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制造行业
职业健康及个人防护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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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防护问题解答

呼吸、听力、眼面及身体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采矿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提高作业者在昏暗光线下的可视性的？

选矿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确保您的员工得到了真正有效的听力防护的？

炼焦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让员工更卫生、更舒适地工作的？

焦化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确保您的员工可以获得有效的呼吸防护的？

烧结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让您更舒适、更方便地工作的？

炼铁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让您佩戴口罩时呼气更轻松的？

炼钢
· 3M 创新科技 - 隔热面罩

轧钢
· 3M 创新科技 -3M 为何提倡“中国款”眼镜？

运输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在雨夜保证员工安全的？

设备维修
· 3M 创新科技 -3M 是如何帮助焊工“解放双手，高效焊接”的？

                            3M 是如何预防工具坠落风险的？

防伪小贴士

培训及官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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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公司及品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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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源于精通

钢铁制造行业职业危害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大力建

设，钢铁需求量增大也促进了冶炼行业的

快速发展。但作为重工业，炼钢工艺流程

和岗位均存在着许多职业危害因素，威胁

着作业人员的健康。因此，识别和评估各

个危害因素，成为钢铁冶炼厂安全管理工

作的重要一环。

粗钢冶炼制造链所涉及的生产类别跨度

广、产品众多，职业危害因素的识别和评

估较难统一。但从矿石开采到板材成型的

所有工艺段相对同质化，职业危害因素较

为接近，本手册列举了钢铁冶炼制造工艺

中典型的几个环节：采矿、选矿、炼焦、

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梳理了

典型职业危害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危害提

出了重点防护解决方案。

3M 公司及品牌介绍

3M 公司创建于 1902 年，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是世界著名的多元化

科技跨国企业。

3M 公司素以勇于创新、产品繁多著称于世，在其百多年历史中开发了近七万种高品质

产品，百年来，3M 的产品已深入人们的生活，从家庭用品到医疗用品，从运输，建筑

到商业、教育和电子、通信等各个领域。现代社会中，世界上有 50% 的人每天直接或

间接地接触到 3M 公司的产品。

3M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部 40 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各行各业及政府机构提供优质的个体防

护用品，主要涉及的产品系列有呼吸系统防护、听力系统防护、眼面部防护、焊接防护、

身体防护、坠落安全防护、视觉丽反光材料和环境安全产品等。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员工对个人安全防护的意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本手册旨在以

3M 公司前沿的科技和高质量的产品，为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全面、有效的职业安全防

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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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造工艺总流程图

及危害分布

运 输

采 矿 选 矿 炼 焦 焦 化 烧 结

设备维修炼 铁 轧 钢炼 钢

粉尘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冲击物 冲击物 粉尘 热辐射焦炉蒸汽

粉尘

有害气体

/ 液体

有害气体

粉尘

热辐射强光 粉尘 热辐射

粉尘

强光 油雾 / 酸雾 粉尘 粉尘强光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重物砸坠

冲击物

噪声

冲击物 冲击物

针对这些职业危害，3M 可以为您提供全面、有效、多样化的个人
防护装备解决方案：

▼专业的呼吸防护系统，隔绝颗粒物粉尘、多种有毒有害气体

▼有效的听力防护和噪声监测

▼周全的眼部和面部防护，贴合中国人脸型

▼高效的焊接防护，保护视力，提高工作效率

▼可靠的身体防护和足部防护，确保员工的舒适体验

▼全面的高空作业坠落防护以及工具坠落防护，最大程度保障高空安全

▼科学有效的适合性检验，保障员工防护用品的安全使用

坠落 工具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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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

主要危害：

粉尘噪声 重物砸坠冲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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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 面屏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罩 / 耳塞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采矿工段的爆破、破碎会产生高分贝值
的噪声，建议员工从事高噪音的作业时，
选择合适的高降噪值听力防护产品。

• 装载、破碎、筛分时会产生高速飞溅物
体和大量粉尘，建议做好相应的呼吸和
眼面防护。

• 安全鞋能够降低足部在采矿作业中受伤
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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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运动款、舒适款安全鞋

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足部防护

舒适款

重物砸坠

运动款

冲击物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面屏

◤眼面防护

12308
可佩带在近视眼镜外

SF400 贴合舒适型
安全防护眼镜 82520 铝制面屏支架

82701
防冲击聚碳酸酯面屏

10437
( 超强防刮擦涂层）

“中国款”设计贴合脸型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耳罩、耳塞

噪声

◤听力防护

X4P3 耳罩 H10P3E 耳罩
1110 舒适
泡棉耳塞

1270
经典款预成型耳塞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面罩

粉尘

◤呼吸防护

9002V 折叠式带阀防颗
粒物口罩

8210VCN
杯型设计，经典款

3200 半面罩 +3701CN
滤棉

经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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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chliteTM 视觉丽 TM 反光材料
ScotchliteTM 视觉丽 TM 反光材料系列产品，是根据高折射率玻璃微珠形成的微透镜回归反射原理或

透明树脂构成的微晶格形成的立方角回归反射原理而制成，能将光线反射回其光源处，产生极佳的

反光效果。 

3M 是如何提高作业者在昏暗光线下的

可视性的？

99209910

55305510

玻璃微珠反光原理： 微晶格反光原理：

产品显微镜下微观结构 产品显微镜下微观结构光路示意图 光路示意图

注：Oeko-TexStandard100认证：OEKO-TEX Standard 100是 1992年OEKO-TEX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制定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测纺织品的有害物质已确定他们的安全性。

OEKO-TEX Standard 100 现在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纺织品生态标志。

