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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 

   1 硫酸 

1.1 名称：硫酸 

1.2 外观与性状：透明、无色、无嗅的油状液体。 

1.3 理化性质：对水有很大亲和力。从空气和有机物中吸收水分。与水、醇混合产生大量热,体积缩

小。用水稀释时因把酸加到稀释水中,以免酸沸溅。稀酸能与许多金属反应,放出氢气。浓酸对铅和低

碳钢无腐蚀,是一种很强酸性氧化剂。与许多物质接触能燃烧甚至爆炸,能与氧化剂或还原剂反应。 

1.4 消防措施：用水、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避免直接将水喷入硫酸，以免遇水会放出大量热灼伤皮

肤。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及其用品，防止灼伤。 

1.5 储运需知：包装标志：腐蚀品。储运条件：硫酸应单独储存于通风、阴凉和干燥的地方，并有耐

酸地坪。避免日光直射。远离火源。工作人员须穿戴耐酸工作服、橡皮围裙、长统靴、手套及防护

眼镜和口罩。仓库附近应装有消防龙头及水管。装运时勿把水直接倒入硫酸，以防酸液爆炸性反应。 

1.6 泄漏处理：泄漏物处理必须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污染地面洒上碳酸钠，用水冲洗，经稀释的污

水放入废水系统。  

1.7 接触处理： 

吸入硫酸雾者立即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安静及保暖。 

眼或皮肤接触液体时立即先用柔软清洁的布吸去再迅速用清水彻底冲洗。 

         口服者已出现消化道腐蚀症状时忌催吐及洗胃。 

1.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

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2 盐酸 

2.1 名称：盐酸 

2.2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微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的酸味 

2.3 理化性质：与水混溶，溶于碱液；酸性腐蚀品 

2.4 消防措施：雾状水、砂土。  

2.5 储运需知：硫酸应单独储存于通风、阴凉和干燥的地方，并有耐酸地坪。避免日光直射。远离火

源。工作人员须穿戴耐酸工作服、橡皮围裙、长统靴、手套及防护眼镜和口罩。仓库附近应装有消

防龙头及水管。装运时勿把水直接倒入硫酸，以防酸液爆炸性反应。 

2.6 泄漏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

罩，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容器内。

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

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2.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2.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

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3 硝酸 

3.1 名称：硝酸 

3.2 外观与性状：透明、无色或带黄色有独特的窒息性气味的腐蚀性液体 

3.3 理化性质：透明、无色或带黄色有独特的窒息性气味的腐蚀性液体。遇潮气或受热分解而成有刺

鼻臭味的二氧化氮。硝酸化学性质活泼,能与多种物质反应,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它可腐蚀各种金属和材

料(除铝和特殊的铬合金钢)。浓硝酸在长期储存后(尤其是在光线照射下),会分解释出二氧化氮。  

3.4 消防措施：用水灭火。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 

3.5 储运需知：腐蚀品。副标志毒害品。储存处要和其他仓间隔离,良好通风,避光,并远离热源。用耐

酸地坪。大量储存地要有围墙或门栏,以防万一漏出时向外扩散。并备有中和剂。储库外要备有消防

龙头和氧气防毒面具,以应急救。操作人员应穿戴防护服(包括对眼睛、脸、手和臂的防护),要用耐酸

材料制成。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震动、斜倒。硝酸是挥发性酸,不宜久储。 

3.6 泄漏处理：对泄漏物处理须戴好防毒面具和手套。一旦泄漏立即用水冲洗,如大量溢出,则工作人

员均要撤离储库,用水或碳酸钠中和硝酸,稀释的污水 pH 降至 5.5～8.5 放入废水系统。 

3.7 接触处理：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若有灼伤，就

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

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3.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

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4 硼酸 

4.1 名称：硼酸 

4.2 外观与性状：无色微带珍珠光泽的三斜晶体或白色粉末，有滑腻手感, 无臭味。 

4.3 理化性质：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4.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4.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碱类、钾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

