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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安全数据表 

 
锆砂 
 
1. 材料及供货商基本信息 
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低级 Capel 锆石 
 高级 Capel 锆石 
 标准级 Capel 锆石 

 化学级 Eneabba 锆石 
 低级 Eneabba 锆石 
 高级 Eneabba 锆石 
 标准级 Eneabba 锆石 

 化学级 Murray Basin 锆石 
 高级 Murray Basin 锆石 
 
其它名称 硅酸锆，锆砂 
 
建议用途 作为生产高熔点钢材、高熔点玻璃、传统陶瓷、氧化锆、锆金属、玻璃添加剂和玻

璃的原材料。 
 
供货商基本信息 
公司  艾璐卡资源有限公司（ILUKA Resources Limited） 
   澳大利亚商务号码 34 008 675 018 
地址   Level 23, 14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000 

GPO Box U1988,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845 
 
电话  澳大利亚：08 9360 4700 全球范围：+61 8 9360 4700 
传真  澳大利亚：08 9360 4777 全球范围：+61 8 9360 4777 
 
紧急电话（24 小时）  澳大利亚：08 9360 4700 全球范围：+61 8 9360 4700 
 
2. 危害鉴定 
根据澳大利亚工作安全标准，该材料为无害材料 
 
风险代码（R-Phrases） 无 
安全代码（S-Phrases） 无 
 
危险物品 
等级及次级风险  未指派 
危险化学品代码  未指派 
毒物目录  未指派 
 
潜在健康影响 
急性  
吞食 无毒性。如果正常情况下意外吞食锆砂，不会导致任何已知的危险。如果吞食大量该物质，

由于磨损作用可能对消化系统造成刺激反应。 
眼睛 锆石颗粒和粉尘由于磨损作用可能对眼睛造成中度刺激反应。 
皮肤 低危害 
吸入 正常大小的产品颗粒不易吸入体内造成危害，但处理大批原材料可能产生一些粉尘。本产品

通常仅被视为妨害性粉尘，如果吸入较高密度的粉尘会造成刺激反应。可导致咳嗽或喷嚏症

状。 
慢性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晶体会对肺部纤维造成影响（硅肺病）。已经被列为人类致癌物质（IARC）。锆砂

含有少量游离态石英（ 多 0.5 %），应做好防护措施避免吸入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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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 锆石含有天然放射性元素 － 铀和钍系列。Iluka 资源有限公司生产的锆砂中此类杂质的含量很

低，典型的比放射强度为 0.6 到 1.2 Bq/gm（钍-232）和 1.5 到 4.5 Bq/gm（铀-238）。放射

性子体产物以典型的平衡浓度存在。主要的放射性危害来自吸入的粉尘在体内发散出的少量

阿尔法粒子。必须采取恰当的粉尘控制措施，以确保产生的粉尘和阿尔法粒子被控制在较低

的标准内。通常，如果工作场所内的可吸入粉尘浓度长期保持在 1.5 mg/m3 以上，则工人每

年体内接触量可能超过 1 mSv。外部接触来自伽马射线。如果工作人员长期（每年 2000 小
时）与锆石保持 2 米以下距离，则每年体外接触量可能超过 1 mSv。  

 
3. 构成/成分信息 
成分（典型）   美国化学文摘登记号（CAS Number） 重量 % 
锆石（Zircon）     14940-68-2   95 - 99% 
蓝晶石（Kyanite）    149040-68-2   0.1 – 4% 
石英（Quartz）    14808-60-7   0.05 - 0.5% 
金红石（Rutile）    1317-80-2   0.1 – 0.2% 
白钛石/钛铁矿（Leucoxene/ilmenite） 103170-28-1   0.1 – 0.2% 
独居石（Monazite）        大约 0.02% 
 
4. 急救措施 
吞食 通常情况下无须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但如果确有必要，张开嘴，用清水漱口，切勿吞咽漱口

水。如果仍有不适，请向医生求助。 
眼睛 睁开眼睛，用大量干净清水冲洗。持续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者直到眼睛内粗砂被去除。如果

仍感觉刺激或疼痛，请向医生求助。  
皮肤 轻轻脱去被污染的衣物，避免产生粉尘。冲洗皮肤。如果反复接触导致皮肤刺激反应，请求

助医生。衣物再次使用之前必须进行清洗。 
吸入 呼吸新鲜空气。用鼻子喷气，排除鼻腔内的粉尘。如果不适反应加剧，请向医生求助。 
急救 
设备 眼睛冲洗设备 
建议医生 对症治疗 
 
