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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如果個人防護設備（PPE）發生故障，請立即停止工作。

使用過程中，如果個人防護設備任何部件發生故障，請
立即停止工作，從危險區撤離，安全脫除個人防護設備
（可能需要進行洗消程序），確定個人防護裝備發生故障
的原因並重新評估個人防護裝備的選擇和使用是否適合
該項作業。

請務必閱讀、理解並遵從此手冊內的信息及所有適用的
政府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不當使用防護服有可能導
致重傷或死亡。防護服的選擇和使用應遵循相應的個人 

防護裝備法規。在美國，該法規為 29 CFR 1910.132。
對于美國境外用戶，請諮詢本國或其他適用的個人防護
裝備法律法規。

用戶須仔細閱讀本指南，並注意以下事項：

1. 避免接觸火焰。此類防護服不適于暴露在明火環
境。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防
護服已根據美國 NFPA 2112《工業阻燃防護服及閃
火防護標準》進行了測試和認證。Tychem® 2000 

SFR提供次級阻燃防護，裏面必須穿上阻燃防護服 

（例如，Nomex® IIIA ）。在可能暴露于火焰的場所， 

請勿僅穿著 Tychem® 2000SFR 防護服。  

2. 穿著 Tychem® 防護服，包括 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時，若現場明確可燃氣體 /

蒸汽或粉塵濃度達到可燃或爆炸極限時，切勿進入；
進入現場後，如果發現此類風險，也請立即撤離。

3. Tychem® 防護服，包括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不適用于消防滅火，也不適用于熱液
體、蒸汽、焊接或熱輻射防護。Tychem® 防護服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面料已根
據標準 EN ISO 11612:2015（防護服 — 耐熱和防
火服裝 — 最低性能要求）進行測試，並被評定為
熔融鋁（防護）D1類和熔融鐵（防護）E2類。

4. 較好的做法就是盡可能减少接觸任何已知的有害物
質的時間。

5. 如果在穿著 Tychem® 防護服的過程中，出現了以
下任何症狀，應立即離開污染區，在進行現場洗消
後脫下防護服：

•  發熱   

•  發現任何异味

•  呼吸困難   

•  眼睛或皮膚刺痛

•  噁心   

•  視綫變窄或模糊不清

•  過度疲勞   

• 出現幽閉恐懼症

•  頭暈眼花   

•  失去平衡感或方向感

•  麻痹

Tychem® 防護服不能保證在所有條件和環境下或所有
危險物質中，對使用者進行有效的保護。應根據經過培
訓並合格的安全專員的危險評估來選擇防化服以及其
他個人防護裝備。用戶有責任明確危險暴露水平並確定
所需的合適個人防護裝備。許多性能特性不得由現場
使用者予以檢測。有關 Tychem®防護服的性能參數請
參見 Dupont ™ SafeSPEC ™（網址：www.safespec.

dup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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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防护服保養計划

需要進行的工作  接收時  使用前  每次使用後  每年

檢查防護服 X X X 

清洗（僅為衛生清潔，不涉及洗消）   X

充氣測試（A級防護服）   X X

檢查排氣閥膜片（A級防護服）   X X

潤滑拉煉（根據需要）

使用者資格 
在未按要求進行使用培訓前，不得穿用防護服。身體狀
况良好者方可穿用防護服。在穿用防護服前，請諮詢醫
生，確保您可以在預期環境下，穿用這些防護服和所有
必須的呼吸防護設備。

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在穿著 Tychem® 防護服時，為了更周密全面的防護，
通常要求根據危險性評估結果使用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PPE）。個人防護設備的選用必須由經過培訓，並具有
豐富經驗的安全專業人員完成。此外，可能會要求同時
配備其他防護設備，以應對各類危險，包括但不限于：

•  易燃或易爆環境

•  極熱（熱應力）

•  極冷（體溫過低）

•  物理危害（尖銳、穿刺、粗糙表面、墜落殘骸）

•  滑倒或摔倒

•  能見度

•  墜落防護

•  防污

鞋類 
防護服配備靴襪時，必須穿上單獨的、用戶自行選擇
的、具有保護功能的鞋類。Tychem® 防護服的靴襪必須
穿在防護鞋裏面。不穿防護鞋，將會損壞靴襪。用戶有
責任根據危險性評估結果，確認選用合適的鞋類。

