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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資訊

1.1 產品名稱： 防色進化護理熱保護噴霧 

1.2 產品標識： 210-65E 公積金-99-3007-2 

1.3 建議使用 / 產品使用： 護髮 

1.4 製造商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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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的危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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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液體 3 警告 易燃液體和蒸汽 H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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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3： 標準： 標準： 閃光點 ≥ 23°C （73.4°F） 和 ≤ 60°C （140°F） 包裝群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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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 

P210：遠離熱/火花/明火/熱表面。禁止吸煙。 

P233：保持容器緊密關閉。 

P240：地面/債券容器和接收設備。 

P241：使用防爆電氣/通風/照明.../設備。 

P242：僅使用非火花工具。 

P243：對靜態放電採取預防措施。 

回應： 

P303 + + P361 + P353： 如果在皮膚上 （或頭髮）： 立即脫下所有受污染的衣服。 用水/淋浴沖洗皮膚（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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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70 + P378： 發生火災時，使用等級不低於 12-B 單位的滅火器。 1910.106 （d） 7 i） a） 

儲存： 

P403 + P233+P235：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緊密關閉。 保持冷靜。  

處理： 

P501：根據當地/區域/國家/國際條例處理內容/容器。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0SO81VsEBxWQ_cAgJlXNyoA;_ylu=X3oDMTByNWU4cGh1BGNvbG8DZ3E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back=https://search.yahoo.com/search?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type=406257&ei=UTF-8&no=1&fr=&fr=spigot-yhp-ie&h=97&w=125&imgurl=cdn.compliancesigns.com/media/dot-dod-transportation/300/DOT-Hazardous-Loads-Sign-DOT-9874_300.gif&rurl=http://www.compliancesigns.com/DOT-9874.shtml&size=5KB&name=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tt=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sigr=11dd47l8d&sigi=13283grb3&sigb=12kha734t&sign=11k0uag6f&sigt=11k0uag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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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導致分類或未納入 GHS 範圍的其他危險。歐盟 2015/830： 不適用 

3.成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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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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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 55F 
01-2119457610-43-0648

（M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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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4.急救措施

4.1 暴露的主要途徑 

4.2 急性 目標器官或系統   暴露的癥狀和跡象 

攝入 如果攝入有害。 

眼睛 引起嚴重的眼睛刺激。 癥狀可能包括發紅、疼痛、腫脹、瘙癢、灼熱、撕裂和視力模糊。 

皮膚（皮膚） 不期望在使用時根據指示造成傷害。 反覆或長時間的皮膚接觸可能導致皮炎。 

吸入 吸入蒸汽可能導致呼吸刺激、頭暈、嗜睡。 

4.3 慢性 目標器官或系統   暴露的癥狀和跡象 

攝入 如果攝入有害。 

眼睛 引起嚴重的眼睛刺激。 癥狀可能包括發紅、疼痛、腫脹、瘙癢、灼熱、撕裂和視力模糊。 

皮膚（皮膚） 不期望在使用時根據指示造成傷害。反覆或長時間的皮膚接觸可能導致皮炎和皮膚乾燥。 

吸入 吸入蒸汽可能導致呼吸刺激、頭暈、嗜睡。 

4.4 急救治療： 

攝入 喝足夠的水來稀釋。立即諮詢醫生 

眼睛 用水沖洗眼睛15分鐘。如果刺激持續，請尋求醫療照顧 

皮膚（皮膚） 如果發生刺激，用溫和的肥皂和水徹底清洗。如果刺激持續，請尋求醫療照顧 

吸入 立即將受害者轉移到新鮮空氣中。如果呼吸困難，請就醫 

4.5 暴露加重的醫療狀況：   預先存在的呼吸和皮膚疾病 

5.消防措施（回應）

5.1 滅火方法：（合適且不合適） P370：在發生火災時，使用等級不低於 12-B 單位的滅火器。 1910.106 （d） 7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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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不會破裂。不要壓碎或穿刺容器。 

P243：對靜態放電採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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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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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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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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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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2：僅使用非火花工具。 

7.2 安全存儲的條件，包括任何不相容

性。 

P403+P235：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保持冷靜。  

P210：遠離熱/火花/明火/熱表面。禁止吸煙。 

P233：保持容器緊密關閉。 

8.曝光控制和個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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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7-5 200-578-6 1000 1000 未知 

