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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防漏设施

吸附产品选择

吸附垫

吸附条

吸附枕

散装吸附材料

走道垫

防溢盛漏系列

吸油围栏

围堵栏 / 分流器

窨井盖 / 废物处理袋

防溢空桶 / 防溢组件

泄漏控制柜 

拭擦用品

使用SPC 产品的理由？

 ●三十多年来，SPC 产品一直在帮助客户防护在工作场所产生危险的泄漏、滴漏
和溢漏。赛盾为 SPC 经销商和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应用知识和产品知识。

 ●SPC 产品一直在不断创新，并将继续开发行业领先的产品和应用。提供持续的
精益生产方案，以帮助我们的客户抵消原材料的增加，维持成本的稳定，保持
最大的成本节省。

溢漏控制的重要性

 ●除保护环境和尽一切可能回收再利用的需求外，正确的溢漏控制计划可以为您
的员工创造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

 ●通过遵守与溢漏控制有关的 EPA 和 OSHA 条例，我们可以为人们提供实现最大
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并使设施的停机时间降到最低水平。对任何企业而言，不
遵守这方面条款的代价将是毁灭性的。

溢漏防控和应对（SPCC ）方案

 ●EPA 发布了其最新的规定，根据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对 SPCC 进行了修订。该条
例于 2002 年 8 月 16 日生效。

什么是SPCC 方案？

 ●SPCC 方案是对于车间油类液体的防溢漏应对措施以及发生后的响应和清理程
序的具体、综合的描述。

SPCC 方案针对以下三个方面：

 ●防止漏油的作业程序

 ●防止溢漏物进入环境的控制应对措施

 ●关于围堵、清理和减轻溢漏物对于环境的影响的应对措施

下面是保护您的员工和环境的 OSHA、EPA 和国家相关条例；

29 CFR 1910.22(a)(2)
清洁干净的工作场所地面

40 CFR 112.7(c)(1)(vii)
吸附材料是防止溢漏油污进入下水道的选择之一

29 CFR 1910.120(j)(1)(vii)
应准备 DOT 规定的容器和适当数量的吸附材料以应付溢漏

JT/T451-2009
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4 号第四章第 37 条 , 第五章第 50 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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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比较#1：
吸附材料

D1198与抹布相比的成本节省     

D6612与抹布相比的成本节省

抹布 D1198 D6612 您的成本

吸附后重量 7,000KG 3,652KG 3,617KG

废物处理价格 ￥1/KG ￥1/KG ￥1/KG

合计 ￥7,000 ￥3,652 ￥3,617

总计 ￥35,000 ￥25,540 ￥18,827

 ●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吸附产品来控制和清理工作场所的油污、工业液体和化学物质。它们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安全性。请看一下
SPC 吸附产品成为首选的原因！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平均规模的车间将溢漏控制产品改为SPC 吸附产品后的成本节省情况。现在请填入您目前的控制解决方案，来得出您可以节省多少成本！

比较基于需要处理 3500 公斤的油类溢漏物。

该成本比较表中列出的数值基于 2013 年在网上发布的产品的平均成本。

成本比较#1：
吸附材料

抹布 D1198 D6612 您的成本

每 KG 成本 ￥ 8 ￥144 ￥130

吸收能力  1:1 1:23 1:30

所需吸附材料的重量 3500KG 152KG 117KG

合计 ￥28,000 ￥21,888 ￥15,210

填入您
的成本

节省27%
节省46%

￥9,460
￥16,173

 ●使用抹布来清除泄漏物、滴漏液体及溢漏物会带来负面的财务影
响。它的购买价格也许便宜些，但是仅此而已。

还不相信？再参考以下几点：

 ●抹布：易燃品，存在安全隐患，占用空间大，影响企业形象

 ●D1198：阻燃，安全，方便，省事，节省人力成本

 ●D6612：生产环保，使用环保，更强的吸附能力，更稳定的价格

使用 SPC 产品，更好地节省成本，处理溢漏问题！

您知道吗? SPC 吸附产品与抹布比较

/ 吸附产品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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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饱和

过饱和

 ●想知道您的吸附产品正在发挥作用吗？首先要从处理溢漏的最后一步垃圾桶开始查看。选择吸附产品的最好方法就是看它们在处理溢漏后的情况。
请看下面。

检查产品类型

 ●该吸液卷似乎是被用来吸收泄漏物——
可考虑换用 SOC （长条吸液袋）。

 ●SPC 吸液垫、吸液卷、SOC （长条吸
液袋）、吸液枕等产品，以便让您选择
正确类型的产品来容纳溢漏物。

检查产品类型

 ●您的吸附产品会因高流量的踩踏而被踩
烂或撕裂吗？

 ●为苛刻的工作环境选择高强度的吸附产
品，使您充分利用其吸附容量，不会因
强度不够而报废。

检查产品类型

 ●您正在使用的吸附产品充分发挥了它们
的吸附性能吗 ? 或者也许您当前的吸附
产品未能吸收全部溢漏。

 ●对于小规模溢漏，应选择中量级或轻量
级吸液垫，以防浪费吸附材料。

 ●对于大量溢漏，应使用重量级吸液垫，
以减少采用较轻量级的吸液垫时所需的
数量。

您认为已经使用了正确的吸附产品吗？请做一个测试吧！

不确定使用哪种吸附材料吗？

 ●我们明白调查工厂的潜在问题点、合适的吸附材料用量和产品选择是非常耗时和劳
神的，但我们也相信其好处是极其巨大的。

成本节省工作表

 ●眼见为实！这份简单的工作表会帮助您对目前购买的吸附材料与我们的推荐产品
进行比较——快速显示差价和成本节省。

单虚切线

 ●在许多 SPC 吸液垫和吸液卷上采用

双虚切线

 ●在许多 SPC 吸液垫和吸液卷上采用

三虚切线

 ●特别用于一些高人流量走道通用吸液卷上 

虚切线指南

/ 吸附产品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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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的工作区域选择正确的吸附产品会有明显不同的效果。正确选择产品会使员工的工作更轻松，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还能节省资金！

 下面的步骤将帮助您为您的应用找到正确的 SPC 吸附产品。

第一步：
了解您要吸收什么

第二步：
确定您的吸附产品应用

1

2
擦拭、滴漏或走道应用

吸液垫和吸液卷
 ●用于擦拭、滴漏和泄漏。吸液垫为预裁剪吸附材料，而吸液卷可让您选择自己所需的长度。

SOC （长条吸液袋）和吸液枕
 ●用在设备周围或滴漏下方。

溢漏紧急响应

防溢漏产品和应急套件
 ●用应急套件做好应对紧急溢漏的准备，通过使用盛漏托盘、窨井盖和吸附材料柜，进行额外的
溢漏控制。

高人流量走道应用或附加有阻隔防漏层
吸液毡和吸液毯

 ●用在高人流量走道、铲车道或需要衬有阻隔层的防漏毡子的地方。

您的溢漏物：

 ●冷却液
 ●溶剂
 ●汽油
 ●植物油
 ●煤油
 ●其他水基液体

您的吸附材料解决方案：

通用吸附材料
清理工厂中任何地点的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体的通用产品。可用在机器周围、
渗漏管道下方、充满污物的通道，或者作为普通维护保养项目。

您的溢漏物：

 ●液压油
 ●发动机油
 ●制动液
 ●食用油
 ●松节油
 ●其他油基液体

您的吸附材料解决方案：

吸油专用材料
这些吸附产品专门用于油和其他石油基溢漏物，包括油漆和其他非水基化学物质。这
些吸附产品不吸水，能漂浮在水上。

您的溢漏物：

 ●腐蚀性化学物质
 ●柠檬酸
 ●氢氧化钠
 ●其他未知化学物质

您的吸附材料解决方案：

化学类吸附产品
经表面活性剂处理的聚丙烯吸附材料可用于各种化学物质，包括氢氟酸，由于化学性
质不活泼，不会与腐蚀性液体发生化学反应。

您的溢漏物：

 ●切削液
 ●汽油
 ●冷却液
 ●非腐蚀性化学物质
 ●其他水基液体

您的吸附材料解决方案：

Re-Form™ 环保型吸附产品
这些通用吸附产品由80%以上的再生材料制成。其生产和使用均绿色环保，与聚丙烯
吸附产品相比，吸收能力提升高达50%。它们还满足NFPA的A级阻燃性能。

/ 吸附产品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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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其通用性，几乎可吸收所有液体
（水、石油和化学基液体）

 ●通用熔喷聚丙烯；高效单层结构

 ●采用 MAXX 技术生产，在不增加重
量的情况下提高了吸附能力和强度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
维屑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
使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M7111 MXU1000 经济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02 盒 /100片
M7109 GP100 经济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13 包 /100片
A0154 GP200 经济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66 包 /200片

经济型通用吸附垫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
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和轻量级

 ●超高强度维护用吸附产品，用于要求耐
用、无纤维屑和耐磨吸附产品的场合

 ●通用熔喷聚丙烯芯层

 ●三层（SMS）结构，双面均有纺粘无纺
布覆材，表面窝点处理，耐用，纤维屑
极低

 ●耐磨，耐腐蚀，拧干后可再次使用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
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579 UXT15P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38cm×46m 64 箱 /1卷
D6575 UXT100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71 箱 /100片
D6577 UXT100-C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71 箱 /100片
D6576 UXT200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19 箱 /200片
D6578 UXT200-C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19 箱 /200片
D6580 UXT30DP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76cm×46m 132 箱 /1卷

超强型通用吸附垫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中量级和轻量级

使用区域：
 ●滴漏、溢漏和擦试应用
 ●印刷业
 ●高技术产业
 ●制药业

使用区域：
 ●设备车间
 ●炼化厂
 ●造纸厂
 ●运输业维护保养
 ●钢铁厂
 ●发生泄漏、溢漏或滴漏等事故的场所

 ●食品加工业

 ●小零件加工

 ●油漆车间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30 MAT284 4 合 1 通用吸垫 41x2400 34.8 箱/1卷

4 合 1 通用吸垫

 ●8 层 100% 聚丙烯热粘合结构 

 ●4 合 1 吸污垫，集衬垫，卷垫，吸袋及擦洗
于一体；吸收及锁住油、冷却液、溶剂及水 
 ●高吸收性细纤维结构不会遗留下截留的液体
或纤维余渣 

 ●有孔洞吸污垫可轻松按照尺寸撕开

 ●防火材料不会像纤维素垫一样立即燃烧；曝于高温工作时熔化而不会燃烧 
 ●使用后可拧干焚烧，以减少废料或用于混合燃料 

 ●用做垫片——撕下一块吸污垫吸收溢出的液体，比使用抹布、粘土或拖布
要容易得多 

 ●用作卷垫——将吸污卷放出再长一些，可吸收机器设备或通道旁因过度喷
涂而留下的污物；外层耐磨损，可以承受频繁踩踏；快速吸收材料把液体
转移到具有吸附力的内层 

 ●用作吸袋——将其对折并环绕在机器底座四周以吸收油污渗漏 

 ●用作抹布——用于吸收滴漏或其他清洁任务，低棉绒、抗撕扯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我们最畅销的通用吸附产品， 通用灰色维护用吸附产品的标杆