3M 创新科技

* 这个回归反射的过程，使接近光源的观察者察感觉到反光材料特别明亮，从而加强了行动人体在夜间视线不良或危急境况中的可视性，增强安全性

而避免发生意外。

9910、9920：

3M银亮技术，超高亮度；特殊工艺，

不怕油污，可 75 度水温工业洗涤，

同时获得国际环保纺织协会的“纺织

品生态标志”Oeko-TexStandard100
认证。

5510、5530：

嵌段式技术，外观新颖，透气性强，

舒适性好，富有弹性，同时获得国

际环保纺织协会的“纺织品生态标

志”Oeko-TexStandard100 认证。

在恶劣天气或夜间环境下，提高作业人员的可视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个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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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
典型岗位：

球磨、筛分、磁选

主要危害：

粉尘噪声 重物砸坠冲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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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罩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罩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半面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选矿作业过程中的球磨、筛选和磁选时
噪声强度较高，建议员工选择合适的高
降噪值听力防护产品。同时有高速飞溅
物体，建议也要做好眼面防护。                                                            

• 球磨、筛分和磁选会产生粒径较小的粉
尘且矿石中含的其他天然有害金属，更
容易危害人们的健康。建议选择符合
GB2626-2006 KN95 级别以上的防颗
粒物口罩或滤棉。

• 安全鞋能够降低足部在选矿作业中机械
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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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经济款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耳罩

◤听力防护

340-4004
可清洗使用预成型耳塞X4P3 耳罩

重物砸坠

舒适款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

推荐防护方案 : 尘毒组合面具产品

◤呼吸防护

3000 面具 +3303CN
滤毒盒 +3N11CN 滤棉

3200 半面罩 +3700 承接座
+3701CN 滤棉

冲击物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

◤眼面防护

SF200
超贴合安全防护眼镜

10437( 超强防刮擦涂层）
“中国款”设计贴合脸型

1621AF
间接通风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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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错综复杂的听力防护难题 , 3M 通过驾驭创新的连锁反

应 , 提供最适合的听力 防护解决方案 , 让各种问题迎刃而解。

3M™ 噪声监测 -- 直观而专业的 3M 噪声监测产品

测量和监测工作场所的噪声水平以及员工的暴露程度，并综合评估现场的风险，

是保护员工健康的第一步，也是选择适合的产品的重要前提。

3M™ 听力防护 -- 简便而实用的 3M 听力防护产品

选择合适的护听器产品，并使员工从主观上愿意佩戴。对于各种不同的工作环境，

3M 可提供不同的选择，一定有最适合的护听器产品，满足您的需求。

3M™ 防护验证 -- 创新的 3M 听力适合性检验工具

3M E-A-Rfit 听力防护验证系统，是一套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适合性检验工

具。通过它，您可以了解护听器的实际使用效果，确保员工得到足够的防护，有

效验证产品的适合性，并帮助您对员工进行产品的使用培训和激励。

培训和教育

3M 可帮助您培训相关安全人员和员工，了解和理解噪声危害和合适的听力防护。如有需要，请洽

3M 听力防护产品销售专员或 3M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当地销售代表。

新版3M              听力防护验证系统增加X系列耳罩测试功能，更多测试产品不断增加！

佩戴
1

让员工正常佩戴
护听器产品

测试
2

连接麦克风，通过
扬声器开始测试

评估
3

运用个人声衰减值
（PAR），评估和
选择合适的护听器
产品

3M 是如何确保您的员工得到了

真正有效的听力防护的？

在采矿和选矿工段，爆破、破碎等作业会产生强大的噪音容易对人的听力造成严重的损伤。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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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
典型岗位：

粉碎 / 装煤 / 筛分 / 炼焦 / 息焦

主要危害：

噪声热辐射焦炉蒸汽 粉尘 重物砸坠

新版3M              听力防护验证系统增加X系列耳罩测试功能，更多测试产品不断增加！

佩戴
1

让员工正常佩戴
护听器产品

测试
2

连接麦克风，通过
扬声器开始测试

评估
3

运用个人声衰减值
（PAR），评估和
选择合适的护听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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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 面屏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呼吸防护：尘毒组合半面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粉碎、装煤和筛分工艺流程的职业危害
因素有噪音、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和机
械伤害风险，要做好呼吸、眼面和听力
的防护。

• 炼焦和息焦作业环境除了噪音、颗粒物
的危害因素，热辐射和焦炉产生的熔融
物、有毒有害蒸汽对眼面和呼吸也是重
点危害因素。建议用滤毒盒加滤棉、安
全眼镜加面屏的防护组合。

炼焦
粉碎 / 装煤 / 筛分 / 炼焦 / 息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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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运动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经济款

热辐射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热辐射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隔热面屏

◤眼面防护

1621AF
间接通风口设计 82585 镀铝防护面屏 82520 铝制面屏支架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泡面耳塞

◤听力防护

318-1005 Push INS 
免揉搓泡棉带线耳塞

311-1101 Classic
舒适型泡棉耳塞

运动款

重物砸坠

焦炉蒸汽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有毒有害气体

推荐防护方案 : 尘毒组合面具产品

◤呼吸防护

6502 半面罩 +6006CN 滤毒盒
+5N11CN 滤棉 +501 滤棉盖

3200 半面罩 +3303CN 滤毒盒
+3N11CN 滤棉 +385CN 滤棉盖

3200 半面罩 +3700 承接座
+3701CN 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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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389 吸汗垫
3M™ 389 吸汗垫仅可 3M™ 1200/3000 系列防护半面罩配合使用，用于吸收使用过程中面罩内

