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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產品代碼 27346, 27347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無已知.

3. 成分辨識資料

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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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

EC 1272/2008

化學名 索引編號 CAS 號碼 EC編號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Methanol / 甲醇 603-001-00-X 67-56-1 200-659-6 Flam. Liq. 2: H225; Acute 

Tox. 3: H331; Acute Tox. 3: 

H311; Acute Tox. 3: H301; 

STOT SE 1: H370;

0 - 0.5%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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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貯藏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

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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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液體

顏色 藍色

氣味 特有/輕微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6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不可用。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然而,本產品確實含有被歸類為危險物質。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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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學資料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 第2組物質:懷疑為人類致癌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投訴延遲出現

和超敏反應(呼吸困難、咳嗽、哮喘)的可能。.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大鼠口服半數致死量 LD50: 120192 ATEmix

Methanol / 甲醇 大鼠吸入半數致死濃度 LC50/6 h: 87.6 大鼠口服半數致死量 LD50: 1187

白兔皮膚接觸半數致死量 LD50: 17100 大鼠吸入半數致死濃度 LC50/4 h: 128.2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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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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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附件三,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2581,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1022, 

Methanol, CAS No. 67-56-1].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I 類環境釋放,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優先評估. （人類健康）, 易燃物, [90, Methanol, CAS No. 67-56-1]. 空氣污染控制法：. 危險物質/優

先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指定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水污染控制法：. 有害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土壤污染對策法. 第 2 類,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需要標記和通知, [Methanol, CAS No. 67-56-1]. 行政

控制，註冊號 67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有害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附表I暴露標準, [Methanol, CAS 

No. 67-56-1]. CLASS 規. [Methanol, CAS No. 67-56-1].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有毒物質和危險與核廢料控制法（RA6969）：,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Methanol, CAS No. 67-56-1].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  (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Type 1 [Methanol, CAS No. 67-56-1].

化學品法（越南）:  附件一, 附錄四, 附錄六, 附錄七, [Methanol, CAS No. 67-56-1].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受限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易燃物, 

[Methanol, CAS No. 67-56-1].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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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居民請注意**.

警告： 本產品可能會讓您接觸到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包括

加利福尼亞州已知會導致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學品。 有關詳細資訊，請訪

問www.P65Warnings.ca.gov。.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縮寫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致命劑量.

OEL：職業接觸限制.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高度關注的實質性.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第 3 節中的危險陳述文本（每

三部分風險用語文字）

Flam. Liq. 2: H225 -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Acute Tox. 3: H301 - 吞食有毒

Acute Tox. 3: H311 - 皮膚接觸有毒

Acute Tox. 3: H331 - 吸入有毒

STOT SE 1: H370 - 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STOT SE 2: H371 - 可能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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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SECTION 1: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stance/mixture and of the company/undertaking

1.1. Product identifier

Product name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Product code 27346, 27347

1.2. Relevant identified uses of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and uses advised against

Product Use [SU22] Professional uses: Public domain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services, 

craftsmen); [PC21] Laboratory chemicals;

Description Intended for laboratory use only.

1.3. Details of the supplier of the safety data sheet

Company Neogen Corporation

Address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Telephone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1.4.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24 hours:

Medical: 1-800-498-5743 (U.S. and Canada) or 1-651-523-0318 (international)

Spill/CHEMTREC: 1-800-424-9300 (U.S. and Canada) or 1-703-527-3887 (international)

Further information

Manufactured By: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SECTION 2: Hazards identification

2.2. Label elements

Hazard Statements  No Significant Hazard

2.3. Other hazards

Other hazards None known.

SECTION 3: Composition/information on ingredients

3.2. Mi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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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ixtures

EC 1272/2008

Chemical Name Index No. CAS No. EC No.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Methanol 603-001-00-X 67-56-1 200-659-6 Flam. Liq. 2: H225; Acute 

Tox. 3: H331; Acute Tox. 3: 

H311; Acute Tox. 3: H301; 

STOT SE 1: H370;

0 - 0.5%

Description

No components need to be 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Concentrations listed are not product specifications.

Further information

Full text of Hazard Statements listed in this Section is provided in Section 16.

SECTION 4: First aid measures

4.1. Description of first aid measures

Inhalation Move the exposed person to fresh air. If breathing is difficult give oxygen. If breathing stops, 

provide artificial respiration.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f irritation or symptoms persist.

Eye contact Rinse immediately with plenty of water. Contact lenses should be removed.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f irritation or symptoms persist.

Skin contact Remove contaminated clothing. Wash with soap and water.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f irritation or 

symptoms persist.

Ingestion Do not induce vomiting unless told to do so by the poison control center or doctor. Rinse mouth 

thoroughly. Never give anything by mouth to an unconscious person. Get medical advice/attention 

if you feel unwell.

4.2. Most important symptoms and effects, both acute and delayed

Inhalation May cause dizziness and headache. May cause irritation to respiratory system.

Eye contact May cause irritation to eyes.

