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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份: 物質/配制品名稱和公司名稱
1.1. 產品標準符
產品型態

商品名稱

: 混合物

: Rubio Monocoat Hybrid Wood Protector 盧比歐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

1.2. 物質或混合物的相關指定用途及其建議避免的用途

: 一般消費者使用、專業工業使用

1.2.1. 重要特疏用途
供大眾使用
主要用途分類

1.2.2. 禁止用於
没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1.3. 安全数據表供應商
Muylle Facon - Rubio Monocoat
Ambachtenstraat 58
8870 Izegem - Belgium
T +32 (0) 51 30 80 54 - F +32 (0) 51 30 99 78
info@muyllefacon.be - www.muyllefacon.be

1.4. 應緊急詢問電話
03-4906580

第 2 部分: 危害概述
2.1. 物質或混合物分類

根據(EC)的規範 No. 1272/2008 [CLP]混合物/物質: 欧洲2015安全資料表: 依據(EU) 

2015/830 (REACH附路 II)法規非此類理化、人体健康和環境的有害影響

没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2.2. 標籤規範

根據 (EC)規範 No. 1272/2008 [CLP]標籤

防範說明 (CLP) 

EUH聲明

: P102 - 放在兒童無法接觸。

: EUH208 - 含3-iodo-2-propynyl butylcarbamate。可能会發生過敏反應。

2.3. 其他危害
其他不影響分類的危險 : 重要資訊: 火災危險，該產品包含亞麻籽油！ 布，抹布或其他任何東西

用於塗抹產品或清除溢出物的易燃吸收性材料可能會自燃。在將這些材料放入耐火容器中
之前，應充分用水沖洗。

本物質/混合物不符合REACH法規附件XIIIPBT標准

本物質/混合物不符合REACH法規附件XIIIvPvB標准

第 3 部分: 主要成分/組成資訊
3.1. 物質
不適用

3.2. 混合物

本混合物不包含任何REACH規範附件II第3.2節的標準中所提及的物質

第 4 部分: 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
急救措施 一般

吸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 如需就醫：請隨身携帶產品容器或標籤。

: 推薦的操作條件下：不是必需的。

: 如果皮膚接觸：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 

: 如果進入眼睛：用水小心沖洗幾分鐘。  
如有帶隱形眼鏡，拆掉，繼續沖洗。如果刺激持續，將患者帶到眼科醫生那裡。

食入 : 在有懷疑，或症狀持續時，請就醫！

mailto:info@muyllefacon.be
www.muyllefaco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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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重要的急性或延遲發生的症狀及後果
症狀/影響

吸入後的症狀/影響

皮膚接觸後的症狀/影響

眼睛接觸後的症狀/影響

攝入後的症狀/影響

: 如果感覺不適，請就醫。

: 正常使用下，沒有副作用。

: 正常使用下，沒有副作用。

: 正常使用下，沒有副作用。

: 可能引起腸胃不適，噁心，嘔吐和腹瀉。

4.3. 需要及時的醫療關注和特殊處理的指示
對症治療。

第 5 部分: 消防措施
5.1. 滅火劑
合適的滅火器

不適合的滅火器

: 粉沫式或是泡沫式二氧化碳滅火器。

: 不要使用重水。

5.2. 由物質或混合物產生的特殊危害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料提供

5.3. 滅火注意事項及防護措施
防火措施

滅火方法

消防人員應穿戴的個体防護裝備

其他信息

: 撤離現場。

: 防止消防用水進入環境。

: 自給式呼吸器。

: 撲滅任何化學火時要小心。

第 6 部分: 意外洩漏措施
6.1. 個人預防措施，防護裝備和應急程序

6.1.1. 未受過緊急情况培訓的人員

應警急置程序 : 防止進入眼中、接觸皮膚或衣服。盡快通知警察和消防隊

6.1.2. 對於應急人員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6.2. 環境保護措施
收集洩漏物。

6.3. 圍堵和清理的方法和材料
收容方法

清除方法

其他信息

: 收集溢出物。

: 該材料及其容器必須按照當地安全處理法規。

: 在授權的地點處置材料或固體殘留物。
6.4. 参照其他章節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第 7 部分: 操作處置與儲存方式
7.1. 安全處置注意事項和措施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7.2. 安全存放的條件，包括任何不兼容性
儲存條件

存放區域

: 存放在密閉的容器中。

: 存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7.3. 特定最終用途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訊提供

第 8 部分: 接觸控制/個人防護
8.1. 必需監管的参数
没有更進一步的資訊提供

8.2. 接觸控制
工程控制:
確保工作場所的通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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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暴露控制：:
避免釋放到環境中。

其他訊息:
使用本產品時不要飲食、飲水或吸烟。

第 9 部分: 理化特性
9.1. 基本物理和化学性質資料
物理状態 : 液體

顏色 : 無資料

: 油性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 100 °C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 0,96 kg/l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 無資料

氣味

氣味數值

pH

相對蒸發率（醋酸丁酯=1）熔

點

凝固點

沸點

熱点

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易燃性 (固体體、氣體)

