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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克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位于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 503 号，专业从事硅橡胶、硅氧烷聚合物、硅油、

有机硅乳液、硅酮密封胶等生产与销售。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25 万 m2，用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苏[2017]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0108194 号）。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7 日

取得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备案表（项目代码：2018-320552-26-03-528895），

并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取得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意见（张保审批

[2020]21 号）。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5 月 31 日建设竣工，并发

布竣工及环境保护设施调试信息公示，从 2021 年 9 月 28 日开始环境保护设施调试。 

本项目验收基本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验收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600t/a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 

2 项目性质 扩建 

3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4 建设地点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 503 号 

5 项目代码 2018-320552-26-03-528895 

6 环评审批部门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7 环评批复文号及时间 张保审批[2020]21 号，2020 年 2 月 20 日 

8 环评编制单位 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 废气设施设计单位 福斯特惠勒（河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 废气设施施工单位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11 验收监测单位 江苏泰华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12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13 开工建设时间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4 项目竣工时间 2021 年 5 月 31 日 

15 设备调试起始时间 2021 年 9 月 28 日 

16 验收监测时间 2022.4.11~12、2022.5.19~20、2022.6.15~16、2022.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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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成立验收工作组，并委托江苏泰华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评报告及批复、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监测结果、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相关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瓦克公司编制完成《瓦克

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作为本次验收报告的组成部分，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环境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监测情况说明： 

（1）2022.4.11~12 对本项目新增的布袋除尘器+活性炭装置进口、出口有组织废气

（监测因子：非甲烷总烃），无组织废气（监测因子：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厂界噪声

进行现场监测。 

该次检测时，由于检测单位对颗粒物采取的检测分析方法为《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7 号），颗粒物检出限为 20mg/m3，而本项目颗粒物进出口浓度均较低，导致颗粒

物浓度均未检出，因此，需要采用低浓度颗粒物检测方法进行补测。 

（2）2022.5.19~20 对本项目新增的布袋除尘器+活性炭装置进口、出口有组织废气

（监测因子：颗粒物）进行现场监测。 

第一次、第二次的检测主要针对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的进出口进行监测，遗漏了对

本项目所依托的 1#排气筒进行检测，因此，需要对 1#排气筒进行补测。 

（3）2022.6.15~16 对本项目所依托的 1#排气筒汇总排放口进行现场监测（监测因

子：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按照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对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管控要求，需要对 RTV1 车间外监控点非甲烷总烃进行补测。 

（4）2022.7.21~22 对本项目所在的 RTV1 车间外监测点非甲烷总烃进行现场监测

（监测因子：非甲烷总烃） 

（5）噪声监测点位：瓦克公司北侧、西侧厂界紧邻陶氏公司，瓦克公司厂界外 1m

已位于陶氏公司厂内，不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对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置要求，因此，瓦克公司北侧、西侧厂界噪声无法进行监测。 

（6）监测批次选择理由：本项目涉及 6 个密封胶和胶粘剂产品类型，分别为脱醇

硅酮密封胶、脱酸硅酮密封胶、脱肟硅酮密封胶、脱醇胶粘剂、脱酸胶粘剂、脱肟胶粘

剂，各产品生产时产生的废气污染物因子均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根据环评估算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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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参数，脱醇硅酮密封胶生产时颗粒物排放浓度最高，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非甲烷总

烃排放浓度最高，因此选择脱醇硅酮密封胶、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进行验收监测，满

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监测频次要求。 

（7）工况说明 

瓦克化学现有项目中依托 1#排气筒排放的项目为 6000t/a 室温硫化硅橡胶（即密封

胶）项目，在本次验收的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验收期间，现有项目平均产能

负荷为 75%-100%，处于正常生产工况。 

因此，在对 1#排气筒出口以及厂界无组织、厂内非甲烧总经监测时，本次验收的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以及现有项目均处于正常工况。 

说明材料见附件。 

1.2 验收内容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2）项目建成情况，包括建设性质、规模、地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及产量、

原辅材料消耗，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和依托工程内容及规模等。 

（3）环保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实际环保投资，污染物治理设施，环境风险防范等

设施的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果。 

（4）项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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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施行； 

（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5 号，2021.1.1 施行；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5）《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2021.3.1 施行； 

（6）《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2019.8.22 修改； 

（7）《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11 号； 

（8）《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2018]11

号； 

（9）《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 

（10）《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苏环监[2006]2 号； 

（11）《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12）《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34 号； 

（13）《关于委托部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苏环办[2016]326 号。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 号。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2 月； 

（2）《关于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张保审批[2020]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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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瓦克公司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东经120°28'13.80"，北纬

31°59'11.00"），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1。 

瓦克公司厂区东侧为荒地，南侧为华瑞化工，西侧和北侧均为陶氏化学，企业周边

500m范围现状见附图2。 

本项目不新增构筑物，依托现有RTV1车间南侧空置区域，厂区平面布置见附图3。 

瓦克公司全厂设1个废水总排口（含生活污水），已设置污水流量、pH、COD在线

监测装置；1处雨水排口，已设置pH、COD在线监测装置，均位于厂区南侧。 

本项目设1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经净化后的尾气依托现有1#排气筒排放。

噪声源主要为搅拌器、各类风机和泵等设备运行噪声，集中在RTV1车间内。 

主要污染源位置见附图3。 

3.2 建设内容 

本项目基本建设内容对照情况见表3.2-1；产品方案对照情况见表3.2-2；主体工程对

照情况见表3.2-3；公辅工程对照情况见表3.2-4；主要生产设备和公用设备见表3.2-5。 

表3.2-1   项目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型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批/建 

一致性 

1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一致 

2 项目性质 扩建 扩建 一致 

3 占地面积 60m2 60m2 一致 

4 职工人数 不新增职工 不新增职工 一致 

5 全年工作时间 320d/a，7680h 320d/a，7680h 一致 

6 工作班制 每天3班；每班8小时 每天3班；每班8小时 一致 

7 总投资 总投资额：320万元 总投资额：320万元 一致 

8 环保投资 环保投资：40万元 环保投资：40万元 一致 

表3.2-2   项目产品方案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设备产能 

（t/a） 
批/建一致性 

产品名称 产能（t/a） 

1 

600t/a密封胶和胶粘

剂扩建项目 

脱醇硅酮密封胶 425 425 一致 

2 脱酸硅酮密封胶 50 50 一致 

3 脱肟硅酮密封胶 50 50 一致 

4 脱醇胶粘剂 25 25 一致 

5 脱酸胶粘剂 25 25 一致 

6 脱肟胶粘剂 25 25 一致 

7 合计 600 60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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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主要建（构）筑物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

号 
项目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建设情况 批建一致性 

1 RTV1车间 依托现有RTV1车间，本项目占地约60m2 与环评一致 一致 

表3.2-4   公用及辅助工程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别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情况 
建设内容 设计能力 备注 

1 

公用 

工程 

供水 本项目不增加用水量 / 与环评一致 

2 排水 不增加废水排放量 / 与环评一致 

3 供电 本项目增加用电量 30 万 KWh/a 依托现有变电站控制室 与环评一致 

4 供热 本项目采用电加热 / 与环评一致 

5 蒸汽 本项目不新增蒸汽用量 / 与环评一致 

6 氮气 本项目氮气用量 3000Nm3/a 依托现有管网，由陶氏供给 与环评一致 

7 压缩空气 本项目压缩空气用量 3000Nm3/a 依托现有管网，由陶氏供给 与环评一致 

8 环

保 

工

程 

废气

处置 

投料废气、搅拌废气、

挤出废气 
1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系统 

依托现有1#排气筒排放 

（排气筒高度15m） 
与环评一致 

9 固废

堆场 

危险废物暂存区域 建筑面积：955.45m2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0 一般固废暂存区域 建筑面积：477.72m2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1 

环境风险 

消防水罐 
2×4000m3（1个在陶氏、1个在瓦

克）、2×2000m3（均在陶氏）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12 事故应急池 8441m3 
依托现有，应急明渠（兼顾雨

水池功能） 
与环评一致 

13 在线监测 
污水总排口：流量、pH、COD 

雨水总排口：pH、COD 
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表3.2-5   主要生产设备和公用设备对照情况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环评 实际 变化量 

1 100L 搅拌机 GFLJ-100L（EX-DIIBT4） 1 1 0 

2 100L 压料机 YGJ 50T-100L（EX-DIIBT4） 1 1 0 

3 真空系统 KVAH100（EX-DIIBT4） 1 1 0 

4 冷/热模温机 / 1 1 0 

5 粉料开袋加料系统 SPT020（EX-DIIBT4） 1 1 0 

6 甲类液体料输送隔膜泵 NDP-15BST 3 3 0 

7 通风除尘系统 Q=5000m3/h（EX-DIIBT4） 1 1 0 

8 
尾气处理装置 

（布袋除尘器+活性炭） 
Q=900m3/h 1 1 0 

9 恒温恒湿系统 转轮除湿机 Q=6000m3/h（EX-DIIBT4） 1 1 0 

10 4#支装机* 
德国施沃德，1000L 缸压料机+计量单元

+灌装机+装箱机+贴标机 
1 1 0 

注*：4#支装机用于RTV1 车间内“一期 20kt/a硅氧烷聚合物”项目和年产 21000t 硅酮密封胶扩建项目产品的支

装，非本项目使用，产品支装过程无废水、废气污染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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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监测期间各原辅料消耗量见表3.3-1。 

表3.3-1   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原料及用途 

环评中原辅料消耗情况 监测期间平均

批次消耗量

（kg/批次） 
年消耗 

（t/a） 

折算批次消耗量 

（kg/批次） 

1 

脱醇硅酮 

密封胶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69.063 16.25 60.44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69.062 16.25 5.36 

3 氧化铝 152.373 35.85 0 

4 碳酸钙 101.582 23.90 0 

5 白炭黑 12.698 2.99 2 

6 钛酸酯 8.5 2 0 

7 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8.5 2 2.3 

8 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 8.5 2 0 

9 聚乙二醇（ST43） 0 0 0.24 

10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CAT41） 0 0 0.14 

1 

脱酸硅酮 

密封胶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8.13 16.26 52.71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8.12 16.24 12.3 

3 氧化铝 11.673 23.346 0 

4 碳酸钙 17.509 35.018 0 

5 白炭黑 2.189 4.378 2 

6 钛酸酯 1 2 0 

7 甲基三乙酰氧基硅烷 1 2 0 

8 乙基三乙酰氧基硅烷 1 2 2.4 

9 二乙酸二丁基锡（DBTA） 0 0 0.3 

1 

脱肟硅酮 

密封胶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8.13 16.26 29.04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8.12 16.24 1.88 

3 氧化铝 11.673 23.346 0 

4 碳酸钙 17.509 35.018 35.99 

5 白炭黑 2.189 4.378 1 

6 钛酸酯 1 2 0 

7 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1 2 2 

8 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1 2 0.63 

9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CAT41） 0 0 0.03 

1 

脱醇 

胶粘剂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7.837  31.348 22.06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3.54  14.16 0 

3 碳酸钙 12.64  50.56 39.02 

4 白炭黑 12.64 50.56 1.2 

5 钛酸酯 0.051 0.204 0 

6 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0.5  2 0 

7 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 0.511  2.044 1.3 

8 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203 0.812 1.9 

9 受阻胺光稳定剂 HS-508、抗氧化剂 1135 (B75) 0 0 0.3 

10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CAT41） 0 0 0.03 

11 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0 0 2 

12 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0 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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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料及用途 

环评中原辅料消耗情况 监测期间平均

批次消耗量

（kg/批次） 
年消耗 

（t/a） 

折算批次消耗量 

（kg/批次） 

1 

脱酸 

胶粘剂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7.839  31.356 6.25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3.54  14.16 12.3 

3 碳酸钙 12.643  50.572 34.01 

4 白炭黑 12.643 50.572 1.2 

5 钛酸酯 0.051 0.204 0 

6 甲基三乙酰氧基硅烷 0.5  2 2.4 

7 乙基三乙酰氧基硅烷 0.511  2.044 1.2 

8 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203 0.812 0.48 

9 受阻胺光稳定剂 HS-508、抗氧化剂 1135 (B75) 0 0 0.27 

10 GENIOSIL XB 502 0 0 10.82 

11 MOCIDE 0 0 0.45 

12 WT 1650 0 0 2.4 

13 二乙酸二丁基锡（DBTA） 0 0 0.3 

1 

脱肟 

胶粘剂 

聚二甲基硅氧烷，OH 封端（FD6，FD20，FD80） 7.84  31.36 18.142 

2 聚二甲基硅氧烷，甲基封端（AK100） 3.54  14.16 12.158 

3 碳酸钙 12.644 50.576 24.325 

4 白炭黑 12.644 50.576 2.708 

5 钛酸酯 0.051 0.204 0 

6 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0.5 2 2.1 

7 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 0.511 2.044 0.7 

8 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203 0.812 0.6 

9 聚乙二醇（ST43） 0 0 0.93 

10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CAT41） 0 0 0.03 

3.4 水源及水平衡 

本项目无新增用水及污废水排放。 

3.5 生产工艺 

（一）硅酮密封胶生产工艺描述 

硅酮密封胶采用间歇式生产工艺。本项目三种硅酮密封胶（脱醇型硅酮密封胶、脱

酸型硅酮密封胶和脱肟型硅酮密封胶）与胶粘剂共用一套生产设备轮流进行生产。 

（1）脱醇硅酮密封胶生产过程 

本项目粉状原料设置了一套粉料开袋加料系统，主要用于碳酸钙、二氧化硅和氧化

铝的投料。粉料开袋加料系统包含可密闭手套箱、输送设备、筒仓、计量系统和负压输

送管道等。袋装的碳酸钙、二氧化硅和氧化铝先整包放入手套箱，然后密闭手套箱的盖

子，人工进行拆包作业，各粉料拆包后通过输送设备送至各自的筒仓暂存，在向搅拌机

投料时，经计量的粉料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投加到搅拌缸中。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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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

配比分别将填料（氧化铝、碳酸钙、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然后开启搅拌，若有

需要，同时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对搅拌缸内的物料进行间接加热（最高操作温

度为120℃），搅拌和加热过程同时进行，以增加物料的流动性，方便各物料的混合均匀；

搅拌10~20min后，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将物料温度降到40℃以下，停止搅拌，

将经计量的甲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通过气动密闭泵入搅拌缸，开启

搅拌，搅拌5~10min后，通过真空泵抽真空（真空度≥150mbar），以去除物料中的气泡，

排出副反应生成的小分子有机物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同时减少体系中的水分，减

少副反应的发生，在真空下搅拌5~10min，直至物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系

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搅拌约20min，至此密封胶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空，

挤出和包装，即得到密封胶产品，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1小时。 

 

图3.5-1   脱醇硅酮密封胶生产工艺流程图 

（2）脱酸硅酮密封胶生产过程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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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

配比分别将填料（氧化铝、碳酸钙、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然后开启搅拌，若有

需要，同时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对搅拌缸内的物料进行间接加热（最高操作温

度为120℃），搅拌和加热过程同时进行，以增加物料的流动性，方便各物料的混合均匀；

搅拌10~20min后，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将物料温度降到40℃以下，停止搅拌，

将经计量的甲基三乙酰氧基硅烷、乙基三乙酰氧基硅烷，通过气动密闭泵入搅拌缸，开

启搅拌，搅拌5~10min后，通过真空泵抽真空（真空度≥150mbar），以去除物料中的气泡，

排出副反应生成的小分子有机物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同时减少体系中的水分，减

少副反应的发生，在真空下搅拌5~10min，直至物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系

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搅拌约20min，至此密封胶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空，

挤出和包装，即得到密封胶产品，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1小时。 

 

图3.5-2   脱酸硅酮密封胶生产工艺流程图 

（3）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过程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

配比分别将填料（氧化铝、碳酸钙、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然后开启搅拌，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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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同时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对搅拌缸内的物料进行间接加热（最高操作温

度为120℃），搅拌和加热过程同时进行，以增加物料的流动性，方便各物料的混合均匀；

搅拌10~20min后，通过搅拌缸夹套内的换热介质将物料温度降到40℃以下，停止搅拌，

将经计量的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和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通过气动密闭泵入搅拌缸，

开启搅拌，搅拌5~10min后，通过真空泵抽真空（真空度≥150mbar），以去除物料中的气

泡，排出副反应生成的小分子有机物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同时减少体系中的水分，

减少副反应的发生，在真空下搅拌5~10min，直至物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

系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搅拌约20min，至此密封胶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

空，挤出和包装，即得到密封胶产品，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1小时。 

 

图3.5-3   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胶粘剂生产工艺描述 

胶粘剂采用间歇式生产工艺。本项目三种胶粘剂（脱醇胶粘剂、脱酸胶粘剂和脱肟

胶粘剂）与硅酮密封胶共用一套生产设备轮流进行生产。 

（1）脱醇胶粘剂生产过程 

本项目粉状原料设置了一套粉料开袋加料系统，主要用于碳酸钙、二氧化硅的投料。

粉料开袋加料系统包含可密闭手套箱、输送设备、筒仓、计量系统和负压输送管道等。

袋装的碳酸钙、二氧化硅先整包放入手套箱，然后密闭手套箱的盖子，人工进行拆包作

业，各粉料拆包后通过输送设备送至各自的筒仓暂存，在向搅拌机投料时，经计量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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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投加到搅拌缸中。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开启真空泵通过真空泵抽

真空（真空度≥150mbar），然后开始搅拌，搅拌时长约 15min；然后将经计量的甲基三

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通过气动

密闭泵入搅拌缸，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5~10min；然后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配比分别

将填料（碳酸钙或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10~15min，直至物

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系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在真空状态下搅拌约 20min，

至此胶粘剂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空，挤出和包装，即得到脱醇胶粘剂产品，

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 1.5 小时。 

 

图3.5-4   脱醇胶粘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2）脱酸胶粘剂生产过程 

本项目粉状原料设置了一套粉料开袋加料系统，主要用于碳酸钙、二氧化硅的投料。

粉料开袋加料系统包含可密闭手套箱、输送设备、筒仓、计量系统和负压输送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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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的碳酸钙、二氧化硅先整包放入手套箱，然后密闭手套箱的盖子，人工进行拆包作

业，各粉料拆包后通过输送设备送至各自的筒仓暂存，在向搅拌机投料时，经计量的粉

料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投加到搅拌缸中。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开启真空泵通过真空泵抽

真空（真空度≥150mbar），然后开始搅拌，搅拌时长约 15min；然后将经计量的甲基三

乙酰氧基硅烷、乙基三乙酰氧基硅烷、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通过气

动密闭泵入搅拌缸，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5~10min；然后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配比分

别将填料（碳酸钙或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10~15min，直至

物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系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在真空状态下搅拌约

20min，至此胶粘剂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空，挤出和包装，即得到脱醇胶粘

剂产品，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 1.5 小时。 

 

图3.5-5   脱酸胶粘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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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肟胶粘剂生产过程 

 

图3.5-6   脱肟胶粘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本项目粉状原料设置了一套粉料开袋加料系统，主要用于碳酸钙、二氧化硅的投料。

粉料开袋加料系统包含可密闭手套箱、输送设备、筒仓、计量系统和负压输送管道等。

袋装的碳酸钙、二氧化硅先整包放入手套箱，然后密闭手套箱的盖子，人工进行拆包作

业，各粉料拆包后通过输送设备送至各自的筒仓暂存，在向搅拌机投料时，经计量的粉

料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投加到搅拌缸中。 

本项目采用可移动的搅拌缸，在每批次生产之前，先检查搅拌缸内是否清洁，确定

搅拌缸内清洁、密封部件完好后，开始操作。先将搅拌缸人工移动至液态原料加料区，

人工将开包和计量的硅油（聚二甲基硅氧烷等）加入到搅拌缸内，加料过程在集气罩下

进行。然后加盖后人工将搅拌缸转移至搅拌台，密闭搅拌缸，开启真空泵通过真空泵抽

真空（真空度≥150mbar），然后开始搅拌，搅拌时长约 15min；然后将经计量的甲基三

丁酮肟基硅烷、乙烯基三丁酮肟基硅烷、3-(2-氨基乙基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通过

气动密闭泵入搅拌缸，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5~10min；然后通过负压输送的方式按照配比

分别将填料（碳酸钙或二氧化硅）加入到搅拌缸内，在真空状态下搅拌 10~15min，直

至物料混合均匀；通过小批量物料投加系统加入经计量的钛酸酯，在真空状态下搅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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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至此胶粘剂的制备过程结束，通入氮气破真空，挤出和包装，即得到脱醇胶粘

剂产品，每批次产品生产过程的时间约为 1.5 小时。 

3.6 项目变动情况 

对照本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根据前述3.1~3.5章节内容，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

中发生的变动主要为原辅料变化情况。 

（1）变化情况 

增加①聚乙二醇（ST43）、②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

（CAT41）、③二乙酸二丁基锡（DBTA）、④受阻胺光稳定剂HS-508和抗氧化剂1135(B75)、

⑤GENIOSIL XB 502、⑥MOCIDE、⑦WT 1650等7种原辅料使用。 

（2）原料用途 

增加原料主要密封胶或胶粘剂生产所需的辅助原料，不涉及产品品种、产能变化。 

（3）适用判定条件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与此部

分相关的判断内容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

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①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②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③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④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4）是否重大变动分析 

①增加原料主要密封胶或胶粘剂生产所需的辅助原料，不涉及产品品种、产能变化。 

②增加原料不会导致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量增加。 

经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内容

要求，辨别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以上变动不属

于重大变动，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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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新增7种原辅料理化性质表 

名称和化学式 CAS 号 理化性质 燃烧爆炸性 毒性 

聚乙二醇（ST43） / 
无色~微黄色液体，水溶解性：100g/L（20℃），相对

密度（水=1）：1.03，熔点：无资料，沸点：无资料 
闪点＞250℃ LD50：＞2000mg/kg（大鼠经口）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

