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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安全说明书 
─────────────────────────────────────────────── 

1．化学品等企业信息 

─────────────────────────────────────────────── 

商品名 荧光填充防漏剂 

公司名称 夏普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地址 大阪府堺市西区築港浜寺西町 13-12 

担当部門 品质保证课 

ＴＥＬ 072-268-0322 

制定・ 改定 2011年 12月 27日 

─────────────────────────────────────────────── 

２．危险，有害性条件 

─────────────────────────────────────────────── 

ＧＨＳ分类 

物理化学的危険性  

分类对象外  

对于健康的有害性 

急性毒性（经口腔） 区分外 

急性毒性（经皮肤） 区分 5 

急性毒性（吸入：气体） 分类対象外 

急性毒性（吸入：蒸汽） 不能分类 

急性毒性（吸入：粉尘、雾气） 不能分类 

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区分 3 

对眼睛的严重损伤／眼的刺激性 区分外 

呼吸过敏性 不能分类 

皮肤过敏性 区分 1 

生殖细胞变异性 不能分类 

致癌性 不能分类 

生殖毒性 不能分类 

对环境的有害性 

水生环境有害性（急性） 不能分类 

水生环境有害性（慢性） 不能分类 

 

ＧＨＳ标签要素 

【图示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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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警告语】 

警告 

【危险有害性信息】 

接触皮肤后可能有害 

轻度的皮肤刺激 

可能会产生过敏性皮肤的反应 

【注意事项】 

远离有发热，火花，高温等着火源。 －禁烟 

使用本商品时，禁止饮食及吸烟。 

穿戴好防护手套，防护眼镜，防护面具，防护衣。 

在室外或换气良好的场所使用。 

使用后勤洗手。 

取得使用说明书后，请理解全部的安全注意事项再使用本商品。 

避免污染环境。 

附着在皮肤或头发上时，用大量的水和清洗液清洗。产生刺激时请就医诊断。 

进入眼睛时，用水在数分钟间仔细清洗。戴隐形眼镜时需要摘下，并就医诊断。 

误食时，请催吐及尽早就医诊断。 

吸入后，请到空气新鲜的场所休息，有必要时需就医诊断。 

避免日光直射，在换气良好阴暗处保管。 

根据都道府县的规定废弃。 

 

─────────────────────────────────────────────── 

３．组成、成分信息 

─────────────────────────────────────────────── 

单一制品・ 混合物的区分   混合物 

一般名称         单组份硅酮系密封材 

 

主要成分及含有量 

成分 CAS NO. 含有率(%) 

肟硅烷 22984-54-9 1.0-10 

二氧化硅 社外秘 10-20 

 

─────────────────────────────────────────────── 

 ４．应急处理 

─────────────────────────────────────────────── 

  

吸入时 移动至空气新鲜的场所，易于呼吸的姿势安静的休息。 

立即联络医生就诊。 

呼吸停止或微弱时，解开衣服，进行人工呼吸（或吸入氧气）。 

进入眼睛时 立即用大量干净的水至少 15分钟清洗后尽早就医。 

佩戴隐形眼镜时需要摘下后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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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皮肤时 用水和清洗液清洗。 

用抹布将付着物擦除。 

发现皮肤表面有异常，痒，或炎症时就以诊断。 

误食时 用水漱口后就以诊断。 

不要催吐。 

受害者无意识时，不要喂任何食物。 

其他重要症状 无 

应急处理对应者的保护 无 

对于师生的特别注意事项 无 

  

─────────────────────────────────────────────── 

 ５．火灾处置 

─────────────────────────────────────────────── 

  

可以使用的灭火器 干粉，干燥砂，二氧化碳，泡沫，大量喷雾水 

不能使用的灭火器 无 

火灾时特别的危险有害性 无 

特定的灭火方法 火情扩散是，需要用大量喷雾水灭火。 

灭火时尽量在上风口。 

迅速移除可燃性物体。 

灭火者的保护 灭火者必须穿戴合适的保护器具。 

 

─────────────────────────────────────────────── 

６．泄漏处置 

─────────────────────────────────────────────── 

 

对人体的注意事项，保护器

具及紧急措施 

为了防止和人体接触，作业时需穿戴合适的保护器具。 

移除附近的着火源，高温物体及可燃物，禁止在下风口避难及无关人员进

入。 

着火时需要配备合适的灭火器。 

对环境的注意事项 不可以将泄漏物直接排到下水道等。 

─────────────────────────────────────────────── 

７．使用及保管上的注意事项 

─────────────────────────────────────────────── 

   使用 

技术上的对策 禁止周边明火，火花，高温物体的使用。 

避免接触皮肤，衣物及进入眼睛，需穿戴合适的防护器具。 

局部排气，全部换气 在有局部排气和全部排气装置的换气良好场所使用。 

注意事項 穿戴保护器具后作业。 

使用后请充分洗手，有附着在衣服上时需要更换衣服。 

由于固化时会产生甲基乙酮肟（MEKO），为了防止吸入，在换气良好的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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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体静电易带电及产生放电的原因，合适的粘结或进行接地作业。 

