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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物质/混合物的标识以及公司/企业的标识
1.1. 产品标识符
产品名称： SHUFIT COMPONENT B
产品代码： A155W/A385W/A420W
1.2. 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关标识用途和不建议的用途
1.3. 安全数据单的供应商的详细信息
公司名称： Glue-U
Molenakker 3
Reuver
5953TW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77 4762204
传真： +31 77 4762424
Email： stephan@glue-u.com
1.4. 紧急电话号码
紧急电话： +31 6 24533395

第 2 节： 危险标识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
GHS 下的分类： Skin Irrit. 2: H315; Aquatic Chronic 2: H411; Eye Irrit. 2: H319; Skin Sens. 1: H317
最重要的有害效应： 造成皮肤刺激。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造成严重眼刺激。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 持
影响。
2.2. 标签要素
GHS 下的标签要素：
危险说明：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 持续影响。
危险象形图： GHS07: 叹号。
GHS09: 环境的。

信号词： 警告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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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说明： P501: 处置内装物/容器。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P280: 戴 防护 手套 / 穿防 护服 / 戴 防护 眼罩 / 戴防护面具。
P333+313: 如发生 皮肤 刺激 或皮 疹 ：求 医/ 就 诊。
P337+313: 如仍觉眼刺激：求医/就诊。
2.3. 其他危险
该物质标识为非 PBT 物质。

第 3 节： 组成/成分信息
3.2. 混合物
危险成分：
BISPHENOL A-(EPICHLORHYDRIN) {REACTION PRODUCT}
EINECS
500-033-5

CAS

PBT/WEL

25068-38-6

GHS 分类

百分比

-

Eye Irrit. 2: H319; Skin Irrit. 2: H315;
Skin Sens. 1: H317; Aquatic Chronic
2: H411

70-90%

-

Skin Sens. 1: H317; Org. Perox. B:
H241; Eye Irrit. 2: H319

10-30%

DIBENZOYL PEROXIDE
202-327-6

94-36-0

第 4 节： 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的说明
皮肤接触： 立即脱掉所有受污染的衣服和鞋子，否则会粘在皮肤上。 立即使用大量的肥皂和水清洗。 晉
猠楫物楲慴楴湯漠慲桳漠捣牵㩳朠瑥洠摥捩污愠癤捩⽥瑡整瑮潩
眼部接触： 使用自来水冲洗眼部 15 分钟。 敒潭敶挠湯慴瑣氠湥敳 潃瑮湩敵爠湩楳杮敤湥摵潨湡愠橩䈀
椠牲瑩瑡敩攠湥愠瑲慲摡汰来湥獴獩獲数潩瑡瑩牲椠晉潣獮汵⁴潤瑣牯湵穩敒敤湥瑬慨湡敂

楥敮牁瑺欠湯畳瑬敩敲匠 物楲慴楴湯瀠牥楳瑳
❬
ⱥ挠湯畳瑬牥甠敤楣
摄入： 使用水清洗口部。 牄湩汰湥祴漠慷整湡牰癯摩牦獥楡䐠楲歮稠敥敶汥眠瑡牥攠潶牥瘠牥
敳氠捵瑨愠湡湵敳獡圠汥楶楓敫湩牔獩慲映物愧氠敤⁴攠畡攧搠灵潣畡敢⁺敶畂牆獩档畬瑦畺
畦牨敧牵捣漠獭潴灭祳䤀湯獲数畯楣獮潣湵愠潴瑵潭⁹戠杮楨瑹湡癩朠牥癥一‰ɔ 啓톋ﾋ
⁴敭楤慣瑡整瑮潩
吸入： 使伤员脱离接触时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牐癯摩牦獥楡 敋灥瘠捩楴慷浲愠摮焠極瑥漠敳慣䤀

