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行业
个人防护解决方案

电力行业



我們的品牌

Nomex®

杜邦™ Nomex® 提供的防护解决方案久经

考驗，達到并优于国际上關于高温、火焰

与电弧防护標准。

Kevlar®

杜邦™ Kevlar® 制成的手套具备行业領先的

切割防护性能和固有的耐高温和阻燃 

特性，同時也提供工人操作所需的 

灵活性和舒适性。

Tyvek®

杜邦™ Tyvek® 防護服具有增强的防护性

能，在抵御固体顆粒物吸附的同時，可以

防护低濃度的无机溶液和气溶胶。

Tychem®

杜邦™ Tychem® 手套和防护服是全面防护

各种化学危害的整套系统的一部分。

ProShield®

杜邦™ ProShield® 提供了一系列舒适、 

柔軟、透气的有限次使用的防护服，可防

止无害的干燥顆粒和少量液体飞濺。

平安回家 ——
為了我們要守護的人
為了滿足世界各地电力行业工人的需求， 

杜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提供新的 

防护解决方案与專业技術支持。

杜邦拥有世界一流的員工、產品和創新能力， 

是个人防护領域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我們將 

保护电力行业工人的安全视作我們的職責， 

电力行业工人可以放心地依靠杜邦。

凭借行业領先的各类个人防护装备 (PPE)  

解决方案以及由 PPE 專家、技術專家和生產 

制造組成的全球网絡，杜邦在為每个电力 

行业工人提供應有的保护和舒适性方面具有 

獨特的优勢，能够幫助电力工人游刃有余地 

應對工作場所的各种危险。



預測
分解作业過程中的各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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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备
制定應對各種風險所選用的个
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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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行业的工人面臨許多職业危害。根据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的美国職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嚴重性指

數，在子类別中的其他傷害上，电力行业的大多數傷害与骨

折和截肢有關。約有 32% 是熱傷害（灼傷）；26%為割傷和划

傷；化学品灼傷与腐蝕占近 5%。总体而言，身体和手部傷害

占受傷最嚴重部位的 71.14%。

您的工人真的 
得到保护了嗎？

杜邦个人防护解决方案的设計達到并优于国际防护和性能 

標准，包括美国消防協会 (NFPA)、国际安全设备協会 (ISEA) 和

歐洲標准 – 国际標准化組织 (EN-ISO) 等。

為了幫助您進行决策，包括从风险評估到具体实施的各个步驟，我們推荐
您使用四預 (4P) 法：



發電
輸電

配電

不斷变化的工作環境下
的多种工作作所危害 

當下，全球的电力公司面臨的競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愈

发嚴格的法規，有限的政府补貼以及更多清洁能源要求的社会壓

力。為了保持競争力，許多公司正在升級到更高效的发电，输电

和配电系统。 這些升級涉及到重要的能源多元化組合，从减少化

石燃料等單一能源到不同的再生能源的使用。

因此，电力行业中負責為世界提供基本电能的工人，在不斷变化

的工作環境中面臨着全新且多样的工作場所危害。杜邦提供了多

种 PPE 解决方案來减輕這些危害，其中包括：用于熱危害和电弧

防护的 Nomex® 防护服；由 Kevlar® 纤維制成的具有机械和多重

危害防护功能的手套；Tyvek® 防护服可防止細小顆粒危害与低

濃度的液体飞濺；Tychem® 防护服以及手套可防止多种化学物的

的侵害；ProShield® 防护服可防护最基本的灰塵和污垢。



任务
發電廠內的操作與維護 

燃料填充

運行和檢修

危害
廢水、滲濾液處理

二噁英污染

爐渣、灰渣、煤粉、飛灰處理

閃爆

電弧

核泄漏

异味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发电

适用于每道 
工序的防护 

可選用的PPE產品

不停电作业根据其操作任务的不同，面臨的电弧危害不同， 

分為不同的电弧級別進行防护（具体需要通過电弧計算進行

細分）。按照 DL/T 320 的標准要求，將电弧傷害分為四个級

別，杜邦能提供4种級別中的所有电弧危害防护解决方案。

Nomex® Arc-DL

Nomex® Arc DL 是一種舒適柔軟型面料，適合日常穿着。
符合 DL/T 320 Cat I 的規格要求，有 6-8 cal 的電弧防護
級別及傳統阻燃熱防護性能

