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险化学品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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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危险化学品定义及分类
一、什么是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特征：

（1） 具有爆炸性、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
等性质；

（2） 在生产、运输、使用、储存和回收过程中
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

（3） 需要特别防护的。

一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了以上三个特征，即为危险品。

如果此类危险品为化学品，那么它就是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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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GB13690-2009之规定，将危险化学品按伤害类型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理化危险——主要针对化学品之物理和化学性质危害

第二类 健康危险——主要针对化学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

第三类 环境危险——主要针对化学品对环境之危害

按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危险化学品又分为9大类。

二、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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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统一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制度(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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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体系是国际公认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制度，由联合国制定的，采用
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化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标准，代替各国单独使用各
自的分类和标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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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危险性鉴别

我国将危险化学品按其危险性划分为8类21项：

第1类：爆炸品

第2类：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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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品

第8类：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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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爆炸品

爆炸品指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摩擦、
撞击等）能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产
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的压力急剧
上升，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设备、人
员造成破坏和伤害的物品。

如：硝化甘油、三硝基甲苯

注意要点：储运中要避免摩擦、撞击、颠簸、震荡，严禁
与氧化剂、酸、碱、盐类、金属粉末和钢材料器具等混储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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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指压缩的、液化的或加压溶解的
气体。这类物品当受热、撞击或
强烈震动时，容器内压力急剧增
大，致使容器破裂，物质泄漏、
爆炸等。

如：乙炔、氧气、氮气、氩气等

http://user.99114.com/97037/Products.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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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本类物品当受热、撞击或强烈震动时，容器内压力会急剧增大，

致使容器破裂爆炸或气瓶阀门松动漏气、酿成火灾或中毒事故。

易燃气体：氢气、一氧化碳、甲烷、乙炔等；

不燃气体：压缩空气、氮气等；

有毒气体：一氧化碳、氯气、氨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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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安全使用要求：

1. 装有各种压缩气体的钢瓶应根据气体的种类涂上不同的
颜色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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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安全使用要求：

2. 气瓶应避免日晒，不准放在热源附近。乙炔瓶与氧气瓶
距离至少5米，乙炔瓶和氧气瓶距离明火至少10米。

3. 气瓶要直立放置，不使用时盖好帽盖，并有防倾倒的措
施。

4. 搬运气瓶时应套好防护帽，不得摔倒和撞击，以防撞断
阀门引起爆炸。

5. 气瓶需进行定期检验，并有检验证明，不合格的气瓶不
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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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易燃液体

本类物质在常温下易挥发，其
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

FIV使用大量的易燃液体，包括：
酒精、天那水、油漆等。

注意要点：严禁烟火，远离火
种、热源；禁止使用易发生火
花的铁制工具及穿带铁钉的鞋；
防止静电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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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指闭杯闪点等于或低于61℃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但不包括由于其危险性已列入其它类别的液体。

低闪点液体：闪点＜-18 ℃。如乙醚、乙醛等；

中闪点液体：-18 ℃≤闪点＜23 ℃；如苯、乙醇等；

高闪点液体：23 ℃≤闪点≤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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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燃液体的危险性分类（补充）

甲类易燃液体：闪点低于28 ℃；

乙类易燃液体：闪点在28--60 ℃之间；

丙类易燃液体：闪点高于60 ℃。

作用：作为运输、贮存过程中安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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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
易燃物品

这类物品易于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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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这类物品具有强氧化性，易引起
燃烧、爆炸，

如：高锰酸盐

注意要点：氧化剂遇酸碱、高温、震动、摩擦、撞击、
受潮或与易燃物品、还原剂等接触能迅速分解，有引
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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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毒害品
毒害品指进入人（动物）肌体后，累积达到一定的量能与
体液和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作用，扰乱或破
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持久性的病理改变，
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

如内含甲苯、芳烃等的润滑剂/油漆等。

注意要点：避免吸入、皮肤接触和食入。操作后清洗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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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定义：进入肌体后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后，能引起暂时性或持久

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

剧毒品的指标：

经口：LD50 ≤ 50mg/kg

经皮：LD50 ≤ 40mg/kg

粉尘、烟雾或蒸气吸入：1h：LC5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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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有毒品的具体指标：

