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高淳区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关于转发《关于做好汛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特校、中专校： 

现将区安委办《关于做好汛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各校应根据暑假期间本地区高温、

多湿、多恶劣天气的特点，结合区教育局《关于做好暑假危化品

安全、教育装备维护保养及在建项目履约管理的通知》做好危化

品安全管理。 

暑假期间各学校要进一步开展安全风险和隐患自查自改，进

一步做好 181平台信息采集和完善。 

 

附：关于做好汛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南京市高淳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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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高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 

 

关于做好汛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开发区，各相关部门：  

今年以来，气候持续反常，极端恶劣天气频发，强雷雨等恶

劣天气频繁出现，高温季节即将来临，目前全区已经进入主汛期，

防汛抗洪到了实战阶段，高温、多雨、潮湿等恶劣天气极易引发

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对危险化学品行业影响更为突出。针对汛

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特点，为努力减少和控制危

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现就做好汛期和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工作部署。危险化学品不仅自身具有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等高度危险性，而且发生事故后极易引发次生灾害，

对从业人员、设备设施、财物以及他人极易造成伤害。因此，各

相关行业部门和镇街、开发区务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高

度的警惕，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特点，立足于防高温、防

大汛、抗大灾、抢大险，迎接恶劣气候和水灾的挑战，对特定时

期的安全防范工作提前做好安排部署。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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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应急管理。各相关行业部门和镇街、开发区要结合

汛期和高温季节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组织所属涉及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组织开展一次恶劣天气的针对性应急演练；要实行领

导干部值班、带班制度，一旦发生险情确保能立即进行现场处置；

要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出现险情立即报告，区应急局24小时值班

电话：57303007。 

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各相关行业部门和镇街、开发区要

督促所属危化品从业单位，针对可能产生的高温、多雨、雷电、

大风等特点，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采取扎实有效的防范措施。

要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设施的防雷、防静电

工作，依法依规进行防雷、防静电检测，确保各项防雷、防静电

设施完好有效，同时要做好人员的避雷防护教育；要做好危险化

学品露天生产设备、实施的安全工作，存在危险化学品露天生产

的设备、设施，必须有完备的防晒降温措施，露天存放储罐要严

格实行喷淋降温制度，确保喷淋装置完好运行，同时要加强巡检，

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处置；要做好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工作，危险

化学品仓库存放总量应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不得超量和混

放混存，要认真落实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设备的通风、降温、

防水、防潮、防火、超限等措施；成品油经营单位储存罐区要严

格落实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规定。 

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开发区以及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

切实抓好以上各项要求的贯彻落实，特别要周密制定暴雨、洪水

来临的危化品处置方案，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对照年度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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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方案和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进一步开展安全风险和

隐患的自查自改，要按照7月14日全区危化品企事业单位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会议的内容，极力推行“181”平台信息采集、安全

培训、企业风险源标识、企业“六查”管理、隐患自查自改、变

更管理、特殊作业环节、危险化学品信息、企业风险四色图、落

实主体责任20条等信息登记填报工作，落实企业“安全信用脸谱”

系统管理。 

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开发区请迅速将此件传达至各涉及危险

化学品从业单位。 

附：忌水危险化学品名单（试行） 

 

 

 

高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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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水危险化学品名单（试行） 
序

