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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产品鉴别 
 
产品名称： LPS NoFlash 电触点清洁剂 

 
零件编号： 04016 

 
化学制剂名称： 1-溴丙烷/正丙醇配料 

 
产品用途： LPS NoFlash 是一种强劲的非易燃混合溶剂，用于除去电路板等电子或精密设备的内部组件和工

厂及其他工业场所使用的电子设备内部组件上的污垢、水份、灰尘、焊剂和氧化物。 
 

供应商信息： LPS Laboratories, 4647 Hugh Howell Rd., Tucker, GA, USA 30084 
 

TEL: +001 770-243-8800 
 

FAX: +001 770-243-8899 
 

第 2 节-危害性鉴别 
 

类别 危害水平 危害声明 

溶解气 N/A 含有压力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吸入中毒 1 吞下和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深刻毒力 5 如果吞下(口腔)会有害  

生殖系统中毒 2 怀疑可损害生育能力或胎儿 

眼损伤 / 眼睛刺激  2B  刺激眼睛 

特定目标器官系统毒性 3 可导致呼吸过敏；可引起嗜睡 

皮肤腐蚀 / 皮肤刺激 4 接触皮肤有害 

对水生环境危害 3 对水生物有害 

 

信息词: 
 

危险 

 
符号: 

 
 

 
防范措施说明 

 
预防: 加压容器：切勿刺穿或灼烧，即便在使用之后。切勿喷射到明火或任何炽热材料上。使用前了解专用说明。在

阅读和了解所有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处理。按照要求使用个人防护器材。佩戴由制造者/供应商或主管当局

指定的防护手套。处理后彻底清洗。仅在通风良好的区域使用。避免吸入烟雾/蒸气/水雾。避免排放到水生环

境。 

应对方

法: 
如果接触皮肤：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皮肤。脱下受污染的衣服，洗涤后才能再次使用。如引起皮肤发炎，请咨

询医生/就诊。如果接触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果使用隐形眼镜，在便于操作的情况下，应将隐形眼

镜取下，然后继续冲洗。如果眼睛发炎，请咨询医生/就诊。如果吸入：移至新鲜空气中，以便于呼吸的姿势

休息。如果吞下: 立刻致电毒物控制中心或医师。不要自行引吐。 
 

存储： 避免阳光直射，存储于通风良好处，不得暴露于50ºC/122 ºF以上温度。 加锁存储。  
 

处置: 根据当地/地区/国家规定，处置物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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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组成/成分信息 
 
成分 EC 编号 化学文摘登记号 重量百分比 

1-溴丙烷 203-445-0 106-94-5 60 - 80% 
 

正丙醇 200-746-9 71-23-8 1-5% 
 

1,1,1,2-四氟乙烷 212-377-0 811-97-2 20 - 40% 
 

第 4 节-急救措施 
 
眼睛： 检查和去除隐形眼镜。如果刺激或充血发生, 用干净凉水冲洗眼睛至少15 分钟。撑开眼皮以保证眼睛和眼皮组

织得到完全冲洗。不要使用眼睛软膏。立刻就诊。 
皮肤： 除掉受污染的鞋子和衣物。用温和的肥皂和水清洗受影响的部位。不要使用软膏。如果刺激感未消除，请就

诊。 
吸入： 如果吸入，请立即移至新鲜空气中。如果呼吸困难，请输氧。如果停止心跳，请进行心肺复苏术，并就诊。 
食入： 切勿引吐，除非医务人员指示这样做。切勿向失去知觉人的口中喂任何东西。如果将要发生自然呕吐，使受害

人的头部低于膝盖。如果受害人昏迷或神志不清，使其头部朝下向左侧躺。不得使受害人处于无人照看的状况

。立即就诊。 
 

第 5 节-消防措施 
.    
可燃产品：燃烧会产生可能令人窒息的浓烟，使可见度为零，同时，燃烧产物中含有溴化氢、氯化氢、溴、氯、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 
 
