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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化學品安全技術說明書 

第一部份  化學品及企業標識 

化學品中文名稱：氯醋共聚聚氯乙烯糊樹脂 

適用產品規格:PR-640,PR-C 

本產品建議用途：用於 PVC製品加工之原料。 

限制用途：本品用於一般工業用途。 

企業名稱：台塑工業（寧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霞浦台塑關係企業寧波工業園區  

電話：0574-86902999   傳真：0574-86902909 

郵編：315807          

國家應急電話：0574-86902999-3230 

企業應急電話：0574-86902999-3228 

安全技術說明書編號：PVC003 

修訂日期：2021年 08月 24日 

第二部份 危險性概述 

危險性類別：可能對皮膚、呼吸系統造成刺激。 

 

侵入途徑：接觸，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聚氯乙烯生產過程中可有粉塵和單體氯乙烯。吸入氯乙烯單體氣體可發生麻醉

症狀，嚴重者可致死。長期吸入氯乙烯，可出現神經衰弱徵候群，消化系統症

狀，肝脾腫大，皮膚出現硬皮樣改變，肢端溶骨症。長期吸入高濃度氯乙烯，

可發生肝臟血管肉瘤。長期吸入聚氯乙烯粉塵，可引起肺功能改變。 

環境危害：在土壤中不能分解。 

燃爆危險：本品可部分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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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成分/組成資訊 

有害物成分                       含量                           CAS No. 

氯醋共聚聚氯乙烯糊樹脂             100%                           9003-22-9 

分子式：[C2H3Cl]n[CH2CH(O2CCH3)]m 

第四部份 急救措施 

---皮膚接觸：脫去污染的衣著，用肥皂水或流動清水徹底清洗皮膚。如有不適感，就醫。 

---眼睛接觸：提起眼瞼，用流動清水或生理鹽水沖洗。立即就醫。 

---吸    入：脫離現場至空氣新鮮處。如呼吸困難，給輸氧。立即就醫。 

---食    入：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醫。 

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危險特性：粉體與空氣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當達到一定濃度時, 遇火星會發生爆炸。受

高熱分解產生有毒的腐蝕性煙氣。 

有害燃燒產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氫。 

滅火方法：盡可能將容器從火場移至空曠處。 

滅 火 劑：霧狀水、泡沫、乾粉、二氧化碳、砂土。 

滅火注意事項及措施：消防人員必須配戴空氣呼吸器，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風向滅火。處

在火場中的容器若已變色從安全泄壓裝置中發出聲音，必須馬上撤離。隔離事

故現場，禁止無關人員進入。收容和處理消防水，防止污染環境。 

第六部分   洩漏應急處理 

作業人員防護措施、防護裝備和應急處理常式：隔離洩漏污染區，限制出入。禁止接觸或

跨越洩露物。切斷火源，盡可能切斷漏源。作業時所有的使用設備應接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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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急處理人員戴防塵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避免揚塵，小心掃起，置

於袋中轉移至安全場所。若大量洩漏，用塑膠布、帆布覆蓋。 

環境保護措施：鏟入合適容器內以備再用或處理。洩漏化學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

的處理材料：收集回收或運至廢物處理場所處置。防止發生次生危害的預防措

施：避免產生有害物質。 

 

第七部分  操作處置與儲存 

操作注意事項：操作人員應經過專門培訓，嚴格遵守操作規程。操作處置應在具備局部通

風或全面通風換氣設施的場所進行。避免眼和皮膚的接觸，避免吸入蒸汽。個

體防護措施參見第 8部分。遠離火種、熱源，工作場所嚴禁吸煙。使用防爆型

的通風系統和設備。如需罐裝，應控制流速，且有接地裝置，防止靜電積聚。 

避免與氧化劑等禁配物接觸（禁配物參見第 10部分）。搬運時要輕裝輕卸，

防止包裝及容器損壞。倒空的容器可能殘留有害物。使用後洗手，禁止在工作

場所進飲食。配備相應品種和數量的消防器材及洩漏應急處理設備。 

儲    存：儲存於陰涼、通風的庫房。庫溫不宜超過 37°C。應與氧化劑、食用化學品分

開存放，切忌混儲（禁配物參見第 10部分）。保持容器密封。庫房必須安裝避

雷設備。遠離火種、熱源。排風系統應設有導除靜電的接地裝置。採用防爆型

照明、通風設置。禁止使用易產生火花的設備和工具。儲區應備有洩漏應急處

理設備和合適的收容材料。 

第八部分 接觸控制/個人防護 

中國MAC（mg/m3）：未制定標準           前蘇聯MAC(mg/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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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GBZ/T 160.1 ~ GBZ/T 160.81-2004 工作場所空氣有毒物質測定（系列標準）, 