防护性能：I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8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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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 I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40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Nomex® Essential Arc 提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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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V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提供 >8 cal/cm2 以上的電弧熱
性能值 (ATPV) 防護。

兼顧多種危害的手部防護，以防電弧導致的手部傷害



任务
發電廠內的操作與維護 

燃料填充

運行和檢修

危害
廢水、滲濾液處理

二噁英污染

爐渣、灰渣、煤粉、飛灰處理

閃爆

電弧

核粉塵泄漏

异味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发电

可選用的PPE產品

在不影響阻燃性能與電弧防護性能的情况下提供粉塵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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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可有效防护細微顆粒和纤維（尺寸小至1微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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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Tyvek® 400 TBM 006 防護服左胸處擁有獨特的透明開窗設計， 
專為核工業使用。有效防护細微顆粒和纤維（尺寸小至1微米），
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着者提供了舒適度。

Tychem® 2000 TYC 006

Tychem® 2000 TYC 006 防護服左胸處帶透明窗口，符合核電行業
特殊需求。舒適、輕便，有效防護多種無機化學品。

在非火焰危害情况下，防護性、耐用性以及舒適性的完美平衡，

可有效防護細顆粒物和少量飞濺的化学品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任务
變電施工

綫路施工

斷路器、隔离開關操作

維護

繼電保護系統管理

危害
閃爆

電弧

切割、穿刺

输电
在高壓变电站中，有些任务需要高 

精度和风险控制，這使這些工作場 

所成為非常嚴格的環境。

可選用的PPE產品

在输电作业中，面臨最大的危害是电弧傷害。电弧危害不僅傷

及皮膚，同時也会傷及手部、臉部和腿脚部，需要進行全方面

的防护。除此之外，還面臨电擊及高空墜落傷害等。

按照DL/T 320的標准要求，將电弧傷害分為四个級別，杜邦

能提供4种級別中的所有电弧危害防护解决方案。

Nomex® Arc-DL

Nomex® Arc DL 是一種舒適柔軟型面料，適合日常穿
着。符合DL/T 320 Cat I 的規格要求，有 6-8 cal 的電弧
防護級別及傳統阻燃熱防護性能。

防护性能：I 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8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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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 I 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40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Nomex® Essential Arc 提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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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 I I 級/ IV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提供 >8 cal/cm2 以上的電弧熱
性能值 (ATPV) 防護。

兼顧多種危害的手部防護，以防電弧導致的手部傷害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任务
檢修（室內、室外；一次、 
二次設備）

變電站操作

變電站日常巡檢

搶修、事故處理

定期設備試驗

危害
閃爆

電弧

六氟化硫泄露

切割、穿刺

配电
配电系统中有項相關的活动， 

主要為建设工程，運營和維护 

配电网（停电作业与帶电作业）*。

* 在地下分配系统上進行任何工作之前，工人
必須使用气体檢測儀，為工作場所通风， 
并配备所有可用的防护装置（包括个人防护设
与救援设备。）

有關 PPE 解决方案的完整清單，
訪問 SafeSPEC。

任务
變電施工

綫路施工

斷路器、隔离開關操作

維護

繼電保護系統管理

危害
閃爆

電弧

切割、穿刺

输电
在高壓变电站中，有些任务需要高 

精度和风险控制，這使這些工作場 

所成為非常嚴格的環境。

可選用的PPE產品

在不影響阻燃性能與電弧防護性能的情况下提供粉塵防護

可選用的PPE產品
在输电作业中，面臨最大的危害是电弧傷害。电弧危害不僅傷
及皮膚，同時也会傷及手部、臉部和腿脚部，需要進行全方面
的防护。除此之外，還面臨电擊及高空墮落傷害等。
按照DL/T 320 的標准要求，將电弧傷害分為四个級別，杜邦
能提供4种級別中的所有电弧危害防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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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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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可有效防护細微顆粒和纤維（尺寸小至1微
米），同時 Tyvek® 面料輕便透氣的特性，保障了穿着者提供了舒
適度。

Tychem® 2000

Tychem® 2000 防護服的面料為一種質輕、耐用的面料（每件防
護服重量小于450克）， 利用 Tyvek® 的强度和一種聚合物防護塗
層，在超過40多種化學品測試時，可提供至少30分鐘的防護。

