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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 ENPAC 有哪些产品？ 
项目 产品名称 主要应用范围 备注 
吸附棉，吸油棉，

化学吸液棉 

吸附棉，吸油棉，化学吸液棉 适用于清理、围堵、预防任何可能出

现油液或化学品泄漏的区域使用 

分为吸油棉、通用型吸附棉、

化学吸液棉 3 大类；有片、垫、

卷、条、枕、围栏等形式 

盛漏托盘 储存和搬运油桶、化学品桶等各种容

器以及机器设备，防止泄漏 

有 2 桶、4 桶形式；高度有 43

厘米和 30 厘米 

盛漏平台 储存油桶、化学品桶等各种容器以及

机器设备；分装油品、化学品，防泄

漏工作平台 

有 2 桶、4 桶、6 桶、8 桶形式

实验室盛漏平台 防止实验室分液、混合液体时飞溅，

接住泄漏的液体 

也可以放置于储存柜中 

盛漏衬垫 快速、简便地临时储存油桶、化学品

桶以及机器设备，防止泄漏 

有 1 桶、2 桶、4 桶、6 桶、8

桶形式 

IBC 集装桶盛漏托盘 储存和搬运 IBC 集装桶，防止泄漏  

盛漏盆 储存油桶、化学品桶以及容器 有标准盛漏盆和小盛漏盆2种

卷帘式防泄漏油桶储存柜 油桶、化学品桶户外的安全储存，节

省空间，防泄漏 

有 2 桶、4 桶形式。就是一个

小型仓库 

盛漏箱 户外储存油桶、化学品桶以及废液 有标准型和增高型 2 种。就是

一个小型仓库 

 

 

 

 

 

 

 

 

油桶化学品桶竖放

的防漏储存和分装 

超大容量油桶储存工作柜 户外储存油桶、化学品桶，可储存 8

个 55 加仑油桶，可当做库房 

相当于一个小型至中型、可以

移动的仓库，满足消防要求 

撑扣式盛漏围堤 临时、快速、方便储存大量油桶和化

学品桶、大型机器设备、集装箱、变

压器、车辆，防止泄漏 

有各种尺寸 大型机器设备车

辆、大量油桶化学

品桶等泄露控制 

抗车压型撑扣式盛漏围堤 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开车盛漏围堤 有各种尺寸 

双桶叠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稳定，可堆放 3 层，多至 6 个

油桶 

双桶平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单桶叠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油桶横着放，遵循油桶储存正

确要求 

单桶平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小双桶叠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有移动型（带脚轮） 

 

 

 

油桶化学品桶横放

的防漏储存和分装

架 

小双桶平放油桶架 取油方便，效率高，防泄漏。由于泄

漏造成的物料损耗小 

 

油桶搬运和分装两用车 一个人就能轻松操作，省力，兼具分

装功能。安全高效转运油桶，轻松取

油 

有全路况型。可用叉车操作 

油桶搬运车 轻松在工厂车间内移动或收集分发

油品化学品 

可以搬运 2 个 55 加仑油桶。

实质就是移动式盛漏托盘 

 

 

 

防泄漏油桶搬运和

分装 

经济型油桶搬运车 轻松转运 55 加仑油桶和化学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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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小油桶，分发油品化学品更容易 

通用型防溢溅油桶漏斗 高边墙设计有效防止灌注或分装时

可能产生的飞溅及泄漏 

性价比极高 

通用型防溢溅油桶漏斗盖 漏斗盖  

防溢溅易燃液体安全油桶漏

斗 

易燃液体、可燃液体安全油桶漏斗，

防溢溅 

易燃、可燃液体适用 

防溅漏分装油桶盘 简单、经济、划算地收集分装时经常

发生的飞溅液体并保持桶顶清洁的

方法 

通过收集、回流溅漏的液体，

可以很快收回投资成本， 

防溅漏小提桶漏斗 高边墙设计有效防止灌注或分装时

可能产生的飞溅及泄漏，减少物料损

耗 

 

 

 

 

 

