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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危害 

我们身边充满了化学品——在家中，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水和空气中。
由于习惯了它们的存在，有时我们会忘记和忽略它们，有时却惧怕它们。 

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一种化学品会损害我们的健康，那该怎么做才
能确保自身更安全？答案取决于以下几点：

•	 它是什么化学品？

•	 它如何接触或进入你的身体？

•	 暴露的程度和时间？

没有化学品比人更重要。作为工人和消费者，我们有权不因使用危险化学
品而生病。

为什么使用化学品会令人致伤、致残或致死？化工企业和工厂老板会说，
安全控制和使用化学品很“容易”。但是，一旦失控，防护不足，或老板因担心
成本增加而压根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付出健康代价的将是工人和周边居民。

为了保护工人、环境和社区，我们必须减少使用危害人们健康的化学品，用
更安全的产品来代替它们，采取更安全的使用方法，并且消除和禁止有毒的化
学品。

8

生活离不开
化学品。

生活应远离

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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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特定化学品的信息，请参阅附录B：常见化学品和材料。有关本书的化
学品信息来源，请参阅463-464页“这些化学品的信息来自哪里”一节。

化学品安全：谁的责任？

每年都会有数千种化学品被制造和使用。虽然它们对经济很重要，但相关
法律法规也应提供足够保护，让人们免受其有害影响。化学品公司、政府、工厂
主以及其他负责监督化学品开发、销售和使用的人员，对世界各地人民受到的
相关伤害都难咎其责。

•	 化学品在出售和使用之前，生产公司应证明其产品是安全的。但是，只
有几千种化学品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得到了研究。至于在人体内与其
他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则几乎没有一种得到研究。化学品测试通常不
会包括所有的健康影响。

•	 企业和政府必须对化学品的使用负责。销售或使用化学品的企业，应保
证该化学品对工人和消费者是安全的。如果某种化学品使人致病，政府
必须迅速行动，规范或禁止该化学品。

•	 化学品对工厂内外的人员都应是安全的。对于厂内工人，化学品的“安
全”门槛通常低于厂外标准。所有人都有权免受有毒化学品的危害。雇
主应在工厂内外使用相同标准，为所有人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	 减少工作场所内化学品的使用。许多产品出厂后，在使用、丢弃或回收
过程中，都会释放出有毒化学物质。因此，在设计产品时，应尽量减少制

我可以去买不含农药的蔬菜，但能
买到不含化学品的手机么？

买不到。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需要一个
把健康和安全置于
利润之上的制度。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152 化学品危害

造过程中要用的化学品，从而减少后续问题。

•	 替代某种化学品的，应该是更安全的化学品，而不是另一种有毒化学
品。许多公司都想停止使用有毒化学品，但所选替代品对健康和环境的
影响，常常并未得到仔细研究。替代品通常也是危险的，只是由于问题
尚未被发现，才被认为“更安全”或“更环保”。

工作场所化学品安全

如果工作场所中要使用化学品，雇主有责任按以下标准选择：

•	 对于生产来说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y 比其他产品更安全。
 y 相对于其他产品所需用量更少。
 y 使用和处理过程不会伤害工人或社区。

老板有责任用你所能理解的语言让你获得化学品信息。文化程度低的工
人，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示范、讲解和实践练习以了解化学品。当你开始新工
作或分配到新岗位时，你的主管应该就你所用的化学品对你培训，包括如何安
全使用、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发生意外时如何应对。

化学品暴露

工厂使用的化学品，如果接触或进
入身体，就会影响你的健康。某些形态
的化学品比其他形态更危险。例如，固
体和重液形态的化学品比较稳定，除了
研磨、加热和锯切时产生的粉尘和烟雾，

作为机器操作员，我们接受了如何使用化学品的培训。包括如何
混合和存储，以及如何清洁机器。但我们看到同事生病之后，才

意识到培训并没有讲到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

警告！不要用闻、尝或摸的方式来分辨
化学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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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太可能进入空气。粉末、喷雾或气体，以及使用某些化学品时产生的灰
尘、烟雾和油烟，则更为危险，因为它们可以快速进入空气之中，且小到可以进
入鼻子和肺部。	 随着化学品的散播，它们会落在地板、窗户和工作台面上，机器
内部，以及吸尘器和通风管道内，这样你就更有可能与之接触。

暴露的迹象

以下是化学品暴露的迹象：

	y 感到鼻子、喉咙或肺部刺激，或呼吸困难。

	y 你能感觉到化学品沾到皮肤上，特别是皮肤感到灼烧或瘙痒时。化学品
沾到皮肤上还可能导致皮疹或其他皮肤问题。

	y 口中有化学品味道，这可能是吸入、吞食或皮肤吸收化学品所导致。

	y 感到化学品的影响，比如头晕、迷糊、易怒或生病。

如果出现这些迹象，应远离化学品，并将问题告诉你的同事和主管。

我的专家说空气中什么
都没有，不违反健康标
准。你们自己看报告！

那为什么我们使
用清洗剂时会头
晕恶心？

它有怪味，我
闻了会头疼。

化学品还沾到
了我的手和衣
服上！

谁更清楚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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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健康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发展出明显迹象，特别是生殖系统问题
和癌症。因此，如果担心出现了化学品暴露，应告诉你的同事和主管，并采取行
动防止问题恶化（详见164-172页“保护工人免受化学品侵害”一节）。

职安健专业人员经常需要针对限制化学品暴露展开调查。在询问工人时，
应从厂内各个车间或部门多找几人私下访谈，这样厂方就不能猜到某些特定信
息是由谁提供。

化学品如何接触和进入你的身体

通过鼻子和嘴巴吸入。当你闻到一种化学品时，其
实就是在吸入它。但有些化学品没有任何气味；或者你
习惯了某种气味，就不再对其在意。

接触皮肤和眼睛，或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有时你
会看到雾气、液滴、烟雾和气体。	 如果没有用抽风机或其
他类型的换气设备将其去除，它们就会通过皮肤、眼睛的
湿润部分、鼻子和嘴巴进入人体。

通过嘴进入。虽然你不会故意吃下化
学品，但如果手或衣服上沾有化学品，它就会在你抓取食
物或抽烟时进入你的口中。粉尘或飞溅出的化学品也会落
到你的嘴唇或嘴里。你也会吞入已经在香烟、食物或水中
的化学品。这些情况比你想象的更频繁。

大多数工人在工位上要使用不止一种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可能与

工作材料中的其他化学物质发生反应。进行有关化学品和健康影

响的培训时要记住，有时工人的健康问题是多种化学品共同造成

的——而不仅仅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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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暴露量

如果接触了少量化学品并很快将其洗掉，暴露量可能不会太多。如果被化
学品溅到或吸入化学品，就可能是大量暴露。不同化学品的危险剂量也不同。

如果工厂发生事故，通常工人和雇主都知道自己会面对化学品暴露。但
是，对工人伤害最大的，是平时的暴露——因为日常都习惯了，所以反而没人关
注。虽然每次暴露的剂量可能很小，但长期就会导致严重问题。

雇主和政府有责任监测工作场所的化学品，并采取行动减少危害健康的暴
露。不幸的是，许多公司并不进行监测，也没能给工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政府机
构也经常因为人员设备不足，或腐败而不去落实安全标准。

许多化学品，即使剂量符合安全标准，仍会伤害工人健康。如果担心或认为

老板说都是安全的，
不会让我们生病。	
但从来没见过老板
去测，我们也不知怎

么测！

职安健专业人员受到的教导一般说，大多数化学品都可以安全地使
用——只要没有暴露太多，人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但研究人员证明，
有些化学品即使暴露很少——少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剂量，
也是危险的——因此所谓的“安全使用”标准其实根本不安
全。例如，极少量的BPA（双酚A）、邻苯二甲酸酯和铅都会造
成危害。随着研究的深入，安全的摄入剂量限值也将越变越

