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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資訊

1.1 產品名稱： 濕度 Rx 

1.2 產品標識 ：194-30B 公積金-99-60018，公積金-99-60AHSPRAY05 

1.3 建議使用 / 產品使用： 護髮 

1.4 製造商名稱/位址/電話： 

2-2-0 實驗室公司

2375第三街，河濱，CA 92507

電話： （951） 683-2912 傳真： （951） 683-0952

1.5 緊急電話： 

Chemtrec （24 小時） 1-800-424-9300 （美國免費） 國際電話： 011-703-527-3887 （接受收集電話） 

合同 # CCN5 

1.6 創建於： 防色 

2.危險分類產品資訊

分類 標籤 危險聲明代碼 

圖示 信號字 危險聲明 

危險類 危險類別 

溫室氣體 聯合國示範

條例 

氣溶膠 2 警告 易燃氣溶膠 

加壓容器：加熱時可能會爆裂 

H223 

H229 

嚴重的眼

部損傷/眼

睛刺激 

2A 無需 警告 引起嚴重的眼睛刺激 H319 

標準氣溶膠危險類別 2： 在噴霧點火測試中點火距離≥ 15 釐米但小於 75 釐米的噴霧氣溶膠 

2.2： 預防性聲明 

一般預防性聲明： 

P101：如果需要醫療建議，有產品容器或標籤在手 

P102： 讓兒童遠離 

P103： 使用前閱讀標籤  

產品特定預防聲明： 

P210： 遠離熱/火花/明火/熱表面。 禁止吸煙 

P211：不要噴灑在明火或其他點火源上 

P251：即使在使用後，也不要穿孔或燒傷 

儲存： 

P410+P403+P412： 防止陽光照射。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不要暴露在超過 50°C/122°F 的溫度下 

回應：  

P305+P351+P338：如果眼睛： 小心用水沖洗幾分鐘。如果存在且易於操作，請取下隱形眼鏡。 繼續沖洗 

P337+P313： 如果眼睛刺激持續存在：請獲得醫療建議/注意 

處置：請參閱第13節。      

2.3 未導致分類或未納入 GHS 範圍的其他危險。.法規 （歐盟） 2015/830 

僅根據指示使用。故意集中和吸入內容故意濫用可能是有害的或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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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分/成分資訊：混合物/CBI

注： 有關成分的資訊，CBI 的主管部門規則優先於產品識別規則。以下化學品是對產品有害的化學品。 CBI 

因非危險成分而索賠 

化學身份 情況 下# 埃內克斯# % （總公式） 閃點 REACH 註冊 

酒精德納特。 64-17-5 200-578-6 40 - 52 55F 01-2119457610-43-0648

氫氟碳化合物 152a 75-37-6 200-866-1 45 - 60 -58歐弗 VOC 豁免美國 

3.1 雜質和穩定添加劑本身是分類的，有助於物質的分類。 

無禮物 

3.2 ▪ 混合物：所有成分的化學特性和濃度或濃度範圍，這些成分在 GHS

的含義範圍內是危險的，並且存在於其截止水準以上。

▪ 生殖毒性、致癌性和1類致突變性的截止水準為3 0.1%

▪ 如果存在於截止級別以上，此處將提及 REACh SVHC。

所有其他危險類的截止等級為3 1% 

註： 有關成分的資訊，CBI 的主管部門規則優先於產品識別規則 

無禮物 

4.急救措施

暴露的主要途徑 急性 

目標器官或系統; 

暴露的癥狀和跡象 

慢性 

目標器官或系統; 

