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
备案机关：临海市临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中
小企业局）

备案日期：2021年09月07日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代码 2109-331082-07-02-663952

项目名称 台州豪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柜门、3000套木门
、5000套移门技改项目

项目类型 备案类（内资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 改建 建设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

详细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南街道下浦村春和路

国标行业  木门窗制造
（2032） 所属行业 建材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项目 除以上条目外的建材业

拟开工时间 2021年09月 拟建成时间 2023年09月

是否零土地项目 否

是否包含新增建设
用地 否

总用地面积（亩） 0.0 新增建筑面积（平
方米） 0.0

总建筑面积（平方
米） 0.0 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平方米） 0.0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
容（生产能力）

建设项目主要采用铝材开料冲料-玻璃清洗-组装；木材-下
料-雕刻-打磨-涂胶-吸塑-裁剪；木材-下料-压刨修边-布
胶冷压陈化-木加工-组装-打磨-底漆-晾干-底漆打磨-面漆
-晾干等工艺，购置切割机、钻床、吸塑机、玻璃清洗机、
吸塑机、推台锯、雕刻床、铣床、刨床、冷压机、带锯机
、喷枪等国产设备，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2000套柜门、
3000套木门、5000套移门的生产能力，产品具有经济实用
等特点。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利税100万元。

项目联系人姓名 陶宏艳 项目联系人手机 13757618639

接收批文邮寄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南街道下浦村春和路

项
目
投
资
情
况

总投资（万元）

合计
固定投资350.0000万元

建设期利
息

铺底流动
资金土建工程 设备购置

费 安装工程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预备费

500.0000 0.0000 180.0000 70.0000 0.0000 100.0000 0.0000 150.0000

资金来源（万元）

合计 财政性资金 自有资金（非财政性资金） 银行贷款 其它

500.0000 0.0000 500.0000 0.0000 0.0000

项
目
单

项目（法人）单位 台州豪旅家具科技
有限公司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

项目法人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照号码 91331082MA2AMTN0
5D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江南街道下浦村

春和路
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

注册资金（万） 50.000000 币种 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

智能家具研发，家具、家用电器、木制品、金属制品加工
、销售（含网上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销售（含网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叶俊茂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
码 13018881708

项
目
变
更
情
况

登记赋码日期 2021年09月07日

备案日期 2021年09月07日

第1次变更日期 2021年09月30日

项
目
单
位
声
明

1.我单位已确认知悉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标准，确认本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禁
止投资建设的项目或实行核准制管理的项目。
2.我单位对录入的项目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说明：
1.项目代码是项目整个建设周期唯一身份标识，项目申报、办理、审批、监管、延
期、调整等信息，均需统一关联至项目代码。项目代码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审
批事项、下达资金、开展审计监督等必要条件，项目单位要将项目代码标注在申报
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审批监管部门要将代码印制在审批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业
主单位提交申报材料时，相关审批监管部门必须核验项目代码，对未提供项目代码
的，审批监管部门不得受理并应引导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获取代码。
2.项目备案后，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拟建地址、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重大
变更，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
改相关信息。
3.项目备案后，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
工等基本信息。项目开工前，项目单位应当登陆在线平台报备项目开工基本信息。
项目开工后，项目单位应当按有关项目管理规定定期在线报备项目建设动态进度基
本信息。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应当在线报备项目竣工基本信息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江南街道下浦村

春和路
成立日期 2018年05月

注册资金（万） 50.000000 币种 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

智能家具研发，家具、家用电器、木制品、金属制品加工
、销售（含网上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销售（含网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叶俊茂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
码 13018881708

项
目
变
更
情
况

登记赋码日期 2021年09月07日

备案日期 2021年09月07日

项
目
单
位
声
明

1.我单位已确认知悉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标准，确认本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禁
止投资建设的项目或实行核准制管理的项目。
2.我单位对录入的项目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说明：
1.项目代码是项目整个建设周期唯一身份标识，项目申报、办理、审批、监管、延
期、调整等信息，均需统一关联至项目代码。项目代码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审
批事项、下达资金、开展审计监督等必要条件，项目单位要将项目代码标注在申报
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审批监管部门要将代码印制在审批文件的显著位置。项目业
主单位提交申报材料时，相关审批监管部门必须核验项目代码，对未提供项目代码
的，审批监管部门不得受理并应引导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获取代码。
2.项目备案后，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拟建地址、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重大
变更，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
改相关信息。
3.项目备案后，项目单位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
工等基本信息。项目开工前，项目单位应当登陆在线平台报备项目开工基本信息。
项目开工后，项目单位应当按有关项目管理规定定期在线报备项目建设动态进度基
本信息。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应当在线报备项目竣工基本信息