基锡的反应产物（CAT41） 
93925-42-9 

无色~微黄色液体，水溶解性：几乎不溶，熔点：无资

料，沸点：197.6℃，相对密度（水=1）：1.09 
闪点：38℃ LD50：1000mg/kg（大鼠经口） 

二乙酸二丁基锡（DBTA） 1067-33-0 

无色液体，水溶解性：不溶于水，熔点：12℃，沸点

142~145℃（13hPa），蒸汽压力：1.7hPa（25℃），

相对密度（水=1）：1.32（25℃） 

闪点：150℃，燃点：＞200℃ / 

受阻胺光稳定剂HS-508和抗氧化

剂 1135(B75) 
/ 

黄色液体，微弱气味，熔点：无资料，沸点：200℃，

蒸气压：＜0.01Pa（25℃），密度：0.95~1.0g/cm3（20℃） 
闪点：＞100℃，自燃：＞360℃ LD50：＞2000mg/kg（大鼠经口） 

GENIOSIL XB 502 / 
无色，灰暗液体（25℃、1.013hPa），水溶解性：不

溶于水（25℃），相对密度（水=1）：1.13（25℃） 
闪点：＞100℃，燃点：＞380℃ LD50：2000mg/kg（大鼠经口） 

MOCIDE / 透明液体，熔点：无资料，沸点：无资料 闪点：75℃在 1013 百帕（760mmHg) LD50：5135mg/kg（大鼠经口） 

WT 1650 / 
无色液体，类胺性气味，水溶解性：几乎不溶，相对

密度（水=1）：0.97（25℃） 
闪点：111℃，燃点：420℃ LD50：＞2000mg/kg（大鼠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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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本项目无新增用水及污废水排放。 

4.1.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工艺废气包括投料废气、搅拌废气和挤出废气，其中投料废气由集气罩收集，

搅拌、挤出废气经密闭收集后，经新增的一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后，依

托现有15m高的1#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扩建项目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未被收集的投料废气、搅拌废气和挤出废气，

主要污染因子包括：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有组织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见表4.1-1，废气流向及采样口位置见图4.1-1，废气

收集处理装置照片见图4.1-2。 

表4.1-1   有组织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车间名称 污染源名称 污染物种类 收集方案 治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高度 

RTV1 

车间 

投料废气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集气罩 
1 套布袋除尘器+活性

炭吸附装置 
1#，15m 搅拌废气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密闭收集 

挤出废气 非甲烷总烃 密闭收集 

 

图 4.1-1   本项目废气收集处置流向图（○：采样口） 

现有项目 

其他废气 

投料废气 

搅拌废气 

挤出废气 

1 套布袋除尘器+活性

炭吸附装置 

1#，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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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 1#排气筒出口采样孔 

图4.1-2   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照片 

3、防护距离 

根据环评，以瓦克公司厂区边界外50m范围设置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勘查，卫生

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 

4.1.3噪声 

1、噪声源 

主要噪声源为搅拌器、各类风机和泵等设备运行噪声，噪声源强见表 4.1-2，通过

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建筑物隔声、合理布局、加强绿化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影响。 

表 4.1-2   项目主要设备噪声源强 
序号 设备名称 等效声级 dB（A） 套/台数 运行方式 所在车间/工段 

1 真空泵 85 1 间断 

RTV1 车间 

2 搅拌机 80 1 间断 

3 压机 75 1 间断 

4 风机 85 1 间断 

5 隔膜泵 85 3 间断 

6 转轮除湿机 85 1 间断 

2、治理设施 

采取的措施包括： 

（1）车间配置防高噪音耳塞，车间悬挂高噪音分布图、职业危害告知牌等噪音防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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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车间内的搅拌机、压机等生产设备，采用车间隔声等措施。 

（3）加强厂界绿化，利用建筑物与树木阻隔声音的传播，减少噪声污染。 

 
防高噪音耳塞 高噪声分布图 

图 4.1-3   噪声治理设施图片 

4.1.4固（液）体废物 

1、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置 

本项目固废包括危险废物、一般固废及生活垃圾。 

（1）危险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拆包过程产生的废包装桶、废包装袋；每批

次生产结束后搅拌缸清洗产生的废清洗液；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生产过程产

生的沾染化学品的废抹布、手套等；导热油更换产生的废油。 

（2）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产生的废硅酮密封胶、废胶粘剂；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

废除尘器灰。 

表 4.1-3   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来源 性质 类别 代码 
环评估算产

生量（t/a） 

实际产生量

（t/a） 
暂存场所 

处理处置

方式 

1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危险 

废物 

HW49 900-039-49 2.75 2.75 

危废仓库 

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

处置 

2 清洗废液 设备清洗 HW06 900-404-06 0.5 0.5 

3 废抹布、手套等 设备擦拭等 HW49 900-041-49 0.5 0.5 

4 废油 设备更换 HW08 900-249-08 0.2t/3 年 暂未产生 

5 废包装袋 拆包 HW49 900-041-49 0.6 0.6 

6 废包装桶 拆包 HW49 900-041-49 24.79 24.79 

7 废硅酮密封胶 生产/包装等 

一般 

固废 

/ / 3.0635 3.0635 

一般固废 

仓库 
外售 8 废胶粘剂 生产/包装等 / / 0.4184 0.4184 

9 废除尘器灰 废气处理 / / 3.404 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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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废暂存场所 

厂区内固废仓库整体建筑面积 1433.17m2，分别存放一般固废（477.72m2）和危险

废物（955.45m2），位于瓦克公司厂区北侧。固废仓库按照甲类仓库进行设计和建设，

危废暂存区域在管理上积极接入张家港保税区（金港镇）危废智能监管平台，危废暂存

区域的出入口、贮存设施内外部等关键区域的监控视频，已接入监管平台，认认真真地

把瓦克公司危废管理工作做好、做扎实。 

危废暂存库建设和管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具体包括： 

①建有基础防渗设施，设排水地沟及收集池。 

②防风、防雨、防晒。 

③配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设施，并设有应急防护设施。 

④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标志牌。 

⑤危险废物装入容器内，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堆放在一起，在包装的明显位置上粘

贴危险废物标签（包括类别和主要成分），并作好相应的记录。含油类废物、蒸发残液

由专用带盖容器暂时存放，收集废液的容器开孔直径不大于 70mm。 

⑥配备防腐、防渗的专用塑胶桶，已装盛废物的包装容器妥善盖好或密封，容器表

面保持清洁。 

⑦由专业人员操作，单独收集和贮运，严格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

规范》（HJ2025-2012）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⑧危险废物临时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库内储存方式见表 4.1-4，危废仓库照片见图 4.1-4。 

表 4.1-4   危废暂存方式汇总表 

序号 危废名称 暂存方式 

1 废活性炭 密闭桶装 

2 清洗废液 密闭桶装 

3 废抹布、手套等 密闭桶装 

4 废油 密闭桶装 

5 废包装袋 密闭桶装 

6 废包装桶 密闭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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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控设施 1 内部消防设施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内部监控设施 2 

  

地面导流沟 防腐防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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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仓库室内顶部喷淋设施 危废标签 4 

图 4.1-4   固废仓库照片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瓦克公司厂内已设置事故池、消防器材等环境风险应急设施以及相关消防设施，现

在照片见图 4.2。瓦克公司已编制全厂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包含本项目建设内容），并

完成备案手续（备案号：320582-2021-169-M）。 

 

 

固废仓库事故池 污水自动切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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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报警设施 厂内消防设施 

图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照片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见表 4.3，本项目环保设施符合“三同时”要求，即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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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设施数量、规模、处理能力等） 处理效果、执行标准或拟达要求 
完成时

间 

废气 

投料废气、搅拌废气

（真空泵废气）、挤出

废气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新增一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处理装置，依托

现有 15m 高 1#排气筒排放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与主体

工程同

步完成 

噪声 
搅拌缸、压机、风机、

泵类等设备噪声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减振、绿化等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固废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清洗废液、

废抹布、手套等、废油 

、废包装袋、废包装桶 

危险废物在厂内暂存后送往危废处置公司 

不产生二次污染 

一般工业固废 
废硅酮密封胶、废胶粘

剂、废除尘器灰 
外售综合利用 

地下水 
废水处理站、储罐区、仓库区、危废暂存间、

生产车间、厂区内各类污水管线等 
采用相应防腐和防渗漏措施 不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 

事故应急措施 

8441m3 应急明渠（兼顾雨水池），2×4000m3（1 个在陶氏、1 个在瓦克）、2×2000m3（均在

陶氏）；厂区污水排口为强排式，设置流量计、pH、COD 在线监测装置；雨水排口设置截

止阀和 pH、COD 在线监测装置。 

使事故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环境管理（机构、监

测能力等） 
依托现有环境管理和监测体系 / 

清污分流、排污口规

范化设置（流量计、

在线监测仪等）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瓦克公司全厂设废水排口 1 个（含生活污水），设置阀门、标志牌； 

雨水排口 1 个，设阀门、标志牌。 
满足管理需求 

总量平衡具体方案 废水污染物在胜科水务厂内平衡；废气中烟（粉）尘、VOCs 总量在张家港市范围内平衡  满足要求 

卫生防护距离设置 沿瓦克公司厂界外 50m 范围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目标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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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与建议见表5.1-1。 

表5.1-1   环评报告主要结论与建议摘录表（一） 

项目 主要结论 

主要环

境影响 

大气 

根据大气环境影响估算结果，扩建项目正常情况下，各污染因子在区域内最大小时落地浓度均

低于评价标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扩建项目无组织废气计算得到的卫生防护区域位于瓦克公司现有卫生防护区域内。因此，本项

目实施后，卫生防护距离仍为以厂界为边界外50m范围。在此范围内，无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

敏感点存在。 

地表水 本次扩建项目无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排放。 

声环境 
扩建项目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车间隔声及加强维护和管理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后，

经预测，厂界噪声达标，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固废 
扩建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在采取相应处置及综合利用措施后，固废外排量为零，对

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综上，提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本次扩建项目符合当前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本次扩建项目满足国家、江苏省及地方各项环保要求； 

◆本次扩建项目符合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发展规划要求； 

◆本次扩建项目符合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要求； 

◆本次扩建项目拟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合理可靠，排放的污染物能够满足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可做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区域环境质量良好，有一定环境容量，本次扩建项目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能够维

持当地环境质量，不降低当地环境功能； 

◆本项目增加的废气污染物需建设单位申请，建议在张家港市区内平衡，按照《办

理意见》要求，需进行 2 倍削减替代；本项目不排放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不新增废水

污染物； 

◆本次扩建项目经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经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和减缓措施后，

项目环境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根据公众参与调查结果，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 

综上所述，只要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措施，并确保各项措施均落实到位且正

常运行，则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在采取有效的“三废”治理措施后，可实现达

标排放，不会降低区域现有环境功能。因此，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及应急预案的前提下，从环保的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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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一、根据你公司委托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评报告书的评

价结论和环评技术评估单位的评估结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在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工

园长江路78号现有车间内建设600t/a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可行，同意建设。 

（2）厂区应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质处理”原则完善给排水管网建设。雨

水通过雨水排口排入园区雨水管网，该项目建成后不得增加废水排放量。 

（3）投料废气、搅拌废气（真空泵废气）、挤出废气，经一套新增的布袋除尘器＋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依托现有的15m高的1#排气筒排放；颗粒物、非甲炕总经

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标准。 

（4）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白天≤65分贝，夜间≤55分贝。 

（5）一般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须分类收集。危险废物废活性炭（HW49），

清洗废液（HW06），沾染化学品的废抹布、手套（HW49），废油（HW08），沾染化学

品的废包装袋（HW49），废包装桶（HW49），需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体废物

须委托具有相应处置能力的单位，不得排放；生活垃圾须送当地政府规定的地点进行处

置，不得随意扔撒或者堆放；危险废物厂内贮存必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的规定，在转移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度，禁止将危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 

（6）建设单位应落实环境影呴评价文件提出的以瓦克化学公司厂界为边界外50m

范围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今后该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住宅、医院、学校等环境

敏感目标。 

（7）建设单位须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 加强

化学品运输、储存、装卸和使用等环节的防范措施，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按《关于印

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

号）等要求在试生产前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做好应急预案的宣传、培训工作并定期演练、设置足够容量的事故应急池，雨水、废水

排口设置联锁自动的与外界隔断装置，防止各项污染物的超标事故发生。 

（8）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核算为： 

（一）有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0.0344t/a、非甲烧总烃≤0.0397t/a、VOCs≤

0.0397t/a。无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0.0551t/a、非甲烧总经≤0.001t/a、VOCs≤0.001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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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后全厂有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5.2218t/a、乙酸≤0.11t/a、甲醇

≤1.429t/a、氮氧化物≤l.814t/a、二氧化硫≤0.52t/a、氨≤0.84t/a、非甲烧总经≤110.6824t/a、

VOCs≤112.2214t/a。 

全厂无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0.1151t/a、非甲烧总经≤l.558t/a、VOCs≤l.558t/a。 

（二）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水污染物（接管量/外排量）：废水量≤82557/82557t/a、

COD≤39.124/6.6054t/a、氨氮≤1.458/0.1597t/a、总磷≤0.1248/0.0163t/a、ss≤25.505/5.6386t/a。 

（三）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不得排放。 

（9）排污口设置应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废水、废气、噪声排放口和固体废物存放地设标志牌，废水、废气排放口设置采样口，

安装废水自动计量装置、COD、VOCs等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测仪器，并与苏州市张家港

生态环境局联网。 

（10）本项目建成后，企业需加强对全厂的废水和废气中的特征污染因子的监测。 

（11）企业需建立危废规范化管理平台，充分运用物联网技术，采用含二维码信息

的危险废物标签实现危废从产生到消亡的电子信息识别跟踪，并与张家港保税区危废智

能监管平台联网，实现全过程、可视化、可溯源管理。 

（12）环境影呴评价文件以及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向环保部门申领、变更、延续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 其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13）项目建设期间和生产期间的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由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局监

察大队保税区中队负责。 

（14）本项目建成后，试生产前须报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备案。 

（15）建设单位是该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

开工作。 

（16）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设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报重新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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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废气 

表 6.1-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形式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浓度限值 mg/Nm3 评价标准 

有组织 工艺废气 
非甲烷总烃 60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颗粒物 20 

企业边界大气污

染物浓度限值 
生产车间 

非甲烷总烃 4.0 

颗粒物 1.0 

本项目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限值取0.3kg非甲烷总烃/t产品。 

表 6.1-2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监控点限值 限值含义 监控点位置 评价标准 

非甲烷总烃 

6mg/m3 
监控点处 1h 平均

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20mg/m3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

浓度值 

6.2 废水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6.3 噪声 

表 6.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昼间 夜间 

3 类区 65 55 

标准来源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6.4 总量控制指标 

表 6.4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要素 污染物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t/a） 

废气 

本项目 
非甲烷总烃 0.0397 

颗粒物 0.0344 

1#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1.25 

颗粒物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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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水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7.2 废气 

7.2.1有组织排放 

废气监测名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频次见表 7.2-1。 

表 7.2-1   有组织废气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1 
1#排气筒汇总出口 出口 

非甲烷总烃 

①脱醇硅酮密封胶生产时： 

连续监测 3 批次，1 次/批 

②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 

连续监测 3 批次，1 次/批 

2 低浓度颗粒物 

3 

本项目新增布袋除尘器+活

性炭吸附装置 

设施进口 
非甲烷总烃 

4 低浓度颗粒物 

5 
设施出口 

非甲烷总烃 

8 低浓度颗粒物 

7.2.2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废气监测情况见表 7.2-2，无组织排放监测点见图 7.2。 

表 7.2-2   无组织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风向监控点位 G1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①脱醇硅酮密封胶生产时： 

连续监测 3 批次，1 次/批 

②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 

连续监测 3 批次，1 次/批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2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3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4 

 
图 7.2   厂界污染物监测点位分布图（2022.4.11~12） 

7.3 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量、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见表7.3。 

表 7.3   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点位名称 编号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噪声 

项目东厂界 1 外 1 米 N1 

等效连续 

A 声级 

连续监测 2 天，昼、夜各

监测一次 

项目东厂界 2 外 1 米 N2 

项目南厂界 1 外 1 米 N3 

项目南厂界 2 外 1 米 N4 

 
 

项目所在地 

N4 

N1 

N2 

N3 

陶氏 

黄海路 

陶

氏 

长

江

路 G1 

G2 

G3 

G4 

N 

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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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标准号或方法来源、分析方法见表 8.1。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类别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有组织

废气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38-2017） 0.07mg/m3 

低浓度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1mg/m3 

无组织

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GB/T15432-1995） 0.001mg/m3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604-2017） 0.07mg/m3 

噪声 等效声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8.2 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型号、编号及校准检定情况见表 8.2。 

表 8.2   监测仪器一览表 

一、现场采样检测仪器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检定（校准）有效期至 

TH-S-045 手持式风速风向仪 FYF-1 2022-08-11 

TH-S-084 声校准器 AWA6021A 2023-01-10 

TH-S-085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2023-01-10 

TH-S-088 空盒气压表 DYM3 2023-01-09 

TH-S-119 温湿度计 JR912 2022-06-14 

TH-S-136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7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8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9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014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 2022-06-11 

TH-S-100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 2022-06-11 

TH-S-149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 2023-04-18 

TH-S-150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 2023-04-18 

TH-S-156 负压采样箱 / / 

TH-S-157 负压采样箱 / / 

TH-S-162 负压泵 JY-023 / 

TH-S-163 负压泵 JY-023 / 

TH-S-172 便携采气筒 ZY009 / 

TH-S-114 声校准器 AWA6228+ 2023-06-23 

TH-S-055 多功能声级计 AWA6021A 2022-06-23 

二、实验室检测仪器 

TH-L-048 精密天平 MS205DU 2023-02-18 

TH-L-050 气相色谐仪 7820A 2023-01-05 

TH-L-104 电子天平 ATX224 2023-01-05 

TH-L-105 气相色谱仪 8860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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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8.5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 HJ/T397-2007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 试行 ) 》

（HJ/T373-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中有关规定

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

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围内，即仪器量程的30~70%之间；方法的检出限能够满

足要求。 

8.4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器定期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测量前、后在测量现场进

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小于0.5dB。 

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1）监测批次选择理由 

本项目涉及 6 个密封胶和胶粘剂产品类型，分别为脱醇硅酮密封胶、脱酸硅酮密封

胶、脱肟硅酮密封胶、脱醇胶粘剂、脱酸胶粘剂、脱肟胶粘剂，各产品生产时产生的废

气污染物因子均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根据环评估算的源强参数，脱醇硅酮密封胶生

产时颗粒物排放浓度最高，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最高，因此选择

脱醇硅酮密封胶、脱肟硅酮密封胶生产时进行验收监测，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监测频次要求。 

（2）生产工况记录 

2022 年 4 月~7 月期间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统计的工况见表 9.1。 

表 9.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统计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 

环评中单

批次产能 

（kg） 

生产时间记录 

监测时工况 

平均单批次产量

（kg） 

生产负荷 

（%） 

600t/a 密封胶和胶

粘剂扩建项目 

脱醇硅酮密封胶 75 2022.4.11、2022.5.19、2022.6.15、2022.7.21 66.2 88.2% 

脱肟硅酮密封胶 75 2022.4.12、2022.5.20、2022.6.16、2022.7.22 65.7 87.6% 

9.2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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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排气筒监测结果见表 9.2-1~3。 

表 9.2-1   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出口监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出口 

排放 

标准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标态废气流量 
进口 m3/h 

2022.5.19 
3713 3655 3727 

出口 m3/h 3874 3823 3880 

颗粒物 

进口 
浓度 mg/m3 

2022.5.19 

1.8 2.2 2.7 / 

速率 kg/h 0.0067 0.008 0.01 / 

出口 
浓度 mg/m3 1.4 1.7 1.8 20 

速率 kg/h 0.0054 0.0065 0.007 /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 

标态废气流量 
进口 m3/h 

2022.5.20 
3868 3733 3699 / 

出口 m3/h 3848 3913 3891 / 

颗粒物 

进口 
浓度 mg/m3 

2022.5.20 

2.3 2.3 2.9 / 

速率 kg/h 0.0089 0.0086 0.011 / 

出口 
浓度 mg/m3 1.8 1.9 2.1 20 

速率 kg/h 0.0069 0.0074 0.0082 / 

颗粒物

平均值 

进口 
浓度 mg/m3 

/ 

2.3667 / 

速率 kg/h 0.0089 / 

出口 
浓度 mg/m3 1.7833 20 

速率 kg/h 0.0069 / 

去除效率（%） / 22.5% / 

表 9.2-2   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出口监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出口 

排放 

标准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标态废气流量 
进口 m3/h 

2022.4.11 
1331 1342 1340 

出口 m3/h 1309 1310 1315 

非甲烷

总烃 

进口 
浓度 mg/m3 

2022.4.11 

4.10 3.84 3.29 / 

速率 kg/h 0.0054 0.0052 0.0044 / 

出口 
浓度 mg/m3 3.45 3.24 2.62 60 

速率 kg/h 0.0046 0.0042 0.0034 /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 

标态废气流量 
进口 m3/h 

2022.4.12 
1286 1325 1345 / 

出口 m3/h 1249 1265 1308 / 

非甲烷

总烃 

进口 
浓度 mg/m3 

2022.4.12 

10.7 19.8 12.8 / 

速率 kg/h 0.014 0.026 0.017 / 

出口 
浓度 mg/m3 9.28 10.3 8.81 60 

速率 kg/h 0.012 0.013 0.012 / 

非甲烷

总烃 

平均值 

进口 
浓度 mg/m3 

/ 

9.0883 / 

速率 kg/h 0.0120 / 

出口 
浓度 mg/m3 6.2833 / 

速率 kg/h 0.0082 60 

去除效率（%） / 31.7% / 

根据上表信息，本项目投料废气、搅拌废气、挤出废气经新增的布袋除尘器+活性

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均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中表 5排放浓度限值要求；该套装置对颗粒物的处理效率约为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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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约为 31.7%。 

表 9.2-3   1#排气筒排放口监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1#排气筒排放口 

排放 

标准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醇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标态废气流量 出口 m3/h 2022.6.15 7757 7747 7432 

颗粒物 出口 
浓度 mg/m3 

2022.6.15 

＜1 2.1 1.8 20 

速率 kg/h / 0.016 0.014 / 

非甲烷

总烃 
出口 

浓度 mg/m3 15.6 4.2 3.59 60 

速率 kg/h 0.12 0.032 0.027 / 

检测项目 单位 采样时间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1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2 批 脱肟硅酮密封胶第 3 批 / 

标态废气流量 出口 m3/h 2022.6.16 8313 7812 7955 / 

颗粒物 出口 
浓度 mg/m3 

2022.6.16 

1.0 1.4 1.5 20 

速率 kg/h 0.0081 0.011 0.012 / 

非甲烷

总烃 
出口 

浓度 mg/m3 2.59 5.45 6.25 60 

速率 kg/h 0.021 0.043 0.050 / 

根据上表信息，1#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均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5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无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气象参数记录及排放监测结果见表 9.2-4。 

