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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部分：物质/混合物标识及公司标识  

 

1.1 产品标识符 

产品名称： 400系列，水溶性助焊剂 

产品描述： 水溶性助焊剂 

别名： 助焊剂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关确定用途和禁用用途 

产品限制： 助焊剂 

1.3 供应商详情 

生产商名称：            诺信EFD有限公司 

生产商地址1：          40 Catamor大道  

生产商所在城市：        东普罗维登斯 

生产商所在州：          美国罗德岛州 

生产商邮编：           02914 

生产商所在国：          美国 

办公电话：            +1-401-431-7000 

其他电话：            化学中心电话：非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和美国维尔京群岛： 
                      +01-813-248-0585 
                      中国：400-120-0751 
                      巴西：0-800-591-6042 
                      印度：000-800-100-4086 
                      墨西哥：01-800-099-0731 

经销商                  EFD国际 

经销商地址1：           Boscomebe路Apex商务中心14单元  

经销商所在城市：        贝德福德郡邓斯特布尔 

经销商所在州（郡）：    英国 邮编：LU5 4SB 

经销商网址：            efdproductcompliance@nordsonefd.com 

1.4 应急电话 

应急电话：           化学中心电话合同号MIS1138399 
                     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和美国维尔京群岛免费电话号码：1-800-255-3924 

修订时间：          201808-02 15:34:19  

第1部分中的注释：   符合法规（EC）第1907/2006号（REACH） 

 
 

 

2.1 物质或混合物种类 
2.1.1. 根据（EC）第1272/2008号法规(CLP)的分类 

GHS等级分类： 皮肤刺激 第2类 
 

2.2 标签要素： 

 
 

第2部分：危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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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词： 警告。 

危害说明： 造成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操作后彻底清洗双手。 

穿戴防护手套/防护服/眼部保护装置/面部保护装置。 

若接触皮肤：用大量清水进行清洗。 

若不慎入眼：用清水小心冲洗数分钟。若配戴隐形眼镜且易于取下，请取
下隐形眼镜。持续冲洗。 

立即致电解毒中心或医生/医师。 

若引起皮肤刺激：就医。 
再次使用前，脱去沾染的衣物并清洗。 

2.3 其他危害 

其它潜在的健康影响： 

 
 
暴露于焊接烟雾和蒸气的环境中，可能会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产生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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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合物： 

成分名称 CAS编号 成分百分比 EC编号 备注 

柠檬酸 77-92-9 0 - 10   

 

氯化铵 12125-02-9 0 - 5.0   

 

苹果酸 6915-15-7 0 - 10   

 

专利成分 无数据 80-95 
  

     

 

4.1 急救措施说明 

眼部接触：  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部15至20分钟。若眼部刺激或过度暴露症
状持续，立即就医。 

皮肤接触： 立即使用肥皂水和足量清水清洗皮肤。若造成皮
肤刺激或皮肤刺激持续存在，就医。 

吸入：  若不慎吸入，转移至空气新鲜的地方。若患者停止呼吸，应由经过培
训的人员进行人工呼吸或输氧。立即就医。 

摄入：  若误吞本品，不得进行催吐。立即呼叫医生或致电毒物控制中心。严
禁给处于昏迷状态的人员口服任何药品。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性症状及影响 

其他急救措施：  暴露于焊接烟雾和蒸气的环境中，可能会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产生
刺激。 

4.3 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的迹象 

医护人员注意事项： 提供一般性帮助措施，并对症治疗。 

 

 

5.1 灭火剂 

灭火剂：  若遇涉及此种材料的火灾，请使用抗溶性泡沫灭火器、二氧化碳干粉灭
火器或水雾或喷雾灭火器。 

5.2 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导致的特殊危险 

有害燃烧副产物： 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或其它有毒烟气。高温下，可能会释放
出金属蒸气。 