部凝结的汗液和水汽。

3M 是如何让员工更卫生、更舒适地

工作的？

初次使用吸汗垫时，请先使用清水完全润湿并软化吸汗垫。 

将吸汗垫挤干后放入面罩底部，确保吸

汗垫的放置方向如图所示。

正常佩戴面罩并进行气密性测试，吸汗垫会自然固定在

面罩底部。

每次使用完毕后，取出吸汗垫，用清水彻底清洗 2-3 遍，可根据

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需要使用洗涤剂。将吸汗垫挤干后置于无

污染处阴凉晾干。

* 当吸汗垫破损，吸汗性能明显下降或从卫生角度难以接受，请更换新的吸汗垫。

使用说明：

1

3

4

2

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下，员工佩戴的防护面罩内不可避免的有大量汗液聚集，影响佩戴的舒适度。3M 389 吸汗垫能高效的解决员工

这个烦恼。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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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
典型岗位：

荒煤气 - 焦油 / 苯 / 煤气 / 硫胺氨水

主要危害：

噪声 有害气体
/ 液体

重物砸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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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

眼面防护：防化学护目镜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呼吸防护：尘毒组合半面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焦化过程中的苯、焦油产品和氨水等对
健康危害大，呼吸防护要用相应的滤毒
盒及防护面具。同时也要做好眼面部、
听力及手足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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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经济款

有害气体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有毒有害气体

推荐防护方案 : 尘毒组合面具产品

◤呼吸防护

6200 半面罩 +6006CN 滤毒盒
+5N11CN 滤棉

双罐式半面具、呼吸阻力低

3200 半面罩 +3303CN
滤毒盒 +3N11CN 滤棉

舒适款

重物砸坠

有害气体 /
液体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有害气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化学护目镜、面屏

◤眼面防护

1621AF
间接通风口设计

1623AF
防雾涂层，“亚洲款”
设计，贴合脸型

82700 W96 防化学聚丙酸酯面屏
+82520 铝制面屏支架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耳罩

◤听力防护

340-4004
可清洗使用预成型耳塞1110 泡棉耳塞 X5P3 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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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及面罩适合性检验标准及工具 ( 定性 )
中国国家标准 GB ／ T-18664-2002《呼吸防护用品选择、使用与维护》中建议：“在选择一种新

的呼吸防护用品时应对每个使用者进行适合性检验，对在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建议定期进行适合性检

验”。“目的是检查使用者面部与某种型号呼吸防护用品面罩之间的密合性，以确保呼吸防护用品

的使用者能够获得对有害环境的有效防护”。

美国职业健康管理局 (0SHA) 法规对口罩等密合型面罩的适合性检验有强制性要求。

FT30 定性适合性检验工具
快捷、简易、可靠的方法来完成您对员工的口罩及面罩的适合性检验。

在美国获得 0SHA 的认可

FT31 敏感性

测试液 ( 苦味 )

FT12 适合性

测试液 ( 甜昧 )

FT11 敏感性

测试液 ( 甜昧 )

FT32 适合性

测试液 ( 苦味 )

3M是如何确保您的员工可以获得有效的

呼吸防护的？

冶炼的前端工序炼焦和焦化作业会产生大量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对员工的呼吸系统有严重危害。由于脸型的差异，员工佩戴呼吸防

护用品时，存在泄漏的风险。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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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
典型岗位：

破碎 - 筛分 - 混料 - 烧结 - 破碎 - 筛分

主要危害：

噪声 粉尘 重物砸坠冲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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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罩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身体防护：颗粒物阻隔防护服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烧结车间的破碎、筛分、混料等工艺存
在机械伤害、粉尘、噪声、热和有害气
体的危害因素，合适的防护用品有利于
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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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运动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舒适款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耳罩、耳塞

◤听力防护

X4P3 耳罩

1270
经典款预成型耳塞

运动款

重物砸坠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温、冲击物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

◤眼面防护

SF400
贴合舒适型安全防护眼镜

10196
超轻舒适型防护眼镜

12308
可佩带在近视眼镜外

冲击物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半面罩

◤呼吸防护

9502V
折叠头戴式口罩

8210VCN
杯型设计，经典款

7502 半面罩
+2291 滤棉

3200 半面罩
+3701CN 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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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过滤元件可选：

▼轻松防护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及颗粒物

专利快扣式设计:

(专利号:US6497232B2) 

▼便于轻松脱卸,操作更简便

流线型面罩设计:

▼流线型、低轮廓设计,提供更良好的视野

▼呼气口向下排出湿热呼气

▼保护呼气阀片不受污染和损坏

* 6500QL系列的全新快扣设

计,通过 面罩上“快扣”组件的

上下开合,轻松 脱卸面具,佩戴

更便捷舒适。

6500QL快扣版

3M是如何让您更舒适、更方便地工作的？

① 可通过快速锁扣脱卸 / 佩
戴面具

② 向上打开快速锁扣，即可
卸下面罩

③ 卸下的面罩自然悬挂，便
于沟通和再次佩戴

④ 只需要再次向下拉紧快速
锁扣，就可将面罩佩戴上

注意

每天工作结束时，使用过的面罩都需根据美国职业健康安全局条例 29CFR1910.134 附录 B-2 部分建议步骤进行彻底清洁。

1. 卸下过滤元件；

2. 使用 3M 504 防护面罩擦拭纸清洁面罩 ( 不包括过滤元件 )，或将面罩浸泡在 pH 值呈中性 (pH 6-8) 的清洁剂温水溶液中，水温不应高

于 49° C，用软毛刷清洗面罩直至干净。不要使用含羊毛脂或其他油、汽油和含氯的脱脂剂 ( 例如三氯乙烯 )、有机溶剂或磨砂清洁剂；

3. 用季铵盐、次氯酸钠消毒剂或其他同类消毒剂对面罩进行浸泡消毒；

4. 用洁净的温水冲洗面罩，并在无污染区域风干；

5. 每次使用前仔细检查面罩组件，如组件有破损或失效，应及时更换或丢弃更换新面罩；

6. 不使用时，清洁后的面罩应储存包装袋中，远离污染的区域；

警告

请勿使用溶剂清洁，否则会导致部分面罩组件老化并降低面罩有效性。每次使用前请仔细检查所有的面罩组件并确认其完好有效，否则可能会

导致疾病或死亡。

6500QL 快扣脱卸方法

在高温环境中工作，工人会间歇性的休息放松，此时需要摘下面具或口罩。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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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
典型岗位：

配料 - 上料 - 高炉冶炼 - 出铁（渣）

主要危害：

有害气体热辐射 粉尘强光 重物砸坠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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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 面屏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身体防护：颗粒物阻隔防护服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高炉冶炼的工作环境不仅有噪声、烟尘、
高温、强红外辐射及强光等风险因素，
而且冶炼过程会产生有害气体，建议加
强从头到脚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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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舒适款

热辐射强光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强光、高温

推荐防护方案 : 安全帽、防冲击安全眼镜、防护面屏

◤眼面防护

82520 铝制面屏支架
+82509 防热辐射面屏（炉前工）

SF200
超贴合安全防护眼镜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泡棉耳塞

◤听力防护

340-4004
可清洗使用预成型耳塞

311-1250
高降噪泡棉耳塞

重物砸坠

经济款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有害气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尘毒组合面具产品

◤呼吸防护

6200 半面罩 +6003CN 滤盒
双罐式半面具、呼吸阻力低

9002V 折叠式带
阀防颗粒物口罩

6500QL 半面罩 +60928 滤盒
硅胶半面罩

6000 全面罩 +2291 滤棉
全面具头带大视窗

粉尘 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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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污染空气进入
吸气时密闭

呼气阻力更低
容易排出热量和湿气 

呼气时易开启

呼气阻力更低
防止眼镜起雾

空气动力学设计阀盖

3M™ Cool Flow™ 特有冷流呼气阀

▼  更有效降低呼气阻力

▼  减少热量与湿气聚集

▼  提高舒适性

3M 是如何让您佩戴口罩时呼气更轻松的？

9913V9501V

8577CN

8210VCN

88338514

3M 呼气阀的秘密
戴口罩呼气阶段的热感应图对比

无呼气阀

▼  呼出的湿热空气，容易聚集在口罩内

▼  闷热不适

有呼气阀

▼  吸气密闭，呼气开启，及时排出热量与湿气

▼  呼气更顺畅

3MTM Cool FlowTM 特有冷流呼气阀，能有效降低呼气阻力，提高佩戴舒适性。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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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
典型岗位：

铁水（废钢）- 上料 - 冶炼 - 出钢

主要危害：

噪声热辐射 粉尘强光 重物砸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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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身体防护：颗粒物阻隔防护服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电弧炉、氧气顶吹炉炼钢过程中，机械
伤害、噪声、高温、强光和烟尘是主要
职业危害因素，闷热的环境中防护尽量
选择舒适性较好的防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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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热辐射强光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高速飞溅物体、强光、高温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防护面屏

◤眼面防护

82520 铝制面屏支架 +82509
防热辐射面屏（炉前工）

SF200
超贴合安全防护眼镜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泡棉耳塞

◤听力防护

311-1126 Classic Superfit 
带标记圆柱形带线耳塞1110 子弹型带线耳塞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半面罩

◤呼吸防护

9002V 折叠式带阀防颗
粒物口罩

8210VCN
杯型设计，经典款6502 半面罩 +2291 滤棉

重物砸坠

舒适款经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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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85

82509

82520

钢铁冶炼行业在涉及到熔炉观察作业时，会面临熔融物产生的热辐射、红外以及紫外辐射。这些危害长期会对人的面部以及眼部造成伤害，导致面部

和眼部慢性职业病的发生。3M 镀铝面屏的镀铝层可以反射热辐射，减少高温和热辐射对面部和眼部的伤害；同时带 IR5.0 中度绿色的镀铝面屏可以

阻隔红外辐射对眼睛的伤害。聚碳酸酯镜片除了有效防止飞溅物对眼面部的伤害，也能 99.9% 阻隔 UVA&UVB 紫外辐射。

搭配 3M 公司 82520 面屏支架，面屏可与大部分安全帽搭配使用。

3M 创新科技

隔热面屏

82520 H24M 铝制面屏支架
该面屏支架可与安全帽一起使用

金属和双重屏蔽材料适合高温作业

可与所有 3M 面屏配合使用

独特的接口设计，不会与耳罩冲突

前挡板钮设计使面屏固定在上方位置，避免遮挡视线

采用抗热铝材料，金属支架及双重屏蔽材料制成，适合高温作业，可与安全帽一起配合使用

面屏更换迅速方便

独特接口设计，

不会与耳罩冲突
双重锁定方式，方便工

作时翻起和放下面屏

82585 镀铝防护面屏 ( 透明 )
镀铝聚碳酸酯面屏用于防辐射热的环境。如熔炉观察，铸造等工作场所

反射 80% 热辐射

聚碳酸酯镜片，有效防护冲击危害，阻隔 99% 紫外线

面屏厚度 1mm
易于安装的设计使面屏能非常容易快速地安装在 3M 面屏支架上

82509 镀铝防护面屏 ( 中度绿色 )
镀铝聚碳酸酯面屏用于防辐射热的环境。如熔炉观察，铸造等工作场所

反射 80% 热辐射，以及防红外辐射，并吸收 99% 紫外线，有效防护强光和眩光

防高强度冲击，面屏厚度 2mm
易于安装的设计使面屏能非常容易快速地安装在 3M 面屏支架上

搭配 3M 公司 82520 面屏支架，面屏可与大部分安全帽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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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