表 9.2-4   无组织验收监测结果表 
采样时间 2022 年 4 月 11 日 2022 年 4 月 12 日 

执行 

标准 

风向（方向） 西 多云 

风向（度） 270 西南 

检测频次 脱醇硅酮密 

封胶第 1 批 

脱醇硅酮密 

封胶第 2 批 

脱醇硅酮密 

封胶第 3 批 

脱肟硅酮密 

封胶第 1 批 

脱肟硅酮密 

封胶第 2 批 

脱肟硅酮密 

封胶第 3 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上风向 G1 

气压 kPa 100.7 100.7 100.7 100.5 100.5 100.5 / 

气温 ℃ 20.3 22.3 22.9 20.5 22.6 22.1 / 

风速 m/s 1.5 1.6 1.5 1.6 1.6 1.6 / 

下风向 G2 

气压 kPa 100.7 100.7 100.7 100.5 100.5 100.5  

气温 ℃ 20.3 22.3 22.9 20.5 22.6 22.1  

风速 m/s 1.5 1.6 1.5 1.6 1.6 1.6  

下风向 G3 

气压 kPa 100.7 100.7 100.7 100.5 100.5 100.5  

气温 ℃ 20.3 22.3 22.9 20.5 22.6 22.1  

风速 m/s 1.5 1.6 1.5 1.6 1.6 1.6  

下风向 G4 

气压 kPa 100.7 100.7 100.7 100.5 100.5 100.5  

气温 ℃ 20.3 22.3 22.9 20.5 22.6 22.1  

风速 m/s 1.5 1.6 1.5 1.6 1.6 1.6  

上风向 G1 
颗粒物 mg/m3 0.108 0.145 0.109 0.126 0.109 0.145 1.0 

非甲烷总烃 mg/m3 0.62 0.63 0.68 0.84 0.81 0.82 4.0 

下风向 G2 
颗粒物 mg/m3 0.216 0.236 0.291 0.199 0.218 0.200 1.0 

非甲烷总烃 mg/m3 0.86 1.06 0.88 0.90 0.91 0.97 4.0 

下风向 G3 
颗粒物 mg/m3 0.216 0.236 0.218 0.253 0.255 0.218 1.0 

非甲烷总烃 mg/m3 0.98 0.70 0.98 0.87 0.90 0.89 4.0 

下风向 G4 
颗粒物 mg/m3 0.234 0.218 0.254 0.271 0.309 0.254 1.0 

非甲烷总烃 mg/m3 1.15 0.64 0.70 0.87 0.87 0.83 4.0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根据表 9.2-4，瓦克化学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控点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浓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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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9 中浓度限值要求。 

（3）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 

表 9.2-5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表   单位：mg/m3 
样品 

点位 
采样工况 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瞬时值 

1h 平均 

浓度值 

样品 

点位 
采样工况 

样品 

编号 
采样时间 瞬时值 

1h 平均 

浓度值 

RTV1 

（G9）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9-1-1-1 

2022.7.21 

0.41 

0.59 

RTV1 

（G11）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1-1-1-1 

2022.7.21 

0.54 

0.59 G9-1-1-2 0.87 G11-1-1-2 0.46 

G9-1-1-3 0.49 G11-1-1-3 0.76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9-1-2-1 0.72 

0.54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1-1-2-1 0.50 

0.96 G9-1-2-2 0.41 G11-1-2-2 0.54 

G9-1-2-3 0.50 G11-1-2-3 1.84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9-1-3-1 0.47 

0.51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1-1-3-1 0.50 

0.49 G9-1-3-2 0.55 G11-1-3-2 0.49 

G9-1-3-3 0.52 G11-1-3-3 0.47 

RTV1 

（G10）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0-1-1-1 

2022.7.21 

0.52 

0.57 

RTV1 

（G12）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2-1-1-1 

2022.7.22 

0.48 

0.55 G10-1-1-2 0.58 G12-1-1-2 0.50 

G10-1-1-3 0.62 G12-1-1-3 0.68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0-1-2-1 0.42 

0.40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2-1-2-1 0.49 

0.49 G10-1-2-2 0.39 G12-1-2-2 0.46 

G10-1-2-3 0.40 G12-1-2-3 0.51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0-1-3-1 0.43 

0.52 

脱醇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2-1-3-1 0.55 

0.51 G10-1-3-2 0.65 G12-1-3-2 0.54 

G10-1-3-3 0.48 G12-1-3-3 0.44 

RTV1 

（G9）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9-1-1-1 

2022.7.22 

0.48 

0.52 

RTV1 

（G11）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1-1-1-1 

2022.7.22 

0.24 

0.26 G9-1-1-2 0.55 G11-1-1-2 0.26 

G9-1-1-3 0.52 G11-1-1-3 0.28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9-1-2-1 0.54 

0.57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1-1-2-1 1.34 

1.07 G9-1-2-2 0.54 G11-1-2-2 0.33 

G9-1-2-3 0.64 G11-1-2-3 1.53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9-1-3-1 0.46 

0.51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1-1-3-1 0.39 

0.55 G9-1-3-2 0.44 G11-1-3-2 0.44 

G9-1-3-3 0.64 G11-1-3-3 0.82 

RTV1 

（G10）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0-1-1-1 

2022.7.22 

0.46 

0.38 

RTV1 

（G12）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1 批 

G12-1-1-1 

2022.7.22 

0.41 

0.33 G10-1-1-2 0.32 G12-1-1-2 0.30 

G10-1-1-3 0.35 G12-1-1-3 0.29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0-1-2-1 0.34 

0.48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2 批 

G12-1-2-1 0.33 

0.29 G10-1-2-2 0.35 G12-1-2-2 0.27 

G10-1-2-3 0.74 G12-1-2-3 0.26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0-1-3-1 0.33 

0.29 

脱肟硅酮 

密封胶 

第 3 批 

G12-1-3-1 1.77 

0.97 G10-1-3-2 0.24 G12-1-3-2 0.34 

G10-1-3-3 0.30 G12-1-3-3 0.81 

标准限值 / 20 6 标准限值 / 20 6 

根据上表信息，RTV1 车间外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中表 2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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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及公司其他所有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全部正常运行，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6。 

表 9.2-6   噪声验收监测结果表 

监测时间 2022.4.11 2022.4.12 执行标准 是否

达标 检测点位置 单位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 dB（A） 60 50 59 49 

65 55 

是 

N2 dB（A） 57 47 57 48 是 

N3 dB（A） 61 51 60 51 是 

N4 dB（A） 58 50 58 48 是 

根据表 9.2-6，验收监测期间，瓦克公司厂界噪声均能达到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 

9.2.3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及依托的 1#排气筒对应的建设项目生产设备、环保设施全部正常运行；项目

依托的 1#排气筒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考核情况见表 9.2-7。 

表 9.2-7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类别 
污染物 

名称 

平均浓度

（mg/m3） 

平均废气量

（m3/h） 

年排放时间 

（h） 

年排放总量 

（t/a） 

总量控制指标

（t/a） 

工艺

废气 
1#排气筒 

颗粒物 1.56 7836 7680 0.094 0.25 

非甲烷总烃 6.28 7836 7680 0.378 1.25 

根据表 9.2-7，以调试运行期间监测数据为依据，本项目依托的 1#排气筒排放的非

甲烷总烃、颗粒物年排放总量满足该排气筒环评及批复中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9.3 环评批复执行情况检查 

本项目环评审批意见执行情况见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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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1   环评批复检查情况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结

论 

1 
厂区应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质处理”原则完善给排水管网建设。雨水通过雨水排口排入园区雨水管

网，该项目建成后不得增加废水排放量。 
①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落

实 

2 

投料废气、搅拌废气（真空泵废气）、挤出废气，经一套新增的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

依托现有的 15m 高的 1#排气筒排放；颗粒物、非甲炕总经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5 标准。 

①投料废气、搅拌废气（真空泵废气）、挤出废气，主要污染因

子为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经一套新增的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达标后，依托现有的 15m 高的 1#排气筒排放。 

②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落

实 

3 
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区标准，白天≤65分贝，夜间≤55分贝。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区要求。 

落

实 

4 

一般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须分类收集。危险废物废活性炭（HW49），清洗废液（HW06），沾染

化学品的废抹布、手套（HW49），废油（HW08），沾染化学品的废包装袋（HW49），废包装桶（HW49），

需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体废物须委托具有相应处置能力的单位，不得排放；生活垃圾须送当地政

府规定的地点进行处置，不得随意扔撒或者堆放；危险废物厂内贮存必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的规定，在转移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禁止将危

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 

①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已签订危废处置合同。 

③一般固废外售处理，已签订处置合同。 

③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④危废仓库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修改清单中相关要求。 

落

实 

5 
建设单位应落实环境影呴评价文件提出的以瓦克化学公司厂界为边界外 50m 范围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今后

该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住宅、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目标。 
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敏感居民等敏感目标。 

落

实 

6 

建设单位须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化学品运输、储存、装卸和使

用等环节的防范措施，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按《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 号）等要求在试生产前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做好应急预案的宣传、培训工作并定期演练、设置足够容量的事故应急池，雨水、

废水排口设置联锁自动的与外界隔断装置，防止各项污染物的超标事故发生。 

①瓦克公司全厂应急预案已备案。 

②依托现有应急事故废水、消防水池。 

③废水、雨水排口设置有截断阀门。 

落

实 

7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核算为： 

（一）有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0.0344t/a、非甲烧总烃≤0.0397t/a、VOCs≤0.0397t/a。无组织大气污染

物：颗粒物≤0.0551t/a、非甲烧总经≤0.001t/a、VOCs≤0.001t/a。 

本项目建设后全厂有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5.2218t/a、乙酸≤0.11t/a、甲醇≤1.429t/a、氮氧化物≤l.814t/a、

二氧化硫≤0.52t/a、氨≤0.84t/a、非甲烧总经≤110.6824t/a、VOCs≤112.2214t/a。 

全厂无组织大气污染物：颗粒物≤0.1151t/a、非甲烧总经≤l.558t/a、VOCs≤l.558t/a。 

（二）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水污染物（接管量/外排量）：废水量≤82557/82557t/a、COD≤39.124/6.6054t/a、

氨氮≤1.458/0.1597t/a、总磷≤0.1248/0.0163t/a、ss≤25.505/5.6386t/a。 

（三）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不得排放。 

污染物总量满足环评许可排放量要求。 / 

8 

排污口设置应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废水、废气、噪声排放口和固

体废物存放地设标志牌，废水、废气排放口设置采样口，安装废水自动计量装置、COD、VOCs 等主要污

染物在线监测仪器，并与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局联网。 

废气排气筒、废水排口、危废仓库等按照规定设置了标志。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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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结论 

10.1.1废气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600t/a 密封胶和胶粘剂扩建项目新增的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经 1 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其单独风管以及汇入现有 1#排气筒

集中排放的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中表 5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控点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浓度最大值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9 中浓度限值要求。 

10.1.2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的昼间、夜间检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3248-2008）3 类限值要求，噪声达标排放。 

10.1.3固体废物 

根据验收监测期间调查资料，本项目危险废物均已与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处

置协议，一般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委托环卫拖运。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

不外排。 

10.1.4总量控制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依托的现有 1#排气筒排放的非甲烷总烃、颗

粒物实测总量满足该排气筒环评许可批复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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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与验收合格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的相符性分析见

表 10.2。 

表 10.2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验收合格要求相符性分析表 

序

号 
要求 分析 相符性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

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并与主体工

程同时投产和使用 

相符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

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废气、噪声污染物

排放能够满足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要求的标准要求；经核算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在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的总量控制指标内 

相符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

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未经批准的 

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不需要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 

相符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

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

恢复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未对所在地大气、

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相符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

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已申领排污许可证 相符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

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不存在分期建设情况 相符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

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项目自开工至今，未受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处罚 
相符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

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

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项目基础资料数据均来自企业，且经企业

核实；验收监测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 
相符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涉及 相符 

根据表 10.2 分析，本项目符合验收合格要求，不存在不合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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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建议 

（1）加强污染防治措施运行管理，规范存放和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健全处置台账，

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厂区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处理、处置全过程管理，以及危险废物暂存场所

的管理和维护。 

（3）按苏办[2019]96 号等文件要求做好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完善各项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4）对本项目污染源及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转状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性监测。

按环评文件中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切实做好废气、噪声的达标排放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 



 

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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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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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日期 班次 班组 成品名称 设备位号
碳酸钙

kg
STP-E10

kg

聚二甲基
硅氧烷，
OH封端
(FD80)

kg

受阻胺光稳
定剂 HS-508
、抗氧化剂
1135 (B75)

kg

GENIOSIL
XB 502

kg

三甲氧基乙烯
基硅烷

（XL10）
kg

白炭黑
(HDK)

kg

MOCIDE
kg

聚二甲基硅
氧烷，甲基

封端
(AK100)

kg

WT 1650
kg

3-(2-氨基乙

基氨基)丙
基三甲氧基

硅烷
（GF96）

kg

3-(2-氨基乙

基氨基)丙
基三甲氧基

硅烷
（GF95）

kg

含氨烷基基团
的聚二甲基硅

氧烷
（AMS60）

kg

甲基三甲氧
基硅烷

（ME60）kg

聚乙二醇
（ST43）

kg

硅酸四乙酯，
与双(乙酰氧

基)二丁基锡

的反应产物
（CAT41）kg

甲基三丁酮
肟基硅烷

(MOS)
kg

乙烯基三丁
酮肟基硅烷

(vos)
kg

乙基（甲基）
三乙酰氧基硅
烷（ES24）

kg

二乙酸二丁
基锡

（DBTA）
kg

投入原料总
量（kg)

产出量
（kg)

产率%
（内部最佳

〉
97.83%）

制胶员

2022/7/2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65 2.01 1.9 2.31 0.24 0.14 67.25 65.9 97.99% 邹豪丞

2022/7/2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1 60.54 2.05 1.88 2.33 0.24 0.15 67.19 66.5 98.97% 邹豪丞

2022/7/2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56 2.03 1.89 2.31 0.23 0.14 67.16 66.7 99.32% 邹豪丞

2022/7/2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24.5 18.2 2.71 12.1 0.62 0.93 0.03 2.11 0.75 61.95 60.6 97.82% 邹豪丞

2022/7/2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24.5 18.1 2.72 12.2 0.62 0.92 0.03 2.12 0.74 61.95 61.2 98.79% 邹豪丞

2022/7/2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24.4 18.2 2.7 12.1 0.61 0.92 0.03 2.12 0.74 61.82 61.5 99.48% 邹豪丞

2022/6/15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4 2 1.89 2.3 0.24 0.14 66.97 66 98.55% 邹豪丞

2022/6/15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1 60.4 2 1.88 2.3 0.24 0.14 66.96 66.5 99.31% 邹豪丞

2022/6/15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5 2 1.88 2.3 0.24 0.14 67.06 66.3 98.87% 邹豪丞

2022/6/16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35.9 29 1 0.03 2 0.63 68.56 67.5 98.45% 邹豪丞

2022/6/16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36 29.1 1 0.03 2 0.63 68.76 66.9 97.29% 邹豪丞

2022/6/16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36.1 29 1 0.03 2 0.63 68.76 68.5 99.62% 邹豪丞

2022/5/19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5 2 1.88 2.3 0.24 0.15 67.07 66 98.40% 邹豪丞

2022/5/19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1 60.4 2 1.88 2.3 0.25 0.14 66.97 66.5 99.30% 邹豪丞

2022/5/19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4 2 1.87 2.3 0.25 0.14 66.96 66.3 99.01% 邹豪丞

2022/5/20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35.9 29.1 1 1.88 0.03 2 0.63 70.54 67.2 95.27% 邹豪丞

2022/5/20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36 29.1 1 1.88 0.03 2 0.64 70.65 67.1 94.98% 邹豪丞

2022/5/20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36 29 1 1.88 0.03 2 0.63 70.54 65.3 92.57% 邹豪丞

2022/4/1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1 60.4 2 12.3 2.3 0.24 0.14 77.38 65.5 84.65% 邹豪丞

2022/4/1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2 60.5 2 12.3 2.3 0.24 0.14 77.48 65.8 84.93% 邹豪丞

2022/4/11 白班 班组1 脱醇硅酮密封胶EL9000 TRAN S1 AB101 60.5 2 12.3 2.3 0.24 0.14 77.48 66.1 85.31% 邹豪丞

2022/4/1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36 29 1 0.03 2 0.63 68.66 67 97.58% 邹豪丞

2022/4/1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1 36.1 29.1 1 0.03 2 0.63 68.86 67.5 98.02% 邹豪丞

2022/4/12 白班 班组1 脱肟硅酮密封胶EL8900 TRAN S1 AB102 35.9 29 1 0.03 2 0.63 68.56 67.8 98.89% 邹豪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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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Kinviho Recycling Co., Ltd.

Nanjiao Roa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apark, 
Longqiu Town

0512-58328577

Quotation: 2020/12/7

(Wm) jTPS-^wj

(asm®)

Attention:

Tel: E-maii:

E-mai!:

a (quotation items): (Mf) AfcS OUTm, SOOppm

Thank you for your valued inquiry,with reference of above mentioned item,We are pleased to submit 

quotation under below mendoned items and conditions.

basis):

IJife/TitCPayment term): 

:ffsH/r:iTx£ffi!(Quotation validity):

RMB including 6%VAT)

ttse^siMW 30-m# 01*1
SOdays

Item Description Unit price Unit

mu imm) m

M) 900-041-49 2980 %/H i ntiglsii

umm wprawi

900-039-49 2780 TP/lRl 3 mSSisit

JM# (3fe^> ^PRAbI

dPIdlilliEW—500 7C/'AW»»^H

We sincerely hope that our quotation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if you need further inform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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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 SMA'l0^(il, EÖ¥Aii®AAo (AABA#, AAS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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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AfAtA AAAA#¥AR7®AAA€JtA^Aiio
4.4 AUWl's]: AAlOA, ¥AWAAAtiAB^±AIBt#AAIgHAIIAAAA, AA 

AAAA. ABAAAA l5Aff)A#A¥Ao
4.5 ¥AAAAAB.EAAHo

5.
WTjfaz.Mmtö&m&mmtii&jE, aa, aa, aüö\ijiiwaa5äa, aaa#

¥AgAffiASAAMIgMA^iftAM4A 
— o AAAlHJItSPIrtPIjsÖtiAAAlAA, AAAAAAH B^'-ABiiAmlABgASÄAT 
-Afi<jAnnn§H/HA AAPf4#-fö¥ffiAö^Mifo AAAAAtAÄAA
ßgiföti-sst.

6.

6.1 AAAiH: ^AAAtt,AÄA¥AfIfÄMAAAA^HAii'fÄAföfi^lA, AAAA

fÄfitiAWAMao AAäAAAAAÖA AAAfAitaASAMÄAfSAfPPKffiA 
öti^-IAo

6.2 AAA«: »«AiAAAAPfAAÖ^AAAAAMAAilAAfie^AAo
6.2.1 ¥AAii: AÄfiAEAAAMÄMAo
6.2.2 AAAiA «ffi®AAÖ^1'B77BAAA¥A®{Ä1AA«TBßAWÄAAAA 
ffiAtffl, ÄiIA^jtA»#0iifT7PJÖ^'a(iEHSS tä-feiAA»

6.3 PK¥, AAAAAAAAA, ^A^PAAAAttAAAÖ^# MÄ
A#) /AHAA^#ASßAA^li4tPAv)MAm{ÄAB7, Afe^AAAlAÄ^AA# 
Ö^AJt{ÄAo AAAAA^AsAAAAAA®#, ¥A7r$UAt(5^Av)^± 
iAfö'iA..

6.4 aaaaab^a, aadsawü
A¥A, AAAAAffiffMaA^AAßtDSAAfEßlA^AüffiiAÄAiAfÄAo

7. Mi£
7.1 AAAAföPAAAß^l'B], AAf7)¥Af^ffiAö^gA^{ÄA, AM,

■ff, ¥A;t^AAAI®#fKAo
7.2 AAiSASAAAföAjflAEfifAßWA^P/sKfÄiA, AföfAAöWfalfnAAfäAÄ7A 

JfxfflAZö^fflo
7.3 fffnT—AüAAtt'iAMtpA—AitJtf»A, IA77A—AAä^iÄff, ffflAAAAlAA 

ft, MAAAAMAMAömff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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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K2019
m

mvt

1 200L ÄS
^fSn, WaSi» ?? 12:2001,
-xmy-ysiHmmmtfi, i? 

ÄÄ 2mm

O o o ->

RTV1, ELA1/2.
P&F, WDSS

6 7C/R

2 ftit

<-ooo RTV1. ELA1/2,
P&F, HDK

5 tc/R

3 200L m®
Mfeül4, 15 RTV1. PF

’ - - , , 25 tc/R



4 200L i&m
'$S2qoi, wi^-ystm,
^ fs], w-&

1cm
150 ^ ELA1/2 5 tc/R

5 ioouss
$fliooL,
l311 S Ä äs //;. iP 5E

1cm ££
20^5 PF 2.5 tcJR

6 500kg ELA1/2
800 Tc/nifi

7 20L ¥m 1512; 201, 
ff-lS. 0.5cm

10 2" RTV1

---
---

---
---

---
---

---
---

---
---

---
---

--
1

850 7C/n%
(rr^#R^;«2Ä/R)



8 2ol mmm ffifMCKfi, e-fe), s 
fl 20L, j?fl 0.5cm 80 fl RTV1 - ELA1/2

'jjlSgll»

850 fl;/«®
(frAISFslMf 2 Ä/H)

9 IBC ti

flflP. fl
□ , Hi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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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feüfiftra.

ftffS, /P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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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1/2, RTV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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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v ^.79
mMH|mmM

rtansia, toxjr
lOOfli/R 
13576m

10 imma fliftltu 3000kg All site
fl^-KÄ: 750 ÄÄ
Üä'fSÄ®: 0 Tü/Ht

11

& HDKfi 
Sit (25kg

gRSit)

ttWflfl HDK; iflSitfl 
a, -fliSf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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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Vfl ELA1/2.