低。但有谁愿意在“标准”改变之前“安全”地摄入化学品？

安全标
准不能
由资方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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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检测 

有两种测量化学品暴露的方法。最好的一种是测量周围空气中的化
学品含量，并与安全标准比较。第二种是测量人体中化学品的含量，并与
安全标准比较。这些检测大都很昂贵，企业一般只在政府机构强制要求时
才会做。

测量人体内的化学品

一些企业会在所有工人入职（上岗）时测试他们的血液和尿液（基线
测试），然后再与一段时间后的测试结果比较，便可知道工作场所是否有
造成问题。很明显，最好是一开始就使用更安全的化学品和工艺流程。但
如果健康问题是几年后才会出现	，这些测试就很有用了。

安全资料表（SDS）通常包括有关化学品安全剂量的信息，有时也包
括如何检测化学品的信息。

测量空气中的化学品

这种测量需要用专门的小型气泵每天不同时间在工作场所取样，然
后将泵内的过滤器送到实验室检测。实验室能检测许多化学品，但通常只
会检测要求寻找的化学品。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在工作场所现场检测空气
中的特定化学品或某一族类化学品。

如果你在辐射环境中工作，雇主还应检测工作区域的辐射水平。工作
区域应安装相应仪表，或让所有工人佩戴辐射测试卡或单人辐射表，来监
测辐射暴露水平。

化学品暴露使你生病，请向职安健专业人员、其他工人、工会、环保团体或卫生
工作者咨询，以便尽可能了解你所使用的化学品。许多职安健专业人员会告诉
你，某些标准虽然合法，但其实保护不够；他们还会把你和工友的症状记录在健
康笔记中（见47页）。为了让危害健康的化学品被禁用，不愿妥协的工人也常常
和雇主、化工企业、甚至政府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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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造成的健康问题

化学品对人的影响多种多样。有些人会马上出现头痛、头晕、皮疹等短期
问题。还有些人不会马上出现症状，或症状在身体内部，无法被看到或感觉到。
有些化学品可能只会导致一种类型的健康问题，而另一些则会导致多种类型
的问题。

急性健康影响

当化学品接触皮肤，或进入鼻子、嘴巴或腹内时，
会立即造成健康问题。这些是“急性影响”。

烧伤、呼吸困难、眼花、咳嗽、头晕和昏厥都属于急
性影响。出现急性健康影响，应迅速治疗，防止造成长
期受损。	

慢性健康影响

化学品接触或进入身体数月或数年后，会导致慢性
健康问题。一次性大量暴露也可能导致慢性健康问题。

癌症、肝肾损伤、神经系统疾病和脑损伤都属于慢性
健康问题，一般是经年累月积累的结果。有些慢性问题可
以治愈（比如一些癌症）或可以控制（比如肾损伤）；另一
些则是永久性的（比如神经和脑损伤）。

把你使用的化学品告诉医务工作者

如果你觉得某些问题是化学品导致的，求医时应
尽量带上化学品容器上的标签，或者写下该化学品
或产品的名称拿给医务工作者；描述该化学品样子、
气味和用途；解释你为什么觉得它让你生病或受伤。
虽然大多数医生对化学品的了解不多，但如果想要知
道某种化学品对健康的影响，他们是有渠道做到的。

急性健康影响会立即出现。

慢性健康影响要经过一段
时间才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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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会刺激皮肤、眼睛、鼻子和喉咙

使用化学品时，你的眼睛可能会发红发痒。你也可能出现皮疹、打喷嚏、咳
嗽、喉咙痛、流鼻涕，还可能在上班时或下班后呼吸困难。远离化学品后，刺激通
常会减弱。刺激可能是受到化学品伤害的第一个迹象。要了解有关工作场所化
学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B：常见化学品和材料。

在你的健康笔记中记录皮疹、喉咙痛和其他问题，包括起始时间，
何时好转或变糟，以及其他有助于找出致病化学品的信息。

出现疹子怎么办

皮疹会让人不舒服，它可能是化学品引起健康问题的迹象。如果工作
中使用的化学品导致了问题，你应告诉雇主，并向医务工作者求助。如果
继续接触这些化学品，你的病痛也会继续。	

以下做法可以减轻皮疹引起的问题：

•	 遮住受刺激的皮肤，使其避免接触化学品液体或雾气。戴手套可能
会有帮助，但要确保你没有对乳胶手套过敏（265页）。
•	 用温和的肥皂和水洗手。强效的肥皂和化学清洁剂可能会刺激或损
害皮肤。
•	 上班和吃饭前后洗手，然后涂上保护性手霜或乳液。含
有抗组胺或皮质醇成分的乳液可以减轻瘙痒和红肿。
但它们的效果并不持久。
•	 自制燕麦止痒布。燕麦粉或其他淀粉煮沸凉凉，将
一块干净的布浸入其中，然后把布盖在瘙痒处。
问问社区街坊是否知道其他类似方法。
•	 穿宽松衣服，这样不会摩擦皮疹处，又可以将灰
尘、化学品和细菌隔开。有些机器的部件会把宽
松的衣物卷入，如果在这样的机器周围工作，就
不要这样穿着。新鲜空气有助皮疹愈合，所以下
班回家后不要将其遮盖。

清洗身体后，用橄榄
油或其他无害油脂
或乳液揉搓皮肤，可
以防止皮肤干燥或

开裂。

健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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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烧伤 

轻度化学烧伤会使皮肤变红，但能迅速愈合。严重化学烧伤可以穿透皮
肤，引起水疱——比如高浓度漂白剂或氨水导致的烧伤。氢氟酸导致的烧伤不
会立即出现症状或疼痛，但会深入皮下。	一些烧伤会使皮肤感到冷和麻，例如
掺杂气体导致的烧伤（482-484页）。

即使仅有少量化学品溅到身上，也要立即清洗——用水冲洗15分钟，并且
更换防护装备和衣物。

化学品会导致过敏 

身体接触化学品后出现皮疹、眼部或鼻子刺激、瘙痒、流泪不止、咳嗽或
呼吸困难，都属于过敏。对某种化学品的过敏反应，会在开始使用该化学品时
出现，但一般停用后会有好转。令你过敏的化学品，不一定令其他工人过敏。过
敏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

一旦你对一种化学品过敏，你就会一直对其过敏。如果继续使用该化学
品，过敏就会加剧；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甚至可以致死。雇主应把发生过敏
的工人换到不会接触过敏原的岗位，而不是将其解雇。

如果出现过敏

一旦出现过敏症状，立刻告知你的主管。

向主管提出调到不用接触使你过敏的化学品的岗位。如果
不能调岗，要求雇主提供防护装备（见第18章：个人防护装
备）。

苯海拉明或其他抗组胺药物可以快速缓解过敏反应。

求医——卫生工作者可能会给你急救药物，例如沙丁胺醇吸入器，以防你
出现哮喘或其他过敏反应。

有关哮喘急救和治疗的信息，请参阅《医生就在你身边》一书的第十
三章第九小节。

健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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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会导致哮喘和其他呼吸问题

肺部的呼吸管道发炎时，难以吸入足够空气，这时就会发生哮喘。气短、
胸紧和喘息都是哮喘的症状。有些哮喘是短期健康问题，远离致病物质后就会
消失。但大多数哮喘是慢性的，这意味着它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伴随患者一
生。

有些人出生时就患有哮喘，也有些人是因过敏而患上，还有些人是因工作
而患上。有些工厂会使用颗粒微小的材料，如棉纤维、沙子、环氧树脂、异氰酸
酯以及某些染料，吸入它们会导致哮喘。如果已经患有哮喘，吸入这些物质会
使病情恶化。