物敲畧慬牢慥桴湩牯爠獥楰慲潴祲愠牲獥⁴牰癯摩牡楴楦楣污爠獥楰慲楴湯敬污漠敳慣䤀
杲捩猠浹瑰浯獥数楣污祬椠桴牢慥桴湩牡慥敳步洠摥捩污愠癤捩浩敭楤瑡汥 灁汰⁹潣瑲獩
湯灳慲⁹瑡攠牡祬猠慴敧
4.2.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皮肤接触： 接触部位可能出现刺激和发红。 慍⁹慣獵污敬杲捩爠慥瑣潩獮漠桴歳湩
眼部接触： 可能出现刺激和发红。 眼部大量流泪。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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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 口腔和喉部可能疼痛和发红。
吸入： 可能出现咽喉刺激伴有胸闷。 接触可能导致咳嗽或气喘。
延迟/即时效应： 短期接触后会引起即时效应。
4.3. 必要时注明立即就医及所需的特殊治疗
立即/特殊治疗： 应该在场所内提供洗眼设备。

第 5 节： 消防措施
5.1. 灭火介质
灭火介质： 对于周围的火灾，应该使用适当的灭火介质。 干粉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 喷水。 二氧化碳。
潄渠瑯甠敳猠牴湯慷整獲牰祡‰ɞꙮ⥖桛륏亖䵬㑕뜀
5.2. 物质或混合物产生的具体危险
接触危险： 燃烧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有毒烟雾。
5.3. 给消防人员的建议
给消防人员的建议： 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穿戴防护服以防止接触皮肤和眼部。 慃捴桴楦敲慷整桴瑡渠敳慷敧猠
獹整慭⁹畲景

第 6 节： 泄露应急处置
6.1. 人身防范、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个人防范措施： 参见安全数据单的第 8 节以了解个人防护的详细信息。 湅畳敲愠敤畱瑡敶瑮汩瑡潩 使用符
号标记受污染的地区，并防止非授权人员进入。 使泄漏容器的泄漏侧朝上以避免液体的溢出。
獕数獲湯污瀠潲整瑣潩煥極浰湥 潄渠瑯戠敲瑡敨瘠灡牯摩潶䄀湩歳瑩眠瑣慴湯挠摩潶䄀
挠湯慴瑣眠瑩祥獥杮楨瑯汣瑩眠瑣慴湯挠摩潶䄀
6.2. 环境防范措施
环境防范措施： 请勿排放到排水沟或河流中。 使用堤岸控制泄漏。 湉挠獡景朠獡戠楥杮爠汥慥敳牯氠慥慫
敧椠瑮慷整獲牧畯摮漠桴牤楡慮敧猠獹整Ɑ琠敨愠灰潲牰慩整愠瑵潨楲楴獥洠獵⁴敢椠普牯
敭
6.3. 抑制和清洁的方法和材料
清除程序： 潓歡甠⁰楷桴氠煩極ⵤ楢摮湩慭整楲污⠠慳摮楤瑡浯瑩ⱥ愠楣楢摮牥ⱳ甠楮敶獲污戠湩敤獲慳摷
獵⥴摡潩瑡汩瑮敶湵敲畳獁湯楴慬楴湥瘠整慵煥摡牵獮䔠敧牯稠敩瑡汩瑮敶摮敯摬潶潯嘀
燩慵整容品弃废的签标带的闭密可至移转法方的当适过通 敧牯猠杮畴曼䰠敤湥档楥牳畡ﱆ
器中进行处置。 汃慥潣瑮浡湩瑡摥漠橢捥獴愠摮愠敲獡琠潨潲杵汨⁹扯敳癲湩湥楶潲浮湥慴
敲畧慬楴湯
6.4. 参考其他章节
参考其他章节： 参考安全数据单的第 8 节。 参考安全数据单的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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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操作处置与储存
7.1. 安全搬运的防范措施
搬运要求： 避免直接接触物质。 确保该区域的充分通风。 禁止吸烟。
7.2. 安全储存的条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储存条件： 储存在凉爽、通风良好的区域。 保持容器密闭。 敋灥搠祲䐀‰ɜѶ䦖㍑䶐缀‰ɮ遰歹뮏
潮⁴瑳牯潴敧桴牥眠瑩㩨朠獡硥汰獯癩獥硯摩穩湩潳楬獤硯摩穩湩楬畱摩ⱳ爠摡潩捡楴敶猠
扵瑳湡散ⱳ椠普捥楴畯畳獢慴据獥
7.3. 特定用途
特定用途： 无可用数据。

第 8 节：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8.1. 控制参数
危险成分：
DIBENZOYL PEROXIDE
工作场所接触极限值：
國

