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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粮库熏蒸作业 

 

 

储粮熏蒸 (PH3) 

剧毒，无色气体，有类似大蒜味道 

暴露空气中能自燃 

主要损坏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脏、肾脏和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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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气调储粮CO2 

储粮气调 (CO2) 

无色无味气体，密度比空气略大  

无毒、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过高会使人因缺氧而发生窒息  

2000～5000ppm：感觉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无法    

               集中、心跳加速、轻度恶心 

大于5000ppm：    可能导致严重缺氧，造成永久性脑损 

    伤、昏迷、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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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PH3  

TWA/TLV 0.3 ppm 

  10mg/m3接触6个小时，有中毒症状 

  409~846mg/m3, 0.5-1小时发生死亡   

爆炸极限 1.8%-98%                     

CO2 

TWA/TLV 5000 ppm 

 

C O 2含量 

(V ol.% )
症状

1 TW A  8小时

1-2 呼吸加深，头疼、疲倦

3 严重头疼，大量出汗

4 脸红，心悸

5 精神压抑

6
不能进行重体力劳动，视觉

模糊

8 发抖、痉挛、昏迷、死亡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jcwinnie.biz/wordpress/imageSnag/w76.jpg&imgrefurl=http://jcwinnie.biz/wordpress/?p%3D2524&h=700&w=792&sz=147&tbnid=UdxRSlOXEFFCUM:&tbnh=126&tbnw=143&prev=/search%3Fq%3DCO2%26tbm%3Disch%26tbo%3Du&zoom=1&q=CO2&usg=__FuCOiUyptrlq-S1-aMqKW_qPdK0=&hl=zh-CN&sa=X&ei=zf_0T5r-HYih8QO-r6mqBw&ved=0CC4Q9QEwBg
http://www.infinisa.frih.net/ph3/ph3-log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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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ppm) 结果 & 症状 

25 允许暴露极限 

200 轻微头疼, 不舒服 

400 严重头疼 

1000 恶心、呕吐 

2000 步履蹒跚 

2500 昏迷 

4000 死亡 

 

 

CO 

一氧化碳 

TWA=25ppm 

STEL=50ppm 

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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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引起的症状 

氧气含量  症状 

11… 14 Vol. %  失去动作协调性及判断力* 

 

8… 11 Vol. %  短时间内会昏厥 

 

6… 8 Vol. %  失去知觉, 必须立即进行治疗    
    

≤ 6 Vol. %  昏迷，呼吸停止、死亡 

 

*非常危险，因为会引起睡意或者愉悦感 – 无法让人意识到危险而逃跑 

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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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2011年9月13日晚7时20分左右，江苏中储粮收储经销有限公司金湖粮库发生一起磷化
氢气体中毒事故，截至当晚9时，4人因抢救无效相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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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行业存在的危险 

2004年11月6日下午13时许，某塑料颗粒厂女工李某、文某2人，用剪刀剪割一批废塑

料布为小块，以便热塑机造粒使用。剪割过程中，她们闻到有鱼腥味，但未留意，继
续工作。15min后，2人相继出现心慌、冷汗、恶心、头痛、头晕、无力等症状。当天
下午16时，她们被送往当地县医院救治，不见好转，于当晚9点转入解放军252医院。

医院诊断为药物中毒，给予吸氧、补液、保肝、保护心肌、改善微循环、改善脑功能
等治疗，临床症状减轻。患者中毒当天所剪割的塑料布，是邻村村民许某从某粮站购
进的。许某购买时塑料布是叠放在一起的，购买后直接送到该塑料加工厂出售。问询
粮站主任，得知小麦在储存时使用了磷化铝杀虫剂进行杀虫，在杀虫过程中用这批塑
料布进行覆盖，杀虫完毕后工作人员把塑料布叠放在一起。调查人员在粮库找到了  

2000年医院收治了3例因熏蒸粮库引发的急性磷化氢中毒病例。 

中毒经过某市粮库准备对90型4、5、6号粮库进行熏蒸杀虫,于2000年8月4日用浓
度为56%磷化铝粮面投药,操作结束,即关闭库门,于8月10日开始通风,3天后可使用,