Skin contact May cause irritation to skin.

Ingestion Ingestion may cause nausea and vomiting.

4.3. Indication of any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and special treatment needed

Remove the affected person from the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immediately. Transfer to hospital if 

there are burns or symptoms of poisoning. Seek medical attention if irritation or symptoms persist. 

If medical advice is needed, have product container or label at hand.

SECTION 5: Firefighting measures

5.1. Extinguishing media

Use extinguishing media appropriate to the surrounding fire conditions.

5.2. Special hazards arising from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This product is not flammable.

5.3. Advice for firefighters

Do not breathe vapor or spray mist. Wear suitable respiratory equipment when necessary.

SECTION 6: Accidental release measures

6.1. Personal precautions,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Use as appropriate: Protective equipment, Protective clothing. Ensure adequate ventil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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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ersonal precautions,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working area. Avoid prolonged or repeated exposure.

6.2. Environmental precautions

Prevent further spillage if safe. Clean spillage area thoroughly with plenty of water. Do not flush 

into surface water. Do not let product contaminate subsoil.

6.3. Methods and material for containment and cleaning up

Absorb spillage to prevent material damage. Clean spillage area thoroughly with plenty of water. 

Do not contaminate water by cleaning of equipment or disposal of wastes.

6.4. Reference to other sections

See Section(s) 2, 8, and 1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CTION 7: Handling and storage

7.1. Precautions for safe handling

Adopt best Manual Handling considerations when handling, carrying and dispensing. Avoid contact 

with eyes. Do not eat, drink or smoke in areas where this product is used or stored. Ensure 

adequate ventilation of the working area. Do not contaminate water by cleaning of equipment or 

disposal of wastes. Use as appropriate: Protective clothing.

Read the entire label and follow all use directions, restrictions, and precautions.

7.2. Conditions for safe storage, including any incompatibilities

Store in correctly labelled containers. Keep container tightly closed. Do not contaminate water, 

food, or feed by storage or disposal. Follow label instructions.

7.3. Specific end use(s)

See Section(s) 1.2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CTION 8: Exposure controls/personal protection

8.1. Control parameters

Exposure Limit Values

Methanol ACGIH TLV TWA: 200 ppm ACGIH TLV STEL: 250 ppm

Notations: Skin; BEI OSHA PEL 8hr TWA ppm: 200

OSHA PEL 8hr TWA mg m3: 260 Skin Designation: -

NIOSH REL 10hr TWA ppm: NIOSH REL 10hr TWA mg m3:

NIOSH REL 15 min ST ppm: NIOSH REL 15 min ST mg m3:

8.2. Exposure controls

Appropriate engineering 

controls

Ensure adequate ventilation of the working area.

Individual protection measures Use as appropriate: Protective equipment.

Eye / face protection Use as appropriate: Suitable eye protection.

Skin protection - Hand 

protection

Use as appropriate: Chemical-resistant gloves made of any waterproof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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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posure controls

Skin protection - Other Use as appropriate: Protective clothing.

Respiratory protection In case of insufficient ventilation, wear suitable respiratory equipment.

Occupational exposure 

controls

Exposure above the recommended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OEL) may caus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Protect clothing from contact with the product. Provide chemical shower. Provide eye wash 

station.

SECTION 9: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9.1. Information on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State Liquid

Color Blue

Odor Characteristic/Slight

Odor threshold No data available

pH 6

Melting point No data available

Freezing Point No data available

Boiling point No data available

Flash point No data available

Evaporation rate No data available

Flammability limits Not applicable.

Vapor pressure No data available

Vapor density No data available

Relative density No data available

Partition coefficient No data available

Autoignition temperature No data available

Viscosity No data available

Explosive properties Not applicable.

Oxidizing properties No data available

Solubility Soluble in water

9.2. Other information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Not applicable.

SECTION 10: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10.1. Reactivity

Stabl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10.2. Chemical stability

Stabl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10.3. Possibility of hazardous reactions

Under the specified conditions, hazardous reactions that lead to excessive temperatures or 

pressure are not expected.

10.4. Conditions to avoid

Keep away from extreme temperatures.

10.5. Incompatible materials

No data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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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Hazardous decomposition products

Carbon oxides.

SECTION 11: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11.1. Information on toxicological effects

Acute toxicity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re not met.  However, this product does contain 

substance(s) that are classified as hazardo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ection 3.

Skin corrosion/irritation May cause irritation to skin.

Serious eye damage/irritation May cause irritation to eyes.

Respiratory or skin 

sensitization

May cause allergic reactions in susceptible people.

Germ cell mutagenicity No mutagenic effects reported.

Carcinogenicity Li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as a  Group 2 substance: 

suspected of being a human carcinogen,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Not listed in the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 14th Report on Carcinogens.

Not listed in the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 Guide to 

Occupational Exposure Values.

Not listed in the OSHA standard 1910.1003 Carcinogens.

Reproductive toxicity No teratogenic effects reported.

