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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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生产和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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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针对化学生产和开发行业的产品，可以承
受最严酷的工作环境。

化学生产和开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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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防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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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设计袖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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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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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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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232AP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 应用
- 原材料入库
- 装 / 卸卡车及车辆
- 处理到货

* 用户需求
- 灵巧度
- 耐磨性
- 耐化学性和抓握性能

56-635       4121X         AKL        丁腈超细发泡 全浸          尼龙、莱卡    S-XXL
34-C232AP    3121X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XS-XXL
34-844     4131                     丁腈超细发泡 掌浸点珠      尼龙、莱卡    XXS-XXL
56-633       4342          AKL        丁腈超细发泡 全浸   工程纤维      S-XXL
34-874     4131                     丁腈超细发泡 掌浸   尼龙、莱卡    XXS-XXL  
34-810       4121                     丁腈发泡     掌浸   尼龙          XS-XXL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材料准备防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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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手套表面防硬化和易于清洁
-符合21CFR,170-199
-ISO 9001:2008 /SLS ISO 9001:2008
-不含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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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抓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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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服务、食品加工和餐饮服务、
化工行业

适用于：化学品、化工业、林业、矿业、石油
化工、天然气

47-L171B

58-8656

防化手套

防化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 应用
- 填充、混合和装填原料
- 输送液体和固体
- 打开 / 排空泵、阀门或管路

* 用户需求
- 耐化学性
- 耐磨性
- 灵巧度和抓握性能

47-L171B     2011X ABK                               乳胶        S-XL
58-8656     4121X         AJK                                    PVC          S-XXL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M-XXL
58-8655AP                                                         PVC          S-XXL
250-01-0920                           防刮擦 /防雾                透明         均码
250-01-0980                           无涂层                      透明         均码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生产加工防护指南

* 应用
- 装卸处理设备
- 在容器和储罐之间输送液体和固体及处理设备
- 监督运行操作

* 用户需求
- 耐化学性和液体防渗透性
- 抓握性能
- 防静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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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58DL-AP

防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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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
实验室等

248-5190-400B

安全眼罩

产品推荐

58-8658DL-AP 4121X AJK                             PVC          M-XL  
248-5190-400B                     防刮擦、防雾                             均码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M-XXL
52-3670      4121X AKL                                    氯丁乳胶     S-XXL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产品运输防护指南

* 应用
- 处理外发货物： 罐头、容器、散装
  和纸箱
- 装载卡车和车辆
- 产品发货、运输和交付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
- 灵巧度
- 耐化学性和湿性环境抓握性能

-低涂层重量和高耐磨性，提供比更重、体积
 更大的丁腈涂层手套的耐磨性，同时不牺牲灵
 活性和触觉灵敏度
-灵巧性、耐化学性、耐切割性优越
-掌部提供灵活性和通风
-抗油脂和油类

适用于：汽车及汽车OEM、金属加工、机械设
备、物流

56-AS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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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控制
-3/4浸涂层可以提供更多的液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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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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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更耐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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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线型镜脚服贴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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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防雾防刮擦镜片

适用于：车辆及零配件、电子、石油和天然
气、机械和设备、公共设施和交通

适用于：车辆及零配件、电子、石油和天然
气、机械和设备、公共设施和交通

PMX-33-G125 250-45-0021

通用手套 安全眼镜

通用手套通用手套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56-AS319     3111X                  丁腈        3/4 浸       黄色             棉                白色         S-XL
34-608     4131X          Neofoam        3/4 浸       黑色      尼龙       棕色  XS-XXL
PMX-33-G125  3131X                  PU        掌浸       灰色      涤纶       灰色  XS-XXL
34-605     4131X          Neofoam        掌浸       黑色      尼龙       棕色  XS-XXL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绿色  M-XXL
250-45-0021                         防刮擦 /防雾                                                    灰色  均码
250-45-0020                         防刮擦 /防雾                                                    灰色  均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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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和研发中心防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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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制造、化学实验
室、电子行业

63-331PF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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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AS25GC

一次性手套

防化手套

产品推荐

* 应用
- 测试
- 装填和混合原料
- 维护

* 用户需求
- 耐磨性
- 灵巧度
- 耐化学性和湿性环境抓握性能

63-331PFAP                                                        丁腈         S-XL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M-XXL
62-322PF                                                          丁腈         S-XL
63-225PF                                                          丁腈        S-XL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250-01-0920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250-01-0980                           无涂层                                   均码



维修与维护防护指南

* 应用
- 打开炉室、排空泵、阀门或管路、
  BTX 工艺裂解装置
- 清洁炉室、蒸馏装置、泵、阀门或管
  路和、BTX 工艺裂解装置

* 用户需求
- 灵巧度和抓握性能
- 耐化学性和液体防渗透性
- 耐磨性 防割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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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通用装配、维修保养、机械及设备、
汽车零部件

34-810

通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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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喷漆车间、化工产品开发与加工、
实验室等

251-80-0020

安全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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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推荐

34-810       4121                   丁腈发泡        掌浸       灰色      尼龙       白色   XS-XXL      
16-MPH430    4X41D          丁腈磨砂        掌浸             黑色             PolyKor             灰色         S-XL 
251-80-0020                         防雾防、刮擦                                                         透明         均码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绿色  M-XXL
34-C232AP    3121X          丁腈发泡        掌浸       黑色      尼龙       灰色   XS-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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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防护指南

* 应用
- 清洗锅炉
- 清理废渣
- 操控设备

* 用户需求
- 高灵巧度和灵活性
- 阻燃性
- 隔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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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切割 / 阻燃袖套

-10针防切割手套芳纶-钢丝手套
-芳纶具有极佳的隔热和耐切割性能
-钢丝加强了切割防护
-无缝编织结构，舒适，灵活，贴合手掌

适用于：处理锋利边缘的物品，玻璃与金属
薄片处理

07-AG150

防切割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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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汽车与运输、金属加工、机械及设
备、石油和化工业、建筑业、采矿业所有产生
高温的工作环境中

390-EZ100

降温背心

BREAK
AWAYNON-ANSI

产品推荐

10-AS18     144X                                                                     芳纶       黄色  均码
07-AG150     154X                                                                     芳纶 /钢丝         黑黄         S-XXL
396-EZ100                                                                                      荧光黄   均码
396-EZ900                                                                                     藏青/柠檬黄/粉色/迷彩  均码
89-5745     3542                                                                     工程纤维           黑色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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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响应防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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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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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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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33

52-3670

BREAK
AWAYNON-ANSI

BREAK
AWAYNON-ANSI

防化手套

* 应用
- 意外泄漏、溢出或其他渗漏情况

* 用户需求
- 耐化学性和液体防渗透性
- 抗撕裂性
- 阻燃性

产品推荐

56-633       4342          AKL        丁腈超细发泡 全浸    工程纤维     S-XXL
52-3670      4121X AKL                                    氯丁乳胶     S-XXL

50-AS25GC    3101X AJKLOPT                               丁腈        M-XXL

250-AN-10111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56-635       4121X         AKL        丁腈超细发泡 全浸           尼龙、莱卡   S-XXL

250-AN-10126                          防刮擦 /防雾                             均码

款号     EN388 EN374      涂层       涂层范围       材料        尺寸

防切割 / 防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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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防护 呼吸防护 眼面防护 听力防护 手部防护 身体防护

CN V2.01 版本

保威（上海）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PROTECTIVE INDUSTRIAL PRODUCTS（CHINA）LIMITED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 218 号嘉里不夜城 1 座 3301 室，邮编：200070
Tel: 86-21-63170303 Fax: 86-21-32300085、3230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