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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全球分销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和中东设有 
生产和办事处，并拥有分销商网络。

关于
HUGHES

50 多年的卓越制造
JD Hughes Fabrications 成立于 1950 年，当时，该
公司从事石化行业建造管道，后来一场不幸的事故促
使该公司开始开发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装置，早在
当前的 HSE/COSHH 要求之前。这些产品很快就供
不应求，因此公司于 1968 年开始专门制造应急冲淋
器和洗眼/洗脸装置。目前，Hughes 已成为 Justrite 
Safety Group 旗下的国际市场领导者，在世界各地都
设有办事处和客户。

应急安全冲淋器 洗眼/洗脸设备 去污设备

我们专注于……

• 定制化解决方案项目管理团队

• 工程和 CAD 团队

• 专属服务及支持团队

• 智能监控

• 现场评估

• 员工团队

附加服务……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
解决方案 

例如：

ISO 认证
•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 ISO 45001:2018 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 水务

• 石油和天然气

• 海洋

• 制药

• 制造 

• 农业

• 军事

• 应急服务

• EN15154

• ANSI Z358.1-2014

• DVGW 认证

欧洲和国际标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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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从事什么行业，员工安全都是 
首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的切入点。
我们的应急安全冲淋器、洗眼/洗脸装置和去污设备为您
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地保护您免受严重伤害， 
并确保您符合重要的安全标准，让您高枕无忧。

这些优质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海洋、制造业和
农业等行业。它们是现场发生（有害物质）意外飞溅或溢
出的第一道防线。使用这些设备，您可以快速洗掉潜在的
危险物质。否则，您可能会面临重伤、永久性残疾，甚至
死亡的风险。

Hughes 如何帮助我？ 
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揽子计划处理所有事情，令您安心
无虞。这包括为各种环境（从沙漠到北极）制造、安装和维
修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

为了全面评估您的需求，Hughes 的专家可以进行免费的现
场调查，并为您的现场推荐合适的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
设备。如有必要，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满足您的
任何独特要求。（关于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 页。）

您还可以与我们签订 Essential 或 EssentialPlus 服务 
合同，有助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确保其安全运行。 
这保证了高技能工程师的定期检查，他们可以发现潜在的 
问题，防止严重的故障。

Hughes 的出租服务还允许您在短期合同和年度维护停工 
期间，或在无法购买设备时，保护您的员工。  

为什么我需要安全冲淋器或洗眼/
洗脸装置？  

认真对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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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Hughes？ 
在 50 多年的经营中，Hughes 始终享有一流的声
誉，以创新的工程设计、优质的产品以及严格遵守
欧洲和国际标准而闻名。 

我们公司发端于现场安全的创新，并始终走在该领
域的前沿。50 年来，我们所积累的丰富且值得信
赖的知识和技术专长是您独一无二的福利。这使我
们能够充分了解您的独特要求并创建完全满足您需
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优质是我们一贯秉承的宗旨，我们的所有流程都 
符合 ISO 标准，并且在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中都有
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组件制造商。 

这意味着当您从我司购买产品时，我们将确保产品
的可靠坚固、100% 适用、安全合规且经久耐用。 

依托于我司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和中东的
办事处，以及全球授权经销商网络，您的安全将由
我们保障。

50 年值得信赖的知识
和技术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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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rite Safety Group 简介
Hughes Safety Showers 是 Justrite Safety Group 的投资组合公司。Justrite Safety Group 
是一个不断壮大的领先级工业安全公司集团。我们共同保护工人、工作场所和环境，提供全
面的工业安全解决方案，从危险材料的储存、遏制和清理到运动安全、应急冲淋器和洗眼/
洗脸设备、标志、标签和商标，一应俱全。

Justrite Safety Group 的所有投资组合
公司都因深厚的安全知识、长期的经验
以及对保护人员、财产和地球的承诺而
团结在一起。



77

提供无缝体验
您了解和信任的所有 Hughes Safety Showers 产品
将继续在 Hughes 旗下提供。Hughes 将维持其当前
位置、能力、人员和产品。Hughes Safety Showers 
现在是 Justrite Safety Group 的一部分，该集团提供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安全产品组合。