技术文件确认书

我单位委托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台州豪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2000 套柜门、3000 套木门、5000 套移门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

期间，我单位提供的原辅材料用量和成分、设备清单、公用工程等基本情况，以

及文本附件中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我单位对所提供的材料实质内容真实性

负责。经我单位审核，同意该环评文件所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1）建设内容及规模、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用量及成分、设备清单、公用

工程、生产组织安排；

（2）工艺流程；

（3）车间平面布置；

（4）总量控制指标等。

并承诺做到环评中所要求的环保措施。

如改变项目上述内容，将按照环保要求，重新进行项目申报、并开展相应的

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

                                                 企业名称（盖章）

                                                 时间：



物质安全资料表
一、产 品 标 识

商品名： 聚氨酯（PU）高填充型面漆

生产商：阿克苏诺贝尔涂料（嘉兴）有限公司

地址：嘉善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1号

电话：（86）573 8425 2001

邮编：314100

二、化 学 成 分 信 息

组 成 成 份 化 学 文 摘

中文名称
含量

（%）

社登记号码

CAS    NO

聚氨酯树脂 70-80 /

二氧化钛 5-15 13463-67-7

二甲苯 5-15 1330-20-7

甲苯 1-5 108-88-3

碱性品红 0-1 632-99-5

二丁基二月桂酸锡 0-1 77-58-7

三、理 化 特 性

外观与性状 透明粘稠状液体 沸点（℃） 95

PH值 7 自然温度（℃） 425

相对密度（水=1） ＜1 闪点（℃） 28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挥发速度（BAC=1） ＜1

溶解性 溶解于有机溶剂

https://china.guidechem.com/17180/


四、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侵入途径：    吸入、皮肤、眼、误服

健康危害：    眼接触：可引起眼睛刺激、发红、流泪、视力模糊。

              吸入：吸入蒸汽可引起鼻和呼吸道刺激、头昏、虚弱、疲倦、恶心、头痛，严重者意识丧

失。

              皮肤：可引起皮肤刺激、皮炎、持续接触可引起皮肤破裂和脱脂。

              误服：可引起胃肠道刺激、恶心、呕吐、腹泻。

环境影响：    无明显的生物浓缩作用、不具生物降解性。

化学性危害：  其蒸汽和液体易燃。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五、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    1、尽快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立即将眼皮撑开，用流动的温水缓和冲洗 5分钟直到污染除去。

              3、立即就医。

吸入：        1、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2、移除污染源或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3、若呼吸停止立即施以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

              4、立即就医。

皮肤接触：    1、立即缓和的刷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用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3、尽快脱去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如手表、皮带）。

              4、立即就医。

              5、须将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再使用或丢弃前应先将污染物除去。

误服：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或已无意识或痉挛时，不可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毫升的水以稀释胃中的化合物。

              4、若患者有自发性的呕吐时，应使患者身体向前倾斜以减低吸入的危险，并让其漱口，

以及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最主要危害：   蒸汽会刺伤眼睛，黏膜和皮肤，高浓度会引起麻醉。

对急救人员之防护： 戴防护手套，以免接触污染物。

六、消防措施

燃烧性：       易燃

适用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可能遭遇之特殊 1、其蒸汽和液体易燃，液体会累积电荷，蒸汽比空气重会传播至远处，

危害：          遇火源可能造成回火。

               2、高温会分解产生毒气，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灭火程序：     1、撤退并自安全距离或受保护的地点灭火；