5. 消防措施 
闪燃点  不适用 
可燃性极限 不适用 
一般危害 该产品不易燃，并且不会助燃。 
灭火介质 请针对火源使用适当的灭火介质。 
 
 
6. 意外洒出应急措施 

 溢出及处理措施 普通处理时请穿戴防护装备。避免生成粉尘。尽可能进行吸尘处理，否则请进行清扫和

回收利用。如果溢出的产品无法再利用，应洒水使之潮湿，搜集，并请尽可能将其交还

给厂商进行再次处理。在受认可的垃圾掩埋场中进行的无污染掩埋处理，必须根据州/当
地议会的规定进行。 

 
7. 处理与存储 
处理  避免吸入粉尘。处理大量堆积的原材料时，必须进行适当的粉尘控制。处理完毕之后彻底冲

洗。在处理可吸入粉尘时，建议使用手套，并且在饮食或吸烟之前洗手，以避免手上可能带

有的粉尘被吸入或摄入。  
 
存储 存储区域必须保证良好通风，尽量减少粉尘。 
 
8. 接触控制与个人防护措施 
接触 
标准 粉尘时量平均浓度（Dust TWA） – 10mg/m3 （可吸入普通妨害性粉尘） 
 
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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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1 职业性接触必须尽可能降至 低限度（可合理达到的 低原则），但在连续五年中不得超过 
100 毫席维特（milli-seiverts）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 
1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 60 号出版物，ICRP 年报第 21 卷，1 - 3 1991 号。 

 
工程控制 通风情况必须依据处理方法和使用量而定，但必须保证粉尘标准低于接触极限。室内粉尘产

生地点（比如传送带和卸料装置）必须配备有效的吸尘系统。 
 
个人 
防护 防护眼镜必须配备侧面护罩或护目镜。如果存在吸入粉尘的危险，必须（至少）要佩戴 P1 个

人呼吸器（简易型或滤罐型呼吸器）。 
 
9. 理化特性 
外观（形态） 白褐色流砂，无嗅无味 
化学式 ZrO2.SiO2 
熔点 2100 至 2300 C 
蒸汽压力 不易挥发 
蒸发率 不易挥发 
比重 4.6 - 4.8 
水溶性 不溶解 
pH 值： 5 – 7.5 
体积密度 2700 - 2950 kg/m3  
颗粒大小 AFS No 55 - 140，平均颗粒大小为 0.1 - 0.2 mm 
 
10. 稳定性与反应活性 
反应活性   惰性 
化学稳定性   稳定 
不兼容性   正常使用或预期使用时，没有任何不兼容性。 
分解性   不会分解 
 
11. 毒理学信息 
该产品无毒。参阅第 2 部分 － 危害鉴定。 
 
12. 生态学信息 
该产品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影响。该材料不溶解于水，因此不会对水资源或食物链造成污染。 
 
13. 废物处理 
废物处理必须依据联邦、州或当地议会的规定。如果可以，请转移到受认可的垃圾掩埋场。 
 
注意：许多州正在针对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或人工增强型天然放射性物质（TENORM）的废物制

订新的处理规定。请参考并遵守现行法规。 
 
14. 运输信息 
虽然某些国家对运输进行了管制，但该产品通常不会造成运输危害。依据 IAEA TS-R-1 法规第 107 节，该产

品不属于放射性物质。卡车应使用车罩，以避免运输干燥材料时产生粉尘。 
 
15. 法规信息 
EINECS 编号 锆石 239-019-6 
 
16. 其它信息 
标签  根据 EC-Dir. 67/548 修订版规定，无须贴出标签。 
 
其它信息 该材料安全数据表由艾璐卡资源有限公司、安全健康部门和环境部门制定。 

 
发布日期 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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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2008 年 3 月版 
 
该 MSDS 于发布日期起，有效期为五(5)年，但读者必须参阅艾璐卡资源有限公司网站（www.iluka.com），

以确定本数据表为 新数据。根据《工作安全指南备注 NOHSC 3017》，每位用户在计划使用产品之前，必

须根据其具体用途参阅产品相关信息。 
 
缩写 
   
Bq/gm  贝克勒尔/克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RC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肿瘤研究中心 
ICRP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mg/m3  毫克/立方米 
NOHSC  澳大利亚国家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 
TLV  阈限值 
TWA  时量平均浓度 
 
 
 
 
《材料安全数据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