上，∣（v1-v2）/v1∣∣ｘ100%值≤20%即为合格。 

6.10.4  试样数量 

测试的试样为老化前后各3片，剥离力测试结果取平均值。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需经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文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

厂。 

出厂检验项目为： 

a) 外观 

b) 粘度 

c) 固含量 

d) 固化产物外观 

e) 剥离力（对钢板） 

f) 剥离力（对 AF 屏）（仅限 III 型） 

7.3  型式检验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型式检验为本文第4章要求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

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定型检定时； 

b)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每一年/每一季度）进行一次； 

c) 产品结构设计、材料、工艺以及关键的配套元器件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产品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组批和抽样规则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检验组批，其最大组批量不超过10000kg，每批

随机抽产品 0.3 kg，作出厂检验样品。随机抽取产品0.3kg，作为型式检验样品。 

7.5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产品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允许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复检合

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的包装容器上的标志，根据GB 190的规定，I型中，不含溶剂，无需

特别标志；II型和III型中含有溶剂，需在在包装外侧标注“易燃液体”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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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的包装容器上的标志，根据GB/T191的规定，在包装外侧标注“防雨、”

“防潮”、“防日晒”、“防撞击”标志。 

产品包装上标注“防火”、“防止高温”及“不得倒置”等警示语。 

每批出厂产品均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产品

名称、型号、批号、净质量或净容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注意事项和标准编号，以及符合GB/T 15258 

规定的化学品安全标签。 

8.2  包装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采用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钢桶包装，钢桶应符合GB/T 325要求。净含

量可根据用户要求包装。 

8.3  运输 

运输、装卸工作过程，应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避免包装破损，防止日晒雨淋，应按照货物运输规

定进行。 

本文规定的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II型和III型为危险化学品，详见附录A。 

8.4   贮存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场所。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应隔绝火

源，远离热源。 

在符合本文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本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一年。逾期可重新检验，检

验结果符合本文要求时，仍可继续使用。 

9  安全（下述安全内容为提示性内容但不仅限于下述内容） 

警告——使用本文的人员应熟悉实验室的常规操作。本文未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

责任建立适宜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本产品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II 型和 III 型中含有溶剂的属于危险化学品，见《危险化学品

目录》（2019 版），CAS 号为 108-88-3；CAS 号为 1330-20-7；CAS 号为 8032-32-4。 

下列附录 A 中信息摘录自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I 型的 MSDS 说明书，附录 B 中信息摘录

自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II 型和 III 型的 MSDS 说明书，附录中信息供标准使用者参考。本文未

涉及所有与使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健康问题。使用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环境处置和健康保护措施并确

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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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I型） 安全技术说明书 

本产品属于非危险化学品，无CAS号。 

下列信息摘录自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的MSDS说明书，附录中信息供标准使用者参考。本

文未涉及所有与使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健康问题。使用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环境处置和健康保护措施

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A.1 化学品标识 

A.1.1  物质名称及标识 

化学品俗名或商品名：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A.1.2  产品用途 

有机硅橡胶溶液，用于生产压敏胶保护膜 

A.2  危险性概述 

A.2.1  GHS分类 

物理性危害 

易燃性液体                    非危险物质或混合物 

健康危害 

急性毒性（经口）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急性毒性（吸入）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皮肤腐蚀/刺激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严重损伤/刺激眼睛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急性危害水生环境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A.2.2  GHS标签元素 

标签象形图  无 

 

信号词：非危险物质或混合物 

 危险性说明 

根据现有信息无需进行分类 

安全储存 

P405                      密闭保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 

废弃处置 

P501                      按当地法规处置内装物/容器 

A.2.3  其它影响 

慢性：无数据资料 

A.3  危险成分/组成信息 

A.3.1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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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 CAS 编码 