手套 
部分 Tychem® 防護服配備化學防護手套。獲取有關具
體套裝的手套詳細資料，請聯繫杜邦公司。用戶有責任
根據危險性評估結果，確認選用合適的防護手套。

防護服的檢查、保養及測試

防護服的檢查 
穿用者必須在以下時刻對 Tychem® 防護服進行檢查，
以確定防護服未受到損壞或劣化：

參見防護服保養計劃（表 1）。

1.  從供應商處收到之時。

2.  使用前。

3.  使用防護服後 再次使用之前。不得使用受到污染、
損壞或變形的防護服。

4.  年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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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服的檢查步驟 
1.  將防護服置于干淨平整的表面上。

2.  檢查範圍應包括防護服的所有區域。包括軀幹、面
罩（若有）、手套（若有）。

3.  在防護服內使用手電筒以便檢查是否存在破洞、開
口或破損情况。在可疑的可見瑕疵處使用少量水進
行驗證，觀察是否發生滲漏，以確認瑕疵是否 小
孔。

注意：由貼條遮蓋的可見針脚孔不屬瑕疵。

4.  檢查防护服接縫處，确保密封。對于縫線貼条密封，
檢查貼条接縫處是否存在脫胶或貼条帶未完全遮盖 
脚孔的區域。對于包縫密封，檢查是否存在包邊（上
面）缺失或者沒有完全連上。對于车縫密封，檢查
縫合處是否存在縫合線缺失或者沒有完全連接的區
域。

5.  檢查整件防護服，確保是否存在損壞迹象。若防護
服的任何部位存在破口、破裂或小孔均可拒絕收
貨。需注意，面料、面罩（若有）、手套（若有）或
縫合處出現的可見污點將不會對其性能造成任何影
響。此類斑點可能會出現在貼條附近區域，呈暗淡、
白色、或無光澤現象。

6.  檢查面屏（若有），確保視綫範圍清晰。

7.  檢查防護手套（若有），以確保可正常使用，並與防
護服牢固連接。輕輕拉動手套，以確保與防護服連
接牢固。

注意 : 若用力過度，則可能會損壞手套。

8.  檢查防護服拉煉及門襟（若有），以確保能够正常使
用。拉動拉煉。如需要，可使用少量石蠟進行潤滑。
將拉煉門襟上的魔術貼（若有）閉合，以確保能够粘
住。如果防护服门襟有双面粘結胶条，确保沿着每
个门襟的长度方向都有胶条。防护服穿之前，再除
去胶条保护層。

9.  檢查所有的防護服搭扣等，以確保可正常使用。

10. 若防護服帶有連接管配件，檢查此防護服的空氣分
配系統，以確保其暢通、連接無誤，可正常工作。

11. 檢查防護服標簽，以確保其牢固性，並可清晰辨識。

清洗 
未受到危險物質污染的防護服 Tychem® 2000SFR 和
Tychem® 6000SFR除外，可進行清洗。使用水、溫和
洗潔精、軟刷和毛巾清除由非危險物質造成的污垢。使
用干淨的水徹底沖洗防護服，並自然晾乾。本防護服不
得乾洗或機洗。不得使用熱風或滾筒烘幹機烘乾。如果
打算繼續使用此防護服，則不得使用漂白劑和强效清
洗劑。清洗程序不適用于受到危險物質污染的防護服
的洗消（參見洗消一節）。對于已經受到化學品污染
的防護服，用戶應自行制定 實施洗消程序。Tychem® 

2000SFR 和 Tychem® 6000SFR防护服使用完畢后，
即可進行處理，不可以進行清洗使用。

拉煉潤滑劑 
如果拉煉活動不順，可將拉煉打開，將石蠟輕輕地塗抹
在拉煉齒上。潤滑後，拉煉應開合幾次，確定可使用順
暢後，可去除多餘的潤滑劑。

注意：用力過度或手法不當均會損壞液密型拉煉。

拉上或拉開拉煉時，用一隻手握住拉煉頭旁的拉煉組
件，以平行于、靠近或沿著拉煉門襟的方向拉動拉鏈
頭。用力過度以及未順著拉煉拉動拉煉頭均會導致拉煉
的永久損壞，從而對防護服的液密性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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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服維修 
不得使用受到污染、損壞或變形的防護服。如果未污染
或未變形防護服未能通過目測，聯繫您的經銷商或撥打
400-8851-888聯繫杜邦個人防護部門，以確定防護服
是否可返廠進行維修。