异常火灾危害： 如果在明火下焊接，助焊剂可能会发生燃烧。   

对冲击的敏感度： 不得使用硬水水流灭火，以免助长火势。 

5.3 消防员须知 

防护装备： 正如在任何火灾情况下一样， 应穿戴自给式呼吸器（SCBA），MSHA / 
NIOSH （经批准或同等的）和全套防护装置。 

 

6.1 个人预防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理步骤 

人员防护措施： 进行疏散，禁止无关人员及未穿戴防护设备人员进入泄露区域。 

避免吸入蒸气、雾、或烟雾，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和衣着。 

6.2 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预防措施： 避免流入雨水下水道、沟渠和河道。 

第3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皮肤_刺激_2 眼部_损伤_1 STOTSE3 

 

急性_经口_4 皮肤_刺激_2 眼部_刺激_2 

 

第4部分：急救措施 模板D 

第5部分：消防措施 

第6部分：意外泄漏应急处理  

急性_经口_4 眼部_刺激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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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遏制和清理的方法及材料 

遏制方法： 熔化的焊锡在冷却时会凝固，并且可以被刮掉。 

清理方法： 凝固的焊锡冷却时可以被刮掉。 
若用气炬切割大块，请使用防范措施避免吸入烟雾。 

6.4 参考其他部分 

其他泄漏的预防措施： 个人防护装备信息，请参见第8部分。 

 

 

7.1 安全操作的预防措施 

操作:  使用时，保持充分通风。避免吸入蒸气或烟雾。必须按照说明书使
用。 

特殊操作： 切勿在通风不充分的区域使用。 

卫生规范： 避免吸入蒸气、雾或烟雾，操作后彻底清洗。 

7.2 安全储存条件，包括不相容物质 

储存：  储存在4°-10°C（40°-50°F）的环境下。密闭储存。请勿与食品一同
储存。 

7.3 特定最终用途 

 

 

8.1 控制参数 
8.2 暴露控制 

工程控制：  使用适当的工程控制，如工艺封闭、局部排气通风、或其他工程控制，
以控制空气中的物质浓度低于建议的暴露限值。如果此类系统没有效果，
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防护设备应效果良好且符合OSHA或其他公
认标准。向本地制造商咨询如何选择、训练使用、检查和维护个人防护
设备。 

眼部防护： 佩戴侧边防护眼镜。 

手部防护： 穿戴合适的防护手套。相关渗透率数据，请参阅手套生产商的资料。 
 

呼吸防护： 当通风不足以消除呼吸区的烟雾时，应佩戴安全认可的呼吸器或自给式
呼吸器。 
 

卫生规范： 避免吸入蒸气、雾或烟雾，操作后彻底清洗。 

 

 

9.1 基本理化特性信息 理化特性 

颜色： 灰色 

气味： 温和 

pH值： 未确定 

熔点： > 50 °C (> 212 °F) 

沸点： 124-198°C (255 - 388 °F) 

闪点: > 76 °C (>169 °F) 

燃点： 未确定 

燃烧下限： 未确定 

燃烧上限： 未确定 

蒸汽压： 未确定 

蒸汽密度： 未确定 

第7部分: 操作与储存  

第8部分：接触控制/个人防护  

第9部分：理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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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0.8-1.2 g/cm³ (@ 20 °C (68 °F)) 

溶解性： 可溶解 

蒸发率： 未确定 

分配系数： 未确定 

挥发百分比： 未确定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未确定 

粘度： 400-1000kcPs 

9.2 其他信息 

第9部分中的注释： 无。 

 

 

10.1 反应活性 

反应活性： 不适用。 

10.2 化学稳定性 

化学稳定性： 常温常压下，稳定 

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聚合危害： 未报告 

10.4 需避免的环境条件 

需避免的环境条件： 高温、高湿度 

10.5 不相容物质 

不相容物质： 可能会与浓酸发生反应。银与过氧化氢不相容，并会同稀硝酸和浓硫酸
发生反应。 
 

 

 