保管条件 放置于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避免日光直射。 

远离烟火，热源。 

在通风良好，没有气体或蒸汽的密闭容器内保管。 

 

─────────────────────────────────────────────── 

８．防止暴露的保护措施 

─────────────────────────────────────────────── 

 

管理浓度 无 

许可浓度 日本产业卫生协会 无 

ＡＣＧＩＨ 无 

设备对策 全部或局部的换气装置 

眼睛清洗或身体清洗的设备 

保

护

器

具 

眼睛的保护 防护眼镜 

皮肤的保护 橡胶或塑料手套 

防护衣 长筒靴，围兜等 

 

─────────────────────────────────────────────── 

９．物理及化学的性质 

─────────────────────────────────────────────── 

  

 内容物  

外观 膏状  

气味 肟气味  

ｐＨ 无数据  

融点 无数据  

沸点 无数据  

引火点 106℃  

发火点 450℃  

爆炸范围 无数据  

蒸汽压力 无数据  

蒸汽密度 无数据  

密度 1.04  

溶解性 难溶于水  

辛醇／水分配系数 无数据  

分解温度 无数据  

其它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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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安定性及反应性 

─────────────────────────────────────────────── 

 

──────────────────────────────────────────── ── 

１１．有害性信息 

─────────────────────────────────────────────── 

 

皮肤腐蚀性 无数据  

刺激性（皮肤，眼） 无数据  

敏感性 无数据  

急性毒性（含LD50） LD50 >5g/kg 二氧化硅 

亚急性毒性 无数据  

慢性毒性 无数据  

致癌性 无数据  

变异性（微生物、染色体异常） 无数据  

生殖毒性 无数据  

致畸性 无数据  

 

本品固化时产生的甲基乙酮肟的有害性 

皮肤刺激性 轻度的皮肤刺激性 

眼刺激性 强的眼睛刺激，可能会损害到眼睛。 

急性毒性 经口腔 老鼠LD50 4ml／kg 

 吸入 老鼠LC50 ＞4.8mg／L／4H 

吸入毒性 在高浓度时会产生暂时的麻醉。可能会影响到血液的机能。 

皮肤敏感性 阳性（豚鼠）。对人体的的过敏反应无。 

神经毒性 在高浓度时会产生暂时的运动机能低下（老鼠） 

致癌性 高浓度（375ppm）时，小老鼠的测试（约 2年）发现只有雄性产生肝脏肿瘤。 

其它的长期暴露试验 发现对老鼠的嗅觉上皮细胞有退化。 

许可浓度 为达到TWA 3ppm（原料供给者的推荐值）、STEL  10ppm范围以内，需充分换

气。 

AIHA的WEEL劝告值时TWA 10ppm  

安定性 通常条件下安定 

危险有害反应性 内容物和水反应后增加粘度 

应该避免的条件 高温多湿场所 

危险有害的分解生成物 和水/湿气反应后生成甲基乙酮肟（MEKO）。放置在空气中时，加热

到 150℃以上，会促进酸化分解，产生少量的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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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环境影响信息 

─────────────────────────────────────────────── 

    

分解性 无数据  

积蓄性 无数据  

魚毒性 无数据  

其它 无数据  

       

─────────────────────────────────────────────── 

１３．废弃上的注意 

─────────────────────────────────────────────── 

 

残余的废弃物 可委托得到都道府县知事等许可的产业废弃物处理业者，遵守相关法令适当

处理。 

汚染容器・ 包装 内容物使用完后，分别废弃。 

 

─────────────────────────────────────────────── 

１４．运输上的注意（参照使用和保管上的注意事项） 

─────────────────────────────────────────────── 

         

陆上运输 根据消防法、道路法等规定运输 

海上运输 根据船舶安全法规定运输 

航空运输 航空法规定运输 

联合国分类 无 

联合国编号 无 

特别的安全对策 产品合理堆垛，防止货损。 

 

─────────────────────────────────────────────── 

１５．适用法令 

─────────────────────────────────────────────── 

 

消防法 指定可燃物（可燃性固体类）（3吨以上时） 

劳动安全卫生法 通知对象物质：二氧化硅 

船舶安全法 无 

航空法 无 

化学物质管理促进法 无 

毒物及有害物质取缔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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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其它 

─────────────────────────────────────────────── 

关于上述内容，是基于目前所得资料作成，记载的数据和评价可能并非十分充分，使用时需要注意。及以上

数据仅作信息参考，并非我公司的保证数据。 

 

   甲醛放散量区分：（日本密封材工业协会）为室内空气污染对策的自主管理規定 

            ＪＳＩＡ－００８０２３ 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