STOT-single exposure May cause dizziness and headache.

STOT-repeated exposure No Significant Hazard.

Aspiration hazard No Significant Hazard.

Repeated or prolonged 

exposure

Avoid prolonged or repeated exposure. Exposure above the recommended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OEL) may caus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Delayed appearance of the complaints and 

development of hypersensitivity (difficult breathing, coughing, asthma) are possible.

11.1.2. Mixtures

See Section(s) 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3. Hazard Information

See Section(s) 2 and 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4.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Oral Rat LD50: 120192 ATEmix

Methanol Inhalation Rat LC50/6 h: 87.6 Oral Rat LD50: 1187

Dermal Rabbit LD50: 17100 Inhalation Rat LC50/4 h: 128.2

11.1.5. Hazard Class

See Section(s) 2 and 1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6.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Based on the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GHS) consideration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xtures.  

See Section 15 for regulatory citations.

11.1.7. Information on likely routes of exposure

Eye contact. Ingestion. Skin contact.

11.1.8. Symptoms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chemical and toxi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ee Section(s) 4.2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9. Delayed and immediate effects as well as chronic effects from short and long-term exposure

2019-10-23Print datePowered by
Copyright © 2019 ChemSoft.  All rights reserved.



6/9Page

Revision

Revision date

0

2019-10-23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11.1.9. Delayed and immediate effects as well as chronic effects from short and long-term exposure

See Section(s) 4.2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10. Interactive effects

No data available.

11.1.11. Absence of specific data

<1% of this mixture consists of ingredients of unknown acute toxicity.

11.1.12. Mixture versus substance information

See Section(s) 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11.1.13. Other information

Caution - substance not yet fully tested.

SECTION 12: Ecological information

12.1. Toxicity

No data available

12.2. Persistence and degradability

No data is available on this product.

12.3. Bioaccumulative potential

No data is available on this product.

Partition coefficient

6-Acetylmorphine (6-AM) Dilution 

Buffer

No data available Methanol -0.77 log P

12.4. Mobility in soil

No data is available on this product.

12.5. Results of PBT and vPvB assessment

No data is available on this product.

12.6. Other adverse effects

Caution - substance not yet fully tested.

SECTION 13: Disposal considerations

13.1. Waste treatment methods

Dispose of in compliance with all local and national regulations. Follow label instructions.

Disposal methods

Do not contaminate water by cleaning of equipment or disposal of wastes. Do not flush into surface 

water. Dispose of in compliance with all local and national regulations.

Disposal of packaging

Nonrefillable container. Do not reuse or refill this container.

If empty: Do not reuse this container. Place in trash or offer for recycling, if available.

If partly filled: Call your local solid waste agency for disposal instructions. Never place unused 

product down any indoor or outdoor drain.

SECTION 14: Transpor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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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UN number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2. UN proper shipping name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3. Transport hazard class(es)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4. Packing group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5. Environmental hazards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6. Special precautions for user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14.7. Transport in bulk according to Annex II of MARPOL 73/78 and the IBC Code

The product is not classified as dangerous for carriage.

SECTION 15: Regulatory information

15.1.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legislation specific for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Regulations Hazard Communication Standard: 29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1910.1200: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Z: Toxic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Hazard Communication.

Chemical 

Inventories/Right-to-Know 

Lists:

--International--.

Basel Convention (Hazardous Waste):  Not applicabl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OPCW):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Kyoto Protocol Greenhouse Gases: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Mercosur Agreement:  Applicable.

Montreal Protocol: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The Rotterdam Convention:  Annex III,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Asia and the ASEAN Nations--.

Catalog of Hazardous Chemicals (China):  [2581,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1022, Methanol, CAS No. 67-56-1].

Regulation of Minister of Trade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umber 75, Year 2014, regarding The 

Second Amendment of Minister of Trade, Number 44, Year 2009, Regarding Provision,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Law (Japan):  Class I environmental release,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Priority Assessment. (human health), Flammable, [90, Methanol, 

CAS No. 67-56-1]. Air Pollution Control Law:. Hazardous substance / Priority chemicals,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Specified substance, [Methanol, CAS No. 

67-56-1].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Law:. Harmful substance,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Soil Contamination Countermeasures Act. Class 2,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Industri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Dangerous Substances (Japan):  Labeling/Notification required, 

[Methanol, CAS No. 67-56-1].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reg. no. 67  [Methanol, CAS No. 67-56-1].

Poisonous and Deleterious Substances Act (Japan):  Deleterious substance, [Methanol, CAS No. 

67-56-1]. Poisonous.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Chemical Substances Subject to Permission (Korea):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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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legislation specific for the substance or mixture

components.

Restricted or Prohibited Substances (Korea):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Use and Standards of Exposure of Chemicals Hazardous to Health (USECHH), Regulation 2000 

(Malaysia):  Schedule I exposure standard, [Methanol, CAS No. 67-56-1]. CLASS regulation. 

[Methanol, CAS No. 67-56-1].

