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制造行业
防护解决方案

汽車制造行業



平安回家 ——
為了我們要守護的人
為了滿足世界各地汽車製造行業工人的需求， 

杜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提供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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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汽車製造行業工人的安全視作我們的職責， 

汽车制造行業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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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在為每個汽車製造 

行業工人提供應有的保護和舒適性方面具有 

獨特的優勢，能够幫助工人游刃有余地應對 

工作場所的相關危險。

我們的品牌

Kevlar®

杜邦™ Kevlar® 製成的手套具備行業領先的

切割防護性能和固有的耐高溫和阻燃 

特性，同時也提供工人操作所需的靈活性

和舒適性。

Nomex®

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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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與電弧防護標準。

Tyvek®

杜邦™ Tyvek® 防護服在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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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可提供持久的保護，

並能防護多種化學物質（即使加壓條件下）

的强滲透性。 

ProShield®

杜邦™ ProShield® 提供了一系列舒適、 

柔軟、透氣的有限次使用的防護服， 

可防護無害的干燥顆粒和少量液體飛濺。



汽車製造行業的工人在工作中面臨着諸多危險，包括尖銳的

邊緣；沾滿油的光滑表面；熔融金屬；刺穿；高溫接觸； 

危險化學品暴露；粉塵、溶劑和噴漆接觸等等。

為工人提供合適的保護，以應對他們所面臨的危害是至關 

重要的。杜邦個人防護擁有更深厚的知識、更卓越的專家 

以及廣泛的 PPE 解决方案組合，可保障您工人的安全。

您的工人真的 
得到保護了嗎？

杜邦個人防護解决方案的設計達到或優于國際防護和性能標

準，包括美國消防協會 (NFPA)、國際安全設備協會 (ISEA) 和 

歐洲標準 —— 國際標准化組織 (EN-ISO) 等。

為了幫助您進行决策，包括從風險評估到具體實施的各個步驟，我們推薦
您使用四預 (4P)法：

預測
分解作業過程中的各項操作。

識別與每項活動相關的所有潜在
風險。

確認各種風險的嚴重性和 
可能性。

預備
制定應對各種風險所選用的個
人防護裝備 (PPE) 文件。

提高工人對特定風險與 PPE
選用的意識。

對工人開展正確使用 PPE 的
相關培訓。

預防
選擇適當的 PPE 來應對剩余 
風險。

確保 PPE 滿足工作環境條件下 
的效能和舒適性要求。

謹記，PPE 是最後一道防綫。

預判
評估消除危害的各種方法。

盡可能制定替代方案。

通過變更工藝流程或操作條件 
來减少剩余風險。



可選用的PPE產品

金屬衝壓工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刺穿性、耐熱性、 

抓握性和靈活性達到最佳平衡的防護手套和袖套。杜邦PPE 

解决方案可為金屬衝壓工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任務
衝床裝料卸料

衝壓車間操作

危害
尖銳的邊緣

沾滿油的光滑表面

衝壓
Kevlar® 紗綫手套 KK1021B

采用 Kevlar® 光潔紗編織，防割可達3級。低毛羽，厚度適中，
透氣吸汗，耐磨耐用。

Kevlar® 紗綫手套 KK1051

采用 Kevlar® 紗綫編織，防割可達3級。手掌表面有PVC點珠，
提高抓握力和耐磨性。

Kevlar® Essential 430 FN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和耐磨性能，舒適透氣、手感柔軟，佩戴
靈巧、操作靈活。同時擁有良好的防穿刺性能，防滑耐油污， 
干燥工况抓握力强。加長羅口設計降低了腕部割傷風險。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適用于每道工序
的防護



