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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一资料，通过一份安全数据表为车辆烟火制品的专业用户提供满足欧盟准则 2013/29/EU 规定的、与安全

相关的信息。 

此外还可从中获取车辆烟火制品的应用信息(微型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模块/安全带预紧器/
驱动器/打火器/半成品)。 

这一推荐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环境和可持续性委员会“车辆烟火制品信息数据页”项目组以德语编制，并翻

译成其他语言。如有疑问以德语版本为准。 

 
免责声明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的推荐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推荐，任何人皆可使用，但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推荐的应

用需支付一定的保护费。只有在获得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才允许再版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

复印。 
 
这一推荐充分考虑各版本的实时技术状态。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推荐的使用不能免除个人行为的责任。使用

者应根据具体状况选择正确的应用方式。 应用者须个人承担行为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以及参与编制德

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推荐者在此声明免责。 

使用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推荐过程中如发现不当之处以及阐述不正确，请立即通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业

务机构，以便消除可能出现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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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制品和厂商名称 

1.1 产品标识 

车辆烟火制品(微型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模块/安全带预紧器/驱动器/点火器/半成品)，以下被

称为物品。 

1.2 制品主要认可的用途以及劝阻使用的用途 
这些物品只允许用于车辆中的安全装置。 

1.3 准备安全数据表的厂商详情 

供货单位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ZF Automotive Germany GmbH, Industriestrasse 20, DE – 73553 Alfdorf, 
Telefon +49 7172 302-0 
 
专业人员电子邮箱地址 
Peter.Engel1@zf.com 
 

1.4 紧急求援电话号码 

紧急求援电话号码以及工作时间(若仅为有限使用情况下)：+49 7172 302-0 
 

工作时间能够联系上。 

第2章：  可能的危险 

物品含有与外界密封隔离的烟火成分。 该成分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应用条件下，以及进行合规的专业性回收处

理时不会释放；集成压力贮气罐的情况：气体处于高压下；无压容器内的物品可能仍然含有烟火成分。 

 
2.1 制品分类 
烟火制品(含爆炸物的制品， 1.4)  
H204：由火、碎片以及爆炸和飞散物导致的危险。 

2.2 标记件 
危险图标： 

GHS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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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词： 

注意 

 
危险提示： 

H204：由火、碎片以及爆炸和飞散物导致的危险。 

 
安全提示： 
P210： 远离高温条件、热烫表面、 火花、 明火和其他点燃源。不得抽烟。  
P250： 不得打磨 / 碰撞 / 坠落 / 摩擦。  
P370+P380：火灾情况下：对周围进行疏散。由于具有爆炸危险，应在远处实施灭火。 
 
P401： 存放须符合遵照当地条例规定。 
 
2.3 其他危险 
 火灾、高温、静电放电以及感应条件下或电磁场或高机械高负载(例如：撞击、降落)情况下，反应不受控制

导致的危险。 
 危险的飞散物、快速活动部件和/或高速排出气体射流引发的危险。 
 直接接触由于反应被加热的物品或其反应产物(粒子和气体)引发的灼伤危险。 
 由于反应被加热物品与可燃或易燃材料的接触引发火灾的危险。 
 反应产物刺激眼睛和呼吸道的危险。 
 反应产生的高音量噪音脉冲引发的听觉损伤危险。 
 高压储存气体释放引发的冻伤危险。 

第3章：  组成 / 组件信息 

物品含有与外界环境密封隔离的烟火成分。 该成分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应用条件下，包括进行专业处理时，不

会释放； 各壳体部件相互连接，仅当进行整体拆除时才能打开。 

3.1 原材料 

不适用。该产品被归类为制品。 

3.2 混合物料 

不适用。该产品归类为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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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急救措施 

4.1 急救措施描述 

务必遵循常规急救措施。 
 吸入反应产物之后： 

吸入新鲜空气。 

 皮肤接触反应产物 / 释放的物品之后： 
用水清洗。 

 冷却灼伤部位并保持无菌。 
 无菌包扎开放性伤口。 

 眼睛接触反应物质之后： 
用水清洗。 

4.2  最主要的急症症状以及延迟出现的症状及其影响 
反应会导致以下影响： 
 危险飞散物、快速活动部件和/或高速排出气体射流引发受伤的危险 
 听觉损伤 
 灼伤 
 接触已反应的高压储气罐或从高压储气罐中流出的压缩气体引起冻伤 

