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安全数据表 
1， 制造商情报 
  【公司名】株式会社  AUDEC 
  【地址】  东京都大田区东马込 2-19-10 第 7 下川大楼 

  【担当部门】化学品课 

  【电话】  03-5718-7425     【传真】 03-5718-7426 

                                                                                                 
2， 产品名称     强力速干清洗剂            MSMCL420 
                                                                                             
3， 物质的识别 

   【单一品·混合物的区别】        混合物 

   【化学名】    已烷类，甲醇，液化石油气体(L.P.G)的混合物 

   【含有量】    99%以上 

   【成分，含有量以及其他情报】 

            
化学名 已烷类 甲醇 液化石油气体 
含有量 56 5        39 
化学式 CH3(CH2)4CH3 CH3      
官方标示号码         2-6 2-201 对象外或者 9-1697 
CAS No 110-54-3 67-56-1  
国连分类 Class 3.1(引火性液体) Class 3(引火性液体) Class 2(引火性液体) 
国连号码 1208 1230 1075 
                                                                                              
4， 危险·有害性的分类 

【分类的名称】  引火性液体及高压气体 

【危险性】   火灾·爆发性     是有引火性的液体，蒸汽容易起火。液体非常迅速蒸发。因

为蒸汽比空气重，会停留在较低的地方。 

【有害性】                    蒸汽会刺激眼睛，鼻子，喉咙。吸入高浓度的蒸汽会有麻醉

的作用。触摸液体的话会刺激眼睛，皮肤也会有轻微的刺激

作用。 

【环境影响】                  对水生生物的毒性：LD50/96H    1000mg 以上/L  

                                                                                              

5， 应急措施 

   【沾到皮肤上的情况】      脱掉弄脏的衣服，碰到的部位用大量的水来清洗。如果皮肤发

炎的话立即接受医生的治疗。 

  【沾到眼睛里的情况】      立即用清水清洗眼睛 15 分钟，并接受医生的治疗。 

  【吸入体内的情况】        立即把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努力保持安静和体温，并迅

速接受医生治疗。如呼吸停止的话要进行人工呼吸，呼吸困难的

话要吸入氧气。 

  【喝下去的情况】          要喝大量的水或食盐水并吐出，立即接受医生治疗。如患者已经

没有意识的话，不可以给他食用任何东西。 

                                                                                             

 



6， 火灾时的措施 

  【灭火方法】              切断火源，使用灭火剂灭火。另外为了防止燃烧蔓延要用水浇周

围的建筑物进行冷却。灭火的时候请站在上风处进行，必须使用

防护工具。 
  【灭火剂】                粉末，二氧化碳，卤化物等比较有效。 
                                                                                       
7，泄漏时的措施            ·请站在风口处的人回避。泄露的周围需用绳子围住防止人的进

入。 

                           附近的着火源要迅速清除，灭火的时候一定要使用防护工具。绝

对不能在风下方灭火。 

                         ·泄露量较少的话，用土和沙子等吸收泄露的液体并装入空瓶中回

收，然后用大量的水来冲洗。 

                         ·泄露量多的话，用土和沙来阻止液体的流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后用泡沫覆盖液体的表面，尽量用容器来回收。然后用大量的水

冲洗。 

                         ·注意不能流到河川里。 

                                                                                          
8， 使用及保管上的注意 
   【使用】                · 防止吸入体内，沾到眼睛，皮肤及衣物上，一定要使用防护工

具，尽可能的在风的上方作业。 

                        · 避开高温物品，火花，火焰等，不要接触到强烈酸化剂。 

                        · 进行防静电对策，工作衣和工作鞋要使用有导电性的。 

                        · 使用完后要扔掉。 

                        · 注意通风，使用防毒口罩。 

                        · 要放置在儿童触碰不到的地方。 

【保管】                · 防止日光直射，保管在４０℃以下的地方。 

                        · 不要和酸化性物质，有机过酸化物等放置在同一个地方。 

                                                                                   

9，暴露防止措施 

   【管理浓度】       ------ 
   【允许浓度】                  时间重量平均值              短时间暴露界限值 
                                 (ppm)     (mg/m3)            (ppm)     (mg/m3) 
            ACGIH                500       1760              1000       3500 
            OSHA                 500       1800              1000       3600 
                                 (是关于构成成分 2-甲醇戊烷的数值) 
            ACGIH                50       176                 ---          --- 
                                  (是关于构成成分微量已烷的数值) 
           日本产业卫生协会        40        140 
                                  (是关于已烷的数值) 
                                                                                                 