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 

A.3.2  危险成分 

无 

A.4  急救措施 

A.4.1  综述 

把患者移到安全区域，寻求医生，并向医生出示本安全数据表。 

A.4.2  吸入 

将受害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通畅，休息。 

A.4.3  皮肤接触 

谨慎起见用水和肥皂清洗。如有症状，就医。 

A.4.4  眼睛接触 

立即用水冲洗眼睛。 

A.4.5  食入 

就医处理。 

A.4.6  紧急救助者的防护 

无需特别防护。 

A.5  消防措施 

A.5.1  闪点 

无适合的资料。 

A.5.2  适合的灭火介质 

大火时使用耐醇泡沫或水雾。小火时使用二氧化碳、干化学物品或水雾。 

A.5.3  特殊危险性 

小心，燃烧或高温下可能分解产生毒烟。 

A.5.4 特定方法 

根据当地紧急计划，决定是否需要撤离或隔离该区域。用喷水的方式保持冷却暴露于火灾中的容器。 

A.5.5 消防员的特殊防护用具 

灭火时，一定要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A.6. 泄露应急处理 

A.6.1  人员的预防，防护设备和紧急处理程序 

使用个人防护设备。防止吸入蒸汽、气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 

A.6.2  环境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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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物进入下水道。 

防止排放到周围环境中。 

A.6.3  抑制和清除溢出物的方法和材料 

小量泄漏：用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对于大量溢漏来说，进行围堵或采用其他恰当的防漏措施以免材料扩散。如果可以用泵

抽排被围堵的材料，则应将回收的材料存放在合适的封闭容器中。 

A.7   操作处置与储存 

A.7.1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使用最好在通风处。 

不要内服。 

养成良好工业卫生习惯，必须清洗后，再进食，饮水或吸烟。 

做好防火保护措施。 

A.7.2  储存注意事项 

贮存在阴凉处。容器保持紧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 

打开了的容器必须仔细重新封口并保持竖放位置以防止泄漏。 

A.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A.8.1  最高容许浓度 

无适合的资料。 

A.8.2  工程控制 

加强通风。 

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A.8.3  个人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依据当地和政府法规。 

手部防护：防护手套。 

眼睛防护：安全防护镜。 

皮肤和身体防护：防护服。 

A.8.4  环境防护 

局部通风                           推荐 

常规通风                           推荐 

A.9  理化特性 

外观与形状……………………………………………………… 液体 

颜色……………………………………………………………… 无色透明 

pH值……………………………………………………………… 中性 

沸点………………………………………………………………无数据资料 

熔点………………………………………………………………无数据资料 

闪点………………………………………………………………无数据资料 

自燃温度…………………………………………………………无数据资料 

氧化特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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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上限…………………………………………………………无数据资料 

爆炸下限…………………………………………………………无数据资料 

蒸汽压……………………………………………………………无数据资料 

蒸气密度………………………………………………………… 无数据资料 

比重……………………………………………………………… 0.98-1.01g/cm
3
(25℃) 

溶解性…………………………………………………………… 不溶于水 

燃烧热…………………………………………………………… 无数据资料 

粘度……………………………………………………………… 无数据资料 

A.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A.10.1  综述 

按常规化学品的要求被存储和处理。 

A.10.2  化学稳定性：在正常环境和温度下储存和使用，性能稳定。 

A.10.3  反应性 

避免接触的条件：火源。 

危险的分解产品：高温下分解：二氧化碳、二氧化硅及微量的未完全燃烧的碳化物。 

危险的聚合作用：可能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 

A.11  毒理学信息 

A.11.1  感染途径：吸入，皮肤接触和误食。 

A.11.2  过度接触的迹象和症状： 

如果吸入有害。如果吞食可能有害。造成严重眼损伤。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反应。 

A.11.3  急性毒性： 

可能引起皮肤刺激。 

A.11.4  慢性毒性 

无合适的数据资料。 

A.11.5  其它健康危害信息 

无。 

A.12  生态学信息 

A.12.1  生态毒性： 

鱼类：无数据资料 

对水蚤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毒性类：无数据资料 

藻类：无数据资料 

A.12.2  残留性 / 降解性 

无数据资料 

A.12.3  潜在生物累积（BCF)：无数据资料 

A.12.4  土壤中移动性：无数据资料 



 13 

A.12.5  另外的环境信息 

即使在专业的处理或处置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产生环境危害。 

A.14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类别：        未分类  

A.15  法规信息 

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法规。标签，请参阅本文档中的信息。《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

月16日国务院发布）：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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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II型和 III 型） 安全技术说明书 

