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安全产品的全球供应商

作为手部防护的行业领导者，PIP 本
着“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准则。
致力于为全球各个行业提供安全有效
的 PPE 产品解决方案

如今，PIP 是安全产品的领导者。其品牌和产品组合遍及全球。

主要产品类别

头部防护

应用行业：

呼吸防护

眼面防护

听力防护

手部防护

身体防护

汽车制造

电子加工

食品加工

冶金电力

化工行业 洁净室

石油天然气 消防救援



汽车生产与制造环节中的个人防护对于提高工
作效率、确保人员安全、降低安全隐患、提高
员工满意度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些高风险的工作环节对员工是有害的，所以
当他们面临潜在的危险任务时，采取预防措施
是至关重要的。使用正确的 PPE 产品可以极大
地减少这些危险。PIP 有一整套专门针对汽车
生产与制造行业的产品，可以承受最严酷的工
作环境。

汽车制造行业
安全防护

手部防护 降温管理

听力保护眼部防护

* 防止切割、破碎、电弧火花、化学试
  剂等工作环境对手臂及手掌造成的伤
  害。

* 防止高温工作环境下对工人造成的伤
   害。

* 防止高分贝工作环境对工人造成的伤
   害。

* 防止灰尘、沙砾、油污、碎片等液体
   或者颗粒物飞溅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冲压车间防护指南

-无缝编织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混合衬里具备轻量级的防切割保
 护,并提供优秀的灵巧,触觉灵敏度和减
 少阻力
-聚氨酯(PU)涂层的手掌和指尖具有很强的
 耐磨性，卓越的穿刺能力和出色的干燥/微
 油握持能力
-灰色更耐脏

适用于：电子、玻璃切割、钣金处理、一般责
任、部分组装、锋利的小零件处理

16-150

防切割手套

-45cm芳纶防切割袖套,拇指开洞
-芳纶材料具有一定防切割能力，并有极佳的
 阻燃能力
-无缝编织结构，更贴合手型，无缝制边缘，
 不易脱线
-双层结构，加倍防护
-特殊加长，保护整个手臂

适用于：装配和终饰、金属薄板和金属加工、
车身装配、冲压操作

10-AS18

ANSI

A2

BREAK
AWAYNON-ANSI

防切割袖套

产品推荐

* 应用
- 冲压车间操作
- 处理金属板材和面板
- 处理带有锋利、粗糙边缘的零件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抗穿刺性
- 干性和轻油性环境中的抓握性能
- 灵巧度

16-150       4342B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10-AS18     144X                                       芳纶           均码
16-560     4543D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16-333     4X42C  丁腈磨砂    掌浸            PolyKor          XS-XXL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250-AN-10111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250-AN-10126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修理车间防护指南

-无缝结构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和透气性
-PolyKor®混合外壳是轻量级的，并提供了出 
 色的灵活性，触觉灵敏度和切割阻力
-丁腈微表面涂层的手掌和指尖在干燥、潮湿和
 油性条件下提供了优越的抓地力，像小吸盘一
 样牢牢地吸附在被处理的材料上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金属加工、机械及设
备、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建筑业、采矿业

16-333

防切割手套

-无缝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衬里具备轻量级防切割保护,并提供
 优秀的灵巧,触觉灵敏度和减少阻力
-双浸丁腈磨砂涂层的手掌和指尖有助于延长手
 套的使用寿命，并提供优异的耐磨性
-舒适的透气背部

适用于：汽车与汽车OEM、机械设备、电力机
械、白色家电、结构组件生产

16-330

ANSI

A2

防切割手套

-子弹造型适合大部分的耳道
-锥形结构让佩戴上简单且舒适
-适度的回弹时间让佩戴上更容易
-一次性使用
-明亮的橙色适合快速查找
-NRR33
-单独包装干净卫生