10，物理/化学的性质 
   【色调】   无色透明     【臭】 轻微的臭味     【比重】 0.658(15/4℃) 
   【沸点】   59~61℃   【融点】   -98℃以下 【水的溶解度】   很少 

   【挥发性】 高           【初留点】  59℃   【烟雾罐的产品压力】4.5±0.5kg/cm3  



11, 危险性情报 
     

化学名 已烷类  甲醇  LPG 
引火点(℃) -20 11.1 -104.4 
起火点(℃) 292 385.0 460~550

下限 1.0 6.7 2.2 爆发界限 
 Vo1% 上限 7.4 36.0 9.5 

【安定性·反应性】    安定      【禁止配合】   要避免和强酸化剂的配合 
【有危险的重复反应】  不发生     【其他】      蒸汽密度(空气=1)  2.97 
                                                                                               
12，有害性情报 
                

 甲醇 LPG 
 
急性毒性 

人(口服)LDL0 

           340mg/kg
老鼠(口服)LDL0 

        420mg/kg

现在没有被确定有有害性的 
情报。 
在高浓度下因为缺氧会引起窒息 
 

 
变异原性 

 
没有数据 

现在没有被确定有有害性的 
情报。 
 

 
引发癌症性 

 
没有数据 

现在没有被确定有有害性的 
情报。 
 

【已烷类】     急性毒性：  关于已烷类标示生产厂家的试验结果。 
                           这类物质的毒性较低。 
                           LD50 (口服)    老鼠   20~30g/kg 
              参考）       LD50 (口服)   老鼠   28710mg/kg 
                           LDL0 (腹腔)   老鼠   9100mg/kg 
                           LDL0 (吸入)   老鼠   120g/m3 
                           TCL0 (吸入)   老鼠   10000ppm/7H 
                           TCL0 (吸入)   老鼠   5000ppm/20H 
                           TCL0 (吸入)   人   180ppm/8w 
             刺激性        眼刺激     兔子     10mg   无害 
             中毒症状      眼鼻以及咽喉的粘膜发炎，头痛，睡意，眼花，衰弱，丧失意识 
             短时间的作用  用 5000ppm 作用 10 分钟，就会引起头痛，眼花的症状。 
             其他毒性      -------- 
                                                                                                  
13， 环境影响情报 
                 
 已烷  甲醇 液化石油气体 

TLm96 1000ppm 以上 低公害燃料  
鱼毒性 

生态毒性 
水性生物里有毒 
LD50/96H  1000mg 以上/I 
对藻类有轻微的抑制成长的作用

 
生分解性

 
没有情报 

 
  -------- 



14，废弃上的注意 
 ·企业者的产业废弃物可以自己处理，或者委托受到知事许可的产业废弃物处理者，地方 

公共团体等进行处理。 

 ·至于喷雾器罐，请使用完扔掉。 

 ·排水时不进行油水分离，活性污泥等的处理话不能排水。 

                                                                                              

15，运送上的注意 

  ·防止容器温度的上升(40℃以下) 

  ·严禁使用火。 

                                                                                             

16，适用法令 

   ·劳动安全卫生法            ------ 

   ·消防法                    危险物第 4 类第 1石油类 

   ·毒性以及剧毒物取缔法      ------ 

   ·危险物船舶运送及          引火性液体类，低引火点引火性液体/C 类物质 

储藏规则/海洋污染防止法  

   ·航空法                    引火性液体(G-等级 2) 

    ·高压气体取缔法           第 2 条(液化气体)   一般高压气体保安规则第 2 条 

   ·PRTR 法                   没有符合的物质 

                                                                                           

17，其他 

   文献：1）TXAPA9  19.699.71 

         2) AEPPAE  143.233.29 

         3) TOXID91.152.81 

         4) NTIS””DE88-006812 

         5) AJIMD8 10.111.86 

         6) TXAPA9  55.501.80 

                                                                                        

关于记载内容的咨询： 化成部门  TEL：03-3774-5259 

 

 

  产品安全数据表是为了确保安全使用危险有害的化学产品，作为参考资料提供给用户。 

请用户以此为参考，根据各自具体的使用情况，灵活应用，并采取适宜的安全措施。 

因此，此数据表本身并非安全的保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