HDK

9H^. ' "': J
0 76



'^ i i>_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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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h BMMmiMsiM 
ffl M tfr ja iS ?F Eft, ® IF 

ifrMMMii'jttä, jtj€
EHSS

800kg RTVK HDK.
ELA1/2 0 TC

13 c-Miämmt&m 5kg Ali Site
0



14 li'ÄS Mm,
10 xR

(Äftffinsair 

älfttrRÄf! XÜ)

P&F, RTV1

r'— '
90

15
«s s«;%-«

75kg,
&m*m,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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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r-ffÄrn 5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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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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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mm
Stifte

mwm,
na, ScRtiS-¥-ft, ?ftin+

gÄ&Ä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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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E&l

850 Tc/lü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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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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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2; •'.•*2. ,,'i~r'l,'tfTfflMMMl m
750 Ä./!^

19 m. hdk
200kg

S)
HDK 0

‘ --

20 200kg(ff All Site

.# wm;-
rj '0 ''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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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mmAB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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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orA^endor EHSS Agreement

Owner (hereafter, Party A):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Ltd.
Wacker Chemicals Fumed Silica Zhangjiagang Co.,Ltd.

Contractor/vendor (hereafter, Party B): SuZhou Guobang renewable resources co., LTD

Article 1 Purpose and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Safety Production Law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this contract is to clarify safety responsibility between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enhance EHSS (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n contractor/vendor, and ensure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for both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Article 2 Work Content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name. Waste Recycling Service

Project/business(work task) location: No. 78 Changjiang Road, Yangzi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Zhangjiagang,

Contract/business (work task) mode: onsite delivery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duration: From 2020.3.1

Article 3 General Requirements
1) Both parti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EHSS law, regulations and local Standards.
2)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when signing business contract.

Article 4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B
1) Party B should have the safety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ponsible person of work safety, full time or part time 

safety Professional in different level according to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the occupational 
contraindication employee is forbidden to work in the contraindication position, should have the procedures of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 check-up System, safety responsibility in different level, safety inspection and 
SOPs.

2) Party B shall fully understand and strictly abide by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and rules of Party A, and shall 
accep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EHSS function or other function from Party A.

3) Party B shall ensure all its employee and its subcontractor employee who involved on the project/service 
received relevant EHSS training, which include EHSS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A and the EHSS training and 
specific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B.

4) Party B shall provide its employee necessaiy PPE and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work 
condition, and replace them in time. In case Part B fails to supply corresponding PPE and facilities, based on 
site condition Part A will provide it for Part B employee at the cost of Part B.

5) Party B shall have accountability to inform EHSS related incident to Party A in time according to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Party A’s incident reporting rules, and to trigger the relevant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rescue to prevent incident expanding.

6) Without Party A’ permission, Party B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non-work related area, and not allowed to use 
Party A’s facility, equipment, tools and material. Otherwise Party B shall take full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equence.

7) Party B should apply to and receive training from Party A and keep the records before using the machine and 
tools that provided by Party A or entering the production area of Party A. Part B shall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accident related to using of the machine and tools.

8) Party B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inspection, audit and evaluating organized by govemment, Party A or the 
EPC management Company, and correct relevant hazards in time.

9) Party B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Party A and get approval in advance if need to change safety person 
(project scope) .

10) Party B should have qualifications corresponding with contracted project and relevant certifications for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s, the copies of document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arty A.

11) Party B should ensure the suffrcient safety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contract 
agreements which shall be used only for EHSS.

Article 5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A
3



WACKER
1) Provide Party B with or inform Party B of th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s or procedures of Paity A.
2) Provide safety training to Paity B in accordance with Item 3) of Article 4 of this contract.
3) Paity A’s EHSS depaitment shall suppoit project manager or area owner, coordinate and supervise EHSS issue

between both parties.
4) Paity A shall provide ID badge for Paity B’s employee after they pass relevant EHSS training.
5) Party A shall do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n Party B’s site for hidden peri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HS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procedure of SOP - 
GC -07-04-02 Management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6) Party A shall provide Paity B sufficient fund to ensure safe work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contract 
agreement, and shall supervise Paity B’s implementation of it.

Article 6 Liabilities
1) Pai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any certificate or qualification related document provided 

by Paity B is found invalid during performing the master contract,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such termination.

2) Party B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Par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violated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3) Par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ire Paity B to stop the work and rectify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happens:
no safety person from Paity B; failure to execute safety measure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orrectly or 
completely; workers do not know well safety measure of the job; failur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quipment, machine, tools, PPE and so on of the related project/business. In this case, Party A is entitled to 
require Parte B replace project manager, EHSS manager, construction manager or other key management 
person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or losses incurred.

4) If Pai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i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violat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with potential risks and the violation result in any incident, Paity A shall implement 
the procedure “Compensation Rule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attachment of this agreement) , or take 
other actions against Party B’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Part A’s procedures. Once Paity B fails to observe any 
EHSS regulation, Paity A is entitled to directly execute the compensation and/or actions of EHS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tract, without fuither confirmation from Paity B. If the actual losses of Paity A exceed the 
regulated compensation amount, Pai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ask fuither compensation from Party B.

5) If Pai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i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s, 
such as repeated violation or serious incident which listed but not limited as below, and Party B is not able to 
improve it effectively and timely, Party A reserve the right to stop Paity B’ s all work activity on site and even 
to terminate the signed contract and put Paity B in black list.
a) EHSS incident result in fatality or more than two person with serious injury, or direct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RMB 1 milion
b) The violation frequence (number of writtem violation repoits per 100,000 working hours) is greater than 

50.
c) Same violation repeate more than three times within one month , i.e. perform work without approved 

work permit, perform work on site without EHSS training in advance etc.
d) Other serious violation or cases, i.e. warning letter or fine from government etc.

Article 7 Others
1) The contract will become effective after signed and chopped by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their deputies of both 

parties.
2) The contract will be executed in four original copies; both parties hold two original copies.
3) The EHSS responsibility of both parties could modulate for special project/business.
4)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ther topics not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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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5927665122530001P

单位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法定代表人: 李冬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行业类别: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7665122530

有效期限：自2021年07月28日至2026年07月27日止
发证机关：（盖章）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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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氐盂f品恩恩昙点。？恩今�;恩 TH-RD(31)-01 V二
No.2022040410-1 

211012342017 

检混 报 告

蠲类JJ!I

堍百名称

委拓串应

委托验收检测

废气噪声竣工验收检测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15号 电话： 0512-5636 5608 邮箱： ops@taihua」y.com 网址： www.taihua」y.com



匀）氐盂f品恩恩乌点。？恩今�;恩·
No.2022040410-1 

检测报告说明

一、 对本报告检测结果如有异议者， 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天内向本公司

提出书面申诉， 同时附上检测报告原件， 逾期不予受理。

二 对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 其分析结果仅对收到的来样负责， 不对

样品的来源负责。 无法覂现的样品， 不受理申诉。

三 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识的报告仅用于科研、 教学、 企业内部质

量控制产品研发等目的， 仅供内部参考， 不具证明作用。

四 本报告无编制人 、 审核人签发人签名， 或有涂改， 或未加盖公司检

验检测报告专用章和骑缝章均无效。

五未经本公司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报告。 经同意复制的复印件，

应有我公司检验检测报告专用章予以确认。

六任何对本报告的涂改、 伪造、 变更及不当使用均无效， 其责任人将承

担相关法律及经济责任， 我公司保留对上述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 公司对本报告的检测数据保守秘密， 存档报告保存期限不少千6年。

地址：江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15号 电话: 0512-5636 5608 邮箱: ops@taihuajy.com 网址： www.taihua丿y.com









































































匀） 江苏泰华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T AIHUA INSPECTION CO. , LTD. 

口
No.2022040410-1 

附表一 ：仪器信息一览表

现场采样检测仪器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检定（校准）有效期至

TH-5-045 手持式风速风向仪 FYF-1 2022-08-11 

TH-S-084 声校准器 AWA6021A 2023-01-10 

TH-S-085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2023-01-10 

TH-S-088 空盒气压表 DYM3 2023-01-09 

TH-S-119 温湿度计 JR912 2022-06-14 

TH-S-136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7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8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139 智能综合采样器 ADS-2062E-2.0 2022-06-11 

TH-S-014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捞应3012H 2022-06-11 

TH-S-100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镑应3012H 2022-06-11 

TH-S-149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镑应3012H 2023-04-18 

TH-S-150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皓应3012H 2023-04-18 

TH-S-156 负压采样箱

TH-S-157 负压采样箱 －－－ ～一一

TH-S-162 负压泵 JY-023 ---

TH-S-163 负压泵 丿Y-023 ---

TH-S-172 便携采气筒 ZY009 －－－ 

TH-S-114 声校准器 AWA6228+ 2023-06-23 

TH-S-055 多功能声级计 AWA6021A 2022-06-23 

实验室检测仪器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检定（校准）有效期至

TH-L-048 精密天平 MS205DU 2023-02-18 

TH-L-050 气相色谐仪 7820A 2023-01-05 

TH-L-104 电子天平 ATX224 2023-01-05 

TH-L-105 气相色谱仪 8860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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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数据表 

材料： 60004033 稳定剂 ST 43 IBC 

版本： 2.4 (CN) 印刷日期： 03.01.2019 更新日期: 14.06.2018 

页码： 1/8 

第1部分： 物质及混合物名称以及企业名称 1. 

1.1 产品标识 

商品名： 稳定剂 ST 43 IBC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确定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领域。

物质/制品的用途: 
工业。 
作为助剂： 弹性体产品 。

1.3 与编写安全数据表供货厂商有关的详细说明 

生产商/供货商：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 Ltd  
街道/邮局信箱号: 78, Changjiang Road, Jiangsu Yangtze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y Park 
国家/邮递区号/城市： CHN  Zhangjiagang, Jiangsu Province 215634 
电话： +86 512 8164-2000

传真： +86 512 8164-2017

安全数据表信息咨询： 电话 +49 8677 83-4888

传真： +49 8677 886-9722

电子邮件： WLCP-MSDS@wacker.com

1.4 意外事故紧急呼救电话号码 

意外事故咨询： NRCC + 86 - 532 - 83 88 90 90

意外事故咨询（国际）： National Response Center +49 621 60-43333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2.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级 

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非危险物质或混合物。 

2.2 标签要素 

不需要贴GHS标签。 

2.3 其它危险 

没有数据。  

第3部分：组成/组分数据 3. 

3.1 物质 

3.1.1 化学特征 

聚乙二醇 

3.1.2 有害成分 

本产品不含有高于容许界限的危险成分。 

3.2 混合物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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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急救措施 4. 
 

4.1 急救措施说明 
 

 一般说明: 
 发生意外或感到不适时，就医（可能的话，出示标签或安全数据表）。 
 

 与眼睛接触后: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如果持续感觉刺痛时，就医。 
 

 与皮肤接触后: 
 用大量清水或肥皂水充分清洗. 如果有可见的皮伤或其它不适时，就医（可能的话，出示标签或安全数据表）.  
 

 吸入后: 
 设法给予新鲜空气。 
 

 吞咽后: 
 给予多次小量的饮水。 切勿催吐。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症状和效应 
 

 有关信息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4.3 医生紧急救护或特殊治疗提示 
  

 请注意第11节中有关毒理学的更多信息。 
 

第5部分：消防措施 5. 
 

5.1 溶剂 
 

 合适的灭火材料: 
 水雾 , 灭火干粉 , 泡沫 , 二氧化碳 。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合使用的灭火材料: 
 未知  
 

5.2 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危险 
 

 无现成数据  
 

5.3 灭火提示 
 

 特殊防护器材: 
 采用不依靠现场空气的呼吸防护面具。  
 

第6部分：偶然泄漏时的措施 6. 
 

6.1 与人员有关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和紧急情况时的应对程序 
  

 如果物料泄漏，请标示“注意滑到”。  
 

6.2 环保措施 
  

 勿让物质流入下水道或水域。 遵守当地的政府法规。 
 

6.3 收容和清除方法和材料 
  

 用吸收液体的材料诸如硅藻土来收集然后按规范作废弃处理。 再用足量的清水清洗干净。 
 

6.4 引用其它部分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这尤其适用于人员防护设施(第8部分)和废物处理(第13部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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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处理和储藏 7. 
 

7.1 与安全处理有关的防护措施 
 

 安全操作指引： 
 溢出物容易造成滑倒。  
 

 防火防爆指引： 
 注意防范火灾的一般规定。  
 

7.2 安全储藏的条件，要考虑到不相容性 
 

 储存室及容器的要求: 
 防止霜冻。  
 

 混合储存须知： 
 不适用  
 

 其它有关储存条件： 
 切勿贮藏于户外。 保持容器干燥及密封。 
 

7.3 特殊最终用途 
 

 没有数据。   
 

第8部分：限制和监视暴露/人员防护设施 8. 
 

8.1 应监视参数 
 

 工作位置空气中最高许可含量 
 不适用 
 

8.2 限制和监视暴露 
 

8.2.1 在工作位置的暴露限制和监视 
 

 一般防护及卫生措施 ： 
 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 工作结束后，进食前务必清洗双手。 
 

 个人防护设备: 
 

 呼吸保护措施 
 

 没有需要 。 
 

 眼部防护措施 
 

 防护眼镜 。 
 

 手部防护 
 

 丁基橡胶制备的防护手套 。 丁腈橡胶防护手套 。 选择的手套是否合适，不仅与材料，而且与其它质量特性有关，它随生产厂家

不同而异。请您注意手套供应商在透过性和穿透时间方面给出的信息。 
 

8.2.2 暴露环境中的限制和监视 
 

 不要让有害物质进入水域或土壤中。 切勿大量地引入净化厂内。 
 

8.3 有关系统设计与工程计量的更多信息 
 

 参见章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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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物理和化学性质 9.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质信息 
 

 性质: 数值: 方法: 
 外观 
 物态/形状 ............................................................. : 液体  
 颜色 ...................................................................... : 无色－微黄色 
 气味 
 气味 ...................................................................... : 轻微 
 气味极限 
 气味极限 : 无现成数据  
 pH值 
 pH值 ...................................................................... : 6 - 8 在 20 °C (10 g/l H2O)  
 熔点/凝固点 
 熔点/熔限 ............................................................. : 未确定的   
 沸点/沸程 
 沸点/沸程 ............................................................. : 未确定的   
 闪点 
 闪点 ...................................................................... : > 250 °C (ISO 2592) 
 蒸发速度 
 蒸发速度 ............................................................... : 无现成数据  
 上/下可燃或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 : 不适用   
 爆炸上限 ............................................................... : 不适用   
 蒸汽压力 
 蒸汽压力 ............................................................... : 未确定的   
 溶解性 
 水溶解性/混和性 .................................................. : 100 g/l 在 20 °C  
 蒸气密度 
 相对气体/蒸气密度 ............................................... : 无已知数据。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 ............................................................... : 约 1,03 (50 °C) 

(水 / 4 °C = 1,00) 
(DIN 51757) 

 密度 ...................................................................... : 约 1,03 g/cm³ (50 °C) (DIN 51757)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 : 无已知数据。  
 自燃温度 
 燃点 ...................................................................... : 未确定的   
 分解温度 
 热降解 .................................................................. : 不适用   
 粘度 
 粘度（动力学） .................................................... : 约 200 mPa.s 在 50 °C (DIN 53015) 
 分子量 
 分子量 .................................................................. : 无现成数据   
 

9.2 其它说明 
 

 没有数据。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10. 
 

10.1 – 10.3 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发生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10.2  10.3   

 在储存和搬运过程中，若遵循适用的操作守则，未见危险反应。  
 



 

 
 

 

安全数据表 
 

材料： 60004033 稳定剂 ST 43 IBC 
 

版本： 2.4 (CN) 印刷日期： 03.01.2019 更新日期: 14.06.2018 
 
 

 

页码： 5/8 

 有关信息也可能包含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10.4 应避免的条件 
 

 未知  
 

10.5 不相容材料 
 

 未知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按照规定储藏和拿取使用时： 未知 。 
 

第11部分：毒理学资料 11. 
 

11.1 有关毒理效应的信息 
 

11.1.1 急性毒性 
 

 产品数据: 
 

 暴露途径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口服 LD50: > 2000 mg/kg 大鼠 文献 
 

11.1.2 对皮肤有灼伤/刺激作用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无刺激性的 兔子 文献 
 

11.1.3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无刺激性的 兔子 文献 
 

11.1.4 呼吸道/皮肤致敏作用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5 生殖细胞诱变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6 致癌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7 生殖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8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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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0 肺吸入危险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第12部分：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12. 
 

12.1 毒性 
 

 评价: 
 

 估计对水生生物无害。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LC50: > 10000 mg/l 圆腹雅罗鱼(Leuciscus idus) (96 h) 文献 

 EC50: > 100 mg/l 无现成数据 文献 

 EC10: > 100 mg/l 无现成数据 文献 
 

12.2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试验数据。 
 

 产品数据: 
 

 生物降解性： 
 结果 测试体系/方法 来源 
 < 70 % / 28 d DOC含量降低 (DOC：溶解有机碳) 文献 

OECD 302B 
 

 BOD5/COD 
 结果 来源 
 COD值 1.850 毫克O2/克物质 文献 
 

12.3 生物积累可能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4 土壤中移动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5 其它有害作用 
 

 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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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废物处理提示 13. 
 

13.1 废弃物处置方式 
 

13.1.1 产品 
 

 建议： 
 根据规定，在特殊垃圾焚化装置焚烧。少量可以在生活垃圾焚化装置中焚化处置。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13.1.2 未经清洁的包装 
 

 建议： 
 完全倒空容器（无滴料、无粉末残留，仔细刮擦）。 容器可再回收或再使用。遵守当地/州立/联邦法规。 
 

第14部分：运输说明 14. 
 

14.1 – 14.4 联合国编号; 符合规定的联合国运输名称; 运输危险级; 包装组别 
14.2

 

14.3
 

14.4
 

 

 道路 AD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铁路运输 RID: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海运IMDG-Code: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空运 ICAO-TI/IATA-DG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否 
 

14.6 提供给使用者的特殊注意措施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14.7 符合MARPOL公约附录II和IBC-Code（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散装物品运输 
 

 没有计划使用散装运输船运输散装货物。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15. 
 

15.1 安全、健康和环保规章/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殊法规 
 

 按照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 编制. 
 

 遵守国家和当地的政府法规。 
 

 标志法说明，请参阅本文件第2章。 
 

15.2 国际注册现况 
 

 如果有关于物质清单中个别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在后面列出。 
 

 韩国 (大韩民国) .......................................... : ECL (Existing Chemicals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日本 ............................................................. : ENCS (Handbook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澳大利亚 ...................................................... : AICS (Australian Inventor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IECSC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in China):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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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 : DSL (Domestic Substance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菲律宾 ......................................................... : PICCS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美利坚合众国 (USA) ..................................... : TSCA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被列为正在使用或与物质清单一致。 

 台湾 (中华民国) ......................................... : TCSI (Taiwan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已列入或与物质清单相符。一般提示: 如果进口台湾或在台湾生产的物质超过

数量限值100公斤/年时(如为混合物则须计算出每种组分个别的含量)，按照台湾化学

品法对已列入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或符合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之物质的规定

须进行状况1的登记。进口商或生产商应对此负责。 
 歐洲經濟區 (EEA) ......................................... : REACH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概括说明：如果在第1节中给出的供应商由于他们在欧洲经济区(EEA)生产或进口而产

生登记义务时，则此义务将由他们执行。如果客户或其他后继用户进口欧洲经济区

(EEA)而产生的登记义务，则此义务由他们执行。 
 

第16部分：其它资料 16. 
 

16.1 产品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以我们在修改时拥有的最新知识为基础。它们并不成为法律保证规定意义上对该产品特性的保证。  
 

提供本文件并不能免除产品购买人自己注意和遵守与该产品有关现行法律和规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其它司法管辖地区继续转售该产

品或使用它生产的混合物或制品时，以及在保护第三者权益问题上更应如此。 如果对所描述的产品进行了加工或混入其它材料，则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不再适用于所制成的新产品，除非特别加以说明。 重新包装产品时，购货人有责任附上必要的，与安全有关的

信息。  
 

16.2 其它说明： 
 

 数值数据的逗号表示小数点。 页内左沿的垂直线表示该处，与前一版本对比，做了更改。 此版本替代以前所有版本。 
 
 

- 安全数据表结束 - 
 

lenovo
插入號



安全数据表 

材料： 277552 CATALYST 41 25KG CANISTER RD ST 

版本： 1.8 (CN) 印刷日期： 04.01.2019 更新日期: 20.07.2018 

页码： 1/9 

第1部分： 物质及混合物名称以及企业名称 1. 

1.1 产品标识 

商品名： CATALYST 41 25KG CANISTER RD ST 

产品标识: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 

CAS No.: 93925-42-9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确定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领域。

物质/制品的用途: 
工业。 
化学中间体

1.3 与编写安全数据表供货厂商有关的详细说明 

生产商/供货商：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 Ltd  
街道/邮局信箱号: 78, Changjiang Road, Jiangsu Yangtze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y Park 
国家/邮递区号/城市： CHN  Zhangjiagang, Jiangsu Province 215634 
电话： +86 512 8164-2000

传真： +86 512 8164-2017

安全数据表信息咨询： 电话 +49 8677 83-4888

传真： +49 8677 886-9722

电子邮件： WLCP-MSDS@wacker.com

1.4 意外事故紧急呼救电话号码 

意外事故咨询： NRCC + 86 - 532 - 83 88 90 90

意外事故咨询（国际）： National Response Center +49 621 60-43333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2.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级 

危害级别 危险类别 暴露方式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第1类 
生殖毒性 1B类(对生育能力有害) 
生殖毒性 1B类(对胎儿有害) 
急性毒性 第4类 通过吸入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第1类 
急性（短期）水生危害 第3类 
长期水生危害 第3类 
急性毒性 第4类 口服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第2A类 
生殖细胞诱变性 第2类 
易燃液体 第3类 

2.2 标签要素 

图符: 

信号词: 危险 

附件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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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编码 危险说明 
 H226 易燃液体和蒸气。 
 H302 吞咽有害. 
 H332 吸入有害.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H341 怀疑可造成遗传性缺陷。 
 H360FD 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可能伤害孕妇的胎儿。 
 H370 对器官造成损害. 
 H372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对器官造成损害. 
 H412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P编码 安全说明 
 P201 使用前索取特别指示说明。 
 P202 在使用前阅读并理解全部的安全说明。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它各种火源。严禁吸烟。 
 P260 切勿吸入蒸气/喷雾。 
 P280 穿戴防护手套/ 安全服/保护眼镜。 
 P273 避免进入环境。 
 P305+P351+P338 接触眼睛后：小心仔细地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果可能， 取下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03+P361+P353 接触皮肤(或头发)后： 马上脱下带有污渍的衣物。使用水清洗干净皮肤/淋浴。 
 P308+P311 暴露或有疑虑时：给中毒急救中心/医生打电话。 
 P304+P340 吸入后：把人员放置到新鲜空气处，并确保他们呼吸流畅。 
 P405 密封存放。 
 P501 把内容物/容器送到废物处理处。 
 

 危险成分(标签)：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 
 

2.3 其它危险 
 

 没有数据。  
 

第3部分：组成/组分数据 3. 
 