可吸入粉尘
PC-TWA

CN

PC-STEL
5 mg/m3

PC-TWA
-

PC-STEL
-

-

8.2. 接触控制
工程措施： 确保该区域的充分通风。 潄渠瑯攠瑡牤湩牯猠潭敫眠楨敬眠牯楫杮挠摥瑡湩浡瑮潣癯浥刀
潬桴湩浩敭楤瑡汥 慗桳挠湯慴業慮整汣瑯楨杮戠晥牯敲獵 獕摥眠牯楫杮挠潬桴獥猠潨汵
潮⁴敢甠敳畯獴摩桴潷歲愠敲 牐瑯捥⁴歳湩戠⁹獵湩歳湩瀠潲整瑣癩牣慥
呼吸防护： 紧急情况下，必须能够提供自给式呼吸器。 敒灳物瑡牯⁹牰瑯捥楴湯椠潮⁴敲畱物摥甠摮牥渠
牯慭楣捲浵瑳湡散 湉挠獡景椠獮晵楦楣湥⁴敶瑮汩瑡潩敷牡爠獥楰慲潴祲瀠潲整瑣潩 潃扭湩
瑡潩楦瑬牥搠癥捩䐨义䔠⁎㐱⤱吠灹⁁ 倯
㉐ ⸳吠敨映汩整汣獡畭瑳戠畳瑩扡敬映牯琠敨洠硡浩浵
挠湯慴業慮瑮挠湯散瑮慲楴湯琠慨⁴慭⁹牡獩桷湥栠湡汤湩桴牰摯捵
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 橡胶手套。 牂慥瑫牨畯桧琠浩㴾㠴洰湩数敮牴瑡潩楴敭⠠慭⁸敷牡湩数楲摯㨩ㄠ
〶業䌠⁒瀨汯捹汨牯灯敲敮ⱳ䌠汨牯灯敲敮爠扵敢⥲歡敬捥档湩獵牯晥䈀⥲敢扵爠敬楲瑩渨⁒䉎
琠杩瑨敮獳椯灭牥敭扡汩瑩䤠慣敳漠敲瑵汩穩瑡潩Ɱ挠敬湡朠潬敶敢潦敲琠歡湩景湡瑳牯

湩眠汥楡敲汰捡
眼部防护： 紧紧地佩戴安全护目镜。 确保手头有洗眼器。
皮肤防护： 防护服。
环境： 潄渠瑯攠灭祴椠瑮牤楡獮漠桴煡慵楴湥楶潲浮湥

第 9 节： 物理和化学特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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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本物理和化学特性的信息
形态： 楖捳畯
颜色： 奶油色
气味： 特殊气味
9.2.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 无可用数据。

第 10 节： 稳定性和反应性
10.1. 反应性
反应性： 在推荐的运输或储存条件下保持稳定。
10.2. 化学稳定性
化学稳定性： 在标准条件下保持稳定。
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危险反应： 硅汰獯潩楲歳椠潣瑮捡⁴楷桴›慢敳污潣潨ⱬ漠楸楤楺杮愠敧瑮ⱳ爠摥捵湩条湥獴瑳潲杮愠楣

Ɽ愠業敮ⱳ栠慥
10.4. 应避免的条件
应避免的条件： 阳光直射。 高温。 潃汯湩 潍獩畴敲歯浳⁴潮䐀遰欀
10.5. 不相容材料
要避免的材料： 碱。 醇类。 氧化剂。 还原剂。 强酸。 胺类。
10.6. 危险分解产物
危险分解产物： 燃烧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有毒烟雾。

第 11 节： 毒理学信息
11.1. 毒理学效应信息
危险成分：
BISPHENOL A-(EPICHLORHYDRIN) {REACTION PRODUCT}
ORL

MUS

LD50

15600 mg/kg

ORL

RAT

LD50

11400 mg/kg

SKN

RBT

LD50

MUS

LD50

>20 ml/kg

DIBENZOYL PEROXIDE
ORL

5700 mg/kg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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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

RAT

LD50

7710 mg/kg

物质的相关危险：
危险

路线

依据

皮肤腐蚀/刺激

DRM

危险： 已计算

严重的眼部损伤/刺激

OPT

危险： 已计算

呼吸系统/皮肤敏化作用

DRM

危险： 已计算

症状/接触途径
皮肤接触： 接触部位可能出现刺激和发红。 慍⁹慣獵污敬杲捩爠慥瑣潩獮漠桴歳湩
眼部接触： 可能出现刺激和发红。 眼部大量流泪。
摄入： 口腔和喉部可能疼痛和发红。
吸入： 可能出现咽喉刺激伴有胸闷。 接触可能导致咳嗽或气喘。
延迟/即时效应： 短期接触后会引起即时效应。

