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WR China |  服务热线：400-821-8006  |  邮箱：info_china@cn.vwr.com  |  http://cn.vwr.com

KIMTECH PURE* G3 灭菌手套12”

灭菌丁腈或乳胶手套，特制双包装

产品特点

• 无菌穿戴，建议用于 ISO 3 级或以上的洁净室环境

• 由丁腈或者天然乳胶制造

• 手掌和指尖麻面

• 低蛋白质和内毒素含量

• 长度 12” / 30.5 cm，特制双包装

• 通过 AQL1.5 检验标准

货号 描述 包装

G3 灭菌丁腈手套

HC61160 丁腈材质，尺寸6.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65 丁腈材质，尺寸6.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70 丁腈材质，尺寸7.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75 丁腈材质，尺寸7.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80 丁腈材质，尺寸8.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85 丁腈材质，尺寸8.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90 丁腈材质，尺寸9.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HC61110 丁腈材质，尺寸10.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白色 200 双/箱

G3 灭菌乳胶手套

HC1360S 乳胶材质，尺寸6.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65S 乳胶材质，尺寸6.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70S 乳胶材质，尺寸7.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75S 乳胶材质，尺寸7.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80S 乳胶材质，尺寸8.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85S 乳胶材质，尺寸8.5，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90S 乳胶材质，尺寸9.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HC1310S 乳胶材质，尺寸10.0，G3洁净等级，分左右手，天然色 200 双/箱

金佰利专业产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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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TECH SCIENCE* 丁腈薄型手套

最佳防护，不含乳胶

产品特点

• 丁腈材质，不含乳胶

• 长度有 9.5’’ / 24.1 cm 和 12’’ / 30.5 cm 可选，双手通用

• 珠状腕口

• 具有防静电性能

• 具有极佳的舒适度

• 通过 AQL1.5 检验标准

货号 描述 包装

紫丁腈检验手套 9.5"

55080 长9.5"，超小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5081 长9.5"，小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5082 长9.5"，中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5083 长9.5"，大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5084 长9.5"，超大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90 只/盒，900 只/箱

紫丁腈-XTRA®检验手套 12"

55090 长12"，超小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50 只/盒，500 只/箱

97611 长12"，小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50 只/盒，500 只/箱

97612 长12"，中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50 只/盒，500 只/箱

97613 长12"，大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50 只/盒，500 只/箱

50604 长12"，超大号，厚6mil，指尖麻面，紫色 50 只/盒，500 只/箱

蓝丁腈检验手套 9.5"

CN110 长9.5"，超小号，厚6mil，平滑麻面，蓝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CN220 长9.5"，小号，厚6mil，平滑麻面，蓝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CN330 长9.5"，中号，厚6mil，平滑麻面，蓝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CN440 长9.5"，大号，厚6mil，平滑麻面，蓝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CN550 长9.5"，超大号，厚6mil，平滑麻面，蓝色 90 只/盒，900 只/箱

STERLING®丁腈检验手套 9.5"

50705 长9.5"，超小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200 只/盒，2000 只/箱

50706 长9.5"，小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200 只/盒，2000 只/箱

50707 长9.5"，中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200 只/盒，2000 只/箱

50708 长9.5"，大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200 只/盒，2000 只/箱

50709 长9.5"，超大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70 只/盒，1700 只/箱

STERLING®丁腈-XTRA®检验手套 12"

53137 长12"，超小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3138 长12"，小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3139 长12"，中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3140 长12"，大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53141 长12"，超大号，厚3.5mil，指尖麻面，灰色 100 只/盒，1000 只/箱

LAVENDER®丁腈检验手套 9.5"

52816 长9.5"，超小号，厚3mil，指尖麻面，淡紫色 250 只/盒，2500 只/箱

52817 长9.5"，小号，厚3mil，指尖麻面，淡紫色 250 只/盒，2500 只/箱

52818 长9.5"，中号，厚3mil，指尖麻面，淡紫色 250 只/盒，2500 只/箱

52819 长9.5"，大号，厚3mil，指尖麻面，淡紫色 250 只/盒，2500 只/箱

52820 长9.5"，超大号，厚3mil，指尖麻面，淡紫色 230 只/盒，2300 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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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ENGUARD* G10 薄型灰色丁腈手套

专为对灵敏度有至高要求的任务设计，极高的灵敏度和舒适度，具乳胶般舒适触感

产品特点

• 长度 240 mm，一次性使用

• 3.5 mil 超薄厚度，舒适灵敏

• 指尖麻面工艺，防滑且不留指印

• 抗张强度 28 MPa，强度优于一般丁腈手套，耐用不易破

• 不含乳胶，不易过敏

• 应用范围：零件操作、电子装配、光学仪器、精密装配、食品加工、实验室

• 通过 FDA 食品加工安全认证

• 产品证书：符合 FDA 标准声明书、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检测报告、耐油性检测报告