 ●可吸收所有工业液体（水、石油以及化学基液体）

 ●三层（MMM）熔喷聚丙烯结构使其更坚固、耐用，减少纤维屑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灰色遮掩溢滴物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1177 MRO15DPS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cm×22m 45 箱 /1卷

D6573 MRO315P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cm×46m 75 箱 /1卷

D6570 MRO300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77 箱 /100片

D6571 MRO15P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cm×46m 90 箱 /1卷

D1175 MRO100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98 箱 /100片

D6572 MRO350DP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76cm×46m 143 包 /1卷

D6569 MRO150DND* 顶级型通用吸附垫 38×48cm 147 箱 /150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
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和中量级

使用区域：
 ●出现泄漏、滴漏、溢漏的地方
 ●生产 /机器区域
 ●装配线或设备下方
 ●维修保养区域
 ●液体储存区域

经济型通用吸收垫卷

 ● 宽向打孔距离为 9.5 厘米，长向打孔距离为 25.5 厘米，有
助于您为难以接触的位置制作较小的吸垫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这有助于减少浪费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31 MAT242 经济型通用吸收垫卷 18×1800 29.7 箱/卷

 ●符合 ISO 14001 标准

 ●声波粘合可增强其效力，加快其吸收速度

 ●可吸油，冷却剂，溶剂和水

/ 吸附垫 // 吸附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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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42 MAT3003 防油污吸附垫-轻型 38.1×48 106.3 箱/200片
A0241 MAT3004 防油污吸附垫-重型 48×38.1 99.5 箱/100片
A0240 MAT3002 防油污吸附卷-重型 76.2×45.7 188.5 箱/1卷

防油污专用吸附材料

 ●经特殊处理的超细聚丙烯纤维，可最大限度地吸油、抗水，在雨天也不例
外
 ●亮白色，让被吸收的油污易于发现  
 ●吸油垫适用于锁住任何滴漏并吸收轻度溢出的液体
 ●吸油卷适用于吸收大面积的滴漏和泄漏
 ●有孔洞吸油垫可以轻松地按照尺寸撕开，按需使用

A0240

A0241A0240

 ●采用 MAXX® 技术生产，吸附性极
强，强度较高。重量较轻，从而降低
了处理成本（国内生产的型号未采用
MAXX® 技术生产）

 ●经济性极高的吸油专用熔喷聚丙烯用
于清理陆地或水上溢油

 ●单层结构，吸收石油基液体，不吸水；
即使吸油饱和还能漂浮在水面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
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所有经济型吸油专用产品都装在绿色
袋子中，方便对吸附产品进行识别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M7101 ENV300-C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90 包 /100片
D1198 MXO100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98 箱 /100片
D6587 ENV30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05 包 /100片
M7100 ENV100-C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08 包 /100片
M7102 ENV200-C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21 包 /200片
D6584 ENV10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24 包 /100片
D6586 ENV50-C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76×76cm 140 包 /50片
D6589 ENV15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76cm×46m 166 包 /1卷
D6590 ENV150-C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76cm×46m 166 包 /1卷
D6585 ENV5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76×76cm 189 包 /50片
D6588 ENV200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93 包 /200片

经济型吸油专用垫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
剂和油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高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中量级和
轻量级

  使用区域 :
 ●海上和环境溢漏
 ●普通工业吸油应用
 ●海岸环境保护
 ●溢漏紧急响应
 ●船载容器
 ●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 吸附垫 /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非常适合一般日常使用和紧急溢漏清理

 ●吸收石油基油污、溶剂和其他非水溶性液体

 ●即使吸油达到饱和还能漂浮在水面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从
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三层（MMM）熔喷聚丙烯结构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多种卷装尺寸，非常适合工业应用场所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599 OP550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cm×15m 34 箱 /1卷

D1189 OP15DPS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cm×22m 45 箱 /1卷

D6598 OP315P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cm×46m 71 箱 /1卷

D6595 OP15P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cm×46m 90 箱 /1卷

D6596 OP350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76cm×46m 90 箱 /1卷

D1188 OP100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98 箱 /100片

D6597 OP350DP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76cm×46m 143 箱 /1卷

D6594 OP150DND* 日常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47 箱 /150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
剂和油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和中量级

使用区域：
 ●非常适用于工业应用场所
 ●重型制造业
 ●加油站
 ●汽车工业
 ●精密工程
 ●印刷业

 ●要求耐用、耐磨和低纤维场所的理想吸附材料

 ●专门处理石油基溢漏的高性能吸油专用产品

 ●不吸水，吸油达到饱和时也可漂浮在水面

 ●三层（SMS）结构，吸油专用熔喷聚丙烯

 ●双面均有纺粘无纺布覆材，耐用，纤维屑极低

 ●既耐磨又抗腐蚀，非常适合擦试工具或零部件

 ●超高强度，适合拧干后再次使用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减少浪费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02 SXT15P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38cm×46m 68 箱 /1卷
D1194 SXT100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73 箱 /100片
D6600 SXT100-C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73 箱 /100片
D1197 SXT30DP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76cm×46m 140 箱 /1卷
D1195 SXT200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19 箱 /200片
D6601 SXT200-C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19 箱 /200片

高性能吸油专用垫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
溶剂和油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中量级
和轻量级

 使用区域：
 ●滴漏、溢漏和擦拭应用
 ●高技术产业
 ●制药业
 ●造纸业
 ●小零件加工
 ●食品加工业
 ●精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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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591 SPC300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13 包 /100片
D1190 SPC100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32 包 /100片
D1191 SPC200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51 包 /200片
D6592 SPC150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96cm×44m 264 包 /1卷
D6593 SPC152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48cm×44m 264 包 /1卷

常规吸油专用垫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剂和油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中量级和轻量级

 ●常规工业或海上专用吸油垫

 ●使用方便，性价比高。采用 MAXX®
技术生产，在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
提高了性能

 ●即使吸油达到饱和还能漂浮在水面

 ●单层吸油专用熔喷聚丙烯，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吸收石油基液体，不吸水，非常适合海上或室外环境应用和普通工业场所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所有常规吸油专用垫片都装在蓝色袋子中，方便工厂对吸附产品进行识别

 使用区域：
 ●普通工业应用
 ●海上和环境溢漏控制
 ●石油炼化厂 /燃料化工
 ●普通制造业

环保型吸油专用垫片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14 RFOP14P 环保型吸油专用垫片 36cm×46m 141 箱 /1卷
D6611 RFODP100 环保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48 箱 /100片
D6612 RFODP100-B 环保型吸油专用垫片 38×48cm 148 箱 /100片
D6613 RFOP28-DP 环保型吸油专用垫片 72cm×46m 282 箱 /1卷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
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

 使用区域：
 ●滴漏、溢漏和擦试应用
 ●造纸业
 ●高科技产业
 ●制药业
 ●小零件加工

 ●不吸水，可漂浮在水上，适合用于室外

 ●可吸收高达自重 34 倍以上的液体

 ●吸收率比其他市面上主流吸附产品高
40%

 ●纺粘耐磨覆材提高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80% 由全天然棉花纤维制成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
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支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 LEED 方案

 ●食品加工业
 ●精密加工业
 ●海上和环境溢漏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60 MAT414 防静电吸油垫 38×51 41.8 袋/50片

 ●用于清理溢漏或滴漏的溶剂和清洁液体，不仅可吸收石油类液体，也可以
专门用来消除静电；适用于禁闭的地方，加油站，以及有易燃蒸汽的环境
 ● 包装在特殊的静电耗散袋里 -有助于减少静电荷集结；耐用，高吸率吸层，
具有快速吸取的波纹设计
 ● 可吸收丙酮，苯，汽油，甲苯，二甲苯，异丙酮，矿物酒精和喷气燃料；防水，
因此也适合户外清理

防静电吸油垫

/ 吸附垫 /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安全可视化化学吸液垫，标识吸液垫合二为一

 ●适用于各种液体及危险化学品

 ●黄色安全标记，易于区别危险废弃物

 ●三层 SMM 结构 ( 纺粘无纺布覆材加两层熔喷聚
丙烯 )

 ●产品不会与腐蚀性液体发生化学反应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 ( 升 ) 单位
D6606 CXT100-C*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38×48cm 91.6 箱 /100片
M7117 CH100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38×48cm 113 箱 /100片
D1186 CH1212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30×30cm 113 箱 /200片
D1187 CH15P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38cm×46m 113 箱 /1卷
D6607 CH30DP 经济型化学品专用吸附垫片 38cm×46m 151 箱 /1卷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酸、碱、油、化学品、
溶剂、水基液体和未知化学物质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中量级 

推荐的使用区域：
 ●用于涉及危险化学品和酸性物质的场所
 ●核电厂
 ●化学溢漏响应装置
 ●任何使用腐蚀性液体的工业场所
 ●实验室和医院
 ●用于人行走道或其它需要超高耐用性的地方

 ●绿色（通用安全标志）表明该产品计划用于危险物料，可以用来清除各种液体，包括：油类、危险的化学品及酸性
物质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通用熔喷聚丙烯，三层结构，强度更高、更耐用，减少纤维屑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

 ●化学惰性，是清除腐蚀性液体的理想材料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05 SPCUN15-DPS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38cm×22m 38 箱 /1卷
D1178 SPCUN1113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30×30cm 75 袋 /50片
D1179 SPCUN1719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38×48cm 77 箱 /100片
D1181 SPCUN3800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76cm×46m 147 箱 /1卷
D1180 SPCUN1019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38cm×46m 147 箱 /1卷

绿色万用型吸附垫片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酸、碱、油、
化学品、溶剂、水基液体
和未知化学物质
 ●耐用性：√√
 ●表面纤维：中纤维屑
 ●吸附能力：中量级 

 使用区域：
 ●涉及危险化学品和酸
性物质的场所
 ●实验室
 ●医院
 ●研究所
 ●制药业
 ●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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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特殊处理的超细聚丙烯纤维，可吸收酸、碱
等腐蚀性液体和其他危险液体

 ●垫片适用于吸收溢液和滴液或作为工作面衬垫

 ●吸污卷适用于覆盖地面或大型区域化学品溢漏

 ●有孔洞吸污垫可按照尺寸撕开，按需使用

 ●吸污垫可以锁住已吸收的液体，当您捡起它时
不会发生渗漏  

防化学品专用吸附材料

A0235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35 MAT302 防化吸污垫-轻型 38×51 83.6 袋/200片
A0237 MAT351 防化吸污垫-重型 25×33 37.1 箱/100片
D6532 MAT354 防化吸污垫-重型 38×51 83.6 箱/100片
A0238 MAT342 防化吸污卷-重型 38×1800 29.7 袋/1卷
A0236 MAT309 防化吸污垫-重型 76×4600 152.4 袋/1卷