4.3 立即就医或特殊处理的提示 
不适用 

第5章：  消防措施 

5.1 灭火剂 
适用的灭火剂： 一般常用灭火剂(例如：水、粉末、泡沫、二氧化碳) 
出于安全原因不适用的灭火剂： 未知。 

5.2 制品导制危害的特殊性 

火灾情况下，物品有可能会延时反应。反应时的危险飞散物及响亮爆炸声可导致伤害。 

5.3 消防提示  

灭火时保持安全距离。危险飞散物会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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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意外释放的处理措施 

6.1 个人防范措施、安全装置、应急流程 

紧急情况下应注意自我保护。  

尽可能采取防静电措施。 

应避免热、火、摩擦、撞击和火花。 

6.2 环保措施 

勿排入水域、废水和土壤中。 

6.3 阻截和清除的方法和材料 

机械收容、包装和回收处理。 
经由授权的专业公司进行回收处理 

6.4 参见其它章节 
务必注意第 8 章和第 13 章。 

第7章：  处理和存储 

一般规定： 
仅允许在授权的工商作业范围内进行物品的处理和使用。 

 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处理和使用 P1 物品。 

 只能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 P2 物品以及其他物品的处理和使用。 

反应或火灾后必须确保仅保留完全反应的物品(也就是说：各级物品都已反应，即压力储气罐中没有压力)。烟火

技术及危险品规定完全适用于未完全反应的物品。 

 
7.1 安全处理的防护措施 

 个人安全装备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8.2 节：电源上按规定的连接以及在不匹配测量仪器上的连接。允许连接至

车辆电子器件及针对该目标的检测装置。 

 使用一次后或承受其他机械应力后，勿再应用该物品。 

 勿打开、修理或试图维修物品。 

 勿改变出厂时的结构状态。 

 勿移除现有短接桥。 

 勿接触化学品。 

 远离火源，防高温、防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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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防静电措施。 

 避免在附近(约 2 米)使用电磁辐射源(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手机)。 

 防止物品被盗，确保不会出现未经授权使用物品的情况。 

 存放和拆卸安全气囊时应保证气袋向上，并尽可能不要抓握开口区。保持气囊展开区畅通，勿使其受阻。 

 保持驱动器和预紧器作用区畅通，勿抓握该作用区。 

 勿改变或掩盖通气口。 

 身体应始终远离物品上机械移动组件。 

7.2 考虑不兼容情况下的安全储存条件 

 注意遵守各国存储规定。 

 在允许的包装中存放于规定的干燥空间内 

 采取防静电措施(充足导电性，例如：混凝土地面、存储设施接地)。 

 采取防护措施，避免热源、火花、明火或撞击。  

 做好防盗和防止被擅自拆除的安保工作 

 不要与易燃原材料、氧化物及其配制品一起储存。 

7.3 特殊的最终用途 

物品只能应用于制造商预期的使用目的。 

第8章：  接触的控制和监控 / 个人保护装备 

8.1 监控参数 

不适用 

8.2 接触的控制和监控 

未反应物品的处理： 

 呼吸保护： 不适用 

 手部保护： 不适用 

 眼睛保护： 处理 P2 类别物品时请使用防护眼镜 (EN 166) 

 身体保护： 导电鞋袜 (EN 61340-4-3) 

 防护和卫生措施： 不适用。 

接触环境的控制 / 监控：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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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诸如测试目的进行物品反应或回收处理或处理未完全反应物品情况下： 

仅在合适的场所和设施进行该物品的反应。 

使用适宜的抽吸。 

 灰尘沉积时必须定期对相关场所进行湿润清洁，此时建议进行手部和眼部保护(燃烧产物中的碱性或酸性物质

可能与水进行酸性或碱性反应)。 

 呼吸保护： 超出工作场所限值(例如：一氧化碳、氮的氧化物)之后务必进行合适的呼吸保护 

 手部保护： 勿接触已反应的、热物品。 
反应后的操作请使用棉防护手套或皮防护手套。 

 听力保护： 反应时应使用听力保护设施。 

 眼睛保护： 防护眼镜 (EN 166) 

 身体保护： 导电鞋袜 (EN 61340-4-3) 

 防护和卫生措施： 勿吸入反应物品、避免皮肤接触，否则用水冲洗。 

 

第9章：  物理和化学特性 
 
9.1 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说明 

对所述物品不适用 

9.2 其他说明 

对所述物品不适用。 

 

第10章：  稳定性和反应性 
 

10.1 反应性 

这类物品不正确处理可能会起反应。 

10.2 化学稳定性 

按规定处理和存储时，不会出现危险反应。 

10.3 可能的危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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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反应会有受伤危险 