11.1 毒理效应信息  

柠檬酸： 

眼部毒性： 眼部摄入-家兔标准眼刺激性实验：750ug/24H[严重](RTECS) 
 

摄入毒性： 经口-大鼠LD50-致死剂量，杀死50%：3 gm/kg [除致死剂量外，毒
性作用的细节未作报告] 

经口-大鼠LD50-致死剂量，杀死50%：11700 mg/kg [行为-共济失调
-心率变化，肺，胸，呼吸-呼吸抑制](RTECS) 

氯化铵： 

皮肤毒性： 皮肤摄入-家兔LD50-致死剂量，杀死50%：>2000 gm/kg [除致死剂
量外，毒性作用的细节未作报告](RTECS) 

 

摄入毒性： 经口-大鼠LD50-致死剂量，杀死50%：>5000 mg/kg 
[胃肠-动力亢进、腹泻] (RTECS) 

 

吸入毒性： 吸入-大鼠LC50 - 致死浓度，杀死50%：>5100 mg/m3/4H 

[除致死剂量外，毒性作用的细节未作报告] (RTECS) 

苹果酸： 
 

眼部毒性： 眼部摄入-家兔标准眼刺激性实验：750ug/24H[严重](RTECS) 
 

摄入毒性： 经口-大鼠LD50-致死剂量，杀死50%:：1600 mg/kg [除致死剂量外，
毒性作用的细节未作报告](RTECS) 
 

潜在健康影响： 暴露于焊接烟雾和蒸气的环境中，可能会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

产生刺激。 

第10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第11部分：毒理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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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途径： 眼睛、皮肤、吸入、食入。 

 

 

12.1 生态毒性 

生态毒性：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材料对植物/动物的
影响： 

在高浓度下，该产品可能会对植物和动物具有危害性。 

12.2 持久性和降解性 

生物降解： 助焊剂具有生物可降解性。 

12.3 生物累积的潜在可能性 

生物累积： 未确定 

12.4 土壤中的迁移性 

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性： 未确定 

 

 

 
 

13.1 废弃物处置方法 

废弃物处置： 在处置之前，应查阅《美国联邦法规》第40篇第261.3章中的美国环保局
相关指南，确认有害废弃物的分类。 

此外，必要时应了解您所在州或地方的废弃物要求或指南，确保符合其
要求。根据环保局和/或州及地方指南，处置废弃物。 

 

 

DOT运输名称： 未规定。 

DOT UN编号： 未规定。 

IMDG运输名称： 未规定。 

IMDG UN 编号： 未规定。 

IATA运输名称： 未规定。 

IATA UN 编码： 未规定。 

RID/ADR 运输名称： 未规定。 

RID/ADR UN 编号： 未规定。 

 
 

 

15.1 化学品或混合物适用的安全、健康及环境法规/法令 

    法规- 基于成分： 

柠檬酸 

加拿大DSL: 认证 

第13部分：废弃物处置  

第12部分：生态学信息  

第14部分：运输信息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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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6-2018 Enviance Inc. 版权所有。 

慢性健康危险 

有毒物质身份识别
系统（HMIS）： 

2018-08-30 13:51:40 

本数据表所含信息是基于我司认为准确的数据信息。但是，我司不对数
据的准确性或者因使用该数据而导致的后果做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此
外，对于由该物质直接对最终用户造成的伤害，即使按照正确的安全规
程，诺信EFD有限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使用该物质过程中的风险需
由最终用户自行承担。 

修订时间： 

免责声明： 

15.2 化学品安全评估 

认证 TSCA名录状态： 

认证 加拿大DSL: 

认证 TSCA名录状态： 

苹果酸： 

认证 加拿大DSL: 

认证 TSCA名录状态： 

氯化铵： 

 

 

 

 

 

 

 

 

 

 
 

 

 

 

 

 

 

 

 

 

 
 

 

 

 

 

健康 1 

可燃性 1 

反应活性 0 

PPE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