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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产品及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OXYGEN, REFRIGERATED 

LIQUID 氧，低温液体 
化学品名称:    OXYGEN，氧 

常用名/别名: Liquid Oxygen, LOX 液氧 

危险物分类: 2.2 (5.1) 

WHMIS 分类:   A, C 
公司或运行现场名称 …………………………………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 

 
2. 构成及组分信息 
成分 氧 

FORMULA: O2 
CAS: 7782-44-7 
RTECS#: RS2060000 
％体积  99.6-99.997 
OSHA 建议的许可

暴露水平 
 
未提供 

ACGIH 提出的时间

加权的极限阈值 
 
未提供 

半数致死量或浓度 
（途径/试验物种） 

 
未提供 

OSHA 职业安全与健康协会 
ACGIH 美国政府和工业界卫生专家会议 

 
3. 危害识别 
应急概要 
 

氧含量增加会导致咳嗽和其他肺部变化。

高浓度的氧（大于 75％）会导致氧中毒的

征兆，包括：痉挛，恶心，头晕，体温降

低，视线模糊，呼吸困难，心跳减慢，休

克以及发笑致死。不可燃。氧化剂，可加

速燃烧。接触液体会造成暴露部分的组织

冻伤。 
进入途径  
皮肤接触 是 
皮肤吸收 不 
眼睛接触 是 
吸入 是 
摄入 是 
对健康的影响  
暴露极限 有 
刺激性 无 
致敏感性 无 
致生畸胎 无 
生殖危害 无 
诱导突变 无 
副作用 未知 
致癌性 NTP： 无 
 IARC： 无 
 OSHA ：无 
对眼睛的影响 接触液体产品会造成组织冻伤。 
对皮肤的影响 接触液体产品会造成组织冻伤。 
摄入的影响 接触液体产品会造成组织冻伤。 
吸入的影响 高浓度的氧（大于75％）会导致氧中毒的

 征兆，包括：痉挛，恶心，头晕，体温降

低，视线模糊，呼吸困难，心跳减慢，休

克以及发笑致死。高浓度的氧含量可能导

致肺炎。氧的浓度在25％到75％之间会使

体内器官发炎。 
NFPA 危害等级 健康:3 可燃性:0 反应:0 
HMIS 危害等级 健康:3 可燃性:0 反应:0 
` 0 = 无害 

1 = 轻度危害 
2 =中度危害 
3 =严重危害 
4 =极严重危害 

 
4. 急救措施 
眼睛 
 

除非有医生建议，否则不得随意使用软膏

或油类药品。如发生由液体造成的冻伤或

冷“灼伤”，切勿用热水或温水冲洗眼睛！

把患者移到安全区，张开眼睑使液体挥发

掉。由如果还有疼痛，可将患者交由眼科

医生医治。如果患者不能见光，用绷带保

护眼睛。 
皮肤 对皮肤接触或冻伤，除去污染的衣服并用

冷温水冲洗受伤部位。切勿使用热水。如

果冷灼伤造成了皮肤起泡或深层组织冻

伤，应立即由外科医生治疗。 
摄入 如果冷灼伤造成了皮肤起泡或深层组织

冻伤，应立即由外科医生治疗。 
吸入 在任何氧过度暴露的事故发生时须立即

通知医疗部门。救援人员须配备自持式呼

吸器。应帮助受伤人员转移到无暴露污染

区域并吸入新鲜空气。其中关键是快速的

从污染区离开。进一步的处理应是对症的

和支持性的。将患者可能氧中毒的情况告

诉医疗人员。 
 
5. 防火措施 
可燃性 不可燃，氧化剂 

闪点 无 
方法 未提供 
自燃温度 无 
爆炸极限(下)   
LEL(%) 

 
无 

爆炸极限(上) 
UEL(%) 

 
无 

有害燃烧产物 无 
对机械震动敏感度 无 
对静电的敏感度 无 
火灾及爆炸危害 氧气浓度高会急剧加速燃烧。 
灭火介质 用水使降低容器的温度。根据可燃物性质

使用适用灭火介质。 
 
6. 释放事故应急措施 
将所有人员疏散到事故区之外。使用适当的防护设备。如果泄漏发

生在用户的设备上，在维修前应用惰性气体清洗管道。如果泄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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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容器或容器的阀门上，应立即拨打第一部分中所列出的紧急电