化学品会损伤内脏

有些化学品会缓慢毒害并破坏身体特定部位，如脑、神经、肝、肾或肺。吞
入或吸入某些化学品会导致身体内部立即中毒或烧伤。如果没有马上医治，甚

鞋底发出的味
道让我头晕和
头痛。

身体有哪些部位
是不会被化学品
伤害的么？

绘制身体地图（42页）可以帮助工人了解化学品如何伤害人体内的器官。

氢氟酸和碳氟化
合物会引起心律

不齐。

许多化学品会损害消
化系统，有的还会导致

癌症。
许多金属会导致生殖健康
问题，例如难以受孕或容
易流产，或是伤害子宫内的

胎儿。

大多数化学品都会伤
害呼吸系统；其中一
些，比如苯，还会引起

肺水肿。

掺杂气体会毒害肝
和肾。

四氯乙烯（PERC）和偶
氮染料会导致膀胱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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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死亡。有的化学品会导致慢性中毒，天长日久也会使人重病或死亡。化学
品也可能削弱身体抵抗感染和其他疾病的能力。

化学品会造成性和生殖健康问题

大多数妇女都可以怀孕，有健康的妊娠，并生下健康的婴儿。但工作场所
使用的化学品会对男性和女性造成各种类型的生殖健康问题。有些化学品只会
导致一种问题，另一些则会导致多种问题。

月经问题：化学品对女性生殖系统造成伤害的早期迹象之一，就是月经变
化。之前有规律的经期变得不规律（包括没有月经和月经太少或太多），就是有
问题的迹象。但是，太多压力和其他社会性问题也可能导致月经变化。

性问题：一些化学品会降低男女性欲，也会导致男性阳痿。

生育问题：一些化学品会影响男性的精子或睾丸，以及女性的卵子或生殖
器官。这会导致怀孕困难、早产或不育。

流产：大多数流产是正常的，并非由化学品引起。但是，如果出现多次流
产，且工作中要用到化学品，那么二者就可能有关。更多有关流产的信息，请参
阅《妇女身边的医生》一书，并向卫生工作者咨询。

子宫内胎儿的问题：一些化学品会影响子宫内的胎儿，阻止其良好发育。
这些胎儿出生时会体型过小或体重过轻。还有一些化学品会导致出生缺陷，
包括身体和精神残疾——有些缺陷出生时就能看出，有些则要过一段时间才显
现。导致出生缺陷的化学品被称为“致畸”化学品。化学品安全资料表有时会
标出导致出生缺陷的可能性有多大。一些化学品会影响胎儿的大脑，导致学习
困难。许多化学品会通过母乳传递。

性和性健康是难言之隐。在许多地方，有生育问题的女性会受到歧
视，所以她们可能不愿谈论这些问题。但是，记录下你和工厂同事的性
和生殖健康问题，有助于发现和减少使用有害化学品。在小型、非正式
和同一性别的小组中讨论这些问题，可能比在大型会议中讨论更好。
也可以邀请人们匿名向你发送信息（如短信、邮件或小纸条）来讨

论，并同意为他们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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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会导致癌症

癌症是一种严重疾病，它会攻击人体内的细胞，并改变其生长方式。癌细
胞会生长成肿块，在身体各处都可能出现，包括皮肤、肺、肝、血液、骨髓、脑
和其他部位。有些癌症，你在触碰身体相应部位时就能感觉到，如乳腺癌。但
有些是在身体内部，就很难发现。

如果早期发现癌症，常常可以治愈。但有些癌症很难治愈，甚至会致死。

人们患癌症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化学品暴露。但是，我们在工作、
家和社区中会接触许多化学品，所以往往很难知道和证明癌症是由工作中使
用的化学品造成的。

大多数癌症致病过程缓慢，接触致癌物几年后病征都不会出现。许多工人
在使用致癌化学品之后，过了很多年才患上癌症。

在车祸中，人们常常受到不同伤害。比如有人只是瘀伤，另一个
人却死了。尽管伤害不同，但没人会说造成伤害的不是车祸。但

是，如果在一家电子厂中，有的工人因化学品患上癌
症，有的没有，公司就会说这种化学品没问题。但我们
知道，不管从科学还是法律角度，即使有些工人没有生

病，但癌症确实是由化学品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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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导致的癌症

	y膀胱癌：砷化氢（483页），偶氮染料（486页），四氯乙烯（PERC）
（524页），X射线（515页）。

	y血癌（白血病）：苯（522页），甲醛（497页），四氯乙烯（PERC）
（524页），X射线（515页）。

	y脑癌：铅（504页）。

	y肾癌：砷化氢（483页），铅（504页），镉（504页），三氯乙烯（TCE）
（524页）。

	y肝癌：砷化氢（483页），偶氮染料（486页），二氯丙烷（524页），多
氯联苯（PCBs）（489页），四氯乙烯（PERC）（524页），三氯乙烯（TCE）
（524页），氯乙烯（512页），X射线（515页）。

	y肺癌：砷化氢（483页），镉（504页），六价铬（504页），铅（504页），镍
（504页），三氯乙烯（TCE）（524页）和X射线（515页）。

	y鼻癌和喉癌：甲醛（497页），镍（504页），四氯乙烯（PERC）（524页）
，X射线（515页）。

	y前列腺癌：镉（504页）。

	y皮肤癌：砷化氢（483页），紫外线（515页）。.

	y胃癌：铅（504页）。

	y睾丸癌：邻苯二甲酸盐（509页），多氯联苯（PCBs）（489页）。 

上述癌症，只是本书提到的化学品确定会导致的癌症。本书提到的
其他化学品，可能也会导致癌症；当然，还有许多本书没提到的化学品也
会导致癌症。

有关引起生殖健康问题的化学品的信息，请参阅本书382页。有关如
何及早发现生殖系统癌症的信息，请参阅本书384页。

更多有关致癌化学品的信息，请参阅附录B：常见化学品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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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人免受化学品侵害

确保工人、社区和环境不受侵害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更少和更安全的化学
品。在努力实现这一长期目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组织起来用其他方法减少化
学品的危害。

皮肤和眼部防护

当机器设备设置不当或状况不良时，会发生泄漏和事故。为保护工人免受
化学品泄漏、溅出和事故的伤害，老板有责任提供合适的装备，以及聘请和培
训足够的员工。但是，即使工厂条件不理想，工人也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工作场
所和工序，来防止化学品溅出、滴漏或泄漏。

减少工人化学品暴露的方法

危险性低的
化学品

有盖的化学品
容器

局部排风口

围裙

小刷子

手套

遮盖全脚
的鞋

防护眼镜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保护工人免受化学品侵害 165

用工具来操作化学品

避免直接用手触摸化学品。用刷
子、舀子和长杆工具来混合、测量或使用
化学品。老板应提供这些工具，但有时
为了适应特定的工作，工人也可以调整
现有工具或自制工具。另外，应使用适
合自身体型的工具。如果工具太大或太
重，肯定会导致更多的溢出和浪费。

使用防护服和防护装备

布、皮革和橡胶制成的手套和围
裙，长袖衣服以及可以遮盖腿脚的鞋裤，
可以挡住灰尘、膏剂、粉末和其他固体化
学品对皮肤的侵袭。它们也能阻挡液体
化学品的微量溅出。（见第18章：个人防护装
备）老板应根据你所面对的危险，免费提供
恰当的防护服，并在磨损或损坏后免费更换。

防护装备并不能消除你所面对的危险——它们只是限制这些危险对你造
成的伤害。穿上保护服后，你可能会感到闷热、不舒服。手套、围裙、口罩或防
护眼镜不合身，也会造成危险——如果太大或太宽松，可能根本起不到保护。太
大的手套会让你难以握住工具和做精确的工作。长而宽松的衣服，可能会卷入
机器，或者把你绊倒。

