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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車道級防滑塗層 硬化劑  

物品編號：KAS-120-AB車道級防滑塗層(雙劑型) 

製造商名稱：頌強實業有限公司 

輸入者或供應商名稱/地址/電話：頌強實業有限公司 /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號 6樓之 3 / 04-2384-6789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04-2384-6789 / 04-2384-2288 

 

二、 成分/成分信息 

 

危險成分 CAS# 
暴露限值 

OTHER % by Wt 
OSHA (pel/twa)  ACGIH (tlv/twa) 

Silica, sand 15468-32-3 10 mg/m3(%SIO2+2) 0.1mg/m3(resp) - 40-60 

Cement Mixtures 5mg/m3 10mg/m3(resp) - 40-60 

 

三、 危害識別 

警告 

可能引起眼睛和呼吸道刺激 

過度暴露可能會導致皮膚刺激或灼傷 

 

潛在的健康危害-急性 

眼睛：水泥粉塵可能會引起刺激。 由於機械作用，二氧化矽可能會引起刺激。 

皮膚：潮濕的物質會使皮膚乾燥並引起鹼灼傷。 必須注意預防措施，因為鹼性

水泥燒傷發生時幾乎沒有警告 - 感覺不到熱量。 

吸入：粉塵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 

食入：可能引起胃腸道刺激、潰瘍和/或口腔和咽喉灼傷。 

 

潛在的健康影響 - 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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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暴露於大量灰塵會導致鼻子內部的襯裡組織發炎和角膜發炎。 過敏的人可

能會發展為過敏性皮炎。 長期過度接觸可吸入二氧化矽可能會導致遲發性慢性

肺病——矽肺。 

IARC 專論得出結論，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結晶二氧化矽對實驗動物具有致癌性，

而對人類的致癌性證據有限。 NTP 在第 6 次致癌物年度報告中列出了可吸入結

晶二氧化矽。 

 

致癌性 :  

NTP (是)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專著 (是) 

OSHA 監管 (是) 

 

四、 急救措施 

眼睛：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 

皮膚：立即用肥皂和水沖洗。 脫去受污染的衣服。 

吸入：移至空氣新鮮處。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進行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難，

給氧氣就醫。 

攝入：極不可能達到危險量。 不要催吐。 給受害者 2 杯牛奶或水稀釋，然後

喝果汁或稀釋的醋以中和鹼。 就醫。 

如果症狀持續，請就醫 

 

五、 滅火措施 

閃點（使用方法）：無可用數據 

可閃極限（空氣中的體積百分比）：下限 = 不適用 上限 = 不適用 自動點火溫

度：不適用 

滅火劑：不可燃。 使用適合周圍火災的介質。 有害燃燒產物：不適用 

滅火說明：適當的裝備和周圍火災的預防措施。 

六、 洩漏處理方法 

溢出：掃除。 用大量水沖洗殘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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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理：避免接觸皮膚和眼睛。 避免將灰塵散播到空氣中。 避免吸入灰塵。 在

處理這種具有潛在危險的產品時，請始終使用良好的工業衛生規範和安全指南。 

儲存：雖然不會發生危險反應，但材料在使用前應保持乾燥。 避免與酸性物質

接觸。 

 

八、 暴露控制/個人防護 

暴露控制：應使用機械排氣。 應有清潔水源用於沖洗眼睛和皮膚。 

個人防護：在混合本產品、防護服、橡膠手套和眼鏡時，應使用經批准的防塵呼

吸器。 長時間暴露時應使用隔離霜。 

 

九、 理化性質 

外觀：灰色粉末氣味：無味 

沸點：不適用熔點：不適用 

蒸氣壓（mm/hg）：不適用 蒸氣密度（空氣=1）：不適用 水中溶解度：可忽略

（＜5%） 比重（H20=1）：2.11-2.81 

蒸發率（乙酸正丁酯=1）：不適用 

 

十、 穩定性和反應性 

化學穩定性：穩定 

應避免的條件：與氫氟酸接觸 

不相容性（應避免的物質）：酸性物質和強氧化劑  

危險分解或副產物：不適用 

危險聚合：不會發生 

 

十一、 毒性資料 

沒有可用數據 

十二、 生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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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可用數據 

 

十三、 處置注意事項 

不受監管。 與水混合，使其變硬，然後作為普通岩石處理。 根據所有聯邦、州

和地方法規進行處置。 

 

十四、 運送資料 

對於美國國內、國際和空運貨物運輸說明：非管制 

應急響應指南編號：不適用 危險等級：不適用 

 

十五、 監管資料 

OSHA：根據危險通信標準 CERCLA 的定義，該材料是危險的  

可報告數量：不適用 

SARA Title lll 

第 311/312 節危害類別：延遲健康、急性健康  

第 313 節可報告成分： 

成分    CAS#   最大百分比 

不適用   -        - 

十六、 其他資料 

MSDM 狀態：新 

本 MSDS 第 4 頁上的工業縮寫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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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簡稱圖例 

本產品的配方和標籤僅用於工業和商業應用 

 

十七、 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 

製表者單位 名稱：頌強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電話：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號 6樓之 3 / 04-2384-6789 

製表人 職稱：工業安全課 姓名（簽章）：王欣立 

製表日期 2022/05/10 

 

※此技術資料僅供參考，因應用條件的不同，以上陳述必須根據使用者實際情況

調整，本公司無法為使用者所做測試結果負任何責任和保證。 

 

 

ACGIH 

 

CAA

CERCLA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Clean Air Act (EPA) 

mg/m3 milligrams per cubic meter 

 
NIOSH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 Liability Act of 1980 

(Superfund)(EPA)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lean Water Act (EP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NTP 
OSH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CNS 

CWA

DOT

EPA 

PEL 

ppm 

RCRA

SARA 

g/kg 

IARC 

LC 50 

grams per kilogram STEL 
Inter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TLV 

LD 50 

Lethal Concentration in which 50% of the TWA 

test animals are expected to die 

Lethal Dose in which 50% of the test 

animals are expected to die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Parts per milli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EAP) 

EPA’s Superfund Amendment and 

Reauthorization Act (EPA) 

Short-Term Exposure Limit, ACGIH terminology 

Threshold Limit Value 

Time-Weighted Ave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