•  AQL = 4.0 严格质量控制体系，安全可靠

货号 描述 包装

97821 灰色，小号，产地泰国 150 只/盒，10 盒/箱

97822 灰色，中号，产地泰国 150 只/盒，10 盒/箱

97823 灰色，大号，产地泰国 150 只/盒，10 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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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enGuard® EP 防护服

透气舒适，优质防护

产品特点

• 卓越的微粒及液体阻隔性能，A40 比 A30 具有更强物理特性，以及更优异的防水性

能和离子隔离性能

• 透气，穿着舒适

• 耐用不易破损

• 符合 NFPA99 防静电标准

• A30 应用于微粒污染防护、食品加工、生物制药、油漆/ 喷漆、一般维护/ 制造

业；A40 应用于油污场所作业、油漆喷漆作业、玻璃纤维制造、溶剂等液体处理、槽罐清

洁、一般制造业

• A30 产品证书：SGS 表面电阻检测报告；A40 产品证书：EN1149-1 抗静电认

证、EN1073-2 防辐射认证

货号 描述 包装

A30 透气型溅液和微粒阻隔防护服

0922-00 A30，中号，适合身高160～172cm，白色，产地中国 5 件/包，5 包/箱

0923-00 A30，大号，适合身高168～180cm，白色，产地中国 5 件/包，5 包/箱

0924-00 A30，加大号，适合身高176～188cm，白色，产地中国 5 件/包，5 包/箱

A40 液体和微粒隔离防护服

99792 A40，大号，适合身高168～180cm，白色，产地中国 1 件/包，25 包/箱

99791 A40，中号，适合身高160～172cm，白色，产地中国 1 件/包，25 包/箱

99793 A40，加大号，适合身高176～188cm，白色，产地中国 1 件/包，25 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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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面保护垫

提供最体贴的实验室桌面保护，有效吸收并阻隔化学溶剂渗透，防止精密器材翻倒或滑落

产品特点

• 正面聚乙烯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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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卷式和片式两种，卷式产品能让您按照所需尺寸裁剪

• 应用范围：各类实验室、实验台、工作台

• 符合 ASTM F903，能防止常见化学液体穿透

货号 描述 包装

75450 卷式，单张尺寸48.3cm*76.25cm，正面白色，背面绿色，产地美国 2 卷/箱

75460 片式，单张尺寸45.7cm*49.5cm，正面白色，背面绿色，产地美国 50 片/包，8 包/箱

 库 存

KIMWIPES* 低尘擦拭纸

实验室器械、特殊零部件、精密仪器等精密擦拭工序的标准配备，世界公认的精密擦拭领域领导品牌

产品特点

• 100% 原生木浆配以特殊加工工艺，质地纯净，高效吸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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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种规格可选：小号单层、大号单层、大号双层，满足不同使用需要，S-200 为优质新产品

• 应用范围：科学、分析等精密仪器元件的擦拭清洁，配合溶剂进行产品表面清洁，印刷设

备的清洁，

• 特殊部件的包装; 航空航天器设备清洁，S-200 可应用于精密电子零部件、光学产品制

造、实验室

货号 描述 包装

34155 白色，小号单层，单张尺寸11.0cm*21.0cm，产地美国 280 张/盒*60 盒/箱

34256 白色，大号单层，单张尺寸37.0cm*42.0cm，产地美国 140 张/盒*15 盒/箱

34705 白色，大号双层，单张尺寸30.0cm*30.0cm，产地美国 119 张/盒*15 盒/箱

62011 S-200，白色，单张尺寸12.0cm*21.5cm，产地日本 200 张/盒*72 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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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PALL* 工业擦拭纸

轻松拭净，超强吸收

产品特点

• 高效的吸水、吸油能力

• 湿强性佳，不易破损

• 适合低强度擦拭，擦拭后不留毛尘

• 根据不同技术和吸水性能可分不同类型：L10、L20、L30 和 L40，L10 比 L20、L30 具有强吸水性

和吸收速率，L40 利用 DRC（双重皱褶）技术，提高吸水速度和强度的同时，具有更柔软外层

• 提供大卷式、折叠式两种包装，另外 L10 具有中央抽取式独特设计，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货号 描述 包装