如果化学品进入衣内，立即脱去衣服并清洗皮肤。

防溅
挡板

长杆
工具

防护服

一些保护工人的措施

手套 防护面具
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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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空气中化学品的含量

当空气中有化学品时，我们很容易将其吸入肺部。雾气和灰尘会沾到皮
肤，会被眼睛吸收，还会进入口腔。即使不能完全消除空气中的化学品，也可以
设法限制其进入我们的身体。

减少来自敞口容器的烟雾和蒸气

使用容器时盖上盖子，能阻止化学蒸气进入空气。尽量缩小开口，足够工
具进入即可。尝试使用较小的工具，让每次取出的化学品刚好够用。取用的化
学品越少，进入空气的化学蒸气就越少。

减少来自化学浴的烟雾

化学浴释放的雾气和蒸气，会进入鼻子、眼睛、口腔和皮肤内。化学浴设备
没有槽边通风装置的话，一些
工厂会加入防泡剂来减少雾
化。也有一些工厂会在液体表
面洒满塑料片或塑料球，以减
少逸出的雾气量。不使用时，让
热的化学浴液冷却下来，也能
减少蒸气逸出。

吸入过多化学蒸气是危险的。 盖上容器，每次取用少量化学品。

不使用时，将化学浴容器盖住，不让蒸气
进入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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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焊接和塑料成型时产生的烟雾

当焊烙铁或波峰焊机太热时，焊料和助焊剂就
会产生烟雾。如果焊料含铅，则烟雾会非常危险。工
位排风口可以从源头清除烟雾。较新型的焊烙铁和
焊机可以让工人控制温度，防止焊料过热。较低温
度焊接产生的烟雾危险性较小。

塑料加工机是将熔化的塑料推入
或吹入模具中的机器。为减少烟雾，温
度不能太高，刚好够塑料熔化和塑模即
可。加工每批新塑料之前，机器应重新
设置和仔细维护，让温度和加工时间得
到控制。

定期清洁工作区域

含有化学品的灰尘、烟灰和烟雾会落在工厂内的
工作台、墙壁和地板上。如果没有立即清理，工人碰
到时就会让化学品沾染皮肤或衣服。定期清洁
能减少整个工厂的化学品。如果工
厂使用有毒物质，这种清洁尤为重
要。

焊接时温度不超过
250°C，可避免出现铅烟。

为防止塑料产生危险烟雾，工人需
要时间来调整和维护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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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喷雾和灰尘

喷涂化学品时，会有很多浪费——比如散在空气中或喷到工作台上。如果
必须给零件喷漆或涂膜，应用最少量的化学品来覆盖零件。使用喷箱可以将化
学品限制在一定区域。

喷涂易燃化学品会产生爆炸性蒸气，可能导致爆炸或着火。因此，喷涂易
燃化学品一定要使用有强力排风设备的喷箱或工位。

不要在可能产生火花或高温的工序和机器旁使用易燃化学品——比如焊
接、化学浴、烤箱或塑料成型机。

通风设备能减少你呼吸的空气中的化学品

你可能无法阻止化学品进入工厂的空气中，但通风设
备有助于减少你吸入的化学品。工位排风口或
抽风机可以吸走化学蒸气，不让其在
厂内扩散。屋顶通风口和排风扇有
助于将带有灰尘和化学品的空气从
厂内排出。这类通风设备虽然可以
保护厂内的工人，但如果后续没有
过滤和清洁，则排出的有害物质就

喷涂会使大量化学品进入空气。	 用刷子或海绵可以将化学品涂在需要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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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稀释进厂外的空气，将化学危险转移给周边社区。（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17章：通风）

封闭机器

大型机器会产生大量化学蒸气和烟雾，把它们封闭在通风良好的大箱子中
是最安全的。当机器工作时，箱子保持关闭状态；当需要装填、调整、清洁和维修
机器时，再把箱子打开。连接箱子的通风设备则把蒸气和烟雾排出工厂。更有一
些箱子，会先把废气收集过滤再排放。

电子厂、鞋厂和制衣厂的许多
机器都是封闭的，如自动焊接机、塑
料加工成型机和烤箱。这些机器收
集到的烟雾和固体废物，应由受过
相关培训的工人来清理和处置。维
护这些机器时，工人需要穿戴针对
相关化学品的最高级别防护装备，以使自己免受伤害。

必要时佩戴呼吸器

有些工作必须要戴呼吸器，但这并不是防止吸入化
学品的最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不使用吸入会有危
险的化学品，把烟雾封闭在机器内，以及良好的通风设
备。如果必须使用呼吸器，防护最全面的是带有过滤器
或自供空气的呼吸器——但戴上会使人感到闷热、不
舒服、呼吸困难。过滤器和其他部件也需要经常清洁
和更换。

呼吸器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当你认为自己可能会
吸入空气中的化学品时才使用。处理更危险化学品
的维护人员和工人，需要使用装有正确过滤器或自供
空气的呼吸器。另请参阅各种类型的呼吸器及其用途
（266-270页）一节。

你必须亲自戴上呼吸器
来检查是否合身。请参阅
检查呼吸器是否适合和
有效一节（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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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化学品进入嘴和肠胃

没有工人会故意把有毒化学品放进嘴里。但
是，化学品很容易沾到手或衣服上，再从这些地方
进入口中。就算戴了手套，摘手套或手套破了的时
候，化学品也会沾到手上，然后再沾到你触摸的其他
东西上。

为防止化学品进入口中，你需要在触摸食物或
香烟前洗手。对于接触铅、石棉、颜料、焊料以及研
磨铸造产生的有毒灰尘的工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
要。 用普通肥皂和水洗掉化学品。

我们的水是有毒的

在美国，自来水应该达到安全饮用标准。
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电子行业不负责任
的做法污染了饮用水源。当20世纪80年代电子
公司开始在这里生产半导体时，我们对它们并
不了解。政府也一样不了解。所以它们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有毒废物被倾倒在水中，还有
数千升化学品从储存容器泄漏到了土壤中。

开始这些公司声称没有此事，之后又说这不是
问题——因为这些化学品没有扩散，也没有毒性。	
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品污染了水体。我们坚持要让
这些公司承担责任。政府和独立机构对水进行了测
试，果然发现许多问题。硅谷受毒害的区域比美国
任何地方的都大。30年后，硅谷一些地方的水仍然
是全国毒性最强的；水体中的有毒溶剂，仍需数十
年才能清理干净。

人们喝瓶装水，是因为觉
得自来水不安全。但瓶装
水并非解决办法——塑料
也会产生污染，而且是不

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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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化学品进入饮用水

身体健康有赖于喝足够的水。但是，如果水或喝水的杯子被化学品污染，
就会导致病从口入。

	y 工厂应提供足够的清洁饮水。

	y 盛水容器应该盖住，使化学品和灰尘不能进入。

	y 将个人水瓶放在安全的地方。打开水瓶之前应洗手。

绝对不要用食物或饮料的容器（或者看起来像食物或饮料容器）盛放化
学品。人们看到饮料瓶，就会以为里面是饮料，而想不到会是危险化学品——
有人可能因此误饮。

绝对不要用化学品容器盛放食物或饮料。即使容器已经洗过，仍然可能
残留少量化学品——它们会进入食物或饮料，然后进入你的体内！

吸烟时，化学品会进入你的嘴里

在工作场所吸烟，会向空气中添加危险化学品；所有工
人，无论是否吸烟，都会吸入这些空气。

工厂使用的化学品会沾到香烟上

如果你手上有化学品，拿起香烟时，它们就会沾到香烟
上。你把这根香烟叼在嘴里，一些化学品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点燃香烟时，上
面沾着的化学品也会燃烧并被你吸入。

