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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致冷剂 R410A

化学品英文名称：Refrigerant R410A
化学品俗名或商品名：致冷剂 R410A

企业名称：浙江衢州联州致冷剂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巨化厂前路 95号

邮编：324004

联系电话：0570-3617480

企业应急咨询电话：0570-3617480

全国通用消防电话：119

传真号码：0570-3617487

电子邮件地址：hca@juhua.com.cn

SDS 编码：SDS/LZ 03-2013

首次编制日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修订日期：2013 年 1 月 1 日

主要用途：可用于替代 R22，主要用于低中温制冷系统

限制用途：无资料。

第二部分 危险性概述
GHS危险性类别：

物理危险 健康危害 环境危害

压力下气体：低压液化气体 末被分类 末被分类

标签要素和警示性说明：

象形图：

信号词：危险

危险性说明：在空气中不发生燃烧爆炸。含压力下气体，如受加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措施】

.•戴防护手套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等可能接触部位

•禁止在工作场所内吸烟。

【事故响应】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至少 15分钟。如有冻伤，就医。

•火灾时：使用雾状水、大量水。

•食 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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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果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立即呼叫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安全储存】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禁止阳光直射。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氧化剂、

易燃物或可燃物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废弃处置】

•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的要求处置或与厂商或制造商联系，确定处置方法。

•在经批准的场所将残留物和容器掩埋。

主要症状：冻伤，皮肤局部发红，严重会起泡现象。

应急综述：在事故状态下或者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立即就医（尽可能出示安全警示标签及SDS）。

第三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纯品 混和物 √

化学品名称：致冷剂 R410A

化学品商品名称：致冷剂 R410A

分子式：CF3CHF2/CH2F2

F F H

结构式：F— Ｃ—Ｃ—Ｈ F—C—F

F F H

分子量：72.58
有害物成分名称 含量（％） CAS NO.

五氟乙烷 50% 75-10-5

二氟甲烷 50% 354-33-6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吸入：如果吸入迅速脱离污染区。把病人放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保暖并使其安静。开始急救时，

首先取出假牙等，防止阻塞气道。如果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用活瓣气囊面罩通气或有效

的袖珍面具可能效果更佳。呼吸心跳停止，可进行心肺复苏术。及时送医院或寻求医生帮助。

皮肤接触：如果发生冻伤，立即用冷水清洗污染部位 10～15 分钟，最好浸入水中，不要涂擦。不

要使用热水或辐射热。使用清洁、干燥的敷料包扎。送医院或寻求医生帮助。

眼睛接触：若有冻伤，急救同皮肤接触。

食入：不会通过该途径接触。

主要症状：吸入高浓度本品，可引起心律不齐，昏迷甚至死亡。接触本品液体可致冻伤。本品为

纯窒息性气体高浓度时会降低空气中的氧含量，使氧的浓度低于支持呼吸、意识和生命所需的浓度

即造成意识丧失，在空气中缺少氧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可迅速发生窒息性死亡。如果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进行心肺复苏术用活瓣气囊面罩通气或有效的袖珍面具可能效果更佳。呼吸

跳停止。发生冻伤皮肤表面发红，严重时局部会起泡。

医疗注意事项：出示此安全技术说明书给到现场的医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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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灭火方法：周围起火时应立即切断气源，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在上

风方向扑救。

合适灭火剂：使用雾状水、大量水

不合适的灭火剂：无资料。

有害的燃烧产物：无资料。

特别危险性：无资料。

特殊灭火方法：无资料。

保护消防人员特殊的防护装备：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

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

再用。

环境保护措施：无资料。

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无资料。

防止发生次生危害的预防措施：无资料。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

安全处置注意事项：全部操作在密闭循环的管路和设备中进行。操作场所具有良好的通风；使用的

设备和材料是与生产相协调的；防止任何产生分解的热场所接触；不与热源接触；不与活性产物接

触。

储存

安全储存条件：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禁止阳光直射。

储存技术措施：应与氧化剂、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

禁配物：无资料。

包装材料：槽车，钢瓶 926L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职业接触限值：中国 未制定标准

工程控制方法：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呼吸系统防护：呼吸系统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避免高浓度吸入。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眼睛防护：眼睛一般不需特殊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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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和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其它防护：无资料。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化学品的外观与性状：无数据。

气味：无数据。

PH 值：无数据。

熔点/凝固点：无数据。

沸点，初沸点和沸程：-60.9/101.3kPa

闪点(℃)：无数据。

爆炸上限(％)(V／V)：无数据。

爆炸下限(％)(V／V)：无数据。
）
，

饱和蒸气压(kpa)：无数据。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64.6kg/m
3
/30℃

相对密度(水＝1)：无数据。

溶解性：无数据。

n-辛醇／水分配系数无数据。

自燃温度：无数据。

分解温度：无数据。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稳定。

危险反应：无资料。

应避免的条件：高温、明火

不相容物质：强氧化剂、铝、镁、锌、碱金属、碱土金属

危险的分解产物：无资料。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无资料。

皮肤刺激或腐蚀：无资料。

眼睛刺激或腐蚀：无资料。

呼吸或皮肤过敏：无资料。

致突变性：无资料。

致癌性：无资料。

生殖毒性：无资料。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无资料。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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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危害：无资料。

毒代动力学、代谢和分布：无资料。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无资料。

持久性和降解性：无资料。

潜在的生物积累性：无资料。

土壤中的迁移性：无资料。

其它有害效应：无资料。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无资料。

废弃物处置方法：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的要求处置或与厂商或制造商联系，确定处置方法。

废弃注意事项：在经批准的场所将残留物和容器掩埋。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3163

联合国运输名称：无资料。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第 2.2 类 非易燃无毒气体

中国危险货物编号：无资料。

中国铁危编号：无资料。

包装类别：无资料。

包装标志：不燃气体

海洋污染物：否

运输注意事项：无资料。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月 26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591 号令，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针对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作了相应规定；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劳部发[1996]4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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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1〕

142 号；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对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作出了相应规定；

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编写根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GB/T16483-2008)；

安全标签的编写根据《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

第十六部分 其它信息

本信息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所编制，仅用于健康、安全和环境的目的。请不要将本信息作

为任何形式的担保。请对可能使用、处置和需要安全操作本产品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