号 
物质名称 遇水反应 灭火方法 

一、遇水反应有爆炸危险的物质 

1 钠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氧、氯、氟、溴

蒸气中会燃烧。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放

出氢气，大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

金属钠暴露在空气或氧气中能自行燃烧

并爆炸使熔融物飞溅。与卤素、磷、许

多氧化物、氧化剂和酸类剧烈反应。燃

烧时呈黄色火焰。100℃ 时开始蒸发，

蒸气可侵蚀玻璃。 

不可用水、卤代烃（如1211

灭火剂），碳酸氢钠、碳

酸氢钾作为灭火剂。而应

使用干燥氯化钠粉末、干

燥石墨粉、碳酸钠干粉、

碳酸钙干粉、干砂等灭火。 

2 钾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潮湿空气中能自

燃。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放出氢气，大

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暴露在空气

或氧气中能自行燃烧并爆炸使熔融物飞

溅。遇水、二氧化碳都能猛烈反应。与

卤素、磷、许多氧化物、氧化剂和酸类

剧烈反应。燃烧时发出紫色火焰。 

不可用水、卤代烃（如1211

灭火剂），碳酸氢钠、碳

酸氢钾作为灭火剂。即使

石墨干粉对钾亦不适用。

而应使用干燥氯化钠粉

末、碳酸钠干粉、碳酸钙

干粉、干砂等灭火。 

3 金属钙粉 
与水或潮湿空气接触生成易燃气体。与

空气接触可能自燃。 

禁止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灭火。使用专用粉末、

干砂。禁止用其他灭火剂。 

4 钾钠合金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潮湿空气中能自

燃。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放出氢气，大

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暴露在空气

或氧气中能自行燃烧并爆炸使熔融物飞

溅。 

禁止用水，泡沫灭火。须

用金属灭火器（氯化钠）

或干砂进行灭火。 

5 
金属锆粉

[干燥的] 

加热时，与硼砂、四氯化碳激烈反应。

加热时，与碱金属、氢氧化物发生爆炸

反应。与水接触会释放出易燃气体并自

燃。 

禁止用水，泡沫灭火。可

用干砂、干粉、纯碱、石

灰进行灭火。 

6 金属铷 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失去光泽。 与水剧 禁止用水，泡沫灭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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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应，形成腐蚀性的氢氧化铷和氢气。

反应热通常会点燃氢气。 

用干粉，干砂，氯化钠粉

末，石墨粉进行灭火。 

7 金属铯 

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放出氢气，大量放

热，引起燃烧或爆炸。与水反应生成的

氢氧化铯，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禁止用水，泡沫灭火。可

用干粉，干砂，氯化钠粉

末，石墨粉进行灭火。 

8 锂 

加热可能引起激烈燃烧或爆炸。与空气

接触时，该物质粉末可能自燃。加热时

生成有毒烟雾。与强氧化剂、酸和许多

化合物（烃类，卤素，哈龙，混凝土、

沙子和石棉）激烈反应，有着火和爆炸

危险。与水激烈反应，生成高度易燃氢

气和氢氧化锂腐蚀性烟雾。 

禁止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化物灭火。可用纯

碱、石墨粉、氯化钠粉末、

铜粉进行灭火。 

9 镁粉 

易燃，燃烧时产生强烈的白光并放出高

热。遇水或潮气猛烈反应放出氢气，大

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炸。遇氯、溴、

碘、硫、磷、砷、和氧化剂剧烈反应，

有燃烧、爆炸危险。粉体与空气可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

火星会发生爆炸。 

严禁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扑救。最好的灭火方法

是用干燥石墨粉和干砂闷

熄火苗，隔绝空气。施救

时对眼睛和皮肤须加保

护，以免飞来炽粒烧伤身

体、镁光灼伤视力。 

10 铝粉 

大量粉尘遇潮湿、水蒸气能自燃。与氧

化剂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氟、

氯等接触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与酸

类或与强碱接触也能产生氢气，引起燃

烧爆炸。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 当达到一定浓度时, 遇火星会发生

爆炸。 

严禁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扑救。可用适当的干砂、

石粉将火闷熄。 

11 锌粉 

具有强还原性。与水、酸类或碱金属氢

氧化物接触能放出易燃的氢气。与氧化

剂、硫磺反应会引起燃烧或爆炸。粉末

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易被明火

点燃引起爆炸，潮湿粉尘在空气中易自

行发热燃烧。 

采用干粉、干砂灭火。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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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钡 