暴露的癥狀和跡象 

急救治療 

攝入 不是預期的曝光途徑。  不是預期的曝光途徑。 喝足夠的水來稀釋。立即諮詢醫生。 

眼睛 眼睛：發紅。疼痛。 眼睛：發紅。疼痛。 用水沖洗眼睛15分鐘。 

如果刺激持續，請尋求醫療照顧。 

皮膚 排出的氣體可導致凍傷

。 

未知 用肥皂和水徹底清洗。 

如果發生霜凍叮咬，不要脫掉衣服。 

用水浸泡。 

吸入 也許能取代氧氣（呼吸

急促;窒息）。咳嗽。

喉嚨。嗜 

睡。無意識。 

故意吸入可能導致心力

衰竭。 

將受害者轉移到新鮮空氣中。 

如果呼吸困難，請就醫。 

5.消防措施

5.1 滅火方法：（合適且不合適） CO2、泡沫、乾化學和水噴霧 

5.2 化學品產生的特定危害（例如，任

何危險燃燒產品的性質）。 

暴露在高溫下的封閉容器可能會破裂。不要壓碎或穿刺容器。 

5.3 消防員的特殊防護裝備和預防措施

。 

火應該從安全的距離進行。消防員應穿全臉、自成一體的呼吸器和全套防護服

。 

6.意外釋放措施

6.1 個人預防措施、防護設備和緊急程

式： 

根據釋放程度，考慮消防戰士/緊急救援人員是否需要配備足夠的個人防護設備

進行清理。 打掃衛生時不要吃、喝、煙。 

6.2 通風 充分通風使用 

6.3 呼吸 當使用足夠的通風時，不需要 

6.4 環境預防措施： 不要將產品排入雨水渠或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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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遏制並清除的方法與材料 排除點火源並通風區域。避免呼吸蒸汽。參照第 7 節和第 8 

節中的保護措施。產品裝在氣溶膠容器中。將任何洩漏的氣溶膠放入安全防火

容器后，按照現場說明處理，容器中裝有地球或其他不可燃吸水劑吸收的洩漏

材料。 

7.處理和存儲資訊

7.1 安全處理的預防措施： 

使用本產品后和進食、飲酒或吸煙前徹底洗手 

7.2 安全存儲的條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遠離過熱、明火、火花和其他可能的點火源。不要存放在損壞或未標記的容器或存放裝置中。對於倉庫存儲，應放置

托盤和箱子，以避免材料處理設備損壞或破裂。使用后，小心噴灑氣溶膠，每次使用后蓋上蓋子。 

8.曝光控制/個人保護

8.1 控制參數，例如職業暴露極限值或生物限制值。 

8.2 適當的工程控制。 

8.3 個人防護裝備：在正常使用條件下不需要。處理大量（例如，+1 加侖）時，根據 OSHA 

法規佩戴保護眼鏡、手套、靴子和圍裙（29 CFR 1910.133） 

化學身份 情況 下# 埃內克斯# 
空氣中的暴露限制 

其他 
電視下午 對於下午 

酒精德納特。 64-17-5 201-142-8 1000 1000 未知 

氫氟碳化合物 152a 75-37-6 200-866-1 未建立 未建立 未知 

9.物理和化學屬性 - 暫定

ND = 無資料/無/無 = 不適用 

   濃縮：氣溶膠產品： 

9.1a 外觀： 透明液體 細霧噴霧 

91億 顏色： 無色 無色 

9.1c 比重： +lt：1.0 不適用 

9.1d 黏度： 不適用 不適用 

9.2 氣味 匹配標準 匹配標準 

9.3 氣味閾值 匹配標準 匹配標準 

9.4 Ph： •4.0-+10.0 不適用 

9.5 熔點/冰點 -（160-180）⁰F 不適用 

9.6 初始沸點和沸騰範圍： (160-180)埃米F 不適用 

9.7 閃點： (45-60)埃米F 不適用 

9.8 蒸發率 1 - 5 不適用 

9.9 易燃性：固體/氣體 液 氣溶膠 

9.10 上/下易燃性或爆炸限值 (1-5)% - (15-20)% 不適用 

9.11 蒸汽壓力 乙醇 （44.6 @ 68oF） 不適用 

9.12 蒸汽密度 ND 不適用 

9.13 相對密度 查看特定重力 不適用 

9.14 溶解度 酒精/水 不適用 

9.15 分區係數：n-奧克塔諾/水 ND 不適用 

9.16 自動調高溫度 不適用 不適用 

9.17 分解溫度 ND 不適用 

9.18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 Cbi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lt;55.0% 

9.19 燃燒熱 不適用 •20千焦/克（NFPA 30B）

10.穩定與反應

10.1 化學穩定性： 在正常使用條件下保持穩定 

10.2 危險反應的可能性： 危險聚合不會發生。 

10.3 要避免的條件： 在明火、火花、高溫50°C/122°F 或其他熱源附近使用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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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不相容物質： 強氧化劑 

