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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原料安全数据文件 

1.产品及公司信息 

产品描述：微型，球形硅树脂粉末 

商品名称：SILNOS 130 

制造商：ABC NANOTECH CO,LTD 

地址：551 Yongsan-Dong, Yuseong-Gu, Daejeon City 305-500 ,KOREA 

Tel: +82-42-936-9001 

Fax: +82-42-936-9006 

 

2.成分鉴定 

成分 物质名称 分子式 CAS 号 百分比（%） 

硅石 二氧化硅 SiO2 7631-86-9 >98.0 

 

3.危害鉴定 

紧急情况概述 

注意事项：该白色细末被吸入时会产生危害。不要吸入粉尘。干燥的粉状材料在摩擦时可能会产

生静电。在有易燃或者易爆的气体或液体存在时，使用该原料需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接触途径：吸入，眼睛，皮肤 

 

潜在健康影响 

眼部：高浓度下会对眼睛有机械性刺激作用 

皮肤：该粉末可能会引起皮肤干燥 

吞食：预期无不良影响 

吸入：该粉末被吸入时会产生危害，在高于工业标准水平时可能会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 

慢性作用/致癌性：该粉末未被 IARC，NTP，Z 目录和 OSHA 列入致癌物名单 

靶器官：肺部 

可能会加重的病症：已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如气喘）或者皮肤疾病（如皮炎）的人在接触该原料

时可能会存在更大的风险。 

 

4.急救措施 

吸入：若吸入该产品，请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若停止呼吸，请给予人工呼吸。若呼吸困难，

请给予氧气。若持续出现症状，请就医。 

吞食：不要尝试呕吐。若受害者意识清楚，请用水冲洗口腔。若持续出现症状，请就医。 

眼部：若接触到该产品，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持续出现症状，请就医。 

皮肤：为保持个人卫生，请冲洗皮肤。若症状持续出现，请就医。 

医护人员注意事项：若出现肺部或者眼部刺激，应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5.消防措施 

灭火介质：不适用 

不适宜的介质：不适用 

闪点：不适用 



闪点测试方法：不适用 

最低爆炸极限：不适用 

最高爆炸极限：不适用 

点火温度：不适用 

可燃性分类：不适用 

空气中火焰传播：不适用 

消防措施：不适用 

燃烧危害：不适用 

防护设备：灭火使用的标准个人防护设备 

特殊火灾危害：详见第 3 部分 

粉尘爆炸可能性：硅石是一种无机粉尘，所以不会导致粉尘爆炸或者火灾。 

敏感性影响：不适用 

静电放电作用：受到摩擦时，硅石会产生静电，详见第 3 部分。 

 

6.意外消除方法 

个人防护措施：产品释放出来时可能会接触到眼部，请佩戴防护目镜。必要时请保持通风。若使

用者在操作时产生了粉尘，推荐使用已批准的防尘雾口罩。 

溢出时的清理措施：收集溢出物，最好使用真空吸尘器，然后置于合适的废弃容器中。 

环境保护措施：无 

 

7.操作和储存 

操作：避免接触皮肤和眼镜。避免产生和吸入粉尘。 

储存：产品应储存在干燥处，并远离挥发性物质。 

保质期：2 年(合适的储存条件) 

卫生习惯：经常冲洗暴露的皮肤。使用工作服时应遵守良好的使用习惯。 

特殊预防措施：无 

 

8.暴露控制和个人防护 

吸入性标准： 

TLV(US)=10mg/m3 其他粉尘总颗粒数 

PEL(US)=10mg/m3 滋扰粉尘 

MAK TRGS 900（德国）=4 mg/m3 可吸入性粉尘 

OES(UK)=6mg/m3 可吸入性粉尘总量，2.4 mg/m3 呼吸道尘埃 

TLV（澳大利亚）=10 mg/m3 总粉尘量（不含石棉，石英含量<1%） 

眼部和面部防护：推荐使用安全目镜，在粉尘浓度较高时可能需要使用目镜。 

皮肤防护：可能会出现干燥症状。在接触皮肤前使用隔离性面霜可能会有助于清除皮肤上的粉尘。 

防护服：穿戴合适的防护服以尽可能减少皮肤接触。 

呼吸防护：为了控制与粉尘的接触情况，应使用合适的已批准的空气微粒净化呼吸器(ARP)。空

气净化呼吸器提供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若存在潜在的不受控制的释放，未知的暴露或空气净化

呼吸器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时，请使用正压供气式呼吸器。呼吸器的使用必须包含一个完整的呼

吸道保护作用，并按照国家标准和当前的最佳实践进行操作。 

呼吸防护： 

以下机构/组织批准的呼吸器和/或呼吸项目标准： 

US：NIOSH 42 CFR 84 认可 



    OSHA (29 CFR 1910.134) 

    ANSI Z88.2-1992 

EU：CR592 呼吸防护设备使用和选择指南 

    德国：DIN/EN 143 粉末材料呼吸道防护设备 

UK：BS 4275 选择建议 

    呼吸防护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HSE 指南 HS（G）53 呼吸防护设备 

工程：若使用者在操作时产生粉尘，烟或雾，请使用通风设备以减少粉尘量。 

其他防护措施：经常冲洗暴露的皮肤。使用工作服时应遵守良好的使用习惯。 

 