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4.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 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 （全面罩） ，穿防毒

服。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小心扫起，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

盖。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4.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4.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防尘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5 氢氧化钠 

5.1 名称：氢氧化钠；苛性钠；烧碱；火碱 



5.2 外观与性状：白色不透明固体，易潮解 

5.3 理化性质：本品不会燃烧，遇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形成腐蚀性溶液。与酸发生中和反应并放热。

具有强腐蚀性。 燃烧(分解)产物：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雾。  

5.4 消防措施：雾状水、砂土。 

5.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酸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有合适的材料

收容泄漏物。 

5.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以少量加入大量水中，调节至

中性，再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

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5.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液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5.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必要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6 硝酸银 

6.1 名称：硝酸银 

6.2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的斜方结晶或白色的结晶，有苦味。 

6.3 理化性质：本品助燃，高毒。 



6.4 消防措施：采用水、雾状水、砂土灭火。 

6.5 储运需知：避免光照 

6.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 限制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 （全面罩） ，穿防毒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洁

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6.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到公司医务室作进一步处理。 

食入：用水漱口，必要时到公司医务室作进一步处理。 

6.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接触其粉尘时，建议佩戴防尘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氯丁橡胶手套。 

 

7 氯化钡 

7.1 名称：氯化钡 

7.2 外观与性状：白色粉末，无臭 

7.3 理化性质：与三氟化硼接触剧烈反应。 

7.4 消防措施：本品不燃。灭火剂：水、泡沫、砂土 

7.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应与氧化剂、酸类、食用化

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7.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

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

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减少飞散。然后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7.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2%-5%硫酸钠溶液洗胃，导泻。就医。 

7.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8 氨水 

8.1 名称：氨水 

8.2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臭味 

8.3 理化性质：易分解放出氨气，温度越高，分解速度越快，可形成爆炸性气氛。若遇高热，容器内

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8.4 消防措施：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8.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酸类、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8.6 泄漏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

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

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以少量加入大量水中，调节至中性，

再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8.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液冲洗。立即就

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8.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

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9 氯化铵 

9.1 名称：氯化铵 

9.2 外观与性状：无臭、味咸、容易吸潮的白色粉末或结晶颗粒 

9.3 理化性质：本品不燃，具刺激性。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 

9.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 

9.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酸类、碱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9.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

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收集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9.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9.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10 乙醇 

10.1 名称：乙醇、酒精 

10.2 外观与性状：无色液体，有酒香 

10.3 理化性质：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

剂接触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10.4 消防措施：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火剂：

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0.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7℃，保持容器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碱金属、胺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10.6 泄漏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



量水冲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0.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10.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11 硫化钠 

11.1 名称：硫化钠 

11.2 外观与性状：无色或米黄色颗粒结晶，工业品为红褐色或砖红色块状 

11.3 理化性质：撞击或急速加热可发生爆炸。遇酸分解，放出剧毒的易燃气体。 

11.4 消防措施：雾状水、砂土。 

11.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内湿度最好不大于 85％。包装密封。

应与氧化剂、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11.6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

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11.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酸溶液冲洗。。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食入：误服者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11.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必要时佩带防毒口罩。  

眼睛防护：可采用安全面罩。  

防护服：穿防腐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皮胶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12 柠檬酸 

12.1 名称：柠檬酸 

12.2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无臭。 

12.3 理化性质：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12.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2.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氧化

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 

12.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一般作

业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置于袋中转移至安全场所。大

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2.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12.8 防护措施：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饭前要洗手。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  

 

13 铬酸钾 

13.1 名称：铬酸钾、铬酸二钾 

13.2 外观与性状：黄色斜方晶体 

13.3 理化性质：可燃，强氧化剂。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 

体。 

13.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13.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包装密封。应与还原

剂、易（可）燃物、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区储存。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13.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口罩，穿防腐防毒服。不要

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小心扫起，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漏：

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3.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 