主要危害：

典型岗位：

连铸 - 热轧 / 酸洗 - 冷轧 - 型材

噪声 油雾 / 酸雾 重物砸坠冲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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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罩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轧钢形成板材、管材的过程有热轧、酸洗、
冷轧等工艺，眼面和呼吸防护在符合防
护等级的基础上考虑舒适度轻便；建议
选择耐油防滑的安全鞋。

轧钢
连铸 - 热轧 / 酸洗 - 冷轧 - 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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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运动款、经济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经济款

重物砸坠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飞溅物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冲击安全眼镜

◤眼面防护

SF200
超贴合安全防护眼镜

10437( 超强防刮擦涂层）
“中国款”设计贴合脸型

冲击物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耳罩

◤听力防护

340-4004
可清洗使用预成型耳塞H10P3E 耳罩

运动款

油雾 / 酸雾

主要危害或风险 : 油性、酸性颗粒物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面罩

◤呼吸防护

9042
有机异味减除

6502 半面罩 +6006CN 滤盒
+5N11CN 滤棉

8246CN
酸性气体异味减除

8247CN
有机蒸气异味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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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视角 曲度

华 人

欧美人

透明防雾镜片，中国款

流线型设计，有效防冲

击及飞溅

镜面涂层镜片，中国款

流线型设计，适合室内 /
室外频繁进出工作岗位

灰色防雾镜片，中国款

流线型设计，防太阳强

光，99% 防紫外

灰色防雾镜片，中国

款流线型设计，防太阳

强光，99% 防紫外

透明防雾镜片，中国

款流线型设计，有效防

冲击及飞溅

黄色防雾镜片，中国款

流线型设计，适合精细作

业及光线暗的工作岗位

适合性及舒适性对于使用防护眼镜的用户来说非常重要，也是防护眼镜能够提供有效防护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然而，

中国市场大多数销售的防护眼镜都根据欧美人脸型来设计的。3M 公司历时两年时间，特地研究中国人脸型，基于香

港大学“中国人头模数据库”设计出“中国款”眼镜，为中国客户提供有效及舒适的防护！

3M 为何提倡“中国款”眼镜？

左图为不同脸型的显著区别，

3M“中国款”系列眼镜，为

您提供安全、时尚、贴合及舒

适的产品选择！

10434

10436

SF202AF

10435

SF201AF

SF203AF

在粗钢的烧结、炼铁工艺段，产生的高温熔融物和矿渣飞溅物易冲击作业者眼面部，危害健康。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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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主要危害：

噪声 重物砸坠冲击物 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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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 运输工序相对其他工序职业危害情况较
轻。在装卸板材的过程中会有噪声和机
械伤害，还有少量粉尘，防护眼镜、颗
粒物防护口罩及安全鞋应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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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运动款、经济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经济款

重物砸坠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飞溅物体

推荐防护方案 : 防护眼镜

◤眼面防护

SF200
超贴合安全防护眼镜

冲击物

SF400
贴合舒适型安全防护眼镜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

◤听力防护

1270 圣诞树型带线耳塞
318-1005（不可水洗）

无需揉搓、紧密贴合、高降噪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

◤呼吸防护

9002
折叠式防颗粒物口罩

9005
折叠式口罩，颈带式设计

运动款

主要危害或风险 : 低可视环境、重型设备及车辆、雨雪天气

推荐防护方案 : 防水警示服

◤身体防护

R2912 防水警示服 R2911 防水警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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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可调节防水袖口

上衣背部和腋下特设透气孔

双层门襟防水领口加大帽型，加宽帽檐

内置上衣拉链 上衣舒适网眼内衬

开放式裤兜方便取物
又透气

网眼半衬雨裤舒适透气

可收紧雨裤

防水安全高警示服具备优越的面料和工艺

▼  最高反光级别材料和成衣

- 成衣符合国家高可视警示服最高级别 3 级

（荧光黄拼色款）

- 热烫反光带，反复热烫提高可靠性，更美观

- 反光材料符合国标高可视最高级别 3 级

3M 创新科技
在夜间或者光线昏暗的环境中，下雨会使车辆驾驶员的可视距离缩短，对露天作业者造成危害。下雨时作业者必须长时间穿着雨衣工作，雨衣的品质会

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有3M反光条的雨衣会保障作业者的安全，使用防水效果更好，面料更环保安全的雨衣则会让作业者更舒适，

提升作业效率。

3M 是如何在雨夜保证员工安全的？

▼  内外部防水透气面料处理科技

- 穿着透气舒适

▼  热封处理加固防水

- 所有接缝热封处理，关键部位大动作同样确保防水

- 裆部加厚双层热封，提供可靠防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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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修

主要危害：

典型岗位：

清洁、焊接、打磨

噪声 重物砸坠粉尘强光 坠落

双层可调节防水袖口

上衣背部和腋下特设透气孔

双层门襟防水领口加大帽型，加宽帽檐

内置上衣拉链 上衣舒适网眼内衬

开放式裤兜方便取物
又透气

网眼半衬雨裤舒适透气

可收紧雨裤

工具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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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修