具有强还原性，与氧化剂和酸类激烈反

应，与卤代溶剂激烈反应。与水反应生

成易燃、爆炸性气体氢，有着火和爆炸

危险。 

禁止用水灭火。可使用石

墨粉、氯化钠粉末、纯碱

进行灭火。 

13 氢化钠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在潮湿空气中能自

燃。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

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遇

湿气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代烃（如1211灭火

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

盖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

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14 氢化钙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遇潮气、水或酸类

发生反应，放出氢气并能引起燃烧。与

氧化剂、金属氧化物剧烈反应。遇湿气

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代烃（如1211灭火

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

盖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

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15 氢化钾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与氧化剂能发生强

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受热或与潮

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量与氢气而引起

燃烧和爆炸。加热分解，放出剧毒的氧

化钾烟雾。粉体在受热、遇明火或接触

氧化剂时会引起燃烧爆炸。遇湿气和水

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代烃（如1211灭火

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

盖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

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16 氢化锂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暴露在空气中能自

燃。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

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与氧化剂

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遇

湿气和水分生成氢氧化物，腐蚀性很强。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代烃（如1211灭火

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

盖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

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17 氢化铝 

在潮湿空气中能自燃。遇水或酸发生反

应放出氢气及热量, 能引起燃烧。与氧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18 氢化钛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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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应。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

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19 氢化锆 

具有强还原性。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受热或与潮气、酸类接触即放出热

量与氢气而引起燃烧和爆炸。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20 硅化钙 

粉体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与水

强烈反应, 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与

氟发生剧烈反应。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21 

四氢化锂

铝（氢化

锂铝） 

加热至125℃  即分解出氢化锂与金属

铝，并放出氢气。在空气中磨碎时可发

火。受热或与湿气、水、醇、酸类接触，

即发生放热反应并放出氢气而燃烧或爆

炸。与强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而爆炸。 

不可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卤代烃（如1211灭火

剂）等灭火。只能用金属

盖或干燥石墨粉、干燥白

云石粉末将火焖熄。 

22 硼氢化钠 
遇潮湿空气、水或酸能放出易燃的氢气

而引起燃烧。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23 硼氢化钾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

燃烧爆炸的危险。遇潮湿空气、水或酸

能放出易燃的氢气而引起燃烧。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24 硼氢化铝 

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在潮湿空气中迅

速燃烧。在氧气中，即使温度在20℃也

会爆炸。遇水或水蒸气、酸或酸气产生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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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可燃性气体。与氧化剂能发生强

烈反应。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

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

火。 

25 硼氢化锂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

燃烧爆炸的危险。遇潮湿空气和水发生

反应放出易燃的氢气。与氯化氢反应生

成氢气、乙硼烷等易燃气体，容易引起

燃烧。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26 
碳化钙

（电石） 

干燥时不燃，遇水或湿气能迅速产生高

度易燃的乙炔气体，在空气中达到一定

的浓度时, 可发生爆炸性灾害。与酸类

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二

氧化碳也无效。须用干燥

石墨粉或其它干粉灭火。 

27 碳化铝 

与水接触，会很快放出易燃气体甲烷，

遇热源或火种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与酸

类物质能发生剧烈反应。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28 氨基化锂 
遇明火、高热易引起燃烧爆炸。遇水分

解放热，并散发出易燃的氨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29 三溴化磷 
遇水发热、冒烟甚至燃烧爆炸。具有腐

蚀性。 

灭火剂：二氧化碳、砂土。

禁止用水。 

30 三溴化硼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出有毒的腐蚀性气

体，有时会发生爆炸。具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干燥砂土。禁

止用水。 

31 氧氯化磷 

遇水猛烈分解 , 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 , 

甚至爆炸。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

存在下有腐蚀性。 

灭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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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五氯化磷 