               2、位于上风处以避免危险的蒸汽和有毒的分解物；

               3、灭火前先阻止溢漏，如果不能阻止溢漏且周围无任何危险，让火烧完；

               4、隔离未着火物质并保护人员，未着特殊防护设备的人员不可进入；

               5、安全情况下将容器搬离火场，以水雾冷却暴露火场的贮糟或容器；

               6、以水雾灭火可能无效，除非消防人员受过各种易燃液体之灭火训练。

防护装备；     消防人员必须配戴空气呼吸器、消防衣及防护手套。

七、泄漏应急措施

个人注意事项： 1、在污染区尚未完全清理干净前，限制人员接近该区。

               2、确定清理工作是由受过训练的人员负责。

               3、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环境注意事项： 1、对该区域进行通风换气。

               2、扑灭或除去所有发火源。

               3、通知政府安全卫生与环保相关单位。

               4、避免外泄物进入下水道或密闭的空间内。

清理方法：     1、不要碰触外泄物。

               2、在安全许可的情形下，设法阻止或减少溢漏。

               3、用不和外泄物反应的泥土、沙或类似稳定且不可燃的物质围堵外泄物。

               4、少量溢漏时，用不和外泄物反应之吸收剂吸收，已污染的吸收剂和外泄物具同样的危

害性，须置于加盖并标示的适当容器里。用水冲洗溢漏区域。

               5、大量溢漏时：联络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八、作业处置与储存

作业处置：     1、此物质是易燃性和毒性液体，处置时工程控制应运转及善用个人防护设备；工作人员

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法之训练。

               2、除去所有发火源并远离热及不兼容物，工作区应有“禁止抽烟”标志；

               3、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事任何焊接、切割、

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4、作业场所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设备应为防爆型。

               5、保持走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6、贮存区和大量操作的区域，考虑安装溢漏和火灾侦测系统及适当的自动消防系统或足

够且可用的紧急处理装备。

               7、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以免增加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储存：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处，远离热源、发火源及不相容物；

               2、贮存设备应以耐火材料构筑。

               3、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

               4、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至安全的地方。

5、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6、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远离升降机、建筑物、主要通道口存。

7、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

8、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

9、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存容器装溢漏物。

九、理化特性

物质状态：      液态                  颜色：            透明

气味：          混合特殊气味味道      沸点/沸点范围：   120～130℃

相对密度：      约 0.92                溶解性：          不溶于有机溶剂　　　

十、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正常状况下稳定

分解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Nox 等有毒烟雾

聚合危害：     不聚合

避免接触：     高温，火种

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碱金属等

十一、毒理学信息

急毒性：       吸入：蒸汽浓度约 50ppm：轻微嗜睡和头痛；50-100ppm：刺激鼻子、喉咙和呼吸道；约

100 ppm：引起疲劳和晕眩；超过 20 ppm：引起之症状与酒醉类似，眼花、麻木和轻微恶

心；超过 500 ppm引起精神混乱和不协调；更高浓度（约 1000 ppm），则更进一步抑制中

驱神经系统，会导致无意识和死亡：更严重暴露可能引起肾脏衰竭。

               皮肤：接触初期可能有温和的刺激，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炎（皮肤干、红）。

               眼睛：短暂（3-5分钟）暴露于 300 ppm蒸汽或长时间（6-7小时）暴露于 100 ppm皆会

引起轻微刺激；

               食入：



1、自食入而吸收，产生抑制中驱神经，症状如吸入所述。

2、可能引起吸入，那是食入或呕吐时将物质吸入肺部，可能导致肺部刺激，肺部组织受

损和死亡。

LD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850mg/kg（大鼠，吞食）

LC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6000ppm/6H（大鼠，吸入）

刺激性：       35 mg（兔子、皮肤）造成轻微刺激；

               870ug（兔子、眼睛）造成轻微刺激

亚急性与慢性   1、神经系统：慢性中驱神经系统受损，记忆力丧失、睡眠不安、意志力不

毒性：         集中和动物不协调。

2、长期暴露可能影响听力。

3、长期暴露于 200 ppm以下无明显肾脏受损；500 ppm以下无肝脏影响。

4、引起皮肤炎（皮肤红、痒、干燥）

致畸性：       动物实验显示该物质不引起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

致癌性：       目前无相关资料

其  他：       目前无相关资料

十二、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     该物质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空气、水环境及水源可造成污染

生物降解性：   可被生物和微生物氧化降解

非生物降解性

其他有害作用   对鱼类和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十三、废弃处置

处理方法：    请向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咨询并参考相关法规处理；

可采用特定的焚化或卫生掩埋法处理；

注意事项：    不允许排入下水道、水渠，原料及容器必须当成危险废弃处理。

十四、运输：

国内危规号：  GB33646

包装  标志：  易燃液体；有毒品

包装  方法：  小开口金属桶；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

输。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



十五、法规信息

适用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工作场安全所使用化学品规定》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

的安全使用、生产、存储、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

标志（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3.3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十六、其它信息