眼面防护：防冲击安全眼镜 / 焊接面罩

听力防护：防噪音耳塞 / 耳罩

呼吸防护：防颗粒物口罩

带有反光材料的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足部防护：防砸安全鞋

坠落防护：安全带及连接绳

          工具坠落防护

• 设备的维修过程可能涉及多种职业危害因
素，需要针对具体的操作甲乙区别对待。
焊接操作会产生金属烟尘和弧光，这些危
害因素对作业者呼吸系统和眼面部的伤害
明显。选用自动变光焊接面罩不仅可以提
高焊接工作防弧光伤害，同时有利于提高
作业质量；同时还应当佩戴至少 KN95 过
滤效率的颗粒物防护口罩。

• 设备维修过程可能涉及登高作业，全面的
坠落防护必不可少。3M 坠落防护提供在
维修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高空作业解决方
案，以及员工在使用工具时防止工具坠落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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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个人防护方案

主要危害或风险 : 重物砸坠

推荐防护方案 : 经济款、舒适款安全鞋

◤足部防护

舒适款

粉尘

主要危害或风险 : 粉尘、焊烟

推荐防护方案 : 防颗粒物口罩

◤呼吸防护

9502V
折叠头戴式口罩

8210VCN
杯型设计，经典款

噪声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噪声

推荐防护方案 : 预成型耳塞、耳罩

◤听力防护

340-4004
可清洗使用预成型耳塞X4P3 耳罩

重物砸坠

经济款

强光

主要危害或风险 : 强光、冲击物

推荐防护方案 : 焊接面罩

◤眼面防护

 9100V
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9100FX
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主要危害或风险：人员及工具高空坠落

推荐防护方案：安全带及连接绳、工具坠落防护

◤坠落防护

安全带 连接绳 工具坠落防护

坠落 工具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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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 系列焊接面罩

主要特点：

▼  0.1 毫秒迅速变光

▼  紫外 / 红外永久防护（相当于遮光号 13 号）

▼  三个感光探头，变光可靠

高端变光焊接面罩产品

3M 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可靠的自动变光屏  自动变光屏 (ADF) 是如何工作的 ?

焊接前 焊接时 焊接后

还在一手拿手持黑玻璃焊接面罩，一手拿焊枪进行焊接工作吗？

还在为焊接起弧以及旁边工位焊接时产生的强光打眼而苦恼吗？

还在因为长期吸入焊接烟尘及有害气体所导致的身体不适而痛苦吗？

现在让 3M 变光焊接面罩和呼吸防护产品来更好的保护您。

解放双手，提升您的工作效率和焊接质量。

当变光前，滤镜保持3号亮态遮

光度，视野清晰。自动变光可解

放双手，提升焊接质量。

当焊接起弧时，滤镜在0.1毫秒内

从亮态转为暗态。

当焊接完成时，滤镜自动从暗态

恢复到亮态，亮态下可清晰观

察焊接质量，同时为下一步焊

接做准备。

3M是如何帮助焊工“解放双手，

高效焊接”的？

设备维修的焊接工作产生的焊烟和弧光辐射对作业者呼吸系统和眼面部的伤害尤为明显。传统手持焊接防护面罩没有自动变光功能，且作业时需要作

业者，托持面屏进行操作，效率低下较为不便。为了保证焊接位置正确，作业人员常等起弧后才将面屏移至眼面部进行防护，但其起始焊接弧光可能

已对眼面部造成损伤。

3M 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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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创新科技
3MTM PythonTM 系列工具坠落防护，拥有超过 10 年产品应用经验，创新的产品线使得工作环境更加安全，有效防止工具及设备从手中滑落。工具坠落

可能导致人员受伤、设备损坏或工具丢失，无疑将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效率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在使用工具的作业场景中，除了需要考虑人员的安

全防护，还需要考虑工具的防护。

3M 是如何预防工具坠落风险的？

3M Python 系列产品获得美国 ATS 检测单位认证，ATS 是由 ISO 9001 认可的，核电监管委员会授权
的检测实验单位。ATS 对 Python 系列产品的检测和质量评估过程，包括静态和动态负载测试，以确保
产品的负载能力符合其应用的场景。

D 型环及连接胶带

工具腰带

腕带及工具绳

工具袋

工具套

工具安全桶包

利用小 D 型环

和连接胶带，

可快速为工具

增加一个连接

挂点。

工具腰带，可

自由装配，将

多种工具套及

工具袋装配到

身上，便于灵

活作业。

腕带及工具绳，

牢牢地将工具

掌握在手中，

即使松手也不

会坠落。

工具袋，高强

度帆布，不同

大小及负载供

选择，内置多

个小工具挂环。

带磁性且可伸

缩型工具套，

丝毫不影响工

具使用，同时

牢牢地吸住铁

质工具。

安全桶包，便

于工具坠落防

护装备存放及

运输，内置多

个挂环，增加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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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颗粒物呼吸器更换

口罩 : 随弃式

▪设计使用寿命 1 个工作班，短时佩戴后，仍可

  以重复使用；

▪当脏污、破损时更换，或当使用者自己感觉阻

  力明显增加时更换。

▪产品不需要维护，产品不能清洗后再用。

可更换式防尘面罩：

▪�过滤元件可更换，当使用者自己感觉阻力明显

  增加时更换。

▪面罩每天清洁，部件坏损可更换，

▪需要使用者经常维护；

▪通常，使用成本比随弃式低一些。

▼   可更换式呼吸器－面罩

▪清洗前 , 拆下滤棉或滤毒盒 , 以及各个阀片 .
▪使用温水或肥皂水 . 可用刷子清除脏污风干 .
▪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好 , 更换受损件 .
▪如果需要 , 更换或扔掉滤盒或滤棉 .
▪重新组装好面罩 .
▪将干净的面罩放入塑料袋中 , 放置于远离污染

  的地方 .