遇水发热、冒烟甚至燃烧爆炸。与易燃

物（如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等）

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

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干燥砂土。禁

止用水。 

33 三氯化磷 

遇水猛烈分解 , 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 , 

甚至爆炸。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

存在下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干燥砂土。禁

止用水。 

34 三氯化硼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遇水发生爆炸性分

解。与铜及其合金有可能生成具有爆炸

性的氯乙炔。遇潮气时对大多数金属有

强腐蚀性，也能腐蚀玻璃等。在潮湿空

气中可形成白色的腐蚀性浓厚烟雾。 

本品不燃。切断气源。喷

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

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砂土。禁止用水

和泡沫灭火。 

35 氟 

强氧化剂。是最活泼的非金属元素，几

乎可与所有的物质发生剧烈反应而燃

烧。与氢气混合时会引起爆炸。特别是

与水或杂质接触时，可发生激烈反应而

燃烧，使容器破裂。氟对许多金属有腐

蚀性，并能形成一层保护性金属氟化物。 

本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

穿特殊防护服，在掩蔽处

操作。切断气源。须有无

人操纵的定点水塔或雾状

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

切不可将水直接喷到漏气

的地方，否则会助长火势。 

36 三氧化硫 

与水发生爆炸性剧烈反应。与氧气、氟、

氧化铅、次亚氯酸、过氯酸、磷、四氟

乙烯等接触剧烈反应。与有机材料如木、

棉花或草接触，会着火。吸湿性极强，

在空气中产生有毒的白烟。遇潮时对大

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本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

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全

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

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

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

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

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

泄漏源，然后根据着火原

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37 过氧化钠 强氧化剂。能与可燃物、有机物或易氧 采用干粉、砂土灭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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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质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和与

少量水接触可导致燃烧或爆炸。与硫磺、

酸性腐蚀液体接触时，能发生燃烧或爆

炸。遇潮气、酸类会分解并放出氧气而

助燃。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具有较

强的腐蚀性。 

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扑救。 

38 过氧化钾 

强氧化剂。能与可燃物、有机物或易氧

化物质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经摩擦和与

少量水接触可导致燃烧或爆炸。与硫磺、

酸性腐蚀液体接触时，能发生燃烧或爆

炸。遇潮气、酸类会分解并放出氧气而

助燃。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具有较

强的腐蚀性。 

采用干粉、砂土灭火。严

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扑救。 

39 过氧化钙 

强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燃物

如硫、磷等接触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遇潮气逐渐分解。具有较强

的腐蚀性。 

采用干粉、砂土灭火。严

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扑救。 

40 过氧化锶 

强氧化剂。特别是在少量水的润湿下，

与可燃物的混合物在轻微的碰撞或摩擦

下会燃烧。水溶液为碱性腐蚀液体。 

采用干粉、砂土灭火。严

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扑救。 

41 过氧化锌 

强氧化剂。特别是在少量水的润湿下，

与可燃物的混合物在轻微的碰撞或摩擦

下会燃烧。遇低级醇和水起化学反应而

分解。急剧加热时可发生爆炸。水溶液

为碱性腐蚀液体。 

采用干粉、砂土灭火。严

禁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扑救。 

42 

氯 磺 酸

（分子式 

HSO3Cl） 

遇水猛烈分解，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

甚至爆炸。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43 

氟 磺 酸

（分子式 

HSO3F） 

遇水猛烈分解，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

甚至爆炸。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44 三异丁基 遇水，高温剧烈分解，放出易燃的烷烃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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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气体。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45 
氰氨化钙

(石灰氮) 