注意：可能會涉及收費。參見本文件中保修一節。

杜邦不接受受污染防護服的維修。返還進行維修的防護
服必須附有一封聲明防護服沒有接觸化學品或病原生物
的信函。不得試圖返還未經杜邦個人防護客服批准的防
護服。

手套替換 
撥打 400-8851-888聯繫杜邦個人防護部門，以確定防
護服所附帶的手套能否替換。

推薦使用期限 
只要滿足以下條件，便可保證 Tychem® 防護服可從生 
之日起使用五年之久：

1.  防護服的儲存適當（參見儲存條件一節）

2.  防護服未受到損害、未發生變形或未受到污染

3.  防護服通過了全面的目測檢查（如上文所述）

若滿足上述所有條件，五年後，最終用戶可自行决定是
否繼續使用或淘汰該防護服。建議在超過五年的防護服
上貼上“培訓專用”標簽。

對于沒有通過目視檢查、且未受到污染的防護服，應該
予以淘汰，並貼上“培訓專用”標簽或在破壞後丟棄。

儲存條件 
將 Tychem® 防護服儲存在凉爽、避光、干燥的地
方，確保無灰塵和昆蟲。陽光、臭氧、高溫（>120°F  

[49°C]）、廢氣、重物壓迫和 /或尖銳的突出物將損壞
防護服面料或降低其防護性能。

Tychem® 防護服儲存過程中，確保不要踩踏或將重物
置于防護服上面。

尺碼選擇 
在實際使用之前，核實 Tychem®  防護服的尺碼。用本
文件末尾提供的尺碼表 根據身高和體重來選擇合適的
尺寸。穿著者應穿上相應尺碼的防護服 進行一系列模
擬真實使用環境下活動的練習。可能需要一件尺碼大于
或小于表中推薦尺碼的防護服。

這些尺碼測試必須包括外部靴子、頭部防護裝備和其他
個人防護裝備以及穿著者在實際使用時可能會使用的其
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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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服的穿脫 
防護服的穿脫示意圖如下：

穿上防護服 
1.  穿戴之前，如上所述對防護服進行目視檢查。

2.  取下可能損壞防護服的所有珠寶和個人物品（鋼筆、
鑰匙圈、徽章、傳呼機、刀盒等）。

3.  防護服門襟全部打開。

4.  檢查服裝尺寸標簽，以驗證防護服是否符合您的要
求。

5.  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檢查靴子（如適用），並將其放置
在附近。

6.  如果防護服有靴襪，則先脫去鞋子，靴襪應穿在外
部化學防護靴（Tychem®防護服未配備）的裏面。這
些靴襪通常不像外層防化靴那樣耐磨或耐滑。

7.  將脚插入防護服的褲筒並伸入到襪靴（若配備）內。
在提拉防護服時，腿部向前伸到最大幅度。穿上防

化靴。如果防護服配備褲管門襟。先將褲管門襟向
上翻起，再穿上防化靴。然後將褲管門襟盡量向下
翻，蓋住防化靴。

8.  繼續把服裝拉到臀部。

9.  視情况佩戴安全帽及通訊設備。

10. 將一隻手臂放入一隻袖子，將防護服袖子拉到肩膀
處。如果有手套，確保把手完全放入手套中。另一
隻手臂重複這個步驟。

11. 如果服裝沒有附加手套，接下來請戴上手套。把服
裝袖子套在手套的袖管內。不要依靠膠帶提供液密
緻密性。膠帶僅用于將袖子固定在手套袖管內。如
果手套和袖子之間需要防液體滲透的緻密性，則請
使用連接有手套的服裝。

12. 如果需要佩戴呼吸防護設備，戴上面罩並檢查其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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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頭罩（如果有）從頭上套下去，確保不會影響呼吸
器面罩密封。