Philippine Invent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PICCS): Toxic Substances and 

Hazardous and Nuclear Wastes Control Act (RA6969):,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Methanol, CAS No. 67-56-1].

Taiwan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CCSCA):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 (Thailand):  Type 1 [Methanol, CAS No. 67-56-1].

Law on Chemicals (Vietnam):  Annex I, Appendix IV, Appendix VI, Appendix VII, [Methanol, CAS 

No. 67-56-1].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ustralian Dangerous Goods Code:  Not applicable.

Australian Inventor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ICS):  All ingredients listed or exempt.

New Zealand Inventory of Chemicals (NZIoC):   All ingredients listed or exempt.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United Kingdom (UK)--.

Authorization List (Annex XIV of REACH):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Annex XVII for REACH: Restricted,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Flammable, [Methanol, CAS No. 67-56-1].

Article 95 of the Biocidal Products Regulation (BPR):  Not applicable.

--North America--.

Domestic/Non-Domestic Substances Lists (DSL/NDSL):  All ingredients listed or exempt.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  All ingredients listed or exempt.

Massachusetts Right-to-Know Hazardous Substance List: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New Jersey Worker and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Act: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Pennsylvania Right to Know Law: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Rhode Island Right-to-Know General Law:    This material contains no reportable components.

**California residents please note**.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which is/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

Inventories

Ingredient TSCA MA SARA313 CALPROP65 CWA307 CAA112 CWA311 SARA302 SARA304

Methanol Y Y Y 1.0 Y N Y N N N

SECTION 16: Other information

Other information

Acronyms ADR/RID:  European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by 

Rail (RID) and by Road (ADR).

CAS No.: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GHS: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HCS 2012:  Hazard Communication Standard (2012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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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formation

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MD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LD: Lethal dose.

OEL: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OSHA:  U.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US DO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WEL:  Workplace Exposure Limit.

Text of Hazard Statements in 

Section 3

Flam. Liq. 2: H225 - Highly flammable liquid and vapour.

Acute Tox. 3: H301 - Toxic if swallowed.

Acute Tox. 3: H311 - Toxic in contact with skin.

Acute Tox. 3: H331 - Toxic if inhaled.

STOT SE 1: H370 - Causes damage to organs  .

STOT SE 2: H371 - May cause damage to organs  .

Further information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set forth herein ("Information") are presented 

in good faith and believed to be correct as of the date issued. No representation is made regarding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Further, because of th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 of this product, the Information is supplied up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s) receiving it 

will make their own determination regarding its suitability for their own unique purpose(s), prior to 

use.

Except as expressly stated herein, NO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ANY KIND,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URSE OF 

PERFORMANCE, USAGE OF TRADE, OR RESULTS TO BE OBTAINED BY USE OF THIS 

PRODUCT are made with respect to this product or use of this product. The product covered is 

furnished "as is" and only subject to the warranties herein provided, no liability is assumed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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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Wash Buffer, 10X

產品代碼 25001, 25112, 301177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無已知.

3. 成分辨識資料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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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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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藏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

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液體

顏色 透明/無色

氣味 無氣味/輕微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無數據資料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無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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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专著中未发现潜在的致癌物质,第 1-123 卷。 ...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無數據資料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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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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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品法（越南）: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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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提案65: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修訂 本檔與上版不同之處如下：.

1 - 說明.

1 - 計劃用途.

1 - 製造者:.

9 - 物理及化學性質 (氣味).

15 -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Acronyms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 Lethal dose.

OEL: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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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K-Blue® Advanced TMB Substrate

產品代碼 319171, 319175, 319176, 319177, 319210, 319257,

產品代碼 319170-W, 319174-W, 319210-L, 319xxx.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

3. 成分辨識資料

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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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

EC 1272/2008

化學名 索引編號 CAS 號碼 EC編號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2-Pyrrolidinone 616-45-5 210-483-1 Eye Irrit. 2: H319;1 - 10%

Urea hydrogen peroxide 124-43-6 204-701-4 Ox. Sol. 3: H272; Skin Corr. 

1B: H314; Eye Dam. 1: H318;

0 - 0.5%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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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

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服。.

貯藏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

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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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液體

顏色 透明/淺藍

氣味 特有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3.1 - 3.5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無數據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然而,本產品確實含有被歸類為危險物質。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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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學資料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专著中未发现潜在的致癌物质,第 1-123 卷。 ...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無數據資料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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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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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No. 101 [Pyrrol-2-one, CAS No. 616-45-5].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有毒物質和危險與核廢料控制法（RA6969）：, [2-Pyrrolidinone, 

CAS No. 616-45-5].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品法（越南）: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REACH 附件十七：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2-Pyrrolidinone.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提案65: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修訂 本檔與上版不同之處如下：.

1 - 說明.

1 - 產品代碼.

1 - 計劃用途.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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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1 - 製造者:.

2 - 其他危害.

5 - 火災危害.

9 - 物理及化學性質 (爆炸).