常见火灾危险：正常情况不易燃。 
 
灭火材料：小火：使用干粉灭火材料。大火：喷水、水雾或泡沫。用喷水龙头冷却容器，以防止压力聚积、自燃或爆炸

。 
小心碰撞：无。   小心静电: 无。 
 
防护服（防火）：穿戴适于火灾环境的防护服与防护装具，包括头盔、面罩和自给式呼吸机。 
 

第 6 节-发生意外排放事故时采取的措施 
 
抑制程序 
 

条件允许时收集、收回泄漏的液体。 

清洁程序 戴好适用的个人防护装具（呼吸防护装具、耐溶剂手套）。用粘土、蛭石或硅藻土之类的惰性材料

吸收泄漏物。将混合泥浆置于经批准的化学废弃物容器中进行处置。用去污剂和清水冲洗污染区。

咨询当地管理部门之后，方可将冲洗后的水排入卫生污水管道系统。 

 
排放程序 
 

 
对发生泄漏或溢出的区域进行通风。使无关和未穿戴防护装具的人员远离。 

特别程序 去除所有火源。通风。清洁时佩戴适当的防护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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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处理与存储 
 
处理：切勿使材料接触眼睛或皮肤。处理期间，戴好适用的防护装具。保持容器密闭。切勿吸入蒸气或气雾。仅在通风

良好的情况下使用。处理后彻底清洗。 
 
存储：存储于原装容器。保持容器密闭。存储于通风良好的区域。 

 
第 8 节-暴露管理/个人防护 

 
构成 化学文摘登记号 UK LT EXP（8 小时）[英国

长期暴露] 
UK ST EXP（15 分钟）

[英国短期暴露] 
曝光其它极限 
 

1-溴丙烷 106-94-5 没建立 没建立 ACGIH TWA: 10 ppm 
EPA - PEL: 25 ppm 

正丙醇 71-23-8 200 ppm 
500 mg/m3

250 ppm 
625 mg/m3

ACGIH TWA: 200 ppm 
ACGIH STEL: 400 ppm 

1,1,1,2-四氟乙烷 811-97-2 没建立 没建立 没建立 
 
工程措施 保持室内充分通风。如有必要，采用适当的本地排气通风设施，以使暴露风险低于规定限定值。 
个人防护装具 
眼睛防护 符合适用规定的带侧护罩的安全眼镜。建议配有洗眼喷头和应急沐浴设施。 

 
手部防护 通常不需要手部防护。但如果长时间使用，可能粘染皮肤。如此请使用符合适用规定的防护手套。请遵

循手套供应商提供的有关渗透性和渗透时间的说明。同时，还需考虑产品使用的具体条件，如切割风

险、磨损和接触时间等。 

呼吸防护 正常条件下常规使用本品不需要呼吸保护。如在通风差的条件下长时间使用，请使用适用的有机蒸气过

滤呼吸器。 
 

第 9 节-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 
外观： 清楚的液体。 颜色： 无色或水色 

气味/味道： 

溶解性描述： 

温和乙醚气味 

<5% 以重量计 
 

蒸发率： 

闪点(°C)： 

<1(Ethyl Ether =1) 

无。 (ASTM D-56 TCC)       
无。(ASTM D-92 COC)       
无。 (ASTM D-93 TCC)  

气味阈值： 不确定 分解温度（°C）： 不确定 

沸点(°C)： 48 闪点方法： TCC  

特定比重（水＝1）： 1.29 @ 20 °C 自燃温度(°C): 490°C. 

蒸气密度（空气＝1 ）: 

蒸气压力： 

4.3 

14.9 kPa @ 38 °C 

分配系数（水/辛醇）: 

挥发量: 

>1 

100% 

pH: 不适用 粘度： <3 mm²/sec. @ 25oC 

易燃极限： 下限值: 4%               
上限值 8% 

融点(°C)： 不适用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75%（968 g/L by EPA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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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节-化学稳定性与反应性 

