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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产品简介 

 产品商品名： 奥婷敏®  

 英文名： OPTIMEALTH®  10W 

 编码更新： OEA10W2 

 应用领域： 化妆品工业 

 供应商： 广州市仙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3904 实验室 

Tel： +86 (020) 8769 0899 / fax： +86 (020) 8775 3304 

www.sethic-innovations.com 

 

2. 成分及相关信息 

 INCI名： 水，乳酸杆菌/豆浆发酵产物滤液，丁二醇，1,2-戊二醇 

 中国 INCI (2010)： 已收录，已收录，已收录，已收录 

 中国 IECIC 2015： 已收录，已收录，已收录，已收录 

 CAS#： 7732-18-5，-，107-88-0，5343-92-0 

 EINECS#： 231-791-2，-，203-529-7，226-285-3 

 

3. 危害级别 

 人体危害： 无鉴定 

 环境危害： 无鉴定 

 理化危害： 无鉴定 

 

4. 急救措施 

 摄入： 用水冲洗，禁止催吐，联系医生。 

 皮肤接触： 用水和肥皂冲洗，除去受污染衣物。 

 眼睛接触：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 

 其他急救方法：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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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火措施 

 灭火介质： 泡沫，粉末，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 

 不合适的灭火介质： 未知。 

 异常防火危害： 未知。 

 特定防火程序： 不需要。 

 其他推荐措施： 无需特别预防和措施。 

 

6. 泄漏应急处理措施 

 人员防护： 产品泄漏时，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穿戴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环境防护： 控制产品分散。 

 清理方法： 堵截大量泄漏并用泵吸入容器中。其余的用吸收性材料吸收。少量泄漏可

用水冲洗，排入下水道。 

 

7. 操作和储存 

 操作防护： 避免眼睛接触。 

 储藏条件： 原包装密封保存。 

 其他信息： 干净，阴凉处存放。 

 

8. 接触控制/个人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措施： 无 

 个人防护措施： 

 呼吸防护： 无。 

 手部防护： 手套。 

 眼部防护： 护目镜。 

 皮肤防护： 一般情况下不要求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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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化特性 

 物理状态： 

 外观： 透明液体 (如出现絮状沉淀为正常现象，使用前摇匀即可)。 

 颜色： 淡黄色。 

 气味： 特征气味。 

 水溶性： 可溶。 

 pH： 3.3 - 4.3 

 熔点： 无鉴定。 

 闪点： 无鉴定。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 稳定。 

 避免的条件： 未知。 

 避免接触的物质： 未知。 

 分解危害： 未知。 

 

11. 毒理资料 

 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 遵照正常使用条件，该产品不会造成健康危害。 

 

12. 生态资料 

 生态毒性： 可生物降解化合物。 

 

13. 废物处理 

 产品处理方法： 中和产品，并用大量水冲入排水系统。 

 包装处理建议： 根据当地法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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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运输条件 

 陆路-公路/铁路： 产品并未被 ADR/RID 归类。 

 内陆水运： 产品并未被 ADNR 归类。 

 海运： 产品并未被 IMDG 归类。 

 空运： 产品并未被 IATA 归类。 

 

15. 适用法规 

 分类和标签： 不要求特定包装和标签。 

 国家法规： 水污染等级：0； 

该产品对水不会造成污染危害。 

 

16. 其它相关资料 

本产品仅适用于化妆品行业。 

 

此 MSDS 中的信息是基于本公司在出版时所具有的知识、信息和理解，并结合对当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掌握给出的，但本公司并不对使用此

产品后所造成的损失、损伤或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在 MSDS 中本公司考虑到了所有本公司所知道的可能性应用，使用者在尝试新的方法或应用领域时应向本公司咨询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