任務
缸蓋組裝、生產

曲軸生產

缸蓋生產

危害
有毒/腐蝕性物質

化學品暴露

潜在的火灾和爆炸危險

粉塵

發動機裝配

可選用的PPE產品

車身製造車間工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刺穿性、耐熱

性、抓握性和靈活性達到最佳平衡的防護手套和袖套。杜邦

PPE解决方案可為車身製造車間工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可選用的PPE產品

發動機裝配工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刺穿性、耐熱性、 

抓握性和靈活性達到最佳平衡的防護手套和袖套。杜邦PPE解决

方案可為發動機裝配工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任務
將零件裝載到裝配系統中

焊接修理

對零件進行目視和觸覺檢查

危害
尖銳邊緣

沾滿油的光滑表面

熔融金屬

高溫接觸

車身製造車間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Kevlar® 紗線手套 KK1021B

采用 Kevlar® 光潔紗編織，防割可達3級。低毛羽，厚度適中，
透氣吸汗，耐磨耐用。

Kevlar® 紗線手套 KK1051

采用 Kevlar® 紗綫編織，防割可達3級。手掌表面有PVC點珠，提高
抓握力和耐磨性。

Kevlar® 紗線手套 KK1051

采用 Kevlar® 紗綫編織，防割可達3級。手掌表面有PVC點珠，
提高抓握力和耐磨性。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防護服針對細小顆粒和纖維（尺寸小至1微米）
可以提供良好的防護，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
着者提供了舒適度。

ProShield® Cut 131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性能，舒適透氣，干燥工况抓握良好，耐磨
性能優良。

全虎口加强設計可提高使用壽命，可選加長羅口設計降低腕部割傷
風險。



任務
打磨和噴塗

修補缺陷

補漆

對表面進行目視和觸覺檢查

危害
粉塵、溶劑和油漆噴霧接觸

噴漆車間

任務
連接車底架主體與底盤或副車架

將車身連接到機械部件

安裝組立綫束

安裝車內飾

整車最終檢查

故障修復 

危害
電接觸

尖銳邊緣

高溫接觸

撞擊

穿刺

最終裝配

可選用的PPE產品

噴漆車間工需要的是能够使保護性、抓握性和靈活性達到最佳

平衡的防護手套和袖套，以及能够保護工人免受車間中化學 

物質和溶劑侵蝕的工作服。杜邦PPE解决方案可為噴漆車間工

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可選用的PPE產品

最終裝配工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穿刺性、耐熱性、 

抓握性和靈巧性達到最佳平衡的防護手套。杜邦PPE解决方案

可以為最終裝配工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防護服針對細小顆粒和纖維（尺寸小至1微米）
可以提供良好的防護，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
着者提供了舒適度。

Tyvek® 400 TBM 010

杜邦定制款防護服，應用于噴漆操作，滿足高品質工藝。能够有效
抵禦粉塵、玻璃纖維等顆粒物和氣溶膠。針對高端車漆對于噴漆工
段的嚴格要求，盡可能降低防護服的纖維掉落數值： 
魚綫縫合工藝，避免綫材纖維掉落；獨立車間單獨製作，避免複雜
環境影響和交叉污染；吹吸纖毛環節，進一步减少纖毛殘留。 
兼具良好的耐磨、抗撕裂、抗拉伸性能，材質柔軟，透氣性强， 
穿戴舒適。

Kevlar® 紗線手套 KK1051

采用 Kevlar® 紗綫編織，防割可達3級。手掌表面有PVC點珠，提高
抓握力和耐磨性。

Kevlar® 護臂 KK2040

采用 Kevlar® 紗綫編織，防割可達4級。有效保護前臂和手肘。拇指
指洞設計，末端有魔術扣佩戴方便。

Kevlar® Essential 450 PU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和耐磨性能，舒適透氣、有凉感，佩戴靈巧、
操作靈活。干燥工况抓握力强。加長羅口設計降低了腕部割傷風險。