于8月14日派三名清扫工人进入粮库清扫,上午9:00打开库门,三名女工均未戴防护用
品,闻到腐臭气味,三名工作均未出现轻微头晕,咽干,恶心,但仍坚持工作3小时离开粮
库,第二天又进入粮库清扫,工作了3小时,出现头晕加重,不同程度的腹部不适,乏力,

咳嗽,第三天三名工人继续清扫1个半小时,由述症广大读者加重,并头痛,胸闷、气短、
呕吐,被送至当地卫生所给予对症治疗,病人症状稍缓解,又出现四肢麻木,全身无力,

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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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安全解决方案 

粮库气体检测 

检测 

德尔格检测仪可以持续同时地 

检测多种频繁需要检测的气体。 

 

德尔格检测系统是已经确认 

可以检测土壤中，水中和空 

气中污染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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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安全解决方案 

粮库防护 

防护 

多种不同气体过滤器 

和滤罐 

尤其在紧急突发情况 

和极端工作环境条件 

下需要有容易使用的 

逃生装备 

独立于空气的呼吸设 

备为使用者提供呼吸 

空气 

头盔和防化服适用于 

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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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Polytron 7000 

15  

基于同一平台上的模块式的气体监测方案,可以检测氧气和几乎所有毒气 

•配合30余种德尔格传感器，可以检测200多种有害气体 

•创新的模块化设计能让您根据自身需求设计合适的气体检测 

•分体式设计使安装简便、快捷；可预先接线，正式启用时快速接入 

•坚固外壳防尘和防水等级达到 IP66/67和 NEMA 4；两种安装套件可选 

•可插入不同的软件模块来下载附加的软件，记录检测&报警数据和显示传感器寿命 

•多种数字通信协议可选；选配内置泵模块可用于气体采样；选配继电器模块可独立报警；远程
传感器可分体安装。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Polytron 3000   

16  

专门用于检测周围环境中的有毒气体和氧气  

•超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无误报警 

•数字化的温度补偿,测量稳定可靠 

•既可以安装预先标定的传感器，也可连接传感器后再进行标定。
传感器的温度补偿功能会自动运行 

•带压力释放阀，带压力补偿，可用于恶劣的工作环境 

•迅捷的锁紧方式, 在现场能快速安装 

•墙面/管道安装组件,适用于墙面或管道安装 

•传感器标志位于面板后侧易于识别 

•加强玻璃纤维外壳抗酸，抗溶剂腐蚀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Polytron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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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测有毒气体和氧气的隔爆型变送器 

•通过德国TÜV Süd的SIL 2认证 

•配合德尔格传感器，可以检测多种有害气体 

•耐用的传感器，响应时间短，灵敏度高，精准度高，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 

•选配不同的软件狗，下载附加的软件以满足用户或应用中的特殊需求 

•最少量的菜单项目，使软件操作非常简便 

•背光显示，即使在无光的黑暗环境依然便于读取；红绿灯状态指示器分别指示有故障/有泄漏/无危险 

•多种数字通信协议可选；选配继电器模块可独立报警；可预测维护的智能传感器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PIR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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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连续检测二氧化碳的隔爆型红外点式检测仪  

•获得专利的光学系统其具有更卓越的功能和更长的维护间隔 

•快速反应模式即缩短遇警时反应时间，又不影响检测早期气体泄漏的能力 

•预防维护，在镜面积垢时提供光阻预警 

•SS136L不锈钢防护外壳加上不会产生漂移的光学元件，能够适应像海上平台一样恶劣的工业环境 

•制造与发展遵循TUV认证下的SlL准则，已获得SlL2认证 

•15 年以上的预期使用寿命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Reg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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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最紧张的预算要求的单通道控制器 – 用于单点检测与控制 
 

• 坚固的ABS 机箱防护等级IP65，适用于室内和室外 

• 单键操作，内置蜂鸣器，大LED 显示，LED 状态显示 

• 可选备用电池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保障控制系统的运行 

• TWA报警阈值及数据/事件记录功能 （可选） 

• 额外的输入/输出模块，提供4-20mA信号输出和TWA报警（可选）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Regard 240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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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多点检测和集中控制 

