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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产品及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NITROGEN,  氮 

化学品名称    Nitrogen 氮 

常用名/别名 Nitrogen, compressed; Nitrogen 
gas 

危险物分类 2.2 

WHMIS 分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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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rogen 氮   

FORMULA N2 

CAS 7727-37-9 
RTECS# QW9700000 

％体积  99.995 至 99.999 
OSHA 建议的许可暴

露水平: 
 
单纯的窒息剂 

ACGIH 提出的时间加

权的极限阈值: 
 
单纯的窒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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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窒息剂----该产品不含氧，

因此如果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

发生泄漏可能引起窒息。应确

保氧含量高于 19.5。该产品不

可燃 
进入途径  
皮肤接触 是 
皮肤吸收 不 
眼睛接触 是 
吸入 是 
摄入 无 
对健康的影响  
暴露极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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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有害影响。 

对皮肤的影响 无有害影响。 

摄入的影响 无有害影响。 

吸入的影响 该产品是无毒的，单纯窒息性气体。

由于缺氧而造成窒息的症状包括：呼

吸急促，反应迟钝，肌肉的协调性变

弱，判断力下降，意识模糊，情绪不

稳定以及疲劳。随着窒息过程的发

展，会产生恶心，呕吐，虚脱和失去

知觉，最后导致抽搐，昏迷及死亡。

怀孕期间缺氧会造成发育畸形（根据

人类和实验动物的资料）。 
NFPA 危害等级 健康:0 可燃性:0 反应:0 
HMIS 危害等级 健康:0 可燃性:0 反应:0 
等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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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疼痛，可将患者交由眼

科医生医治。 
皮肤 
 

除去污染的衣服并用冷温水冲洗受伤部位。

若仍疼痛，应由外科医生治疗。 
摄入 在室温下作为气体, 不大可能摄入. 

吸入 
 

在任何过度暴露的事故发生时必须立即通

知医疗部门。救援人员必须配备自持式呼吸

器。应帮助受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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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失去知觉的人员转移到污染区

域之外，如停止呼吸，应实施人工呼吸并提

供氧气。进一步的处理应是对症的和支持性

的。 

5. 防火措施 
可燃性 不可燃 

闪点 无 

方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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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可燃。 

灭火介质 不需要。可以适当方式用于周围材料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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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气体混合物无腐蚀性，可使用任何常规结构材料。 

只能在通风良好的地点使用。阀门必须有保护帽，除非气瓶阀门已

连接到用气管道。不要拖，拉或滚动钢瓶。使用适当的手推车进行

钢瓶搬运。当气瓶连接到低压（<3000psig）管道或系统上时，要

使用减压装置。不得使用任何手段对钢瓶进行加热以加大气瓶的输

气速度。输气时应使用逆止阀或阻火器，以防止回流进入气瓶的危

险。 

保护容器免受物理损伤。储存区应凉爽干燥通风，由不可燃材料构

建，远离交通拥挤和紧急出口区域。气瓶储存区域的温度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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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F（540C）。气瓶应直立存放，可靠固定，防止倒落或被撞击。

满瓶、空瓶应分开存放。以“先进先出”的原则使用，防止满瓶存放

时间过长。 

有关更多的介绍，参见压缩空气协会小册子P-1, P-14, P-9 和安全公

报S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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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rogen 氮   

FORMULA N2 

CAS 7727-37-9 
RTECS# QW9700000 

％体积  99.995 至 99.999 
OSHA 建议的许可暴

露水平: 
 
单纯的窒息剂 

ACGIH 提出的时间加

权的极限阈值: 
 
单纯的窒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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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就地排气装置防止氮气富

集而使空气中的氧含量减少到

低于 19.5%。 
眼睛/面部保护 根据工作要求佩戴安全护目镜

或眼镜。 
皮肤保护 根据工作要求佩戴适宜材质的

防护手套。 
呼吸防护 在紧急情况下应配备有全式头

盔和排气瓶的正压空气管，或

自持式呼吸器。 

9. 物理及化学性质 
参数 值 
物理状态 气体 
蒸汽压力 超临界 
蒸汽 密度 
320F, 1 Atm  

 
超临界 

蒸发点 无 
沸点 -320.4 (-195.8) 0F (0C) 
凝固点 -345.9 (-209.9)0F (0C) 
PH   不适用 
比重(空气=1) 700F, 
1Atm  比重 

 
0.967 

油/水分离系数 无 
在水中溶解度 极小 
气味极限（阈值） 无 
气味和颜色 无色，无嗅气体 

10. 稳定性和反应 
稳定性 稳定。 
不相容的物质 没有。 
有害聚合 不会产生 

11. 毒性 

怀孕期间缺氧会造成发育畸形（根据人类和实验动物的资料）。 

在化学产品毒害影响（RTECS）或Sax工业物质危险产品，7th ed中没

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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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气， 压缩气体 氮气， 压缩气体 
危害等级 2.2 2.2 
国际识别号  UN 1066 UN 1066 
运输标签 不可燃性气体 不可燃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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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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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