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化学品，你了解多少呢？ 

------认识一下化学品的 “身份证”MSDS（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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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MSDS 呢? 
 MSDS 是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的缩写，中文为“物质安全资料表”，另外

一种说法是 CSDS（Chemical Safe Data Sheet），中文“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 是化学品生产商和进口商用来阐明化学品的理化特征（如 PH 值、闪点、

易燃度、反应活性）以及对使用者的健康（如致癌、致畸）可能产生的危害的一

份文件。 
 
为什么要做 MSDS? 
MSDS 作为传递产品安全信息的最基础的技术文件，其主要作用体现在： 
 提供有关化学品的危险信息，保护化学品的使用者。 
 确保安全操作，为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操作规程提供技术信息。 
 提供有助于紧急救助和事故应急处理的技术信息。 
 指导化学品安全生产、安全流通、安全使用。 
 是化学品登记管理的重要基础和信息来源 
 是企业进行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 
 
MSDS 的目标： 

迅速、广泛的将关键性化学品安全数据信息传递给用户，特别是面临紧急情

况的人，避免受到化学品的潜在危害。 
 
MSDS 的格式 

MSDS 是化学品生产或销售企业按法律要求向客户提供的有关化学品特征

的一份综合性法律文件。世界各国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卖方都必须提

供产品说明性的法律文件。如果提供的 MSDS 不正确或者信息不完全，将面临

法律责任追究。 
MSDS 可由生产厂家按照相关规则自行编写。但为了保证报告的准确规范

性，可向专业机构申请编制。 
我国 MSDS 编写规定范围 GB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

目顺序》，包括 16 大项，这 16 项内容不能随意删除或者合并，其顺序不可随意

变更。 

http://baike.baidu.com/pic/msds/7266614/0/b2de9c82d158ccbff9f7949b19d8bc3eb03541c3?fr=lemma&ct=single�


 

 
 
 

我国 MSDS 报告包含的 16 部分名称和主要内容 
名称 主要内容 

1 化 学 品 及 企 业 标 识

（ chemical product and 

company identification） 

主要标明化学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地址、邮编、电话、应急电话、传真和电

子邮件地址等信息。 

2 危险性概述 

（hazards summarizing) 
简要概述本化学品最重要的危害和效应，主要包括：危害类别、侵入途径、健康

危害、环境危害、燃爆危险等信息。 
3 成分/组成信息

（composition/information 

on ingredients) 

标明该化学品是纯化学品还是混合物。纯化学品，应给出其化学品名称或商品名

和通用名。混合物，应给出危害性组分的浓度或浓度范围。无论是纯化学品还是

混合物，如果其中包含有害性组分，则应给出化学文摘索引登记号（CAS 号）。 

4 急救措施 

（first-aid measures) 

指作业人员意外的受到伤害时，所需采取的现场自救或互救的简要处理方法，包

括：眼睛接触、皮肤接触、吸入、食入的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fire-fighting measures） 

主要表示化学品的物理和化学特殊危险性，适合灭火介质，不合适的灭火介质以

及消防人员个体防护等方面的信息，包括：危险特性、灭火介质和方法，灭火注

意事项等。 

6 泄露应急处理 

（accidental release 

measures) 

指化学品泄露后现场可采用的简单有效的应急措施、注意事项和消除方法，包括：

应急行动、应急人员防护、环保措施、消除方法等内容。 

7 操作处置与储存 

（handling and storage) 

主要是指化学品操作处置和安全储存方面的信息资料，包括：操作处置作业中的

安全注意事项、安全储存条件和注意事项。 

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exposure 

controls/personal 

protection) 

在生产、操作处置、搬运和使用化学品的作业过程中，为保护作业人员免受化学

品危害而采取的防护方法和手段。包括：最高容许浓度、工程控制、呼吸系统防

护、眼睛防护、身体防护、手防护、其他防护要求。 

9 理化特性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主要描述化学品的外观及理化性质等方面的信息，包括：外观与性状、ph 值、沸

点、熔点、相对密度（水=1）、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饱和蒸气压、燃烧热、

临界温度、临界压力、辛醇/水分配系数、闪点、引燃温度、爆炸极限、溶解性、

主要用途和其他一些特殊理化性质。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主要叙述化学品的稳定性和反应活性方面的信息，包括：稳定性、禁配物、应避

