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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商品名称：POLYETHYLENE EFDC-7050; EFDC-7087; EFDA-7048; EFDA-7047; EHF-2818; 

EFDA-7055 

供应商产品代码：- 
生产厂商/供应商: EQUATE Petrochemical Company (K.S.C.C.) 
地址：P.O. Box 9717, Ahmadi 61008, Kuwait 
电话：965-2325 2325 
应急电话：EQUATE: 965-2325 2325 

主要用途：塑料的原材料 

 
第2部分——危险性概述 

危险类别：本产品根据中国化学物质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GHS）无分类。 

图形符号：无 
警示词：无 

人员接触后的主要症状： 
无相关详细资料。 
 
第3部分——成分/组分信息 

产品类型：混合物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 No. 浓度范围 
1-丁烯与乙烯的聚合物

（EFDC-7050; EFDC-7087 ; 
EFDA-7048 ; EFDA-7047; 
EFDA-7055） 

1-Butene, polymer with ethene 25087-34-7 >99% 

1-己烯与乙烯的聚合物

（EHF-2818） 
1-Hexene, polymer with ethene 25213-02-9 >99% 

添加剂 Additives - <1% 
 

第4部分——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径急救方法： 
․吸入：脱离污染区，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处。如果患者感到不适，要询问医生。 
․皮肤接触：一般产品不会刺激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 
․吞咽：如果症状持续，要询问医生。 

接触化学品后的急性和迟发效应、主要症状： 
无相关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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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消防措施 

适当灭火剂： 
二氧化碳、水雾、干粉。大火用水雾或者抗溶性泡沫。 

不适当的灭火剂： 
无相关信息。 

危险特性： 
燃烧时产生一氧化碳气体。不排除微量其他有毒气体产生。 

灭火方法及防护装备： 
佩戴独立呼吸器并穿着防护服。 
 
第6部分——泄露应急处理 
操作人员防护措施： 
没有要求。 

环境保护措施： 
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排水系统或地表水。 

清除方法： 
采用机械方法收集产品。 
受污染的材料可参考第13部分的废弃处置信息。 
 
第7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产生粉尘。 
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操作。 

储存注意事项： 
远离氧化剂储存。 
 
第8部分——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中国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 

组分名称 
OELs（mg/m3） 

MAC PC-TWA PC-STEL 
无 - - - 

一般保护和卫生措施： 
处理产品时，采用常规预防措施。 
远离食品、饮料。 
工作完毕后或休息前要洗手。 

个人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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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 

不需要。 

․手防护： 
防护手套。 

․眼睛防护： 
安全护目镜。 

․皮肤和身体防护： 
穿防护服。   
 
第9部分——物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不透明颗粒 气味 无气味 
pH / 闪点(℃) - 
熔点/凝固点(℃) 118 –138 °C 沸点/沸点范围(℃) - 
自燃温度 - 分解温度 - 
爆炸上限% 无爆炸性 爆炸下限% 无爆炸性 
蒸汽压 / 蒸汽密度(空气=1) - 
密度（20℃） 0.94-0.97 g/cm³ 在水中的溶解性 不能溶解 
可燃性 不可燃 着火点 349 °C 
n-辛醇/水分配系数 / 
其他信息 无 
 
第10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室温下稳定；按照第7部分建议的条件储存，稳定。  

应避免的条件： 

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与强氧化剂混合会发生反应。 

有尘埃爆炸的风险。 

禁配物：强氧化剂。 

危害分解产物：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第11部分——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 

皮肤刺激或腐蚀： 没有刺激性影响。 

眼睛刺激或腐蚀： 没有刺激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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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或皮肤过敏： 没有致敏性影响。 

生殖细胞突变性： - 

致癌性： - 

生殖毒性： -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一次性接触： -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反复接触： - 

吸入危害： - 

其他毒理信息： - 
 
第12部分——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 - 
持久性和降解性： - 
生物累积性： - 
土壤中的迁移性： - 
 
第13部分——废弃处置 

废弃物处置方法： 

可将少量的产品与居家废物一起丢弃。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  
 
第14部分——运输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号）：非危险货物 

联合国运输名称：/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包装类别：/ 

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防范措施：/ 
 
第15部分——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法律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

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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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 30000.2-2013 - GB 30000.29-2013，GB15258-2009，GB 13690-2009，
GB190-2009。 
 
第16部分——其他信息 
参考文献 ECHA CHEM  

备注 
本安全数据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建立。 
上述资料中符号“-”代表目前查无相关资料。 
上述资料中符号“/”代表此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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