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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救援



平安回家 ——
為了我們要守護的人
為了滿足世界各地對于應急救援人員的需求， 

杜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提供新的 

防護解决方案與專業技術支持。

杜邦擁有世界一流的員工、產品和創新能力，

是個人防護領域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我們將

保護隊員的安全視作我們的職責，應急救援隊員 

可以放心地依靠杜邦。

憑借行業領先的各類個人防護裝備 (PPE)

解决方案以及由 PPE 專家、技術專家和生產

製造組成的全球網絡，杜邦在為每個應急 

救援隊員提供應有的保護和舒適性方面具有

獨特的優勢，能够幫助緊急救援響應人員游刃 

有余地應對工作場所的各種危險。

我們的品牌

Nomex®

杜邦™ Nomex® 材料擁有本質阻燃、 

質輕耐用等特性。Nomex® 提供的防護 

解决方案久經考驗，達到並優于國際上關

于高溫、火焰與電弧防護標准的同時， 

也提供對有害顆粒的防護。

Kevlar®

杜邦™ Kevlar® 材料能够增强消防救援服整

體的强度與耐用性，並且具有更輕的 

質量、更好的舒適性以及阻燃隔熱性能。 

Kevlar® 將面料的强度、耐用性和防護 

性能推向新的高度。

Tyvek®

杜邦™ Tyvek® 防護服在防护性， 

高能見度，耐用性和舒適性以及固有特性

之間實現了理想的平衡，可抵禦尺寸 

小于1.0 微米的顆粒。

Tychem®

杜邦™ Tychem® 防護服及其輔件提供針對

大量的有毒液體、氣體以及化學品防護。

杜邦可提供 Tychem® 面料針對不同化學品

種類的滲透性數據。



每次警報響起，應急救援人員便會為保護他人，而將生死置之

度外。這從來都是一份危險的工作，並且危險還在不斷增加。

為每一位英雄	
提供他們	
應有的保護

中暑 —— 造成危害的主要原因 

中暑是造成消防員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消防裝備應能有效隔熱，使消
防員有充足的時間安全逃離事故現
場，同時能降低消防員發生中暑的風
險。Nomex® 具有更優秀的透氣性
能，能幫助减少中暑的發生。

1	 R.F. Fahy, J.T. Petrillo & J.L. Molis. 2019	美國消防員
殉職情况，美國消防協會：Quincy, MA, 2020

關鍵點：兼顧防護性和舒適度

消防員裝備必須能够應對消防員要面
對的所有熱危害環境，同時在將中暑
反應减至最弱、不妨礙消防員行動或
降低消防員環境感知能力的條件下，
幫助消防員完成任務。輕便强韌的
Nomex® 纖維具備本質隔熱阻燃特
性，能帶來輕便高效的隔熱保護。与
此同時，Tyvek® 优异的透气性能在提
供有效防护情况下，保障了穿着者的
舒适度。

執勤消防員殉職
人數中，54%的
死因
與中暑 1相關

有害顆粒 —— 看不見的威脅

一個擺滿現代家具的房間，能僅在 
3分40秒內發生閃燃，而“傳統”房間
則需29分25秒發生閃燃。這些現代房
間不僅會更快發生閃燃，還會通過烟
霧携帶傳播、釋放大量有毒物質3。 
長時間暴露在這些有害顆粒中會導致
冠心病、中風、癌症和呼吸系統 
疾病4。Nomex® Nano Flex 有着優越
的微粒阻隔性能，能增强消防員防護
頭套等產品阻隔有害顆粒的能力。

2		 資料資來自国际消防員協会（IAFF）（資料對應间為
2002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网址	https://
firefightercancersupport.org/resources/faq

3   https://ulfirefightersafety.org/research-projects/
comparison-of-modern-and-legacy-home-
furnishings.Html

4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2019）：分類清單，1–123	卷，	
世界衛生組織。