9.物理和化學屬性 - 暫定

ND = 無資料/無/無 = 不適用 

集中 完成良好 

9.1 外觀：（物理狀態、顏色等） 不透明粘性霜 不透明粘性霜

9.1a 顏色 白色 白色 

91億 比重： ≥1.0 ≥1.0 

9.1c 黏度： 60，000–80，000 cPs 60，000–80，000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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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9.5 熔點/冰點 無可用數據 不適用 

9.6 初始沸點和沸騰範圍： 無可用數據 不適用 

9.7 閃點： 48°C 不適用 

9.8 蒸發率 無可用數據 不適用 

9.9 易燃性：固體/氣體 液 不適用 

9.10 上/下易燃性或爆炸限值 不適用 不適用 

9.11 蒸汽壓力 不適用 不適用 

9.12 蒸汽密度 不適用 不適用 

9.13 相對密度 查看特定重力 不適用 

9.14 溶性（是） 水 不適用 

9.15 分區係數：n-奧克塔諾/水 無可用數據 不適用 

9.16 自動調高溫度 不適用 不適用 

9.17 分解溫度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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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不適用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lt;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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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F）或其他熱源附近使用或儲存 

10.5 不相容物質： 強氧化劑 

10.2 危險分解產品： 火災發生時，預計不會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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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 
危險類別和危險類別 

(2) 

圖示 

(1) 
此產品的分類 

GHS0

6 第 

3.1 節 

骷髏和十字骨 急性毒性（口腔、皮膚、吸入），危險

性1、2、3 
未分類 

GHS0

5 第 

3.2 節 

腐蝕 皮膚腐蝕，危險類別 1A， 1B， 1C 

第3.3節 嚴重眼部損傷，危險類別1 
未分類 

GHS0

7 第 

3.1 節 

驚嘆號 眼睛刺激，危險類別 2 H319 

GHS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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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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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運輸資訊

14.1 

49CFR （GND） UN1993， 易燃液體， n.o.s. 

（酒精自然） 3， PG III 

49CFR （GND） UN1993， 易燃液體， n.o.s. 

（酒精自然） 3， PG III， "LTD QTY"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AIR） UN1993， 易燃液體， n. o. s. 

（酒精自然） 3， PG III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AIR） UN1993， 易燃液體， n. o. s. 

（酒精自然） 3， PG III， "LTD QTY"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AIR） ID 8000， 消費者商品， 9， 

Y963 

IMDG （OCN） UN1993， 易燃液體， n.o.s. 

（酒精自然） 3， PG III 

IMDG （OCN） UN1993， 易燃液體， n. o. s. 

（酒精自然） 3， PG II， PG III， "LTD QTY" 

14.2 海洋污染物： 不 馬波爾 73/78 附件 III （包裝形式的有害物質） 49 

CFR 附錄 B 節 172.101 

15.監管資訊

15.1 
此 MSDS 的內容符合 OSHA 危險通訊標準 CFR 1910.1200： 化學品分類和標籤的全球統一系統 （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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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提案 65：無可報告元件 

15.4 此 SDS 的內容符合 OSHA 危險通信標準 CFR 1910.1200 

聯合國溫室氣體：全球統一的化學品分類和標籤系統（"紫色書"），聯合國，2005年第一修訂版，可在網上或從聯合

國出版物聯合國溫室氣體網站 

美國：《聯邦危險品運輸法》（49美國.C 5101 等）). 

美國：OSHA 危險通信標準 29 CFR 1910.1200。 

點： 美國點， 49 CFR 部分 173， D 子部分. 