14.  慢慢地完全閉合服裝拉煉。

15.  小心地蓋上拉煉門襟（如果有）。

脫下防護服 
1.  如果防護服受到污染或疑似受到污染，在脫下防護
服之前穿著者必須首先進行現場洗消。

2.  繼續使用呼吸器直到脫下防護服。

3.  站立時，打開拉煉門襟（如果有），然後拉開拉煉。

4.  脫下頭罩（如果有），將頭罩朝下，遠離肩膀，以免
污染內衣或皮膚。把手臂從袖子中抽出。如果有單
獨的手套，請小心脫下，以免交叉污染內衣或皮膚。

5.  將防護服拉到臀部以下。如果可能的話，請坐下。
不要觸摸防護服的外部，因為它可能受到污染。脫
下防護靴（如果有），然後把防護服從腿上拉下來。
小心地將防護服從脫衣區拿走，並將其適當處理。

6.  只有完全脫掉防護服後，方可卸下呼吸器。

現場洗消
現場洗消的目的是保證穿著者在不會受到防護服表面污
染物傷害的情况下脫下防護服。現場洗消並不保證防護
服能够再次安全使用。如果穿著者懷疑或知道防護服已
受到污染，則在現場洗消後，必須丟棄防護服。

洗消
DuPont ™ Tychem® 防護服的設計為有限次使用 —— 

一旦受損、變形或污染便無法使用。如果防護服在使用
過程中受到損壞，應立即撤離現場，經現場洗消後丟
棄。若在使用中，防護服受到污染，必須在現場洗消後，
脫下防護服並將其丟棄。

安全專員有責任確認防護服是否受到污染，或是否可再
次安全使用。

再次使用前的檢查
再次使用前，按照本手冊中所述的說明對已使用過和 /

或已清潔過的防護服進行全面的檢查。若防護服檢查不
合格或已變形、受損或受到污染，則不得再次使用。

防護服棄用條件
如果出現以下任何情况，則建議棄用 Tychem® 防護服：

• 防護服未通過目視檢查。

• 防護服有變形、磨損、割破、撕裂、刺破或任何其
他損壞。

• 防護服長期暴露在高溫和 /或紫外綫下。

• 安全專員根據可靠的使用及暴露情况判定防護服已
受到污染。

• 防護服接觸過氧化、腐蝕或活性去污劑。

 棄用但未受污染的防護服應標記“培訓專用”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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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處理
如果 Tychem® 防護服未受到污染，則可按照當地法規
作為非危險廢物進行處理。受到危險物質污染的防護服
必須在現場洗消後，按照當地法規將其作為危險廢物進
行處理。丟棄之前，通過剪掉一隻袖子或褲腿來毀壞防
護服，以使其無法再次使用。

溫度範圍
禁止在超過 120°F（49°C）存放 Tychem®防護服。

Tychem® 防護服可在 -13°F（-25°C）至 190°F（8°C）的
環境溫度範圍內短時使用。不過，在穿著者長時暴露在
高溫或低溫環境下時，Tychem® 防護服對其皮膚起到保
護作用的隔熱效能有限。本防護服材料的使用溫度範圍
高于人類皮膚不受傷害的溫度範圍。此外，化學品滲透
測試通常在 27°C的溫度條件下進行。化學品滲透率可
能會受到溫度的影響。

使用限制
用戶有責任確定暴露程度和所需的適當個人防護裝備。
Tychem® 防護服並不適用于所有情况和環境，也並不適
用于所有危險物料。所有關于選用化學防護服的决定必
須由經過培訓且合格的安全專業人員進行。

請勿使用 Tychem® 防護服用來防護電離輻射。Tychem®

防護服也不得用于防護低溫或氣體。NFPA1991標準中
將低溫液體定義為：大氣壓下，沸點低于 -90°C （-130°F）
的液化氣體。

若存在可能會暴露于液化氣體的危險，則應考慮使用
Tychem® A級防護裝備，該裝備經認證為達到 NFPA 

1991。NFPA 1991標準中將液化氣體定義為：在其充
氣壓力及 21°C（70°F）條件下，部分液化的液體。

穿戴 Tychem® 防護服時，包括 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不要故意進入易燃氣體 /蒸
汽或可燃粉塵濃度處于易燃或爆炸極限的環境中。如遇
到此類環境，應立即撤退。