话或与最近的林德集团分部联系。 
 
7. 操作和储存 
电气等级 无危险 
液氧状态下不能使用碳钢或低合金钢。可以用18－8和18－10不锈

钢，铜或铜合金，镍或镍合金，黄铜，青铜，硅合金，孟乃尔,Inconel®，

铍。特氟隆®，特氟隆®复合材料，或Kel-F（聚三氟氯乙烯）是可

用的非金属密封材料。 
和供应商一起检查证实该供应状况下氧的相容性。 
客户现场的固定容器应按照制造商和林德集团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不要擅自维修，调节或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修改容器的操作。如果容

器有故障或是其他任何操作上的问题，立即通知当地最近的林德集

团部门。 
液氧可以直接输入用户场地上的固定式真空容器，也可用可移动式

真空液体气瓶送货。 
容器附近不允许吸烟和明火。 
液氧容器只能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尊照生产商和林德集团的说明书

使用。气瓶要始终保持直立。使用专用的车辆运输。储存满瓶或空

瓶的场所要远离易燃物品。 
有关更多的介绍，参见压缩气体协会小册子，（G-4, P-12, P-4.）。 
绝不要用封闭空间的车辆，例如轿车后备箱、面包车或是箱式货车

等来运送压缩气瓶或低温液化气体容器。气体泄漏可能造成火灾，

爆炸，窒息或是中毒等。 
 
8. 暴露控制，人身保护 
暴露极限 
成分 氧 

FORMULA: O2 
CAS: 7782-44-7 
RTECS#: RS2060000 
％体积  99.6-99.997 
OSHA 建议的许可

暴露水平 
 
未提供 

ACGIH 提出的时间

加权的极限阈值 
 
未提供 

半数致死量或浓度 
（途径/试验物种） 

 
未提供 

OSHA 职业安全与健康协会 
ACGIH 美国政府和工业界卫生专家会议 

工程控制 采取就地抽气设备防止空气中的氧

气浓度超过 25％。 
眼睛/面部保护 根据工作要求佩戴安全护目镜或眼

镜。处理低温液体时建议要戴面罩 
皮肤保护 
 

根据工作要求佩戴适宜材质的防护

手套。对低温液体建议戴绝热手套。

其他/一般保护 安全鞋，安全冲淋设备。 

9. 物理及化学性质 
参数 值 
物理状态 低温液体 
蒸汽压力 超临界 
液体密度 
-297.3 0F, 1Atm 

 
1141 Kg/m3 

蒸发点 无 
凝固点 -297.3 (-182.9)0F (0C) 
凝固点 -361.8 (-218.8)0F (0C) 
PH   不适用 
比重(空气=1)  
700F, 1Atm  

 
1.105 

油/水分离系数 无 
在水中溶解度 微溶 
气味极限（阈值） 不适用 
气味和颜色 清澈，无嗅，浅蓝色液体 

 
10. 稳定性和反应 
稳定性 稳定。 
不相容的物质 所有的易燃物质。 
有害分解产物 无。 
有害聚合 不会产生 

 
11. 毒性 
诱变反应 
在哺乳动物的试验中发现，当氧浓度在20％到95％之间时，动物的

基因会发生改变。 
 
12. 生态 
无数据提供 
 
13. 废弃物处理 
禁止随意排放残余或不用的废弃产品。返回林德集团气体或授权的

分销商的容器应贴上合适的标签，且阀门出口应有堵头或可靠的盖

帽，阀门上应有防护帽，以做处理的依据。 
 
14. 运输 
参数 美国 加拿大 
运输专用名称 Oxygen, refrigerated 

liquid 氧，低温液体 
Oxygen, refrigerated 
liquid 氧，低温液体 

危害等级 2.2 2.2 (5.1) 
国际识别号  UN 1073 UN 1073 
运输标签 不可燃性气体，氧化剂 不可燃性气体，氧化剂

 
15. 常规信息 
SARA 标题3通告和信息 
SARA标题3－危害等级： 
压力突然泄漏造成的危害 
 
16. 其他 
未经其物主授权许可，不得对压缩气瓶进行充装。只有由物主，或

得到物主（书面）许可后充装的气瓶才可以进行运输。 
不承担责任声明 
尽管在准备此材料时格外注意，但我们仍然声明：对其内容的准确

性和完整不做保证，也不做任何说明。同时，对本材料是否适合用

户的使用目的，及使用后产生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每个参阅者

应认真作出判断：该材料是否适用于他们特定的使用目的。 
 
比欧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林德集团成员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 9 号楼 201206 
电话/传真 400-820-1798 
http://www.lin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