香烟烟雾是有害的

构成香烟和雪茄的烟草、纸张以及制烟所用的化学

	香烟是全人类的顽疾。
抽烟的人就像猴子一样被玩弄。

当心吧，亲爱的朋友。	
当心吧，亲爱的兄弟：

香烟的一端是火，另一端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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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燃烧后产生的烟雾会带有危险的化学品。烟雾携带的小颗粒会刺激眼睛和
喉咙。吸烟时，化学品会深入肺部，引发肺癌、肺气肿、哮喘和其他严重疾病，
并使其他原因导致的健康问题恶化。每年有数百万工人死于吸烟，他们死亡的
背后是大型烟草公司的巨额利润。

防止泄漏

防止化学品泄漏，比泄漏后的清理工作更容易，也更安全。

	y 储存和混合化学品的房间，应该防火、通风良好、温度可控并方便清
洁。

	y 运输化学品时，要使
用密闭且不易破损的
容器。移动装有液体
或粉末的容器时，要
使用带有侧挡板和防
漏托盘的推车。

	y 在工位上应使用小型
容器盛装化学品。把
散装和大型容器盛装
的化学品单独存储在
一个区域，更容易防
止和阻止泄漏。

	y 储存化学品容器开口
或阀门应位于顶部。

	y 将化学品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时，如果是液体应使用防滴水口，如
果是固体（如膏剂、粉末和颗粒）应使用勺子或其他合适的工具。转移时
应在容器下方放置托盘，以防泄漏和溢出。

	y 存放易燃溶剂区域，应铺上防静电垫，以防静电引起爆炸。转移易燃溶
剂时，为防止爆炸，可给每个容器接上地线；或者只给一个容器接上地
线，再把它和其他容器用电线连起来——这相当于所有容器共用地线。

	y 加工塑料时应控制温度。熔化的塑料过热也会发生泄漏或溢出。

将溶剂转移到贴有标签的小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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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化学品泄漏后，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和同事。如果你无法安全清理泄
漏，应帮助所有人离开泄漏区域。

	y 如果有人比你有更好的清理技巧——比如那些受过相关培训的同事，先
去找他们。
	y 清理化学品泄漏时一定要穿戴包括胶靴、防护眼镜和手套在内的防护
服装。	

1.	 控制泄漏

找出泄漏原因并将其制止。关闭泄漏设备。将倾倒的容器
扶起来。将泄漏的容器放在另一个容器内。	

2.	 遮盖泄露物

将土、沙子、锯末、粘土或类似材料盖在泄露物
上，可以吸收化学品。如果这些材料有可能被风
吹走，要再盖上一张塑料布。	

3.	 清理泄露物

将吸收了化学品的材料铲到金属桶或厚塑料容
器中。清楚标上该化学品名称和“废物”字样。	不要
用水冲洗泄露出的化学品，因为这会令其扩散，使问
题更严重。老板有责任正确处理化学废物。如果老板
没有这样做，你可以向当地环保部门匿名举报。	

工厂应该做到：

•	 组织清理泄漏的培训
•	 组织撤离演习
•	 在靠近化学品存放或使用的地方，储存好工具、防护装备、清理材料和
容器	

•	 备有向相关机构报告泄漏或事故的电话号码，及紧急求助的电话号码

如何 清理小型化学品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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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化学品的急救

如果有人呼吸困难，感到头晕、意识不清或恶心，或者如果你看到、闻
到或感觉到了化学品，你应该：

1.	把患者移出车间或工厂，使其呼吸到新鲜空气。如果出现工人不能
行动或失去意识的情况，工作场所应有应对计划。

2.	帮助患者保持冷静和舒适。

3.		如果患者吸入的化学品造成了下列后果，
应让其从氧气罐中吸氧：

	y引起严重的哮喘发作，如异氰酸酯和一些
染料。

	y导致肺部积液（肺水肿），如氨和氯。

	y使空气中氧气减少，如甲烷和氮气。

 y使血液中氧气减少，如一氧化碳和二氯甲
烷。

 y使身体难以使用氧气，如氰化物和硫化氢。

 4.	即使患者自我感觉好转，也要将其送医。

 5.	如果患者停止呼吸，应马上人工呼吸。工厂应定期组织人工呼吸
培训。

急救

	y 可能造成化学品泄漏的容器、管道、泵、阀门和机器，要经常检查和维
护，特别是那些手动和自动的开关。及早发现损坏和磨损的零件，就可
以在导致泄漏前将其维修或更换。

化学品急救
尽管我们要尽力防止事故，但每个工厂都可能会发生事故。如果雇主能让

工人定期接受急救培训并准备好所需用品，事故可能就不会造成严重伤害。每
个车间每班工人都要有一人或多人接受过相关培训，负责在发生事故时组织大
家安全撤离，提供急救，并在需要时寻求更多帮助。应有人负责定期检查急救用
品是否充足、未过期，以及淋浴、洗眼台等设备是否清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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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或眼睛接触化学品的急救

每个使用化学品的车间都应设有紧急淋浴和紧急洗眼台，并备有足
够冲洗15分钟的清水。最重要的是，应针对所使用的化学品对工人进行
急救培训。
如果化学品接触皮肤：

1.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接触部位至少15分钟。
越早开始冲洗，冲洗时间越长，受到的伤害就
越小。

2.	 如果是易燃或易被皮肤吸收的化学品，则需
30分钟到1小时的冲洗。

3.	 洗去化学品后，即使没有伤害迹象，也要将该
人送去医院或诊所，并向医护人员提供该化
学品的信息。

4.	 处理HF（氢氟酸）烧伤必须用葡萄糖酸钙。（详
见66页）

如果化学品溅进眼睛：

1.	 保持冷静。

2.	 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眼睛至少
15分钟。

3.	 如果有紧急洗眼台，立即使用，冲洗
时用手指撑开眼皮。

4.	 如果必须用手撩水清洗，要保持眼睛睁开。可以请他人帮忙撑
开眼皮。

5.	 如果患者不能站立，他人可以把水倒在患者眼睛上。如果只有
一只眼睛接触到化学品，应让患者头部偏向这只眼睛那边，清
洗时水从这边流走，就不会沾染另一只眼睛。如果双眼都接触
到化学品，应让患者躺下，头部后仰，施救者从患者鼻梁上方倒
水冲洗双眼。

6.	 尽快就医。	

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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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进入口中的急救

1.	 帮助患者保持冷静。

2.	 找出该化学品的标签或任何相关信息。通常标签上会有急救信息，
包括对“误食”的急救措施。它会告诉你是否应否将该化学品呕
出。遵循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3.	 标签可能会列出误食后的解毒剂。如有所列解毒剂，给患者服下。

4.	 对中毒者来说，活性炭是普遍且廉价的治疗方法。除了化学品标签
或SDS上写有不能服用的情况，都可以给患者服用活性炭。

5.	 可以让患者喝一杯水或牛奶，除非标签说不可以。但不要喝太多。

6.	 尽可能按照标签指示处理之后，应迅速将患者送去诊所或医院。
同时要带上误食化学品的名称、标签和任何其他信息。

7.	 如果患者失去意识，应让其侧躺，以免呕吐物堵塞气管。应检查患
者的呼吸。迅速找人帮助将患者送医。

急救

侧躺可以使患者呼吸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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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该有什么

•	 急救委员会和培训。这样工人就能知道如何应对化学品造成的紧急
情况，包括如何人工呼吸，如何操作紧急淋浴和洗眼台，以及如何
快速将患者送医。	

•	 针对工厂所用化学品的急救用品，如氧气罐、活性炭、葡萄糖酸钙
或处理化学烧伤的用品。

•	 重要电话号码。用来在事故发生后快速呼叫救护车，通知诊所、医
院以及政府的安全和卫生部门。

•	 应在所有使用化学品的车间设有紧急淋浴和洗眼站。	

•	 带报警器的空气监测器，可在空气中化学品含量过高时发出警报。	

•	 清洁的饮水。

•	 日常以及事故和清理时要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还应准备多种尺寸的
服装和鞋子，以防工人需要换下被污染的全身衣物。