充满信心地工作
在 Justrite Safety Group，一切从安全开始。我们
与客户合作，从而更好地了解、预测和系统地解决 
您每天面临的安全挑战。我们的专家将调查您的整 
个运营过程，确定如何让您遵守法规并让您始终坚 
持下去。我们的使命是识别工作场所的漏洞并指导 
客户创建安全生态系统，这样您的团队就可以充满 
信心地工作。

工人和工作场所安全
• 线缆管理

• 应急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

• 危险储存

• 工业垫

• 运动安全

• 安全标识产品

环境保护
• 气溶胶回收

• 接地保护

• 物料搬运

• 二次围阻

• 溢出物的围堵

在 Justrite， 
一切从安全开始。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8

WWW.HUGHES-SAFETY.COM

您了解当地、欧洲和国际标准的建议和要求吗？

Hughes 在我们的合规结构中引领市场，预测未来的需求并
符合所有当前的标准和要求。请参阅第 10-11 页， 
了解更多详情。

您是否查阅了安全数据表 (SDS)，识别化学品和后续危害？ 

这将提供有关在发生事故或与皮肤接触时有关化学品所需的
净化程序的更多详细信息。例如，如果氨与皮肤接触，则必
须用温度在 25–30 °C 之间的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您是否查阅了现场风险评估，确定应急安全冲淋器或洗眼/ 
洗脸设备的具体要求？

现场风险评估将为您提供所需的信息， 
了解所需设备的位置、规格和数量。

是否有关于应急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的现有现场标准
和/或规范？

可能存在一个必须遵守的公司特定标准。

谁可能会使用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它们的功能是什么？

员工是否穿戴个人防护设备、气密服或工业工作服？这将确定所需
模型的类型。例如，我们的个人防护设备去污冲淋器可以保护个人
并延长昂贵的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寿命。

在考虑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的位置时，请问自己以下问题：

• 危险区域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 是否设有充分的排水系统收集可能被污染的水？

• 您在危险地点是否铺设可饮用的、可靠的、 
有足够压力的供水系统？

• 冲淋器是否在爆炸区域使用？ 

• 您是否考虑过 ATEX 和 IECEx 等危险场所的电气要求？

在购买安全冲淋器或洗眼/洗脸装置时，
我需要考虑什么？

在为您的场所选择合适的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设备时，您需要考虑许多重要因素。 
查看这些关键问题，帮助您入门： 

依赖于在该领域所积累的半个世纪的专业知识， 
我们可以指导您完成采购流程。 
联系 Hughes 团队，详细讨论您的需求。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sales@hughes-safety.com 

认真对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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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所有产品都分为几个类别，并附有可下载的数据
表，其中包含技术信息和总布置图以及安装和维护手册。

• 中心
请访问网址：www.hughes-safety.com/hub，查看我们为
各行各业的客户完成的一些出色工作的案例研究。您还
可以找到使我们保持在我们领域最前沿的最新发展新闻
等等。

• 在线咨询 
当您需要快速提出问题或真正解决某些问题时，我们的在
线咨询。功能非常有用。在几秒钟内，您就可以联系到我
们的专家，甚至要求报价。

• 关于我们
了解更多关于 Hughes 的历史和我们专业认证的信息，这些 
认证证明了我们对卓越的承诺，以及提供优质合规产品的承诺。

• 建立查询项
浏览网站，并将感兴趣的产品添加到您的查询中。如果需要，
您可以选择一系列可选配件定制您的产品。提交后，Hughes  
代表将发送您的报价或与您联系，讨论您的独特要求。

公司网站
购买或租用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 
设备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为了帮助您，我们的网站 
（网址：www.hughes-safety.com） 
包含了丰富的专家信息和实用性功能。