制表部门：漳州惠尔明涂料有限公司技术部

制表人/职称：工程师       姓名（签章）：丁金文

制表日期：2019-10-9

修改说明：无

本材料安全数据手册中的资料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以及当前的国家法律编制的。

未获得预先书面通知，产品不得用于产品数据手册以外的其它目的。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符合适用法规的要求始终是使用者的责任。



物质安全资料表
一、产 品 标 识

商品名： 聚氨酯（PU）固化剂

生产商：阿克苏诺贝尔涂料（嘉兴）有限公司

地址：嘉善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1号

电话：（86）573 8425 2001

邮编：314100

二、化 学 成 分 信 息

组 成 成 份 化 学 文 摘

中文名称
含量

（%）

社登记号码

CAS    NO

芳香族异氰酸酯 60-80 /

二甲苯 10-20 1330-20-7

乙酸丁酯 10-15 123-86-4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10-25 108-65-6

三、理 化 特 性

外观与性状 透明粘稠状液体 沸点（℃） 98

PH值 7 自然温度（℃） 410

相对密度（水=1） ＜1 闪点（℃） 29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挥发速度（BAC=1） ＜1

溶解性 溶解于有机溶剂



四、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侵入途径：    吸入、皮肤、眼、误服

健康危害：    眼接触：可引起眼睛刺激、发红、流泪、视力模糊。

              吸入：吸入蒸汽可引起鼻和呼吸道刺激、头昏、虚弱、疲倦、恶心、头痛，严重者意识丧

失。

              皮肤：可引起皮肤刺激、皮炎、持续接触可引起皮肤破裂和脱脂。

              误服：可引起胃肠道刺激、恶心、呕吐、腹泻。

环境影响：    无明显的生物浓缩作用、不具生物降解性。

化学性危害：  其蒸汽和液体易燃。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五、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    1、尽快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立即将眼皮撑开，用流动的温水缓和冲洗 5分钟直到污染除去。

              3、立即就医。

吸入：        1、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2、移除污染源或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3、若呼吸停止立即施以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

              4、立即就医。

皮肤接触：    1、立即缓和的刷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用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3、尽快脱去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如手表、皮带）。

              4、立即就医。

              5、须将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再使用或丢弃前应先将污染物除去。

误服：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或已无意识或痉挛时，不可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毫升的水以稀释胃中的化合物。

              4、若患者有自发性的呕吐时，应使患者身体向前倾斜以减低吸入的危险，并让其漱口，

以及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最主要危害：   蒸汽会刺伤眼睛，黏膜和皮肤，高浓度会引起麻醉。

对急救人员之防护： 戴防护手套，以免接触污染物。



六、消防措施

燃烧性：       易燃

适用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可能遭遇之特殊 1、其蒸汽和液体易燃，液体会累积电荷，蒸汽比空气重会传播至远处，

危害：          遇火源可能造成回火。

               2、高温会分解产生毒气，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灭火程序：     1、撤退并自安全距离或受保护的地点灭火；

               2、位于上风处以避免危险的蒸汽和有毒的分解物；

               3、灭火前先阻止溢漏，如果不能阻止溢漏且周围无任何危险，让火烧完；

               4、隔离未着火物质并保护人员，未着特殊防护设备的人员不可进入；

               5、安全情况下将容器搬离火场，以水雾冷却暴露火场的贮糟或容器；

               6、以水雾灭火可能无效，除非消防人员受过各种易燃液体之灭火训练。

防护装备；     消防人员必须配戴空气呼吸器、消防衣及防护手套。

七、泄漏应急措施

个人注意事项： 1、在污染区尚未完全清理干净前，限制人员接近该区。

               2、确定清理工作是由受过训练的人员负责。

               3、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环境注意事项： 1、对该区域进行通风换气。

               2、扑灭或除去所有发火源。

               3、通知政府安全卫生与环保相关单位。

               4、避免外泄物进入下水道或密闭的空间内。

清理方法：     1、不要碰触外泄物。

               2、在安全许可的情形下，设法阻止或减少溢漏。

               3、用不和外泄物反应的泥土、沙或类似稳定且不可燃的物质围堵外泄物。

               4、少量溢漏时，用不和外泄物反应之吸收剂吸收，已污染的吸收剂和外泄物具同样的危

害性，须置于加盖并标示的适当容器里。用水冲洗溢漏区域。

               5、大量溢漏时：联络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八、作业处置与储存

作业处置：     1、此物质是易燃性和毒性液体，处置时工程控制应运转及善用个人防护设备；工作人员

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法之训练。

               2、除去所有发火源并远离热及不兼容物，工作区应有“禁止抽烟”标志；



               3、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事任何焊接、切

割、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4、作业场所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设备应为防爆型。

