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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阅读！
在调试前，仔细完整阅读所用部件的系统描述和使用说明书。注意安全指
示及危险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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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 air vision 5000 System 使用说明书

请将本使用说明书始终妥善放在产品附近或任何人可随手取得的位置！

呼吸防护系统 [1]
[1-1]
[1-2]
[1-3]
[1-4]
[1-5]
[1-6]
[1-7]

压缩空气供给系统
呼吸防护罩
(SATA air vision 5000)
背带环
空气分配器连接管
承重背带
(SATA air regulator belt)
空气分配器
(SATA air regulator)
带活性炭过滤器
的空气分配器
(SATA air carbon regulator)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4]

连接在空气调节器上的安全
压缩空气软管
喷枪
呼吸加湿器
(SATA air humidifier)
喷枪的压缩空气软管
空气加热器
(SATA air warmer)
最简型号
扩展型号

供气式面罩说明
最简型号 [1-13]
本呼吸防护装置最简型号包括呼吸防护罩 [1-2]、承重背带 [1-5] 和空气分
配器 [1-6] 几个部件。
扩展型号 [1-14]
空气分配器也可带活性炭过滤器使用 [1-7]。扩展型号中带有活性炭过滤
器，可选配空气加热器 [1-12]。可用呼吸加湿器 [1-10] 扩展本呼吸防护装
置。
各个部件彼此相连接，而且通过安全压力空气软管连接至压力空气供应系
统 [1-1]。各部件彼此匹配，且作为呼吸防护系统通过了测试后被发行。

1. 一般信息

SATA air set 为用户提供清洁的呼吸空气，以下称为呼吸防护系统。此
外，本呼吸防护系统还可以保护用户不吸入受污染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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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呼吸防护系统可以由不同的部件组成不同装配等级的不同呼吸防护装
置。
本系统描述内容是针对在呼吸防护装置内对部件的使用。
有关使用、操作、维护、保养、清洗、报警和故障信息以及各个部件的故
障诊断信息，可以在相应的使用说明书中找到。

1.1. 目标群

本系统说明是针对
■■ 从事涂装和喷漆工作的人员
■■ 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内受过培训的喷漆作业人员。

1.2. 事故防范

原则上遵守一般的和国家特定的事故预防条例以及相应的车间和操作安全
说明。本呼吸防护装置的佩戴者应由医护人员检查是否适合佩戴。在德国
特别遵守：“职业协会工作体检原则 G 26：工作和救援中的呼吸防护装置
佩戴者”。此外，应遵守呼吸防护说明 DGUV-Regel 112-190 的相关规定。

1.3. 备件、附件和易损件

必须只能使用 SATA 的原装备件、附件和易损件。非由 SATA 提供的附件
未经过检测和批准。对于因使用非经批准的备件、附件和易损件产生的损
失，SATA 不承担任何责任。

1.4. 质保和责任

SATA 的一般性商务条件，可能还存在的其他协议以及各现行的法规适用
于此。
在以下情况下，SATA 不承担责任
■■ 不遵守系统描述和使用说明书。
■■ 未经培训的人员使用。
■■ 不按规定使用产品。
■■ 未使用个人防护装置。
■■ 未使用原装附件和备件。
■■ 擅自改装或进行技术变更。
■■ 自然磨损/耗损。
■■ 使用时非典型的冲击应力。
■■ 未经许可的安装和拆卸作业。

1.5. 所用指令、法规和标准
指令 89/686/EWG 及其修订版 93/95/EWG、93/68/EWG、94/9/EG
在由雇员在作业中使用个人防护装置时，对安全和健康保护的最低规定。
指令 94/9/EC
在有爆炸危险的区域 (ATEX) 内使用防护设备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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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装置使用条例 (PSA-BV)
在作业中使用个人防护装置时有关安全和健康保护的条例。
DIN EN 14594 等级 3B:2005
呼吸防护设备 – 有持续压缩空气流量提供的供气设备。
DIN EN 132:1999-02
呼吸保护设备 – 概念和图形定义。