只需点击几下， 
即可获得重要的专家信息

请访问网址：www.hughes-safety.com，
获取所有这些以及更重要的信息，包括国
际安全标准、我们的出租产品以及我们的
服务、维修和支持能力。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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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标准 EN15154 第 2 部分和第 5 部分以及国际公认的 ANSI Z358. 
1-2014 标准规定了工业洗眼装置和应急安全冲淋器的性能要求。

了解欧洲和国际标准 

水温

• 安全冲淋器供应的水温应在 16–38 °C (60–100 °F) 之间 
 
当温度超过 38 °C (100 °F) 时，烫伤危险会增加， 
而且有害化学物质吸收到皮肤中的机会增加。  
 
长时间接触低于 16 °C (60 °F) 的水会增加热休克或体温
过低的风险，并使伤者无法在 15 分钟内使用冲淋器进行
有效净化。 

这些标准侧重于这些基本安全设备的性能、使用、安装、
测试、维护和培训，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遵守这些
标准，保持合规性被认为是最佳做法。

建议在购买安全冲淋器之前完整查阅标准，在这里我们旨
在提供有关应急安全冲淋器和洗眼装置令人满意运行的主
要要求的总体概述。

如需更深入的标准摘要，请访问：  
www.hughes-safety.com/standards

认真对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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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水流

• 应急安全冲淋器应按要求的喷洒方式，每分钟至少提供 76 升饮用水，
持续时间最少需达 15 分钟。 

• 洗眼/洗脸装置应每分钟提供 12 升的水，最少需达 15 分钟， 
确保彻底去污。

操作运行

• 设备必须易于使用和操作，即使受害者视力受损。 

• 冲淋和洗眼阀的设计必须使冲洗水流保持开启，而无需操作员的 
人手固定操作，并在一秒或更短的时间内从“关闭”变为“开启”。

 
位置

• 应急安全冲淋器应在 10 秒内到达并保持与潜在危险相同的高度。 

• 它们必须位于显眼的位置，清晰可见，光线充足，无任何障碍。

维护 

• 应急设备必须每周进行目视检查并启动，同时每年最少进行一次检修， 
确保符合 EN 和 ANSI 标准。 

• 良好的维修计划是保证可靠和有效的应急设备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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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在工厂或实验室内操作，还是在中东炎热的户外，或欧洲寒冷的冬季气候， 
Hughes 均可提供令您满意的安全冲淋器。 

查看产品组，大致了解它们如何满足您的要求。我们的许多型号适用于危险区域， 
并符合 DVGW 标准。  
 
如需全面探索该系列，请访问 www.hughes-safety.com

适用于所有气候和环境的应急安全
冲淋器和洗眼/洗脸装置

认真对待安全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管道材料选择

镀锌软钢
• 具有成本效益
• 内部和外部涂有一层薄薄的锌以防腐蚀
• 适用于一般、无腐蚀性环境

不锈钢
• 超强耐用性和防锈性
• 非常适合潮湿环境，或存在盐或盐雾的环境

不锈钢粉末喷漆（仅限实验室系列）
• 极其坚固，并提供了最大的耐腐蚀性
• 易于清洁，是实验室环境的理想选择

镀锌软钢 不锈钢 粉末涂层不锈钢

用于制造 Hughes 产品的所有管道都具有您所期望的相同刚度、强度和抗紫外线性。
提供的选择通常更适合某些应用场合和环境。 



储水式安全冲淋器

13

在无法持续供水或水压不可靠的环境中，储水式安全 
冲淋器必不可少。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P-MH-14KS/1500

1500L 应急储水式冲淋器， 
配有 Hughes Zero Power Cooler® 

对于室内使用，或在温暖气候下的室外使用，绝缘型号可确保保持
稳定的水温。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增加冷水机组至关重要，以防
止储水箱内水温达到危险水平，并可能在启动时烫伤人员。 

从一系列冷却器选项中进行选择，保证提供温水。该系列包括 
适用于危险和非危险环境的装置。 

在寒冷气候下，加热和绝缘型号可防止储水箱内的水结冰。

对于严寒气候，极地储水式冲淋器采用双层玻璃纤维绝缘隔间， 
保护用户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 可提供 350 升或 1500 升的高位储水箱 