               5、保持走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6、贮存区和大量操作的区域，考虑安装溢漏和火灾侦测系统及适当的自动消防系统或足

够且可用的紧急处理装备。

               7、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以免增加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储存：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处，远离热源、发火源及不相容物；

               2、贮存设备应以耐火材料构筑。

               3、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

               4、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至安全的地方。

5、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6、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远离升降机、建筑物、主要通道口存。

7、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

8、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

9、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存容器装溢漏物。

九、理化特性

物质状态：      液态                  颜色：            透明

气味：          混合特殊气味味道      沸点/沸点范围：   120～130℃

相对密度：      约 0.92                溶解性：          不溶于有机溶剂　　　

十、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正常状况下稳定

分解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Nox 等有毒烟雾

聚合危害：     不聚合

避免接触：     高温，火种

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碱金属等

十一、毒理学信息

急毒性：       吸入：蒸汽浓度约 50ppm：轻微嗜睡和头痛；50-100ppm：刺激鼻子、喉咙和呼吸道；约

100 ppm：引起疲劳和晕眩；超过 20 ppm：引起之症状与酒醉类似，眼花、麻木和轻微恶

心；超过 500 ppm引起精神混乱和不协调；更高浓度（约 1000 ppm），则更进一步抑制中

驱神经系统，会导致无意识和死亡：更严重暴露可能引起肾脏衰竭。

               皮肤：接触初期可能有温和的刺激，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炎（皮肤干、红）。

               眼睛：短暂（3-5分钟）暴露于 300 ppm蒸汽或长时间（6-7小时）暴露于 100 ppm皆会



引起轻微刺激；

               食入：

1、自食入而吸收，产生抑制中驱神经，症状如吸入所述。

2、可能引起吸入，那是食入或呕吐时将物质吸入肺部，可能导致肺部刺激，肺部组织受

损和死亡。

LD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850mg/kg（大鼠，吞食）

LC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6000ppm/6H（大鼠，吸入）

刺激性：       35 mg（兔子、皮肤）造成轻微刺激；

               870ug（兔子、眼睛）造成轻微刺激

亚急性与慢性   1、神经系统：慢性中驱神经系统受损，记忆力丧失、睡眠不安、意志力不

毒性：         集中和动物不协调。

2、长期暴露可能影响听力。

3、长期暴露于 200 ppm以下无明显肾脏受损；500 ppm以下无肝脏影响。

4、引起皮肤炎（皮肤红、痒、干燥）

致畸性：       动物实验显示该物质不引起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

致癌性：       目前无相关资料

其  他：       目前无相关资料

十二、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     该物质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空气、水环境及水源可造成污染

生物降解性：   可被生物和微生物氧化降解

非生物降解性

其他有害作用   对鱼类和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十三、废弃处置

处理方法：    请向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咨询并参考相关法规处理；

可采用特定的焚化或卫生掩埋法处理；

注意事项：    不允许排入下水道、水渠，原料及容器必须当成危险废弃处理。

十四、运输：

国内危规号：  GB33646

包装  标志：  易燃液体；有毒品

包装  方法：  小开口金属桶；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

输。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

十五、法规信息

适用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工作场安全所使用化学品规定》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

的安全使用、生产、存储、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

标志（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3.3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十六、其它信息

制表部门：漳州惠尔明涂料有限公司技术部

制表人/职称：工程师       姓名（签章）：丁金文

制表日期：2019-10-9

修改说明：无

本材料安全数据手册中的资料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以及当前的国家法律编制的。

未获得预先书面通知，产品不得用于产品数据手册以外的其它目的。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符合适用法规的要求始终是使用者的责任。