• 壁挂式安装(2400)或导轨安装(2410)的四通道控制器 

• 3个操作按键，点阵 LED 显示 

• 蜂鸣报警并提供2个气体报警和1个故障报警继电器 

• 2个内置继电器可设定用于群组报警或单独报警 

• 额外的继电器用于声响报警和指示故障 

• 通过Modbus接口可带额外的12个继电器输出(可选) 

• 最多可提供6个数字信号输入和6个4－20mA输出(可选) 

• 气体种类和报警设置灵活，可通过个人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进行 

• 通过ATEX认证 

 

• 小巧 灵活 维护成本低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Dräger Regard 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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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紧缩预算要求的模块化控制系统 -  实现在线检测与集中控制 

• 由机箱，显示面板和输入/输出模块组成 

• 每个通道都有对应的LED灯指示工作状态（报警，故障和激活 ） 

• 显示面板可显示测量值和报警信息，警笛在报警时发出声响提示 

• 提供最多16路4~20mA模拟输出和16个SPCO单刀双掷继电器（14个可配置） 

• 中文菜单，配置方式灵活，既可使用面板按键进行配置也可使用软件进行配置 

• 坚固的IP65机箱内可装配最多4 个 4~20mA模块/继电器模块，最多可控制16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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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固定式气体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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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X-am 5000/5600  

 

含外置泵: 

PH3：0-20ppm 

PH3 HC：0-2000ppm 

IR CO2 质保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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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X-am 500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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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X-am 7000  

 

• 全智能德尔格传感器—可互换 

 

• 外壳防护等级高达IP67 

 

• 可燃气测量范围可达 0- 100 体积百分
比 (在LEL和体积百分比之间切换） 

• 泄漏模式 

 

• 可燃气传感器可设置多种标定参数，自
由切换 

 

• 中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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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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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反应速度极快 

 

•Pac 7000可检测 PH3, CO2等 

 

• 声光及振动报警 

 

• 红外传输接口 

 

• 功能测试模式 

 

• 可以更换电池 

 

• 事件记录器/数据存储器 

 

• 外壳有橡胶保护套，坚固耐用, 1.5米跌落试验(水泥表面)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气体检测 Pac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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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报警 

声音报警 

液晶显示屏 

视觉报警 

 

橡胶保护外壳 

可测量的气体 

开机/确认键 

两侧进气口，可 

更换水尘过滤膜 

+键：菜单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便携式气体检测 Pac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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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电化学传感器 

XS传感器为智能传感器可以安装在X-am 7000 。

所有传感器相关的数据，包括测量范围，标定，
报警设置点等等都存储在传感器记忆中并传输至
下一个仪器。 

新型超小XXS传感器合并了新型小型设计元素，
传感器的体积和重量都大大缩小了。 

可用于Pac 系列和x-am 5000及5600检测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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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催化燃烧 / 红外和 PID 传感器 

德尔格催化燃烧传感器可以测量一系列可燃气体和蒸汽。 

所有的可燃气体都可被传感器的电极氧化，但是灵敏度 

不同。传感器适用与Dräger X-am 7000/3000.  

德尔格红外传感器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极为的准确并且 

不会与其它气体发生交叉灵敏度反应。可用于德尔格 

X-am 7000.  

X-am 5600的“心脏” 



31 product application i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31   |   

• 全新设计理念：将个人气体监测扩展到区域监测 

德尔格 X-Zone与德尔格X-am 5000或者X-am 5600多种气体检测
仪联合使用可以同时检测1至6种气体。 

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X-zone 5000 

 

• 360°：报警声音，报警灯显示，气体进入 

 

• 100米报警信号远程无线传输 

 

• 超长使用时间：120小时/60小时 

 

• 防护等级IP67 

 

• 爆炸0区应用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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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X-zone 5000 

远程无线栅栏技术 

最多25台德尔格X-Zone 5000可以自动连接形成无线栅栏。这些相互连接

的测量探头可以更快地检测大面积区域范围，例如工业大修区域内的管线

或者工业罐体。如果有一台仪器发出报警（源头报警 – 红色报警），仪

器将报警传递至无线栅栏内的其它所有检测探头并发出次级报警—绿/红 

相间的撤离报警。 

此外可以选择无线栅栏或者无线和有线组合的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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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检测管 