 

 

防溅漏油桶配件 

防溅漏小提桶漏斗盖 漏斗盖  

盛漏池 可以快速部署、截住漏油和盛漏。临

时储存泄漏设备。质轻、便携，可折

叠，应用方便 

 

洗消池 适合小型设备和应急救援人员清洗

排污。质轻，可折叠，便携 

 

防滴漏软管围护垫 截住、堵住软管小的滴漏，  

防滴漏维修地毯 防止汽车、叉车、车辆等维修时漏油，

不让漏油污染地面 

 

软管滴漏接受袋 接住管道剩余油品  

承滴垫 放在设备、车辆、机器、油桶口、阀

门下，接住泡沫滴漏 

 

 

 

 

 

 

软质可移动控制泄

漏和漏油产品 

重型承滴垫 适合户外使用，放在设备、车辆、机

器下，接住漏油 

 

泄漏应急处理桶 临时储存特别是转运泄漏的油桶、化

学品容器、有毒物质、酸碱 

有 20、30、65、95、110、180、

600 加仑 

 

 

泄漏应急处理桶 移动式泄漏应急处理桶 临时储存特别是转运泄漏的油桶、化

学品容器、有毒物质、酸碱 

有 50、95 加仑 

Imbicator 油品化学品变色型

吸附剂 

吸收油品化学品后，颜色逐渐变成红

色。不吸水。吸附油品化学品后，不

渗出 

吸收倍数高达 27 倍  

油品化学品泄漏处

理吸附剂 

Ensorb 超强万能型油品化学

品吸附固化剂 

吸附油品化学品，将它们变成固体或

粉末，让地板干干净净 

不能用于氢氟酸 

 

油品化学品泄漏应

急处理套装 

油品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理套

装 

包含 Ensorb 万能型油品化学品吸附

固化剂、吸附棉条、吸附棉片、防护

垃圾袋，更有 ENPAC 泄漏应急处理

桶，搭配合理科学，应急反应效率高 

有各种型号，轻松对付各种突

发的油品化学品泄漏 

Q-VAC 废液清理器 用工厂压缩空气作为动力，吸取泄漏

液体、废液，节省吸油棉、吸附棉的

使用 

很快就会收回投资成本  

泄漏液、废液的清

理和收集 

移动式废液回收桶 在移动中收集各种废液 适合于实验室、工厂各种废液

移动式集中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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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雨水口 雨水口截污挂篮 拦截住各种沉淀物或生活垃圾，重要

的环保产品 

有的型号具有吸油功能，截住

漏油 

气瓶固定板 轻松、漂亮、牢固、经济将气瓶固定

在各种墙上 

不会再让气瓶变成“火箭” 

气瓶固定架 可以将气瓶稳定放置在室内或室外

任何地方，可以随要求移动 

有 2 气瓶、4 气瓶、6 气瓶固

定架形式 

单气瓶推车 轻松、省力搬运气瓶，不腐蚀、不产

生摩擦火花，无噪音， 

有全路况型，适合各种复杂路

面 

 

 

 

 

气瓶固定和搬运 

双气瓶推车 轻松、省力搬运 2 个气瓶，不腐蚀、

不产生摩擦火花，无噪音， 

充气轮，搬运气瓶轻松省力。

金属推车无可比拟 

 
二、 我们能够帮助客户实现： 
1， 提高油品管理、化学品管理水平，保证油品化学品储存、使用、运输安全 
2， 保证气瓶安全固定、储存和搬运 
3， 减少油品、化学品物料损耗 
4， 保证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 
5， 保护员工职业健康 
6， 提高生产效率 
7， 减少废弃物处理成本 
8， 保护环境 
 