L10 中央抽取式擦拭纸

28049 中央抽取大卷式，单张尺寸18.0cm*38.0cm，白色，产地马来西亚 789 张/卷*6 卷/箱

L20 工业擦拭纸

82020 双层，大卷式，单张尺寸24.0cm*40.0cm，黄色，产地中国 550 张/卷*2 卷/箱

82022 双层，折叠式，单张尺寸27.0cm*27.5cm，黄色，产地中国 60 张/包*24 包/箱

L30 工业擦拭纸

83030 三层，大卷式，单张尺寸24.0cm*40.0cm，黄色，产地中国 420 张/卷*2 卷/箱

83032 三层，折叠式，单张尺寸27.0cm*27.5cm，黄色，产地中国 60 张/包*24 包/箱

L40 工业擦拭纸

05007 大卷式，单张尺寸31.8cm*34.0cm，白色，产地美国 750 张/卷*1 卷/箱

05701 折叠式，单张尺寸36.6cm*31.8cm，白色，产地美国 56 张/包*18 包/箱

金佰利大卷工业擦拭纸纸架

05310 可与WYPALL*L或X系列擦拭用品配套使用，蓝色 1只/箱

 库 存

KIMTEX 强力吸油擦拭布

强力吸油，不留毛尘

产品特点

• 由高科技材料 MELTBLOWN POLYPROPYLENCE 制成，并含有表面活性剂，可迅速吸

收自身重量 8 倍的油污

• 适用于油污、水及各种溶剂的擦拭

• 擦拭后不留毛尘

• 可在清水中洗净后重复使用

• 材质牢固并具有很强的湿强性

• 可配合溶剂使用

• 分三种规格：大卷式，抽取式，折叠式

• 应用范围：生产环境中重油污的擦拭、配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机床和大型设备的维

护和保养、各种油墨渗漏的清除、使用者自身的清洁、丝印网版的清洁

• 产品证书：SGS 镉含量检测报告、SGS 氟硫氯含量检测报告

货号 描述 包装

42921 抽取式，单张尺寸3.0cm*35.0cm，蓝色，产地韩国 150 张/箱

33560 折叠式，单张尺寸30.4cm*36.5cm，蓝色，产地美国 66 张/包*8 包/箱

33241 大卷式，单张尺寸24.3cm*34.0cm，蓝色，产地美国 717 张/卷*24 卷/箱 库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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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型擦拭布

金佰利特有 HYDROKNIT* 专利技术制成，手感柔软，可重复使用，超强吸收力，擦拭性能极佳

产品特点

• HYDROKNIT* 专利技术材料

• 卓越吸水、吸油性能

• 高效的去污清洁功能

• 适合中高强度擦拭，擦拭后不易留毛尘

• 具有很高的抗撕裂耐磨强度

• 手感柔软且可重复洗涤使用

• 根据吸水性、湿强度、抗侵溶蚀性从低到高可分为 3 种类型：X60、X70、X80，其中 

X80 比 X60 \ X70 适合更高强度的擦拭和更多次重复洗涤使用

• 应用范围：

  － X60\X70 应用于生产线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间场所的维护清洁、使用者自身的

清洁、零部件以及其设备上油污的清除；

  － X80 应用于高污染的设备和零件擦拭、擦拭金属碎屑、配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粗糙

表面的清洁、普通擦拭维护工作、食品生产加工。

• 产品证书：生产工厂通过 HACCP 认证，产品在严格的质量体系管理下生产，确保其生

物性、物理性或化学性危害控制在最低水平

货号 描述 包装

X60 全能型擦拭布

90161 X60，抽取式，单张尺寸31.5cm*42.5cm，白色，产地泰国 200 张/箱

93495A X60，大卷式，单张尺寸31.0cm*34.5cm，白色，产地泰国 900 张/卷*1 卷/箱

90196 X60，小卷式，单张尺寸24.5cm*42.0cm，白色，产地泰国 110 张/卷*6 卷/箱

94224 X60，折叠式，单张尺寸28.0cm*35.0cm，白色，产地泰国 100 张/包*8 包/箱

X70 全能型擦拭布

41412 X70，抽取式，单张尺寸42.7cm*23.1cm，白色，产地泰国 100 张/盒*10 盒/箱

41611 X70，抽取式，单张尺寸31.8cm*34.0cm，白色，产地泰国 870 张/卷*1卷/箱

X80 全能型擦拭布

94176 X80，抽取式，单张尺寸31.5cm*42.5cm，白色，产地泰国 150 张/箱

94173A X80，大卷式，单张尺寸31.0cm*34.5cm，白色，产地泰国 540 张/卷*1卷/箱

金佰利大卷工业擦拭纸纸架

05310 可与WYPALL*L或X系列擦拭用品配套使用，蓝色 1只/箱

 库 存



WYPALL* 全能擦拭布

金佰利特有 HYDROKNIT* 专利技术制成，手感柔软，可重复使用，超强吸收力，擦拭性能极佳

产品特点

• HYDROKNIT* 专利技术材料

• 卓越吸水、吸油性能

• 高效的去污清洁功能

• 适合中高强度擦拭，擦拭后不易留毛尘

• 具有很高的抗撕裂耐磨强度

• 手感柔软且可重复洗涤使用

• 应用范围：生产线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间场所的维护清洁、使用者自身的清洁、零部

件以及其设备上油污的清除

• 产品证书：生产工厂通过 HACCP 认证，产品在严格的质量体系管理下生产，确保其生

物性、物理性或化学性危害控制在最低水平

货号 描述 包装

X70 全能型擦拭布

41412 X70，抽取式，单张尺寸42.7cm*23.1cm，蓝色，产地美国 100 张/盒*10 盒/箱

41611 X70，抽取式，单张尺寸31.8cm*34.0cm，蓝色，产地美国 870 张/卷*1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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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VWR产品,服务和支持,

请访问 cn.vwr.com

服务热线: 400-82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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