• 提供超过 15 分钟的温水，保证流量为每分钟 76 升， 
持续 15 分钟，符合并超过 EN 和 ANSI 标准 
（仅限 1500L 型号）

• 快速简单的推柄启动

• 带盖洗眼设备可防止灰尘和碎屑污染

• 可选的外部水位指示器提供储水箱内水位的可见性

• 完全可定制，提供多种可选配件

EXP-J-14KS/350

350L 应急储水式冲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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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电源供电的室内应急安全冲淋器适用于多种应用，
包括专为实验室环境设计的选择。

室内安全冲淋器

STD-SD-32K/45G

安全冲淋间。显示可选 ABS 
揭盖式洗眼器和条纹护屏

EXP-23GS/V

吊顶式安全冲淋器该系列从简单的壁挂式或吊顶式装置（狭小空间的完
美之选）到配备一体式排水槽的隔间冲淋间和配有身
体喷洒和眼部/洗脸装置的独立式冲淋间。

EXP-18G/45G

配备 ABS 揭盖式洗眼器的 
组合式安全冲淋器。 

显示可选脚踏板和标示牌

EXP-18GS

附带可选标示牌
的安全冲淋器

• 符合 EN 和 ANSI 标准

• 管道选择——不锈钢或镀锌软钢。实验室安全冲淋器
采用易于清洁、耐腐蚀的粉末涂层不锈钢制成

• 组合式冲淋器提供揭盖式洗眼器，或敞口式不锈钢或 
ABS 洗眼器

• 安全冲淋间设有一个集成排水槽，可收集受污染的水

• 易于抓握的拉杆，可快速启动冲淋器

• 可选脚踏板，免提洗眼操作

LAB-33GS/34G

带洗眼器的壁挂式 
实验室安全冲淋器

LAB-23GS/V

吊顶式实验室安全冲淋器

提供黄色 ABS 塑料或不锈钢敞口式洗眼器的型号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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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安全冲淋器

专为适应不同气候和地点的环境挑战而设计。适用于冷热 
环境的室外储水式（参见第 11 页）和管路接入式系统选项。

       EXP-MH-14KS/1500-P

1500L 内置式加热极地 
储水式安全冲淋器

        EXP-SD-18GS/85G

自排水安全冲淋器，带不锈钢
敞口式洗眼器。显示有可选标
示牌和脚踏板

• 符合 EN 和 ANSI 标准

• 耐用且抗紫外线的带盖洗眼器，非常适合户外使用

• 附带夹套和预绝缘的安全冲淋器可抵抗各种元素， 
无需电子元件

在极端炎热的条件下，太阳的光照强度可以将安全冲淋器
启动后管道中残留的积水加热到危险水平。通过自动排水
模式，让这些水可自动排出，避免烫伤使用者。

内置式加热或电伴热安全冲淋器可防止管道内的水分别在
低至 -35 °C 和 -20 °C 的温度下冻结。选择壁挂式或坐地
式喷淋式冲淋器或带洗眼器的组合式冲淋器。

STD-MH-15KS/11K

内置式加热安全冲淋器，配有 
ABS 揭盖式洗眼器、身体喷洒

和手持式洗眼杯

        EXP-AH-5G/45G

配备 ABS 揭盖式洗眼器的电伴
热线加热安全冲淋器。显示有 

可选标示牌和脚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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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位置的灵活性和快速响应，任何位置都不能限制
您。移动设备可以作为辅助永久设备的二级安全措施，
如果危险地点随着项目的进展而移动，例如建筑工地的
需求变化，那么移动设备就特别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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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安全冲淋器

