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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和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氩/氢混合物，氢> 2.9% 

产品代码 G-424 

UN编号 UN1954 

建议用途 焊接、电子 

商品名称 VARIGON H5、VARIGON H10、

VARIGON H35 

供应商地址  

紧急电话号码  

 
2. 危害识别 

应急概要 易燃气体 

可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混合物 

单纯窒息剂 

内容物承压 

保持温度低于52°C / 125°F 

OSHA法规 

状态 

该材料被OSHA危害通报标准（29 CFR 

1910.1200）视为有害材料。 

潜在健康影响  

主要暴露途径 吸入 

急性毒性  

吸入 单纯窒息剂。通过置换空气中的氧可能导

致窒息。暴露于缺氧气氛（< 19.5%）中

可能导致头晕、困倦、恶心、呕吐、过量

唾液分泌、反应迟钝、意识丧失和死亡。

暴露于氧含量≤ 8～10%的气氛中将迅速

导致无前兆意识丧失，以至于个人无法采

取自主或自护措施。缺乏充足的氧可能导

致重伤或死亡。 

眼睛 无已知的。在释放点附近接触到快速膨胀

的气体可能导致冻伤。 

皮肤 无已知的。在释放点附近接触到快速膨胀

的气体可能导致冻伤。 

皮肤吸收危害 无已知的 

摄入 非预期暴露途径 

慢性效应 无已知的 

病情加重 无已知的 

环境危害 关于更多的生态学信息，参见第12部分。

 
3. 成分/组分信息 

化学名称 氩 氢 

CAS 编号 7440-37-1 1333-74-0 

体积% 0～99 > 2.9 

化学式 Ar H2 

补充信息 以上成分涵盖广泛的范围而不是特定产

品的确切百分率。 

 
4. 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 对于气体无需采取急救措施。如果怀疑被

冻伤，使用凉水冲洗眼睛15分钟并且立即

就医。 

皮肤接触 对于气体无需采取急救措施。对于皮肤接

触或者怀疑被冻伤，脱去受污染的衣物并

且使用温水冲洗受影响的部位。不得使用

热水。如果接触到产品导致皮肤表面起泡

或深部组织冻伤，应立即就医。 

吸入 所有的吸入过量暴露情况下，必须立即就

医。救援人员应配备自给式呼吸器。应协

助意识清醒的吸入受害者转移到未受污

染的区域并且吸入新鲜空气。如果呼吸困

难，进行输氧。应将意识丧失的人员转移

到未受污染的区域，并且在必要时进行人

工呼吸和氧气补充。应进行对症和支持治

疗。 

摄入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无摄入。如果出现症

状，就医。 

医生注意事项 进行对症治疗。 

 
5. 消防措施 

易燃性 极端易燃 

适当的 

灭火介质 

干化学物质或二氧化碳。喷水或水雾。 

不适当的 

灭火介质 

不得扑灭泄漏气体火灾，除非可以停止泄

漏。 

爆炸数据  

机械冲击 

敏感性 

无 

静电放电 

敏感性 

有 

化学物质产生 

的具体危害 

氢非常轻，可能在储存区域的上部积聚。

氢燃烧时发出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火焰。在

没有明显引燃源的情况下，高压释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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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静电引燃。继续对暴露于火中的钢瓶