A0237 A0238D6532 A0236

 ●重质液体垫片专为迅速吸收颜料和其他粘性液体设计

 ● 可吸收粘性流体；多孔空气空间可吸收重质流体

 ● 聚酯纤维垫片可吸收重质流体，如溢漏的原油，颜料，胶，树脂，糖浆，
洗发水，液体巧克力，油漆及其他重流体；树脂可吸和锁住流体

重质液体吸附垫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04 MAT209 重质液体吸附垫 46×56 182 袋/50片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05 MAT208 桶顶吸附垫 Φ56 26 箱/25片

 ●可使放桶区保持整洁 - 不会再有污秽，有害的
泵滴落物沿着桶壁流下，弄脏干净的地面。桶
顶不会再有油污或脏碎步。适合 210 公升圆桶

 ● 吸油、冷却剂，溶剂和水

 ●预切孔洞适合 3/4"和 2"桶孔，可容纳圆桶配
件

桶顶吸附垫

 ●聚丙烯材质

 ●适用于 208 升的桶 (1 孔或 2 孔 )

 ●可防止泵送液体造成的滴漏物流到地面，创造干净安全的工作环境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17 DTA25 通用型桶顶盖 56cm直径 22 箱 /25片
M7136 DTO25 吸油专用桶顶盖 中量级桶顶盖 22 箱 /25片

桶顶盖吸附垫片
A Brady Bussiness

/ 吸附垫 / 吸附条 /

 ●可彻底吸收油、 冷却液、溶剂和水

 ●锁住被吸收油污，当拾起专用吸油
用品时，它不会发生泄漏

 ●在漂浮状态下清除水上漏油，并以
抗雨水性能清除陆上漏油

 ●外层采用聚丙烯材料，耐化学药品
及耐撕扯；减少灰尘，甚至能在完
全饱和的状态下锁住液体

吸收袋

通用型

A0418

A0417

A0419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06 SKM210 吸收袋-吸油专用 Φ8×122 45.6 箱/12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D6536 124CR 吸收袋-化学品专用 Φ8×117 36 箱/12个
D6533 PIG301 吸收袋-化学品专用 Φ8×300 45 箱/6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17 404 原始吸附袋 Φ8×107 76 箱/40个
A0418 PIG210 超强吸附袋 Φ8.25×107 91.2 箱/24个
A0419 4048 蓝色吸附袋 Φ8×122 112 箱/40个

 ●能吸收酸、碱等腐蚀性液体和其他危险液体

 ●锁住危险液体，当您拾起化学品吸收条时，它
不会发生泄漏

 ●围住溢漏的地方，将危险液体控制住

吸油专用型

化学品专用型

 ● 抗紫外线 PIG ® 专用吸油用品可完全吸收油污
和防水剂

 ●锁住被吸收油污，当您拾起专用吸油用品时，
它不会发生泄漏

 ●在漂浮状态下清除水上漏油，并以抗雨水性能清除陆上漏油

A0406

 ●原始吸附袋：玉米芯填充物轻型经济，适合一般日常清洗；使用后可以焚烧，
减少废料或用于混合燃料；应对日常泄漏 

 ●蓝色吸附袋：金精石填充物达到二级精度，重量足，围堵效果很好；被水
浸透的时候可以自然干后再次使用；作为围堤和堤坝 

 ●超强吸附袋： 纤维素填充物能快速吸收大面积溢漏，其再生成份比例符合
对“绿色”产品的要求；能绞干 65% 已吸收的液体；使用后可焚烧，以
减少废料或用于混合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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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专用条

吸收条
通用类吸收条

 ●该类通用吸附产品可随时帮助您清除车间内的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
体。灰色可以遮掩溢漏物和污渍——在吸附产品完全饱和之前，无需替换  ●吸油专用聚丙烯 SOC （长条吸液袋）

 ●吸收油基和石油基液体，不吸水，可以拧干再使用、焚烧

 ●具有很强的毛细吸附作用：接触到溢漏液体时立即开始吸收，无需翻动
SOC （长条吸液袋）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M7130 AW124 通用型吸收条 7.6×365cm 45 箱 /4条
M7131 AW412 通用型吸收条 7.6×122cm 45 箱 /12条
D1206 AW430 通用型吸收条 7.6×122cm 113 箱 /30条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1209 OIL124 吸油专用条 7.6×365cm 45 箱 /4条
D1207 OIL 412 吸油专用条 7.6×122cm 45 箱 /12条
G1172 OIL 430 吸油专用条 7.6×122cm 105 箱 /30条

A Brady Bussiness

 ●通用聚丙烯填充物

 ●适用于大多数工业场所

 ●可以拧干再使用、焚烧

 ●玉米芯填充物

 ●吸取所有非腐蚀性液体时的最佳方案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尺寸 吸附性能容量因数（gl/gs) 吸附容量（升） 单位
M7132 HAZ124 化学品专用吸收条 7.6×365cm 9 45 箱 /4条
M7133 HAZ412 化学品专用吸收条 7.6×122cm 9 45 箱 /12条

 ●吸收化学物质，酸和碱

 ●柔软的材质，易于围绕溢漏摆成各种形状

 ●化学吸附类：经表面活性剂处理的聚丙烯吸附材料可用于各
种化学物质，包括氢氟酸。由于化学性质不活泼，不会与腐
蚀性液体发生化学反应

化学品专用吸收条

环保型通用吸收条

 ●由再生报纸和其他纤维素制成

 ●吸收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体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23 MS124 环保型通用吸收条 7.6×365cm 45 箱 /4条
D6624 MS412 环保型通用吸收条 7.6×122cm 45 箱 /12条
D1210 MS50 环保型通用吸收条 7.6×122cm 143 箱 /40条

环保型专用吸油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25 RFO412 环保型专用吸油条 7.6×122cm 57 箱 /12条

环保型吸收条
 ●环保型吸收条比聚丙烯填充物吸附性能高 50%，可用较少产品吸收更多的溢漏物

A Brady Bussiness

 ●吸收油、润滑脂、传动液、冷却液和
其他液体

 ●不吸水，可漂浮在水面

 ●由 80% 全天然棉花纤维制成

/ 吸附条 / 吸附枕 /

吸附枕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A0156 AW1818 通用型吸附枕 43×48cm 105 箱 /16个
A0155 OIL1818 专用吸油枕 43cm×48cm 105 箱 /16个
D6619 OIL1818-P 专用吸油枕 43cm×48cm 105 箱 /16个
D1213 HAZ1818 化学品专用吸附枕 43×48cm 105 箱 /16个
G1171 OIL99 专用吸油枕 25 x 25cm 53 箱 /32个
G1165 HAZ99 吸液枕 25 x 25cm 79 箱 /32个
G1175 AW99 吸液枕 25 x 25cm 79 箱 /32个

A Brady Bussiness

 ●枕垫表面积大，吸附量高，填料毛细效果好，可迅速吸收液体

 ●牢固的聚丙烯外罩，耐磨且不易撕裂

吸附枕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09 PIL204 吸附枕-通用型 小号 25×25×5 76 箱/40个
A0410 PIL201 吸附枕-通用型 大号 43×43×5 121 箱/16个

A0410
A0409

 ●彻底吸收各种油、冷却液、溶剂和水

 ●锁住吸收的液体，当您拾起吸附枕时，
它不会发生泄漏

 ●聚丙烯填充内芯

 ●通用型吸附枕：
适用在阀门下和
其他滴漏场所

 ●吸油枕：清理废料槽、冷却剂箱、储液器以及集水井

 ●化学品专用吸附枕：吸收化学物质、酸和碱；是包装材料在运输过程中提
供额外保护的理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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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学品枕垫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吸收量 包装规格 单位
D6535 PIL307 防化学品枕垫 20×43×5cm 最大吸收量 22.5L/箱 10 个 /箱 箱

 ●枕垫的填充物表面积大、容量大吸收
速度快，能迅速吸收液体

 ●它含有的吸污剂可以使清洁工作快速
而轻松

 ●聚丙烯填充物耐化学药品，能锁住及
吸收腐蚀性或反应性溢漏

 ●外层采用聚丙烯材料，耐化学药品及
耐撕扯；减少灰尘，甚至能在完全饱
和的状态下锁住液体

 ●经特殊处理，用于吸收酸，碱及高浓
度腐蚀性液体，比如 98% 硫酸及 30%
氢氧化钠

 ●粉红色容易辨别，防止溢漏处置用品的不当使用及被盗

 ●使用后可焚烧，以减少废料

A0415：

 ●100% 回收利用的纤维素，接触到油污、冷
却剂、溶剂及水即开始吸收

 ●非磨损性材料，不会损伤地面或昂贵的设备

 ●材质轻盈，吸收力比黏土大三倍

散装吸附材料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kg)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15 PLP201 散装吸附材料-通用型 8 30 袋
A0416 PLP213-1 散装吸附材料-环保型 18 38 袋

A0416：

 ●无硅成分的吸收剂，不会造成与黏土有关的健康危害

 ●以纤维素为主要原料的高岭土颗粒如黏土一样易于分散

 ●能够彻底吸收液体，而黏土颗粒只能覆盖和堆积，吸收力是黏土的两倍

 ●多用途维护用吸附产品，用于在“中流量走
道”和问题频发区域，耐用、高吸附量

 ●吸收所有水基工业液体、油基和石油基液体

 ●通用熔喷聚丙烯

 ●双层（SM）结构，纺粘无纺布覆材使其具
有高强度和耐磨性

 ●表面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从
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582 HT550 中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38cm×15m 30 箱 /1卷
D7114 HT555 中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38cm×46m 87 箱 /1卷
D7113 HT15 中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38cm×46m 87 箱 /1卷
D6581 HT30 中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76cm×46m 177 箱 /1卷

中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
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和中量级

 使用区域：

 ●任何需要人行走道或超
高耐久性的地方
 ●设备维修和保养
 ●公用设施
 ●精密工程
 ●普通制造
 ●金属加工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33 MAT234 高效型吸附垫 84×4600 87 袋/卷

高效型吸附垫

 ● 通用吸收力 - 可吸油，冷却剂，溶剂和水

 ● 耐用 - 因为无需时常更换，可使您减少用量

 ●人字线缝合法使吸毯经久耐用（人字线缝合面向上，可使用得更长久）

 ●此产品耐用性和高吸率两者兼备，既可吸收液体，又具有防滑功能并可应
付高流量的吸垫可使您的走道保持洁净，不受潮和安全

/ 吸附枕 / 散装吸附材料 / 走道垫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32 MAT218 交通垫吸毯 91×9100 148 袋/卷