急救

如果没有洗眼设备，
可以让患者仰卧，从
上方倒水清洗。水流
方向应该是从内眼角
流向外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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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工厂中使用的化学品

许多工人不知道自己使用的化学品是什么。化学品容器上可能没有标签，
或者只标有用途（比如“玻璃
清洁剂”）；你可能只知它的
外号（比如“黄又臭”），而不
知它的真名。

你有权了解自己工作
中要用的化学品。通过了解
更多相关信息，你可以找到
合适的医疗或专业帮助，可
以组织工友要求使用安全
化学品，还可以与雇主一起
努力减少化学品暴露并消
除有毒化学品的使用。	

与其他工人交流 

询问他们对于厂里所用化学品的了解和发现。收集这些化学品的所有名
称，包括商品名、通用名和俗称。写下有助于识别的特性，包括用法、用途、颜
色、气味以及雇主给的使用说明（比如“稀释时要将化学品倒入水中，而不是
把水倒入化学品中！”）。与各个部门的工人交流，包括负责运输和接收化学品
的工人，负责储存和配制的工人，以及负责处理化学废物和化学品容器的工
人。他们一般都知道化学品的名称，或者可以找到这些名称。

写下你或其他工人使用或运输化学品时感觉到的任何健康问题。问题可
以是：你在工作时或下班后会感到不舒服吗？是否觉得在某些车间感觉更好或
更差？放假时，会不会感觉更好？

向其他工人展示如何做健康记录和寻找规律：在某些岗位工
作或使用某种化学品时，是否经常身体不适？立即感到不适，还是
下班之后才感觉到？

你必须保证我们的安
全，还要给我们提供安
全使用的培训和工具。

如果不知道这种化学
品对健康的危害，我
们是不会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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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化学品？

如果知道化学品名称，你通常可查到它对健康的影响。如果不知道名称，
你也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气味、用途和其他特点来找出它是什么。查阅附录B：
常见化学品和材料，有助于确定化学品是什么以及了解特定化学品的危害。

事实上，许多化学品的危险性根本没有人知道，因
为它们对人的影响并未经过充分研究。进行科学研究
很花时间，立法对人保护需要的时间更长。更
复杂的是，科学家很少研究混合化学品对人
类健康的影响。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使
用单一化学品。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应该
只使用那些已被证明是安全的化学品。

阅读标签

每个化学品容器都应贴有
用工人懂得的语言写成的标签。
如果你使用的容器没有标签，应
要求主管提供相关信息。你也可
以去找运输部门的工人，问问他
们是否可以分享化学品运来时
所用的大型容器上标有的信息，
或者你也可以尝试自己查找更多
信息。在某些国家，法律要求这
些标签上的信息应用多种语言
写出。

我们刚刚懂得怎样安
全使用一种化学品，雇
主就把它换成了一种
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危险!
液体和蒸气高度易燃。溅入眼睛会引起严重刺
激。吸入会引起嗜睡或眩晕。
使用注意事项：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禁止吸
烟。保持容器密闭。避免吸入蒸气。在通风良好的
环境使用。佩戴眼部防护装备。
急救：吸入：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使其保持
呼吸顺畅。如感觉不适，请看医生。接触眼睛：用
水小心冲洗数分钟。如有可能，取下隐形眼镜。继
续冲洗。如眼部刺激持续，请看医生。	
紧急情况：如起火，请喷水扑灭，或用耐醇泡沫、
干粉或二氧化碳扑灭。	
制造商：贪婪化学品公司。美国，爱荷华州，昂利
威尔市，昂利威尔大街111号，邮编：11111。

CAS #67-63-0

 异丙醇 (IPA)
 含有: 异丙醇 . . . . . . . . . . . . . . . . . . .70%
 惰性成分: 水 . . . . . . . . . . . . . . . . .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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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安全资料表（SDS）

化学品制造公司会为每种产品发布一张信息表。它们以前被称为材料安全
资料表（MSDS），现在被称为安全资料表（SDS）。

SDS通常很长，也难以理解。虽然
同一家公司的产品都会用相同格式的
SDS，但不同公司的SDS，即使是同一种
化学品，内容也可能相差很大。为获得
一种化学品的更多信息，应阅读不同制
造商的SDS。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
组负责阅读一个部分。
遇到不明白的术语或
数字时，我们会互相询
问。	然后所有人一起
再把整个表看一遍。

工厂管理部门应保有工厂使用的每种化学品的SDS。老板应将这些SDS
的副本（用工人懂得的语言写成）提供给工人（请参阅对化学品的知情权一节
（183页））。

组织起来要求老板提供最新版SDS的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以其他方式获得
它们：

	y 询问负责签收和储存化学品的工人是否有SDS，如有，可否给你一份。

	y 从容器标签上找出生产该化学品公司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然后要求他们寄
一份以你的语言写成的SDS。	

	y 请工会、工人中心、环保组织或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SDS或化学品
信息。

	y 上网查找，按化学品名称和CAS号搜索。查看生产该化学品公司的网站以
及从其他来源提供SDS的网站。比较不同的SDS，因为它们可能有不同的
信息！
在附录B提供的一些网站中，你可以找到有关化学品的更多信息。但这些

网站的许多信息和SDS一样难懂！

如何 找到和读懂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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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醇安全资料表（SDS）
1.	产品名称和制造公司：
异丙醇酒精	 公司：Poy	Son	Yu,	Inc
别名:	2-丙醇， 地址：美国加州，	科琳娜苏恰亚斯，
	 						异丙醇,	IPA		 													555号邮政信箱
	 	 电话：（900）800-0008

2.	成分和成分信息
异丙醇		 100%																				CAS	#	67-63-0
成分信息:
根据CFR	1910.1200，该产品被认为是危险的。

3.	 危害识别
该产品为清澈、易挥发、易燃液体。高度易燃。
急性影响：刺激皮肤和/或上呼吸道，嗜睡，头疼。
慢性影响：接触皮肤有轻微危害（干燥、皲裂）。	
ACGIH致癌分类：A4（无法分类为人类或动物致癌物）
IARC致癌分类：3（无法分类为人类致癌物）
吸入：对眼、鼻、喉轻度刺激。
食入：嗜睡，头痛。
皮肤接触：皮肤干燥、开裂。

4.	 急救措施
眼睛：用水冲洗至少15分钟。求医。
皮肤：用肥皂和水清洗。脱掉受污染的衣服和鞋子。求医。
吸入：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应吸氧。求医。
食入：不要呕吐。求医。

5.	 消防措施
产品易燃性：易燃。
闪点：12°C（53.6°F）
自燃温度：339°C（750°F
火灾危险：有火花或高温时极易燃烧。	
															注意：靠近无形火焰也可能燃烧。

爆炸危险：有火花或高温时会爆炸。
灭火方法：水可能无效。不要用强力水炮，因为这可能使火焰扩散。
用水冷却暴露于火焰或高温中的容器。
小火：使用化学干粉灭火。
大火：使用耐醇泡沫、二氧化碳、喷水或水雾灭火。

6.	意外泄露处理
少量泄露：用水稀释并擦干。泄露物放入处理容器。
大量溢出：移走热源和明火。	用干燥的土或沙子吸收。	

7.	 操作和储存
注意事项：远离高温。远离氧化剂和酸。确保所有设备接有地线。
储存建议：放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单独储存。储存在密闭容器中。