超过160种短期检测管可用于检测特定气体

的瞬时浓度。大量不同范围的气体和蒸汽可
以被检测和测量，例如：确认和测量浓度峰
值，检测气体吸入地区的个人暴露值，检测
管道的泄露，气体装置等等，以及下水道，
通风管道和密闭空间的气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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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检测管 

密闭的玻璃管 

气流方向 

( 箭头方向朝向泵） 

被检测物质名称 

批次号 

订货号 

挤压 

读取浓度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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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检测管 

大量种类的检测管适应于不同的应用: 

 

 

Phosphine 0.01/a  0.1  -  1  ppm 

Phosphine 0.1/a  0.1  -  4  ppm   

Phosphine 0.1/b  1 -  15 ppm 

Phosphine 1/a  1  -  100  ppm  

Phosphine 25/a  25  -10,000  ppm 

Phosphine 50/a  50  - 1,000  ppm 

 

Phosphine 

Current TLV = 0.3 ppm, 1ppm STEL 

实验室范围 = 0.3 ppm – 3.5 ppm 

生命接近于危险 = 2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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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检测管® 同期检测套装 Container Aeration I 

编号 物质 灵敏度 颜色变化 

1 甲醛 1 ppm 白  粉 

2 磷化氢 0.3 ppm 黄  红 

3 氢氰酸 10 ppm 黄  红 

4 溴甲烷 0.5 ppm 绿色  褐色 

5 环氧乙烷 1 ppm 白  粉 

挤压: 50 / 测量时间: 约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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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熏蒸套装  

德尔格熏蒸套装内包括所有必要的设备： 

 

•检测管 

•手泵 

•管 

•集装箱探枪  

•使用指南 

几分钟内，就可仪显示集装箱内的气体浓度以及是否被充入某种熏蒸气体。 

 

不需要任何培训，操作人可以立即上手德尔格熏蒸检测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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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实践 

多种气体检测仪和检测管共同使用可以更快的检测熏蒸气体. 

下列图片显示在荷兰鹿特丹港口进行的预先进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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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检测管可检测熏蒸剂 

熏蒸剂 / 化学物质 范围 

氨气 (NH3) 0.25 ppm – 10 Vol % 

苯 (C6H6) 0.5 -60 ppm 

二氧化碳 (CO2) 100ppm - 60 Vol% 

三氯硝基甲 (CCL3NO2) 0.1 – 2 ppm 

1,2 二氯乙烷 (C2H4Cl2) 2 – 10 ppm 

1,3 二氯丙烯 (C3H4Cl2) 0.1 – 10 ppm 

环乙烷 (C2H4O) 1 – 500 ppm 

甲酸乙酯(HCOOC2H5) 20 – 500 ppm 

甲醛 (HCHO) 0.04 – 40 ppm 

氢氰酸 (HCN) 2.5 -150 ppm 

溴甲烷 (CH3Br) 0.2 – 50 ppm 

甲基异硫氰酸盐 (CH3NCS) 0.1 – 6 ppm 

磷化氢 (PH3) 0.01 – 10 000 ppm 

硫酰氟 (SO2F2) 1 – 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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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德尔格芯片测量系统 

 芯片测量系统用于工作地点，密闭空间或者难以够到区域的
（TLV）测量和危险物质灾难应急环境测量。 
 

 
 德尔格芯片测量系统结合了化学反应系统科技和电子科技的
优势。  
 
 

 整个系统包括两部分，分析仪和特定组份芯片 
 

 
 分析仪是特定芯片的测量和评估仪器. 
 