免接触的条件、聚合危害、分解产物。 

11 毒理学资料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提供化学品的毒理学信息，包括：不同接触方式的急性毒性（LD50、LD50）、

刺激性、致敏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致突变性、致畸性、致癌性等。 

12 生态学资料 

（ecological information） 

主要陈述化学品的环境生态效应、行为和转归，包括：生物效应（如 LD50、LD50）、

生物降解性、生物富集、环境迁移及其他有害的环境影响等。 

13 废弃处置 

（disposal） 

是指对被化学品污染的包装和无使用价值的化学品的安全处理方法，包括废弃处

置方法和注意事项。 

14 运输信息 

（transport information) 

主要是指国内、国际化学品包装、运输的要求及运输规定的分类和编号，包括：

危险货物编号、包装类别、包装标志、包装方法、UN 编号及运输注意事项等。 

15 法规信息 

（regulatory information） 

主要是化学品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款和标准。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2%AE%E7%BC%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5%AE%B9%E8%AE%B8%E6%B5%93%E5%BA%A6�


 

16 其他信息 

（other information） 

主要提供其他对安全有重要意义的信息，包括：参考文献、填表时间、填表部门、

数据审核单位等。 

 
 
MSDS 与 SDS 的区别 

欧盟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均采用 SDS (Safety Data Sheet）术语，然

而在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SDS 也可以作为 MSDS 使用，

两个技术文件的作用基本一致。我国在 2008 年前的标准 GBT16483-2000 中称

为 CSDS，2008 年重新修订的标准 GBT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
容和项目顺序》中，与国际标准化组织进行了统一，缩写为 SDS。SDS 与 MSDS 
两种缩写在供应链上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仅在内容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与 MSDS 密切相关的标签：化学品安全标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14 条中明确规定：生产危险化学品的，应

当在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内附有与危险化学品完全一致的 MSDS，并在包装（包括

外包装）上加贴或者栓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一致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安全标签

依据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规定，用文字、图形符号和编

码的组合形式，标示化学品所具有的危险性和安全注意事项。主要内容包括：  
1. 化学品和其主要有害组分标识 
2. 警示词 
3. 危险性概述 
4. 安全措施 
5. 灭火 
6. 批号 
7. 提示用户项生产销售企业索取安全技术说明书 
8.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编码、电话 
9. 应急咨询电话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5%8C%96%E7%BB%84%E7%BB%87�
http://baike.baidu.com/item/SDS�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E%B3%E6%B4%B2�


 

 
 
 
 
 
 

 
 
 

图：苯酚的安全标签    
向使用者传递安全信息的一种载体 

 
 

对于上图安全标签右侧的“危险标志符号”是依据 GB13690-2009《化学品分

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和 GB6944-2005《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我国将化

学品按照其危险性进行分类： 

 

类别 标识 

第 1 类 
爆炸物 

 

5 

4 

1.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 1.中国危险货物编号 

1.中英文通用名称，分子式 

2 

3 

6 

8 9 

1 危险标志符号 



 

第 2 类 
气体 

 

第 3 类 
易燃液体 

 

第 4 类 
易燃固体、自燃

物品和遇湿易燃

物品 
 

第 5 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

氧化物 
 

第 6 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

物品 
 

第 7 类 
放射性物质 

 

第 8 类 
腐蚀性物质 

 

 
 
 
关于 MSDS 和安全标签，各类企业的责任 
（1）化学品生产企业职责 



 

对生产的化学品进行危险性鉴别、分类。 
对生产的危险化学品进行登记注册 
提供标准的安全标签（出厂的化学品必须加贴安全标签）和 MSDS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应挂贴作业场所化学品安全标签 
确保员工能够辨识安全标签。 
 
（2）使用企业的责任： 
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应该有安全标签 
对购进的化学品进行分装或转移后的容器应该贴安全标签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场所应挂作业场所安全标签 
确保员工能够辨识安全标签 
 
（3）经营、运输企业的责任 
经销的危险化学品应有安全标签 
进口的危险化学品必须有符合我国标准的中文的安全标签 
运输企业对伍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一律不能承运 
 
（4）化学品进口企业的责任 
对初次进口的化学品进行登记注册 
提供标准的中文安全标签和 MSDS（请注意，是中文的 MS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