交通垫吸毯

 ●可以确保在有漏油机器的人行通道
和有叉式升降机的区域的安全，比
粘土和纸板更洁净安全

 ●热熔合针式冲压制成，可经受超强
踩踏蹂躏。即使反复踩踏或碾压也
不会损坏

 ●100% 聚丙烯制成，可吸收多达 148
公斤的油，冷却液，溶剂和水，有
助保持地板不受潮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A0402 MAT566-BL 步粘性吸垫 W61×L114×H0.33 蓝色 箱/4叠/30片

 ● 在无需调动胶粘剂的情况下，也可除去
鞋底和车轮上的污垢和碎片

 ● 每个聚乙烯片都不会引起过敏，无气味
和不干燥

 ● 低身量，30 片包装容易使用 - 背面的胶
粘剂贴地面即可

 ● 拉环式编号系统可预知何时即将用完

 ● 当顶层脏了，可简单的撕掉，露出新的
一层，继续使用

步粘性吸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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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迷彩图案的高强度吸液卷可遮掩溢滴物

 ●高强度、通用双层结构，坚韧，耐踩踏，适用于高人流量区域的吸附毡

 ●面层为纺粘无纺布覆材

 ●虚切线有助于用户按所需用量撕下使用，从而达到减少浪费的目的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1201 BM15 高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有穿孔线） 38cm×46m 94 箱 /1卷

D1202 BM30 高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有穿孔线） 76cm×46m 196 箱 /1卷

D6583 BM30X 高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76cm×46m 196 箱 /1卷

高流量走道垫型通用吸附卷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剂和
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

 使用区域：
 ●  人行道和高人流量区域
 ●  装配线、设备或车辆下方
 ●  生产和设备区域
 ●  工作台上或作为工作面

 ●大量溢漏的终极防渗漏吸油专用毡

 ●超强耐用的三层结构具有抗紫外线顶层，是室外应用的理想产品，适合高
人流量走道或铲车道

 ●高吸附性聚丙烯芯层

 ●防滑防漏底层可防止液体渗入地面

 ●窝点处理增加耐用性，减少纤维屑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1193 TM29 吸油专用毡垫 74cm×24m 102 包 /1卷

D1192 TM58 吸油专用毡垫 147cm×24m 208 包 /1卷

吸油专用毡垫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

应  用：
 ●要求强度、吸附性和不渗漏的场合
 ●运输公司
 ●炼化厂和炼钢厂
 ●铁路或军用

 ●设计用于需要干净安全的地板和过道的高交通流量区域和工作站

 ●由耐用的针孔聚丙烯制成，用于高交通流量区域

 ●吸收水基化学品或油的通用吸附卷 

 ●可防止在车间和办公区域之间出现湿滑不整洁区域

 ●可抵抗大多数腐蚀性液体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1199 SIR36 工业用吸液毯 92cm×91m 223 包 /1卷

D1200 SIR72 工业用吸液毯 183cm×46m 223 包 /1卷

工业用吸液毯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
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重量级 

 应  用：
 ●车辆维修和保养
 ●库房和容器贮存中心
 ●改造期间的表面保护
 ●海上溢漏 /野生动植物保护

 ●工业用吸附毯带有防滑防漏底层，用在高交通流量区域和工作站周围

 ●针刺聚丙烯，持久耐用，避免出现湿滑不整洁区域

 ●耐撕扯，不会发生卷曲变形

 ●可以吸收水、油或化学物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28 BSM3650 防溢漏阻隔吸附毯 92cm×15m 45 箱 /1卷

D6627 BSM100 防溢漏阻隔吸附毯 92cm×30m 94 包 /1卷

D6626 BSM300 防溢漏阻隔吸附毯 92cm×91m 280 包 /1卷

防溢漏阻隔吸附毯
A Brady Bussiness

 产品概要：
 ●吸收的液体：油、冷却液、溶剂和水基液体
 ●耐用性：√√√
 ●表面纤维：低纤维屑
 ●吸附能力：中量级

 应  用：
 ●适用在高交通流量工业场所和工作站的理
想产品
 ●改造期间理想的表面保护材料

/ 走道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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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cm) 容量
( 升 )

载重量
（平均分布） 单位

M7138 SC-SD2LG 2 桶盛装平台 66 宽 ×132 长 ×15 高 80 1134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cm) 容量
( 升 )

载重量
（平均分布） 单位

G1186 SC-DP2LG 2 桶托盘 66 宽 ×132 长 ×43 高 260 1,134 个
G1181 SC-DP4LG 4 桶托盘 132 宽 ×132 长 ×43 高 488 2,268 个
G1180 SC-DPR 托盘斜坡 82 宽 x178长 - 295 个

 ●结构坚固：采用注塑工艺，超强耐用，稳定的产品性能

 ●标准夹具和格栅高度：按照标准制造，移动方便

 ●可堆叠存放：可卸下格栅堆叠存放

 ●两桶盛漏平台高度低，容量为 80L

 ●在储存桶和分装区域容纳危险泄漏物

 ●内置夹具可轻易地连接多个盛漏平台形成一个能放置 4 个、6 个、8 个或
更多桶的储存平台

 ●方便装载的斜坡可配用二桶和四桶盛漏托
盘使用 ( 单独出售 )

 ●符合相关规定，防止二次泄漏

 ●容量可达 488L

 ●二桶或四桶配置

盛漏平台 盛漏托盘

防溢盛漏系列
A Brady Bussiness

 ●格栅栓：可在使用时将格栅保持在规定位置，防止变形

 ●大开孔的通用型格栅：通用型格栅可以和盛漏平台或盛漏托盘配合使用（两桶或四桶托盘）

 ●方便铲车运输：可以轻松地使用铲车移动盛漏平台或盛漏托盘和上面放置的容器

 ● 隔板装置专利设计 , 轻松连接各段平台 ( 含所有硬件 ) 

 ●“畅行”污水箱专利设计，可让液体从一个污水箱流往另一
个污水箱，以分担负载 

 ●预先钻好的孔可改变圆桶存储区形状，无需再钻孔；平台一
到即可投入使用 

 ●聚乙烯制成，抗紫外线、防锈、防腐蚀，可抗多数化学品 

 ●低身量设计易于装卸；水泵和漏斗轻松可及 

 ●防滑格栅在重压下不会破裂，提起后可轻松存取污水箱 

 ●半透明白色侧壁可以轻松实现肉眼检查 

 ●可接住漏液 ( 泄漏、滴漏及溢漏 )，使地板保持清洁安全，
效果优于木制托盘 

 ●A0435 钢制装卸坡，适用于 11-15cm 高平台，承载力
454kg

 ●A0436 聚乙烯装卸坡，承载力 272kg

聚乙烯模块化防溢平台

A0435A0434A0433

含有 T 型条，防止溢漏液
体在两部分间来回流动。

A0434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规格(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433 PAK529 二桶防溢平台 66W×132L×15H 83 个
A0434 PAK531 四桶防溢平台 132W×132L×15H 167 个
A0435 PAK538 钢制装卸坡 68W×97L - 个
A0436 PAK726 聚乙烯装卸坡 81W×61L×15H - 个

注：如果在易燃液体的处理中使用本产品，请遵守有关储存和装卸易燃液体的安全规章守则，尤其是要
考虑到易燃蒸汽，静电放电和热源的影响。

聚乙烯防溢盛漏托盘

 ●低密度聚乙烯结构可抗紫外线、防锈、防腐蚀，可抗多数化学品

 ●250 升污水箱可围堵漏液 ( 泄漏、滴漏及溢漏 )， 保持存放区清洁、安全 

 ●黑色可隐藏托盘污垢，使托盘保持整洁的外观 

 ●A0439：牢固的托盘足以支撑两只满载圆桶，仅供存放钢桶

 ●A0441：足以支撑四只满载钢桶或聚乙烯桶

                 防滑格栅在重压下不会破裂，提起后可轻松存取污水箱

                 无需移动圆桶或格栅，可选排污螺塞就可排空污水箱

                 嵌套设计使托盘在不使用时可以堆着放，节省空间

 ●A0438：用于 22cm和 25cm高的托盘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规格(cm) 吸附容量(L) 承载力(kg) 单位

A0439 PAK605-WD 聚乙烯防溢盛漏托盘-双桶 73W×135L×41H 250 680 个

A0441 PAK210-WD 聚乙烯防溢盛漏托盘-四桶 130W×130L×25H 250 UDL 2722 个

A0438 PAK734 聚乙烯装载坡道 72W×120L×25H - 317.5 个

/ 防溢盛漏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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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置倾倒管口可让液体排出快捷方便

 ● 与大多数化学物兼容的聚乙烯结构，不生锈，不易腐蚀

 ● 半透明侧壁使察觉泄露简便

 ● 小巧型可放在桌面，柜台或工作台

 ● 容量最高可达 5.6 升

 ● 19 公斤承重量 ；30.5 宽 ×43 长 ×10 高 cm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A0451 PAK371 桌式防溢控制台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A0450 DRM371 圆桶泄漏托盘 个

桌式防溢控制台

 ●PIG ® 圆桶防溢盛装盘是承接少量滴漏的专业方式，避免造成大面积的污染

 ●放置 210 升圆桶的盛装盘可盛装 23 升

 ● 两片格栅让小容器避免接触，从底层盛装盘收集到的液体

 ●灌注孔让您收回积液

 ● 耐用的聚乙烯结构，不生锈，不易腐蚀

 ● 23 公升容量 82 长 ×82 宽 ×21 高 cm

圆桶泄漏托盘

注：如果在易燃液体的处理中使用本产品，请遵守有关储存盒装卸易燃液体的安全规
章守则，尤其是重要考虑到易燃蒸汽，静电放电和热源的影响。

 ●高档 SPC ® 吸油围栏可防纤维脱落，使用方便

 ●经济型 ENV ® 吸油围栏配有防纤维脱落蓝色保护衬套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升） 单位
D6630 ENV510 经济型吸油围栏 13cm×3m 121 包 /4条
D6634 ENV510-C 经济型吸油围栏 13cm×3m 121 包 /4条
D6629 ENV810 经济型吸油围栏 20cm×3m 246 包 /4条
D6633 ENV810-C 经济型吸油围栏 20cm×3m 246 包 /4条
D6632 SPC510 高档吸油围栏 13cm×3m 121 包 /4条
D1204 SPC510-C 高档吸油围栏 13cm×3m 121 包 /4条
D6631 SPC810 高档吸油围栏 20cm×3m 268 包 /4条
D6635 SPC810-C 高档吸油围栏 20cm×3m 268 包 /4条

吸油围栏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D6640 DPA24 承滴盘 25×25cm 箱 /24个