 
三、 哪些是我们的客户？ 
1， 所有制造各种油品、化学品的制造企业：润滑油工厂、炼油厂、油脂厂、化工厂、石油

化工厂、气体工厂、石油提炼厂 
2， 所有使用油品、化学品的工业制造企业：汽车制造厂、起重机械厂、重型机械厂、汽车

配件制造厂、飞机和火车制造厂、塑料厂、注塑厂、模具厂、钢铁厂、机械厂、金属加

工厂、造船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光纤厂、电缆厂、能源电力、造纸厂、饮料厂、

啤酒厂、电子电器制造厂、太阳能光伏电池厂、光伏配件厂、建筑施工业、施工工地、 
3， 所有涉及油品、化学品储存、配送等物流的公司和单位：油库、化学品仓库、危险化学

品仓库、汽车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港口、航空、公共交通、物流中心、铁路、公 
4， 所有涉及油品化学品回收利用的企业和单位：废弃物处理厂 
还有： 
5，修理业：汽车修理、飞机修理 
6，环境保护：环保局，防泄漏承包商，环境清理公司 
7，应急反应包括：海上紧急救援，急救中心 
8，政府：军队、海岸防卫、供电、消防、公安特勤 
9，机构：医疗，防泄漏承包商、机场和航空服务设施、学校、研究院、研究所、实验室  
 
四、 现场评估客户储存、转运、使用油品化学品以及气瓶情况 
(1）注意重点 
1，注意油品化学品的防泄漏安全贮存 
2，注意油品化学品的防泄漏安全传送 
3，注意油品化学品的防泄漏安全处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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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废弃物的防泄漏安全处理 
6， 注意气瓶的安全固定和转运 
 
(2) 注意油品化学品容器以及气瓶和钢瓶 
1，化学品储存容器，无论是油桶、化学品储存桶，还是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瓶、工厂用蓄电

池等，都会因长期使用出现滴漏、或因破损出现泄漏、或在分装的过程中发生溢出飞溅，这

些现象都会污染工作的环境，影响清洁生产。 
油品的种类很多，包括常见的柴油、汽油、煤油、冷冻液、防冻液、金属切削液。油桶包括

常见的 55 加仑标准油桶、30 加仑油桶、16 加仑圆桶、275 加仑桶、550 加仑圆桶、小油桶、

铁桶、塑料桶、镀锌桶、钢桶，所有的桶、所有的容器、储存罐、各种盛油和化学品的容器、

IBC 吨桶、电池、蓄电池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进行现场评估的。 
2，盛装各种气体的气瓶（气体钢瓶），包括氧气瓶、氮气瓶、乙炔气瓶、氯气瓶等等 
 
（3）围绕储存这些油品化学品容器以及使用油品化学品的地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下面客

户现场： 
1，储油点、气瓶（钢瓶）、车间用油储存点 
2，仓库包括化学品仓库、油库、气瓶仓库、气瓶站 
3，油库、油箱、油罐、油桶周围和油桶顶部 
4，货架 
5，实验室物品储存柜、实验室化学液体储存柜、 
6，废弃物仓库 
7， 生产车间、维修车间里的机器、机械、机床周围、走道、机器储存库、管道、泵站、阀

门、气瓶站、气体管路工程 
8， 车库、汽车维修地点、汽车停车厂、叉车、汽车临时停放处、火车、卡车、或飞机等的

底部 
9，工作台、实验室工作台 
10，马路管道、阀门周围 
11，垃圾站 
12，雨水口 
13，排水沟 
 
五、 现场跟踪工厂使用油品化学液体的途径 
1，液体进入进货区。进来的运输车是否就有泄漏发生？送来的油桶、化学品桶是否已经发

生破损或泄漏？油罐车阀、连接处和软管是否发生泄漏和破裂？ 
2，如何卸货？液体如何接收？已经破损的油桶化学品桶怎么储存和转运？卸货是否安全？

是否会造成油桶破损、滴洒等？小容器是否摔翻破裂？桶和大容器是否被叉车刺破？ 
3，卸货后，液体如何进入储存区仓储区？是否有滴洒、泄漏问题发生？ 
4，油桶、化学品桶如何在仓库或车间存放？是否有足够的、恰当的防泄漏措施？ 
5，如何在储存区，进行油品化学品的灌注和分装？怎么取油？分装或灌装时有没有泄漏、