3.1 物质 
 

3.1.1 化学特征 
 

 CAS No.: 93925-42-9 
 

 有机锡化合物 
 

3.1.2 有害成分 

 

 欧共体-编号 CAS No. 产品 含量 % 
 300-344-4 93925-42-9  硅酸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的反应产物 <=100 
 

3.2 混合物 
 

 不适用 
 

第4部分：急救措施 4. 
 

4.1 急救措施说明 
 

 一般说明: 
 将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急救时，遵守自我防护措施 接触该物质，就医。 孕妇接触该物质后必须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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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眼睛接触后: 
 立即用大量清水充分漂洗10-15分钟。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冲洗。 在送往医院途中，继续冲洗眼睛。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

说出物质名称。 
 

 与皮肤接触后: 
 脱去受沾污或浸泡的衣物。 用大量水或肥皂水清洗10-15分钟. 情况严重，立即使用紧急冲淋器。 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吸入后: 
 使病人保持安静. 昏迷时要安放成稳定的侧卧姿势。 保持体温. 如果停止呼吸，则进行人工呼吸。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

质名称。 
 

 吞咽后: 
 如果有知觉，少量多次饮大量的水。切勿催吐。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症状和效应 
 

 有关信息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4.3 医生紧急救护或特殊治疗提示 
  

 请注意第11节中有关毒理学的更多信息。 过很多小时后才出现中毒症状，所以发生事故后要在医生处至少观察48小时。 产品有生

殖毒性(对胎儿有害以及影响女性或男性生殖功能)。 暴露后建议咨询专科医生。 
 

第5部分：消防措施 5. 
 

5.1 溶剂 
 

 合适的灭火材料: 
 灭火干粉 , 耐醇泡沫 , 二氧化碳 。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合使用的灭火材料: 
 水  
 

5.2 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危险 
 

 危险性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5.3 灭火提示 
 

 特殊防护器材: 
 采用不依靠现场空气的呼吸防护面具。  
 

第6部分：偶然泄漏时的措施 6. 
 

6.1 与人员有关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和紧急情况时的应对程序 
  

 远离火源。 确保足够的空气流通。 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参见第8节）。 
 

6.2 环保措施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采用合适的材料（如泥土）阻绝溢出的液体。 
 

6.3 收容和清除方法和材料 
  

 用机械法收集并按规定处理。 少量： 用吸收液体的材料诸如硅藻土来收集然后按规范作废弃处理。 较大量时围起来，用泵排入合

适的容器中。 
 

6.4 引用其它部分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这尤其适用于人员防护设施(第8部分)和废物处理(第13部分)的信息。 
 

第7部分：处理和储藏 7. 
 

7.1 与安全处理有关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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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操作指引： 
 使用时，保持足够通风。 溢出物容易造成滑倒。 
 

 防火防爆指引： 
 远离火源，禁止吸烟。 采取预防措施防止静电。 
 

7.2 安全储藏的条件，要考虑到不相容性 
 

 储存室及容器的要求: 
 未知  
 

 混合储存须知： 
 不适用的  
 

 其它有关储存条件： 
 贮于干燥、阴凉处。 保持容器密封。 
 

7.3 特殊最终用途 
 

 没有数据。   
 

第8部分：限制和监视暴露/人员防护设施 8. 
 

8.1 应监视参数 
 

 工作位置空气中最高许可含量 
 不适用 
 

8.2 限制和监视暴露 
 

8.2.1 在工作位置的暴露限制和监视 
 

 一般防护及卫生措施 ： 
 建议采取预防性皮肤保护措施 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受沾污浸泡过的衣物。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气溶胶。 
 

 个人防护设备: 
 

 呼吸保护措施 
 

 推荐使用呼吸保护装置。 
 

 眼部防护措施 
 

 密封地防护眼睛 。 
 

 手部防护 
 

 安全手套 。 
 

 皮肤防护 
 

 防护服 。 
 

8.2.2 暴露环境中的限制和监视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遵守当地有关有机锡与锡化合物的废水条例。 
 

第9部分：物理和化学性质 9.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质信息 
 

 性质: 数值: 方法: 
 外观 
 物态/形状 ............................................................. : 液体  
 颜色 ...................................................................... : 无色－微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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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 
 气味 ...................................................................... : 特性 
 气味极限 
 气味极限 ............................................................... : 无现成数据 
 pH值 
 pH值 ...................................................................... : 不适用   
 熔点/凝固点 
 熔点/熔限 ............................................................. : 未确定的   
 沸点/沸程 
 沸点/沸程 ............................................................. : 197,6 °C  
 闪点 
 闪点 ...................................................................... : 38 °C (ISO 3679) 
 蒸发速度 
 蒸发速度 ............................................................... : 无现成数据  
 上/下可燃或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 : 无现成数据   
 蒸汽压力 
 蒸汽压力 ............................................................... : 无现成数据   
 溶解性 
 水溶解性/混和性 .................................................. : 几乎不溶  
 蒸气密度 
 相对气体/蒸气密度 ............................................... : 无已知数据。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 ............................................................... : 1,09 

(水 / 4 °C = 1,00) 
 

 密度 ...................................................................... : 1,09 g/cm³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 : 无已知数据。  
 自燃温度 
 燃点 ...................................................................... : 无现成数据   
 粘度 
 粘度（运动学） .................................................... : 无现成数据   
 分子量 
 分子量 .................................................................. : 无现成数据   
 

9.2 其它说明 
 

 没有数据。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10. 
 

10.1 – 10.3 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发生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10.2  10.3   

 在储存和搬运过程中，若遵循适用的操作守则，未见危险反应。  
 

 有关信息也可能包含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10.4 应避免的条件 
 

 未知  
 

10.5 不相容材料 
 

 这种材料与水接触后会缓慢水解。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按照规定储藏和拿取使用时：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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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毒理学资料 11. 
 

11.1 有关毒理效应的信息 
 

11.1.1 急性毒性 
 

 产品数据: 
 

 暴露途径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口服 LD50: 1000 mg/kg 大鼠  
 

11.1.2 对皮肤有灼伤/刺激作用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3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评价: 
 

 溅入眼睛后会给眼睛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 
 

11.1.4 呼吸道/皮肤致敏作用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1.1.5 生殖细胞诱变性 
 

 评价: 
 

 本物质会造成人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 
 

11.1.6 致癌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7 生殖毒性 
 

 评价: 
 

 本物质会损坏人的生殖能力。 本物质会损坏人的胎儿。 
 

11.1.8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9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评价: 
 

 较长时间或重复暴露时伤害器官。 
 

11.1.10 肺吸入危险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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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12. 
 

12.1 毒性 
 

 评价: 
 

 对水生生物有害。 
 

12.2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评价: 
 

 不溶于水。 
 

12.3 生物积累可能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4 土壤中移动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5 其它有害作用 
 

 未知的 
 

第13部分：废物处理提示 13. 
 

13.1 废弃物处置方式 
 

13.1.1 产品 
 

 建议： 
 根据规定，需在特殊垃圾焚化装置焚烧。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13.1.2 未经清洁的包装 
 

 建议： 
 完全倒空容器（无滴料、无粉末残留，仔细刮擦）。 容器可再回收或再使用。遵守当地/州立/联邦法规。 
 

第14部分：运输说明 14. 
 

14.1 – 14.4 联合国编号; 符合规定的联合国运输名称; 运输危险级; 包装组别 
14.2

 

14.3
 

14.4
 

 

 道路 ADR：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993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Entzündbarer flüssiger Stoff, n.a.g. (Kieselsäure, Tetraethylester, Reaktionsprodukte 

mit Bis(acetyloxy)dibutylstannan)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氧化硅，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烷的反应产

物） 
 14.3 等级 ............................................... : 3 
 14.4 包装分组 ........................................ : III 
 

 铁路运输 RID: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993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Entzündbarer flüssiger Stoff, n.a.g. (Kieselsäure, Tetraethylester, Reaktionsprodukte 

mit Bis(acetyloxy)dibutylst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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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氧化硅，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烷的反应产

物） 
 14.3 等级 ............................................... : 3 
 14.4 包装分组 ........................................ : III 
 

 海运IMDG-Code: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993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Flammable liquid, n.o.s. (Silicic acid, tetraethyl ester, reaction products with 

bis(acetyloxy)dibutylstannane)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氧化硅，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烷的反应产

物） 
 14.3 等级 ............................................... : 3 
 14.4 包装分组 ........................................ : III 
 

 空运 ICAO-TI/IATA-DGR: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993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Flammable liquid, n.o.s. (Silicic acid, tetraethyl ester, reaction products with 

bis(acetyloxy)dibutylstannane)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氧化硅，四乙酯，与双（乙酰氧基）二丁基锡烷的反应产

物） 
 14.3 等级 ............................................... : 3 
 14.4 包装分组 ........................................ : III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否 
 海洋污染物 (IMDG): 否 
 

14.6 提供给使用者的特殊注意措施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14.7 符合MARPOL公约附录II和IBC-Code（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散装物品运输 
 

 没有计划使用散装运输船运输散装货物。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15. 
 

15.1 安全、健康和环保规章/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殊法规 
 

 按照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 编制. 
 

 遵守国家和当地的政府法规。 
 

 标志法说明，请参阅本文件第2章。 
 

15.2 国际注册现况 
 

 如果有关于物质清单中个别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在后面列出。 
 

 韩国 (大韩民国) .......................................... : ECL (Existing Chemicals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日本 ............................................................. : ENCS (Handbook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澳大利亚 ...................................................... : AICS (Australian Inventor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IECSC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in China):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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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 : PICCS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台湾 (中华民国) ......................................... : TCSI (Taiwan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已列入或与物质清单相符。一般提示: 如果进口台湾或在台湾生产的物质超过

数量限值100公斤/年时(如为混合物则须计算出每种组分个别的含量)，按照台湾化学

品法对已列入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或符合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之物质的规定

须进行状况1的登记。进口商或生产商应对此负责。 
歐洲經濟區 (EEA) ......................................... : REACH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概括说明：如果在第1节中给出的供应商由于他们在欧洲经济区(EEA)生产或进口而产

生登记义务时，则此义务将由他们执行。如果客户或其他后继用户进口欧洲经济区

(EEA)而产生的登记义务，则此义务由他们执行。 

第16部分：其它资料 16. 

16.1 产品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以我们在修改时拥有的最新知识为基础。它们并不成为法律保证规定意义上对该产品特性的保证。  

提供本文件并不能免除产品购买人自己注意和遵守与该产品有关现行法律和规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其它司法管辖地区继续转售该产

品或使用它生产的混合物或制品时，以及在保护第三者权益问题上更应如此。 如果对所描述的产品进行了加工或混入其它材料，则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不再适用于所制成的新产品，除非特别加以说明。 重新包装产品时，购货人有责任附上必要的，与安全有关的

信息。  

16.2 其它说明： 

数值数据的逗号表示小数点。 页内左沿的垂直线表示该处，与前一版本对比，做了更改。 此版本替代以前所有版本。 

- 安全数据表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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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物质及混合物名称以及企业名称 1. 

1.1 产品标识 

商品名： Dibutyltin diacetate, drum 

产品标识: 二正丁基二乙酰氧基锡 

CAS No.: 1067-33-0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确定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领域。

物质/制品的用途: 
工业。 
催化剂

1.3 与编写安全数据表供货厂商有关的详细说明 

生产商/供货商： Wacker Chemie AG  
街道/邮局信箱号: Hanns-Seidel-Platz 4 
国家/邮递区号/城市： D 81737 München 
电话： +49 89 6279-0

传真： +49 89 6279-1770

安全数据表信息咨询： 电话 +49 8677 83-4888

传真： +49 8677 886-9722

电子邮件： WLCP-MSDS@wacker.com

1.4 意外事故紧急呼救电话号码 

意外事故咨询： NRCC + 86 - 532 - 83 88 90 90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2.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级 

危害级别 危险类别 暴露方式 

长期水生危害 类别 1 
急性（短期）水生危害 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 类别 1 
生殖毒性 1B类(对生育能力有害) 
生殖毒性 1B类(对胎儿有害)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类别 2 
严重眼睛损伤/眼刺激 类别 1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 1B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接触） 类别 1 
皮肤过敏 类别 1 

2.2 标签要素 

图符: 

信号词: 危险 

H编码 危险说明 

H31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H317 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反应。 
H341 怀疑可造成遗传性缺陷。 

附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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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60FD 可能对生育能力造成伤害。可能对胎儿造成伤害。 
 H370 会损害器官。 
 H372 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H41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P编码 安全说明 
 P201 使用前索取特别指示说明。 
 P202 在使用前阅读并理解全部的安全说明。 
 P280 穿戴防护手套/ 安全服/保护眼镜。 
 P273 避免进入环境。 
 P301+P330+P331 吞咽后：仔细漱口。不诱导呕吐。 
 P304+P340 吸入后：把人员放置到新鲜空气处，并确保他们呼吸流畅。 
 P305+P351+P338 接触眼睛后：小心仔细地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果可能， 取下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10 马上给毒物信息中心或医生打电话。 
 P391 收集起洒出的物质。 
 P501 把内容物/容器送到废物处理处。 
 

 危险成分(标签)： 
 二正丁基二乙酰氧基锡 
 

2.3 其它危险 
 

 没有数据。  
 

第3部分：组成/组分数据 3. 
 

3.1 物质 
 

3.1.1 化学特征 
 

 CAS No.: 1067-33-0 
 

 有机锡化合物 
 

3.1.2 有害成分 

 

 类型 CAS No. 产品 含量 % 备注 

 INHA 1067-33-0  二正丁基二乙酰氧基锡 <=100  
 

 类型：INHA：内容物，VERU：杂质 
 

3.2 混合物 
 

 不适用 
 

 该产品不含有高度关注物质（REACH法规（EC）No. 1907/2006，第57条），含量≥0.1％。 
 

第4部分：急救措施 4. 
 

4.1 急救措施说明 
 

 一般说明: 
 将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急救时，遵守自我防护措施 接触此物，一定要寻求医嘱. 
 

 与眼睛接触后: 
 立即用大量清水充分漂洗10-15分钟。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冲洗。 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与皮肤接触后: 
 立即脱去受污染的衣物。 用大量水或肥皂水清洗10-15分钟. 情况严重，立即使用紧急冲淋器。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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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后: 
 使病人保持安静. 昏迷时要安放成稳定的侧卧姿势。 保持体温. 如果停止呼吸，则进行人工呼吸。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

质名称。 
 

 吞咽后: 
 如果有知觉，少量多次饮大量的水。切勿催吐。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症状和效应 
 

 有关信息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4.3 医生紧急救护或特殊治疗提示 
  

 过很多小时后才出现中毒症状，所以发生事故后要在医生处至少观察48小时。 请注意第11节中有关毒理学的更多信息。  
 

第5部分：消防措施 5. 
 

5.1 溶剂 
 

 合适的灭火材料: 
 二氧化碳 , 灭火干粉 或 洒水 以洒水或耐醇泡沫来扑灭大面积火灾。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合使用的灭火材料: 
 喷水  
 

5.2 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危险 
 

 危险性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5.3 灭火提示 
 

 特殊防护器材: 
 采用不依靠现场空气的呼吸防护面具。  
 

 一般说明: 
 处置燃烧残渣和灭火后的污水，必须遵循规范及当地相关法规。  
 

第6部分：偶然泄漏时的措施 6. 
 

6.1 与人员有关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和紧急情况时的应对程序 
  

 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参见第8节）。 切勿让未受防护的人员靠近。 避免与眼睛及皮肤接触。 避免吸入雾和蒸气。 确保足够的空气

流通。 
 

6.2 环保措施 
  

 勿让物质流入下水道或水域。 采用合适的材料（如泥土）阻绝溢出的液体。 截留受污水/灭火用水。 排放在标有指示标记的容器

内。 
 

6.3 收容和清除方法和材料 
  

 用吸收液体的材料诸如硅藻土来收集然后按规范作废弃处理。 较大量时围起来，用泵排入合适的容器中。 注意第13节中有关废弃

物处理方法 
 

6.4 引用其它部分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这尤其适用于人员防护设施(第8部分)和废物处理(第13部分)的信息。 
 

第7部分：处理和储藏 7. 
 

7.1 与安全处理有关的防护措施 
 

 安全操作指引： 
 确保工作空间和工作位置有充足的空气流通。 必须在原物体上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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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防爆指引： 
 远离火源，禁止吸烟。 采取预防措施防止静电。 
 

7.2 安全储藏的条件，要考虑到不相容性 
 

 储存室及容器的要求: 
 确保不会进入土壤。 要具备耐溶剂和密封的地面。 
 

 混合储存须知： 
 -  
 

 其它有关储存条件： 
 贮于原始容器内，放在阴凉、良好通风处。 保持容器密封。 
 

7.3 特殊最终用途 
 

 没有数据。   
 

第8部分：限制和监视暴露/人员防护设施 8. 
 

8.1 应监视参数 
 

 工作位置空气中最高许可含量 
 CAS No. 产品 类型 mg/m3 ppm 粉尘 纤维/m3 
 

 
气溶胶 - 可吸入成分 

 
10,0 

 
  

 

 -  
 给出的气溶胶极限值仅为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气溶胶时的一个推荐值  
 

8.2 限制和监视暴露 
 

8.2.1 在工作位置的暴露限制和监视 
 

 一般防护及卫生措施 ： 
 立即脱去受沾污浸泡过的衣物。 建议采用护肤霜，确保皮肤最佳防护。 切勿靠近食品、饮料和饲料。 工作结束后，进食前务必清

洗双手。 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气溶胶。 
 

 个人防护设备: 
 

 呼吸保护措施 
 

 如果不能保证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值低于工作场所限制值，就必须使用适当的防护面具。 适宜的呼吸保护面具： 全脸呼吸保护面

具，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36。 
推荐的过滤器类型： 气体过滤器ABEK(某些无机、有机和酸性气体和蒸气；氨/胺)，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4387 

 

 当暴露在喷雾或气溶胶中时，必须穿戴适当的呼吸保护面具和安全服。 适宜的呼吸保护面具： 全脸呼吸保护面具，按照认可的标

准，例如EN 136。 
推荐的过滤器类型： 复合过滤器ABEK-P3(某些无机、有机和酸性气体和蒸气；氨/胺； 颗粒)，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4387 

 

 必须遵守呼吸保护面具的戴用时间限制以及面具生产厂家的提示说明。 
 

 眼部防护措施 
 

 密封地防护眼睛 。 
 

 手部防护 
 

 在拿取使用产品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戴防护手套。 
 

 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腈橡胶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4 mm 
 穿透时间: > 480 min 
 

 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腈橡胶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1 mm 
 穿透时间: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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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注意手套供应商在透过性和穿透时间方面给出的信息。同时还要考虑到产品使用时的具体场合和条件，例如割裂危险、磨损和

接触持续时间。 必须注意，在实践中，化学品防护手套的日常使用持续时间受很多因素(例如温度)的影响，它可能会明显短于测试

中得出的渗透时间。 
 

 皮肤防护 
 

 敞开搬运时： 化学防护服，也可能需要防液全身防护服。 请注意供应商在透过性和穿透时间方面给出的信息。 同时还要考虑到产

品使用时的具体场合和条件，例如割裂危险、磨损和接触持续时间。 
 

8.2.2 暴露环境中的限制和监视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遵守当地有关有机锡与锡化合物的废水条例。 
 

第9部分：物理和化学性质 9.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质信息 
 

 性质: 数值: 方法: 
 外观 
 物态 ...................................................................... : 液体  
 颜色 ...................................................................... : 无色 
 气味 
 气味 ...................................................................... : 未确定的 
 气味极限 
 气味极限 ............................................................... : 无现成数据 
 pH值 
 pH值 ...................................................................... : 不适用. 不溶于水。  

 

 熔点/凝固点 
 熔点/熔限 ............................................................. : 12 °C 

 

 沸点/沸程 
 沸点/沸程 ............................................................. : 142 - 145 °C 在 13 hPa (文献) 
 闪点 
 闪点 ...................................................................... : 150 °C (ISO 2719) 
 蒸发速度 
 蒸发速度 ............................................................... : 无现成数据 

 

 上/下可燃或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 : 不适用  

 

 爆炸上限 ............................................................... : 不适用  
 

 蒸汽压力 
 蒸汽压力 ............................................................... : 1,7 hPa / 25 °C 

 

 溶解性 
 水溶解性/混和性 .................................................. : 无现成数据  

 

 蒸气密度 
 相对气体/蒸气密度 ............................................... : 无已知数据。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 ............................................................... : 1,32 (25 °C) 

(水 / 4 °C = 1,00) 

 

 密度 ...................................................................... : 1,32 g/cm³ (25 °C)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 : 无已知数据。  
 自燃温度 
 燃点 ...................................................................... : > 200 °C 

 

 分解温度 
 热降解 .................................................................. : > 200 °C 

 

 粘度 
 粘度（动力学） ....................................................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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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量 
 分子量 .................................................................. : 无现成数据  

 

 

9.2 其它说明 
 

 没有数据。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10. 
 

10.1 – 10.3 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发生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10.2  10.3   

 在储存和搬运过程中，若遵循适用的操作守则，未见危险反应。  
 

 有关信息也可能包含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10.4 应避免的条件 
 

 日光直接照射  
 

10.5 不相容材料 
 

 会与后列物质产生反应： 氧化剂 , 强酸 , 强碱 。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按照规定储藏和拿取使用时： 未知 。 
 

第11部分：毒理学资料 11. 
 

