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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MSDS) 
材料名称: 多用途清洁液 
检测时间: 05/01/2012 
MSDS NO.: 配方 080-DD-101 
 

1-化学品及企业识别                  
化学名称:              胶原液体 
产品用途:              消毒、杀菌、清洁 
生产方式:              配方 080 
品牌名称:              DD-101 
同义词:                清洁液, 除油剂 
Sup.Part#:              不适用 
 
 
生产企业信息: 
    DD solution (s) Pte Ltd (前身为 IBC Global Pte Ltd)  
    18, Boon Lay Way 
    #04-143, TradeHub 21 
    新加坡 609966 
    电话: (+65)6795-7517 
 

2 –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信息/无害成分信息: 
所有的组分都已根据美国职业安全和卫生条例 OSHA 标准 29 
CFR 1910.1200（危害交流标准）的细则要求进行了辨识和评价。 
 

3 – 危害性鉴别                     
综述: 该产品是一种略有粘性，清澈琥珀色的溶液 
潜在健康影响: 

眼睛: 若产品直接接触到眼睛，眼睛会有刺痒感。 
皮肤: 接触皮肤不会有刺痒或红肿。也不会有任何与该产
品有关的有毒物质通过皮肤被吸收。 

吞服: 吞服本产品不会造成中毒。但是，大量吞服会造成
轻度肠胃不适 (例如腹泻，,因为该产品会对消化道中
的油脂进行乳化作用). 

 

4 – 急救措施                       
眼睛: 在溶液直接接触眼睛后，如有刺痒，可即可用水冲洗。 
皮肤: 在应用溶液后直接清洗，不会有任何与该产品有关的有

毒物质通过皮肤被吸收。 
吞服: 吞服此产品不会吸收任何有毒物质 (参见 3) 
吸入: 吸入此产品不会造成中毒。如果需要，可以尝试呼吸新

鲜空气。 
 

5 – 消防措施                       
燃点:                 不存在，但是肯定大于 200F 
使用方法:             无要求 
易燃上限(UFL):         不适用 
可燃下限(LFL):         不适用 
自燃点:               不适用 
 
 
 
 
 
 
 
 
 

 
 
 
 
易燃性分级:       不易燃的 
燃烧速率:         不适用 
一般火灾危险: 此产品是一种水的混合物，不会燃烧。 
有害燃烧产物：分解后，产品会释放二氧化碳。 

灭火介质：   使用着火点周围的适当灭火介质即可。 
NFPA 等级:   健康: 0  火灾: 0  反应性: 0  其他: 0  
HMIS 等级:   健康: 0  火灾: 0  反应性: 0  其他: 0   
个人保护措施: 无 
 

6 –泄漏应急处理                     
防范措施：不需要 
清理措施：用清水冲洗。废水按照当地的规定处理。 
疏散措施：不需要 
特殊说明：溶液流过的物体表面会变得滑利 
 

7 – 操作处置和储存                  
工作程序：无需特别预防措施。 
推荐储存方式： 无特别要求 
 

8 – 接触控制/个人防护               
接触指导说明: 
A.  一般产品信息 
    无要求。 
B.  组分接触限制 
    此产品成分中不含有 ACGIH（美国政府及工业卫生协会标

准）, NIOSH(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和 OSHA(美国职业安
全和卫生条例)发布的接触清单中罗列的成分。 

工程控制: 使用一般通风。 
个人防护装备: 
    眼睛/面部: 正常使用时不需要。 
    皮肤：不需要。 
    呼吸：不需要。 
    综述：不需要。 
 

9 – 物理和化学性质                 
外观:            清澈琥珀色 
物理状态:        略有粘性的溶液 
饱和蒸汽压:      不可用 
沸点:            213F华氏度（一大气压） 
熔点:            不适用 
比重:            1.1119(水=1) 
软化点:        不适用 
粘度:            不可用 
挥发性:          不适用 
气味:            无 
Ph:              9.85 - 10.35 
蒸气密度:        不适用 
凝冻点:          29华氏度 
水溶性:          完全溶解 
粒子大小:        2 到 4 纳米 
蒸发速率:        不可用 
容重:            不可用 
分子量:          混合物 
附加属性:        无附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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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安全性数据表(MSDS) 

DD-101清洁液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稳定. 
规避条件:          无记录. 
不兼容性:          无记录. 
有害分解产物:      产品分解后产生二氧化碳 
有害的聚合反应:    无 
 

11 – 毒理学资料                   
急性毒性/目标组织信息 
A.  一般产品/成分信息 
本产品无刺激性无毒性. 

B.  GHS分类 5或未入类 
    本产品无毒性。 
流行病学: 无资料提供 
致癌性 
A.  一般产品/组分信息 
    未能鉴定到 
B.  致癌物成分清单 
产品成分不在 ACGIH（美国政府及工业卫生协会标准）, 

IARC(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NIOSH(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NTP
（美国健康和人文服务毒理研究）和 OSHA(美国职业安全和卫
生条例)等组织发布的清单中。 
神经毒性:  无 
诱变性:    无 
其他信息:  无 
 

12 –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 目前没有已知的生态毒性与本产品有联系。 
环境影响: 本产品可完全生物降解. 
 

13 – 废弃处理                     
美国 EPA（环境保护署）废弃物数量及描述 
A.  一般产品信息: 该产品成分不属于 EPA 清单中的有害废
物。 

B.  成分废料信息: 本产品组分不含有 EPA中的废料成分。 
处置说明: 清洁泄漏区域并依据当地地方法规处理废弃物。 
 

14 – 运输信息                     
DOT 信息                          
运输名称:              非管制类 
危险等级:              不适用 
UN/NA:                不适用 
包装组别:                不适用 
标签要求:                  无 
额外运费:              无 
信息:                  无 
国际运输法规:          NA 
 
 
 
 
 
 
 
 
 

 

15 – 法规信息                        
美国联邦法规 
A.  一般产品信息 
无可用信息 

B.  组分信息 
本产品没有成分属于 SARA第 302 （ 40CFR附录 A） ， SARA
第 313 （ 40CFR 372.65 ）或 CERCLA环境法（ 40CFR 302.4 ）
所列清单中。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属于 EPA的 TSCA保存名录。 
本产品的所有组分都属于 FDA的 GRAS的批准清单。 
州法规 
A.  一般产品信息 
无可用信息 

B.  组分信息 
    其他法规 
地方法规 
A.  一般产品信息 
无可用信息 

B.  组分信息 
    其他法规 
 

16 –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 
我们已采取合理谨慎的态度编制本信息，但生产商并不提供销

路担保或其他担保，也并未提供任何有关本产品的任何明示或

暗示。生产商不作任何声明，且若因使用此产品而造成损伤，

本机构不承担任何直接，间接或附带的法律责任。 上述信息
已对制造商的技术信息进行了编辑，以避免专利信息的泄露。

所有对本文件的疑问请直接向经销商或生产商问询。 
 
关键字/引用 
Y=Yes; N=No;  
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环境保护署）;  
TSCA=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毒害物控制法令）;  
ACGIH=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美国政府及工业卫生协会标准）; 
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  
GRAS=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一般安全性认可） 
IARC=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Cancer(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  
NIOSH=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职
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NTP=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美国健康和人文服务毒理研
究）;  
OSH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dministration(美国职业
安全和卫生条例); 
NA= 数据不可得或无要求; 
g=克; ml=毫升; C=摄氏 F=华氏;  
DOT=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运输部门）; 
GHS= Global Harmonised classification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及
标识协调机制 
 
MSDS编制时间: 2012年 1月 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