即使成分配比为商
业秘密，也要列出
有毒化学成分。

这是该化学品火灾
和健康危害的总
结。更多相关信息
将在第4、5、11条
列出。如果没有提
及健康影响，并不
说明该化学品是安

全的。 

化学品可能有多
个不同名称，但
只有一个CAS号
码。CAS号码是
识别化学品的最
佳方法。

查看灭火使用
的材料或化学
品。如果没有正
确的灭火用品，
你将无法灭火。

安全操作和储存
化学品，可以防
止工厂火灾和事
故。更多信息见
第10条。 

对于皮肤接触，
请查看用水冲洗
是否足够，以及
是否有其他推
荐疗法。对于食
入，请查看应否
催吐。

如何控制和清理泄
露。有关防护和清
洁设备的信息，见

第8条。 

查看该化学品是否易燃，
以及怎样会导致燃烧或
爆炸。遵循这些指示可以
防止工厂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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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暴露控制和个人防护
工程控制：使用防爆排风设备。提供工位和整体排风去除蒸气和雾气。
使用接地容器，防止静电火花。确保洗眼台和安全淋浴器靠近工作
区。

个人防护装备：
皮肤：穿戴抗渗手套和阻燃防静电防护服。
眼睛：佩戴带有侧面挡板的防护眼镜。出现泄漏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使
用防化护目镜和面罩。

呼吸系统：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使用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
究所）认可的呼吸防护装备。

清理大型泄漏时的个人防护装备：防喷溅护目镜，全身防护服，	防蒸气
呼吸器，靴子，手套。	

暴露极限：OSHA	 PEL=400ppm	 OSHA	 STEL=500ppm	 IDLH-		
2,000	ppm	TWA：983	STEL：1230（mg	/	m3）[澳大利亚]	TWA：200	
STEL：400（ppm）来自ACGIH（TLV）[美国]	[1999]
9.	 物理和化学性质
物理状态和外观：液体。
气味：宜人，类似于乙醇和丙酮的混合味道。
味道：略苦。
颜色：无色。
气味阈值：22ppm（Sittig，1991）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稳定。
远离：高温，火源，不相容材料。
不相容性：会与氢+钯的组合、硝基甲烷、发烟硫酸、COCl	2、三异
丙醇				铝、氧化剂发生剧烈反应。
11.	毒理学信息
LD50-路径：吸入;	剂量：72.6mg	/	L	/	4H
LD50-路径：口服;	剂量：4,396	mg	/	kg
LD50-路径：皮肤;	剂量：12,800	mg	/	kg
急性影响：造成眼部、皮肤和粘膜刺激。吸入有害。如果吞下，会造成头
痛和其他神经系统影响。

慢性影响：反复接触可能导致膀胱、肾脏和肝脏损伤。
致癌作用：ACGIH分类为A4（无法分类为人类或动物致癌物），IARC分
类为3（无法分类为人类致癌物）

生殖系统毒性：可能导致胎儿发育不良或致畸（动物实验发现，有胎儿
毒性，会造成发育异常。在人类母乳中检出。）

发育毒性：分类为生殖系统/有毒/女性。	
12.	生态信息
生态毒性：水中生态毒性（LC50）：100,000mg	/L	/96小时	[胖头鲦鱼]。
13.	废物处理信息
根据地方和国家法规，作为特殊废物处理。
焚烧处理外，还可以考虑用来制造混合燃料。
14.	运输信息
有关运输时应带有哪些标签的信息。
15.	监管信息
更新日期：	2014年1月13日。以及其他重要信息。

如何安全处理废
弃的化学品。

取得最新版的
SDS。 

生殖毒性：影响
生育健康后代的

能力。
致畸：导致出生
缺陷。

胎儿毒性：会损害
子宫内的胎儿。
发育毒性：会影响
胎儿的发育。

查看需要何种
排风：工位、整
体还是封闭？

 这些以百万分浓
度为单位的数值，
是用昂贵的设备
测量出来的。在这
些数值之内并不
一定就是安全的，
但我们至少要以
这些数值为起点
去争取。

远离这些化学品
和条件，以避免
危险反应。

查看日常和发生
事故时分别应使
用什么样的手
套、防护眼镜、防
护服和口罩。 

本条有助你通
过外观、味道
或气味来识别
该化学品。

查看哪些器官
会受到该化学
品影响。

LD50的意思是能
杀死一半测试动物
的有毒物质的剂
量。数字越小，危险

越大。

该化学品对环境
的危害，以及会
危害多长时间。

是否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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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化学品的知情权

国际劳工组织化学品公约（第170号）支持保护工人和环境免受有害
化学品的侵害。该公约指出雇主必须提供：

信息：在任何人要求的情况下，工厂主必须提供该厂使用的所有化学品的
信息和化学品资料表。工人有权要求老板提供这些信息。

保护：工厂主应对厂内工人的安全负责，必须监督化学品含量，确保其符
合法律规定。工厂主还应免费向工人提供安全服装和设备，并替换失效
的装备。

安全处理：工厂主有责任安全处理所有危险化学品及其容器。

培训：必须为工人提供关于使用和处理化学品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培训。

急救和紧急处理：任何使用化学品的工厂都应在相关车间设有紧急淋浴
和冲洗台。所有工人和管理人员都应知道如何处理紧急情况。

如果担心你或他人的安全或健康正面临严重风险，你有权离开风险
区域。你应通知你的主管。	本项公约保护这样做的工人免受处罚。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性癌症公约（第139号）规定，政府必须：

	y 用非致癌性化学品替代致癌化学品。

	y 防止工人直接接触已知会引起癌症的化学品。

	y 向工人告知致癌化学品的危害以及防护方法。

附录A介绍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促进工人权利的国际组织
的作用。

社区资源

工会、妇女团体和环保组织也许能帮忙获取信息。如果知道某种化学品名
称，你可以去图书馆和上网找到相关信息。但是即使不知道名称，有时也可通过
其他信息（如用途、颜色、气味等）来找出是什么化学品。任何信息都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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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知道工厂正在使用什么化学品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新泽西的一群工人、环保活跃分子和社区成员
聚在一起，要求政府通过“知情权”法。这项法律将使工人有权知道工作场
所中使用了什么化学品。

工人及工会长期以来都要求雇主告诉他们工作中到底使用了什么化
学品。但雇主一直拒绝，因为法律在他们那边。即使工人出现皮疹或呼吸
困难，雇主也不必说明工人接触到什么化学品。他们说：“如果我们告诉了
工人或卫生检查员，我们的‘商业秘密’就会公开，从而失去竞争力。”	他们
宁愿让工人死去也不肯透露化学品的信息。

虽然工人处于化学暴露的前线，但他们并非唯一受害群体。空气和水
污染，填埋到社区内的有毒废物，以及意外的有毒泄漏和火灾，让新泽西
居民饱受各种化学品的侵害。因此他们也愤怒了！

工厂内外的联合是非常成功的策略。母亲、政治家，环保人士、工会会
员，各界活跃人士汇聚到了同一个旗帜之下：我们有权知道！

环境危机又让更多人站出来支持和争取新法律。终于，“知情权”法案
在1983年获得通过。

“知情权”法是一项重大进步，但它对工人和社区的保护还不够。在
企业界试图推翻该法的同时，活跃分子也在继续组织，他们要求公开披露
并安全使用化学品，安全处理化学废物，制定阻止事故发生的政策，以及
增加应对事故的培训。

我们开始不认为我们能够改变工厂里的任何东西。就
像是，你找到一份工作，知道会使用有毒化学品，但你
无力改变。要么接受，要么走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厂外人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引起厂内政策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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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们的家人和社区

使用更安全的化学品是保护工人及其家人的最佳方法。但是，即使工厂里
使用了危险的化学品，你也可以想办法不将其带回家。回家之前换衣服和洗澡，
有助于保护你的家人。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有化学品和粉尘，工厂应提供洗澡和
洗衣设施。