遇水或潮气、酸类产生易燃气体和热量，

有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如含有杂质碳

化钙或少量磷化钙时，则遇水易自燃。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46 

乙 硼 烷

（ 二 硼

烷） 

遇潮湿空气能自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47 
五 硼 烷

（B5H9） 

暴露在空气中能自燃。遇明火、高热、

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的危险。若遇高

热可发生剧烈分解，引起容器破裂或爆

炸事故。与强氧化剂如铬酸酐、氯酸盐

和高锰酸钾等接触，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与水和水蒸气反应, 

放出易爆炸着火的氢气。 

采用干粉、二氧化碳、干

砂灭火。禁止用水和泡沫

灭火。 

48 氰氨化钙 

遇水或潮气、酸类产生易燃气体和热量，

有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如含有杂质碳

化钙或少量磷化钙时，则遇水易自燃。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泡沫和酸碱灭火剂灭

火。 

49 氮化锂 
具有强还原性。遇水或水蒸气生成氢氧

化锂和氨气。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50 
氯化二乙

基铝 

暴露在空气或二氧化碳中会自燃；与水

强烈反应，甚至爆炸，生成氢氧化铝，

氯化铝、乙醇，氢气。 

禁止用水灭火。采用石墨

粉、纯碱、氯化钠粉末进

行灭火。 

51 氢化钡 
与氧化剂和水接触生成可燃气体，可引

起爆炸。 

采用干粉，纯碱，石灰或

干砂灭火；禁止用水、泡

沫灭火。 

52 氢化铝锂 粉末可在空气中自燃，遇水剧烈反应。 

采用干粉，纯碱，石灰或

干砂灭火；禁止用水、泡

沫灭火。 

53 氢化铝钠 与水接触生成可燃气体，可能引发爆炸。 采用干粉，纯碱，石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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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砂灭火；禁止用水、泡

沫灭火。 

54 氢化镁 与水接触生成可燃气体，可能引发爆炸。 

采用干粉，纯碱，石灰或

干砂灭火；禁止用水、泡

沫灭火。 

55 铈[粉、屑] 
遇氧化剂、水接触产生氢气，在热水中

可加剧反应，可生成腐蚀性的氢氧化铈。 

大量水，泡沫，粉末，二

氧化碳，干砂，不可用雾

状水灭火。 

56 烷基锂 
遇湿气可能点燃；与水接触时释放爆炸

性气体和热量。 

采用干砂，金属灭火器（氯

化钠）进行灭火；不可用

水灭火。 

二、遇水反应有燃烧危险的物质 

57 

保 险 粉

（连二亚

硫酸钠、

低亚硫酸

钠） 

强还原剂。250℃ 时能自燃。加热或接

触明火能燃烧。暴露在空气中会被氧化

而变质。遇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

剂接触，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

烧，并放出有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 

58 
连二亚硫

酸钾 

遇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剂接触，

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烧，并放

出有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 

59 
连二亚硫

酸钙 

遇水、酸类或与有机物、氧化剂接触，

都可放出大量热而引起剧烈燃烧，并放

出有毒和易燃的二氧化硫。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 

60 
硼酸三甲

酯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

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

触猛烈反应。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出有

毒和易燃的气体。其蒸气比空气重，能

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

会着火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

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

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

音，必须马上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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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61 硫氢化钠 
在潮湿空气中迅速分解成氢氧化钠和硫

化钠，并放热，易自燃。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

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

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

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

火剂：雾状水、泡沫、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 

62 
三硫化二

磷 

受热或摩擦极易燃烧。与潮湿空气接触

会发热，散发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与

大多数氧化剂如氯酸盐、硝酸盐、高氯

酸盐或高猛酸盐等组成敏感度极高的爆

炸性混合物。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63 
五硫化二

磷 

遇明火、高热、摩擦、撞击有引起燃烧

的危险。受热分解，放出磷、硫的氧化

物等毒性气体。燃烧时放出有毒的刺激

性烟雾。与潮湿空气接触会发热以至燃

烧。与大多数氧化剂如氯酸盐、硝酸盐、

高氯酸盐或高猛酸盐等组成敏感度极高

的爆炸性混合物。遇水或潮湿空气分解

成有腐蚀和刺激作用的磷酸及硫化氢气

体。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二氧化碳、干粉、

砂土。 

64 
七硫化四

磷 

受热或摩擦极易燃烧。与潮湿空气接触

会发热以至燃烧。与大多数氧化剂如氯

酸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猛酸盐等

组成敏感度极高的爆炸性混合物。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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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泡沫灭火。 