10.4 避免发生的条件 

做好防潮、防高温、防火、防火源、防火花、防碰撞以及防静电充电工作。 

10.5 不兼容的材料 

酸、碱 

10.6 危险的分解产物 

正确使用/处理/储存时，物品不会出现分解过程。 
 

第11章： 毒性说明 
 
11.1 毒理学作用说明 
按规定正常应用可避免健康伤害。 

物品含有与外界环境密封隔离的烟火成分。 该成分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应用条件下，包括进行专业处理时不会

释放。 

 

第12章： 与环境相关的说明 

按规定应用不会出现环境危害。 

物品含有与外界环境密封隔离的烟火成分。 该成分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应用条件下，包括进行专业处理时不会

释放。 

 

12.1 毒性 

不涉及 

12.2 稳定性和生物降解能力 

不涉及 

12.3 生物累积潜力 

不涉及 

12.4 土壤中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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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 

12.5 PBT 和 vPvB 评估结果 

不涉及 

12.6 其他有害作用 

不涉及 

 

第13章： 回收处理提示 
 
13.1 废物处理方法 

 未反应或部分反应的物品只能由授权的专业公司在严格遵守现行有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回收处理(参见第 7 章

：“处理和存储”)。 

 废物代码: 16 01 10 易爆部件(例如：安全气囊部件)。 

 未反应或部分反应的物品不允许和旧车同时报废。 

 由于火灾、高温或事故受损的物品，务必以处理未反应物品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 

 仅允许利用完全反应的物品。 

 

第14章： 运输说明 

根据 ADR/RID(公路/铁路)、IMDG(水运)以及 ICAO/IATA(空运)： 

必须根据物品种类、包装以及可能存在的相关主管机关分类规定进行分类。正确的危险品分类由发运方负责。因

此，第 14 章不能提供具有最终约束力的说明，不能免除发运方就各种单一运输方式自行负责进行分类规定的义

务。下面的 14.1 节至 14.3 节进行了合并。务必注意遵守各国的特殊规定。 

 

第 14.1 节到第 14.3 节的 UN 编号、按照规定的 UN 发运名称以及运输危险等级 
 
安全气囊模块 / 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 / 安全带预紧器: 
UN 0432，烟火制品，1.4S 

UN 0503，安全装置，烟火式， 1.4G 

UN 3268，安全装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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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气体发生器： 
UN 0323，用于技术目的的涡形装置，1.4S 

UN 0431，烟火制品，1.4G 

UN 0432，烟火制品，1.4S 

UN 0503，安全装置，烟火效果， 1.4G 

UN 3268，安全装置，9 

驱动器： 
UN 0323，用于技术目的的涡形装置，1.4S 

UN 0431，烟火制品，1.4G 

UN 0432，烟火制品，1.4S 

UN 0503，安全装置，烟火式， 1.4G 

UN 3268，安全装置，9 

或 1 类(非危险品)释放 

点火器： 
UN 0325，点火器，1.4G 

UN 0454，点火器，1.4S 

半成品： 
UN 0323，用于技术目的的涡形装置，1.4S 

UN 0431，烟火制品，1.4G 

UN 0432，烟火制品，1.4S 

UN 0503，安全装置，烟火效果， 1.4G 

UN 3268，安全装置，9 

 

14.4 包装组类 

不涉及 

14.5 环境危险 

不涉及 

14.6 对应用者的特殊防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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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14.7 根据 MARLPOL 公约附件 II 以及按照 IBC 代码的散装物品运输 

不涉及 

 

第15章： 法律要求 

15.1 安全、健康以及环境保护规定 / 对制品的特殊法律要求 

通过 2013/29/EU 准则基础上各国的规定对车辆烟火制品的使用进行规定和控制。务必注意遵守各国规定以及国

际性指令。 

 

15.2 原材料的安全评估： 

不适用 

 

第16章： 其他说明 

所有组件及其原材料信息由IMDS(国际材料数据系统)或类似系统提供。 

本安全数据表中的说明仅说明产品的安全要求，并且基于我们当今的知识水平，但没有完整性的诉求。 

这一安全数据表中所含提示和产品说明必须在使用产品前交给与该类产品打交道的应用者、员工以及所有其他相

关人员。这一安全数据表转交时不得更改。为了排除危险，务必严格遵守安全处理及存储提示。 

 

当前的版本编号 4：修订标题和概述 

当前的版本编号 3：修订章节：1、2、5、7、10、11、12、13、14、15、16 

版本编号 2，2012 年 12 月出版：全面修订，VDA 11-007 替代 VDA 290。 

版本编号 1，2009 年 1 月出版：首次作为 VDA 290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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