本产品属于危险化学品，无CAS号。 

下列信息摘录自保护膜用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的MSDS说明书，附录中信息供标准使用者参考。本

文未涉及所有与使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健康问题。使用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环境处置和健康保护措施

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B.1  化学品标识 

B.1.1  物质名称及标识 

化学品俗名或商品名：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B.1.2  产品用途 

有机硅橡胶溶液，用于生产压敏胶保护膜 

B.2  危险性概述 

B.2.1  GHS分类 

物理性危害 

易燃性液体                    类别2 

健康危害 

急性毒性（经口）                   类别4 

急性毒性（吸入）                    类别1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2 

严重损伤/刺激眼睛                   类别2 

靶器官、全身毒害性（多次/反复接触） 类别2 

急性危害水生环境                    类别3 

B.2.2  GHS标签元素 

标签象形图   

 

信号词：危险 

 危险性说明 

H225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316                       造成皮肤有轻微刺激 

H330                       吸入致命 

防范说明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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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0                       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面。禁止吸烟。 

P260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汽/喷雾 

P284                       戴防呼吸防护装置 

事故响应 

P303 + P361 + 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去除/ 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用水清

洗皮肤/淋浴。 

P304 + P340                如果吸入：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休息并保持呼吸舒畅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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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12                       如感觉不适，呼救解毒中心或医生。 

P321                       具体治疗(见本标签上提供的急救指导)。 

P332 + P313                如发生皮肤刺激：求医/就诊。 

P337 + P313                如仍觉眼睛刺激：求医/就诊。 

P362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370 + P378                火灾时：大火时使用耐醇泡沫或水雾。小火时使用二氧化碳、干

化学物品或水雾。可以水冷却暴露于火灾中的容器。 

安全储存 

P405                      密闭保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 

废弃处置 

P501                      按当地法规处置内装物/容器 

B.2.3  其它影响 

慢性：无数据资料 

B.3  危险成分/组成信息 

B.3.1  物质 

物质名称 CAS 编码 

加成型有机硅压敏胶 / 

B.3.2  危险成分 

化学名称 CAS 编码 含量 

甲苯 108-88-3 ≤61% 

二甲苯 1330-20-7 ≤61% 

石油醚 8032-32-4 ≤61% 

B.4  急救措施 

B.4.1  综述 

把患者移到安全区域，寻求医生，并向医生出示本安全数据表。 

B.4.2  吸入 

将受害者移到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通畅，休息。若感不适立即呼叫解毒中心/医生。 

B.4.3  皮肤接触 

立即去除/脱掉所有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肥皂和水轻轻洗。若皮肤刺激或发生皮疹：求医/就诊。 

B.4.4  眼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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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小心清洗几分钟。如果方便，易操作，摘除隐形眼镜。继续清洗。如果眼睛刺激：求医/就诊。 

B.4.5  食入 

若感不适，呼叫解毒中心/医生。漱口。 

B.4.6  紧急救助者的防护 

救援者需要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比如橡胶手套和气密性护目镜。 

B.5  消防措施 

B.5.1  闪点 

该混合物含有易燃溶剂，但无闪点数据资料。 

B.5.2  适合的灭火介质 

大火时使用耐醇泡沫或水雾。小火时使用二氧化碳、干化学物品或水雾。 

B.5.3  特殊危险性 

小心，燃烧或高温下可能分解产生毒烟。 

B.5.4 特定方法 

根据当地紧急计划，决定是否需要撤离或隔离该区域。用喷水的方式保持冷却暴露于火灾中的容器。 

B.5.5 消防员的特殊防护用具 

灭火时，一定要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B.6. 泄露应急处理 

B.6.1  人员的预防，防护设备和紧急处理程序 

使用个人防护设备。防止吸入蒸汽、气雾或气体。保证充分的通风。 

B.6.2  环境预防措施 

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不要让产物进入下水道。 

防止排放到周围环境中。 

B.6.3  抑制和清除溢出物的方法和材料 

小量泄漏：用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对于大量溢漏来说，进行围堵或采用其他恰当的防漏措施以免材料扩散。如果可以用泵