适用于：嘈杂的工作环境，以减少高
分贝噪音的影响

265-100C

ANSI

A3

PU 材质

-无框设计可提供佩戴者全天舒适感
-造型上除了时髦与运动感外，也兼具全面的
 眼睛防护
-镜脚服贴设计，搭配弹性脚尾材质，提供使
 用者舒适的配戴感
-软质鼻垫让配戴时眼镜不易滑落
-透明防雾防刮擦镜片与黑色镜框脚

适用于：制造及装配、机械设备、金属加工、
玻璃加工

250-08-0020

防刮擦、防雾

-无缝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混合壳X7™技术提供了非常高的切割
 阻力与超薄衬垫和耐用性，达到A7防切割等级
-NeoFoam®的手掌和指尖提供极大的耐磨性和
杰出的干/湿控制
-触摸屏兼容，使用户无需脱下手套即可操作触
 摸屏手机或设备
-耐水洗，耐化学品、水和紫外线
-符合FDA食品处理要求21 CFR 177.2600

适用于：玻璃切割、金属处理、紧固件处理、
建筑

16-377

ANSI

A7

防切割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 应用
- 焊接、粘接、铆接
- 处理结构和车身部件
- 检验、选择、检查零件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抗穿刺性、耐化学性
- 干性和轻油性环境中的抓握性能
- 防火花、熔融金属飞溅性能

16-333       4X42C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灰色         XS-XXL
16-330       4342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蓝色        XS-XXL
16-377       4X42F   Neofoam       掌浸             黑色    PolyKor X7       灰色          S-XXL
16-368       4X31C   Neofoam       掌浸             黑色    PolyKor X7       酒红色        XS-XXL
16-340LG       4544C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荧光黄        S-XXL
09-K1300       3544D   乳胶起皱      掌浸       蓝色    Kevlar   黄色        XS-XXL
265-100C                                                                 PU             橙色        均码
250-08-0020          防刮擦、防雾                                                 透明        均码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涂层颜色    材料            颜色          尺寸



加工车间防护指南

-经欧盟标准EN374-3认证，100%抗化学物质；
-具备防切割性能
-具备超越其他抗化学物质同类手套产品的舒
 适性、灵活性，同时指尖提供最大限度的触觉
 敏感性
-独一无二的GripTech®涂层为您呈现极强防滑
 能力
-为您提供极佳的灵活性和抓握力
-采用LiquiTech®阻挡技术，能抗油污，抗液
 接触
-经过Sanitized®抗菌消毒处理，不含三氯生
 保持手套清新、卫生，加强了手部皮肤的安
 全与防护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

56-633

防切割 / 防化手套

-无缝编织尼龙衬里，增加舒适性，手指灵活
 性和透气性
-手套采用双股结构，使工作手套更紧、更结实
-Neofoam®的手掌和指尖提供极大的耐磨性和
 杰出的干/湿抓握
-兼容各种触摸屏，使用户无需脱下手套即可操
 作触摸屏手机或设备
-可反复清洗，延长使用寿命，降低更换成本
-符合FDA食品处理要求21 CFR 177.2600

适用于：表面处理及检查、精密操作、装配、
维修、物流及仓储

34-605

通用手套

-无缝结构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和透气性
-PolyKor®混合外壳是轻量级的，并提供了出色 
 的灵活性，触觉灵敏度和切割抵抗
-丁腈微表面涂层的手掌和指尖在干燥、潮湿和
 油性条件下提供了优越的抓地力，像小吸盘一
 样牢牢地吸附在被处理的材料上
-双浸手掌和指尖提供额外的耐磨性
-重量级热塑橡胶(TPR)通过将冲击力能量分散到
 骨骼之外，在不牺牲灵活性的情况下，为指关
 节和手指提供了反弹作用力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金属加工、机械及设
备、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建筑业、采矿业

16-MPH430

防冲击手套

ANSI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 应用
- 金属加工和装配操作
- 处理粗加工金属零件
- 组件的装配和检查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抗穿刺性、耐化学性
- 干性和轻油性环境中的抓握性能
- 灵巧度、触觉