 ●耐用、较矮的聚乙烯承滴盘
容易放到泄桶的龙头下方和
其他存在问题的区域

 ●承滴盘和通用吸材填充物可
容纳高达 2.8L 的液体

 ●宽大的盘底可防翻

 ●全进口

承滴盘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D6636 CB612 围油栏 15cm浮筒，30cm裙边，30m长 箱 /1个
D6637 CB305 围油栏 7.6cm 浮筒，11cm裙边，7.6m长 箱 /1个

 ●阻止水面溢油扩散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亦可用作蓄水池的栏栅，用来防止污物和漂浮物的扩散

围油栏栅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吸收量 包装规格 单位
D6534 BOM405 围油栏 13cm×3m  90.8L/ 袋 4 个 /袋 箱

 ●沿着栅栏延伸的绳子增加了栅栏的
强度，方便展开及收回栅栏

 ●牢固的、镀锌碳钢夹子和吊环能把
栅栏连接在一起，增加其长度

 ●可截住被吸收的液体，当您拿起吸
收材料时不会发生泄漏

 ●牢固的外层网保持柔韧的同时也能阻挡尖状物和残渣

 ●聚丙烯表层有抗紫外线能力。这一能力持续时间可长达 12 个月

 ●吸收并锁住油污及油基液体，包括润滑剂，燃料及清洁剂，不吸水

 ●在漂浮状态下清除水上漏油，并能凭拒雨水性清除陆上漏油

 ●本产品呈亮白色，吸到油后很容易看出来

 ●使用后可以拧干焚烧，减少废料或用于混合燃料

吸油围栏

/ 防溢盛漏系列 / 吸油围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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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堵栏 / 分流器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 ( 升 ) 单位
D6638 ODN08 油网 /拖油网 15m(30个油网 ) 56 包 /1条
D6639 ONO30* 油网 /拖油网 30 个油网 56 包 /1条

 ●由耐化学的塑料扁丝制得，每个半公斤重，可漂浮在水面吸附重油

 ●用 1 号或 2 号油回收被吸附的重油，可以循环再利用或当作低级燃料油使
用

 ●拖油网可用作两船间的清扫器，或者沿海岸线配置使用

油网 /拖油网
A Brady Bussiness

*全进口，有交期，详情请来电咨询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吸附容量 ( 升 ) 单位
D1203 SPC1900 清扫器 48cm×30m 94 包 /1条

 ●双层结构，蓝色耐用覆材增加强度（用于油基和石油基液体）

 ●拖动着“清扫”水面，去除水面油污

 ●30m长，可挂在船尾使用或连接在两船之间进行清扫工作

清扫器
A Brady Bussiness

*全进口，有交期，详情请来电咨询

屋顶袋式泄漏分流器组件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8586 TLS671 屋顶袋式泄漏分流器组件 套

 ●是对处理头顶上方泄漏的最佳选择

 ●包括泄漏分流器、PIG® 吸收材料和其他由于
快速、方便安装的配件

 ●耐用的乙烯涂层分流器不让液体渗漏

 ●方便的圆形大帆布袋有可调节肩带，也带有放其他
附件的口袋

套装组件：

 ●1 个 12.7×12.7cm屋顶泄漏分流器

 ●1 个 45.72cm直径管道泄漏分流器

 ●1 个 63.5cm 排水管，1 个 25.4cm 排水管，2
个 3.17mm排水管件

 ●6 个 48.26cm可调节式吊带

 ●1 包“小心”标识 PIG ® 吸垫（包 /30件）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A0427 PLR212 泄漏围堵栏 个

 ● 专利设计——暂时围住泄漏而不吸掉它们；使溢漏更容易清理；液体或可
回收循环再用

 ● 粘性底部——形成密封堵住液体

 ● 高能见度黄色——减低被绊倒的危险

 ● 有弹性——可被模压成适应任何角度或曲线的围堤

 ● 由聚亚安酯材料制成，没有吸收性和抗化学物质；可重复使用，用肥皂和
水便可清洁

 ●3m长 ×6cm宽 ×3.5cm 高

泄漏围堵栏

3.5cm

用折角和连接器将围堵栏连接起来

 ●便携式围栏，可以和光滑表面紧密贴合 ，也能应付一些不规则的表面。适
合改变液体流向，可使用在排水处，办公室，存货处或任何您要保持干燥
的地方，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 聚氨酯材料不吸水 , 油和大多数化学品；可重复使用，使用围栏后，用肥
皂和水清洁

 ●用折角（A0425）和连接件（A0424）连接围堵栏，可制成任何长度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cm） 颜色 单位
A0462 PLR204 围堤底座 10（宽）×300（长）×5.7（高） 黄 个
A0424 PLR205 连接部件 10（长）×5.7（高） 黑 个
A0425 PLR206 折角 10（宽）×10（长）×5.7（高） 黄 个

防溢高围堵栏

5.7cm

注：本产品的物理性能在某些环境下可能会有所改变。如需了解详情及化学相容性，
请致电客服。

 ●2 包 PIG ® 多功能抹布（包 /25件）

 ●1 个高 30.48cm“注意脚下”警示牌

 ●1 包用于直径 6.35-10.16cm管道的 PIG ® 管套

 ●一份 PIG ® 多功能修补剂

 ●1 个 60.96×25.4×30.48cm（长 × 宽 × 高）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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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分流器放在水容易泄露的地方，可防止打滑事
故和漏水带来的损害

 ● 1毫米橡胶软管将您的工作范围的排水安全地连
接到其他地方

 ● 乙烯基涂层防水布，耐燃

可用橡胶带悬挂安装（不含），操作简单

屋顶渗漏分流器

注：抗化学腐蚀程度不高，不适用于超过 88 度的高温环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位
A0420 TLS462 屋顶泄漏分流器 透明 个

 ● 边上的金属扣眼，易于安装和防撕裂

 ●152cm宽 ×152cm长

 ● 使用 12.7mm编号软管时，流速为每分钟 12.6 公升；
可接标准 19mm花园用软管（不含）

/ 分流器 / 窨井盖 / 废物处理袋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cm) 单位
D9304 110273 废料处理袋 66×78 个

 ●厚度 3 mil，耐用，防穿刺

 ●聚乙烯材质，抗化学品

 ●高达 13-17 加仑容量，可以与其他防溢产品
组合使用

 ●黄 底 黑 色 警 告 语“HAZARDOUS 
MATERIAL ”，提示醒目

废料处理袋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D6641 PVC36 窨井盖 92×92cm 个

 ●防水、耐油及大多数腐蚀性液体

 ●使用方便，用肥皂和水清洗后可再次使用

 ●柔软、耐化学腐蚀的PVC 材质可密封窨井，
防止溢漏物进入排水系统

窨井盖
A Brady Bussiness

 ●可转移头顶上方的泄露以保护个人物品和设备

 ● 耐用乙烯面料耐燃，不易刺穿，防霉变

 ● mc64 直径开口可覆盖较大面积

 ● 具有特定断面底部斜口，便于和塑料软管连接；
可接标准（1.9cm）橡胶软管（不含）；与内
径为 1.27cm 的软管配套使用时，流速为每分
钟 12.6 升

 ● 有内置孔和蹦极绳索——可以轻松将其挂起

 ●46cm直径 ×46cm高；含有四条橡胶带

注：抗化学腐蚀程度不高，不适用于超过 88 度的高温
环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位
A0423 TLS248 管道渗漏分流器 黄色 个

管道渗漏分流器

用橡胶悬挂带（含）悬挂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容量 ( 升 ) 单位
D6650 SB-1454 围堵防漏护道 4.27×16.46×0.3m 21,403 1/包

 ●有标准型和轻量级两种 

 ●一体式设计

 ●不用组装、无需工具或充气

 ●全进口，货期较长

围堵防漏护道
A Brady Bussiness

 ●耐用 3-mil厚袋，抗穿刺，并提供临时安全贮存及处置

 ●抗化学聚乙烯结构

 ●包括自锁系带

废物处理袋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单位
A0413 BAG202 废物处理袋“危险物质，小心处理”,小号 46×76 箱/50个
A0414 BAG202 废物处理袋“危险物质，小心处理”,大号 91×152 箱/25个

 ●亮黄色底黑色警告标语“危险物质，小心处理”

 ●大号适合于 210L 圆桶

 ●小号适合于 113L 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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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吸附容量 ( 升 ) 单位
D6659 MXP-U20 通用型 30 箱 /20片
D6661 MXP-O20 化学型 30 箱 /20片
D6660 MXP-C20 吸油专用型 35 箱 /20片

溢漏应急包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M7149 SKA-PP 通用型 箱 /5袋
M7150 SKH-PP 化学型 箱 /5袋
M7148 SKO-PP 吸油专用型 箱 /5袋
D1150 SKR-PP 环保通用型 箱 /5袋

 ●应付小规模溢漏的亮黄色 PVC 袋

 ●每个套件最多能吸收 19L 溢漏，每箱有 5
个套件

 ●套件尺寸：51 长 x 40 宽 x 10 高 cm

 ●套装组件：10 张吸附垫 (38 x 48cm)、2
个长条吸液袋 (7.6 x 122cm)、1 个废弃处
理袋、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张防溢漏应急
措施指导

19L 溢漏应急袋
A Brady Bussiness

 ●4 个 8×117cm的 PIG® 防化学条形吸污袋

 ●28 片 38×51cm PIG® 防化学吸污垫

 ●5 个垃圾袋和系带

 ●经特殊处理的超细聚丙烯纤维，可吸收酸、
碱等腐蚀性液体和其他危险液体

化学品专用型

 ● 内含 PIG ® 吸污用品

 ●手提带设计方便您提运或挂于墙上

 ●外包装袋为乙烯基材质，经久耐用，防水、安全、黄色应急包 

 ●袋盖采用钩环扣 - 方便打开、关上应急袋 

 ●紧凑型设计便于存放和携带

 ●4 个 121cm的 PIG® 蓝色条形吸污袋

 ●28 片 PIG® 通用用吸污垫

 ●5 个垃圾袋和系带

 ●溢漏扩散前用条形吸袋控制漏液，用吸垫吸收漏液

通用型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18 KIT220 溢漏应急袋-通用 45.7×76.2 39 套
A0220 KIT320 溢漏应急袋-化学 43×52×15 35 套

溢漏应急袋

/ 防溢空桶 / 防溢组件 / 

 ●装在密封拉链袋中的小型包装 

 ●20 张经济型单层吸附垫 

 ●套件尺寸：39cm长 x 49cm 宽
x 52cm 高

 ●吸附垫 (38 x 48cm)