蒸氣壓

相對蒸氣密度(空氣以20度)

相對密度

密度

溶解性

辛醇/水分配系數(Log Pow)

運動粘度

動力粘度

爆炸性特性

氧化性

爆炸極限 : 無資料

9.2. 其他信息
VOC 含量 : 0 g/l

第 10 部分: 穩定性和反應性
10.1. 反應性

遠離氧化劑以及強鹼性和強酸性物質，以防止發生放熱反應。穩定的使用和存儲條件，在第7項中建議。

10.2. 穩定性
没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10.3. 危險反應
没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10.4. 避免接觸的條件
遠離易燃物質。遠離熱源/火花/明火/熱表面。 禁止抽煙。

10.5. 禁配物
鹼。酸。氧化劑。

10.6. 危險的分解產品
火可產生碳氧化物（CO）和煙。

第 11 部分: 毒理學資料
11.1. 毒理學資訊
急性毒性（口腔） : 非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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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皮膚） : 非此類

急性毒性（吸入）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 非此類

皮膚腐蝕/刺激

嚴重眼損傷/刺激性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

致癌性

生殖毒性

特疏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觸)

特疏性靶器官毒性 (反覆接觸)

吸入危害 : 非此類

第 12 部分: 生態學資訊
12.1. 毒性
生態學  一般

急性水生毒性

慢性水生毒性

: 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生態問題是未知的或無法預料的。

: 非此類

: 非此類

12.2. 持久性和降解性
没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12.3. 潜在的生物累積性
没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12.4. 土壤中的流動性
没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12.5. PBT 和 vPvB 評估結果

Rubio Monocoat Hybrid Wood Protector 

該物質/混合物不符合REACH法規附件XIIIPBT標准

該物質/混合物不符合REACH法規附件XIIIvPvB標准

12.6. 其他環境有害作用
其他信息 : 避免釋放到環境中

第13 部分: 廢棄處置
13.1. 廢棄物處理方式
廢棄物處置建議

附加訊息

生態學 - 廢料

欧洲廢物清單代碼 (LoW)代碼

: 排放入河流和水渠是被禁止的。

: 可能的話，甚至清理微小的洩漏或溢出，沒有不必要的風險。

: 避免釋放到環境中。

: 08 01 12 - 除 08 01 11 中所提到那些之外的廢塗料和清漆。

第 14 部分: 運輸信息
符合 ADR / RID / IMDG / IATA / ADN
14.1. 聯合國編號
聯合國編號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聯合國編號(IMDG)

聯合國編號(ICAO)

聯合國編號(ADN）

聯合國編號(RID) : 不適用

14.2. 聯合國正確運輸名稱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正確的運輸名稱 (ADR)

 正確的運輸名稱(IMDG)

正確的運輸名稱(IATA)

正確的運輸名稱 (ADN)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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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訊息 (RID) : 不適用

14.3. 運輸危險類別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ADR
運輸危險等級(ADR)

IMDG
運輸危險等級(IMDG)

IATA
運輸危險等級(IATA)

ADN
運輸危險等級(ADN)

RID
運輸危險等級(RID) : 不適用

14.4. 包装等級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包装等級 (ADR)

包装等級 (IMDG)

包装等級 (IATA)

包装組（ADN）

包装等級 (RID) : 不適用

14.5. 環境危害
對環境有危險性

海洋污染物

其他信息

:否
:否

: 沒有可用的補充訊息

14.6. 用戶特別注意事項
道路運輸

不適用

海運（IMDG）
不適用

航空運輸（IATA）
不適用
内路水道（ADN）

不適用

鐵路運輸（RID）

不適用

14.7. 根據Marpol附件II和IBC規則進行批量運輸
不適用

第 15 部分: 法規訊息
15.1. 特定於該物質或混合物的安全，健康和環境法規/法律

: 0 g/l

15.1.1. 歐盟規定

不含附件XVII限制的REACH物質

在REACH候選清單中不包含任何物質

不含REACH附件XIV物質

VOC 含量

指令 2012/18/EU (SEVESO III)

15.1.2. 国内法規

德國
參考AwSV：水危害等級（WGK）2，對水的嚴重
危害

: 水危害等級（WGK）2，對水的嚴重危害 (根據AwSV，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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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12. BlmSchV（危險事件條例）的約束

:組件都未列入
:組件都未列入 
:組件都未列入

聯邦排放控制法案第12次執行命令 - 12.BImSchV

荷蘭

SZW致癌物質清單

SZW誘變物質清單

生殖毒素的非詳盡清單-母乳喂養

生殖毒素的非詳盡清單-生育力

生殖毒素非詳盡清單-發展

:組件都未列入

:組件都未列入

15.2. 化学物安全評估
没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第 16 部分: 其他資料或数據

 H和EUH-聲明的全文：:

EUH208 包含3-碘-2-丙炔基丁基氨基甲酸酯。 可能產生過敏反應。

SDS EU (REACH 附件 II)
這些信息基於我們當前的知識，旨在出於健康，安全和環境的目的描述產品僅要求。 因此，不應將其解釋為保證產品的任何特定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