10.2 危險分解產品： 火災時刺激性蒸汽和有毒氣體 

11.毒理學資訊

（1272/2008 第 2 部分：健康危害） 

符號 / 象形圖 危險類別和危險類別 此產品的分類 

GHS06 

第 3.1 節 

骷髏和十字骨/ 

急性毒性（口腔、皮膚、吸入）、危險類別1、2、3 未分類 

GHS05 

第 3.2 節 

腐蝕/ 皮膚腐蝕，危險類別 1A， 1B， 1C 

嚴重眼部損傷，危險類別 1 

腐蝕金屬，危險類別1 

未分類 

GHS07 

第 3.1 節 

驚嘆號/ 眼睛刺激，危險類別 2 H319 

GHS08 

第 3.4 節 

健康危害/ 呼吸敏感，危險類別 1 

細菌細胞致突變性，危險類別 1A， 1B， 2 

致癌性，危險類別 1A， 1B， 2 

生殖毒性，危險類別 1A， 1B， 2 

特定目標器官毒性-單次暴露，危險類別1，2 

特定目標器官毒性-反覆暴露，危險類別1，2 

吸入危險，危險類別 1 

未分類 

12.生態資訊

12.1 生態毒性（水生和陸地可用） 

12.2 
數據不是通過實驗確定的。 

它與混合物中化合物的已知科學證據一起彙編而編。產品不在動物身上測試。沒有關於成品的數據。 

急性危險1類水生毒性 未分類 

慢性危險類別 1 未分類 

慢性危險類別 2 未分類 

以下環境危害類別和危害類別不需要象形圖： 

第4.1節：對水生環境有害——慢性危害類別3、4 

慢性危險類別 3 未分類 

慢性危險類別4 未分類 

持久性和可降解性 無數據 

生物累積潛力 無數據 

土壤中的移動性 無數據 

其他不利影響 未知 

13.處置考慮

13.1 按照聯邦、州或地方法規進行處置。 

1910.106 （a） （1） 

氣溶膠是指在壓力下由推進劑作為霧氣、噴霧劑或泡沫從容器中噴出的材料。 

目前，氣溶膠罐被歸類為通用廢物在加利福尼亞州和科羅拉多州。 2018 年 3 月，EPA 根據聯邦資源保護和恢復法案 

（RCRA） 提出了一項規則，將危險廢物氣溶膠罐添加到通用廢物計劃中。   

如果氣溶膠被刺穿並釋放其內容（以與 40 CFR（第 273 部分）一致的方式），則氣溶膠可歸類為通用廢物。 

如果剩餘任何固體，則應根據 CFR 第 261.3 節第 40 章確定分類。 反過來，40 CFR 262.11 

描述了一個人必須遵循的過程，以確定產生的固體廢物（如 40 CFR 第 261.2 節所定義）是否是危險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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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4.運輸資訊

適當的運輸名稱 符號 

49 CFR （GND） UN1950， 氣溶膠， 

易燃， 2.1， "有限公司 QTY." 

數量有限：空運以外的模式（49 CFR = 172.315 – 數量有限） 

完全監管： 

49 CFR （GND） UN1950， 氣溶膠， 

易燃， 2.1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AIR） ID 8000， 

消費者商品， 9 

ID 8000 

數量有限：航空運輸 （49 CFR = 172.315 – 數量有限） 

IMDG （OCN） UN1950， 氣溶膠， 

易燃， 2.1， "有限公司 QTY." 

埃姆斯 # F - d， S - u 

數量有限：空運以外的模式（49 CFR = 172.315 – 數量有限） 

完全監管： 

IMDG （OCN） UN1950， 氣溶膠， 

易燃， 2.1 

 根據您的情況，可能有多個運輸選項。請選擇最適合您的需求 

14.3 海洋污染物： 不 49 CFR 附錄 B 節 172.101 

15.監管資訊

15.1 

OSHA 危險通信標準 CFR 1910.1200; 

聯合國關於危險品運輸的建議。  

GHS ST/SG/AC.10/30 Rev7e  

美國：《聯邦危險品運輸法》（49美國.C 5101 等）); 

中電1272/2008 

法規 （歐盟） 2015/830 

加拿大衛生部：《危險產品法》2001年《消費者化學品和集裝箱條例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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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分類：易燃氣溶膠： 

象徵： 

信號詞：注意/注意：警告/逆向 

主要危險聲明：  

1.易燃/易燃，
2.