注：不允许空运套桶。；如果在易燃液体的处理中使用本产品，请遵守有关储存和装
卸易燃液体的安全规章守则，尤其是要考虑到易燃蒸汽，静电放电和热源的影响。

缺口盖用杆关闭

叉车可以很容

易的运用架子

搬运这些桶

应急套桶

 ●符合包装种类一、二、三类的 X 级
标准，可以使用它运送正在泄漏危
险废物的容器以便进行妥善处理 

 ●防渗漏旋拧型带凹槽的桶盖，只需
用小棍即可轻松取下或拧紧 

 ●与套桶连成一体的凸缘方便叉车移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规格(cm) 承载油桶(L) 单位
A0446 PAK384 应急套桶-246L Φ70.5×95H 114 个
A0445 PAK725 应急套桶-360L Φ80×105.5H 210 个

动套桶 

 ●100% 聚乙烯材料重量轻、抗化学品 

 ●嵌套设计可使容器排空，节省储存空间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单位
D9300 89151 防溢空桶 ,75L（20G） Φ53.3×H45.7 个
D9301 89130 防溢空桶 ,208L（55G） Φ60×H94 个
D9302 89142 防溢空桶 ,360L（95G） Φ80×H86 个

 全部聚乙烯材料，防水、抗化学品

 配有螺旋密封盖，防止液体溢漏

 符合美国运输部（DOT）和 UN 国际规范要求

 适用于小、中或大规模泄漏事故

防溢空桶
A Brady Bussiness

D9300 D9301 D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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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1152 SKA-CFB 通用型 箱 /2包
D1151 SKO-CFB 吸油专用型 箱 /2包
D1153 SKH-CFB 化学型 箱 /2包

 ●在应对溢漏时透过透明的一面可快速查看您所具有的吸附产品

 ●每个套件最大能吸收 56L 溢污，每箱有 2 个套件

 ●套件尺寸：51cm长 X 40cm 宽 X 10cm 高

 ●套装组件：32 张吸附垫 (38x48cm)、5 个长条吸液袋 (7.6x122cm)、1 个
吸液枕 (43 x 48cm)、2 个废弃处理袋、1 副护目镜、1 副丁腈橡胶手套、
1 张防溢漏应急措施指导

56L 溢漏应急包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单位
M7152 SKA-20 通用型 套
D1154 SKH-20 化学型 套
M7151 SKO-20 吸油专用型 套
D1155 SKR-20 环保通用型 套

75L 实验室溢漏应急桶
A Brady Bussiness

 ●经 UN 认可的聚乙烯容
器可防水，耐化学腐蚀，
螺旋顶盖，可应对中等
规模的溢漏事故

 ●空桶容积 75L, 内含套件
最多能吸收 57L 溢漏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单位
D8760 100L 通用型溢漏应急桶 L55×W48.5×H77.5 套

 ●外桶为塑料材质，容量达 100L

 ●每个套件最多能吸收 60L 溢漏

 ●套装组件：30 张通用吸附垫 (38×48cm)、3 条通用吸收条 (7.6×122cm)、2 条通用长吸收条 (7.6×365cm)、2
个通用吸附枕 (43×48cm)、3 个废料处理袋 (66×78cm)、1 副防护眼镜、1 副丁腈防化手套、1 本溢漏应急反应
手册 ( 英文版 )

100L 通用型溢漏应急桶

76L 泄漏应急套桶

 ●溢漏扩散前用条形吸袋控制漏液；用吸垫及枕垫吸收漏液 

 ●吸收剂装于有盖的防护衬垫中，可长期防止紫外线降解；内
容物摆放整齐有序，快速应对溢漏的发生 

 ●套桶符合包装种类一、二、三类的 X 级标准，经认证可用于
在清理完成后通过陆运、海运、铁路运输运送垃圾 

 ●与套桶连成一体的凸缘和把手方便叉车或手动移动防溢组件 

 ●4 个 121cm的 PIG ® 蓝色条形吸污袋

 ●1 个 3m的 PIG ® 蓝色条形吸污袋

 ●15 片 PIG ® 通用吸污垫

 ●2 个 PIG ® 吸污枕

 ●5 个垃圾袋和系带、6 个防伪标签

通用型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21 KIT211-999 76L泄漏应急套桶-通用 Φ57×48 48 套
A0222 KIT311 76L泄漏应急套桶-化学 Φ57×48 40.9 套

 ●6 个 8×117cm的 PIG ® 防化学条形吸污袋

 ●6 片 38×51cm PIG ® 防化学吸污垫

 ●5 个 41×43cm防化学吸污枕

 ●5 个垃圾袋和系带、6 个防伪标签

 ●特殊处理的超细聚丙烯纤维，可吸收酸、
碱等腐蚀性液体和其他危险液体 

化学品专用型

 ●颜色标码大标签方便在紧急情况时快速正确识别套桶 

 ●半圈转体防渗漏带凹槽的桶盖，用小棍即可取下或拧紧 

 ●防撬封条可防止防溢组件的溢漏处理用品被盗 

 ●100% 聚丙烯 /聚乙烯共聚物圆桶重量轻、抗化学品 

 ●注意：紫外线盖子建议用于户外，防止套桶发生紫外线
降解及侵蚀

/ 防溢组件 /

 ●应急桶尺寸：53cm直径 X 45cm 高

 ●套装组件：12 张吸附垫 (38x48cm)、3 个长条吸液袋 (7.6x365cm)、2个
吸液枕 (43x48cm)、3 个废弃处理袋、1 副护目镜、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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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溢组件 /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单位
D1157 SKA-55 通用型 套
D1156 SKO-55 吸油专用型 套
D1158 SKH-55 化学型 套
D1159 SKR-55 环保通用型 套

 ●杆锁式 208L 桶符合 UN 国际规范的要求，是应对中等规模溢漏的理想产
品

 ●空桶容积 208L，内含套件最多能吸收 143L 溢漏

 ●应急桶尺寸：61cm直径 X 94cm 高

 ●套装组件：50 张吸附垫 (38x48cm)、4 个长条吸液袋 (7.6x365cm)、8 个
吸液枕 (43x 48cm)、5 个废弃处理袋、1 副护目镜、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208L 溢漏应急桶
A Brady Bussiness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单位
D1161 SKA-95 通用型 套
D1160 SKO-95 吸油专用型 套
D1162 SKH-95 化学型 套
D1163 SKR-95 环保通用型 套

 ●结实、可靠、带螺旋顶盖的大桶用于应对大型溢漏，符合 UN 和美国
运输部（DOT）规范的要求

 ●空桶容积 359L，内含套件最多能吸收 283L 溢漏

 ●应急桶尺寸：80cm直径 X 89cm 高

 ●套装组件：110 张吸附垫 (38x48cm)、12 个长条吸液袋 (7.6x122cm)、
8 个长条吸液袋 (7.6x365cm)、8 个吸液枕 (43x48cm)、10 个废弃处
理袋、1 副护目镜、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359L 溢漏应急大桶
A Brady Bussiness

 ●沿着有孔处撕开垫片或吸垫，放在溢漏处或用来截住滴漏及喷溅 

 ●PIG ® 蓝色条形吸袋用于围住溢漏、吸收机器泄漏；超级吸收 PIG ® 枕垫可快速吸收大面
积被围住的漏液或塞住机器的某个小空间截住泄漏或滴漏 

 ●PIG ® 修补剂可以修补圆桶泄漏或液罐裂缝 

 ●可调整搁板上放有个人防护装备、处理用品及参考材料 

 ●双层聚乙烯手推车更经久耐用 ; 内容物分门别类，易于存取 

 ●可用挂锁（不包含在内）锁住容器，防止被盗 

 ●注意：不得用于户外存放

18 米 RIP-&-FIT ® 吸垫

 ●5 个 121cm的 PIG ® 蓝色条形吸污袋

 ●1 个 38cm×18m的 PIG ® 通用吸污垫

 ●4 个 PIG ® 吸污枕

 ●1 个 PIG ® 修补剂

 ●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副护目镜

 ●5 个垃圾袋和系带、1 张防溢漏知识宣传海报

通用型

防溢推车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24 KIT244-999 防溢推车-通用 45.7×50.8×91.4 61 套

A0225 KIT344 防溢推车-化学 40.6×50.8×91.4 53 套

化学品专用型
 ● 5 个 8x117m PIG® 防化学条形吸污垫

 ●1 个 38cmx18m Rip-&-Fit® 防化学吸污卷

 ●4 个 20x20cm PIG ® 防化学枕形吸污垫

 ●5 个垃圾袋与系带

 ●1 个 PIG ® 修补剂

 ●1 张防溢漏知识宣传海报

 ●吸收剂经特殊处理可更快吸收更多化学液
体—包括高浓度腐蚀性液体



防渗防漏设施

CJ461800 988 0332/400 820 5338 021-6100 6580 www.seton.com.cn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单位
D9303 110291 泄漏处理空车 , 灰色 L46×W43×H990 台

泄漏处理空车
A Brady Bussiness

 ●可移动的防泄漏处理空车

 ●适用于工厂溢漏应急处理

 ●可根据需要自定义配备吸附材料

/ 防溢组件 / 

 ●溢漏扩散前用条形吸袋控制漏液，用吸垫及枕垫吸收漏液，再用抹布清理
轻度溢漏或对漏液做最后清理 

 ●浅黄色调十分醒目，可在需要时立刻找到它 

 ●黑色盖子可隐藏灰尘和污垢 

 ●橡胶轮使防溢组件能够在厂内任何地方快速移动，甚至可在粗糙地面或台
阶上快速移动 

 ●内容物摆放整齐有序，可快速有效应对溢漏情况的发生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吸附容量(L) 单位
A0227 KIT273 高可视性移动式防溢工具箱-通用 W60×L73.7×H93.3 144 套
A0228 KIT366 高可视性移动式防溢工具箱-化学 W60×H98 119 套

高可视性移动式防溢工具箱

通用型

 ●4 个 122cm PIG ® 蓝色条形吸袋

 ●4 个 3m PIG ® 蓝色条形吸袋

 ●70 片 PIG ® 万用吸污垫

 ●4 个 PIG ® 枕垫

 ●5 个处理袋及系带

 ●6 个防撬标签

 ●1 本紧急情况应对指南

 ●1 个宽 60× 长 73.7× 高 93.3cm 
黄色轮式 BRUTE 工具箱

化学品专用型

 ●4 个 8cmx117cm PIG® 危险品
化学吸收袋

 ●2 个 8cmx3m PIG ® 有害化学品
吸收剂袋

 ●70 个 38cmx51cm PIG ® 防化学
吸污垫

 ●2 个有害化学品吸收剂浆

 ●5 个临时处理袋与封口线

 ●6 个防撬密封标签

 ●1 本紧急情况应对指南

 ●189L 滚轮型 BRUTE 黄色容器

 ●颜色标码大标签方便在紧急情况时快速正确识别工具箱 

 ●铰链盖方便快速存取防溢组件，保持防溢组件内容物在使用前干净、干爽；
不得用于户外存放 

 ●防撬封条可防止防溢组件的溢漏处理用品被盗 

 ●100% 聚乙烯工具箱容器重量轻、抗化学品 

 ●轮式组件可在厂内任何地方轻松移动，便于您将 PIG® 吸收材料快速带到
溢漏现场 

注：不适用于户外存储 注：不适用于户外存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1165 SKA-K2 通用型 套
D1166 SKH-K2 化学型 套
D1164 SKO-K2 吸油专用型 套