9.物理和化学性质 

物理状态：极细的白色粉末 

颜色：白色 

气味：无 

嗅觉阈值：不适用 

pH：7.0（约 10%的二氧化硅蒸馏水溶液） 

沸点：4046℉（2230℃）（近似值） 

蒸发速率：不适用 

熔点/凝固点：3092℉（1700℃）（近似值） 

挥发量（%）：不适用 

水中溶解度：不溶解 

密度：2.2 g/cm3（20℃） 

蒸汽密度：不适用 

蒸汽压力：不适用 

里德蒸汽压力：不适用 

水/油分配：不适用 

粘度：不适用 

倾点：不适用 

 

10.稳定性和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稳定 

避免条件：无 

不相容性材料：不适用 

反应性：稳定 

有害分解产物：无 

有害聚合反应：不发生 

 

11.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口服试验（大鼠）：LD50>5,000mg/kg  

急性皮肤毒性试验：未测试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LC>2.08mg/L(4hr) （可达到的最大浓度） 

眼部刺激：Draize 得分 1/110（24hr）（几乎无刺激作用） 

皮肤刺激：0.44/8 (24hr) （中度刺激） 



致敏作用：未测试 

致突变性：该原料在中国仓鼠卵巢（CHO）细胞中进行 Ames 试验，染色体畸变率和 HGPRT 突

变试验，结果呈阴性。这种原料未引起大鼠肝细胞程序外 DNA 合成。 

生殖毒性：未测试 

 

慢性吸入毒性：目前正在审查现有的文献和数据中关于处理和未经处理的二氧化硅具有的慢性影

响 

慢性摄入毒性：未知 

慢性眼部毒性：未知 

慢性皮肤毒性：未知 

致畸性：未知 

致癌性：IARC,NTP,Z 目录和 OSHA 中未将其列入致癌物质 

增效原料：未知 

 

12.生态信息： 

迁移率：水中不溶解，在土壤中不迁移 

保留时间/降解性：不适用 

生物聚积：不适用 

生态毒性：未测试 

WGK 水中危害等级：nwg（水中没有危害） 

 

13.废弃处置 

法定定义： 

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进行处理。处理时可出售，而不作为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CRA）

规例”下的危险废物。空容器应依据相同的处置注意事项，不建议重复使用。 

在英国特殊废物处理条例 1996 中，二氧化硅并不是一个特殊废物。应按照当地法规进行处理。

这些规定遵循 EC 指令 91/689 和决定 94/904。废物代码（EU）：参见行业特定的废物代码。参

见欧洲废物目录（75/442/EEC）。 

 

14.运输信息 

UN 编码：不适用 

UN 适当的海运名称：未规定 

UN 危险品分类：不适用 

UN 危险品包装等级：不适用 

GGVS/GGVE/RID/ADR/IMDG-Code/ICAO-TI 信息：未规定 

US 铁路法规：未规定 

 

15.法规信息 

 

国家注册： 

美国：TSCA（有毒物质管理法案目录）：所有组分都在 TSCA 中列出或者被豁免 

欧洲（EU）：EINECS(欧洲现有商业化学品目录)：所有组分在 EINECS 中列出，被豁免或者已向

ELINCS 做出通知 

 



加拿大：CEPA（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所有组分都在 DSL 中列出或者被豁免 

日本：MITI(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现存化学物质列表，No.1-548(1-810) 

澳大利亚：AICS(澳大利亚化学物质清单)：所有组分都在 AICS 中列出或者被豁免 

韩国：ECL（现存化学物质列表）：所有组分都在 ECL 中列出或者被豁免 

菲律宾：PICCS（菲律宾化学品和化学物质清单）：所有组分都在 PICCS 中列出或者被豁免 

 

危害等级分类： 

英国：危害健康物质管制法 1944-在指南 EH40 中列出 

      化学品（危害信息和供应包装）法规 1994 中未列出 

EU 危害等级分类：在欧盟指令 67/548/EEC 及其各种修正案和改编本中，该材料未被定义为危

险物质。 

加拿大：未分类 

 

US 联邦法规： 

洁净水法案（CWA,40 CFR 116）：未列出 

洁净空气修正案（1990 年，CAA 部分 112，40 CFR 82）：没有组分被列为有害的空气污染物。

根据 1990 年的修订法案，该产品未用也不含任何 1 类或 2 类消耗臭氧层物

质。 

综合性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案（CERCLA,40 CFR 302）：CERCLA 中该原料不是有害物质 

附加基金修正复审法，第 3 条(SARA)： 

紧急事件计划与公众知情权法案(EPCRA,40 CFR 355)：该原料不含任何被认为是极危险物质的

成分 

SARA 311(40 CFR 370)：MSDS 要求：未规定 

SARA 312(40 CFR 370)：如果材料一次的数量等于或大于 10,000 磅时适用。 

SARA 313(40 CFR 372)：不含任何第 313 条中的确定物质，有毒化学品超过的最低浓度必须符

合本条规定。 

US 州法规： 

加利福尼亚州：该原料不含加州 65 号提案中的任何组分 

US CONEG 立法：不确定 

 

16.其他信息： 

 

此处包含的信息只适用于本产品或原料，当与其他产品或材料共同使用于其他工序中时，该信息

可能无效。如果产品未在正常目的或条件下使用，这些信息可能不可靠或不适用。 

 

ABC Nanotech Co.,Ltd 真诚提供该信息，但其亦不发表任何声明保证其全面性和准确度。本文

档为使用该产品的培训人员提供一个安全操作指南，接收信息的个人必须对其是否适用于特定目

的做出独立判断。 

 

（本文件为广州百好博公司翻译文件，如有疑问，请以英文原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