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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 33 TB 

安全数据表 

 

第 1 节. 标识信息 

产品标识符 Optim 33 TB 

推荐使用 即用状态的消毒清洁剂。 

供应商 SciCan Ltd, 1440 Don Mills road, Toronto, ON, M3B 3P9, 1-800-667-7733 

紧急电话号码 SciCan Ltd：1-800-667-7733 

SDS 编号 050714 

第 2 节. 危害识别 

GHS 分类 

不归入任何 GHS 危害类别。 

GHS 标签元素信号词：无

危害象形图：无 

危害声明：无 

防范说明： 

预防：在处理后彻底清洗。有关个人防护措施的信息，请参见第 8 节。 

应对措施：如果进入眼睛：如出现症状，请就医。请参见第 4 节“接触眼睛后的急救措施”。 

贮存：未确定其他特定措施。请参见第 7 节“处理和贮存信息”。 

处置：请参见第 13 节了解废物处置信息。 

其他危害 

本产品所含物质在其给定浓度条件下对健康无害。 
 

第 3 节. 组成/成分信息 

化学名称 CAS 编号 % 其他标识符 

过氧化氢 7722-84-1 0.5  

第 4 节. 急救措施 

急救措施 

吸入 

无需执行特定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无需执行特定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 

用冷水冲洗。取下隐形眼镜（如已佩戴），然后继续冲洗。如果刺激加重或持续，

请就医。 

摄入 

无需执行特定急救措施。 
 

第 5 节. 消防措施 
 

灭火剂 

适合的灭火剂 

不可燃物。使用适合包围式灭火的灭火剂。 

不适合的灭火剂 

没有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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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的特殊危害 

没有已知的。 

消防员的特殊防护装备及注意事项 

如果发生任何火灾，请佩戴自给式呼吸器（压力需求式）、MSHA/NIOSH（经认可或等效）和全套防护装备。 

第 6 节. 意外泄漏应对措施 

个人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程序 

请使用本安全数据表第 8 节中推荐的个人防护装备。 

环保注意事项 

大量泄漏（大于 5 加仑）：防止大量泄漏进入地表水道。 

遏制及清理程序使用的方法和材料 

用清水彻底清洗。 
 

第 7 节. 处理和贮存 

安全处理注意事项 

在处理此材料期间遵循良好的工业卫生规范。防止意外接触不相容材料。仅供商业和工业性使用。 

安全贮存条件 

贮存在非阳光直射区域内。避免贮存在高温下。请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第 8 节. 接触控制/个人防护 

接触指导 

 ACGIH OSHA PEL AIHA WEEL 

化学名称 TWA STEL TWA 上限 8 小时 TWA TWA 

过氧化氢 1 ppm  1 ppm    
适当工程控制 

无特殊通风要求。 

个人防护措施 

眼睛/脸部保护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无特殊要求。 

皮肤保护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无特殊要求。 

呼吸系统防护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无特殊要求。 
 

第 9 节. 物理和化学特性 

基本物理化学特性 

外观 透明无色。 

嗅觉阈值 无资料 

pH 2.5 - 3.5 

熔点/冰点 无资料（冰冻） 

初始沸点/范围 无资料 

闪点  > 200ºF (93ºC)

蒸发速率 无资料 

可燃性或 无资料（上限）；无资料（下限） 

爆炸性上/下限 

蒸气压 无资料 

气体密度（空气 = 1）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 = 1） 在 20ºC 下为 1.015 

溶解性 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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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系数， 无资料 

正辛醇/水（水分配系数对数） 

自动点火温度 无资料 

粘度 在 20ºC 下为 1.122 厘斯（运动学） 

其他信息 

物理状态 液体 

挥发性百分比  0.0% 

气味 微弱特殊气味 
 

第 10 节. 稳定性和反应性 

反应性无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本品性质

稳定。 

应避免的条件：高温。 

不相容材料 

请勿与浓缩漂白剂混合。 

危险分解产物 

无合理的可预见情况。 
 

第 11 节. 毒理学资料 

可能的接触途径 

眼睛接触、皮肤接触、摄入、吸入。 

急性毒性 

LC50（吸入）> 2.59 mg/L 

LD50（口腔）估计值 > 5000 mg/kg 

LD50（皮肤）> 5000 mg/kg 

皮肤腐蚀/刺激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严重眼睛损伤/刺激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STOT（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单次接触 

吸入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皮肤吸收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摄入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STOT（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重复接触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呼吸和/或皮肤致敏性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致癌性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生殖毒性 

子代发育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性功能和生育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未分类为 GHS 标准。 

交互效应 

没有已知的。 
 

第 12 节. 生态学资料 

“危险品规定”不要求本节内容。 

第 13 节. 处置注意事项 

处置方法 

在处置之前，请查看联邦、省和地方政府的要求。 

第 14 节. 运输信息 

不受加拿大 TDG 法规的管制。不受美国 DOT 法规的管制。 

用户特殊注意 不适用 

事项 

IMO/IMDG 说明：             不受管制。 
 
 

第 15 节. 法规信息 

加拿大安全、健康与环境法规 

加拿大国内物质清单 (DSL)/非国内物质清单 (NDSL) 

所有成分均已经过认证或已获免检资格 

其他加拿大监管机构列表 

WHMIS 免检资格 - DIN 02282488 

第 16 节. 其他信息 

HMIS 等级 健康 - 0 易燃性 - 0 物理危害 - 0 

Virox Technologies Inc.  编制的 SDS 

电话号码 (800) 387-7578 

编制日期  2015 年 4 月 23 日 

免责声明 如需更新后的 SDS，请联系本文首页所列的供应商/制造商。本文档包含的信息来自技术层面上

准确可靠的来源。尽管已尽全力确保充分披露产品危害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仍有缺失数据，特

此说明。由于实际产品使用条件不受供应商控制，因此假设材料用户已按照所有适用法律法规要

求进行充分培训。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且制造商/供应商不对因使用或依赖本文档中所

含任何信息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伤害或间接损害负责。本文档内容根据“加拿大危险品条例” 

(WHMIS 2015)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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