 ●小型可移动溢漏套件，用于应对工厂中任何地点
的溢漏事故

 ●每个套件最多能吸收 83L 溢漏

 ●套件尺寸：46cm长 X 43cm 宽 X 99cm 高

83L 溢漏应急推车
A Brady Bussiness

 ●套 装 组 件：1 个 吸 附 卷 (38cmx22m)、5 个 长 条 吸 液 袋
(7.6x122cm)、8 个吸液枕 (25 x 25cm)、5 个废弃处理袋、1 副
护目镜、1 副丁腈橡胶手套、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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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溢组件 /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单位
D1168 SKA-LT 通用型 套
D1167 SKO-LT 吸油专用型 套
D1169 SKH-LT 化学品型 套
D6663 SKM-LT 海事专用型 套

 ●聚乙烯箱防水耐化学腐蚀。装有轮子，移动性好

 ●每个套件最多能吸收 477L 溢漏

 ●套件尺寸：119cm长 X 86cm 宽 X 109cm 高

常规型套装组件 :

海上应急专用型套装组件 :

 ●400 张吸油垫 (38x48cm)

 ●4 个吸油围栏 (12.7x305cm)

 ●1 个清扫器 (48cmx30m)

 ●15 个废弃处理袋

 ●1 副护目镜

 ●3 丁腈橡胶手套

 ●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477L 移动溢漏手推箱 –大型
A Brady Bussiness  ●200 张吸附垫 (38 x 48cm)

 ●24 个长条吸液袋 (7.6x122cm)

 ●12 个长条吸液袋 (7.6x365cm)

 ●8 个吸液枕 (43cmx 48cm)

 ●15 个废弃处理袋

 ●1 副护目镜

 ●3 副丁腈橡胶手套 

 ●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型号 品牌型号 类型 单位
D1171 SKA-XLT 通用型 1/箱
D1170 SKO-XLT 吸油专用 1/箱
D1172 SKH-XLT 化学型 1/箱
D6664 SKM-XLT 海事专用型 1/箱

 ●装在防水耐化学腐蚀超大型手推箱中的
防溢漏应急套件

 ●每个套件最多能吸收 658L 溢漏

 ●套 件 尺 寸：519cm 长 X 103cm 宽 X 
119cm高

D6664 套装组件 :

 ●600 张吸油垫 (38 x 48cm)

 ●8 个吸油围栏 (12.7cm x 305cm)

 ●2 个清扫器 (48cm x 30m)

 ●30 个废弃处理袋

 ●3 副丁腈橡胶手套

 ●1 副护目镜

 ●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658L 移动溢漏手推箱 –超大型
A Brady Bussiness

D1171/D1170/D1172 套装组件 :

 ●250 张吸附垫 (38x48cm)

 ●36 个长条吸液袋 (7.6cmx122cm)

 ●20 个长条吸液袋 (7.6cmx365cm)

 ●8 个吸液枕 (43x48cm)

 ●30 个废弃处理袋

 ●3 副丁腈橡胶手套

 ●1 副护目镜

 ●1 本防溢漏作业指导书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cm） 单位
D6653 SC-3000 吸附材料存储柜 127 长 ×66 宽 ×20 高 台
D6655 SC-D15 15”卷装定位杆 38cm 根
D6656 SC-D40 40”卷装定位杆 101cm 根
D6657 SC-4 一套 4 只滚轮 - 套

 ●模块化储存柜，设计用于存放所有必须的吸附材料，以方便存取，方便应
急响应人员能迅速拿出适合的吸附材料。能存放整箱的 SPC 吸附产品；
模块化结构、可定制、可移动特点，空间和尺寸完全由您决定；也可选配
滚轮、壁挂支架、卷装定位杆和附件包

 ●可用作吸附材料部署站或移动溢漏控制装置，可以容下 96cm的吸附卷和
整包产品

 ●可将两个或三个叠在一起形成一个材料柜，挂在墙上或置于工作台下方

吸附材料储存中心
A Brady Bussiness

* 全进口，有交期，详情请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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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M7230 90161  X60 全能型擦拭布 白色 31.5×42.5cm 箱 /200张

M7204 93495A  X60 全能型擦拭布 白色 31.0×34.5cm 箱 /1卷 ×900 张

D6435 94224  X60 全能型擦拭布 白色 28.0×35.0cm 箱 /8包 ×100 张

M7213 41611  X70 全能型擦拭布 蓝色 31.8×34.0cm 箱 /1卷 ×870 张

M7206 94176  X80 超能型擦拭布 白色 31.5×42.5cm 箱 /150张

M7232 94173A  X80 超能型擦拭布 白色 31.0×34.5cm 箱 /1卷 ×540 张

M7222 05310 大卷工业擦拭纸纸架 蓝色 - 箱 /1件

通用工业擦拭布

应用范围：

 ●X60/70 全能型擦拭布：生产线设备的维护保养；使用者自身的清洁；工作
间场所的维护清洁；零部件以及其设备上油污的清除

 ●X80 超能型擦拭布：高污染的设备和零件擦拭；配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
普通擦拭维护工作；擦拭金属碎屑；粗糙表面的清洁；食品生产加工

 ●擦拭后不易留毛尘

 ●HYDROKNIT* 专利技术材料

 ●具有很高的抗撕裂耐磨强度

 ●卓越吸水、吸油性能

 ●手感柔软且可限次重复洗涤使用

 ●高效的去污清洁功能

 ●M7222适用于所有 Kimberly卷装擦拭纸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0472 83030 L30 工业擦拭纸 黄色 24.0×40.0cm 箱 /2卷 ×420 张
D0473 83032 L30 工业擦拭纸 黄色 27.0×27.5cm 箱 /24包 ×60 张
D6431 82020 L20 工业擦拭纸 黄色 24.0×40.0cm 箱 /2卷 ×550 张
D6432 82022 L20 工业擦拭纸 黄色 27.0×27.5cm 箱 /24包 ×60 张
D6430 28049 L10 中央抽取式擦拭纸 白色 18.0×38.0cm 箱 /6卷 ×789 张

工业擦拭纸

 ●高效的吸水、吸油性能

 ●适当的擦拭强度

 ●擦拭后不易留毛尘

 ●大卷式、折叠式两种包装

 ●生产过程中通过 HACCP 认证

 ●789 张 /卷超大容量，帮您省心

 ●一次性使用，卫生安全

 ●100% 原生木浆制成

应用范围：

 ●L30/L20 工业擦拭纸：零件和工具清洁；机械设备的擦拭和维护；传输带
和滚轮的清洁；普通油污垢的擦拭；油压装置液体渗漏的清洁和擦拭；实
验室器皿及台面清洁

 ●L10 中央抽取式擦拭纸：食品加工；生物制药；餐饮后厨

泄漏专用吸附物料存储柜（空）

 ●主件由冷轧钢制成

 ●全焊接门和钢铰链 

 ●弹簧门闩，保证门在紧急需要的情
况下开闭顺畅

 ●(2 个 ) 隔板可调 

 ●全长有机玻璃门，方便看到的储物 

 ●后背部有安装孔，可以壁挂墙上 

 ●黄色喷粉涂层

型号 描述 总尺寸 宽 x 深 x 高 每箱包装数 颜色 单位

F2347 泄漏专用吸附物料储柜 ( 空 ) 505×362×832mm   1 黄色 个

泄漏控制柜

 ●由 1.9mm厚的重型钢版
全焊而成

 ●镀铬把手三点联动锁，锁
杆直径 7.9mm

 ●全焊接钢饺链增加了门的
强度

 ●门可以开 180 度，方便存
取物品

 ●每层可调搁板承重 136 公
斤，固定搁板承重 408 公
斤（所有为均匀受压）

型号 描述 总尺寸 宽 × 深 × 高 单位

F2348 泄漏控制柜 914×610×1981mm 个

 ●可调层搁板靠在垂直的百叶窗上，可调间距为 102mm（不需要工具）

 ●吊架杆存放制服夹克等 ...

 ●耐用黄色喷粉表面处理

/ 泄漏控制柜 / 拭擦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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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0471 05701 工业擦拭布 白色 31.8×33.0cm 箱 /18包 ×56 张
M7212 05007 工业擦拭布 白色 31.8×34.0cm 箱 /1卷 ×750 张

工业擦拭布

 ●先进的 DRC 技术，高效的吸水、吸油性能  布般柔软质感  干湿强度高，
不易破损  擦拭后不易留毛尘

 ●应用范围：零件和工具清洁；机械设备的擦拭和维护；液体溅液和泄露的
吸收；日常工业领域维修和清洁；使用者自身清洁

彩色清洁擦拭布

 ●超强的 5 倍自身重量吸收能力

 ●开放式网孔设计、清洁颗粒、碎屑轻而易举

 ●易于冲洗，快速干燥

 ●4 种颜色使用在不同场合，避免交叉污染

 ●应用范围：食品制造过程；食物准备工作；健康护理；客户服务区（如超市）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36
94164

强韧型彩色清洁擦拭布
绿色

60.0×40.0cm 箱 /12包 ×20 片
94153 蓝色

D6437

94143

标准型彩色清洁擦拭布

红色

60.0×30.0cm 箱 /12包 ×20 片
94144 黄色
94147 绿色
94151 蓝色

抗菌型超细纤维擦拭布

 ●超强吸附尘埃和液体，确保快速有效
的清洁

 ●无需使用化学洗涤剂、降低年度清洁
费用

 ●可吸收 8 倍于自身重量的液体，提高
清洁效率

 ●可以重复洗涤 300 次，有效控制成本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38

83610

超细纤维擦拭布

黄色

400×400mm 箱 /4包 ×6 块
83620 蓝色
83630 绿色
83980 红色

/ 拭擦用品 /

M7212 D0471

精密擦拭系列

台面保护垫：

 ●快速吸收泼溅液体，不影响操作

 ●抵御化学品渗透，全面保护台面

 ●背面防滑设计，便于固定

 ●表面平整，确保器皿稳定摆放

 ●应用范围：各类实验室、实验台、工作台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44 62011 KIMTECH SCIENCE*KIMWIPES* S-200 低尘擦拭纸 白色 12.0×21.5cm 箱 /72盒 ×200 张
M7200 34155 KIMTECH SCIENCE*KIMWIPES* 低尘擦拭纸（小号单层） 白色 11.0×21.0cm 盒 /280张
D6443 34256 KIMTECH SCIENCE*KIMWIPES* 低尘擦拭纸（大号单层） 白色 37.0×42.0cm 箱 /15盒 ×140 张
A2600 34705 KIMTECH SCIENCE*KIMWIPES* 低尘擦拭纸（大号双层） 白色 30.0×30.0cm 盒 /119张
D6446 75460 KIMTECH SCIENCE* 台面保护垫（片式） 白 /绿 45.7×49.5cm 箱 /8盒 ×50 张

