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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说明书

版权,2014,3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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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该产品不需要安全技术说明书。该安全技术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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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86-8  版本： 2.01

发行日期： 2014/05/04 旧版日期： 2014/01/27

本安全技术说明书遵照中国GB/T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标准编写。

1 产品及企业标识

1.1 产品名称

中文名称: 7413-D聚酰亚胺胶带

  

英文名称: 7413-D Polyimide Tape with Silicone Adhesive  

其他鉴别方法

产品编号

IE-3601-0000-2 IE-3601-0001-0 IE-3601-0002-8 IE-3601-0005-1 IE-3601-0006-9

IE-3601-0007-7 XB-0038-7479-8

1.2 推荐用途和限制用途

推荐用途

可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聚酰亚胺胶带

1.3 供应商信息

供应商： 3M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田林路222号

电话： 021-64853535

传真： 021-22105036

电子邮件： Tox.cn@mmm.com

网址： www.3m.com.cn

1.4 应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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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专线:  0532-83889090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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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产品是一种混合物。

成分 CAS号： %重量比

MQ树脂 56275-01-5   30 -  40

聚酰亚胺薄膜基材 25038-81-7   30 -  40

硅氧烷和硅树脂 68083-14-7   30 -  40

4 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

吸入：

不需要急救。

皮肤接触：

用肥皂水和水清洗。如果征兆/症状加重，就医。

眼睛接触：

不需要急救。

如果食入：

不需要急救。

4.2 重要的症状和影响，包括急性的和迟发的

详见第十一章毒理学资料

4.3 建议保护救援人员并特别向医生发出警告

关于物理和健康危害、呼吸防护、通风以及个人防护装备，请参考本安全技术说明书的其他章节。

4.4 及时的医疗护理和特殊的治疗的指示

不适用

5 消防措施

5.1 适用的灭火剂

不可燃，使用能扑灭围火的合适的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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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物质或混合物引发的特殊危险性

本产品中没有固有的（危险）。

5.3 保护消防人员特殊的防护装备

无异常火灾和爆炸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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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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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次生灾害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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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8.1 控制参数

职业接触限值

本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第三章所列之成分均没有职业接触限值。

8.2 接触控制

8.2.1 工程控制

产品加热时，提供局部排气设备。

8.2.2 个体防护设备

眼睛/面部防护

不需要眼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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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手防护

无需化学防护手套。

呼吸防护

不需要呼吸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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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气味，琥珀色胶膜

嗅觉阈值： 不适用

pH值： 不适用

熔点/凝固点：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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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密度： 不适用

水溶解度： 0

溶解度-非水溶： 不适用

n-辛醇/水分配系数： 无资料

自燃温度： 无资料

分解温度： 不适用

粘度： 不适用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不适用

挥发性物质百分比 0 %

豁免的无水VOC溶剂 不适用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0.1 反应性

这种原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某些试剂反应 - 参见本章节的其他内容。

10.2 化学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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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不会发生有害聚合反应。  

10.4 应避免的条件

热

10.5 不相容的物质

未知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物质 条件

甲醛 当温度升高时 -  >150℃，来自甲基硅氧烷

一氧化碳 未指明

二氧化碳 未指明

在推荐的使用条件下，预计不会产生有害的分解产物。但是在氧化、加热或者和其他物质反应时有可能会产生有害分

解产物。

11 毒理学资料

如果主管当局对某特殊成分进行强制性分类，下面的信息可能与第2章的物质分类不一致。由于某成分浓度低于标签

要求阈值，或该成分可能不会产生暴露接触，或者该数据与整个物质不相关，那么该成分的毒理数据可能不会与物质

分类或暴露的征兆/症状有关。

11.1 毒理学信息

征兆/症状

根据组分的试验数据和/或信息，本物质可能会产生以下健康效应：

吸入：

无健康损害。

皮肤接触：

机械性皮肤刺激：征兆/症状可能包括擦伤、红肿、疼痛以及瘙痒。

眼睛接触：

无健康损害。

食入：

无健康损害。

毒理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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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成分在第三章节被公开，但是没有出现在下表中，是因为没有可用数据或数据不足以进行分类。