▼   眼面部防护用品

▪可使用中性肥皂水清洗护目镜，擦干后存放于

  干净区域。

▪可用矿物油（煤油或柴油）清洗镜片表面的油漆，  
  不建议用溶剂清洗护目镜。

▪不建议共用护目镜。必须共用时，使用前应进

  行消毒。

▪当镜片受到刮擦，留下刮痕，影响佩戴者的视

  线时，或护目镜整体变形时需更换护目镜。

▪综合型的眼面部防护用品，应遵照产品的使用

  说明书的指导进行维护。

▪受化学品飞溅后应及时清洗并检查防护眼罩，

  必要时更换。

▼   耳塞和耳罩类护听器

耳塞：

使用护听器，个人卫生习惯是很重要的。如用脏污的手揉搓泡棉类耳塞，容易引起中耳炎等耳部

疾病。

▪当耳塞头脏污或破损时及时更换

▪塑料或橡胶材质的耳塞头可以用温和肥皂水清洗

▪泡棉材质的耳塞头出现破损或脏污时需要更换，不可清洗

▪在洁净，干爽的环境中存放耳塞

- 产品的包装袋存放

- 不要存放在工具箱内，工作台上或其他同类位置

耳罩：

▪�每个工作班后，请用合适的清洁剂擦拭耳罩的垫圈，例如 3M™ 的 504 擦拭纸，保持耳罩的

  清洁和卫生。也可以用软布蘸中性清洁剂和清水进行清洁。

▪不可以将整个耳罩浸泡在水中。

▪为了保证良好的降噪效果，卫生和舒适性，建议每年更换两次卫生套件。

- 部分耳罩，不提供可更换部件。如果出现任何老化，坏损的情况，需要更换新耳罩。

▪�每次使用前，应检查耳罩耳罩杯、头带，密封垫圈和内衬，如果出现变硬、老化，变形或坏损现象， 
  应及时更换配件或更换新耳罩。

▪�在存放颈后式耳罩时应使用塑料部件，卡在两侧罩杯中间，防止两侧罩杯上的垫圈相互挤压变形。

常见防护问题解答

Q1.如何确定更换时间

Q2. 常见其他个人安全防护产品如何清洗和维护？

▼   防有毒有害气体或蒸气呼吸器更换

每家企业每个岗位的 污染物性质、浓度、

佩戴者的呼吸频率和环境温湿度情况都不相

同，因此无法采用统一的更换周期进行规定。

建议客户可至下方免费网站输入上述作业现

场信息后计算预测更换时间。或联系当地的

3M 销售和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咨询。

中文网站：http://csrv.3m.com/cs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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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

▪呼吸防护口罩的有效性 = 良好的过滤性能 + 与佩戴者脸部良好的密合。

▪每个人的脸型不同，任何一种面罩都不能确保适合每个人的脸型，不适合就会泄漏。

▪如果面罩和佩戴者的脸部之间有泄漏，再好的过滤材料也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GB/T 18664-2002《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要求：对在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应

定期进行适合性检验。

Q3.是否一款口罩可以适合所有人？

Q4.安全防护用品戴着不舒服，

工作中偶尔取下一会儿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工作中临时取下防护产品，防护会失效。

▪取下呼吸和听力防护产品，也可能导致整个工作班的暴露剂量超标，造成防护失效。

▪佩戴个人安全防护产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有职业危害环境中工作人员的自身安全健康，现大部分产品设计均已考虑了既

  满足安全防护性能、又兼顾一定的舒适性，员工可在满足防护级别的前提下选择舒适度更好的产品设计。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的防护效果，除了产品本身性能和密合性以外，也
与佩戴时长息息相关。
如左图中员工若完整佩戴护听器 8 小时，能取得 30dB 的降噪值，但
若员工中途中摘下耳塞，少佩戴 30 分钟，则这 30 分钟是完全暴露
在高噪声环境中，综合估算全天的降噪效果可能仅为 12dB 降噪，如
果只佩戴 4 小时，则全天综合噪声防护只有 4dB，防护性能显著下降。

3

1 2 3 4 5 6 7 8

12

30

佩戴时间(小时)

有
效
防
护

d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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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作业岗位8h噪声暴露值

与GBZ2.2-2007职业接触限值对比是否大于85dB(A)

建议定期进行听力适合性检验

* 建议选择呼吸防护产品后进行个人适合性检验

是否

作业人员有佩戴护听器要求时，应为

其提供合适的护听器产品

根据选择规范的建议，选择合适SNR
值的护听器

根据现场作业的环境温湿度、劳动强度、作业人员手部卫生状况、与其他防护装备使

用情况选择最合适护听器产品

暴露未知?

是

否 大气缺氧? 否 浓度是否大于
 IDLH ?

否 浓度是否大于
1000倍OEL?

否 否 否浓度是否大于
10倍OEL?

浓度是否大于
OEL?

不需要防护, 
或浓度大于 0.5OEL时

浓度是否大于
100倍OEL?