職業消防員殉職
人數中，癌症致
死率為61%2

患癌原因為長期暴露于化學
和烟霧環境

防護+舒適
=更少傷亡



推薦的個人防護裝備 (PPE)

從警報信號響起，到緊急情况解除，在整個過程中，針對冒著

生命危險的緊急救援人員，杜邦可提供他們值得享有的、符合

或超越全球標準的業內領先 PPE 解决方案。

應急救援應急救援

使用 Kevlar® 和 Nomex® 製成的消防輕型救援繩及繩包

使用 Kevlar® 製成的消防輕型救援繩質量輕、易携帶、耐高溫且强
度高。可以用于消防員在滅火救援、搶險救灾等救援現場出現危機
情况下的個人逃生自救。救援繩在滿足GA494-2004《消防用防墜落
裝備》標準基礎之上，還可以滿足400°C、1.33KN負重下300秒以及
600°C 1.33KN負重下45秒的耐高溫不斷裂的測試要求。

Kevlar® 和 Nomex® 纖維幫助製造商生產出耐火救援繩和配件。救
援繩及繩包套裝整體重量≤1.56kg。它們不僅輕巧易携帶，還能在遇
緊急火情時幫助消防員完成救援自救。使用 Nomex® Nano Flex 製成的防護頭套

使用 Nomex® Nano Flex 製成的防護頭套輕薄耐用，可防止大量有
害顆粒通過領口以上皮膚和上頜（從以往資料可知，這兩個部位是
最脆弱、最缺少保護的）被人體吸收。將 Nomex®Nano Flex 製成
的頭套添置到消防員頭套組合中，顆粒、細菌和病毒的過濾效率可
達到 99% 以上。

這種變革性的防護屏障兼顧了優秀的耐熱性、透氣性、舒適度，並
且不會妨礙相關人員對環境的感知。

使用 Kevlar® 和 Nomex® 製成的消防救援靴及消防皮靴

使用 Kevlar® 和 Nomex® 纖維材質面料或者氈代替傳統膠靴裏面的
橡膠，不僅提高了靴子的輕巧、靈活和方便性，而且還提供了更好
的隔熱性能。另外，纖維襯裏的加入也解决了傳統皮靴的防水和絕
緣性問題。

使用 Nomex® Nano 製成的耐熱內襯

Nomex® Nano 是為解决熱應激反應不斷加劇的問題而開發，是新
一代消防員防護材料的代表。該材料經特殊設計，比其他用于製造
耐熱內襯的先進阻燃 (FR) 材料更薄，但耐用性相當。事實上，用于
製造耐熱內襯的 Nomex® Nano 將耐熱內襯厚度减少了40%，而耐
熱性能却絲毫未减。

使用 Nomex® Nano 製成的耐熱內襯可使消防戰鬥服更輕、體積更
小，增强了消防員行動靈活性、使其更不易疲勞、不易產生定向障
礙和中暑。這些耐熱內襯也强化了水分管理能力，能迅速散去汗
水，保持皮膚干燥，减少水分積聚，促進快速干燥，减少熱應激反
應的發生。

杜邦™ Tychem® 10000 FR

杜邦™ Tychem®10000 FR 防護服是首批以單層結構通過NFPA 1991
（2016年版）認證的有限次使用防護服中的一種。Tychem® 10000 
FR防護服采用一種擁有專利的耐用型鍍鋁面料，該面料系將杜邦™ 
Nomex® 和杜邦™ Kevlar® 混合層壓合到複合阻隔膜上製造而成。這
種獨特的層壓結構讓該防護服具備極强的物理强度以及防切割、防
磨損性能，極其適用于工業化學、有毒物質響應以及軍事應用（包括
化學戰劑）。

Tyvek®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本款防护服通過GB 19082-2009《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術要求》的
性能檢測。柔軟、輕便、透气性好，透濕量不低于2,500克/平方
米/天。抗合成血液達4級。表面光滑不易沾濕，能有效防止細菌附
着，其抗沾水性能為4級 (GB/T 4745-2012)。