Tychem® 防護服，包括 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不可用于消防滅火，也不可用于防護
高溫液體、蒸汽、焊接或熱輻射。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面料已根據歐洲標準 EN ISO  

11612：2015（防護服 — 耐熱和防火服裝 — 最低性能
要求）測試， 被評定 熔融鋁（防護）D1類和熔融鐵（防護）
E2類。

當氧氣環境濃度升高時，不適合使用 Tychem® 防護服。
在液氧泄露時，也不得使用本 Tychem® 防護服。

穿著者的身體狀况必須經醫生證實
只有接受體檢，醫生認定穿著者身體健康後，穿著者方
可使用 Tychem® 防護服。

應對和防止熱應力（中暑）
此防護服會影響正常的人體溫度調節，可能引起體溫上
升及熱應力。穿著者可采取措施儘量推遲熱積累的發
作，如使用個人降溫系統和 /或按照固定的工作 /休息
制度進行工作。

Tychem® 防護服的最長穿著時間取决于各種變量，如空
氣供給、環境條件、防護服內的環境、穿著者的身體和
心理狀况、工作效率和工作量等。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學
會（ACGIH）TLV ™ 袖珍指南提供部分防護服的校正後
熱應力範圍。在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網站（www.

OSHA.gov）上也能找到類似信息。對于采用防滲膜纖
維製成（如 Tychem®）以及覆蓋整個身體（連帽服或全封
閉設計）的化學防護服，濕球黑球溫度（WBGT）校正係
數至少為 10 °C。

瞭解熱應力的一般症狀和治療方法。如果穿著者或穿著
者的同事具有熱應力症狀，如噁心、暈厥、心率高或生
熱過多，請立即撤離工作區，洗消後儘快脫下防護服或
工作服，並尋求專業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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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滲透數據
在穿著 Tychem® 防護服以保護皮膚免受可能的化學
品接觸之前，參閱 DuPont ™ SafeSPEC ™ （www.

safespec.dupont.com）提供的化學滲透數據。給出的化
學滲透數據是建立在受控實驗室條件下新布料性能的基
礎之上，而非整套防護服的性能。該數據僅供技術人員
參考，需要根據實際條件綜合考量數據與特定最終使用
條件和風險。任何想要使用該信息，應首先檢驗所選防
護服是否能够滿足預期用途。多數時候，縫綫、面屏和
拉煉比防護服面料的突破時間更短，滲透率也更高。

材料的化學滲透阻擋性能取决于多種因素，包括化學物
濃度、溫度、暴露時間和暴露量。由于存在大量變量，
因此防護服所有材料在所有化學品、化合物和混合物、
或者在可能遇到這些化學品的所有溫度下進行測試是不
現實的。

任何防護材料都無法在所有環境中針對所有化學品提供
防護。理想的做法是在遇到的溫度和濃度條件下，測
試主要防護服材料對特定化學品危害的防護性。如有需
要，杜邦將 終端用戶提供主要防護服材料的免費樣本，
用戶可以自行進行防護評估，並且杜邦還可以提供一份
可以進行滲透測試的實驗室名錄。

避免刻意接觸
推薦做法便是盡可能的减少持續接觸任何已知的有害
物。

靜電
Tychem® 防護服在摩擦或穿脫過程中，可能會積累和
釋放靜電。通常情况下，靜電釋放 無危險，但產生電
火花引燃空氣是也是會有危險。易燃易爆環境中，即便
采取了適當的措施控制靜電產生並消散靜電荷，一旦發
生不可控制或意外點火，依然存在傷亡的風險。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的 TP198和
TP199T 已根據美國 NFPA 2112標準《工業阻爆燃防
護服及閃火防護標準》進行測試和認證。但是，穿著者
穿著任何 Tychem® 6000 FR （Tychem® ThermoPro）不
應故意進入易燃气体 /蒸汽或可燃粉塵度處于易燃或爆
炸极限的環境。一旦穿著者確定其位于在這種環境，應
立即撤離。

避免放熱反應
某些化學物品在與水發生反應後會產生大量熱量。如果
防護服受到大量此類可與水反應的化學品污染，則其在
現場洗消後可能由于高熱而被損壞。用水洗消前，先使
用幹沙或不起反應的吸收劑去除該化學物品。