56-633       4342        AKL        丁腈超细发泡    全浸       黑色 /绿色       工程纤维       白色         S-XXL
34-605     4131X          Neofoam        掌浸       黑色      尼龙       棕色  XS-XXL
16-MPH430    4X41D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灰色         S-XL 
16-330     4342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蓝色  XS-XXL
16-333     4X42C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灰色   XS-XXL
16-340LG     4544C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荧光黄  S-XXL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涂层颜色      材料       颜色         尺寸



涂装车间防护指南

-浸泡在水中并激活以提供冷却效果时，可快速
 降低温度
-在空中挥动或拍打毛巾，激活毛巾。
-提供紫外线防护和抗异味
-可夹在皮带或制服上的零售存储容器
-可机洗重复使用

396-EZ900 390-EZ100
-重量轻，易于激活，经久耐用
-1-2分钟激活时间
-每次激活可提供5-10小时的冷却释放
-使身体与环境温度相比冷却15-20度
-提供均匀的冷却效果，无肿胀和轻微影响
-使用后干燥，妥善存放可避免霉菌或霉菌进入
-外层是舒适的尼龙、内层是冷却织物和防水尼
 龙衬里
-V领设计，拉链闭合

防护眼罩 防护眼罩

-软框提供全天配戴舒适感
-间接透气设计
-透明淡蓝色材质可避免镜框黄化
-透明防雾镜片

-高性能护目镜提供一天佩戴舒适
-间接通风防止液体喷溅
-柔软的橡胶材质佩戴舒适
-可调节头带，不含乳胶
-灰色框体透明镜片

- 一镜两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近视
  眼使用
-一体铸型鼻梁设计适合绝大多数用户  
-防雾防刮镜片 

248-5190-400B 251-80-0020 250-99-0920

降温毛巾 降温背心

-无粉透明乙烯基手套，工业级，3mil，4.0AQL
-物理性能满足或超过ASTM要求
-不含天然乳胶蛋白
-不含DOP 和不含DEHP，不含催化剂
-优秀的形式拟合抓地力

适用于：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制造、实验室、
电子行业

63-225PF

一次性手套

产品推荐

* 应用
- 车身喷漆（包括表面检查）
- 涂覆密封材料、修补
- 使用清洁工具和机器人设备

* 用户需求
- 防汗服装
- 有机硅和无绒手部防护
- 可用于喷漆作业的防静电服装

396-EZ900                                                                        藏青/柠檬黄/粉色/迷彩   均码
396-EZ100                                                                         荧光黄    均码
63-225PF                 丁腈  全麻面                       丁腈             蓝色              S-XL 
248-5190-400B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251-80-0020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250-99-0920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涂层颜色    材料            颜色              尺寸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
实验室等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
实验室等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实
验室、食品加工、电子行业

访客眼镜



模塑车间防护指南

-无缝编织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混合衬里具备中量级的防切割保护,
 并提供优秀的灵巧,触觉灵敏度和切割阻力
-聚氨酯(PU)涂层的手掌和指尖具有很强的耐
 磨性，卓越的穿刺能力和出色的干燥/微油握
 持能力
-灰色更耐脏

适用于：电子、玻璃切割、钣金处理、一般责
任、部分组装、锋利的小零件处理

16-560

-可短暂接触700度高温
-手背铝膜可防1000度热辐射
-芳纶材料同时具有一定防切割能力,并有极佳
 的阻燃能力
-加厚内衬,提高热防护能力

适用于：冶金、热力发电、高温接触

07-AG700

ANSI

BREAK
AWAYNON-ANSI

防切割手套

耐高温手套

产品推荐

* 应用
- 冲压注塑成型
- 处理成型结构件
- 零件、设备的检查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
- 干性环境中的抓握性能
- 隔热性

16-560     4543D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07-AG700            X44XXX                               芳纶         均码                     
10-AS18     144X                                                芳纶       均码                  
09-K1300     3544D              乳胶起皱   掌浸   Kevlar       XS-XXL