Tychem® 6000 TF611 面部密封防护服

密封设計技術：面罩周圍的橡胶密封圈与呼吸器兼容性良好，防护服
可与手套构成密封以保护全身。无需胶条密封，可在緊急情况下和工
业應用場景中快速穿戴。后入式，双層拉鏈门襟，可增强正面抵御能
力，提高安全性。采用与防护服相同材料的一体式袜，讓穿戴者能通
過靜电耗散鞋接地，而不需要額外的接地。由于緊急救援隊成員的防
护服可能大部分時间處于未拆封备用狀態，本產品特意將生產日期標
示在外包装盒上。

使用 Nomex® 製成的站內备勤服

含 Nomex® 材料的站內备勤服憑借其本質耐熱阻燃防護性能，能够
不熔融、不滴落；即使您貼身穿着它、外套消防戰鬥服，它也不會
緊貼皮膚。由 Nomex® 製成的站內备勤服輕便透氣、舒適合身，具
有優秀的固色性，能長時間保持專業外觀。

此外，可對 Nomex® 製成的站內备勤服進行至少125次洗滌和穿
着，而不用擔心破壞其性能。此類消防值班服平均穿着壽命達五
年，而經阻燃處理 (FRT) 的棉織品材質產品壽命僅為一年。可將 
Nomex® 用于製造帶扣襯衫、T恤和短褲。

使用 Kevlar® 製成的應急救援戰術手套

使用 Kevlar® 製成的手套，主要基材為 Kevlar® 紗綫，增强填充材
料為超細鋼絲，提供高强抗切割强度，兼顧手感舒適性。其輕巧靈
便，透氣排汗，觸屏靈活，兼具防割性能及耐高溫性能。應對不同
場景可提供多種款式。

使用 Nomex® 和 Kevlar® 製成的消防戰鬥服

在大部分消防員戰鬥服的材料層中，都能看到 Nomex® 和 Kevlar® 
纖維的身影。這些創新纖維共同造就了由內至外的可靠防護、耐用
性和舒適度。

Nomex® 和 Kevlar® 纖維幫助製造商生產出耐火內襯、耐火防護罩
和配件。它們不僅能應對消防員可能會面對的熱危害環境，還能在
不妨礙消防員自如活動的條件下，幫助消防員完成救援任務。



可以在這裏找到
業內領先的個人
防護設備
無論是消防滅火，還是危險有害品清除，全球緊急救援人

員都信賴杜邦個人防護設備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可靠防護。 

從消防值班服、消防戰鬥服到防化服、防化手套等，杜邦科技 

創新成果都在為應急救援人員提供安全和生命保障。

作為全球個人防護設備解决方案的領軍者，杜邦与我們的合作

伙伴一起，共同為緊急救援人員帶來最新的技術性突破。

詳請可訪問：safespec.dupont.cn



决不放棄，
只會給予更多。



杜邦個人防護
Safespec.dupont.cn 

Ppe.dupont.cn

dppacedemy.dupont.cn

      DuPont Personal Protection 
      杜邦個人防護

信息與我們目前對這個對象的瞭解相符。這只是為您的實驗提供可能的建議。然而，這並不打算取代您可能需要
進行的任何測試，以自行確定我們的產品是否適合您的特定目的。隨着新知識和經驗的出現，可能會對信息進行
修改。由于我們無法預測實際最終使用條件的所有變化，杜邦對信息的任何使用不做任何保證，也不承擔任何責
任。本出版物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應視為根據任何專利權進行經營的許可或侵犯任何專利權的建議。杜邦TM、杜邦
橢圓形標志以及所有標注有®、SM 或TM 的產品和品牌（除非另外注明），均為杜邦公司的關聯公司的商標、服務標
志或注冊的商標。© 2021 杜邦公司版權所有。(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