65 丁基锂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与空气接触会着火。

与水、酸类、卤素类、醇类和胺类接触，

会发生强烈反应。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干粉、干砂。禁止使用水、

泡沫或卤化物灭火剂。 

66 
乙 硼 烷

（B2H6）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在室温下遇潮湿空气能自燃。与氟、氯、

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并能与氟氯烷灭火

剂猛烈反应。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

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

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灭火剂：二氧

化碳。禁止用水和泡沫灭

火。 

67 

十 硼 烷

（ B10H1

4） 

具有强还原性。遇水、潮湿空气、酸类、

氧化剂、高热及明火能引起燃烧。 

采用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68 二乙基锌 

在潮湿空气中能自燃。加热时可能发生

爆炸。化学反应活性较高，能与烯烃、

十二碘甲烷、二氧化硫发生爆炸性反应。

能和溴、水、硝基化合物发生剧烈反应。

接触空气、臭氧、甲醇或胂能着火。和

非金属卤化物剧烈反应生成可自燃的产

物。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

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

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

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

火剂：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

火。 

69 三乙基铝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接触空气会冒烟自

燃。对微量的氧及水分反应极其灵敏，

易引起燃烧爆炸。与酸、卤素、醇、胺

类接触发生剧烈反应。遇水强烈分解, 

采用干粉、干砂灭火。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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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易燃的烷烃气体。 

70 三乙基锑 

自燃物品。遇空气、氧气、水、四氯化

碳、卤代烷、三乙基硼、氧化剂和高热, 

都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具有腐蚀性。 

采用干粉、干砂灭火。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71 三乙基硼 

接触空气、氧、氧化剂有引起自燃的危

险。遇水分解放出易燃气体。加热分解

产生易燃的有毒气体。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

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

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72 二甲基锌 

在空气中自燃，与空气接触会产生刺激

性和轻微毒性的烟雾。遇水或水蒸气剧

烈反应生成甲烷。 

禁止用水，泡沫，二氧化

碳，干粉等灭火。须用干

燥石墨粉或其它惰性粉末

灭火。 

73 二苯基镁 
高度易燃。暴露于空气中可能自燃。遇

水引起爆炸。 
 

74 二甲基镁 
高度易燃。暴露于空气中可能自燃。遇

水引起爆炸。 
 

三、遇水反应有中毒危险的物质 

75 磷化钙 

磷化钙与水反应放出磷化氢（PH3为剧

毒气体），由于伴随着放出自燃性的

P2H4而着火，从而导致燃烧爆炸。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二

氧化碳也无效。须用干燥

石墨粉或其它干粉灭火。 

76 磷化钾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

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

高毒烟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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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磷化钠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

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

高毒烟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78 磷化镁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

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与氟、氯、溴等

卤素会剧烈反应。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

烟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79 磷化锌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

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浓硫酸和王水

发生爆炸。遇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80 磷化铝 

遇酸或水和潮气时, 能发生剧烈反应， 

放出剧毒的自燃的磷化氢气体， 当温度

超过60℃时会立即在空气中自燃。与氧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 , 引起燃烧或爆

炸。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禁止用水、泡沫和酸碱灭

火剂灭火。 

81 磷化锡 

本品遇湿易燃。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水、潮湿空气或酸分解释出剧毒

和自燃的磷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释出

高毒烟气。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82 氨基化钠 

受高热、接触明火或与氧化剂混合，可

发生爆炸。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

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83 三氟化硼 
化学反应活性很高，遇水发生爆炸性分

解。与金属、有机物等发生激烈反应。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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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空气中遇潮气时迅速水解成氟硼