食入：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必要时送到公司医务室作进一步处理。 

13.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接触其粉尘时，必须佩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14 铬黑 T 

14.1 名称：铬黑 T 

14.2 外观与性状：固体，黑色，微弱气味。 

14.3 理化性质：可燃。燃烧产生有毒气体。 

14.4 消防措施：干粉，泡沫灭火剂 

14.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仓间内。温度保持在 15°C 到 25°C 之间。 

14.6 泄漏处理：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清理污染区，洗液排

入废水处理池。 

14.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喝大量水。就医。  

14.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

备用。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5 氯化钠 

15.1 名称：氯化钠 

15.2 外观与性状：无色无味固体 

15.3 理化性质：几乎不燃。 

15.4 消防措施：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合适的灭火器。 

15.5 储运需知：干燥，密封。按常温储存 

15.6 泄漏处理：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 

15.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感到不适， 

误食大量入：如感不适，就医。 

15.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别防护。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别防护。 

身体防护：穿防化学品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1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16.1 名称：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16.2 外观与性状：白色晶体。 

16.3 理化性质：本品可燃，具刺激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 

16.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6.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16.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带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6.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16.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及时换洗工作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7 氰化钾 

17.1 名称：氰化钾 



17.2 外观与性状：白色结晶粉末，易潮解 

17.3 理化性质：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盐

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 

17.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灭火剂：干粉、砂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碱

灭火剂灭火。 

17.5 储运需知： 

17.6 泄漏处理：对泄漏物处理必须戴好防毒面具与手套，扫起，倒至大量水中。加入过量 NaClO 或

漂白粉，放置 24 小时，确认氰化物全部分解，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污染区用 NaClO 溶液或漂白

粉浸光 24 小时后，用大量水冲洗，洗水放入废水系统统一处理。对 HCN 则应将气体送至通风橱或

将气体导入碳酸钠溶液中，加等量的 NaClO，以 6mol/L NaOH 中和，污水放入废水系统做统一处理。 

17.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的清水或 5%硫代硫酸溶液彻底冲洗至少 20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停止时，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勿用口对口)和胸外心脏按压术。给吸入亚硝酸异戊酯，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 1：5000 高锰酸钾或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17.8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毒物时，必须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可能接触其粉尘时，

应该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彻底清洗。车间应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单独存放

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  

 

18 盐酸羟胺 

18.1 名称：盐酸羟胺 

18.2 外观与性状：白色晶体, 易潮解。 



18.3 理化性质：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雾。 

18.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 

18.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18.6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

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18.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18.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粉尘浓度超标时，建议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

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9 酚酞 

19.1 名称：酚酞 

19.2 外观与性状：白色或微带黄色的结晶粉末，无臭，无味。 

19.3 理化性质：可燃。 



19.4 消防措施：泡沫，水，二氧化碳，干粉 

19.5 储运需知：密封，保持干燥。储存温度没有限制。 

19.6 泄漏处理：采用安全的方法将泄漏物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清理污染区，洗液排

入废水处理池。 

19.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食入：保持通风。喝大量水，催吐。若有需要，就医。 

19.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立即更换受污染衣物。涂上护肤膏。工作后清洗脸部和手。勿吸入其蒸汽。 

呼吸系统防护：作业工人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必要时，佩戴隔离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化学品工作服。 

手防护：戴化学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严禁吸烟。注意个人清洁卫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20 三氯甲烷 

20.1 名称：三氯甲烷 

20.2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重质液体，极易挥发，有特殊气味。 

20.3 理化性质：与明火或灼热的物体接触时能产生剧毒的光气。在空气、水分和光的作用下，酸度

增加，因而对金属有强烈的腐蚀性。 

20.4 消防措施：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

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二氧化碳、砂土。 



20.5 储运需知：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超过 3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碱类、铝、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20.6 泄漏处理：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

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

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

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20.7 接触处理：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吸入：迅速脱

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

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20.8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局部排风。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

后备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