9 - 其他資料 (Product Subcategory).

11 - 劇毒性.

15 -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16 - Maximum content of VOC.

Acronyms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 Lethal dose.

OEL: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Text of Hazard Statements in 

Section 3（每三部分風險用語

文字）

Eye Irrit. 2: H319 -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Ox. Sol. 3: H272 -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

Skin Corr. 1B: H314 -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Eye Dam. 1: H318 -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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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6-Acetylmorphine (6-AM) Conjugate

產品代碼 21461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無已知.

3. 成分辨識資料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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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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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藏

保持冷落。.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

料。.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水溶液

顏色 透明

氣味 無氣味/輕微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無數據資料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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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专著中未发现潜在的致癌物质,第 1-123 卷。 ...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投訴延遲出現

和超敏反應(呼吸困難、咳嗽、哮喘)的可能。.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無數據資料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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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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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  (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品法（越南）: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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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提案65: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縮寫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致命劑量.

OEL：職業接觸限制.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高度關注的實質性.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第 3 節中的危險陳述文本（每

三部分風險用語文字）

Flam. Liq. 2: H225 -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Acute Tox. 4: H302+H312+H332 - Harmful if swallowed, in contact with skin or if inhaled

Eye Irrit. 2: H319 -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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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Acid Stop Solution

產品代碼 21336, 27044, 27046, 27048, 301576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分類

分類 Skin Irrit. 2: H315; Eye Dam. 1: H318;

标签元素

符號

信号词 危險

Hazard Statement Skin Irrit. 2: H315 - 造成皮膚刺激.

Eye Dam. 1: H318 -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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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元素

防范说明：预防 P264 - 處置後徹底清洗 。

P280 - 穿戴防護手套和眼睛防護具/臉部防護具。

防范说明：回应 P301 - 立即呼救毒物諮詢中心或求醫。

P302+P352 - 如皮膚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

P305+P351+P338 - 如進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數分鐘。如帶隱形眼鏡且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隱形

眼鏡。繼續清洗。

P332+P313 - 如發生皮膚刺激：求醫治療/諮詢。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可能腐蝕金屬.

3. 成分辨識資料

混合物

EC 1272/2008

化學名 索引編號 CAS 號碼 EC編號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Sulfuric acid 7664-93-9 231-639-5 Skin Corr. 1B: H314;1 - 10%

說明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導致灼傷. 引起嚴重發炎 和可能損害角膜。.

皮膚接觸 Causes skin irritation.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可能導致口腔粘膜刺激.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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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危害

有刺激性.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

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貯藏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

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戴眼/臉 保護罩.

手部保護 戴適合手套. 在取下手套之前,先清洗手套的外側。. 處理後和進食、飲用、嚼口香糖、使用煙草或使

用廁所之前,用肥皂和水徹底洗手。.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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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液體

顏色 透明

氣味 特有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無數據資料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 1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無數據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堿. 軟金屬.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氧化硫.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然而,本產品確實含有被歸類為危險物質。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Causes skin irr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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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學資料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引起嚴重發炎 和可能損害角膜。.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 第1組物質:已知人類致癌物, [Sulfuric acid (mists), CAS No. 

7664-93-9].

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 (NTP) 致癌物報告 [ ].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吸入可能導致過敏或哮喘病症狀或呼吸困難.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投訴延遲出現

和超敏反應(呼吸困難、咳嗽、哮喘)的可能。.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無數據資料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眼睛接觸. 皮膚接觸. 吸入. 食入.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無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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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無數據資料.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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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1302,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可用的危險和有毒物質,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需要標記和通知, 指定物質, [group 3,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優先控制物質, Annex I-127,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有毒物質和危險與核廢料控制法（RA6969）：,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  (TCCSCA): [1/87,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危險物質法（泰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品法（越南）:  附錄六, 附錄七, [Sulfuric acid, CAS No. 7664-93-9].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Sulfuric acid.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Sulfuric acid.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Sulfuric acid.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Sulfuric acid.

**加州居民請注意**.

警告： 本產品可能會讓您接觸到化學品 Sulfuric acid (mists), CAS No. 7664-93-9，包括加利福尼亞

州已知會導致癌症的化學物質。 有關詳細資訊，請訪問www.P65Warnings.ca.gov。.

16.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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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縮寫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CLASS：2013年危險化學品法規的分類、標籤和安全資料表（馬來西亞）.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致命劑量.

OEL：職業接觸限制.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高度關注的實質性.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第 3 節中的危險陳述文本（每

三部分風險用語文字）

Skin Corr. 1B: H314 -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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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6-Acetylmorphine (6-AM) Negative Control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無已知.