款号     EN388  EN407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总装车间防护指南

-黑色丁腈发泡涂层，灰色无缝编织尼龙衬里
-发泡设计使油从手套表面流出，油性环境下
 控制效果极佳
-穿着凉爽舒适，透气涂层
-极佳的灵巧性、灵敏度、触感、湿握和干握
-最小的渗透使衬里在手套内部保持柔软

适用于：通用装配、维修保养、机械及设备、
汽车零部件

34-C232AP

-超细发泡丁腈涂层与轻油共处并提供良好的抓
 地力和优良的耐磨性
-100%不含硅
-专利Micro-foam®丁腈涂层提供360透气性,
-比市面上大多数泡沫丁腈手套薄25%
-人体工程学手型设计，减少手疲劳，增加舒
 适感
-具备卓越地使用灵活性，敏感性和触感。在潮
湿与油性环境中，抓握力强劲
-CFIA批准
-符合FDA食品处理要求21 CFR，第177部分

适用于：前期、后期及总装配、DIY、表面处
理与检验、园艺、维修保养

34-874

BREAK
AWAYNON-ANSI

通用手套

通用手套

产品推荐

* 应用
- 地盘装配、车身修整
- 拣选、紧固部件
- 调整零件、系统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
- 灵活性、触觉
- 产品防护

34-C232AP    3121X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XS-XXL
34-874     4131           丁腈超细发泡 掌浸          尼龙、莱卡     XXS-XXL 
16-560     4543D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34-FGN1001   3121X  丁腈光面         掌浸          涤纶       XS-XXL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物流部门防护指南

-无缝针织涤纶衬里增加舒适性，提高手指灵
 活性和透气性
-聚氨酯(PU)涂层的手掌和指尖提供了一个安
 全的抓握力，在干燥和微油性条件下，提供
 高灵活性
-舒适的透气手背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机械设备、石油、天然
气和化工、后勤和仓储、电子工业

33-105

-乳胶发泡涂层在潮湿和干燥的条件下提供了优
 越的抓握力
-无缝编织涤纶毛圈，舒适柔韧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弯曲手指涂层
-舒适的透气背部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机械设备、玻璃、机械
及设备、建筑业、公用事业

41-P1476

防寒手套

通用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 应用
- 冲压车间操作
- 处理金属板材和面板
- 处理带有锋利、粗糙边缘的零件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抗穿刺性
- 干性和轻油性环境中的抓握性能
- 灵巧度

产品推荐

33-105     3131X        PU     掌浸            涤纶             XS-XXL

33-125     4131X        PU     掌浸            尼龙             XS-XXL

41-P1476     2241X        乳胶起皱       3/4 浸   涤纶毛圈  S-XXL
34-C232AP    3121X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均码                     
16-150       4342B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维护车间防护指南

-灰色丁腈发泡涂层，白色无缝编织尼龙衬里
-发泡设计使油从手套表面流出，油性环境下
 控制效果极佳
-穿着凉爽舒适，透气涂层
-极佳的灵巧性、灵敏度、触感、湿握和干握
-最小的渗透使衬里在手套内部保持柔软

-丁腈“磨砂涂层在干燥、潮湿和油性条件下提
 供了优越的抓地力，就像微型吸盘一样，吸附
 在被处理的材料上
-无缝针织涤纶衬里，增加舒适性，手指灵活
 性和透气性
-舒适的透气背部

适用于：通用装配、维修保养、机械及设备、
汽车零部件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金属加工、机械及设
备、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建筑业、采矿业

34-810

34-500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通用手套

通用手套

* 应用
- 生产线支持和维护
- 设备维修和维护
- 设备的装配和拆卸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防切割性能
- 灵巧性
- 阻燃性和隔热性

产品推荐

62-322PF                                                丁腈             S-XL

34-810       4121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XS-XXL
34-500     4121X  丁腈磨砂     掌浸           涤纶             XS-XXL

34-C232AP    3121X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均码                     
09-K1300     3544D  乳胶起皱     掌浸   Kevlar           XS-XXL
16-150       4342B  PU      掌浸   PolyKor  XS-XXL 

款号     EN388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欢迎查看我们的完整安全产品系列
www.pipasia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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