容器加熱後可能會爆炸。/這個容器如果是沙夫，可能會爆炸。

標準：火焰投影：≥15釐米 - ≤45釐米

標準：氣溶膠：一次性金屬容器，設計用於使用手動操作的閥

門釋放加壓物

其他危險聲明： 

不要在明火或火花面前使用。不要在明火或火花面前使用。 

在壓力下快樂。不要放在熱水或散熱器、爐子或其他熱源附近

。不要在溫度超過 50oC 

時穿刺或焚燒容器或存放。不要放入熱水或散熱器、爐子或其

他熱源附近。不要刺穿容器，將其扔進火中，或將其存放在超

過 50oC 的溫度下。 

15.2 EPA SARA標題 III 化學清單 

第302條極端危險物質：無 第304節 CERCLA 有害物質：無 

第313條有毒化學品：無管制數量存在或不存在。 

15.3 加州道具 65 ： 無可報告的元件 

16.其他資訊：包括 關於編寫和修訂SDS的資訊

16.1 版本： 2 （第 2.1 節， 2.2， 9.7， 9.19， 10.3， 14.2， 15， 16） 

修訂版 1 （1.8） 2019-07-23; 

修訂版2（1.7–CCN5后刪除星號）2019-10-30; 

修訂版3（刪除2019-12-11年第2、14.2版中對壓力氣體的引用; 

修訂版 4 （2.1 不可燃氣溶膠標準解釋） 2020-01-09 

版本 3 

版本 1 （14.1 – 設計和格式）， 16.1， 16.2 格式） 2020-01-17 

修訂版 2 （2.1 預防性聲明） 2020-01-28 

修訂版 3 （13.1; 16.6， 16.7） 2020-01-29 

修訂版 4 （添加 GHS 標籤） 2020-03-05 

修訂版 5 （第 2.2 節， 11， 12， 15） 2020-03-25 

版本 4  

修訂版 1 （改版） 2020-05-02 

修訂版 2 （4.0） 2020-05-13 

修訂版 3 （4） 2020-05-18 

修訂版4：第16節：詞彙表 

修訂版 5： 2.2 僅根據指示使用。故意集中和吸入內容故意濫用可能是有害的或致命的。 2020-07-15 

修訂版 6： 在第 2 節中添加 WERCS OSHA 壓力下氣體資訊。2020-08-27 

修訂版 7 （3.0， 8.3， 16.4 （麻省理工學院/MCI 附加資訊） 2020-12-22 

修訂版 8 （14.1- 刪除 ORM-D） 2021-01-20 

修訂版 9 （3 參考 REACH） 2021-01-27 

16.2 創作日期： 2021-02-17 

作者/首字母縮寫： 維多利亞·莫拉萊斯 VCM 

16.3 免責 聲明： 

此安全數據表是根據全球統一系統2（GHS） GHS 修訂版第 7 版ST_SG_AC10_30_Rev7e，OSHA 的危險通信標準，29 

CFR =  1910.1200 提供。其他政府法規必須審查該產品的適用性。據2-2-

0實驗室公司所知，自發佈之日起，此處包含的資訊是可靠和準確的：但是，不能保證準確性、適用性或完整性，也

不提供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是公開的還是暗示的 

https://www.osha.gov/dsg/hazcom/ghoshacomparison.html#footno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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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字彙表（直接取自 GHSST/SG/AC.10/30 Rev.7e 的定義） 

氣溶膠 

是指由金屬、玻璃或塑膠製成的、含有氣體壓縮、液化或在壓力下溶解的、有或沒有液體、糊狀物或粉末的不可補充

的容器，並裝有釋放裝置，允許將裏面的東西作為固體或液體顆粒作為懸浮物在氣體中噴射，作為泡沫、糊狀或粉末

，或處於液態或氣態。氣溶膠包括氣溶膠分配器 

致癌物質： 誘發癌症或增加癌症發病率的物質或混合物 

致癌性：致癌物質是指誘發癌症或增加發病率的化學物質或化學物質的混合物。此危險類別中的物質和混合物被分配

到兩個危險類別之一。第 1 類有兩個子類別。GHS 檔中的致癌性指導部分包括有關 IARC 的評論 

中科院： 化學文摘服務 

CBI： 機密商業資訊 

化學標識：一個能獨特識別化學物質的名稱。 這可以是符合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盟 （IUPAC） 或化學文摘服務 