靴襪
Tychem® 防護服的靴襪設計為穿在外層防護靴裏面。
靴襪通常沒有足够的耐用性或防滑性，因此不能用作外
層防護靴。

通信
使用呼吸器通常會阻礙清楚的語音交流，因此應考慮使
用個人通訊系統，提高語音清晰度。同時，穿著者還可
以使用手勢進行交流。

使用膠帶密封化學防護服
如果使用得當，在個人防護裝備連接處使用膠帶密封可
以减少有害物質的流入。但不能依賴其提供一個不透液
不漏氣的密封系統。此外，在緊急情况下，要妥當使用
這些膠帶，難度較大。因此，膠帶主要是用于將個人防
護設備固定在合適位置上，比如將兜帽固定在呼吸器面
罩上，將袖子固定在手套上，將褲脚固定在靴子上，或
是將拉煉門襟閉合。膠帶不能提供非常可靠的液體或氣
體阻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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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警告適用于 Tychem® 所有防護服，除了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連體服、Tychem® 6000 

FR 氣 密 性 防 護 服 TP602T，Tychem® Reflector® 的
RF600T 型 和 Tychem® TK 的 TK600T 型、TK601T 型
以外（與提供的外套配套穿戴）。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連體服、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氣密性防護服
TP602T、Tychem® 10000 FR（Tychem® Reflector®）的
RF600T和 Tychem® 10000（Tychem®TK）的 TK600T、
TK601T是為火灾逃生中降低受傷概率而專門設計的，
並接受了相關測試。除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 連 體 服，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氣密性防護服 TP602T、Tychem® 10000 

FR（Tychem®  Reflector®）的 RF600T和 Tychem® 10000

（Tychem® TK）的 TK600T、TK601T（與提供的外套裝
備穿戴），其他的 Tychem® 化學防護服在遇到高溫或明
火時，將被引燃、融化 持續燃燒，除了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氣 密 性 防 護 服 TP602T、
Tychem® 10000 FR（Tychem® Reflector®） 的 RF600T

和 Tychem® 10000（Tychem® TK）的 TK600T、TK601T

（與提供的外套裝備穿戴）之外，在其他 Tychem® 防
護服上或者下穿著 Nomex® 或其他任何阻燃面料製造
的防護服，都不能减輕燒傷。Tychem® 防護服（包括
RT600T 型、TK600T 型、TK601 型 或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連體服及氣密性防護服 

TP602T）的穿著者不應故意進入易燃氣體 /蒸汽或粉
塵濃度在易燃易爆極限內的環境，一旦穿著者確定位于
這種環境，應立即撤離。

Tychem® ThermoPro 防护服可以有不同的型号提供，
可以是全身的保护或者部分保护。部分保护的 Tychem® 

ThermoPro的型号應該与主要防火衣服一起穿着（例如
Nomex® IIIA）。在可能出現火焰接触的區域，不得只單
獨穿戴具有部分保护的 Tychem® ThermoPro型号的衣
服。

Tychem® 2000 SFR提供次要防火作用，必須穿在主級
防火服（比如 Nomex® IIIA）外面。在可能出現火焰接觸
的區域，不得只單獨穿戴 Tychem® 2000 SFR。

穿着 Tychem® 防护服，包括 Tychem® ThermoPro時，
若現場明确可燃气体 /蒸汽或粉塵濃度達到可燃或爆炸
极限時，切勿進入；進入現場后，如果发現此类风险，
也請立即撤离。

Tychem® 所有防護服（包括 RT600T、TK600T、
TK601T、TK602T）均不適用于滅火活動，以及對高溫
液體、蒸汽、融化金屬、 焊接或熱輻射的保護。但是，
Tychem® 6000 FR（Tychem® ThermoPro）面料已根據 

EN  ISO 11612:2015標準（防護服隔熱與防火防護服最
低性能要求）進行測試，且具有 D1級（對鋁水）以及
E2級（對鐵水）的保護等級。

高氧氣環境下，不適合使用 Tychem® 防護服。

用戶責任
經過培訓的合格專業安全人員必須選擇化學防化服和其
他個人防護設備，並提供用戶培訓。確定可能的暴露程
度和所需的妥當個人防護裝備是用戶的責任。確保防護
服對工作環境的適用性是防護服穿著者和穿著者雇主的
責任。