物质安全资料表
一、产 品 标 识

商品名： 聚氨酯（PU）清味稀释剂（DM）

生产商：阿克苏诺贝尔涂料（嘉兴）有限公司

地址：嘉善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1号

电话：（86）573 8425 2001

邮编：314100

二、化 学 成 分 信 息

组 成 成 份 化 学 文 摘

中文名称
含量

（%）

社登记号码

CAS    NO

二甲苯 35-45 1330-20-7

乙酸丁酯 25-35 141-78-6

乙酸丁酯 25-35 123-86-4

三、理 化 特 性

外观与性状 透明粘稠状液体 沸点（℃） 85

PH值 7 自然温度（℃） 375

相对密度（水=1） ＜1 闪点（℃） 30

相对蒸汽密度（空气=1） ＜1 挥发速度（BAC=1） ＜1

溶解性 溶解于有机溶剂



四、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第 3.3类

侵入途径：    吸入、皮肤、眼、误服

健康危害：    眼接触：可引起眼睛刺激、发红、流泪、视力模糊。

              吸入：吸入蒸汽可引起鼻和呼吸道刺激、头昏、虚弱、疲倦、恶心、头痛，严重者意识丧

失。

              皮肤：可引起皮肤刺激、皮炎、持续接触可引起皮肤破裂和脱脂。

              误服：可引起胃肠道刺激、恶心、呕吐、腹泻。

环境影响：    无明显的生物浓缩作用、不具生物降解性。

化学性危害：  其蒸汽和液体易燃。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五、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    1、尽快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立即将眼皮撑开，用流动的温水缓和冲洗 5分钟直到污染除去。

              3、立即就医。

吸入：        1、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2、移除污染源或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

              3、若呼吸停止立即施以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

              4、立即就医。

皮肤接触：    1、立即缓和的刷掉或吸掉多余的化学品。

              2、用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彻底但缓和的清洗。

              3、尽快脱去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如手表、皮带）。

              4、立即就医。

              5、须将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制品再使用或丢弃前应先将污染物除去。

误服：        1、若患者即将丧失意识或已无意识或痉挛时，不可喂食任何东西。

              2、不可催吐。

              3、给患者喝下 240-300毫升的水以稀释胃中的化合物。

              4、若患者有自发性的呕吐时，应使患者身体向前倾斜以减低吸入的危险，并让其漱口，

以及反复给水。

5、立即就医。

最主要危害：   蒸汽会刺伤眼睛，黏膜和皮肤，高浓度会引起麻醉。

对急救人员之防护： 戴防护手套，以免接触污染物。

六、消防措施

燃烧性：       易燃

适用灭火剂：   二氧化碳、干粉、泡沫



可能遭遇之特殊 1、其蒸汽和液体易燃，液体会累积电荷，蒸汽比空气重会传播至远处，

危害：          遇火源可能造成回火。

               2、高温会分解产生毒气，火场中的容器可能会破裂、爆炸。

灭火程序：     1、撤退并自安全距离或受保护的地点灭火；

               2、位于上风处以避免危险的蒸汽和有毒的分解物；

               3、灭火前先阻止溢漏，如果不能阻止溢漏且周围无任何危险，让火烧完；

               4、隔离未着火物质并保护人员，未着特殊防护设备的人员不可进入；

               5、安全情况下将容器搬离火场，以水雾冷却暴露火场的贮糟或容器；

               6、以水雾灭火可能无效，除非消防人员受过各种易燃液体之灭火训练。

防护装备；     消防人员必须配戴空气呼吸器、消防衣及防护手套。

七、泄漏应急措施

个人注意事项： 1、在污染区尚未完全清理干净前，限制人员接近该区。

               2、确定清理工作是由受过训练的人员负责。

               3、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环境注意事项： 1、对该区域进行通风换气。

               2、扑灭或除去所有发火源。

               3、通知政府安全卫生与环保相关单位。

               4、避免外泄物进入下水道或密闭的空间内。

清理方法：     1、不要碰触外泄物。

               2、在安全许可的情形下，设法阻止或减少溢漏。

               3、用不和外泄物反应的泥土、沙或类似稳定且不可燃的物质围堵外泄物。

               4、少量溢漏时，用不和外泄物反应之吸收剂吸收，已污染的吸收剂和外泄物具同样的危

害性，须置于加盖并标示的适当容器里。用水冲洗溢漏区域。

               5、大量溢漏时：联络消防、紧急处理单位及供货商以寻求协助。

八、作业处置与储存

作业处置：     1、此物质是易燃性和毒性液体，处置时工程控制应运转及善用个人防护设备；工作人员

应受适当有关物质之危险性及安全使用法之训练。

               2、除去所有发火源并远离热及不兼容物，工作区应有“禁止抽烟”标志；

               3、空的桶槽、容器和管线可能仍有具危害的残留物，未清理前不得从事任何焊接、切割、

钻孔或其它热的工作进行。

               4、作业场所使用不产生火花的通风系统，设备应为防爆型。

               5、保持走道和出口畅通无阻。



               6、贮存区和大量操作的区域，考虑安装溢漏和火灾侦测系统及适当的自动消防系统或足

够且可用的紧急处理装备。

               7、不要与不兼容物一起使用（如强氧化剂）以免增加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储存：         1、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处，远离热源、发火源及不相容物；