3. 成分辨識資料

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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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

EC 1272/2008

化學名 索引編號 CAS 號碼 EC編號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Methanol / 甲醇 603-001-00-X 67-56-1 200-659-6 Flam. Liq. 2: H225; Acute 

Tox. 3: H331; Acute Tox. 3: 

H311; Acute Tox. 3: H301; 

STOT SE 1: H370;

0 - 0.5%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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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貯藏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

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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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液體

顏色 藍色

氣味 特有/輕微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6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不可用。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 极端温度.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劇毒性 根據現有資料,不符合分類標準。 然而,本產品確實含有被歸類為危險物質。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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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學資料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致癌物質 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 第2組物質:懷疑為人類致癌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投訴延遲出現

和超敏反應(呼吸困難、咳嗽、哮喘)的可能。.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6-Acetylmorphine (6-AM) 

Negative Control

大鼠口服半數致死量 LD50: 120192 ATEmix

Methanol / 甲醇 大鼠吸入半數致死濃度 LC50/6 h: 87.6 大鼠口服半數致死量 LD50: 1187

白兔皮膚接觸半數致死量 LD50: 17100 大鼠吸入半數致死濃度 LC50/4 h: 128.2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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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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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附件三,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2581,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1022, 

Methanol, CAS No. 67-56-1].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I 類環境釋放,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優先評估. （人類健康）, 易燃物, [90, Methanol, CAS No. 67-56-1]. 空氣污染控制法：. 危險物質/優

先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指定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水污染控制法：. 有害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土壤污染對策法. 第 2 類,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需要標記和通知, [Methanol, CAS No. 67-56-1]. 行政

控制，註冊號 67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有害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附表I暴露標準, [Methanol, CAS 

No. 67-56-1]. CLASS 規. [Methanol, CAS No. 67-56-1].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有毒物質和危險與核廢料控制法（RA6969）：,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Methanol, CAS No. 67-56-1].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  (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Type 1 [Methanol, CAS No. 67-56-1].

化學品法（越南）:  附件一, 附錄四, 附錄六, 附錄七, [Methanol, CAS No. 67-56-1].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受限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易燃物, 

[Methanol, CAS No. 67-56-1].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2019-10-23列印日期Powered by
Copyright © 2019 ChemSoft.  All rights reserved.



8/8頁次

修訂

修訂日期

0

2019-10-23

6-Acetylmorphine (6-AM) Negative Control

法規資料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居民請注意**.

警告： 本產品可能會讓您接觸到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包括

加利福尼亞州已知會導致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學品。 有關詳細資訊，請訪

問www.P65Warnings.ca.gov。.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縮寫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致命劑量.

OEL：職業接觸限制.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高度關注的實質性.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第 3 節中的危險陳述文本（每

三部分風險用語文字）

Flam. Liq. 2: H225 -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Acute Tox. 3: H301 - 吞食有毒

Acute Tox. 3: H311 - 皮膚接觸有毒

Acute Tox. 3: H331 - 吸入有毒

STOT SE 1: H370 - 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STOT SE 2: H371 - 可能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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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與廠商資料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6-Acetylmorphine (6-AM) Positive Control

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SU22] 专业用途：公共领域（行政，教育，娱乐，服务，工匠）; [PC21] 实验室化学品;

說明 僅用於實驗室用途.

供應商

公司 Neogen Corporation

地址 620 Lesher Place

Lansing MI 48912

USA

Web www.neogen.com

電話 517-372-9200/800-234-5333

Email SDS@neogen.com

緊急電話號碼

24小時:

醫療:1-651-523-0318(國際)

溢漏/化學:1-703-527-3887(國際)

詳細資料

製造者: Neogen Corporation

944 Nandino Blvd.

Lexington, KY 40511-1205 U.S.A.

2. 危害辨識資料

标签元素

風險用語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其他危害

其他危害 無已知.

3. 成分辨識資料

混合物

2019-10-23列印日期Powered by
Copyright © 2019 ChemSoft.  All rights reserved.



2/8頁次

修訂

修訂日期

0

2019-10-23

6-Acetylmorphine (6-AM) Positive Control

混合物

EC 1272/2008

化學名 索引編號 CAS 號碼 EC編號 REACH Registration 

Number

Conc. 

(%w/w)

Classification

Methanol / 甲醇 603-001-00-X 67-56-1 200-659-6 Flam. Liq. 2: H225; Acute 

Tox. 3: H331; Acute Tox. 3: 

H311; Acute Tox. 3: H301; 

STOT SE 1: H370;

0 - 0.5%

6-Acetylmorphine solution 2784-73-8 Flam. Liq. 2: H225; Acute 

Tox. 4: H302+H312+H332; 

Eye Irrit. 2: H319;

0 - 0.5%

說明

根据适用法规，不需要披露任何组件。.

所列濃度不是產品規格。.

詳細資料

本節所列危險聲明的全文載于第 16 節。.

4. 急救措施

急救

吸入 將曝露人員移到新鮮空氣中。. 若呼吸困難，輸氧氣. 若停止呼吸，做人工呼吸。.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

不退，請求醫療。.

眼睛接觸 用大量水直接漂洗。. 應移除隱形眼鏡。.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皮膚接觸 脫掉被污染的衣服。. 用肥皂和水洗。.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醫療。.