11.1 有关毒理效应的信息 
 

11.1.1 急性毒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1.1.2 对皮肤有灼伤/刺激作用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具腐蚀性 体外实验 ECHA 

OECD 431 
 

11.1.3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评价: 
 

 因为其腐蚀作用，所以不需要对这一毒性的终点进行研究。 
 

11.1.4 呼吸道/皮肤致敏作用 
 

 产品数据: 
 

 暴露途径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真皮 易敏感性 豚鼠; 最大反应试验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406 

 

11.1.5 生殖细胞诱变性 
 

 评价: 
 

 本物质可能会造成人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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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阴性 mutation assay (in vitro) 

菌胞 
ECHA 
OECD 471 

 阳性 chromosome aberration assay (in vitro) 
human lymphocytes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473 

 阴性 mutation assay (in vitro) 
哺乳动物细胞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476 

 阳性 micro nucleus assay (in vivo) 
小鼠 (, 两种性别) 
口服; 红细胞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474 

 

11.1.6 致癌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1.1.7 生殖毒性 
 

 评价: 
 

 本物质可能会损伤胎儿或生殖能力。 
 

11.1.8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9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评价: 
 

 较长时间或重复暴露时伤害器官。 
 

11.1.10 肺吸入危险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1 更多毒性资料 
 

 皮肤吸收的危险性。 
 

第12部分：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12. 
 

12.1 毒性 
 

 评价: 
 

 对水生生物有剧毒。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LOEC: 3,1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斑马鱼(Danio rerio) (72 h)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203 

 LOEC: 3,1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斑马鱼(Danio rerio) (72 h)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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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50: 1,4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大型蚤（Daphnia magna） (48 h) 

ECHA 
OECD 202 

 EC50: 1,4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大型蚤（Daphnia magna） (48 h) 

ECHA 
OECD 202 

 EC50: >= 1,6 mg/l (测量的) Desmodesmus subspicatus (72 h)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201 

 EC50 (growth rate): 0,035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海藻（skeleonema costatum） (72 h) 

ECHA 

 EC50: >= 1,6 mg/l (测量的) Desmodesmus subspicatus (72 h)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201 

 EC50 (growth rate): 0,035 mg/l (测量的) 静态的 
海藻（skeleonema costatum） (72 h) 

ECHA 

 EC50 (抑制呼吸): > 1000 mg/l (标称的) 静态的 
淤泥 (3 h) 

ECHA 
OECD 209 

 EC50 (抑制呼吸): > 1000 mg/l (标称的) 静态的 
淤泥 (3 h) 

ECHA 
OECD 209 

 

12.2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评价: 
 

 水解产物（乙酸）容易生物降解。 评价生物可降解性的方法不能用于无机物质。 
 

 产品数据: 
 

 生物降解性： 
 结果 测试体系/方法 来源 
 3,2 % / 24 d 

不易生物降解。 
生化需氧量（BOD）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301F 

 23 % / 39 d 
不易生物降解。 

生化需氧量（BOD） ECHA (read-across 
substance) 
OECD 301F 

 

12.3 生物积累可能性 
 

 评价: 
 

 不排除有生物富集的可能。 
 

12.4 土壤中移动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5 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和vPvB(非常持久且具有生物累积性)评估结果 
 

 没有数据。 
 

12.6 其它有害作用 
 

 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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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废物处理提示 13. 

13.1 废弃物处置方式 

13.1.1 产品 

建议： 
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不可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避免材料进入下水道。 

13.1.2 未经清洁的包装 

建议： 
完全倒空容器（无滴料、无粉末残留，仔细刮擦）。 容器可再回收或再使用。遵守当地/州立/联邦法规。 

第14部分：运输说明 14. 

14.1 – 14.4 联合国编号; 符合规定的联合国运输名称; 运输危险级; 包装组别 
14.214.314.4 

道路 ADR：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760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Ätzender flüssiger Stoff, n.a.g. (Dibutylzinndiacetat)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乙酸二丁锡) 
14.3 等级 ............................................... : 8 
14.4 包装分组 ........................................ : II 

铁路运输 RID: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760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Ätzender flüssiger Stoff, n.a.g. (Dibutylzinndiacetat)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腐蚀性液体，未另作规定的 (二乙酸二丁锡) 
14.3 等级 ............................................... : 8 
14.4 包装分组 ........................................ : II 

海运IMDG-Code: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760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Corrosive liquid, n.o.s. (Dibutyltin diacetate)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腐蚀性液体，未另列明的 (二乙酸二丁锡) 
14.3 等级 ............................................... : 8 
14.4 包装分组 ........................................ : II 

空运 ICAO-TI/IATA-DGR: 
评价 ........................................................ : 危险品 
14.1 UN 编号 ........................................... : 1760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 : Corrosive liquid, n.o.s. (Dibutyltin diacetate) 
14.2 合适的航运名称 (国家的) .............. : 腐蚀性液体，未另列明的 (二乙酸二丁锡) 
14.3 等级 ............................................... : 8 
14.4 包装分组 ........................................ : II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是 
海洋污染物 (IMDG): 是 

14.6 提供给使用者的特殊注意措施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14.7 符合MARPOL公约附录II和IBC-Code（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散装物品运输 

没有计划使用散装运输船运输散装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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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法规信息 15. 

15.1 安全、健康和环保规章/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殊法规 

按照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 编制. 

遵守国家和当地的政府法规。 

标志法说明，请参阅本文件第2章。 

15.2 国际注册现况 

如果有关于物质清单中个别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在后面列出。 

日本 ............................................................. : ENCS (Handbook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澳大利亚 ...................................................... : AICS (Australian Inventor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中国 ............................................................. : IECSC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in China):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加拿大 ......................................................... : DSL (Domestic Substance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菲律宾 ......................................................... : PICCS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美利坚合众国 (USA) ..................................... : TSCA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被列为正在使用或与物质清单一致。 

台湾 ............................................................. : TCSI (Taiwan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已列入或与物质清单相符。一般提示: 如果进口台湾或在台湾生产的物质超过

数量限值100公斤/年时(如为混合物则须计算出每种组分个别的含量)，按照台湾化学

品法对已列入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或符合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之物质的规定

须进行状况1的登记。进口商或生产商应对此负责。 
欧洲经济区 (EEA) ......................................... : REACH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概括说明：如果在第1节中给出的供应商由于他们在欧洲经济区(EEA)生产或进口而产

生登记义务时，则此义务将由他们执行。如果客户或其他后继用户进口欧洲经济区

(EEA)而产生的登记义务，则此义务由他们执行。 
韩国 (大韩民国) .......................................... : AREC (化学品注册和评估法规：“K-REACH”): 

一般提示：如果在韩国生产的或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有注册义务，则由第1节中

提及的供应商履行注册义务。如果从客户或其他下游用户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

有注册义务，则必须由这些进口商承担。 

第16部分：其它资料 16. 

16.1 产品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以我们在修改时拥有的最新知识为基础。它们并不成为法律保证规定意义上对该产品特性的保证。  

提供本文件并不能免除产品购买人自己注意和遵守与该产品有关现行法律和规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其它司法管辖地区继续转售该产

品或使用它生产的混合物或制品时，以及在保护第三者权益问题上更应如此。 如果对所描述的产品进行了加工或混入其它材料，则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不再适用于所制成的新产品，除非特别加以说明。 重新包装产品时，购货人有责任附上必要的，与安全有关的

信息。  

16.2 其它说明： 

数值数据的逗号表示小数点。 页内左沿的垂直线表示该处，与前一版本对比，做了更改。 此版本替代以前所有版本。 

- 安全数据表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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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光稳定剂 Tinuvin® B 75 

Product: Tinuvin® B 75 

(30498901/SDS_GEN_CN/ZH) 

印刷日期 27.11.2015 

1. 物质/制剂及公司信息

光稳定剂 Tinuvin® B 75

Tinuvin® B 75

推荐用途和限制用途: 化学品 

公司: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心沙路300号 

邮编：200137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心沙路300号 

邮编：200137 

紧急联络信息: 

巴斯夫紧急热线中心（中国） 

电话: +86 21 5861-1199 

Company: 

BASF Advanced Chemicals Co., Ltd 

300 Jiang Xin Sha Road 

Pu Dong Shanghai 200137, CHINA 

Telephone: +86 21 20392978 

Telefax number:  +86 21 2039 4800-2978 

E-mail address: china-psr-sds@basf.com

Emergency information: 

Emergency Call Center (China): 

Telephone: +86 21 5861-1199 

2. 危险性识别

纯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对水环境的急性危害: 分类 1 

对水环境的慢性危害: 分类 1 

标签要素和警示性说明: 

图形符号: 

附件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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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词: 

警告 

危险性说明: 

H400 对水生生物剧毒。 

H410 对水生生物有长期持续性剧毒危害。 

警示性说明（预防）: 

P273 避免泄漏到环境中。 

警示性说明（响应）: 

P391 收集溢出物。 

警示性说明（废弃物处置）: 

P501 将内部物料/容器交危险废物或特殊废物收集公司进行处置。 

其它危害但是不至于归入分类: 

此部分提供适用的其它危害信息，这些信息不影响分类，但可能会影响该物质或混合物的整体危害性。  

3. 成分/组分信息

化学性质: 混合物

混合物制备基于： 受阻胺光稳定剂, 酚类防老剂, 紫外吸收剂 

危险组分 

癸二酸双(1,2,2,6,6-戊甲基-4-哌啶基)酯

含量 (W/W): >= 20 % - <= 40 % 

CAS No.: 41556-26-7 

Acute Tox.: 分类 5 (口服) 

Skin Sens.: 分类 1A 

Aquatic Acute: 分类 1 

Aquatic Chronic: 分类 1 

癸二酸甲基-1,2,2,6,6-五甲基-4-哌啶酯

含量 (W/W): >= 5 % - <= 10 % 

CAS No.: 82919-37-7 

Skin Sens.: 分类 1 

Aquatic Acute: 分类 1 

Aquatic Chronic: 分类 1 

Benzenepropanoic acid, 3,5-bis(1,1-dimethylethyl)-4-hydroxy-,C7-9-branched alkyl 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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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W/W): >= 15 % - <= 30 % 

CAS No.: 125643-61-0 

Phenol, 2-(2H-benzotriazol-2-yl)-6-dodecyl-4-methyl-, branched and linear 

含量 (W/W): >= 30 % - <= 50 % 

CAS No.: 125304-04-3 

4. 急救措施

一般建议:

脱掉受污染的衣物。 

如吸入: 

如吸入蒸气/烟雾后有不适感，移至空气新鲜处，就医诊治。 

皮肤接触: 

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 

翻转眼睑，用流动清水清洗受沾染眼睛至少15分钟以上。 

摄食: 

清洗口腔，然后大量饮水。 

医生注意事项: 

症状: 最重要的已知症状和危害在标签（见第2章）和/或第11章中已有描述。 

进一步的重要症状和危害目前尚不清楚。 

处理: 对症治疗（清除污物，注意生命体症），无特效解毒剂。  

5. 消防措施

适宜的灭火介质:

水喷雾, 干粉末, 泡沫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用的灭火介质: 

直流水喷射 

特殊危害:  

有害蒸气 

形成烟雾 遇火会释放出所提及的物质/物质基团。 

特殊保护设备:  

戴自给式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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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危险程度视燃烧物质和火情而定。 必须按照官方条例处置受污染的消防水。 

6. 意外泄漏应急措施

个人预防措施:

穿着个人防护服。 需采取呼吸保护措施。 

环境污染预防: 

收集受污染的水/消防水 不得排入排水沟/地表水系/地下水系中。 

清理或收集方法: 

大量: 用泵清除产品  

残余物: 使用合适的吸收材料吸除。 按照条例处置被吸收的材料。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

如正确使用本产品，无须特殊措施。 

防火防爆: 

对静电需采取预防措施。 

储存 

关于存储条件的详细信息: 保持容器密封、干燥，存于阴凉处。 

8. 接触控制及个人防护

职业接触限值要求的要素

无职业接触限值。 

个人防护设施 

呼吸防护: 

适于较高浓度或长期接触情况下的呼吸保护： 适用于有机化合物（沸点>65℃）气体/蒸气的EN  14387 

A型气体过滤器.  

双手保护: 

防化保护手套. 

适用于短期接触的材料（推荐：在保护索引2中，按照EN 374 规定相应的防渗透时间>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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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基橡胶（丁基）-0.7毫米涂层厚

丁腈橡胶（NBR）-0.4毫米涂层厚

补充：该规格基于自测，文献资料及手套制造商的信息或相似的产品推而及之。由于许多条件影响（如

温度），化学防护手套的实际防渗透时间有可能比标准测试所定的时间短。

由于手套种类繁多，应遵守手套制造商的使用指南。

眼睛保护: 

有边框遮蔽的安全眼镜. 

身体保护: 

身体的保护取决于活动和身体曝露的水平. 

一般安全及卫生措施: 

根据优良工业卫生和安全实践操作。 建议穿密闭式工作服。 根据优良工业卫生和安全实践操作。 

9. 理化性质

形状: 溶液 

颜色: 黄色 

气味: 微弱气味 

嗅觉阈值: 尚无资料 

PH值: 

未测试的 

熔点: 

未测试的 

沸点: 200 度 (估计的) 

闪点: > 100 度

蒸发速率: 

数值近似等于亨利定律常数或蒸汽压 

可燃性 (固体/气体): 根据此化学物质结构显示，无可燃性。 

爆炸下限: 

对于液体无须分类和标示。, 低爆点可

能低于闪点5-15 °C。 

爆炸上限: 

对于液体无须分类和标示。 

燃烧温度: 380 度  (德国工业标准51794) 

热分解: > 350 度  (dynamic (Lütolf oven)) 

> 300 度  (Isoperibolic (Lütolf 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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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 温度: > 360 度 

自热能力: 这不是一个可以自热的物质. 

最小燃烧能: 

尚无资料。 

爆炸危险: 无爆炸性 

促燃性: 无助燃性。 

蒸气压: < 0.01 Pa 

(25 度) 

(估计的) 

密度: 0.95 - 1.0 克/cm3 

(20 度)  

水中溶解性: 

(20 度) 

湿度测定法: 不吸湿的 

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Pow）:

研究的科学性理由不足。 

动力学粘度: 

未测试的 

其他资料: 

若有必要，其它理化性质参数将在这一部分列明。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需避免的情况:

杜绝一切火源：热源、火星、明火。 防止静电放电。

热分解:  > 350 度 (dynamic (Lütolf oven))

热分解:  > 300 度 (Isoperibolic (Lütolf oven))

需避免的物质: 

强酸, 强碱, 强氧化剂 

对金属的腐蚀性: 对金属无腐蚀性。 

危险反应: 

如按说明存储和操作，无危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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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解产物。: 

如按照规定/指示存储和操作，无危险分解产物。 

11. 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实验/计算所得数据:

半致死剂量 大鼠 (口服): > 2,000 mg/kg

(吸入):未测试的

半致死剂量 大鼠 (皮肤): > 2,000 mg/kg

刺激性

实验/计算所得数据:

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兔: 非刺激性

眼睛严重损害/刺激 兔: 非刺激性

呼吸/皮肤过敏

致敏性的评价:

根据可得到的数据，未达到分类的标准。

实验/计算所得数据:

天竺鼠: 无致敏性。 (经济合作开发组织方针406)

以配制品做试验。

生殖细胞突变性

诱变性评价:

基于组分分析没有可疑的诱导有机体突变的影响。

致癌性

致癌性评价:

整体的评估信息表明该产品无致癌效应。

生殖毒性

生殖毒性评价:

基于组分分析没有可疑的生殖毒性。

其它相关毒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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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未经测试。本毒性声明由产品单个组分的性质推出。 

12.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

水生毒性评价:

对水生生物剧毒。 对水生生物有长期持续性剧毒危害。

对水生生物很毒（急性影响）。 对水域环境可能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

迁移率

对化学品在不同环境介质间转换的评估:

物质不会从水表蒸发到大气中。

尚无资料。

持续性和可降解性

生物降解和消除评价（H20):

产品实际不溶于水，因此在适合的废水处理系统中可通过机械方法从水中分离。

消除信息:

未测试的

生物积累潜势

潜在生物体内积累评定:

切勿排入环境。

生物积累潜势:

尚无资料。

其它不利影响

可吸附的有机结合卤 (AOX):

产品不含有机结合卤素

补充说明（信息）

其它生态毒性建议:

产品未经测试。此生态毒性声明由产品单个组分的性质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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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处置注意事项

必须按照当地法规倾倒入垃圾场或焚烧。 

受污染的包装: 

未受污染的包装可以再利用。 

不能清理干净的包装应按与其内容物相同的处理方式处置。 

14. 运输信息

陆地运输

道路运输

危险等级: 9, EHSM 

包装组别: III 

识别编号: UN 3082 

危害标签: 9, EHSM 

货品名称: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列明的 (含有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铁路运输 

危险等级: 9, EHSM 

包装组别: III 

识别编号: UN 3082 

危害标签: 9, EHSM 

货品名称: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列明的 (含有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内河运输 

危险等级: 9, EHSM 

包装组别: III 

识别编号: UN 3082 

危害标签: 9, EHSM 

货品名称: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列明的 (含有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海洋运输 

IMDG 

Sea transport 
I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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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等级: 9, EHSM Hazard class: 9, EHSM 

包装组别: III Packing group: III 

识别编号: UN 3082 ID number: UN 3082 

危害标签: 9, EHSM Hazard label: 9, EHSM 

海洋污染: 是 Marine pollutant: YES 

货品名称: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列明的 (含有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Proper shipping name:  
ENVIRONMENTALLY HAZARDOUS 
SUBSTANCE, LIQUID, N.O.S. (contains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航空运输 

IATA/ICAO 

Air transport 
IATA/ICAO 

危险等级: 9, EHSM Hazard class: 9, EHSM 

包装组别: III Packing group: III 

识别编号: UN 3082 ID number: UN 3082 

危害标签: 9, EHSM Hazard label: 9, EHSM 

货品名称: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列明的 (含有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Proper shipping name:  
ENVIRONMENTALLY HAZARDOUS 
SUBSTANCE, LIQUID, N.O.S. (contains 
1,2,2,6,6-PENTAMETHYL PIPERIDINE 
DERIVATIVE)   

更多信息 

此产品可能被分类为在特定包装尺寸中的限定数量。 

15. 法规信息

欧盟法规 (（贴）标签) 

指令 1999/45/EC（“制备指令”）。: 

危险符号 

N 对环境有危害。 

危险警句 

R50/53 对水生生物非常毒，对水生环境可能引起长期不利影响。 

安全警句 

S61 不可泄漏到环境中。参阅特定的说明书/安全技术说明书。 

基于对制剂的测试分类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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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标示的主要危害成分: 癸二酸双(1,2,2,6,6-五甲基哌啶醇)酯与1-(甲基)-8-(1,2,2,6,6-五甲基-4-

哌啶)癸二酸酯的反应物料 

其它法规 

登记情况: 

IECSC, CN 已放行/已列入 

本安全技术说明书是根据《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制作。 

本产品须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根据GHS规则定义为危险化学品） 

本产品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如果产品应用于药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如果产品应用于饲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如果产品应用于食品）。 

16. 其他资料

不适于使用: 本材料并非意在应用于那些特别旨在长期接触粘膜、体液、皮肤损伤或植入人体的产品之

中，除非其最终产品已经按照国内和国际相关安全测试要求进行了测试。由于其潜在的使用范围非常之

广，我们无法就本材料是否可安全有效地应用于这些用途而做出任何建议，并且对这些使用不承担任何

责任。

左边边缘划斜线的部分注明对前版本的修正。 

此安全技术说明书中资料是依据我们的现有知识和经验编写，且仅对产品的安全要求进行了描述。这些资料

未说明产品的性质(产品技术规格)。不应从本安全技术说明书中获取产品符合特定用途的特性和产品适用性

的信息。本产品的接收人有责任确保遵守所有权和现行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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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物质及混合物名称以及企业名称 1. 

1.1 产品标识 

商品名： GENIOSIL XB 502 LOHN 200KG DRUM ST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确定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领域。 

物质/制品的用途: 
工业。 
原料： 粘合剂 。 

1.3 与编写安全数据表供货厂商有关的详细说明 

生产商/供货商：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 Ltd  
街道/邮局信箱号: 78, Changjiang Road, Jiangsu Yangtze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y Park 
国家/邮递区号/城市： CHN  Zhangjiagang, Jiangsu Province 215634 
电话： +86 512 8164-2000

传真： +86 512 8164-2017

安全数据表信息咨询： 电话 +49 8677 83-4888

传真： +49 8677 886-9722

电子邮件： WLCP-MSDS@wacker.com

1.4 意外事故紧急呼救电话号码 

意外事故咨询： NRCC + 86 - 532 - 83 88 90 90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2.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级 

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非危险物质或混合物。 

2.2 标签要素 

不需要贴GHS标签。 

2.3 其它危险 

产品水解会产生甲醇(CAS-No. 67-56-1). 甲醇被分类为对身体和健康有害物质。产品水解速度和对健康危害的严重程度与外在环境

条件关系紧密。  

第3部分：组成/组分数据 3. 

3.1 物质 

不适用 

3.2 混合物 

3.2.1 化学特征 

具有硅烷端基的聚醚 + 助剂 。 

3.2.2 有害成分 

本产品不含有高于容许界限的危险成分。  

该产品不含有高度关注物质（REACH法规（EC）No. 1907/2006，第57条），含量≥0.1％。 

第4部分：急救措施 4.

附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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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急救措施说明 

一般说明: 
发生意外或感到不适时，就医（可能的话，出示标签或安全数据表）。 

与眼睛接触后: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如果持续感觉刺痛时，就医。 

与皮肤接触后: 
用大量清水或肥皂水充分清洗. 如果有可见的皮伤或其它不适时，就医（可能的话，出示标签或安全数据表）.  

吸入后: 
设法给予新鲜空气。 

吞咽后: 
给予多次小量的饮水。 切勿催吐。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症状和效应 

有关信息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4.3 医生紧急救护或特殊治疗提示 

请注意第11节中有关毒理学的更多信息。 

第5部分：消防措施 5. 

5.1 溶剂 

合适的灭火材料: 
耐醇泡沫 , 二氧化碳 , 水雾 , 喷水灭火装置 , 砂子 , 灭火干粉 。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合使用的灭火材料: 
喷水 。 

5.2 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危险 

起火时有害气体和蒸气会产生危害。 暴露于燃烧灰烬中可能对健康有危害！ 危险性燃烧产物： 有毒和剧毒烟气 。 

5.3 灭火提示 

特殊防护器材: 
采用不依靠现场空气的呼吸防护面具。 切勿让未受防护的人员靠近。 

第6部分：偶然泄漏时的措施 6. 