EN 14042 工作場所空氣 用於評估暴露於化學或生物試劑的程式指南 

工程控制：密閉操作，防止洩漏。設置自動報警裝置和事故通風設施。設置應急撤離通道

和必要的瀉險區。設置紅色區域警示線、警示標識和中文警示說明，並設置通

訊報警系統。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設備。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風條件。 

呼吸系統防護：空氣中粉塵濃度超標時，建議佩戴自吸過濾式防塵口罩。 

眼睛防護：戴化學安全防護眼鏡。 

身體防護：穿防毒物滲透工作服。 

手 防 護：戴防化學品手套。 

其    它：工作現場嚴禁吸煙。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觀與性狀：白色粉末。              氣味：無資料 

熔點（℃）：無資料                   沸點(℃) ：無資料 

相對密度(水=1) ：1.41               pH值：無資料 

相對蒸氣密度(空氣=1) ：無資料        氣味閾值（mg/m3）：無資料 

飽和蒸氣壓(kpa) ：無資料             自燃溫度（°C）：無資料 

辛醇/水分配係數的對數值：無資料     分解溫度（°C）：無資料 

燃燒熱（KJ/mol）：無資料             蒸發速率［乙酸（正）丁酯以 1計］：無資料 

臨界溫度（℃）：無資料               臨界壓力(Mpa)：無資料 

閃點(℃)：無資料                     燃點溫度(℃)：780(粉雲) 

爆炸下限%（V/V）：無資料             黏度：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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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上限% (V/V) ：60(g/m3 )        

溶解性: 不溶於多數有機溶劑。        

第十部份  穩定性和反應活性 

穩定性：正常環境溫度下儲存和使用，本品穩定。 

聚合危害：不詳 

禁忌物：強氧化物，強酸，強鹼。 

避免接觸的條件：不詳 

燃燒（分解）產物：不詳。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學資料 

急性毒性： 

LD5o : 無資料 

LC50 : 無資料 

急性中毒：   

皮膚刺激或腐蝕：無資料 

眼睛刺激或腐蝕：無資料 

呼吸或皮膚過敏：無資料 

刺激性：無資料   

亞急性和慢性毒性：無資料 

第十二部分   生態學資料 

生態毒理毒性：   無資料。 

生物降解性：     無資料。 

非生物降解性：    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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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富集或生物積累性：  無資料。 

其它有害作用：          無資料。 

第十三部分   廢棄處置 

廢棄物性質： 

---產品：處置前應參閱國家和地方有關法規，如果不能回收利用，建議用焚燒法處置。不

得採用排放到下水道的方式廢 棄處置本品。 

 

---不潔的包裝：把倒空的容器歸還廠商或根據當地法規處理。 

廢棄注意事項：與燃料混合後，再焚燒。焚燒爐排出的鹵化氫通過酸洗滌器除去。 

第十四部分   運輸資訊 

聯合國危險貨物 UN編號：無資料           

聯合國危險性分類：無資料 

聯合國運輸名稱：無資料 

包裝類別：無資料 

包裝標誌：無資料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包裝方法：依客戶需求協調 

運輸注意事項：起運時包裝要完整，裝載應穩妥。運輸過程中要確保容器不洩漏、不倒塌、

不墜落、不損壞。嚴禁與氧化劑等混裝混運。運輸途中應防曝曬、雨淋，防高溫。運輸車

輛應配備相應品種和數量的消防器材及洩漏應急處理設備。嚴禁與氧化劑、食用化學品等

混裝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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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    法規資訊 

法規資訊：化學危險物品安全管理條例 (2002年 1月 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44

號公佈，化學危險物品安全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化勞發[1992] 677 號)，工作

場所安全使用化學品規定 ([1996]勞部發 423號)等法規，針對化學危險品的安

全使用、生產、儲存、運輸、裝卸等方面均作了相應規定。其它法規：聚氯乙

烯生產安全技術規定 (HGA006-83)。 

 

第十六部分   其他資訊 

最新修訂版日期：2021年 08月 24日 

修改說明：第三次修訂 

填表部門：台塑工業（寧波）有限公司品管組 

資料審核：周錦浩 

修改說明： 

其它說明：以上資料根據測試結果所得而成,謹供參考,其內容可能會因應用環境及其它生產

條件改變而改變，本公司對其使用結果不作任何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