抽排被围堵的材料，则应将回收的材料存放在合适的封闭容器中。 

B.7   操作处置与储存 

B.7.1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使用最好在通风处。 

产品的使用时，接触到水或潮湿的空气中的易燃甲醇。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控制甲醇的暴露，使用供气式或自给式呼吸器，提供通风。 

不要进入眼睛。 

避免皮肤接触。 

避免吸入蒸汽，薄雾，粉尘或烟雾。 

保持容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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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内服。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 

养成良好工业卫生习惯，必须清洗后，再进食，饮水或吸烟。 

做好防火保护措施。 

B.7.2  储存注意事项 

贮存在阴凉处。容器保持紧闭，储存在干燥通风处。 

打开了的容器必须仔细重新封口并保持竖放位置以防止泄漏。 

B.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B.8.1  最高容许浓度 

成分名称 CAS 编号 最高容许浓度 

甲苯 108-88-3 PC-TWA 50mg/m3. PC-STEL 5100 mg/m3.. 

B.8.2  工程控制 

作业场所建议与其它作业场所分开。 

密闭操作，防止泄漏。 

加强通风。 

设置自动报警装置和事故通风设施。 

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泻险区。 

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通讯报警系统。 

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B.8.3  个人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防毒面具。依据当地和政府法规。 

手部防护：防护手套。 

眼睛防护：安全防护镜。如果情况需要，佩戴面具。 

皮肤和身体防护：防护服。如果情况需要，穿戴防护靴。 

B.8.4  环境防护 

局部通风                           推荐 

常规通风                           推荐 

B.9  理化特性 

外观与形状……………………………………………………… 液体 

颜色……………………………………………………………… 无色透明 

pH值……………………………………………………………… 中性 

沸点………………………………………………………………无数据资料 

熔点………………………………………………………………无数据资料 

闪点………………………………………………………………无数据资料 

自燃温度…………………………………………………………无数据资料 

氧化特性………………………………………………………… 无 

爆炸上限…………………………………………………………无数据资料 

爆炸下限…………………………………………………………无数据资料 

蒸汽压……………………………………………………………无数据资料 

蒸气密度………………………………………………………… 无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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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0.90-1.03g/cm
3
(25℃) 

溶解性…………………………………………………………… 不溶于水 

燃烧热…………………………………………………………… 无数据资料 

粘度……………………………………………………………… 无数据资料 

B.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B.10.1  综述 

按常规化学品的要求被存储和处理。 

B.10.2  化学稳定性：在正常环境和温度下储存和使用，性能稳定。 

B.10.3  反应性 

避免接触的条件：火源。 

危险的分解产品：高温下分解：二氧化碳、二氧化硅及微量的未完全燃烧的碳化物。 

危险的聚合作用：可能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 

B.11  毒理学信息 

B.11.1  感染途径：吸入，皮肤接触和误食。 

B.11.2  过度接触的迹象和症状： 

如果吸入有害。如果吞食可能有害。造成严重眼损伤。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反应。 

B.11.3  急性毒性： 

化学名称 CAS 编号 半致死量 LD50 (经口) 半致死量 LD50 (经皮) LC50 (吸入) 

甲苯 108-88-3 5000mg/kg (鼠) 12124mg/kg (兔子) 20003ppm(鼠; 8 小时) 

潜在的健康影响 

吸入吸入可能有害。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摄入误吞对人体有害。 

皮肤如果通过皮肤吸收可能是有害的。可能引起皮肤刺激。 

眼睛造成眼刺激。 

B.11.4  慢性毒性 

无数据资料。 

B.11.5  其它健康危害信息 

暂无。 

B.12  生态学信息 

B.12.1  生态毒性： 

鱼类：无数据资料 

对水蚤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毒性类：无数据资料 

藻类：无数据资料 

B.12.2  残留性 / 降解性 

无数据资料 



 19 

B.12.3  潜在生物累积（BCF)：无数据资料 

B.12.4  土壤中移动性：无数据资料 

B.12.5  另外的环境信息 

即使在专业的处理或处置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产生环境危害。 

B.14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类别： 未分类  

B.15  法规信息 

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法规。标签，请参阅本文档中的信息。《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

月16日国务院发布）：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