選擇符合特定用途及滿足所有政府和行業標準的防護服
是用戶的責任。Tychem® 防護服用于幫助减少可能的
傷害，但沒有一種單獨的防護服可以消除所有受傷的危
險。防護服必須配合一般的安全實踐進行使用。

Tychem® 防護服是為有限次使用而設計的。穿著者有責
任在使用前檢查以及定期檢查防護服，確保所有部件，
包括布料、閥門、面屏、手套、拉煉、接縫和接口狀况
良好，並針對操作和遇到的化學品提供足够的保護。A

級防護服在使用前必須進行壓力測試。如果沒有進行充
分的檢查和測試，可能對穿著者造成重傷甚至死亡。沒
有通過測試的防護服應立即停止使用。絕對不要使用污
染、變形或損壞的防護服。

如果 Tychem® 防護服在試用期間發生破損，應立即撤
離到安全環境，對防護服進行全面洗消，脫掉防護服，
然後用安全的方式對其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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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條款（适用于 Tychem® 非全封閉式
防护服 ）
杜邦公司對杜邦防護服及其附件使用相關的任何後果不
做擔保，也不承擔與使用相關的任何責任和義務，確定
危害程度及選擇妥當的個人防護裝備是用戶的責任。

杜邦公司僅向購買者 /最終用戶保證 Tychem® 非全封 
式防护服和及其附件自出厂日期 90天內，沒有材料或
工藝上的缺陷。由于使用條件不受杜邦公司的控制，杜
邦公司除此之外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包含但不僅限于
後面列舉情况的擔保，如對杜邦防護服及其附件的可買
賣性和對特定用途適用性的擔保，也不承擔任何使用方
面的責任和義務。如果有任何一方（包括購買者和最終
用戶）以任何方式修改防護服或其附件，杜邦不再對產
品質量作保證。

由杜邦防護服及其附件引起的任何購買者和 /或最終用
戶的索賠、損失、傷害及任何種類的損壞，經杜邦公司
檢查確認為防護服及其附件材料或工藝存在缺陷，杜邦
公司唯一排他的補救方式為退還防護服及附件的貨款，
或更換或修理防護服及附件。有生產缺陷的防護服及附
件的補救方式（退款、更換或修理），只能由杜邦公司
確定。除非杜邦公司在防護服出厂之日 90天內收到索
賠，否則不予受理。

在任何情况下，杜邦公司不對特別的、偶發的、非直接
的、刑事的或間接損壞負責，不管是來自合同、侵權行
為、缺陷或其他原因或理由。

杜邦會在客戶問詢時提供產品安全性的相關信息。該信
息基于我公司目前對相關內容的瞭解。本信息僅作為您
做决定時的可能建議。但是不要試圖用本信息代替您根
據特定目的，判斷選用我公司產品是否合適時，所需要
進行的任何測試。確定危險等級以及按用戶特定目的選
擇所需要的防護裝備是用戶自身的責任。隨著新知識和
經驗的出現，該信息可不斷修訂。由于我們不能預見實
際使用情况中所有發生的變化，因此杜邦對該信息的使
用不做任何保證，也不承擔任何責任。該信息中無任何
資料可作為使用商標或專利權的許可，或作為侵犯任何
商標或專利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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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尺碼表

杜邦™ Tychem® 非全封閉式防護服用戶手 
身
高

體重

6' 6" 198 cm

6' 8" 204cm

7' 0" 210cm

7' 2" 216cm

7' 4" 222cm

7' 6" 228cm

6' 2" 188 cm

5' 10" 178 cm

5' 6" 168 cm

5' 2" 157 cm

6' 4" 193 cm

6' 0" 183 cm

5' 8" 173 cm

5' 4" 163 cm

5' 0" 152 cm

90 lb
41 kg

130 lb
59 kg

170 lb
77 kg

210 lb
95 kg

310 lb
141 kg

250 lb
113 kg

350 lb
159 kg

110 lb
50 kg

150 lb
68 kg

190 lb
86 kg

230 lb
104 kg

330 lb
150 kg

270 lb
122 kg

370 lb
168 kg

290 lb
132 kg

SM
MD

LG

XL

2X
3X

4X

5X

6X

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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