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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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忙碌、快节奏，这就是今天的食品相关产业。
PIP及其分销伙伴非常重视这个市场及其特殊需求。
我们要共同努力，确保在安全方面不存在薄弱环
节——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终端消费者。

食品工业的大肠杆菌爆发。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
其它与食品相关的疾病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意识，也提高了制造商的食品安全意识。确保食
品安全需要一个统一的系统方法。食品处理 GMP
和 HACCP 食品卫生规范要求有效的个人防护装备。

食品生产与加工行业
安全防护

手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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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保护
* 防止高分贝工作环境对工人造成的伤
   害。



养殖 / 种植防护指南 食品收获防护指南

-LiquiTech®专利，具有良好的抗化学性 
-超轻量合成涂层结合超轻无缝针织衬里 
-符合人体工程学，定制袖口设计 
-超细丁腈发泡采用Micro -Cup®设计在油和湿
 性环境中都表现良好 
-内衬的抗菌处理不含三氯生 
-本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均符合REACH环保法规

-耐油，即使暴露在机油中也能保持柔软和坚固
-12英寸的长度
-长筒袖增加前臂的保护，并允许轻松穿戴
-砂面的涂层手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抓握力
-无缝内衬提供卓越的触觉灵敏度，并经过处
 理，以抵御细菌和气味

适用于：汽车装配、化学处理、石油和天然
气、一般维护、金属加工、食品加工

适用于：化学品、化工业、林业、矿业、石油
化工、天然气、食品加工

56-635

58-8656

防化手套

防化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 应用
- 饲养（动物）
- 种植（植物）

* 应用
- 采摘
- 质检

* 用户需求
- 防割和抗刺穿
- 防水
- 耐磨

* 用户需求
- 防割和抗刺穿
- 防水
- 抑菌

41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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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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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硅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
食品加工

56-633

BREAK
AWAYNON-ANSI

防切割 / 防化手套

通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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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34-C232AP

-氯丁乳胶手套提供优越的保护，免受各种化学
 品，如酸，腐蚀性，溶剂和油
-双浸设计，使您得到氯丁橡胶的通用耐化学性
 能和乳胶的舒适性
-直袖口增加额外的长度，以保护前臂免受液
 体流出
-植绒衬里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和穿戴的便利性
-凸起的钻石图案，加强抓握力
-符合21 CFR, 17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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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52-3670

BREAK
AWAYNON-ANSI

防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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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10-AS18

防切割 / 阻燃袖套

4342

144X

4121X

3121X

4121X



食品入库防护指南 食品存储防护指南

* 应用
- 运输
- 搬运
- 点货

* 应用
- 冷藏
- 冷冻

* 用户需求
- 防滑、抗疲劳
- 耐磨
- 抑菌

* 用户需求
- 防寒
- 抗低温

-乳胶起皱涂层在潮湿和干燥的条件下提
 供了优越的抓握力
-无缝棉/涤纶针织纤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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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39-1310

通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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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衬里具备中量级的切割保护,并提供
 优秀的灵巧,触觉灵敏度和减少阻力
-双浸乳胶“微表面”发泡涂层的手掌和指关节
 有助于延长手套的寿命，并提供优异的耐磨性
-3/4浸涂层可以提供更多的液体防护

适用于：表面处理及检查、精密操作、装配、
维修、物流及仓储、食品加工

适用于：农业、建筑工业、重工业、服务物
流、寒冷环境、食品行业

34-605 16-820

通用手套

通用手套

通用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乳胶起皱涂层在潮湿和干燥的条件下提供了
 优越的抓握力
-无缝尼龙编织衬里舒适灵活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弯曲手指形状
-舒适的透气背部

适用于：公共事业及物流、交通运输、园艺、
食品加工

39-FG1315/LY

BREAK
AWAYNON-ANSI

-耐寒外壳
-发泡隔热使双手保持温暖和干燥
-防液体
-无缝编织结构在不牺牲舒适性和灵活性的前
 提下保护双手
-在潮湿和滑的条件下，砂面处理提供了良好
 的抓握力
-可拆卸隔热7针规格橙色腈纶衬里

适用于：化学品、化工业、林业、矿业、石油
化工、天然气、食品加工

58-8658DL-AP

防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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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41-P1476

防寒手套

3131X

4131X

2241X

4342

4121X2243

EN407

X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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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探测的金属插入物和颜色，完美用于食品 
 工业
-明亮的蓝色让它在生产区域更容易被看到，连
 接线让它穿起来更实用
-一次性聚氨酯泡沫版本具有独特的蜂窝结构，
 允许较慢的膨胀恢复时间，更容易安装和改进
 的声学密封
-“X”浮雕在这个塞的结束减少压力，在开放
 耳道改善一整天的舒适度，并提供了一个抓地
 力，便于拆卸
-适度的衰减允许安全使用，隔离噪音，也可以
 清晰的接收危险信号

-轻量、无边框设计,提供全天配戴舒适。
-轻薄且有弹性的镜脚结构,提供用户服贴但不
 压迫的配戴感。
-鼻部结构设计可符合大部分的使用者。
-透明防雾防刮擦镜片与透明色镜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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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实
验室、食品加工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实
验室、食品加工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实
验室、食品加工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实
验室等、食品加工