经口：5mg/kg＜LD50≤50mg/kg

经皮：40mg/kg＜LD50≤200mg/kg

粉尘、烟雾或蒸气吸入1h： 0.5mg/L＜LC50≤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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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有害品的具体指标为：

固体经口：50mg/kg＜LD50≤500mg/kg

液体经口：50mg/kg＜LD50≤200mg/kg

经皮（24h):200mg/kg＜LD50≤1000mg/kg

粉尘、烟雾或蒸气吸入1h：2mg/L＜LC50≤1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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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类：放射性物品

本类化学品系指放射性比活度大于 7.4×10Bq/kg的物品。
此类物品具有放射性 。人体受到过量照射或吸入放射性
粉尘能引起放射病。如硝酸钍及放射性矿物独居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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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类：腐蚀品

腐蚀品指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
属等物品造成损伤的固体或液体。

如：夹具清洗室的硫酸和碱液

注意要点：使用时必须要佩戴好
劳保用品，不可与易燃品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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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SDS？

• SDS (Safety Data Sheet)即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是化学品生
产商和进口商用来阐明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如PH值，闪点，易燃
度，反应活性等）以及对使用者的健康（如致癌，致畸等）可能
产生的危害的一份文件。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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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2  危险性概述；
3  成分/组成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泄漏应急处理；
7  操作处置及储存；
8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9  理化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废弃处置；
14  运输信息；
15  法规信息；
16  其它信息。

• 在紧急事态下，首先需要知道是什么物质，有什么危害？（第1、2、
3部分）

• 危险情形已经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做？（第4、5、6部分）
• 如何预防和控制危险发生？（第7、8、9、10部分）
• 其它一些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的信息。（第11、12、13、14、15、

16部分）

SDS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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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SDS的要求

• 每一种化学品均需有相应的SDS。

• 化学品储存及使用的车间需张贴本部门/车间所使用
化学品的SDS.

• 化学品使用者需清楚其所使用的化学品的SDS

• 使用和储存需遵守SDS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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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的储存的设施条件应符合安全、消防规定，并根据其特征、种类，
设置相应的防爆、通风、防泄漏、防火等安全设施。

化学品储存的地方应确保阴凉通风，避免高温和受阳光直接照射，并远
离火源、热源和火花。

进入化学品仓需关闭手机，严禁烟火

储存的化学品需存放在专用的防泄漏化学品柜中，其最大储存量不能超
过一昼夜的使用量。

化学品柜中不能存放无关物品。化学品柜和化学品架应有防静电装置。

化学品存放地点应配备应急用的劳保用品和泄漏物处理用具。如有泄漏
风险，需配备第二容器。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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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化学品储存禁忌配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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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在搬运、装卸化学品时应注意轻拿轻放，禁止撞击、拖拉和倾倒，
以防止泄漏。

使用和搬运化学品时应注意远离烟火和高温。

现场使用的化学品要有明显的中文标识及危险分类标志。

严禁使用饮料瓶分装化学品，避免被误饮用。

使用现场应配备有所使用的化学品的MSDS。使用人员应按MSDS的要
求佩戴劳保用品。

操作者对盛装化学品的容器在使用前、后要进行检查，防止泄漏。如有
泄漏的风险，需使用防泄漏的第二容器装载。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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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应急处理

泄漏处置步骤

1、发现泄漏后，由搬运人员马上通知部门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收到消息后，立即携带
相应的 MSDS并确定化学品性质。

2、对现场使用警示带进行围离，并迅速准备：a. 防泄漏沙；b. 碎布，预备吸收泄漏的
化学品；c.灭火器、做好预防火灾的准备；d.防毒口罩、防化学品手套；e.危废垃圾
桶；

3.  现场人员在安全的前提下搬走附近的可燃物品；

4．员工戴上防毒口罩和手套，用防泄漏沙围堵，用碎布吸收泄漏物。

5．使用水冲洗地面并收集清洁水。

6．危险废弃物全部放置到危废垃圾桶中，并送危废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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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

遇以下情况如何进行应急处理：

入眼？

食入？

吸入？

粘上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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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制度

申报登记制度

管理计划制度

台账制度

转移联单制度

经营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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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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