是 是 是 是

否

测
量
现
场
暴
露
水
平

识
别
有
害
物

是 是是

呼吸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GB/T 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听力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GB/T 23466-2009《护听器的选择指南》现场 C 计权实测值 LC – 产品 SNR 标称值 = (70~80)dB(A) ;
卫生部《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现场 A 计权实测值 LA – 0.6X 产品 SNR 标称值 ≤ 85dB(A);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声压 (dBA)                    每天可允许的最长                 

                                        暴露时间

  85      8 小时

  88      4 小时

  91      2 小时

  94      1 小时

  97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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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相应遮光
度的面屏

焊接
面罩

相应遮光
度的眼镜

相应遮光
度的眼罩

防护
面屏

防护
眼罩

全面具或
送气头罩

防护面屏
+防护眼
罩①

防护面屏+防护眼罩
①

防护面屏

防护眼罩
②

防护面屏
②

安全眼镜
②

全面罩
或送气头罩防护眼罩

是否存在化学液体喷溅风险

是否存在冲击危害
 其他危害因素，

请咨询专业技术人员

①:在美国ANSI标准中,要求面屏须与防护眼罩或眼镜配合使用    ②:通过LA认证或满足ANSI Z87+要求的眼面防护具

否

Type 1

有害物质为固态(粉尘) Type 5,6

有害物质为液态

有害物质为气体

有害物质为气态或易形成腐蚀性气体

(氯气、发烟硫酸)

该物质化学是否有强腐蚀/强氧化/致

癌等高危害性(苯胺、浓硫酸)

少量液体泼溅/接触液态颗粒物

是

否

否

是

是

是否存在强可见光、紫外线、红外

线的光学辐射
是否存在熔融金属喷溅风险

存在对眼睛有刺激性或危害的

细粉尘或气体

接触方式有带压强的液体喷射或有高剂量接触可

能/涉及搬运沾附污染液体的大型物品

Type-3，并考量防护服面料对该化学品抗渗透等级

Type-3，并考量防护服面料对该化学品抗穿透等级

Type 5,6,并考量防护服面料对该化学品抗穿透等级

眼面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GB/T 29510-2013《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身体防护用品选择程序
GB/T24536-2009《防护服装化学防护服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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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小贴士
欢迎登陆 3M 网页：www.3M.com.cn/ppe

防伪标识简介

防伪标签鉴别方法

3M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部防伪标识采用多重防伪技术，包括数字防伪身份码电话查询、二维码数码防伪及 3M 独有的 eC2C 变色膜，作为 3M 个

人安全防护产品防伪或包装盒安全封口用途。16 位数字防伪身份码，涂层遮盖刮开型设计，消费者可通过 400 电话进行查询；二维码数码采用

QR 码及涂层遮盖刮开型设计，企业稽查人员可通过 App 软件拍照方式便捷实现市场稽查；3M eC2C 变色膜膜内压印 3M 标识，在转动时标签

无色部分整体会由无色变为蓝绿色及红黑色部分会融为一色。该防伪标识复合多重高端防伪技术，直观易识别，有效防伪。本说明书适用于如下

3M 个人安全防护产品防伪标识。

3M 9000 系列颗粒物防护口罩

3M 8210 N95 颗粒物防护口罩

3M 1100 子弹型耳塞、3M 1110 子弹型带线耳塞

3M 1270 圣诞树型带线耳塞

3M 3501CN 滤棉、3M 3701CN 滤棉、3M 3744K 滤棉

3M 3N11CN 滤棉

3M 7733CN 滤棉、3M 7744 滤棉、3M 7744C 滤棉

3M 350D/3M 350P 套装

3M 5N11CN 滤棉

3M 1701CN/3M 1705CN/3M 1744CN 滤棉

3M VFlex™ 威护 ™ 防尘口罩

3M 610P/3M 620P/3M 710P/3M 720P/3M 650PQL 套装

3M 6001CN 有机蒸气滤毒盒

3M 3301CN 有机蒸气滤毒盒

3M 3001CN 有机蒸气滤毒盒

刮开“消费者查询”涂层，消费者可通过 400 电话或登录

网站输入 16 位数字防伪身份码进行查询。

3M 3100/3M 3200/
3M 6200 半面罩

▼   防伪标识一

▼   使用对象：

▼   使用对象：

▼   使用对象： ▼   鉴别方法：

▼   使用对象：

▼   使用对象：

▼   防伪标识二 ▼   防伪标识三

视线与标签垂直时，
标签左侧为无色，中
间为黑色，右侧为红色

视线与标签倾斜一定角度，
无色变成蓝绿色，右边红
色与黑色融合为一种颜色

视线与标签垂直时，
标签左侧为无色，中
间为黑色，右侧为红色

视线与标签倾斜一定角度，
标签从无色变成蓝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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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及官方平台
欢迎登陆 3M 网页：www.3M.com.cn/ppe

培训内容

全国职业健康与安全巡回路演

官方平台

培训工具及软件

1. 呼吸系统防护

2. 口罩和面具的适合性检验

3. 听力保护

4. E-A-R fit™ 耳塞适合性检验

5. 眼面部防护

6. 防护服

3M 职业健康及环境安全产品客户体验间 E-A-R fitTM 耳塞适合性检验

1. 呼吸防护产品的选择指南 
2. 滤毒盒防毒时间估算软件 ( 中文 ) 一 http：//csrv.3m.com/csrv 

7. 被动式气体采样

8. 焊接防护

9.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的个人防护

10. 有害液体泄漏处理

11. 针对不同工业客户，提供个体防护 ( 呼吸、听力、焊接 ) 的解决方案

3M 中国官网

http://www.3m.com.cn
3M 京东旗舰店

http://3mppe.jd.com
3M 安全防护

微信公众号

3M 天猫旗舰店

http://3m.tmall.com
3M 个人防护专家

微信公众号

PSD-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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