6.1 与人员有关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和紧急情况时的应对程序 

保护事故区域。 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参见第8节）。 切勿让未受防护的人员靠近。 避免与眼睛及皮肤接触。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

气溶胶。 如果物料泄漏，请标示“注意滑到”。 不要在洒出的材料上走动。 

6.2 环保措施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封闭泄漏处。 采用合适的材料（如泥土）阻绝溢出的

液体。 截留受污水/灭火用水。 排放在标有指示标记的容器内。 如果产品泄漏到表层水体，下水道或土壤，请通知职能部门。 

6.3 收容和清除方法和材料 

用机械法收集并按规定处理。 切勿用水冲走。 少量： 使用中性（非酸/非碱）并能吸收液体的材料，诸如硅藻土，收集然后按照

规定处理。 大量： 可以使用抽吸设备或泵收集液体。当可燃时，仅使用气动或按规定安装的电气设备。 采用洗涤剂/皂液或其它

可降解性清洁剂来清除附在壁上的粘液层。 有机硅液体具有湿滑性；溢出物具安全危害性。采用沙子或其它惰性粒状材料来提高摩

擦力。 

其它说明： 
排尽蒸气。 杜绝一切火源。 注意防爆。 参见章节7。 



安全技术说明书 

材料： 60109587 GENIOSIL XB 502 LOHN 200KG DRUM ST 

版本： 1.7 (CN) 印刷日期： 13.01.2021 更新日期: 14.11.2019 

页码： 3/8 

6.4 引用其它部分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这尤其适用于人员防护设施(第8部分)和废物处理(第13部分)的信息。 

第7部分：处理和储藏 7. 

7.1 与安全处理有关的防护措施 

安全操作指引： 
确保工作空间和工作位置有充足的空气流通。 必须在原物体上吸除。 溢出物容易造成滑倒。 避免形成气溶胶。 如果形成烟雾，

需要特殊防护措施（排烟装置），呼吸保护装置。 参见章节8 远离第10节所指的不相容物质。 

防火防爆指引： 
产品能够分解，生成甲醇 在密封区内，蒸气能够和空气组成混合物，在有点火源时发生爆炸，这也包括在没有清洗的空容器中。 远
离火源，禁止吸烟。 采取预防措施防止静电。 用水冷却处于危险状态的容器。 

7.2 安全储藏的条件，要考虑到不相容性 

储存室及容器的要求: 
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混合储存须知： 
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其它有关储存条件： 
贮于干燥、阴凉处。 防止受潮。 将容器置于通风良好处。 

7.3 特殊最终用途 

没有数据。 

第8部分：限制和监视暴露/人员防护设施 8. 

8.1 应监视参数 
- 

8.2 限制和监视暴露 

8.2.1 在工作位置的暴露限制和监视 

一般防护及卫生措施 ： 
搬运化学物质遵照相关工业卫生标准。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气溶胶。 在足够的通风下使用。 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 建议采取

预防性皮肤保护措施 立即脱去受沾污浸泡过的衣物。 定期清洁工作区。 规定洗淋浴和冲洗眼睛。 工作时严禁吃，喝或吸烟。 切
勿靠近食品、饮料和饲料。 

个人防护设备: 

呼吸保护措施 

如果不能保证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值低于工作场所限制值，就必须使用适当的防护面具。 适宜的呼吸保护面具： 全脸呼吸保护面

具，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36。 
推荐的过滤器类型： 气体过滤器ABEK(某些无机、有机和酸性气体和蒸气；氨/胺)，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4387 

当暴露在喷雾或气溶胶中时，必须穿戴适当的呼吸保护面具和安全服。 适宜的呼吸保护面具： 全脸呼吸保护面具，按照认可的标

准，例如EN 136。 
推荐的过滤器类型： 复合过滤器ABEK-P2(某些无机、有机和酸性气体和蒸气；氨/胺；颗粒)，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4387 

必须遵守呼吸保护面具的戴用时间限制以及面具生产厂家的提示说明。 

眼部防护措施 

密封地防护眼睛 。 

手部防护 

在拿取使用产品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戴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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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基橡胶制备的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3 mm 
穿透时间: > 480 min 

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腈橡胶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4 mm 
穿透时间: 10 - 30 min 

请您注意手套供应商在透过性和穿透时间方面给出的信息。同时还要考虑到产品使用时的具体场合和条件，例如割裂危险、磨损和

接触持续时间。 必须注意，在实践中，化学品防护手套的日常使用持续时间受很多因素(例如温度)的影响，它可能会明显短于测试

中得出的渗透时间。 

皮肤防护 

敞开搬运时： 化学防护服，也可能需要防液全身防护服。 请注意供应商在透过性方面给出的信息。 

8.2.2 暴露环境中的限制和监视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8.3 有关系统设计与工程计量的更多信息 

参见章节7 遵守国家部门规章。 

第9部分：物理和化学性质 9.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质信息 

性质: 数值: 方法: 
外观 
物态 ...................................................................... : 液体 (25 °C / 1.013 hPa) 
颜色 ...................................................................... : 无色，灰暗 

气味 
气味 ...................................................................... : 弱 

气味极限 
气味极限 ............................................................... : 无现成数据 

pH值 
pH值 ...................................................................... : 不适用 

熔点/凝固点 
熔点/熔限 ............................................................. : 不适用 

沸点/沸程 
沸点/沸程 ............................................................. : 不适用 

闪点 
闪点 ...................................................................... : > 100 °C (ISO 2719) 

蒸发速度 
蒸发速度 ............................................................... : 无现成数据 

上/下可燃或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 : 不适用 
爆炸上限 ............................................................... : 不适用 

蒸汽压力 
蒸汽压力 ............................................................... : 不适用 

溶解性 
水溶解性/混和性 .................................................. : 不可溶性 在 25 °C 

蒸气密度 
相对气体/蒸气密度 ............................................... : 无已知数据。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 ............................................................... : 1,13 (25 °C; 1013 hPa) 

(水 / 4 °C = 1,00) 
(DIN 51757) 

密度 ...................................................................... : 1,13 g/cm³ (25 °C; 1013 hPa) (DIN 5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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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 : 无已知数据。 

自燃温度 
燃点 ...................................................................... : 380 °C (EN 14522) 

粘度 
粘度（动力学） .................................................... : 1300 mPa.s 在 25 °C (DIN 51562) 

分子量 
分子量 .................................................................. : 不适用 

9.2 其它说明 

释放出甲醇的爆炸极限： 5.5 - 44%(V)。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10. 

10.1 – 10.3 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发生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10.210.3 

在储存和搬运过程中，若遵循适用的操作守则，未见危险反应。 

有关信息也可能包含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10.4 应避免的条件 

潮湿 , 热、明火或其它火源 

10.5 不相容材料 

会与后列物质产生反应： 水 , 碱性物质 与 酸 。 反应产物： 甲醇 。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水解： 甲醇 。 测量显示，温度高于约 150 °C 时会通过氧化形成少量甲醛。 测量显示，温度高于约 180 °C (356 °F)时会分

解生成少量苯。 

第11部分：毒理学资料 11. 

11.1 有关毒理效应的信息 

11.1.1 一般说明 

从产品整体得到的数据要优先于从单一成分得到的数据。 

11.1.2 急性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Acute toxicity estimate (ATE): 
ATEmix (经口): > 2000 mg/千克 

11.1.3 对皮肤有灼伤/刺激作用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4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5 呼吸道/皮肤致敏作用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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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生殖细胞诱变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7 致癌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8 生殖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9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0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1 肺吸入危险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2 更多毒性资料 

物质数据: 

水解产物 (甲醇): 

甲醇（CAS 67-56-1）通过所有暴露途径都会被良好和快速吸收，有毒，并与摄取方式无关。甲醇能够刺激粘膜，造成恶心、呕吐、

头痛、头晕、视力障碍，以及导致失明（不可逆视神经损伤）、酸中毒、肌肉痉挛和昏迷。暴露后可能会延迟出现这些作用。

第12部分：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12. 

12.1 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试验数据。 

12.2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评价: 

有机硅含量： 无法生物降解。 通过活性污泥吸附消除之。 

物质数据: 

水解产物 (甲醇): 

甲醇容易生物降解。

12.3 生物积累可能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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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土壤中移动性 

评价: 

无已知数据。 

12.5 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和vPvB(非常持久且具有生物累积性)评估结果 

没有数据。 

12.6 其它有害作用 

未知的 

第13部分：废物处理提示 13. 

13.1 废弃物处置方式 

13.1.1 产品 

建议： 
不能继续使用、加工或回收的材料应在获准的设施中按照国家、州(省)和地方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根据法规不同，废物处理方法可

以是堆放到垃圾场或者焚烧。 

13.1.2 未经清洁的包装 

建议： 
完全倒空容器（无滴料、无粉末残留，仔细刮擦）。 容器可再回收或再使用。遵守当地/州立/联邦法规。 无法清洁的包装应该采

取和物料相同的废弃物质处理法。 

第14部分：运输说明 14. 

14.1 – 14.4 联合国编号; 符合规定的联合国运输名称; 运输危险级; 包装组别 
14.214.314.4 

道路 AD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铁路运输 RID: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海运IMDG-Code: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空运 ICAO-TI/IATA-DG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否 

14.6 提供给使用者的特殊注意措施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14.7 符合MARPOL公约附录II和IBC-Code（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散装物品运输 

没有计划使用散装运输船运输散装货物。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15. 

15.1 安全、健康和环保规章/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殊法规 

按照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 编制. 

遵守国家和当地的政府法规。 

标志法说明，请参阅本文件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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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国际注册现况 

如果有关于物质清单中个别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在后面列出。 

日本 ............................................................. : ENCS (Handbook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加拿大 ......................................................... : DSL (Domestic Substance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菲律宾 ......................................................... : PICCS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未列入物质清单或与物质清单不相符。 

美利坚合众国 (USA) ..................................... : TSCA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被列为正在使用或与物质清单一致。 

台湾 ............................................................. : TCSI (Taiwan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已列入或与物质清单相符。一般提示: 如果进口台湾或在台湾生产的物质超过

数量限值100公斤/年时(如为混合物则须计算出每种组分个别的含量)，按照台湾化学

品法对已列入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或符合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之物质的规定

须进行状况1的登记。进口商或生产商应对此负责。 
欧洲经济区 (EEA) ......................................... : REACH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概括说明：如果在第1节中给出的供应商由于他们在欧洲经济区(EEA)生产或进口而产

生登记义务时，则此义务将由他们执行。如果客户或其他后继用户进口欧洲经济区

(EEA)而产生的登记义务，则此义务由他们执行。 
韩国 (大韩民国) .......................................... : AREC (化学品注册和评估法规：“K-REACH”): 

一般提示：如果在韩国生产的或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有注册义务，则由第1节中

提及的供应商履行注册义务。如果从客户或其他下游用户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

有注册义务，则必须由这些进口商承担。 

第16部分：其它资料 16. 

16.1 产品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以我们在修改时拥有的最新知识为基础。它们并不成为法律保证规定意义上对该产品特性的保证。  

提供本文件并不能免除产品购买人自己注意和遵守与该产品有关现行法律和规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其它司法管辖地区继续转售该产

品或使用它生产的混合物或制品时，以及在保护第三者权益问题上更应如此。 如果对所描述的产品进行了加工或混入其它材料，则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不再适用于所制成的新产品，除非特别加以说明。 重新包装产品时，购货人有责任附上必要的，与安全有关的

信息。  

16.2 其它说明： 

数值数据的逗号表示小数点。 页内左沿的垂直线表示该处，与前一版本对比，做了更改。 此版本替代以前所有版本。 

- 安全数据表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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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产品名称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英文名称

正确运输名称

其他识别⽅式

防霉剂TB-20

Mocide TB-20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含有戊唑醇)

⽆资料

产品推荐及限制⽤途

相关确定⽤途 防霉剂

制造者、输入者或供应者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三博⽣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 陆镇丰登路615弄7号

021-51696020电话

电⼦邮件 info@3dbio-chem.com

应急电话

协会/组织

应急电话

三博⽣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021-51696080（8:30-17:30周⼀-周五）

其他应急电话号码

部分 2:危险性概述

物质及混合物的分类

紧急情况概述

可燃

吞食后有害.
可能有损伤胎⼉或胚胎的危险.
使⽤适当的容器,以预防污染环境。

避免释放入环境。参考特殊说明/安全技术说明书。

危险性类别 易燃液体类别4,急性经⼝毒性类别4,⽣殖毒性类别2,危害⽔⽣环境-急性危险类别1,危害⽔⽣环境- 期危险类别1

标签要素

GHS象形图

信号词 警告

危险性说明

H227

H302

H361

H410

可燃液体

吞咽有害

怀疑对⽣育能⼒或胎⼉造成伤害

对⽔⽣⽣物毒性极⼤并具有 期持续影响

补充说明

不适⽤

防范说明:预防措施

P201

P210

在使⽤前获取特别指⽰。

远离热源/火花/明火/热表⾯。禁⽌吸烟。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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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0

P264

P270

P273

P202

戴防护⼿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具。

作业后彻底清洗

使⽤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或吸烟。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在读懂所有安全防范措施之前切勿搬动。

防范说明:事故响应

P308+P313

P370+P378

P391

如接触到或有疑虑：求医/就诊。

火灾时：使⽤喷⽔/雾灭火。

收集溢出物。

P301+P312

P330

如食入：如果感觉不适，呼叫中毒控制中⼼或就医。

漱⼝。

防范说明:安全储存

P403+P235

P405

存放在通 良好的地⽅。保持低温。

存放处须加锁。

防范说明:废弃处置

物理和化学危险

P501 按照地⽅/区域/国家/国际法规处置内容物/容器。

液体。

可燃。

健康危险

不认为吸入该物质会引起对健康有害的影响或呼吸道刺激 (使⽤动物模型根据欧盟指令分类)。然⽽，动物通过⾄少⼀种其他途径接触后引起了全⾝
性的有害效应，应采取良好的卫⽣措施将接触程度保持在最低⽔平，并在⼯作场所采⽤合适的控制措施。

吸入

食入 意外摄入本物质可能有害。

未愈合的伤⼝、擦伤的或受刺激的⽪肤都不应该暴露于本物质。

通过割伤、擦伤或病变处进入⾎液，可能产⽣全⾝损伤的有害作⽤。在使⽤该物质前应该检查⽪肤，确保任何损伤处得到合理的保护后才能使⽤该

物质。

⽪肤接触

眼睛

慢性

虽然不认为该液体具有刺激性(按欧盟指令分类)，但是眼睛直接接触可引起暂时不适感，出现流泪或结膜变红(类似吹 性⽪肤伤)。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物质能直接引起⽣育能⼒下降。

环境危害

请参阅第⼗⼆部分

其他危险性质

⽆资料。

部分 3:成分/组成信息

物质

请参阅以下部分 -混合物组成信息。

混合物

CAS号码 浓度或浓度范围 (质量分数％） 组分

34590-94-8

107534-96-3

70-80

20-30

⼆丙⼆醇甲醚

戊唑醇

部分 4:急救措施

急救

如果眼睛接触本产品：

立即⽤流动清⽔进⾏冲洗。

眼睛接触 通过不时地提起上、下眼睑，确保眼睛得到彻底的清洗。

如疼痛持续或重新发作，应当立即就医。

眼睛受伤后，隐形眼镜只能由受过专 训练的⼈员取下。

如果接触⽪肤或头发：

⽪肤接触

吸入

⽤流动清⽔(如果可能，⽤肥皂)冲洗⽪肤和头发。

如有刺激感，应当就医。

如果吸入烟⽓，⽓溶胶或燃烧产物，将患者转移出污染区。

⼀般不需采取其它措施。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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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吞食，尽可能立即就医。

联系毒物信息中⼼或医⽣寻求建议。

可能需要紧急住院治疗。

与此同时，有资格的急救⼈员应密切观察并根据病⼈的实际情况采取⽀持疗法。

如果有医务⼈员或医⽣在场，那么病⼈应该处于其监护之下，并向其提供⼀份SDS复印件；以后的措施由医疗专家负责。

如果⼯作现场或周围⽆法获得医疗救护，则将病⼈送到医院并提供SDS复印件。

如果不能立刻获得医疗救护，或病⼈离医院超过15分钟的路程，则施⾏以下救助（除非有指引进⾏另外的操作）：

对于意识清醒者，通过⽤⼿指探咽后壁催吐。让病⼈前倾或左侧卧(如可能，采⽤头低位)以保持呼吸道通畅，防⽌吸入呕吐物。

注意：⽤机械⽅法催吐时要戴防护⼿套。

食入

对保护施救者的忠告

对医⽣的特别提⽰
对于有毒物质(如⽆特殊治疗⽅案)：
--------------------------------------------------------------
基础治疗

--------------------------------------------------------------
需要时，负压抽吸以保持呼吸道通畅。

监视呼吸机能不全的体征，必要时辅助通⽓。

⽤非重复呼吸⾯具每分钟给予10⾄ 15升氧⽓。

必要时，监视并治疗肺⽔肿。

必要时，监视并治疗休克。

预防癫痫发作。

禁⽤催吐药。如果摄入，漱⼝；在病⼈能够吞咽、具有强烈的咽反射且并不流涎的情况下，给病⼈饮⽤200毫升⽔⽤于稀释(推荐 5毫升/公⽄体重)。
--------------------------------------------------------------
进⼀步治疗

--------------------------------------------------------------
如果失去意识或呼吸停⽌，应考虑经⼝或经⿐⽓管插管。

可以使⽤⽓囊-活瓣-⾯罩进⾏正压通⽓。

必要时，监视并治疗⼼律失常。

建立静脉D5W TKO线。如果出现⾎容量减少的体征，应该输入林格⽒液。液体过多可能会引起并发症。

应该考虑⽤药物治疗肺⽔肿。

如果同时发⽣低⾎压和⾎容量过低的体征，那么需要谨慎注入液体。液体过多可能会引起并发症。

⽤地⻄泮治疗癫痫发作。

盐酸丙美卡因可⽤于辅助冲洗眼睛。

BRONSTEIN, A.C.和 CURRANCE, P.L.
EMERGENCY CARE FOR HAZARDOUSMATERIALS EXPOSURE: 2nd Ed. 1994

部分 5:消防措施

灭火剂

泡沫。

化学⼲粉。

特别危险性

火灾禁忌 ⽆资料。

灭火注意事项及防护措施

通知消防队，并告知事故位置与危害特性。

仅在火灾时，佩戴呼吸设备及防护⼿套。
消防措施

可燃。
火灾/爆炸危害 ⽆重⼤火灾 险，但是，容器可能会燃烧。

部分 6:泄漏应急处理

作业⼈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请参 阅第8部分

防⽌发⽣次⽣灾害的预防措施

请参阅以上部分

环境保护措施

请参阅第12部分

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法及所使⽤的处置材料

环境危害－收集泄漏物。

⼩量泄漏

⼤量泄漏

立即清理所有泄漏物。

避免接触⽪和眼睛避免吸入蒸⽓，避免接触⽪和眼睛。

疏散所有⼯作⼈员，向上 向转移。

报告消防队，并告知他们事故地点和危害性质。

环境危害－收集泄漏物。

个体防护设备的建议位于本SDS的第八部分。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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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

防⽌所有不必要的个⼈接触，包括吸入。

当有接触危险时，穿戴防护服。
安全操作

储存于原装容器中。

保持容器安全密封。
其他信息

储存注意事项

适当容器

储存禁配

聚⼄烯容器。

⽆资料

部分 8: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控制参数

职业接触限值

成分数据

注
来源 成分 物质名称 TWA STEL 峰值

解

中国⼯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丙⼆醇

甲醚

Di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2-Methoxymethylethoxy]pr
opano，DPGMEl）

600
mg/m3

900
mg/m3

⽆资

⽪料

接触控制

采⽤⼯程控制消除危，或在⼯⼈和危害之间设置⼀道屏障。精⼼设计的⼯程控制可非常有效地保护⼯⼈，⽽且通常能不受⼯⼈间相互作⽤影响的提

⾼保护⽔平。

⼯程控制的基本类型有：
⼯程控制

通过改变作业活动或⼯艺流程的过程控制以降低 险。

个体防护装备

带侧框保护的安全眼镜。

化学护⽬镜。
眼⾯防护

⽪肤防护 请参阅⼿防护:以下

戴化学防护⼿套(如聚氯⼄烯⼿套)。
穿安全鞋或安全靴(如橡胶材料)。

⼿/脚的保护

⾝体防护 请参阅其他防护:以下

⼯作服。

PVC（聚氯⼄烯）围裙。
其他防护

部分 9:理化特性

基本物理及化学性质

外观 透明液体

物理状态

⽓味

液体 相对密度 (⽔ = 1) ⽆资料

⽆资料⽆资料 分配系数正辛醇/⽔

⽓味阈值

pH（按供应）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燃温度 (°C)

分解温度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熔点/冰点 (°C) 粘性 (cSt)

初馏点和沸点范围 (°C) 分⼦量 (g/mol)

闪点 (°C) 75℃在1013百帕（760mmHg) 味 ⽆资料

蒸发速率

易燃性

0.02（乙酸丁酯=1）

可燃

爆炸性质

氧化性质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4.0-7.0

爆炸上限（％）

爆炸下限（％）

蒸⽓压 (kPa)

⽔中溶解度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表⾯张⼒ (dyn/cm or mN/m)

挥发性成份（%体积）

⽓体组

溶液的pH值 (1%)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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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密度 (空⽓=1) ⽆资料 VOC g/L ⽆资料

部分 10:稳定性和反应性

反应性 请参阅第7部分

存在不相容的物质。

物质被认为具有稳定性。
稳定性

危险反应

应避免的条件

禁配物

请参阅第7部分

请参阅第7部分

请参阅第7部分

请参阅第5部分危险的分解产物

部分 11:毒理学信息

防霉剂TB-20：吞咽有害

⼆丙⼆醇甲醚

经⼝（鼠）LD50: 5135 mg/kg[2]

经⽪（半致死剂量）（野兔） LD50: 9500 mg/kg[2]

急性毒性

戊唑醇

经⼝ ATE: 500 mg/kg[2]

吸入（鼠）LC50: >800 mg/m3/4h[2]

经⽪（鼠）LD50: >5000 mg/kg[2]