任務
移動箱子和大零件

打包或装卸

危害
尖銳邊緣

沾滿油的光滑表面

撞擊

物流運輸

任務
電氣系統維護

機械系統和車輛修理

危害
電弧

尖銳邊緣

化學危害

沾滿油的光滑表面

撞擊

維修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可選用的PPE產品

物流工人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穿刺性、抓握性和靈巧性

達到最佳平衡的防護手套。杜邦PPE解决方案可以為物流工人提

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可選用的PPE產品

維修工人需要的是能够使耐切割性、抗穿刺性、抓握性和靈巧性

達到最佳平衡的機械防護手套，电弧及化学防护服。杜邦PPE解

决方案可以為物流工人提供應有的保護和性能。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防護服針對細小顆粒和纖維（尺寸小至1微米）
可以提供良好的防護，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
着者提供了舒適度。

Nomex® Essential Arc-8 cal 防護服

Nomex® Essential Arc 提供 >8 cal/cm2 的電弧熱性能值 (ATPV)  
防護，並具有優异的耐磨性。面料本質防護，不會因洗滌與穿着而
導致防護性能降低。

防護性能：II級電弧防護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ProShield® 20 SFR

ProShield® 20 SFR 服裝符合 EN 14116-1（限制火焰蔓延）的要求， 
並且具有防止灰塵，污垢顆粒和有液體飛濺污染。該工作服應戴在
阻燃防護服外，例如由 Nomex® Arc 製成的服裝。

ProShield® 20

ProShield® 20 防護服是在SMS無紡布技術的基礎上設計而成，以高
舒適度保護工作者們免受特定毒性和暴露環境下某些物質的危害，
包括固體顆粒、有限液體噴濺和噴霧。對于需要清潔和處理污垢的
低强度行業工作者們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選擇。

Proshield® Cut 131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性能，舒適透氣，干燥工况抓握良好，耐磨
性能優良。

全虎口加强設計可提高使用壽命，可選加長羅口設計降低腕部割傷
風險。

Kevlar® Essential 430 FN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和耐磨性能，舒適透氣、手感柔軟，佩戴 
靈巧、操作靈活。同時擁有良好的防穿刺性能，防滑耐油污，干燥
工况抓握力强。加長羅口設計降低了腕部割傷風險。



維修 

您的安全是我們
創新的動力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任務
電氣系統維護

機械系統和車輛修理

危害
電弧

尖銳邊緣

化學危害

沾滿油的光滑表面

撞擊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防護服針對細小顆粒和纖維（尺寸小至1微米）
可以提供良好的防護，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
着者提供了舒適度。

Tyvek® 800J

Tyvek® 800 J 防護服將防護性能與耐用性、防護性和舒適性完美
結合。它受益于一種特殊的“防水技術”以實現多種低濃度無機化
學品（即使在加壓條件下）的有效屏障。這些服裝還提供了針對微
小有害顆粒的有效防護，並具有拒油性。

Kevlar® Essential 430 FN

產品擁有優异的耐切割和耐磨性能，舒適透氣、手感柔軟，佩戴 
靈巧、操作靈活。同時擁有良好的防穿刺性能，防滑耐油污，干燥
工况抓握力强。加長羅口設計降低了腕部割傷風險。



全球範圍
覆蓋

我們在全球96個國家和地區設有運營機構與研發中

心，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技術專家，在選擇個人防護 

裝備時，為您提供所需的支持。

Thermo-Man®（熱傷害評估裝置）與 Arc-Man®（電弧傷

害評估裝置）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幫助安全管理員

熟悉杜邦安全PPE產品所實現的耐用性、耐熱性、阻燃

性和防電弧性能。

Thermo-Man® 裝置研發中心 Arc-Man® 裝置



我們隨時準備好
為您服務
杜邦™ SafeSPEC ™，一款功能强大的工具，可以助您 

找到合適的杜邦防護服，以應對化學品危害、受控環境、 

熱危害、電弧危害和機械危險。

SafeSPEC™ 具有完整的滲透試驗數據庫，您可以按 

危害種類或所在行業進行搜索，幫助您為需開展的工作 

找到合適的保護措施。

safespec.dupont.cn



杜邦個人防護
Safespec.dupont.cn 
P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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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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