应用范围：

 ●M7200/D6443/A2600：科学、分析等精密仪器的擦
拭清洁；配合溶剂进行产品表面清洁；精密元器
件的擦拭；印刷设备的清洁；特殊部件的包装；
航空航天器设备清洁

 ●D6444：精密电子零部件生产；实验室；光学产品
制造

低尘擦拭纸：

 ●超低粉尘，节省大量擦拭时间

 ●纸张细腻，不会刮花被拭物表面

 ●LINTGUARD® 防静电薄膜；有效防止静
电和粉尘产生

 ●良好的干湿强度，不易破损

 ●100% 原生木浆，高效吸水

 ●四种不同颜色可供选择，确保不同擦拭任务独立进行，从而降低交叉污染

 ●光滑质地的绿色擦拭布专供玻璃和镜面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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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尘擦拭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M7239 33330 W4 无尘擦拭布 白色 30.5×30.5cm 盒 /100张
D6447 06179 W5 无尘擦拭布 白色 22.9×22.9cm 箱 /5盒 ×100 张

W4 无尘擦拭布：

 ●符合 ISO Class 4(10 级 ) 无尘室的使用要求

 ●切边平直、干净，超低发尘率和离子析出率

 ●表面柔软，吸水力强，具有抗酸碱溶剂性能

 ●防静电包装，符合 ELAS （美国电子工业协
会标准）541 要求

 ●符合美国 USDA 对食品加工过程的要求，可
直接接触食品

 ●特有的 Meltblown材料，不使用粘合剂；牢
固且具有很强的湿强性

W5 无尘擦拭布：

 ●符合 ISO Class 5(100 级 ) 无尘室的使用要
求

 ●表面柔软，不刮伤被拭物，无尘、不掉毛

 ●强吸水性和吸水容量，可配合溶剂使用

 ●复合包装，防静电

M7239

/ 拭擦用品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张尺寸 单位
A2601 94165-00 强力高效擦拭布 35×25cm 箱/300张
D0470 94166-00 强力高效擦拭布 34×23cm 箱/2卷×500张

强力高效擦拭布

 ● 高吸收性能，擦拭效果专业，去污力强

 ●干湿强度高，牢固耐用

 ●不退色，不含硅树脂，保证工艺安全

 ●极低掉屑率，满足客户特殊工艺需求

 ●擦拭后不易留尘，保证产品不受污染

 ●卫生安全，不含有害重金属或致病病菌

航空级工业擦拭布

航空级高耐磨擦拭布：

 ●目前市面上最耐磨的工业擦拭布

 ●与大多数航空业使用溶剂兼容，包括丁酮、甲
基丙基甲酮、三氯乙烯、丙酮、异丙醇

 ●低掉屑率，无硅配方

 ●与D6459/D6467预浸润系统配合使用

应用范围：

 ●表面预处理的预清洗、脱漆、溶剂或清水冲洗

 ●密封中的预清洁、涂密封胶

 ●维修中的溶剂擦拭

 ●飞机垂直尾翼，以及铆接等粗糙表面最佳选择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空桶：

 ●客户仅需注入溶剂。大容量储存，容器盖子通过旋转密封，含密封垫片

 ●更加可控的溶剂分配系统 ( 将定量的溶剂注入封闭容器、整片擦拭布即可充
分吸收溶剂 )

 ●彩色识别标签；擦拭产品及试剂储存在同一包装中，更易携带

 ●更坚固及耐化学腐蚀性的材质，使得本产品可以反复使用

航空级表面处理擦拭布：

 ●低掉屑率和溶剂析出率，极好的吸收性能与大
多数航空业使用的溶剂兼容，包括丁酮、甲基
丙基甲酮、三氯乙烯、丙酮、异丙醇

 ●无硅配方；不含胶水；抗静电

 ●D6452/D6453：性价比最高的关键任务擦拭布；
提供折叠式和抽取式两种包装

 ●D6456：掉屑率最低的擦拭布；最佳的防析出性
能；质地柔软强韧

应用范围：

 ●表面处理和维修中的无尘擦干和最终擦拭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52 28643 航空级表面处理擦拭布 白色 31.5×30.5cm 箱 /4盒 ×200 张

D6453 28644 航空级表面处理擦拭布 白色 30.0×30.4cm 箱 /10盒 ×60 张

D6456 28647 航空级表面处理擦拭布 白色 30.5×58.4cm 箱 /8盒 ×50 张

D6457 28648 KIMTECH A2 航空级高耐磨擦拭布 白色 30.5×31.8cm 箱 /6卷 ×60 片

D6450 28641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 白色 31.0×34.5cm 箱 /1卷 ×900 张
D6451 28642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 白色 31.0×34.5cm 箱 /1卷 ×540 张
D6454 28645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 白色 30.5×31.8cm 箱 /6卷 ×60 片
D6455 28646 KIMTECH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空桶 蓝色 - 箱 /1个

航空级清洁擦拭布：

 ●能取代工厂中碎布的擦拭产品。满足空中客车公
司 AMS3819C 和波音公司 BMS15-5F 的要求

 ●与大多数航空业使用溶剂兼容，包括丁酮、甲基
丙基甲酮、三氯乙烯、丙酮、异丙醇

 ●节省成本、减少废弃物、减少交叉污染

 ●低掉屑率；抗静电；无硅配方，不含胶水和粘合
剂

 ●D6450：总体使用成本比传统擦拭布更低；高容
量大卷式设计，与现有纸架分配器配合使用

 ●D6451：极高的强度和高耐磨性能；吸收性能好；
大卷式设计，与现有纸架分配器配合使用

 ●D6454：专与 D6459/D6467预浸润系统配套使用

应用范围：

 ●表面预处理中的用溶剂擦拭、清除溶剂

 ●表面处理中的用溶剂擦拭、有效地去除脱漆后的
碎屑、清除溶剂；维修中的用溶剂擦拭

 ●密封中的用溶剂擦拭、多余的密封剂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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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40 7775 预浸润清洁擦拭布（桶装式） 白色 27.0×27.0cm 箱 /6桶 ×90 张

预浸润清洁擦拭布 浸润型清洁擦拭布

 ●桶装，内有干的擦拭布；自行加入不同的溶剂，抽出即为湿的擦拭布

 ●全密封，防溶剂飞溅、泄漏或蒸发

 ●桶身可反复使用，环保，避免浪费

 ●应用范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印刷业；石油化工；金属加工及制造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59 06411 浸润型清洁擦拭布 白色 30.5×31.8cm 箱 /6卷 ×90 片 ( 含空桶 1 个 )
D6467 77321 清洁擦拭布空桶 白色 个

 ●含丙二醇及润肤保湿成分，轻松去除油污、油脂和污垢，无需另外使用油
污清洁剂和水

 ●聚丙烯混喷工艺面料，配合先进的溶剂，提供非常好的清洁能力

 ●应用范围：金属加工及制造；设备维护与保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能源
及电力设备制造

强力吸油擦拭布

 ●由高科技材料 Meltblown Polypropylene制成 , 并含有表面活性剂，可迅速
吸收自身重量 8 倍的油污

 ●材质牢固并具有很强的湿强性；可适用于油污、水及各种溶剂的擦拭

 ●可配合溶剂使用；擦拭后不留毛尘；可在清水中洗净后重复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M7235 42921 强力吸油擦拭布（抽取式） 蓝色 43.0×35.0cm 箱 /150张
M7236 33560 强力吸油擦拭布（折叠式） 蓝色 30.4×36.5cm 包 /66张
M7237 33241 强力吸油擦拭布（大卷式） 蓝色 24.3×34.0cm 卷 /717张

应用范围：

 ●生产环境中重油污擦拭

 ●配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

 ●各种油墨渗漏的清除

 ●使用者自身的清洁

 ●丝印网版的清洁

强力吸油棉

 ●高科技材料 HOMO POLYPROPYLENE 制成

 ●吸油量：D6460/D6461：可达自重的 12 倍

         D6462/D6463 ：可达自重的 10 倍

 ●吸收速度快；只吸油不吸水；可重复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6460 42880 强力吸油棉（片状） 白色 40.0×50.0cm 箱 /100张
D6461 42433 强力吸油棉（卷状） 白色 40.0×50.0cm 箱 /1卷
D6462 94200 吸油棉（片状） 白色 40.0×50.0cm 箱 /100张
D6463 94202 吸油棉（条状） 白色 7.62cm×1.2m 箱 /12条

应用范围：

 ●控制并吸收各类油污渗漏

 ●吸收并清理水面上的油污

 ●成品油渍的控制

 ●清理大面积泄露油污

/ 拭擦用品 /

表面处理擦拭系列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颜色 单张尺寸 单位
D0469 75800 表面处理擦拭布 白色 30.4×30.4cm 箱 /4盒 ×200 张
M7208 75850 专用粘尘布 白色 40.6×22.8cm 包 /30张
M7210 75890 超细纤维擦拭布 蓝色 40.0×40.0cm 箱 /25张
D6458 06151 关键任务擦拭布 白色 30.5×58.4cm 箱 /8盒 ×50 张
D6448 76421 专用除胶布 白色 50.0×40.0cm 箱 /500张

超细纤维擦拭布：

 ●结合高效的吸收、清洁、抛光于一体的多
功能擦拭布，可干湿两用

 ●低掉尘率降低了操作污染的危险

 ●可高效清除被拭表面的各种颗粒杂质

 ●可机洗多达 300 次，为您控制成本

 ●符合空客 AMS3819 使用材料规范

关键任务擦拭布：

 ●长纤维结构，超低毛尘

 ●低离子析出水平，不含任何粘合剂

 ●不含硅，适合各种表面预处理

 ●耐化学溶剂性，可配合工业生产常见的清洁
溶剂使用

 ●航 空 制 造 权 威 认 证：BMS15-5F 及
AMS3819C

专用粘尘布：

 ●粘性适当，保证工艺要求

 ●高效清除各种污物及灰尘

 ●强韧柔软的材质可确保从紧凑的空间中去除
颗粒物质

 ●符合空客 AMS3819 使用材料规范

专用除胶布：

 ●网孔装结构帮助去除多余的密封胶

 ●轻巧柔韧，确保可从紧凑的空间中去
除多余的密封胶

表面处理擦拭布：

 ●高效的吸引能力，适用于上漆、面涂、密
封或胶粘工序前的表面处理，效果完美

 ●低掉尘率，降低了操作污染的危险

 ●可配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

 ●符合空客 AMS3819、波音 BMS15-5F 使
用材料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