（CAS） 的命名系統或技術名稱的名稱 

壓縮氣體： 在壓力下包裝的氣體在-50°C時完全氣態;包括所有≤-50°C臨界溫度的氣體。 

對金屬具有腐蝕性：一種物質或混合物，通過化學作用會對金屬造成實質性損害，甚至破壞。 

灰塵： 懸浮在氣體中的物質或混合物的固體顆粒（通常是空氣） 

EC 編號（或 ECN） 是歐洲共同體用於辨識危險物質的參考編號，特別是根據 EINECS 註冊的參考編號。 

EINECS： 歐洲現有商業化學物質庫存 

歐盟： 歐盟 

易燃氣體：可 燃氣體，空氣在20°C，標準壓力為101.3 kPa 

易燃液體： 閃點不超過 93°C 的液體 

閃點： 最低溫度（修正為標準壓力為 101.3 

kPa），在該溫度下，點火源的應用導致液體的蒸汽在指定的測試條件下點火 

氣體 是指 （i） 在 50°C 下蒸汽壓力大於 300 kPa（絕對值）;或 （ii） 在 101.3 kPa 的標準壓力下在 20°C 

下完全氣態的物質 

GHS：全球統一的化學品類別與標籤系統 

危險類別 

是指每個危險類別中的標準劃分，例如，口服急性毒性包括五類危險類別，易燃液體包括四類危險類別。這些類別比

較危險類別中的危險嚴重程度，不應更籠統地將其視為危險類別的比較 

危險類別 是指身體、健康或環境危害的性質，例如易燃固體、致癌物質、口腔急性毒性 

危險 聲明是指分配給危險類別和類別的陳述，該聲明描述了危險產品的危險性質，在適當情況下包括危險程度 

國際 癌症研究所：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初始沸點 ，其蒸汽壓力等於標準壓力（101.3 kPa）的液體的溫度，即第一個氣泡出現 

標籤： 

與危險產品相融合的適當一組書面、印刷或圖形資訊元素，選擇與目標部門相關的內容，這些元素貼在危險產品的直

接容器或危險產品的外部包裝上、列印或附著在危險產品的直接容器上 

標籤元素： 一種已統一用於分頁的資訊類型，例如象形圖、訊號字 

LC50（50%致命濃度：空氣中的化學物質或水中化學物質的濃度，導致一組測試動物50%（一半）死亡 

LD50： 一次給出的化學物質的量，導致一組測試動物50%（一半）死亡 

液化氣 是一種氣體，在-50°C的溫度下包裝時部分液化 

液體： 在50°C下蒸汽壓力不超過300 kPa（3 bar）的物質或混合物，在20°C和101.3 

kPa的標準壓力下不完全氣態，在標準壓力下，熔點或初始熔化20°C或更少。 

無法確定特定熔點的粘性物質或混合物應注射到 ASTM D 4359-90 

測試中：或對《歐洲公路危險貨物國際運輸協定》附件A第2.3.4節規定的確定流動性的測試（氣壓計測試） 

馬波爾 ：《防止污染國際公約》形式船舶 

混合物 是指由兩種或多種物質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它們不會做出反應 

突變： 導致細胞和/或生物群突變發生增加的代理 

突變： 細胞中基因3物質的數量或結構的永久變化 

ND：無資料 

不要適用 

氧化氣體： 任何氣體，一般可能通過提供氧氣，導致或促造成燃燒的其他材料比空氣更多 

像是圖形圖： 圖形組成，可能包括符號和其他圖形元素，如邊界背景圖案或顏色，旨在傳達特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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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聲明： 

描述應採取的建議措施的短語（和/或象形圖），以減少或防止因接觸危險產品或對危險產品的不操作而產生的不利

影響 

產品識別碼： 標籤上或 SDS 中用於危險產品的名稱或編號。 

它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方法，使產品使用者能夠識別特定使用環境中的物質或混合物，例如運輸、消費者或工作場所 

關於危險貨物運輸的建議、測試手冊和標準： 

標題為標題的聯合國出版物的最新修訂版，以及其中任何已公佈的修正案 

關於危險品運輸的建議，示範條例：聯合國出版物的最新修訂版，標題為"危險品運輸"，以及已公佈的任何修訂 

呼吸敏化劑： 一種物質或混合物，誘導吸入物質或混合物后發生的氣道過敏 

SDS： 安全性資料表 

信號詞：用於指示危險程度的相對級別，並提醒讀卡機注意標籤上的潛在危險。GHS使用"危險"和"警告"作為信號詞

。 

皮膚敏化劑：一種物質或混合物，在皮膚接觸後會引起過敏反應 

固體： 不符合液體或氣體定義的物質或混合物 

物質：化學元素及其化合物處於自然狀態或通過任何生產過程獲得，包括任何必要的添加劑，以保持產品的穩定性和

從使用過程中衍生出的任何雜質，但不包括任何溶劑，這些溶劑可以在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成分的情況下分離 

符號： 旨在簡潔地傳達資訊的圖形元素 

聯合國： 聯合國 

16.5 

國家發

展基金 

氣溶膠水準：（1）每NFPA燃燒熱計算。 （第二次修訂第5-NFPA 30B-2013[第1.7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