               2、贮存设备应以耐火材料构筑。

               3、地板应以不渗透性材料构筑以免自地板吸收。

               4、门口设斜坡或门槛或挖沟槽使泄漏物可排放至安全的地方。

5、贮存区应标示清楚，无障碍物，并允许指定或受过训的人员进入。

6、贮存区与工作区应分开；远离升降机、建筑物、主要通道口存。

7、贮存区附近应有适当的灭火器和清理溢漏设备。

8、定期检查贮存容器是否破损或溢漏。

9、限量贮存，以兼容物质制成的存容器装溢漏物。

九、理化特性

物质状态：      液态                  颜色：            透明

气味：          混合特殊气味味道      沸点/沸点范围：   120～130℃

相对密度：      约 0.92                溶解性：          不溶于有机溶剂　　　

十、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正常状况下稳定

分解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Nox 等有毒烟雾

聚合危害：     不聚合

避免接触：     高温，火种

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酸、强碱、碱金属等

十一、毒理学信息

急毒性：       吸入：蒸汽浓度约 50ppm：轻微嗜睡和头痛；50-100ppm：刺激鼻子、喉咙和呼吸道；约

100 ppm：引起疲劳和晕眩；超过 20 ppm：引起之症状与酒醉类似，眼花、麻木和轻微恶

心；超过 500 ppm引起精神混乱和不协调；更高浓度（约 1000 ppm），则更进一步抑制中

驱神经系统，会导致无意识和死亡：更严重暴露可能引起肾脏衰竭。

               皮肤：接触初期可能有温和的刺激，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炎（皮肤干、红）。

               眼睛：短暂（3-5分钟）暴露于 300 ppm蒸汽或长时间（6-7小时）暴露于 100 ppm皆会

引起轻微刺激；

               食入：

1、自食入而吸收，产生抑制中驱神经，症状如吸入所述。

2、可能引起吸入，那是食入或呕吐时将物质吸入肺部，可能导致肺部刺激，肺部组织受



损和死亡。

LD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850mg/kg（大鼠，吞食）

LC50（测试动物、暴露途径）：6000ppm/6H（大鼠，吸入）

刺激性：       35 mg（兔子、皮肤）造成轻微刺激；

               870ug（兔子、眼睛）造成轻微刺激

亚急性与慢性   1、神经系统：慢性中驱神经系统受损，记忆力丧失、睡眠不安、意志力不

毒性：         集中和动物不协调。

2、长期暴露可能影响听力。

3、长期暴露于 200 ppm以下无明显肾脏受损；500 ppm以下无肝脏影响。

4、引起皮肤炎（皮肤红、痒、干燥）

致畸性：       动物实验显示该物质不引起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

致癌性：       目前无相关资料

其  他：       目前无相关资料

十二、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     该物质对环境有严重危害，对空气、水环境及水源可造成污染

生物降解性：   可被生物和微生物氧化降解

非生物降解性

其他有害作用   对鱼类和哺乳动物应给予特别注意

十三、废弃处置

处理方法：    请向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咨询并参考相关法规处理；

可采用特定的焚化或卫生掩埋法处理；

注意事项：    不允许排入下水道、水渠，原料及容器必须当成危险废弃处理。

十四、运输：

国内危规号：  GB33646

包装  标志：  易燃液体；有毒品

包装  方法：  小开口金属桶；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夏季最好早晚运

输。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

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



十五、法规信息

适用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工作场安全所使用化学品规定》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

的安全使用、生产、存储、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

标志（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 3.3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十六、其它信息

制表部门：漳州惠尔明涂料有限公司技术部

制表人/职称：工程师       姓名（签章）：丁金文

制表日期：2019-10-9

修改说明：无

本材料安全数据手册中的资料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以及当前的国家法律编制的。

未获得预先书面通知，产品不得用于产品数据手册以外的其它目的。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符合适用法规的要求始终是使用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