STD-TC-100KS/45G

配备一体式热水器的安全 
冲淋器和 ABS 揭盖式洗眼器

当可靠的热水供应不容易获得时，或处于环境温度 
较低的环境时，温控安全冲淋器必不可少。

• 符合 EN 和 ANSI 标准

• 适用于室内或室外使用

• 带盖的前置洗眼器提供每分钟 12 升的水流

• 耐腐蚀不锈钢框架和管道

移动式独立安全冲淋器

非常适合在无稳定供水的危险环境中或当现有的安全冲淋器正在
进行维护时备用使用。

STD-J-40K/45G

114L 移动式独立安全冲淋器， 
配备绝缘夹套和 ABS 揭盖式洗眼器。 
（上图为无夹套：STD-40K/45G）

• 可拆卸的隔热或加热护套可用于保护这些装置 
免受霜冻和太阳辐射的影响

• 也可短期或长期租用

STD-MH-P-1200L

配备 ABS 揭盖式洗眼
器的 1200L 移动式 

独立安全冲淋器 

这些装置旨在保持待机状态，提供超过 15 分钟的 
温水。恒温控制的混合阀确保温度保持水温， 
在 20–25 °C 之间。这些型号具有一体式热水储水箱，
作为温水水源，为当地附近的另一个应急安全冲淋器 
提供水源。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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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提供范围广泛的管路接入式和独立式洗眼产品， 
适用于所有气候和环境。 

洗眼器

无论您需要壁挂式、底座式、桌面式还是台式洗眼器， 
总有一款型号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对于不适合固定安装的位置，便携式装置可实现快速响应，
并可用作二级安全措施，补充管路接入式洗眼/洗脸器。

STD-45G

揭盖式 ABS

STD-75G

ABS 敞口式

STD-85G

不锈钢敞口式

OptiWash®

38 升壁挂式独立洗眼器 
（可提供加热或绝缘夹套）

STD-38G

15 升便携式洗眼、 
洗脸和冲淋装置

• 选择塑料或不锈钢的敞口式，或揭盖式，保护 
喷嘴免受灰尘和碎屑的侵害

• 对于实验室环境，粉末涂层不锈钢型号耐腐蚀且 
易于清洁

• 启动快速且简单，在许多管路接入式型号上可选择
免提操作

EXP-SD-85G/P

自排水底座安装式 
洗眼器，不锈钢敞口式。 

EXP-AH-45GS/P

采用 ABS 揭盖式的 
电伴热线加热底座 
安装式洗眼器

LAB-85GS/P

底座安装式粉末 
涂层不锈钢洗眼器

显示带有可选的免提脚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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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响应情况下，快速部署去污设备是当务之急。 
此类产品适用于急救人员、大规模紧急清洁或培训目的。

便携式去污冲淋器

通过这些特别设计的冲淋器，既能保护脱下
个人防护衣的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又能延长
这一昂贵设备的使用寿命。 

• 可用的型号提供两阶段去污过程， 
结合洗涤剂和软管刷，然后是多喷嘴 
二次冲洗，彻底清洁

• 高速喷嘴，彻底清洁

• 用于户外场所的电伴热线加热和绝缘
型号

PPE 去污冲淋器

DEC-D-29

带多个喷嘴的 PPE 步行式
去污冲淋器

DEC-V-2

附带洗涤剂诱导器和软管刷
的壁挂式 PPE 去污冲淋器

PORTAdec 500

便携式去污喷雾冲淋器

PORTAflex 300/16E

多喷嘴便携式去污冲淋器

PORTAflex Cupola

充气庇护所内的多喷嘴 
便携式去污冲淋器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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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附件和备件

为您的应急安全冲淋器和洗眼器配备可提高安全性、增加功能和便利性的附件。

一些最受欢迎的附件，供您选择：

• 声音/视觉警报为您的员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确保安全 
冲淋器启动不会被忽视。 

