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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物 质 安 全 数 据 单

过氧化钙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过氧化钙
化学品英文名称……………………………………Calcium Peroxide
企业名称……………………………………………上虞洁华化工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上虞市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
邮
编……………………………………………312369
应急电话……………………………………………+86 575 82131151
传真号码……………………………………………+86 575 82129111
电子邮件……………………………………………info@runyoutech.com
物质安全数据单编码………………………………JHCP-01-01
生效日期……………………………………………2006 年 1 月 1 日

第二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化学品名称
过氧化钙
氢氧化钙

化学分子式
CaO2
Ca(OH)2

化学文摘索引登记号
1305-79-9
1305-62-0

含

量

≥75.0%
≤25.0%

第三部分、危害辨识资料
危险性概述
氧化物，与可燃物接触易起火。
吞食有害或有严重后果。
对眼睛和呼吸道有严重的刺激性或造成灼伤。
对皮肤有刺激性。
对环境无重大危害。
潜在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有刺激性。
眼部接触：对眼睛有刺激性，有可能造成严重或永久损伤的危险。
吸
入：对呼吸道有刺激性。
食
入：可能引发呕吐、腹泻等症状。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若呼吸困难，给输氧。
若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就医，切勿催吐。

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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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C）…………………………………………………………无意义
燃烧性………………………………………………………………不易燃
引燃温度（°C）……………………………………………………无意义
爆炸特性……………………………………………………………不易爆
灭火剂………………………………………………………………水
危险特性
氧化剂，有腐蚀性。
遇热分解产生氧气，加剧易燃物燃烧。
遇潮气逐渐分解，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
危险。
在密闭容器或空间内分解有引起爆炸的危险。
灭火方法
立即撤离所有无关人员。
穿戴防护用具和自给式呼吸器。
保持空气流畅以排泄有毒气体和分解物。
用大量水喷洒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露污染区，撤离所有无关人员。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消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露物。
勿使泄露物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接触。
小量泄露：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量泄露：收集回收或运
到废物处理场进行处理。
用大量水冲洗泄露污染区。

第七部分 使用与储存
储存注意事项
氧化剂！储存于干燥洁净、通风条件良好的仓间内。远离火种、热源和直接的阳光照射。
注意防潮和雨淋。保持容器的密封，注意标签完好无遗漏。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
装及容器损坏，注意保持容器压力排泄的正常。雨天不宜运输。
应与易燃或可燃物、还原剂、硫、磷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混运。避免与其它易引起产
品分解的物质接触。
使用注意事项
避免产品与眼睛、皮肤和衣服接触。操作时保持周围环境空气流畅。
切勿吞食，切勿吸入粉尘、薄雾、气体。勿在工作环境内饮食、吸烟。
避免与易燃物和有机物接触。
容器上应有标签，不使用时保持容器密封。
操作后清洗手和其它身体接触部位。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工程控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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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室内空气通畅，配备空气流通装置。避免粉尘和气雾，勿在密闭的空间内操作，应经常
观测以确定接触危害值，保持接触危害值处于防护标准值之下。
呼吸系统防护
通常情况下不需特殊的防护，但是当作业环境不确定或粉尘多、或者环境危害程度超过上限
时，应使用空气呼吸器、自给式呼吸器、氧气呼吸器、过滤式防毒面具（半、全面罩）防尘
口罩等防护器具。
脸/眼睛防护
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和防护面具
身体防护
避免皮肤与产品接触，佩戴防化学品手套（推荐材料：PVC，氯丁橡胶等）。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穿戴各类作业防护服。
其它防护设施
洗眼器，安全淋浴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橡胶靴
卫生清洁概述
下班后和用餐前用肥皂和水清洗手和其他身体接触部位。进食或吸烟前必须洗掉身体上的化
学品。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观……………………………………………………白色或微黄色粉末
气味……………………………………………………无
堆积密度………………………………………………0.5~0.65g/cm3
溶解性…………………………………………………不溶
PH 值（3%溶液）……………………………………约 12
分解温度………………………………………………275 °C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一般情况下稳定
禁配物…………………………………………………还原剂、水、酸类、易燃物、有机物、重
金属盐
分解产物………………………………………………氧气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LD50……………………………………………………2000 mg/kg 大鼠经口
LD50……………………………………………………>2000 mg/kg 大鼠经皮
LD50……………………………………………………>5000 mg/kg 大鼠吸入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非生物降解性………………………………………能非生物降解
生态毒性……………………………………………降解产物对环境低毒
生物富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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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毒性………………………………………………无具体数据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处置方法
依照政府相关法规处理
外包装处置方法
清空并清洗容器，然后依照政府相关法规处理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通用运输品名………………………………………过氧化钙
联合国编号…………………………………………UN1457
危险品等级…………………………………………5.1
包装标志……………………………………………5.1（氧化剂）
包装类别……………………………………………II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化劳发[1992]677 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1996]劳部发 423 号）等法
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
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92）将该物质化为第 5.1 类氧化剂。

第十六部分 其他信息
声 明
本物质安全数据单所提供之信息均可被认为真实准确。但是由于其它无法控制的因素，本物
质安全数据单所含信息不作为本公司（上虞洁华化工有限公司）对外的法律保证，本物质安
全数据单仅作本公司用户或其它专业人士参考、研究之用途，建议用户在使用前作小样测试
以检验本公司产品是否适用以及是否有不可控的安全隐患。本公司概不承担因盲目使用本公
司产品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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