酸与硼酸，产生白色烟雾。腐蚀性很强，

冷时也能腐蚀玻璃。 

84 三氟化磷 

接触二氟化氧发生爆炸。与硼烷、氟、

氧等发生剧烈反应。遇水或高热能放出

大量的有毒气体。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迅

速切断气源，用水喷淋保

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

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

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 

85 五氟化磷 

在潮湿空气中产生白色有腐蚀性和刺激

性的氟化氢烟雾。在水中分解放出剧毒

的腐蚀性气体。遇碱分解。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切断气源。喷水冷却容器，

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

至空旷处。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 

86 溴化磷酰 

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的危险。遇水或

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

体。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遇潮

时对大多数金属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

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

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

水、泡沫、干粉、二氧化

碳、砂土。 

87 三氧化磷 具有强氧化性。遇氧气、空气、卤素、 本品不燃。消防人员必须



 

— 18 — 

硫酸、水、氨等发生剧烈反应。受高热

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 

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全

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

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

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

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

火结束。灭火时尽量切断

泄漏源，然后根据着火原

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88 
五 氧 化

(二)磷 

接触有机物有引起燃烧的危险。受热或

遇水分解放热 ,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

气。具有强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

砂土。禁止用水。 

89 
三硫化四

磷 

受热或摩擦极易燃烧。燃烧时生成有毒

的二氧化硫气体。遇热水水解，生成硫

化氢气体。与潮湿空气接触会发热，散

发出有毒和易燃的气体。与大多数氧化

剂如氯酸盐、硝酸盐、高氯酸盐或高猛

酸盐等组成敏感度极高的爆炸性混合

物。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

粉、二氧化碳、砂土。禁

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90 五溴化磷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

性烟气。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

在下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粉、

砂土。禁止用水。 

91 
硫代磷酰

氯 

与乙醇、甲醇激烈反应。受热或遇水分

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具有

较强的腐蚀性。 

灭火剂：二氧化碳、砂土。

禁止用水。 

92 
三硫化二

铝 

遇水发生双水解，生产氢氧化铝和硫化

氢。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93 
甲苯二异

氰酸酯 
遇水反应放出有毒气体。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燥砂土。 

94 
甲氧基钠

(甲醇钠） 

遇明火、高热易燃。与氧化剂接触猛烈

反应。受热分解释出高毒烟雾。遇潮时

对部分金属如铝、锌等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

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

上风向灭火。灭火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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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禁止用水。 

95 氰化钠 

不燃。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酸盐反

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酸会产

生剧毒、易燃的氰化氢气体。在潮湿空

气或二氧化碳中即缓慢发出微量氰化氢

气体。 

本品不燃。发生火灾时应

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

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

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

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

灭火。灭火剂：干粉、砂

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

碱灭火剂灭火。 

96 氰化钾 

不燃。受高热或与酸接触会产生剧毒的

氰化物气体。与硝酸盐、亚硝酸盐、氯

酸盐反应剧烈,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遇

酸或露置空气中能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

分解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水溶液为碱

性腐蚀液体。 

本品不燃。发生火灾时应

尽量抢救商品，防止包装

破损，引起环境污染。消

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

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

灭火。灭火剂：干粉、砂

土。禁止用二氧化碳和酸

碱灭火剂灭火。 

97 碘乙烷 

遇明火、高热能燃烧。遇高热时能分解

出有毒的碘化物烟雾。遇水或水蒸气反

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与氧

化剂接触猛烈反应。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灭火剂：泡沫、

干粉、砂土。 

98 乙酰溴 

易燃，受热分解放出溴化氢和剧毒的碳

酰溴。与水和乙醇发生激烈分解生成溴

氢酸和乙酸。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

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

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

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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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丙酰溴 

易燃，受热分解放出溴化氢和剧毒的碳

酰溴。与水和乙醇发生激烈分解生成溴

氢酸和乙酸。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

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

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

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

剂：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100 溴乙酰溴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