⽪肤刺激/腐蚀

严重损伤/刺激眼睛

呼吸或⽪肤过敏

诱变性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怀疑对⽣育能⼒或胎⼉造成伤害

致癌性

⽣殖毒性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次接

触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反复接

触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

根据现有数据，不符合分类标准吸入危害

图例: 1.数值取⾃欧洲ECHA注册物质 -急性毒性 2.除特别说明，数据均引⽤⾃RTECS-化学物质毒性作⽤记录 - *数值取⾃制造商的SDS

部分 12:⽣态学信息

⽣态毒性

防霉剂TB-20 对⽔⽣⽣物毒性极⼤并具有 期持续影响

禁⽌排入下⽔道或⽔体。

持久性和降解性

成分 持久性：⽔/⼟壤 持久性：空⽓

⼆丙⼆醇甲醚

戊唑醇

⾼

⾼

⾼

⾼

潜在的⽣物累积性

成分 ⽣物积累

⼆丙⼆醇甲醚

戊唑醇

低 (BCF = 100)

⾼ (LogKOW= 5.4673)

⼟壤中的迁移性

成分 迁移性

⼆丙⼆醇甲醚

戊唑醇

低 (KOC = 10)

低 (KOC = 20660)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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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良效应

没有数据

部分 13:废弃处置

废弃处置

容器清空后仍可能存在化学品危害/危险。

如有可能，请将容器返还给供应商循环使⽤。

关于废物处理要求的法律可能在不同国家、州或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产品的使⽤者必须参考当地的法规程序。

禁⽌让清洗或⼯艺设备⽤⽔进入下⽔道。废弃化学品:

污染包装物:

在处置前，有必要收集所有清洗⽤⽔以便处理。

尽可能进⾏回收，或咨询制造商有关回收的⽅法。

咨询地⽅废弃物管理部 有关废弃处置的⽅法。

请参阅以上部分

请参阅以上部分运输注意事项:

部分 14:运输信息

海洋污染物 是

陆上运输 (UN)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号）

联合国运输名称

3082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含有戊唑醇)

级 9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亚危险性(SubRisk) 不适⽤

包装类别 III

环境危害性 对环境有危害

特殊条款：

限量

274; 335; 375; 601

5 L
使⽤者需知的特殊防范措施

空运(ICAO-IATA / DG)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号）

联合国运输名称

3082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含有戊唑醇)

ICAO-TI和IATA-DGR类别

ICAO/IATA亚危险性：

ERG代码

9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不适⽤

9L

包装类别 III

环境危害性 对环境有危害

特殊条款： A97 A158 A197

964(只限货物)包装指⽰

(只限货物)最⼤数量 /包装

客运及货运包装指⽰

客运和货运的最⼤数量 /包装

450 L

使⽤者需知的特殊防范措施 964

450 L

客运及货运 机有限数量包装指导

客运和货运最⼤限定数量 /包装

Y964

30 kg G

海运(IMDG-Code / GGVSee)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号）

联合国运输名称

3082

对环境有害的液态物质，未另作规定的 (含有戊唑醇)

IMDG类别 9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IMDG亚危险性 不适⽤

包装类别 III

环境危害性 海洋污染物

EMS号码

特殊条款：

限制数量

F-A , S-F

使⽤者需知的特殊防范措施 274 335 969

5 L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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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ARPOL 的附录II和IBC代码进⾏散装运输

不适⽤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 辆上应备有所装载的所有危险货物的相关文件。

•运输⼯具上应根据相关运输要求张贴危险标志、公告。

包装⽅法

请参阅第7部分

部分 15:法规信息

专 对此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健康和环境的规章／法规

⼆丙⼆醇甲醚出现在以下法规中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中国⼯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戊唑醇出现在以下法规中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部分 16:其他信息

其他资料

（物料）安全数据单SDS作为危害信息的交流⼯具，应该被⽤来协助 险评估。很多因素可以⽤来决定是否需报告危害在⼯作场所或其它安置是否为危险。危险性可以通过参考接触

情况⽽决定。使⽤规模程度，使⽤的频率和现有或可⽤的⼯程控制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缩略语和⾸字⺟缩写

PC－TWA：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TimeWeighted Average),指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８h⼯作⽇，４０h⼯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PC－STEL：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指在遵守PC－TWA前提下允许短时间（１５min）接触的浓度。

IARC: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ACGIH：美国政府⼯业卫⽣学家会议（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STEL:短期接触限值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TEEL:临时紧急暴露限值（Temporary Emergency Exposure Limit）。

IDLH:立即危及⽣命或健康的浓度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Concentrations)。
OSF:⽓味安全系数（Odour Safety Factor）。

NOAEL:未观察到不良效应的⽔平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LOAEL: 最低观测不良效应⽔平 (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TLV:阈限值 (Threshold Limit Value)。
LOD:检测下限（Limit Of Detection）。

OTV:⽓味阈值（Odour Threshold Value）。

BCF：⽣物富集系数（BioConcentration Factors)。
BEI:⽣物接觸指數 (Biological Exposure Index)。

免责声明

本SDS的信息仅使⽤于所指定的产品，除非特别指明，对于本产品与其他物质的混合物等情况不适⽤。本SDS只为那些受过适当专业训练的该产品的使⽤⼈员提供产品使⽤安全⽅⾯的资

料。

三博⽣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敦促每个客户或是接触这种物质的⼈仔细学习MSDS以便意识到这种产品的危险性。使⽤者在处理这种物质时要咨询参考⼯作者或是专家，以保证采取

了MSDS⾥概括的恰当⽅法。

为了促进安全操作，每个客户或接受者应该通知它的员⼯、代理商、承包商、客户以及其他它知道或者相信会使⽤这种物质的⼈MSDS⾥⾯的信息和有关危险性和安全性的任何其他信

息。

end of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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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物质及混合物名称以及企业名称 1. 

1.1 产品标识 

商品名： FINISH WT 1650 LV 190KG DRUM ST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确定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领域。 

物质/制品的用途: 
工业。 
原料： 纺织工业

1.3 与编写安全数据表供货厂商有关的详细说明 

生产商/供货商：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 Ltd  
街道/邮局信箱号: 78, Changjiang Road, Jiangsu Yangtze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y Park 
国家/邮递区号/城市： CHN  Zhangjiagang, Jiangsu Province 215634 
电话： +86 512 8164-2000

传真： +86 512 8164-2017

安全数据表信息咨询： 电话 +49 8677 83-4888

传真： +49 8677 886-9722

电子邮件： WLCP-MSDS@wacker.com

1.4 意外事故紧急呼救电话号码 

意外事故咨询： NRCC + 86 - 532 - 83 88 90 90

第2部分： 危险性概述 2.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级 

危害级别 危险类别 暴露方式 

严重眼睛损伤/眼刺激 类别 1 
皮肤腐蚀/刺激 类别 2 

2.2 标签要素 

图符: 

信号词: 危险 

H编码 危险说明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P编码 安全说明 

P280 穿戴防护手套/ 安全服/保护眼镜。 
P302+P352 接触皮肤后：使用大量的水和肥皂洗干净。 
P332+P313 刺激皮肤时：找医生咨询或帮助。 
P305+P351+P338 接触眼睛后：小心仔细地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果可能， 取下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10 马上给毒物信息中心或医生打电话。 
P501 把内容物/容器送到废物处理处。 

危险成分(标签)： 

聚(二甲基)[3-((2-氨乙基)氨基)丙基]甲基硅氧烷 

附件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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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它危险 
 

 吸入烟雾会损害健康。  
 

第3部分：组成/组分数据 3. 
 

3.1 物质 
 

3.1.1 化学特征 
 

 含氨烷基基团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3.1.2 有害成分 

 

 类型 CAS No. 产品 含量 % 备注 

 INHA 71750-79-3  聚(二甲基)[3-((2-氨乙基)氨基)丙基]甲基硅氧烷 <=100  
 

 类型：INHA：内容物，VERU：杂质 
 

3.2 混合物 
 

 不适用 
 

 该产品不含有高度关注物质（REACH法规（EC）No. 1907/2006，第57条），含量≥0.1％。 
 

第4部分：急救措施 4. 
 

4.1 急救措施说明 
 

 一般说明: 
 将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急救时，遵守自我防护措施 接触该物质，就医。 
 

 与眼睛接触后: 
 立即用大量清水充分漂洗10-15分钟。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冲洗。 在送往医院途中，继续冲洗眼睛。 马上请医生诊治，准确

说出物质名称。 
 

 与皮肤接触后: 
 脱去受沾污或浸泡的衣物。 用大量水或肥皂水清洗10-15分钟. 情况严重，立即使用紧急冲淋器。 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吸入后: 
 使病人保持安静. 保持体温. 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吞咽后: 
 如果有知觉，少量多次饮大量的水。切勿催吐。 请医生诊治，准确说出物质名称。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迟发症状和效应 
 

 有关信息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4.3 医生紧急救护或特殊治疗提示 
  

 请注意第11节中有关毒理学的更多信息。 
 

第5部分：消防措施 5. 
 

5.1 溶剂 
 

 合适的灭火材料: 
 耐醇泡沫 , 二氧化碳 , 水雾 , 喷水灭火装置 , 砂子 , 灭火干粉 。 
 

 基于安全原因不适合使用的灭火材料: 
 喷水 。 
 

5.2 物质或混合物引起的特别危险 
 

 起火时有害气体和蒸气会产生危害。 暴露于燃烧灰烬中可能对健康有危害！ 危险性燃烧产物： 有毒和剧毒烟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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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灭火提示 
 

 特殊防护器材: 
 采用不依靠现场空气的呼吸防护面具。 切勿让未受防护的人员靠近。 
 

第6部分：偶然泄漏时的措施 6. 
 

6.1 与人员有关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和紧急情况时的应对程序 
  

 保护事故区域。 穿戴个人防护设备（参见第8节）。 切勿让未受防护的人员靠近。 避免与眼睛及皮肤接触。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

气溶胶。 如果物料泄漏，请标示“注意滑到”。 不要在洒出的材料上走动。 
 

6.2 环保措施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封闭泄漏处。 采用合适的材料（如泥土）阻绝溢出的

液体。 截留受污水/灭火用水。 排放在标有指示标记的容器内。 如果产品泄漏到表层水体，下水道或土壤，请通知职能部门。 
 

6.3 收容和清除方法和材料 
  

 用机械法收集并按规定处理。 切勿用水冲走。 少量： 使用中性（非酸/非碱）并能吸收液体的材料，诸如硅藻土，收集然后按照

规定处理。 大量： 可以使用抽吸设备或泵收集液体。当可燃时，仅使用气动或按规定安装的电气设备。 采用洗涤剂/皂液或其它

可降解性清洁剂来清除附在壁上的粘液层。 有机硅液体具有湿滑性；溢出物具安全危害性。采用沙子或其它惰性粒状材料来提高摩

擦力。 
 

6.4 引用其它部分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这尤其适用于人员防护设施(第8部分)和废物处理(第13部分)的信息。 
 

第7部分：处理和储藏 7. 
 

7.1 与安全处理有关的防护措施 
 

 安全操作指引： 
 避免形成气溶胶。 如果形成烟雾，需要特殊防护措施（排烟装置），呼吸保护装置。 溢出物容易造成滑倒。 参见章节8 远离第10

节所指的不相容物质。 
 

 防火防爆指引： 
 注意防范火灾的一般规定。  
 

7.2 安全储藏的条件，要考虑到不相容性 
 

 储存室及容器的要求: 
 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混合储存须知： 
 遵守地方/州立/联邦法规。  
 

 其它有关储存条件： 
 贮于干燥、阴凉处。  
 

7.3 特殊最终用途 
 

 没有数据。   
 

第8部分：限制和监视暴露/人员防护设施 8. 
 

8.1 应监视参数 
 

 工作位置空气中最高许可含量 
 CAS No. 产品 类型 mg/m3 ppm 粉尘 纤维/m3 
 

 
气溶胶 - 可吸入成分 

 
10,0 

 
  

 

 -  
 给出的气溶胶极限值仅为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气溶胶时的一个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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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限制和监视暴露 
 

8.2.1 在工作位置的暴露限制和监视 
 

 一般防护及卫生措施 ： 
 搬运化学物质遵照相关工业卫生标准。 切勿吸入气体/蒸气/气溶胶。 在足够的通风下使用。 避免与眼睛、皮肤接触。 建议采取

预防性皮肤保护措施 立即脱去受沾污浸泡过的衣物。 定期清洁工作区。 规定洗淋浴和冲洗眼睛。 工作时严禁吃，喝或吸烟。 
 

 个人防护设备: 
 

 呼吸保护措施 
 

 当暴露在喷雾或气溶胶中时，必须穿戴适当的呼吸保护面具和安全服。 适宜的呼吸保护面具： 全脸呼吸保护面具，按照认可的标

准，例如EN 136。 
推荐的过滤器类型： 复合过滤器A-P2(某些沸点 > 65 °C的有机气体和蒸气；颗粒)，按照认可的标准，例如EN 14387 

 

 必须遵守呼吸保护面具的戴用时间限制以及面具生产厂家的提示说明。 
 

 眼部防护措施 
 

 密封地防护眼睛 。 
 

 手部防护 
 

 在拿取使用产品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戴防护手套。 
 

 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基橡胶制备的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3 mm 
 穿透时间: > 480 min 
 

 推荐的手套材料： 丁腈橡胶防护手套 
 材料厚度： > 0,4 mm 
 穿透时间: 10 - 30 min 
 

 请您注意手套供应商在透过性和穿透时间方面给出的信息。同时还要考虑到产品使用时的具体场合和条件，例如割裂危险、磨损和

接触持续时间。 必须注意，在实践中，化学品防护手套的日常使用持续时间受很多因素(例如温度)的影响，它可能会明显短于测试

中得出的渗透时间。 
 

 皮肤防护 
 

 敞开搬运时： 化学防护服，也可能需要防液全身防护服。 请注意供应商在透过性方面给出的信息。 
 

8.2.2 暴露环境中的限制和监视 
 

 避免材料进入地表水、排水管或下水道以及外界土壤。  
 

8.3 有关系统设计与工程计量的更多信息 
 

 参见章节7 遵守国家部门规章。 
 

第9部分：物理和化学性质 9.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质信息 
 

 性质: 数值: 方法: 
 外观 
 物态 ...................................................................... : 液体  
 颜色 ...................................................................... : 无色 
 气味 
 气味 ...................................................................... : 类胺性 
 气味极限 
 气味极限 ............................................................... : 无现成数据 
 pH值 
 pH值 ......................................................................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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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点/凝固点 
 熔点/熔限 ............................................................. : 不适用  

 

 沸点/沸程 
 沸点/沸程 ............................................................. : 不适用  

 

 闪点 
 闪点 ...................................................................... : 111 °C (ISO 3679) 
 蒸发速度 
 蒸发速度 ............................................................... : 不适用 

 

 上/下可燃或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 : 不适用  

 

 爆炸上限 ............................................................... : 不适用  
 

 蒸汽压力 
 蒸汽压力 ............................................................... : 不适用  

 

 溶解性 
 水溶解性/混和性 .................................................. : 几乎不溶 

 

 蒸气密度 
 相对气体/蒸气密度 ............................................... : 无已知数据。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 ............................................................... : 大约 0,97 (25 °C) 

(水 / 4 °C = 1,00) 
(-) 

 密度 ...................................................................... : 大约 0,97 g/cm³ (25 °C) (-)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分布系数 正辛醇/水 ............................................. : 无已知数据。  
 自燃温度 
 燃点 ...................................................................... : 420 °C (DIN 51794) 
 分解温度 
 热降解 .................................................................. : 不适用  

 

 粘度 
 粘度（动力学） .................................................... : 大约 1000 mPa.s 在 25 °C (DIN 53019) 
 分子量 
 分子量 .................................................................. : 无现成数据  

 

 

9.2 其它说明 
 

 pH值： 产品与水反应呈碱性。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10. 
 

10.1 – 10.3 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发生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10.2  10.3   

 在储存和搬运过程中，若遵循适用的操作守则，未见危险反应。  
 

 有关信息也可能包含在本节的其它部分中。 
 

10.4 应避免的条件 
 

 未知  
 

10.5 不相容材料 
 

 未知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按照规定储藏和拿取使用时： 未知 。 测量显示，温度高于约 150 °C 时会通过氧化形成少量甲醛。 
 

第11部分：毒理学资料 11. 
 

11.1 有关毒理效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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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急性毒性 
 

 评价: 
 

 在动物吸入试验中，含有带氨基官能团的聚硅氧烷的气雾能够进入肺中，对肺产生损害。因为存在众多可能影响因素(例如胺官能团、

取代度、粘度、组成)，所以当一种该类型产品没有经过测试时，不能预估它对肺的毒性作用。在这些场合要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来

预防吸入可进入肺的气雾。 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在一次口服暴露后不会出现急性中毒作用。 
 

 产品数据: 
 

 暴露途径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经口 LD50: > 2000 mg/kg 大鼠 推断出 
 真皮 LD50: > 2000 mg/kg 大鼠 推断出 
 

11.1.2 对皮肤有灼伤/刺激作用 
 

 评价: 
 

 溅到皮肤上后会刺激皮肤。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刺激性的 家兔 推断出 

OECD 404 
 

11.1.3 严重伤害眼睛/刺激眼睛 
 

 评价: 
 

 溅入眼睛后会给眼睛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对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家兔 推断出 

OECD 405 
 

11.1.4 呼吸道/皮肤致敏作用 
 

 评价: 
 

 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这一产品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产品数据: 
 

 暴露途径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真皮 无敏感性 豚鼠; 最大反应试验 推断出 

OECD 406 
 

11.1.5 生殖细胞诱变性 
 

 产品数据: 
 

 结果/作用 种类/测试系统 来源 
 阴性 mutation assay (in vitro) 

菌胞 
推断出 
OECD 471 

 

11.1.6 致癌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7 生殖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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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一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9 特别目标器官毒性(多次性暴露)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11.1.10 肺吸入危险 
 

 评价: 
 

 基于产品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不会造成吸入的危险。 
 

第12部分：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12. 
 

12.1 毒性 
 

 评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品整体的试验数据。 根据目前所知，对污水处理设备不会产生负面作用。 
 

12.2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评价: 
 

 有机硅含量： 无法生物降解。 通过活性污泥吸附消除之。 
 

 产品数据: 
 

 生物降解性： 
 结果 测试体系/方法 来源 
 良好的排除性。 DOC含量降低 (DOC：溶解有机碳) 推断出 

OECD 302B 
 

12.3 生物积累可能性 
 

 评价: 
 

 聚合物组份： 无生物蓄积可能性。 
 

12.4 土壤中移动性 
 

 评价: 
 

 在水域表面上形成的不稳定膜，能被悬浮微粒吸收。沉淀法吸收。 
 

12.5 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和vPvB(非常持久且具有生物累积性)评估结果 
 

 没有数据。 
 

12.6 其它有害作用 
 

 未知的 
 

第13部分：废物处理提示 13. 
 

13.1 废弃物处置方式 
 

13.1.1 产品 
 

 建议： 
 不能继续使用、加工或回收的材料应在获准的设施中按照国家、州(省)和地方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根据法规不同，废物处理方法可

以是堆放到垃圾场或者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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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未经清洁的包装 
 

 建议： 
 完全倒空容器（无滴料、无粉末残留，仔细刮擦）。 容器可再回收或再使用。遵守当地/州立/联邦法规。 无法清洁的包装应该采

取和物料相同的废弃物质处理法。 
 

第14部分：运输说明 14. 
 

14.1 – 14.4 联合国编号; 符合规定的联合国运输名称; 运输危险级; 包装组别 
14.2

 

14.3
 

14.4
 

 

 道路 AD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铁路运输 RID: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海运IMDG-Code: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空运 ICAO-TI/IATA-DGR: 
 评价 ........................................................ : 非危险物品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否 
 

14.6 提供给使用者的特殊注意措施 
 

 必须遵守其它部分的有关信息。 
 

14.7 符合MARPOL公约附录II和IBC-Code（国际散装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散装物品运输 
 

 没有计划使用散装运输船运输散装货物。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15. 
 

15.1 安全、健康和环保规章/该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殊法规 
 

 按照GB/T 16483-2008, GB/T 17519-2013 编制. 
 

 遵守国家和当地的政府法规。 
 

 标志法说明，请参阅本文件第2章。 
 

15.2 国际注册现况 
 

 如果有关于物质清单中个别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在后面列出。 
 

 日本 ............................................................. : ENCS (Handbook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澳大利亚 ...................................................... : AICS (Australian Inventor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中国 ............................................................. : IECSC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in China):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加拿大 ......................................................... : DSL (Domestic Substance List):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菲律宾 ......................................................... : PICCS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本产品已经列入物质清单或符合清单中物质的特性。 

 美利坚合众国 (USA) ..................................... : TSCA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被列为正在使用或与物质清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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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 : TCSI (Taiwan Chemical Substance Inventory): 
本产品已列入或与物质清单相符。一般提示: 如果进口台湾或在台湾生产的物质超过

数量限值100公斤/年时(如为混合物则须计算出每种组分个别的含量)，按照台湾化学

品法对已列入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或符合台湾公告之化学物质清单之物质的规定

须进行状况1的登记。进口商或生产商应对此负责。 
 欧洲经济区 (EEA) ......................................... : REACH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概括说明：如果在第1节中给出的供应商由于他们在欧洲经济区(EEA)生产或进口而产

生登记义务时，则此义务将由他们执行。如果客户或其他后继用户进口欧洲经济区

(EEA)而产生的登记义务，则此义务由他们执行。 
 韩国 (大韩民国) .......................................... : AREC (化学品注册和评估法规：“K-REACH”): 

一般提示：如果在韩国生产的或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有注册义务，则由第1节中

提及的供应商履行注册义务。如果从客户或其他下游用户进口到韩国的物质或聚合物

有注册义务，则必须由这些进口商承担。 
 

第16部分：其它资料 16. 
 

16.1 产品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以我们在修改时拥有的最新知识为基础。它们并不成为法律保证规定意义上对该产品特性的保证。  
 

提供本文件并不能免除产品购买人自己注意和遵守与该产品有关现行法律和规定的责任，特别是在其它司法管辖地区继续转售该产

品或使用它生产的混合物或制品时，以及在保护第三者权益问题上更应如此。 如果对所描述的产品进行了加工或混入其它材料，则

本文件中给出的信息不再适用于所制成的新产品，除非特别加以说明。 重新包装产品时，购货人有责任附上必要的，与安全有关的

信息。  
 

16.2 其它说明： 
 

 数值数据的逗号表示小数点。 页内左沿的垂直线表示该处，与前一版本对比，做了更改。 此版本替代以前所有版本。 
 
 

- 安全数据表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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