2. 安全提示

阅读并遵守下面列出的所有提示。不遵守或错误遵守提示，可能导致功能
故障或者造成重伤甚至死亡。

2.1. 对人员的要求

只有已完整阅读并理解本使用说明书的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接受过指导
的人员才允许使用呼吸防护装置。不可在疲劳状态或者受毒品、酒精或药
物的影响时使用呼吸防护装置。

2.2. 个人防护装置（PSA）

本呼吸防护装置是高效的监控保护装置，保护用户在进行涂装和类似工作
时不受有毒环境影响。本呼吸防护装置与安全鞋、防护服、防护手套和必
要时的听力防护装置一起组成个人防护装备 PSA。

2.3. 呼吸防护装置安全提示

■■ 使用适用于呼吸用途的压缩空气（仅限依据 EN 12021 的呼吸空气）。
■■ 为了您自身的安全，确保安全压力空气软管不可连接到输导其它介质的
系统上。
■■ 不允许使用氧气或富氧空气。
■■ 使用活性碳吸附剂清除因空压机产生的呼吸空气污染物，比如油雾。
■■ 避免有害的气体、蒸汽和颗粒物进入空压机的的进气口。
■■ 遵守安全规定。
■■ 遵守事故预防条例（例如 DGUV Regel 100 – 500）。
■■ 不允许在有易燃危险的情况下使用本设备。
■■ “F”标记表示可以在有易燃危险的情况下使用压缩空气输送软管。
■■ 本呼吸防护装置预设用于连接固定式压缩空气供应系统。
■■ 呼吸气体的水分含量应保持在 EN 12021 的限值以内，否则装置会冻
住。

3. 使用
预期用途
本呼吸防护装置保护佩戴者在喷涂工作时或在缺氧时不吸入环境中的有害
物。
不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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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规定使用是指在有辐射、热或灰尘污染的环境空气中使用供气式面
罩。

4. 维护和保养

备件可用于维护。
本呼吸防护装置用于保护您的健康。为了确保其功能，需要谨慎的操作和
持久的保养与护理各部件。
小心！
不合适的清洁剂导致损坏
如果使用侵蚀性的清洁剂，供气式面罩可能会被损坏。
→→不得使用侵蚀性或摩擦性的清洁剂。使用 SATA wet & dry cleaner（
订货号 75358）进行清洁。
→→可使用汉高公司的 Incedur 消毒。
每次使用后都要清洁呼吸防护装置，检查功能和密封性，必要时对呼吸防
护罩进行消毒。真空包装的新装置和备件可存放 5 年。

5. 故障

如果故障无法通过各个部件的使用说明书所述补救措施得到排除，将部件
寄到 SATA 客户服务部。（地址见第 6 章）。

6. 售后服务

您的SATA 经销商可以为您提供配件、备件和技术支持。

7. 欧盟一致性声明

在此声明，下述产品在其设计和结构以及由我们使用的规格方面，满足欧
共体准则 89/686/EEC 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要求。
如果设备出现未与我们协商的变化，则本声明丧失其有效性。
制造商
SATA GmbH & Co. KG
Domertalstrasse 20
D-70806 Kornwestheim
产品名称
■■ 呼吸防护罩 SATA air set
所使用的协调标准
DIN EN 14594 等级 3B:2005
我们声明，它们与其他同样对产品适用的欧共体准则相符
■■ 指令 93/95 EEC
■■ 指令 93/68 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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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 2014/34/EU
额外信息
DGUV 测试的检测认证机构
德国法定意外保险协会 (DGUV) 原材料和化工部
Theodor-Heuss-Str. 160
30853 朗根哈根
指定机构
登记编号 0418
Kornwestheim，2014 年 7 月 1 日

Albrecht Kruse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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