燃烧爆炸的危险。与碱类剧烈反应。遇

水和乙醇发生剧烈反应，释出具有刺激

性、腐蚀性的溴化氢烟气。受高热分解

放出有毒的气体。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

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

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

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

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

火剂：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

火。 

101 乙酰碘 

可燃。遇水或乙醇发生反应放出有毒和

腐蚀性的气体。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

强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

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

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

剂：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102 
二氯化乙

基铝 

遇空气易燃烧，遇水引起爆炸。燃烧时

能产生氯化物气体和有毒烃类。 

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103 磷化锶 与水或潮湿空气接触生成有毒、易燃的 禁止用水，泡沫灭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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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氢气体，大量放热，引起燃烧或爆

炸。 

用干粉、纯碱、石灰、干

砂进行灭火。 

四、遇水反应产生氯化氢的物质 

104 
三氯化铝

(无水) 

遇水或水蒸气反应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

蚀性气体。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

存在下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燥

砂土。禁止用水。 

105 三氯化砷 

遇水和紫外线分解，散发出白色烟雾状

的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与金

属钠、钾、铝混合，撞击后能猛烈爆炸。

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剂：干燥砂土。禁止

用水。 

106 三氯化碘 

受高热分解，放出腐蚀性、刺激性的烟

雾。吸潮或遇水会产生大量的腐蚀性烟

雾。具有强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二氧

化碳、砂土。 

107 四氯化硅 

受热或遇水分解放热, 放出有毒的腐蚀

性烟气。对很多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

在下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干燥

砂土。禁止用水。 

108 三氯硅烷 

遇明火强烈燃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

的氯化物气体。与氧化剂发生反应，有

燃烧危险。极易挥发，在空气中发烟，

遇水或水蒸气能产生热和有毒的腐蚀性

烟雾。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

火剂：干粉、干砂。切忌

使用水、泡沫、二氧化碳、

酸碱灭火剂。 

109 氯化亚砜 

本品不燃, 遇水或潮气会分解放出二氧

化硫、氯化氢等刺激性的有毒烟气。受

热分解也能产生有毒物质。对很多金属

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下有腐蚀性。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灭火剂：二氧

化碳、砂土。禁止用水。 

110 
氯甲酸异

丁酯 

遇明火、高热易燃。遇水或受热分解，

放出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其蒸气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

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采用干粉、抗溶性泡沫、

二氧化碳、砂土灭火。不

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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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戊酰氯 

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遇水反应，放出

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

高热分解释出高毒烟气。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

碱消防服。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

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

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112 异戊酰氯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

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

触猛烈反应。遇水反应，放出具有刺激

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遇高热分解

释出高毒烟气。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

腐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

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

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

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

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

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

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

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

马上撤离。灭火剂：干粉、

二氧化碳、砂土。禁止用

水和泡沫灭火。 

113 

丁烯二酰

氯 (反式 )

（富马酰

氯） 

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

应。遇水发生剧烈反应, 散发出具有刺

激性和腐蚀性的氯化氢气体。受热分解

释出高毒烟雾。容易自聚，聚合反应随

着温度的上升而急骤加剧。遇潮时对大

多数金属有腐蚀性。若遇高热，容器内

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

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

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

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

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

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

火剂：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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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禁止用水和泡沫灭

火。 

114 苯甲酰氯 

遇明火、高热可燃。遇水或水蒸气反应

放热并产生有毒的腐蚀性气体。对很多

金属尤其是潮湿空气存在下有腐蚀性。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

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和泡沫灭火。 

115 
二氯异氰

尿酸钠 

强氧化剂。与易燃物、有机物接触易着

火燃烧。与含氮化合物（如氨、尿素等）

反应生成易爆炸的三氯化氮。受热或遇

潮易分解释出剧毒的烟气。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

灭火时尽可能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然后根据

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

灭火。 

116 
乙基二氯

硅烷 
可在水中剧烈水解，生成氯化氢和氢气。 

采用干砂，金属灭火器（氯

化钠）进行灭火；不可用

水。 

（

（来自网络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