251-80-0020

267-HPF200D

250-01-0920

265-100C

安全眼罩

安全眼镜

降噪耳塞 降噪耳塞

食品加工防护指南 食品包装防护指南

* 应用
- 去毛 / 剥皮 / 切割 / 剔骨
- 蒸 / 煎 / 烤
- 腌制

* 应用
- 包装肉片和肉馅
- 罐装
- 瓶装
- 袋装

* 用户需求
- 液体防渗透性
- 耐高温性 / 防寒
- 防割和抗刺穿

* 用户需求
- 耐高温性
- 液体防渗透性
- 湿性环境抓握性能

-无缝结构，增加舒适度和透气性
-PolyKor®纤维混合壳X7™技术提供高减少阻
 力与超薄衬垫和耐用性
-NeoFoam®的手掌和指尖提供极大的耐磨性
 和杰出的干/湿控制
-加强拇指胯部，延长手套使用寿命，提高舒适
 性，增加耐磨性，增加高磨损区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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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149关于防护服静电性能的要求

适用于：表面处理及检查、精密操作、装配、
维修、物流及仓储、食品加工

16-368

防切割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9”表面无粉医疗级别丁腈手套,5mil,麻面织
 纹处理。
-无粉，不含天然橡胶胶乳蛋白质。
-具有出色的灵活性。
-为经济型的耐刺穿产品,并且具有高度的舒适
 性,灵活性和触觉灵敏度.
-不含硅胶。

-在潮湿或干燥的环境麻面纹理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抓握力
-双手灵巧的快速和容易穿戴
-无粉，清洁舒适，触觉灵敏
-珠状袖口增加额外的力量袖口边缘更长
 的手套寿命，并防止液体流失

-24 “ x42 “，轻量压花聚乙烯围裙，100毫
 米，清晰透明，单独包装。 
-重量轻，活动更舒适 
-优异的耐化学性、抗油脂性 
-由符合联邦食品法规的成分材料制成，符合  
 21CFR, 170-199 
-易于清洁 
-穿着舒适

适用于：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制造、化学实验
室、电子行业、食品加工

适用于：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制造、化学实验
室、电子行业

适用于：食品加工、日常维护工作

63-331PFAP

62-322PF

200-01001

一次性手套

乳胶手套

一次性围裙

4X31C

ANSI

A3



食品售卖防护指南 餐具消毒防护指南

* 应用
- 拿取
- 切配
- 打包

* 应用
- 清洗餐具
- 保洁

* 用户需求
- 耐高温性
- 抑菌
- 湿性环境抓握性能

* 用户需求
- 耐高温性
- 防水、防滑 
- 湿性环境抓握性能

-全麻面纹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抓握力在潮湿或
 干燥的环境
-双手灵巧的快速和容易穿戴
-无粉，减少过敏反应
-氯化处理，使手套表面硬化和清洁
-静电耗散(ESD)，提高电子组装性能
-珠状袖口增加额外的力量袖口边缘更长的手套
 寿命，并防止液体流失
-不含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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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内外的胎肋面设计专利，为油性或湿性部
 位提供额外的抓握力
-旋转拇指握把，确保小部件的精确抓握
-100%丁腈能抵抗工业应用中的许多化学物质
-增强灵活性，增强舒适性，减少手疲劳
-增加的耐磨抗穿刺能力比传统的一次性手套更
 持久，有助于减少浪费
-合身的珠状袖口可以穿在衬里
-无粉，减少过敏反应

适用于：化学品、化工业、林业、矿业、石油
化工、天然气、食品加工

适用于：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制造、实验室、
电子行业、食品加工

适用于：机械与设备、石油、天然气和化工
业、农业、维护、装配、食品加工

100-333000BL

64-V3000PF

SWX-000434

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手套

-重量轻的结构和特殊的手设计提供真正的舒
 适性和保护
-提供灵活性，触觉灵敏度和灵活性有时缺乏较
 重的规无支持腈
-提供化学和物理危害的保护，并不总是发现薄
 规格丁腈一次性用品
-凸起的钻石菱纹模式提供了优秀的抓握力
-植绒衬里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和穿戴的便利性
-不含硅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化工、玻璃、石材、粘
土行业、农业和栽培、建筑业、食品加工

50-AS25GC

防化手套

-氯丁乳胶手套提供优越的保护，免受各种化学
 品，如酸，腐蚀性，溶剂和油
-双浸设计，使您得到氯丁橡胶的通用耐化学性
 能和乳胶的舒适性
-直袖口增加额外的长度，以保护前臂免受液
 体流出
-植绒衬里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性和穿戴的便利性
-凸起的钻石图案，加强抓握力
-符合21 CFR, 17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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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52-3670

BREAK
AWAYNON-ANSI

防化手套

-无内衬，减少产品污染的可能性
-直袖口增加额外的长度，以保护前臂免受液
 体流出
-凸起的钻石图案，加强抓地力
-氯化处理，使手套表面硬化和清洁
-符合21CFR,170-199
-ISO 9001:2008 /SLS ISO 9001:2008
-不含硅

适用于：清洁服务、食品加工和餐饮服务、
化工行业

47-L171B

防化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4X31C

4X31C

41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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