急性毒性
名称 途径 物种 值

产品总体 食入 无数据，计算值ATE >5,000 mg/kg

ATE=急性毒性估计值

皮肤腐蚀/刺激
名称 物种 值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名称 物种 值

皮肤致敏
名称 物种 值

呼吸过敏
名称 物种 值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名称 途径 值

致癌性
名称 途径 物种 值

生殖毒性

生殖和/或发育效应：
名称 途径 值 物种 测试结果 暴露时间

靶器官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接触
名称 途径 靶器官 值 物种 测试结果 暴露时间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
名称 途径 靶器官 值 物种 测试结果 暴露时间

化学品吸入性肺炎危险
名称 值



7413-D聚酰亚胺胶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编号： 23-0686-8

发行日期： 2014/05/04 第 7 页 / 共 9 页

对于本物质和/或其组分额外的毒理学信息，请联系安全技术说明书首页中列出的地址或电话号码。

12 生态学资料

如果主管当局对某特殊成分进行强制性分类，下面的信息可能与第2部分的物质分类不一致。如有需要，可提供产品

分类所需的额外信息。此外，由于某成分浓度低于标签要求阈值，或该组分可能不会产生暴露接触，或者该数据与整

个物质不相关，那么本章中可能不会包含环境归宿和环境效应。

12.1 毒性

急性水生危险：

根据GHS分类对水生生物没有急性毒性。

慢性水生危险：

根据GHS分类对水生生物没有慢性毒性。

无产品测试数据

无组分测试数据

12.2 持久性和降解性

无测试数据

12.3 潜在的生物累积性

无测试数据

12.4 土壤中的迁移性

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制造商。

12.5 其它不利效应

无资料

13 废弃处置

13.1 处置方法

详见第十一章毒理学资料

处置前咨询所有适用的主管部门及查阅法规，确保正确分类。  在许可的工业废物处置设施中处置废物。  

作为废弃处置方法的选择之一，在许可的废物焚烧设备中焚烧。  

正确的销毁方式可能在焚烧过程中使用额外的燃料。  

如果没有其它处置方式可选，废物可在仅用于处理工业废物的填埋场中处置。

14 运输信息

当地法规

运输上分类为非危险品



7413-D聚酰亚胺胶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编号： 23-0686-8

发行日期： 2014/05/04 第 8 页 / 共 9 页

中国运输危险级别：不适用

国际法规

运输上分类为非危险品

UN编号：不适用

联合国正确的运输名称：不适用

运输分类（IMO）不适用

运输分类（IATA）不适用

包装类别：不适用

环境危害：

                                海洋污染物：不是

使用者特别注意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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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安全技术说明书符合下列国家标准：

GB/T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GB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15258-2009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6944-2005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T15098-2008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方法，

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90-2009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12268-2012危险货物品名表，

GA57-1993剧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BZ/T210.1-2008职业卫生标准制定指南第1部分工作场所化学物质职业接触限值，

GBZ/T210.2-2008职业卫生标准制定指南第2部分工作场所粉尘职业接触限值，

GBZ/T210.3-2008职业卫生标准制定指南第3部分工作场所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以及下列国家规定：“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UN RTDG)。

更多信息请联系本安全技术说明书第一章节所列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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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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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信息：

本SDS部分章节更新.请您重新审阅本SDS中的信息.

此安全技术说明书上的信息代表我们现有的数据和在常规条件下处理此产品的最适当的使用方法。但我们不承担由使

用该产品所带来的任何损失（除非法律规定）。此信息可能不适用于以下情况：使用者不遵照此安全技术说明书的指

导使用此产品，或将此产品与其他材料混合使用。因此，重要的是客户通过测试验证该产品是否满足自己的应用。

3M中国MSDS可在www.3m.com.cn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