16.其他資訊，包括 關於編寫和修訂SDS的資訊

16.1 版本： 3 

修訂： 1， 2 （1.7 – 刪除 CCN5 後的星號） 3 （2.2， 11， 12） 

修訂日期： 2019-07-23：2019-10-30;2020-03-30 

第4版：修訂版：第1、2、4和12節。2020-05-27 

V 4 修訂版 2 （2.2， 14.1） 2020-07-15 

V4 轉速 3 2021-01-14 （刪除 ORM-D） 

V4 Rev 4 （REACh 的 3 參考） 2021-01-27 

創作日期： 2021-02-17 

http://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1/01files_e.html
mailto:publications@un.org
mailto:publications@un.org
http://www.unece.org/contact/UNECE404.htm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0SO81VsEBxWQ_cAgJlXNyoA;_ylu=X3oDMTByNWU4cGh1BGNvbG8DZ3E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back=https://search.yahoo.com/search?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type=406257&ei=UTF-8&no=1&fr=&fr=spigot-yhp-ie&h=97&w=125&imgurl=cdn.compliancesigns.com/media/dot-dod-transportation/300/DOT-Hazardous-Loads-Sign-DOT-9874_300.gif&rurl=http://www.compliancesigns.com/DOT-9874.shtml&size=5KB&name=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tt=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sigr=11dd47l8d&sigi=13283grb3&sigb=12kha734t&sign=11k0uag6f&sigt=11k0uag6f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0SO81VsEBxWQ_cAgJlXNyoA;_ylu=X3oDMTByNWU4cGh1BGNvbG8DZ3E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back=https://search.yahoo.com/search?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type=406257&ei=UTF-8&no=1&fr=&fr=spigot-yhp-ie&h=97&w=125&imgurl=cdn.compliancesigns.com/media/dot-dod-transportation/300/DOT-Hazardous-Loads-Sign-DOT-9874_300.gif&rurl=http://www.compliancesigns.com/DOT-9874.shtml&size=5KB&name=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tt=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sigr=11dd47l8d&sigi=13283grb3&sigb=12kha734t&sign=11k0uag6f&sigt=11k0uag6f
https://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0SO81VsEBxWQ_cAgJlXNyoA;_ylu=X3oDMTByNWU4cGh1BGNvbG8DZ3ExBHBvcwMxBHZ0aWQDBHNlYwNzYw--?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back=https://search.yahoo.com/search?p=flammable+liquid+dot+3+symbol&type=406257&ei=UTF-8&no=1&fr=&fr=spigot-yhp-ie&h=97&w=125&imgurl=cdn.compliancesigns.com/media/dot-dod-transportation/300/DOT-Hazardous-Loads-Sign-DOT-9874_300.gif&rurl=http://www.compliancesigns.com/DOT-9874.shtml&size=5KB&name=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tt=DOT+Flammable+Liquid+3+Sign+DOT-9874+Hazardous+Loads&sigr=11dd47l8d&sigi=13283grb3&sigb=12kha734t&sign=11k0uag6f&sigt=11k0uag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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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字母縮寫：維多利亞·莫拉萊斯 VCM 

16.2 免責 聲明： 

此安全資料表是根據全球協調系統2（GHS）提供的： OSHA 的危險通信標準，29 CFR = 

191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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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易燃液體 是指閃光點不超過 93°C 的液體。 

根據閃點和沸點，將此危險類別的物質和混合物分配到四個危險類別之一（見表 3.3）。閃點由 GHS 文件第 2.5 章第 

11 款中規定的封閉杯方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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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I 是指"機密業務資訊" 

12-B 單位;等級為 B 級的滅火器對易燃液體火災有效。 （磷酸銨，碳酸氫鈉）。

防色進化護理熱保護噴霧 210-65E 210-65E SDS 2021-02-17 

酒精德納特 CAS#64-17-5 

 信號詞：警告 

危險聲明：易燃液體和蒸汽。 引起嚴重的眼睛刺激。 

預防性短語： 

如果需要醫療建議，手頭有產品容器或標籤  讓孩子們遠離。 使用前閱讀標籤。  

遠離熱/火花/明火/熱表面。禁止吸煙。 保持容器緊密關閉 

地面/債券容器和接收設備。 使用防爆電氣/通風/照明.../設備。 

僅使用非火花工具。 對靜態放電採取預防措施。 

如果在皮膚（或頭髮）：立即脫下所有受污染的衣服。 用水/淋浴沖洗皮膚（頭髮）。 

如果在眼睛： 用水小心沖洗幾分鐘。如果存在且易於操作，請取下隱形眼鏡。 繼續沖洗。 

如果眼睛刺激持續：獲得醫療建議/注意  發生火災時，使用等級不低於 12-B 單位的滅火器。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保持容器緊密關閉。 保持冷靜。  

根據當地/區域/國家/國際法規處理內容/容器。 

220 實驗室公司 

2375 3街 河濱CA.92507 

緊急聯繫電話：Chemtrec （24 小時） 1-800-424-9300 （美國免費電話） 國際電話： 011-703-527-3887 

（接受收集電話） 

合同 # CCN5 

https://www.osha.gov/dsg/hazcom/ghoshacomparison.html#footnot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