 
 多种多样的芯片，可以像电化学传感器一样灵活地检测不同
种类的气体和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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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气体检测 

总结 

熏蒸剂/化学物质 德尔格检测
管 

德尔格CMS 电化学传
感器 

催化燃烧
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 PID 传感器 

氨 (NH3) 

苯 (C6H6) 

二氧化碳 (CO2) 

三氯硝基甲 (CCL3NO2) 

1,2 二氯乙烷 (C2H4Cl2) 

1,3 二氯丙烯 (C3H4Cl2) 

环氧乙烷 (C2H4O) 

甲酸乙酯 (HCOOC2H5) 

甲醛 (HCHO) 

氢氰酸 (HCN) 

溴甲烷 (CH3Br) 测量范围 > 4 ppm 

甲基异硫氰酸酯 

(CH3NCS) 

磷化氢 (PH3) 

硫酰氟 (SO2F2) 

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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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德尔格自给式呼吸设备适合多种环境和应用领域使用。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PA94 Plus PSS 2600 PSS 7000 PSS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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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PA 94 Plus空气呼吸器结构 

全面罩 Panorama Nova 呼吸器及面罩使用说明
书 合格证 

PA94 Plus 背架及气路系统 

碳纤维气瓶 6.8升或9升 

一套完整的空气呼吸器包括背板、面罩、
气瓶以及说明书、合格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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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气瓶 

作用：为使用者提供洁净的空气源 

气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内胆，碳纤维缠绕并加树脂固化，最外层附着高强
度硬塑料保护层。 

内胆耐腐蚀、寿命长、重量轻，比同体积钢瓶轻70％，强度高，不破碎。 

 

注意：保护气瓶表面，防止划伤、磕碰，当碳纤维外露、断裂或气瓶变形
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送相关部门检验。碳纤维复合材料气瓶使用后
应保留一定压力，以免外界的有毒气体或潮湿空气进入气瓶内。 

 

最大工作压力：300巴（30兆帕） 

水压测试压力：450巴（45兆帕） 

爆破压力：>1000巴（100兆帕） 

水容积： 6.8升或9升 

使用寿命：15年 

 



45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减压器 

作用：将气瓶中的高压空气减压至中压：6-10巴（0.6-1兆帕） 

高性能，供气量可达1000 升/分，在20bar时也可达到500升/分 

设计有安全阀，起到泄压保护所用，开启压力为12-14巴（1.2-1.4兆帕） 

6 年免维护 

与背板半固定连接，能够上下转动，易于拆装气瓶 

能够支持双气瓶（需要额外连接三通） 

能够支持第二个需气阀及面罩（需要额外连接他救接头） 

 

三通 结构示意图 

实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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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需气阀（供气阀） 

作用：将中压管中的中压空气减压至低压：3-5毫巴(300-500帕) 

     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气量自动调节供气量，也可手动增大供气量，
最大可达500 升/分，可以满足使用者不同劳动强度的需求并能够
最大限度节省用气量 

     无需手动开启，首次呼吸，自动激活 

     呼吸阻力低，噪音低，佩戴舒适 

     必要时，可以通过按压中间补充供给（如图所示） 

     易于拆卸、清洁及维护 

     与面罩快速插接，可360 °旋转 

     与中压管的连接也可360 °旋转 

     体积小，设计独特，不影响使用者的下视野 

 

实物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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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示气瓶内空气压力，在气压过低时发出报警，报警哨启动压力为50

－60巴 

气压计表盘为荧光显示，便于在黑暗中读取数据，0－50巴区域内涂成红色 

气压计外部有橡胶保护套，避免意外损伤 

高压管内管为螺旋型设计，即使在充满高压300巴时，供气管仍柔软、灵活，
便于读取数据 

报警哨与气压计一体化设计，报警哨内置于气压计管路内，外形浑然一体，
可避免挂住任何障碍物 

报警哨为中压启动，与高压管路集成在一起，哨声不会随着气压降低而减弱，
出于安全考虑，报警哨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直至气压降至0巴，平均耗气量
为3.7升/分 

报警哨位置设计在肩部，离耳朵近，强度大于90dB 

气压计设计有限流装置，即使脱离管路，漏气量也不超过15升/分 

 

气压表 

报警哨 

外壳 

高压管 

实物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气压计和报警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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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背负系统 

作用：便于使用者将整套设备舒适地背在身上 

背板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重量均匀分布，有一定弹性，能够吸收
振动，佩戴舒适 

背板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背板和背带均为阻燃、防水、防静电
材料，重量轻，抗冲击 