进行冷却，直至火焰被被扑灭。钢瓶在极

端热量条件下可能破裂。应仅由专员对受

到损坏的钢瓶进行操作处置。 

消防人员 

防护装备和 

预防措施 

如有可能，切断气流。在切断供应之前，

不得灭火，否则可能发生爆炸引燃。如果

火灾被扑灭、气体继续流动，增加通风以

防止爆炸气氛积聚。必须使用防爆型通风

机。使用无火花工具来关闭容器阀门。 

在所有方向上至少100米（330英尺）对

溢漏或泄漏区域进行隔离。液化气体产生

的蒸气一开始比空气重并且沿着地面扩

散。蒸气可能在密闭区域（例如地下室、

储槽、漏斗车/槽车）中积聚。蒸气可能移

动到引燃源并且逆燃。对于大规模火灾，

使用无人操作软管架或监测喷嘴；如果这

不可行，从区域中撤离，让火燃烧。 

对周围容器进行喷水冷却。如果周围容器

受到火焰冲击，注意可能发生沸腾液体蒸

发蒸气爆炸（BLEVE）。 

在火灾现场，配备MSHA/NIOSH批准或

等同的压力需求型自给式呼吸器以及全

套防护装备。 

 
6. 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预防措施 消除所有的引燃源（在周围区域中不得吸

烟、不得存在火光、火花或火焰）。将工

作人员疏散到安全区域。让人员远离溢漏

/泄漏并且位于上风方向。在产品操作处置

过程中使用的所有设备必须接地。在进入

区域时，配备自给式呼吸器，除非气氛被

证实是安全的。对氧含量进行监测。 

环境预防措施 了解蒸气积聚将形成爆炸浓度。防止蒸气

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区域扩散。

围堵方法 在无风险的前提下，切断气流或者将钢瓶

转移到室外位置。如果容器或容器阀门发

生泄漏，拨打第 1 部分中列出的相应的紧

急电话号码或者呼叫距离最近的林德现

场。 

清理方法 将钢瓶退回林德或指定经销商。 

 

7. 操作处置和储存 

操作处置 将与产品系统有关的所有管路和设备接

地。应使用无火花和防爆型设备。消除所

有的引燃源。仅在通风区域中使用。氢无

腐蚀性。但是氢可能与金属（硬化钢）相

互作用从而导致脆化。 

不得试图使用钢瓶阀门保护盖来搬抬钢

瓶。保护钢瓶免受物理损坏；不得拖动、

滚动、滑动或抛落。在移动钢瓶时，即使

是短距离移动，使用专用钢瓶运输手推

车。使用与钢瓶压力相称的设备。在管道

中使用防回流装置。 

使用可调带式扳手取下过紧或锈蚀的阀

盖。不得将物体（例如扳手、螺丝起子、

撬杆）插入阀盖开口。这可能导致阀门受

到损坏从而导致泄漏。如果使用者在操作

钢瓶阀门时遇到任何困难，停止使用并且

联系供应商。 

不得将钢瓶置于小汽车后备箱或客车不

通风区域中。未经业主书面同意，不得试

图对压缩气体钢瓶进行充装。不得在压缩

气体钢瓶上引弧或者将钢瓶作为电路的

一部分。 

关于补充建议，参见压缩气体协会（CGA）

手册 P-1、G-5 和安全通告 SB-2。 

储存 首选室外或分离储存。保护钢瓶免受物理

损坏。钢瓶应直立储存，同时阀门保护盖

应就位，并且应对钢瓶进行系固以防止倒

落。储存在清凉、干燥、通风良好、采用

不可燃结构材料并且远离交通繁忙区域

和紧急出口的区域中。保持温度低于

52°C / 125°F。应将满瓶和空瓶分开。采

用“先进先出”库存原则以防止满瓶储存

时间过长。按照压缩气体协会手册

CGA-P1《容器中的压缩气体的安全操作

处置》对压缩气体钢瓶进行储存和操作处

置。 

 
8. 暴露控制/个人防护 

暴露指南 该产品中不含特定地区监管机构确定了

职业暴露极限的任何有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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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 进行局部通风以防止高浓度积聚并且保

持空气中的氧含量≥ 19.5%。 

通风 确保充分的通风，尤其是在密闭区域中。

个人防护装备  

眼睛/脸部防护 配备防护镜（安全镜）。 

皮肤和身体 

防护 

在对钢瓶进行操作处置时，建议配备工作

手套和安全鞋。建议配备棉质或Nomex® 

工作服以防止静电积聚。 

呼吸防护  

一般使用 如果保持工作场所中的氧含量高于

19.5%，无需配备呼吸器。 

紧急使用 对于缺氧气氛（< 19.5%），配备带逃生

气瓶的正压供气式呼吸器或自给式呼吸

器。 

卫生措施 按照良好工业卫生和安全实践进行操作

处置。 

 
9. 理化特性 

产品信息  

外观 无色 

嗅觉阈值 暂无信息 

闪点 暂无信息 

在空气中的 

易燃极限（氢） 

 

上限 75% 

下限 4% 

气味 无味 

物理状态 压缩气体 

自燃温度 570°C / 1058°F（氢） 

该混合物中的 

非惰性组分 

信息 

 

化学名称 氢 

沸点 -252.8°C 

融点 -259.2°C 

分子量 1.00 

蒸发速率 - 

在水中的 

溶解度 

0.019（vol/vol @ 20°C和1 atm） 

蒸气压力 临界温度以上 

蒸气密度 0.07 

（空气=1） 

气体密度 

Kg/m3 @ 20°C

0.083 

该混合物中的 

惰性组分信息 

 