食入 除非中毒控制中心告知,否則不要引起嘔吐或 醫生。. 徹底嗽口。. 千萬不要讓意識喪失的人用嘴吃東

西。. 如感覺不適，求醫治療/諮詢。.

最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和延迟

吸入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可引起呼吸系統刺激。.

眼睛接觸 可引起眼睛刺激。.

皮膚接觸 可引起皮膚刺激。.

食入 食入可引起噁心和嘔吐。.

指示需要立即就医和特殊治疗

立即把受感染的人移開污染源。. 若有燒傷或中毒症狀，送醫治療。. 若刺激或症狀執結不退，請求

醫療。. 若需要諮詢醫療：請將產品容器或標示資料放置於隨手可得的地方。.

5. 滅火措施

滅火介質

依周圍火災條件使用適當的滅火介質。.

火災危害

本品不易燃燒。.

防護裝置

不要吸入蒸汽或噴霧。. 必要時戴合適的呼吸器。.

6. 洩漏處理方法

人員預防措施

適當使用： 防護裝置, 防護服。.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環境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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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預防措施

若安全時防止再次洩漏。.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切勿沖進地表水。. 切勿讓産品污染下層土。.

清潔方法

吸收溢出物，防止物質損壞。. 用大量水清潔洩漏區。.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参考其他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8, and 13 節。.

7.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處置、搬運和配送時採用最佳處置方法。. 避免與眼睛接觸. 切勿在使用或貯藏本品的處所吃喝吸

煙。.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適當使用： 防護

服。.

閱讀整個標籤,並遵循所有使用說明、限制和預防措施。.

貯藏

保持凍結. 貯藏於正確加掛標籤的容器。. 保持容器緊閉. 請勿通過儲存或處置污染水、食物或飼料。.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具體用法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2 節。.

8. 暴露預防措施

曝光控制

工程措施 保證工作區應有足夠的通風。.

防護設備 適當使用： 防護設備.

眼睛保護 適當使用： 適當的眼睛保護。.

手部保護 適當使用： 任何防水材料製成的耐化學手套.

防護服。 適當使用： 防護服。.

呼吸保護 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配戴適當的呼吸裝備.

職業曝露控制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防止衣服與本産品接觸。. 提供化學淋

浴. 提供洗眼站。.

9.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理及化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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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及化學性質

狀態 水溶液

顏色 藍色

氣味 無氣味/輕微

气味阈值 無數據資料

pH值 6

熔點 無數據資料

冰点 無數據資料

蒸發速度 無數據資料

易燃極限 不可用。

蒸汽壓 無數據資料

蒸汽密度 無數據資料

相對密度 無數據資料

分配係數 無數據資料

自燃溫度 無數據資料

粘性 無數據資料

爆炸 不可用。

氧化 無數據資料

沸點 無數據資料

閃火點 無數據資料

可溶性 可溶於水

其他資料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無數據資料

10. 安定性及反應性

反应

標準條件下穩定.

穩定性

標準條件下穩定.

可能发生危险反应

在指定條件下,預計不會出現導致溫度過高或壓力過高的危險反應。.

避免情況

遠離火存放.

避免材料

無數據資料.

危害分解物

一氧化碳.

11. 毒性資料

毒物學資料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可引起皮膚刺激。.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可引起眼睛刺激。.

敏感性 可引起易感染人員過敏反應.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無報導之誘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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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學資料

致癌物質 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列為 第2組物質:懷疑為人類致癌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未列入國家毒理學計畫(NTP)第14次致癌物質報告。.

未列入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家會議(ACGIH)職業暴露價值指南.

未在 OSHA 標準 1910.1003 致癌物中列出。.

再生毒性 未見致畸效應報告。.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可引起頭暈和頭痛。.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吸入性危害 本産品被定為無危害品。.

重複或長時間的曝露 避免多次或長時間曝露。. 曝露超過推薦的職業曝露限度(OEL) 可引起健康不良效應。. 投訴延遲出現

和超敏反應(呼吸困難、咳嗽、哮喘)的可能。.

混合物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危害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3 節。.

毒理学资料

無數據資料

危险等级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 and 14 節。.

分类标准

基於全球協調系統（GHS）對混合物分類的考慮。 監管引文見第15節。.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眼睛接觸. 食入. 皮膚接觸.

症状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有关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延迟和即时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影响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2 節。.

互动效果

無數據資料.

缺少特定数据

<1％的這種混合物由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組成.

混合物与物质信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節。.

其他信息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2. 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無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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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生物積累

本品無可用資料。.

靈活性

本品無可用資料。.

PBT和vPvB评估结果

本品無可用資料。.

詳細資料

注意 - 尚未完全测试的物质.

13. 廢棄處置方法

處理辦法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按照標籤說明進行操作.

處理辦法

不要通過清潔設備或廢物處理來污染水。. 切勿沖進地表水。. 依當地、地區和國家法規處置.

包裝之處置

不可再填充容器。請勿重複使用或重新填充此容器。.