背板上设计了把手，方便携带（见图） 

气瓶除了用尼龙搭扣固定外，还有反扣双重固定 

背带及腰带采用宽大、柔软的衬垫，佩戴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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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管供气 

防化服 

逃生器 

需气阀 

HUD 

空气呼吸器 
面部 

氧气呼吸器 

头盔 

通讯系统 

面罩附件 

消防车 

测试设备 过滤器 

FPS 7000面罩 

与其它个人防护产品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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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自然视野 

右侧视野 

nose 

双眼重叠部分视野 

根据 EN 136标准 

根据 EN 136 

自然视野 (不佩戴面
罩) 

德尔格FPS 7000 

德尔格Panorama 

Nova 

FPS 7000面罩 

面镜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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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FPS-COM产品优势 
 

 唯一完全集成在面罩上的通讯系统 

 模块化设计 

 良好的通话质量 

 可由普通面罩升级成通讯面罩，操作简单 

 拆装方便，便于清洗消毒 (也可在面罩上对
整体进行清洗) 

 供电采用国际通用标准 AAA电池 

德尔格FPS 7000 

通讯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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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FPS-COM产品优势 
 

 防护等级高达IP67 

 隔绝外部噪音 

 扩音器在面罩内部 

 IP67  (浸入水下1米深30分钟) 

 安全可靠 

 有VA、COM、PTT等多种配置
可选 

 PTT款可直接配对讲机 

 多种对讲机型号可选，几乎覆
盖所有常见品牌及型号 

 

德尔格FPS 7000 

通讯模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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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管呼吸系统 

长管呼吸系统 

• 可移动供气源或固定供气系统提供远距离供气 

• 可同时给二人供气 

• 面罩及需气阀与SCBA型号相同 

• 通常与短时间供气SCBA配合使用，在紧急情况下 

  仍能供气 

• 供气距离可达 80米 

• 更换气瓶可提供不间断供气 

• 可与听说套具配用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长管呼吸器airp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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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气源 / 

Cascade 

工厂气源 

过滤装置 管子 / 卷轴 

Airpak 小车组件 

小车 / 气瓶 

气瓶 

推荐使用的其它逃生设备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长管呼吸器airp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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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长管呼吸器airp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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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长管呼吸器airp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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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全面罩 

作用：保护使用者面部和眼睛，提供洁净的空气供使用者呼吸 

正压式，面罩内气压略高于外界，可避免有毒气体进入面罩 

双层密封边设计，气密性良好，特别适合亚洲人的脸型，佩戴舒适 

大视野全景面屏，不锈钢边框，具有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特性 

内置不锈钢语音膜，确保通话良好 

内置口鼻罩，防止二氧化碳和水汽的扩散 

独特的气路设计，干冷空气吹向护目镜，防止结雾，暖湿空气被口鼻罩
隔离，由呼气阀排出 

材料有 EPDM*和硅橡胶两种选择， 佩戴舒适 

与需气阀LDV为快速插接，可360°旋转 

配有颈带，易于携带 

 

*EPDM－乙烷丙烷基二醚单体 

 吸入干冷空气 呼出暖湿空气 

实物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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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德尔格单滤罐全面罩德尔格 X-PLORE 6000 全面罩 － Panorama Nova 

X-plore 6300 (EPDM) 

X-plore 6530  

PC 面镜 

X-plore 6530  

Triplex 面镜 

X-plore 6530 (EPDM) 

所有的德尔格 X-plore 单滤罐全面罩:  

•   双层面部密封层和三步密封措施 

•   统一尺寸 („一个面罩可以覆盖三个尺寸“) ，使物流运输和配件保存更容易 

•   条形码在面罩内 

X-plore 6570 (硅胶) 

X-plore 6570  

PC 面镜 

X-plore 6570  

Triplex 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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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X-PLORE 5000 全面罩 

• 两层面部密封 

   两个独立的密封表面积提供了三步密封措施，不
管你的脸形是什么样，都确保了安全无泄漏。 

 

• 统一尺码:                                                            