• 免提脚踏启动可作为主要操作方法安装，但如果需要， 
仍可手动操作设备。

• ABS 或不锈钢花洒可安装于标准的 Hughes 喷嘴。

• 在去污前必须脱掉衣服的情况下，遮光窗帘可保护 
伤者隐私。

• 高能见度 GRP 屏障提供了一个分界区，有助于防止 
冲淋器前的进入区域受到阻碍，并为伤员提供稳定性。

• 软管卷盘——底座安装或安置在具有可选加热功能的 
高能见度柜内。非常适合在去污后冲洗安全冲淋器周 
围的区域， 
防止化学品泄漏或用作保持区域清洁。

• 恒温混合阀准确控制和保持安全冲淋器或洗眼器的水温。

• 通过在进水口安装一个减压阀，调节供水压力。

更多选择等待您去探索！

请访问网址：www.hughes-safety.com，按产品查看可选
配件，然后您可以将感兴趣的项目添加到您的询价中并 
请求报价。



认真对待安全

感谢我们在各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
为卓越设计和工程而做出的贡献，无论您
的行业或环境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定
制安全冲淋器和洗眼/洗脸产品，满足您的
确切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汇集了丰富的知识和行业经
验。通过创新和与客户合作，我们提供最有效的解决 
方案，无论在项目的任何地方，具有任何需求。

作为 Justrite Safety Group 的一部分，我们拥有广泛的
工业安全产品系列，包括安全柜、安全罐、二次泄漏容
器（泄漏托盘、围堵）和户外化学品仓库。

工程解决方案 – 定制产品，
满足您的确切需求 

WWW.HUGHES-SAF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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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包括 
• 项目规划——依赖于专门的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团队

• 借助 SolidWorks® CAD 软件进行定制工程和设计

• 现场调查和风险评估

• 所有相关标准的第三方认证、检验和测试

• 完整的一揽子计划：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培训、
售后服务和延长保修

欢迎联系我们的工程解决方案团队，讨论您的具体要求。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sales@hughes-safety.com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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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服务供您享受 
这些优秀案例展示了我们如何利用专业知识为重大 
挑战创建定制化解决方案。

地处偏远。缺乏稳定的供水。极端温度从 -40 °C 到 +45 °C。
这些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个超大型油田在寻求应急安全 
冲淋器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该油田以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安全的油田之一而自豪。 
该油田针对安全冲淋器的要求是能够应对其规模和位置所带来
的环境挑战。

我们完全定制的解决方案 

这涉及到创建和提供几种不同类型的装置， 
适应场地的不同位置。 

• 配备洗眼/洗脸功能的坐地式安全冲淋器， 
采用不锈钢管道，被指定用于有自来水供应的室内使用。

• 针对更偏远的室内设施，不稳定的供水，同样
的型号专门增加了重力供水水箱的设计。

• 对于户外使用，极地应急储水式冲淋器和极地
冲淋间与管式冲淋器满足所有要求。这些带有
双层隔热隔间、推开门和空气加热器的冲淋器
是该地区极端条件下的理想解决方案。

此外，所有安全冲淋器都配备了远程警报器，让在
如此偏远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倍感安心。为满足当地
需求，所有电气设备均符合俄罗斯认证要求，并随
附哈萨克语、英语和俄语标签。

认真对待安全

“超巨型”油田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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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西海岸的一家顶级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炼油厂向 
Hughes 咨询，希望为个人防护设备去污冲淋器提供工程
解决方案。

即使在最安全的炼油厂，过程取样、检查、处理或再充
电等活动也会带来化学风险。这家注重安全的公司希望
安装自动启动的冲淋器，它可以延长冲淋时限，从而在
整个去污过程中提供额外保障。 

我们的定制解决方案 

基于标准型号 DEC-D-29。这种附带多个喷嘴的自排水
步行式去污冲淋器包含一个双装置和一个带有光电传感
器的自动开/关启动。

双装置延长的冲淋时限为客户提供了额外的保证， 
并确保操作员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不会过快通过装置。

光电传感器允许人员进入后立即开始冲淋， 
使装置易于操作。

除了遵守法规和保护人们的健康和安全，PPE 去污冲淋器
还能让昂贵的个人防护设备保持更长时间的良好状态。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为注重安全的炼油厂完善标准



总公司地址：  
Whitefield Rd, Bredbury, 
Stockport SK6 2SS, UK
请致电：+44 (0)161 430 661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hughes-safety.com

关于我们的国际办事处和全球经销商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hughes-safe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