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Ta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编号： 29-6392-4 

发行日期：
2016/02/14 页 1 / 5

物品信息说明书

版权,2016,3M公司。

保留所有权利。如果：(1)全部复制且未改变该信息(除非从3M获得事先的书面同意)，以及(2）未以营利为目的而转

卖或以其他方式发布该复制件或原件，则允许为了合理利用3M产品的目的而复制和/或下载该信息。

根据环境保护部第7号令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中对物品的定义，该产品为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9

1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国GB/T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以及GB/T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该产品不需要安全技术说明书。该物品信息说明书(AIS)是应客户需求而编制的。

在推荐和通常的使用条件下，该产品不会带来健康和安全危害。然而如果不按照产品推荐方法或不在通常条件下使

用或者处理该产品，可能会影响该产品性能并产生潜在的健康和安全危害。

文件编号： 29-6392-4  版本： 1.00

发行日期： 2016/02/14 旧版日期： 初始发行

1 产品及企业标识

1.1 产品名称

中文名称: 23 Tape  

英文名称: 23 Tape  

产品编号

H0-0015-3298-7 HC-0005-6841-6 HC-0005-8476-9 HC-0005-8881-0 HC-0005-9639-1

HC-0005-9976-7 HC-0006-0714-9 HC-0006-0721-4 HC-0006-3104-0 HC-0006-5387-9

HT-0020-0122-6 HT-0020-0125-9 HT-0020-0127-5 HT-0020-0128-3 HT-0020-0130-9

HT-0020-0733-0 HT-0020-0738-9 HT-0020-0739-7 HT-0020-0740-5 HT-0020-0741-3

HT-0020-0742-1 HT-0020-0744-7 HT-0020-0745-4 HT-0020-0746-2 HT-0020-0749-6

HT-0020-0759-5 HT-0020-0760-3

1.2 推荐用途和限制用途

推荐用途

电气设备粘接, 胶带

1.3 供应商信息

供应商： 3M Brazil

产品部： 电气电力产品业务部

地址： Rodovia Anhanguera, Km 110 - 13181-900 - Sumaré - SP - Brazil

电话： 021-22105335

传真： 021-22105036

电子邮件： Tox.cn@mmm.com

网址： www.3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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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急电话

021-22105335

2 危险性概述

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

该产品属于物品范畴，GHS分类标准不适用于物品。

3 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 CAS号： %重量比

合成橡胶 商业机密   30 -  60

高岭土 1332-58-7   15 -  40

合成的碳氢树脂 商业机密   10 -  30

增塑剂 商业机密   3 -  7

4 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

吸入：

不需要急救。

皮肤接触：

不需要急救。

眼睛接触：

不需要急救。

如果食入：

不需要急救。

5 消防措施

火灾时：使用水或泡沫等适用于普通可燃材料的灭火剂灭火。

6 泄漏应急处理

6.1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不适用。

6.2 环境保护措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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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泄露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

不适用。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7.1 安全处置注意事项

该产品属于物品范畴，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会释放危险化学物质或造成与危险化学物质接触。

7.2 安全储存的条件，包括不相容的物质

无特殊存储要求。

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本产品被认定为物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会释放从而导致危险化学品暴露。无需工程控制和个人防护装备(PPE)。

9 理化特性

9.1 基本理化特性

物理状态： 固体

具体的物理形态: 一卷胶带

外观/气味： 黑色

嗅觉阈值： 不适用
pH值： 不适用
熔点/凝固点： 不适用
沸点/初沸点/沸程： 不适用
闪点： 不适用
蒸发速率： 不适用
易燃性 （固体、气体）： 未分类

燃烧极限范围（下限）： 不适用
燃烧极限范围（上限）： 不适用
蒸气压： 不适用
蒸气密度： 不适用
密度： 不适用
相对密度： 不适用
水溶解度： 不适用
溶解度-非水溶： 不适用
n-辛醇/水分配系数： 不适用
自燃温度： 不适用
分解温度： 不适用
粘度： 不适用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无资料
豁免的无水VOC溶剂 无资料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该材料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被认为是非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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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毒理学资料

吸入：

预计无健康影响

皮肤接触：

预计无健康影响

眼睛接触：

预计无健康影响

食入：

预计无健康影响

附加说明

本产品在合理使用条件下并且遵照使用说明，应当不存在健康危害。但是使用或操作时如果不遵照本产品的使用说

明，可能会影响产品性能，可能存在潜在的健康和安全危害。

12 生态学资料

因为使用或废弃本物品不太可能导致成分大量地释放到环境中，并且可能释放的成分预计对环境没有显著影响，本

产品预计为低环境风险的物品。

13 废弃处置

本品/容器的处置应当遵从当地/上级区域/国家/国际适用的法规。

14 运输信息

运输非危险品

15 法规信息

15.1. 该物质或混合物特定安全、健康和环境法律法规

此产品为物品，豁免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和IECSC目录清单要求。

16 其他信息

参考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

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修订信息：

无修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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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该物品信息说明书上的信息是基于我们的经验作出，并且直至发布日期为止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是正确

的。我们不承担任何由于使用该等信息而导致的损失，毁损或伤害的赔偿责任(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该信息对于

本物品说明书所明确的用途之外的使用可能是不适用的，或者对于将产品与其它材料一起使用的情形也是不适用的

。基于以上原因，客户有必要针对自己的使用进行测试，以确认该产品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应用需求。

3M中国AISs可在www.3m.com.cn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