你的工厂应该提供：

	y 干净的更衣室，让你可以换衣服和存放下班后穿的衣服。

	y 有肥皂和温水的浴室。	

	y 每天安全清洁工作服
和防护装备的服务。

如果你使用化学品清洁
衣服上的污渍，应同样遵循
在工作中使用该化学品的注
意事项。脱掉脏衣服，戴上
手套，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
户外清洗，使用非常少量的化学品；再
次穿着之前要用肥皂和水清洗衣服。

处理化学废物

许多工厂将化学品容器和其他废物直接倒去下水道、水源和当地垃圾场。
这对社区和使用工厂下游的水的区域是非常危险的。更多关于工厂污染危害和
如何争取安全废物处理的信息，请参阅第33章：来自工厂的污染。

处理化学废物时，应穿戴防护服和呼吸器，以防吸入化学粉尘或蒸气，以
及皮肤和衣服沾上化学品。

空的化学品容器也是危险的。不要将其重复使用、带回家中、弃置于露天
区域或堆放在室外。

在家中，工作服应单独洗，防止化学
品沾到其他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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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化学品容器清洗后并不可以安全使用。看起来干净的容器仍然沾有
足够造成伤害的化学品。绝对不要使用化学品容器来装食物、饮料或水。

清洁的社区水容器

在我们社区中，每家都至少有一人在附近的出口工厂工作。所有工厂
都有大量的水，但我们家中却没有自来水或电。我们必须从外面的公共水
龙头接水，抬回家后存在大桶里。

社区中很多人过去都患有皮疹和胃病。一些人认为这是水中某些东
西造成的。我们有一个母亲们组成的团体，决定通过家访去更多了解社区
的健康状况。我们发现，每家都从同一地方取水，但存水用的桶不同。

我们问了更多问题，得知大多数有相同健康问题的家庭都是用从一
家工厂外捡来的空桶存水。我们不知道这些桶装过什么，因为桶上的标签
写着我们看不懂的语言。

我们让这家工厂的工人去
找出桶里装过什么。他们告
诉我们，这些桶是用来
装危险化学品的。

母亲团体决定
为所有家庭提供更安
全的水容器。我们去
了一家当地食品厂，
让老板给我们一些用
来装食用油的空桶。
他很高兴我们能用他
的空桶，并保证会帮我们把桶洗干净。现在我们为每个家庭都提供了清洁
且有盖子的桶，所以人们不必再使用那些装过化学品的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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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消除有毒化学品 
防止有毒化学品伤害的最佳方法是停止使用，并将其替换成安全的产品。

但是，如果不能立即消除工作场所中的有毒化学品，你也可以尝试减少使用量
（以及加强自我保护）。工人可以说服老板，让后者相信使用更少化学品对所
有人都有益，因为这样浪费更少，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例如：

	y 蒸汽和普通洗涤剂可能和化学清洁剂
或溶剂一样有效。	

	y 更清洁有效的工艺和技术可以减少使
用用于清洁和脱脂的化学品。

	y 低溶剂/高溶质的涂料和涂层可以在使
用较少溶剂的同时喷涂相同数量的零
件，而且干燥更快。	

	y 刷子、滚筒、注射器、海绵、舀子和其他
工具可帮助工人在尽量小的区域内使
用尽量少的化学品。化学品用量小，浪
费就少，需要清理的部分也少。

	y 清理掉多余的化学品，可以保护其他工
人免受暴露。例如，擦掉机器上多余的润滑油，使其不沾到产品表面，就
能减少后续的清洁工作。

	y 清洁特定位置比清洁整个部件需要的清洁剂或溶剂要少。

寻找更安全的化学品

工厂应使用最温和、最安全的化学产品。	例如：

	y 使用非氯化烃溶剂代替二氯甲烷、TCE等氯化物溶剂。

	y 使用水性清洁剂、胶水、油漆、染料和涂料代替含有溶剂的产品。

	y 使用弱酸或碱性的水浴液和洗涤液，效果通常是一样的。使用细小的
塑料或金属颗粒代替沙子作为喷砂材料，可以消除二氧化硅粉尘。

	y 在室内使用电动马达车辆，因为燃烧柴油、汽油或压缩气体的车辆会
产生有毒烟雾。

我们过去使用化学
溶剂清洗，现在这种
超声波脱脂机只需
使用肥皂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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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用上了更安全的化学品

我们的工厂在墨西哥，生产人名形状的塑料吸管。虽然这是一种傻气
的产品，但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却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都有同样的健康问题。我们怀疑这些问题是用来将吸管融在一
起的化学品引起的。我们用的化学品容器没有标签，所以我们向仓库工人
要来了大容器的标签。

我的邻居米里亚姆懂得很多，于是我去
问她怎么办。她把我们和标签带到了边境工
人委员会（CFO）的办公室，这是和本地工人
有合作的一个组织。CFO有一整箱化学信息
表。我们找到了有关二氯甲烷的那张。表很难
懂，但CFO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了所有科
学术语的意思。于是我们知道了二氯甲烷不
仅会让我们喉咙痛和头痛，还会伤害肝脏并
引起癌症！	

我尝不到味道了。 偏头痛是压垮
我的最后一根
稻草！

我头痛喉干。 我喉咙每
天都像着
火一样。

这种化学品叫二氯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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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板拒绝做任何改变。于是我
们将有关二氯甲烷的信息交到了国家环
保局（PROFEPA）在本地的办公室，并
要求他们检查工厂。

我们催促了几次之后，检查员终于
来了，但也提前通知了老板。在检查之
前，老板用另一种化学品代替了二氯甲
烷。

老板声称他不想污染外面的空气，
但他并不在乎我们全天在厂内吸入危险
化学品！

环保局并未强制老板
安装工位排风扇。但检查
过后，老板还是继续给我
们用危害较小的溶剂，尽
管它们价格较贵。

这种化学品非常危险！它会使我
们生病，还可以致死！

我没有发现二氯甲烷，
但你必须给每个工位
安装排风口。

没装排风口是因为不
想污染外面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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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最危险的化学品

有些化学品太过危险，工厂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应使用。由于工人、职安
健专家、医生和健康倡导者的多年抗议，许多国家禁用了以下化学品：

	y 含铅和其他有毒金属的颜料、染料、油漆和其他涂料	

	y 用于焊接的松香或松香助焊剂

	y 乙二醇醚、二氯甲烷、苯和四氯化碳等溶剂

	y 使用柴油和汽油发动机的室内车辆（如铲车）

	y 用于喷砂作业的沙子

制造商也开发了更安全的产品和工艺来代替这些最危险的化学品。但工
人、环保分子和负责任的企业仍在游说禁止更多危险化学品：

•	 电子产品（包括焊料）中的铅、六价铬和镉
•	 氯化和氟化（卤代）烃溶剂
•	 PVC制成的塑料
•	 溴化阻燃剂
禁止非常有害的化学品，不仅保护生产工人，也保护回收人员和消费者，还

能阻止它们污染空气和水。

公司互助，使用更安全的化学品

为了促进更负责地使用化学品，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建了BizNGO，并
制定了以下步骤：

1.	 知道制造产品时使用了什么化学品。要求供应商报告他们的
工厂里使用哪些化学品，就能知道你的产品里有什么化学品。

2.	 先停止使用最有害的化学品。
3.	 测试和替代其他有问题的化学品。
4.	 告诉工人、客户和消费者你的产品含有什么，以及你的公司正
在为减少使用有毒化学品做什么。

制造鞋子、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公司已经发现这些步骤很有用。	
BizNGO为良心企业提供了改变的方法，这些改变能让我们家庭、朋友和
邻居获益——因为我们全都共处同一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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