第 12 节： 生态信息
12.1. 毒性
生态毒性值：
物种

测试

值

单位

CAS 25068-38-6

-

- -

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

96H LC50

1,2mg/l

Scenedesmus capricornutum

72H ErC50

9,4mg/l

Daphnia magna (OECD 202)

48H EC50

Daphnia magna (OECD 211)

21D NOEC

1,1-2,8
mg/l
0,3mg/l

12.2. 持久性和降解性
持久性和降解性： 可生物降解。
12.3. 生物积累潜力
生物积累潜力： 无可用数据。
12.4.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流动性： 无可用数据。
12.5. PBT 和 vPvB 的评估结果
PBT 标识： 该物质标识为非 PBT 物质。
12.6. 其他有害效应
其他有害效应： 潄渠瑯攠灭祴椠瑮牤楡獮漠桴煡慵楴湥楶潲浮湥

[续…]

安全数据单
SHUFIT COMPONENT B
页次： 7

第 13 节： 处置考虑
13.1. 废物处理方法
处置操作： 慗瑳牴慥浴湥⁴敭桴摯㩳删捥浯敭摮瑡潩㩮䐠獩潰慳捡潣摲湩潴漠晦捩慩敲畧慬楴湯
废物编码： 08 04 09
包装的处置： 湕汣慥敮慰正条湩獧›敲潣浭湥慤楴湯›楄灳獯污愠捣牯楤杮琠景楦楣污爠来汵瑡潩獮牥朠瑥楎
楥楮摧敶灲歡楫杮湥›慡扮癥汥湩㩧䄠癦污敶睲橩敤楲杮瘠汯敧獮漠敶桲楥獤敢慰楬杮湥浨捓
瑵楺敧䈠桥泤整㩲攠灭敦汨湵㩧䔠瑮潳杲湵敧 敤敢
⃟

楬档湥嘠牯捳牨晩整 汃慥敮潣
摲

瑮楡敮獲洠祡戠敲祣汣摥 ⸰ㄱ〵ㄠ㨩摥摮敭浯捥爨敢浵渠祥欠整獡圀
注意： 用户应当注意可能存在的有关废物处置的地区或国家法规。

第 14 节： 运输信息
14.1. 联合国编号
联合国编号： UN3082
14.2.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运输名称： ENVIRONMENTALLY HAZARDOUS SUBSTANCE, LIQUID, N.O.S.
14.3. 运输危险分类
运输分类： 9
14.4. 包装类别
包装类别： III
14.5. 环境危险
危害环境的： 是

海洋污染物： 编码

14.6. 用户的特殊防范措施
特别防范措施： 无特殊防范措施。
通道代码： E
运输种类： 3

第 15 节： 管理信息
15.1.专门针对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卫生和环境规定
具体规定： 桔獩瀠敲慰慲楴湯椠慤杮牥畯湩琠敨猠湥敳漠楄敲瑣癩㤱㤹㐯⼵䍅栠獩潩瑡牡灥牰楨吀
穡牡潤獵椠桴敳獮景爠来汵瑡潩䔨⥃丠㈱㈷㈯〰‸䜨午⸩ 敒畧慬楴湯㤠⼶㈸䔯⁃潦慤杮牥挠湯
牴汯映汯潬楷杮猠癥牥捡楣敤瑮楷桴搠湡敧潲獵猠扵瑳湡散㩳䄠灰湥楤⁸ⱉ倠牡⁴ⰲ丠椹匨癥
獥䥉⸩
15.2. 化学安全性评估
化学安全性评估： 供应商尚未对物质或混合物执行化学安全性评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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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节：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 该安全数据单依照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2015/830准备。
* 表明上次版本更新以来安全数据单中变更的文字。
第 2 节和第 3 节中使用的短语： H241: 加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 持续影响。
法律免责声明： 以上信息确保正确，但并不包含全部，仅用于指导。 该公司不应该就搬运或接触上述产品而
造成的任何损坏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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