Tychem® 6000

Tychem® 6000 擁有優良的防多種化學品滲透的性能。該面料是在
高强度的 Tyvek® 基材上層壓具有專利保護的複合膜製成。有助于
防止多種有毒工業有機化學品、高濃度無機化學品（即使是在受壓
條件下）、顆粒和某些化學戰劑對人類的危害。

在非火焰危害情况下，防護性、耐用性以及舒適性的完美平

衡，可有效防護細

為抵禦各種化學物質提供堅固，耐用和輕巧的保護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

Nomex® Arc 防電弧手套，提供 >8 cal/cm2 以上的電弧熱性能
值 (ATPV) 防護。

兼顧多種危害的手部防護，以防電弧導致的手部傷害

在不影響阻燃性能與電弧防護性能的情况下提供粉塵防護

Nomex® Arc-DL

Nomex® Arc DL 是一種舒適柔軟型面料，適合日常穿着。符合
DL/T 320 Cat I 的規格要求，有 6-8 cal 的電弧防護級別及傳統
阻燃熱防護性能

防护性能：I 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8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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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 I 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Nomex® Essentia Arc-40cal 以上電弧防護服

Nomex® Essential Arc 提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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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性能：I I I 級/ IV級电弧防护
測試標准：ASTM F1959; IEC 61482-1-1; DL/T 3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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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檢修（室內、室外；一次、 
二次設備）

變電站操作

變電站日常巡檢

搶修、事故處理

定期設備試驗

危害
閃爆

電弧

六氟化硫泄露

切割、穿刺

任务
檢修（室內、室外；一次、 
二次設備）

變電站操作

變電站日常巡檢

搶修、事故處理

定期設備試驗

危害
閃爆

電弧

六氟化硫泄露

切割、穿刺

配电
配电系统中有項相關的活动， 

主要為建设工程，運營和維护 

配电网（停电作业与帶电作业）*。

配电
配电系统中有項相關的活动， 

主要為建设工程，運營和維护 

配电网（停电作业与帶电作业）*。

* 在地下分配系统上進行任何工作之前，工人
必須使用气体檢測儀，為工作場所通风， 
并配备所有可用的防护装置（包括个人防护
设与救援设备。）

* 在地下分配系统上進行任何工作之前，工人
必須使用气体檢測儀，為工作場所通风， 
并配备所有可用的防护装置（包括个人防护
设与救援设备。）

可選用的PPE產品

在非火焰危害情况下化學品與有害微粒防護

Tychem® 6000 FR

Tychem® 6000 FR 單層防護服可提供針對液體化學品噴濺、爆燃
及電弧的三重危害防護。Tychem® 6000 FR 在進行包括化學戰劑
在內的 180 余種化學品測試時，可提供至少 30 分鐘的防護。經美
國消防協會 (NFPA) 認證。

用于應對化學品危害以及火焰與電弧等多重危害防護的防護服

Tyvek® 400 TBM 001

Tyvek® 400 TBM 001 可有效防护細微顆粒和纤維（尺寸小至1微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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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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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vek® 500 HP

Tyvek® 500 HP 是為了需要同時進行化學防護與高空作業或密閉
空間工作的工人而設計。輕巧的 Tyvek® 面料提供了高水平的舒適
性與耐用性，並具有出色的化學防護能力，其獨特的設計，可確
保穿着者將繩索挂繩扣好後的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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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出色的手部防護性能，可防止割傷和刺傷，且具有較强的
靈活性

Kevlar® 防切割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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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范圍
覆盖

我們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區设有運營机构与研发 

中心，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技術專家，在選擇 

个人防护装备時，為您提供所需的支持。

Thermo-Man®（熱傷害評估装置）与 Arc-Man®（电弧

傷害評估装置）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据，幫助安全 

工程師熟悉杜邦安全防护PPE產品的耐用性、耐熱性、

阻燃性和防电弧性能。

Thermo-Man® 装置 研发中心 Arc-Man® 装置



我們随時准备好
為您服务
杜邦™ SafeSPEC™，一款功能强大的工具，可以助您 

找到合适的杜邦防护服，以應對化学品危害、受控環境、 

熱危害、电弧危害和机械危险。

SafeSPEC™ 具有完整的滲透試驗數据庫，您可以按 

危害种类或所在行业進行搜索，幫助您為需開展的工作 

找到合适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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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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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杜邦公司版權所有。(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