 
化学稳定性： 在建议的存储条件下，产品稳定。 

 
需要避免的条件： 远离热源与火源。 

 
不兼容性： 与氧化剂极易反应或不相容。与钠, 钾, 钡金属接触会猛烈地起反应。与粉粒状铝、锌和镁接

触会起反应。  
 

危害分解： 燃烧会产生可能令人窒息的浓烟，使可见度为零，同时，燃烧产物中含有溴化氢、氯化氢、

溴、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危害聚合： 不会发生。 
 

第 11 节-毒理学信息 
 
一般产品信息: 这个产品的深刻毒力研究未进行。本小节提供的信息只与备样中各个独自成分有关。 
 
   组分分析 
 
构成 化学文摘登记号 LC-50 LD-50 致癌性(IARC, 

NTP, OSHA) 
神经毒性 生殖毒性 

1-溴丙烷 106-94-5 253 gm/m3/30 
min. rat 
 

2530 
mg./kg. 
mouse 
 

没建立 人体长时间过

度暴露可能导

致严重的长期

影响。 

实验室动物测试显示潜在

生殖毒性。 

 

正丙醇 71-23-8 不适用 1900 
mg./kg. rat 
 

没建立 不适用 不适用 

1,1,1,2-四氟乙

烷 
811-97-2 不适用 NA 没建立 不适用 不适用 

 
第 12 节-生态信息 

 
流动性: 中度挥发。易被土壤吸收。 持续性和降解性： 仅略具生物降解性。 
    
可能在生物体内积

累。 
最小可能在生物体内积累。 其他不良影响。 未知。 

                  生态毒理学   
 

生物效应   构成 化学文摘登记号 测试 物种 结果 

1-溴丙烷 106-94-5 LC50 Pimephales promelas  67,300 ug/L 
鱼的急性毒性   

正丙醇 71-23-8 LC50 Pimephales promelas 5,000,000 ug/L 

蚤的急性毒性实验 
 

正丙醇 71-23-8 LC50 Daphnia magna 6,700,000 ug/L 

细菌抑制实验 没有数据可利用 
藻的生长抑制实验 正丙醇 71-23-8 EC50 Selenastrum  4,480,000 ug/L 
鱼的生物富集 没有数据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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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节-处置注意事项 
 
废物状态： 

 
如果减压、残余气雾剂产品少于2.5 cm，则属于40 CFR 261.7（美国）中的无危害废物类。如果按收货

时的状态对其进行处理，本产品的废品代码为D003。（美国） 
处置： 必须根据全国、地区和本地的环境管理规定，对废物进行处置。 

 
注： 本材料加工或改变过程中所用的化学添加剂会造成这些废物管理信息不准确、不完整或不适用。而且， 

州和地方的废物处置要求也可能比联邦法律法规更严格。 
 

第 14 节-运输信息 
 

UN 编号: 1950 
 

ADR类别: 
 

2 
 

类别代码: 运输名称: 气雾剂,有毒,易燃 
  

公路/铁路-
ADR/RID 

标签： 

5TF 
 
6.1,6.2 包装分类：  不适用 

 
IMDG-IMO UN 编号: 1950 

 
类别: 2 

 运输名称： 气雾剂 包装分类：  不适用 
 EmS: F-D, S-U  标签： 不适用 
 
IATA-ICAO: UN编号: 1950 类别: 2.2 
     
 正规运输名称： 气雾剂, 不易燃 

 
标签：  不易燃的气体 

 
 

第 15: 法规信息 

 
《蒙特利尔议定书》所列成分： 无 
《斯德哥尔摩公约》所列成分： 无 
《鹿特丹公约》所列成分： 无 
RoHS 合规性： 是 
 

第 16 节-其他信息 
 
用户须知： 上述信息仅用于说明本产品在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要求。因此，所提供信息不应视为对特定属性或规范做出的保证。 

在用户自己的特定使用条件下，用户应当使这些信息的适用性与完整性达到自己的要求， 

同时兼顾其他健康与安全法律法规。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力，在本出版物中提供这些信息与建议。 

但是，此类信息与建议均不应视为保证或陈述。对本出版物中描述的产品使用方面的说明， 

不应视为试图侵犯任何专利，且不应对由此类使用所引起的侵权承担任何责任。 

 
信息来源： 联合国全球协调系统，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标准 Z400.1-1998 

ESIS：欧洲化学品信息，HSE EH40 职业暴露限制。 
供应商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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