如果為空:請勿重複使用此容器。放入垃圾桶或提供回收服務(如有)。

如果部分填飽:請致電您當地的固體廢物處理機構,獲得處理說明。切勿將未使用的產品放在任何室內

或室外排水管中。.

14. 運送資料

聯合國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專有運送名稱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種類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包裝級別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海洋污染物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人員預防措施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根据MARPOL 73/78附录II和IBC规则散装运输

本品未被定為運送危險品。

15. 法規資料

法規資料

条例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和標籤.

化學品清單和知情權清單：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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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巴塞爾公約（危險廢物）： 不可用。.

《化學武器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適用.

蒙特利爾議定書：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鹿特丹公約》： 附件三,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斯德哥爾摩公約》：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亞洲和東盟國家--.

危險化學品目錄 （中國）:  [2581,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1022, 

Methanol, CAS No. 67-56-1].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長第75號條例，2014年，關於貿易部長第24號修正案，2009年第44號，關

於危險物質的提供、分配和控制: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化學物質控制法 （日本）：  I 類環境釋放,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優先評估. （人類健康）, [90, Methanol, CAS No. 67-56-1].

空氣污染控制法：. 危險物質/優先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指

定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水污染控制法：. 有害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土壤污染對策法. 第 2 類,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工業安全與健康法》，危險物質 （日本）： 需要標記和通知, [Methanol, CAS No. 67-56-1]. 行政

控制，註冊號 67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和有害物質法 （日本）：  有害物質, [Methanol, CAS No. 67-56-1]. 有毒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須經許可的化學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限制或禁用物質 （韓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害健康的化學品的使用和暴露標準，2000年條例 （馬來西亞）:  附表I暴露標準, [Methanol, CAS 

No. 67-56-1]. CLASS 規. [Methanol, CAS No. 67-56-1].

菲律賓化學品和化學物質清單： 有毒物質和危險與核廢料控制法（RA6969）：,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Methanol, CAS No. 67-56-1].

臺灣 有毒和有關的化學物質控制法  (TCCSCA):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危險物質法（泰國）:  Type 1 [Methanol, CAS No. 67-56-1].

化學品法（越南）:  附件一, 附錄四, 附錄六, 附錄七, [Methanol, CAS No. 67-56-1].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危險品法規： 不可用。.

澳大利亞化學物質清單（AICS）：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紐西蘭化學品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歐洲聯盟和聯合王國--.

授權清單（REACH附件十四）：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REACH 附件十七：受限物質,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

《生物殺滅產品條例》第95條：  不可用。.

--北美--.

國內/非國內物質清單：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有毒物質控制法（TSCA）：  所有列出的或豁免的成分。.

麻塞諸塞州危險物質知情權清單：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新澤西州工人和社區知情權法案：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賓夕法尼亞知情權法律：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羅德島州知情權一般法：   此材料不包含可報告元件.

**加州居民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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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料

警告： 本產品可能會讓您接觸到化學品 Thimerosal (mercury compounds), CAS No. 54-64-8，包括

加利福尼亞州已知會導致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學品。 有關詳細資訊，請訪

問www.P65Warnings.ca.gov。.

16. 其他資料

其他資料

縮寫 ADR/RID:   關於國際鐵路運輸危險貨物（RID）和公路（ADR）的歐洲協議.

CAS No.:   化學文摘服務.

全球統一制度：全球協調製度.

HCS 2012：美國危險通信標準（2012年修訂版）.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MDG：國際海上危險品.

LD：致命劑量.

OEL：職業接觸限制.

OSHA: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PEL:  允許的曝光限制.

REACH：化學品的註冊、評估、授權和限制.

SVHC：高度關注的實質性.

US DOT:  美國運輸部.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WEL:  工作場所暴露限制.

第 3 節中的危險陳述文本（每

三部分風險用語文字）

Flam. Liq. 2: H225 -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Acute Tox. 3: H301 - 吞食有毒

Acute Tox. 3: H311 - 皮膚接觸有毒

Acute Tox. 3: H331 - 吸入有毒

STOT SE 1: H370 - 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STOT SE 2: H371 - 可能會對器官造成傷害  .

Acute Tox. 4: H302+H312+H332 - Harmful if swallowed, in contact with skin or if inhaled

Eye Irrit. 2: H319 - 造成嚴重眼睛刺激

詳細資料

聲明:此處提供的資訊和建議("資訊"*)是善意提供的,自發布之日起被認為是正確的。對於資訊的完整

性或準確性,不作任何陳述。此外,由於影響本產品使用的許多因素,資訊是在接收者在使用前自行確定

其是否適合其獨特目的的條件後提供的。.

除非此處明確說明,任何種類、任何目的或暗示、明示或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默示的、可限制

的、對特定目的的保證、性能、交易用途,或本產品使用的結果與本產品或使用本產品有關。所涵蓋

的產品以"原樣"提供,且僅受此處提供的擔保約束,使用本產品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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