化学名称 氩 

沸点 -185.9°C 

融点 -189.4°C 

分子量 39.94 

蒸发速率 - 

在水中的 

溶解度 

0.056（vol/vol @ 0°C和1 atm） 

蒸气压力 临界温度以上 

蒸气密度 

（空气=1） 

1.38 

气体密度 

Kg/m3 @ 20°C

1.65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稳定 

不相容的产品 氧化剂 

应避免的条件 热量、火焰和火花。在与氯或其它氧化材

料混合时，易燃或易爆。如果存在杂质，

氯和氢在-418°F（-250°C）的温度条件下

发生反应。如果暴露于光线中，氯/氢混合

物将爆炸。锂金属将在氢气氛中燃烧。 

有害分解产物 无已知的 

有害聚合 不会发生 

 
11. 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  

产品信息  

LD50 口服 暂无信息 

LD50 皮肤 暂无信息 

LC50 吸入 暂无信息 

吸入 单纯窒息剂 

重复剂量毒性 暂无信息 

组分信息  

化学名称 氢 

LD50 口服 - 

LD50 皮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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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50 吸入 15000 ppm（兔）1 小时 

慢性毒性  

慢性毒性 无已知的 

致癌性 不含被列为致癌物的组分。 

刺激 暂无信息 

致敏 暂无信息 

生殖毒性 暂无信息 

发育毒性 在人和实验动物中，妊娠期间缺氧导致发

育畸形。 

增效物质 无已知的 

靶器官影响 无已知的 

 
12. 生态学信息 

生态毒性 未对该产品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调查。 

臭氧消耗潜能 

值（ODP） 

（R-11=1） 

不含臭氧消耗化学物质（40 CFR 82）。 

 
13. 废弃处置 

废弃处置方法 不得试图对残余废物或未使用的产品进

行废弃处置。使用带有适当的标签、所有

的阀门出口塞或出口盖被系固并且阀门

防护盖就位的运输容器退回林德进行适

当的废弃处置。 

受污染的包装 不得重复使用空的容器。 

 
14. 运输信息 

DOT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附属类别 无 

UN编号 UN1954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易燃，n.o.s. （氢、

氩），2.1 

应急指南编号 115 

TDG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UN编号 UN1954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易燃，N.O.S.，2.1

MEX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UN编号 UN1954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n.o.s. （氢、氩），

2.1 

IATA  

UN编号 UN1954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ERG代码 10L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易燃，n.o.s. （氢、

氩），2.1 

客车运输 

最大数量 

禁止 

货车运输 

最大数量 

150公斤 

受限制数量 暂无信息 

IMDG/IMO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UN编号 UN1954 

EmS编号 F-D, S-U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易燃，n.o.s. （氢、

氩），2.1 

ADR  

运输专用名称 压缩气体，易燃，n.o.s. 

危害类别 2.1 

UN编号 UN1954 

分类代码 1F 

描述 UN1954，压缩气体，易燃，n.o.s. （氢、

氩），2.1 

 
15. 法规信息 

国际目录  

TSCA 遵守 

DSL 遵守 

EINECS/ 

ELINCS 

遵守 

备注  

TSCA 美国《有毒物质管制法》第8(b)款《目录》

DSL/NDSL 加拿大《民用物质目录》/《非民用物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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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INECS/ 

ELINCS 

《欧洲现有商用化学物质目录》/《欧盟已

备案化学物质目录》 

WHMIS 
危害类别 

A压缩气体B1易燃气体 

 
 
16. 其它信息 

编制 Product Stewardship 

23 British American Blvd.  

Latham, NY 12110 

1-800-572-6501 

发布日期 2010 年 7 月 23 日 

修订日期  

修订号 0 

修订附注 初版发布 

NFPA  

健康危害 0 

易燃性 4 

稳定性 0 

理化危害 - 

HMIS  

健康危害 0 

易燃性 4 

物理危害 3 

个人防护 - 

备注 按照CGA手册P-19-2009《CGA压缩气体

建议危害评级》（第3版）中发布的压缩

气体协会（CGA）指南进行评级。 

一般免责声明 关于条款（其中包括责任限制），参见

Linde LLC、Linde Merchant Production, 

Inc.或Linde Gas North America LLC（或

其任何联营公司和子公司）与买方签订的

采购协议。 

明示和默示 

保证免责声明 

尽管我方已予合理的谨慎对本文件进行

编制，但是我方并未对本文件中包含的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陈

述，并且对于这些信息对使用者的预定用

途的适当性以及使用这些信息产生的后

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每一个使用者应确

定这些信息对他们的特定用途的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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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201206） 

电话/传真：400-820-1798 
http://www.lin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