- 保证和大多数脸形贴合                                      

- 方便保存以及配件的携带 

 

• 2点插接式滤罐接口 

  - 简单安全的滤罐安装 

 

• 紧凑，低侧面设计 

   - 后扫式滤罐安装位置保证了佩戴者的视野宽广
无障碍 

 

• 德尔格特殊的滤罐连接系统保证了只能与德尔格
滤罐配套使用 



71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德尔格 X-PLORE 过滤罐Rd40, Rd90 & 插接式滤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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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 

PARAT C 

德尔格 

PARAT 3100 

德尔格  

PARAT 3200 

德尔格 

PARAT 4500 

使用条件 
被污染的空气至少含有19.5vol%的O2 

用于发生火灾 

的逃生装置 

(CO-P2) 

用于防护工业气体 

的逃生装置 

(ABEK)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PARAT系列逃生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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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Saver CF & PP 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 

• Saver CF：头套式，持续供气 

 

• Saver PP：全面罩，正压式，按需供气 

 

• 提供10或15分钟的保护 

 

• 打开包装自动激活，不需开启瓶阀 

 

• 减压阀十年免维护 

 

Saver CF Saver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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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面罩的紧急逃生设备SAVER 

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Saver CF & PP 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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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压缩空气充气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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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过滤罐推荐 

熏蒸剂 / 化学物质 主推荐 颜色标示 

氨 (NH3) K 

苯 (C6H6) A 

二氧化碳 (CO2)                      呼吸器 

三氯硝基甲 (CCL3NO2) A 

1,2 二氯乙烷 (C2H4Cl2) A 

1,3 二氯丙烯 (C3H4Cl2) A 

环氧乙烷 (C2H4O) AX 

甲酸乙酯 (HCOOC2H5) AX 

甲醛 (HCHO) B-P3 

氢氰酸 (HCN) B 

溴甲烷 (CH3Br) AX 

甲基异硫氰酸酯 (CH3NCS) B 

磷化氢 (PH3) B 

硫酰氟 (SO2F2)                      呼吸器 

极端特殊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推荐AX过滤罐，例如在
德国海关，处于非常低的浓度（大约40ppm), 时间很
短（大概15分钟）只能一次性使用新的滤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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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格粮库安全防护 

推荐的身体防护 

熏蒸剂 /化学物质 防护服 材料 

氨 (NH3) WorkMaster Umex 

苯 (C6H6) CPS 7900 Dmex 

二氧化碳 (CO2) WorkMaster Industry  Symex 

三氯硝基甲 (CCL3NO2) CPS 7900 Dmex 

1,2 二氯乙烷 (C2H4Cl2) CPS 7900 Dmex 

1,3 二氯丙烯 (C3H4Cl2) CPS 7900 Dmex 

环氧乙烷 (C2H4O) WorkMaster Umex 

甲酸乙酯 (HCOOC2H5) CPS 7900 Dmex 

甲醛 (HCHO) CPS 7900 Dmex 

氢氰酸 (HCN) CPS 7900 Dmex 

溴甲烷 (CH3Br) WorkMaster Industry  Symex 

甲基异硫氰酸酯 (CH3NCS) CPS 7900 Dmex 

磷化氢 (PH3) CPS 7900 Dmex 

硫酰氟 (SO2F2) CPS 7900 Dmex 

在处理或使用危险的化学物质工作时，人类的健康总是处于危险当中。 

防化服的质量和设计是否适合某种特殊用途取决于化学物质是固态，液体还是气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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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以下国家使用德尔格产品检测熏蒸气体 

 

-德国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荷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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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以下为德尔格中国公司的用户： 

北京中谷润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澳洲粮油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河南延津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  

广西防城港粮食转运站  

山东口福粮油有限公司  

西安市粮食直属仓库  

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大雁粮库  

中央储备粮武汉直属库仓储科  

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  

湖北大冶国家粮食储备库  

安徽庐江粮油购销公司  

甘肃天水第二粮库  

广西柳州国家粮食储备库  

中央储备粮广东新沙港直属库  

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平湖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鄂尔多斯粮库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益海(烟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荷泽）有 限公
司 

桓台县长江国粮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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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