溅漏、滴漏发生？倒灌、倒桶时，是否有泄漏发生？ 
6，在油品化学品使用处例如机床，液体是否可能泄漏或溢出？ 
7，工厂、车间、仓库内的油污、油腻怎么处理？ 
7，废液进行收集和处理？机床、车间的废液泄漏液如何收集和处理？ 
8，是否用自来水冲洗油污的路面、车间、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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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泄漏液、废液是否被自来水或雨水直接冲入雨水口或小水道？ 
 
六、     客户最常见的液体泄漏情况 
1，油桶盖上满是泄漏的液体、水、碎布 
2，油桶化学品桶发生破损，在泄漏 
3，脏、乱、地上满是油污油腻的库房、油桶 
4，又湿又脏的纸板在地面、锯末覆盖了过道 
5，车间里分油点附近，满是油污 
6，机器、设备、阀门、管道在跑冒滴漏 
7，设备、机器维修车间满是油污、油腻 
8，分装油品化学品时发生飞溅、溢漏 
9，油桶化学品桶、IBC 桶破损或被叉车戳破，导致泄漏 
10，工人在给机器加油时，油品泄漏 
11，工人在搬运油桶时或容器时，发生油品溢漏、滴漏、溅漏 
12，实验室小容器混合、分配、称量时，发生液体溅漏 
13，用抹布擦拭油腻的设备、机器或工具 
14，用自来水冲洗油腻的路面、地板 
15，不围堵、收集泄漏的油品化学品，直接用水冲入下水道、雨水口等 
16，分配液体时，经常发生泄漏、飞溅、溢漏、造成物料不必要的损耗 
17，汽车、叉车、车辆在漏油 
19，其他，不一而足。只要你注意，你总会发现泄漏 
 
七、   预防泄漏和控制泄漏 
（一）泄漏的预防 
1，油桶和化学品桶或其他容器的二次围堵防泄漏 
应该定期检查容器有没有腐蚀、凸起、缺陷、凹痕、和泄漏。原则是把有可能泄漏的油桶、

化学品桶或其他容器采用“二次围堵”，来控制可能发生的泄漏。“二次围堵“的概念是，即

使你做好一切准备，泄漏总有可能发生。一旦泄漏，泄漏的液体只会流入这些防泄漏设备的

盛漏槽中，不会溢出，导致麻烦和问题。需要确保二次围堵具有的盛漏容积至少是所有容器

中最大容器体积的 110%和最大容积两者之比较之大值。 
（1）所有的钢桶、铁桶、塑料桶、吨桶、千升桶或其他容器在长期的运输、使用过程中都

有可能发生损坏，造成泄漏。需要防祸于未然。把这些储存油品、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的桶

或容器放在盛漏托盘、盛漏平台、IBC 盛漏托盘、经济型盛漏托盘上。盛漏托盘、盛漏平台

具有结构坚固、可以叉车操作、防滑、可以套装的特点，当发生泄漏时，所有泄漏液体将会

沿着托盘或平台格栅自动流入托盘或平台的盛漏区域内，不会流到地面、走廊或通道。盛漏

托盘和盛漏平台都具有排水塞，当泄漏至一定容积时，可以排空泄漏的液体。大部分泄漏的

液体可以直接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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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漏托盘                             IBC 盛漏托盘       盛漏平台 

  
经济型盛漏托盘                             实验室盛漏平台 

（2） 如果需要储存装有油品的油桶或化学品桶、大型圆桶或其他容器、小型设备和机械，

可以选择美国 ENPAC 的盛漏盆、盛漏槽、盛漏池、洗消池等产品。 

    
盛漏盆                                                盛漏槽 

  
盛漏池                            洗消池 

（3）如果需要临时或经济性储存装有油品的油桶或化学品桶、IBC 桶或其他容器，防止泄

漏，可以采用 ENPAC 的盛漏衬垫。不需要使用斜坡，推车可以自由进出，可以折叠，不用

时可以折叠放入工具架里，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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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漏衬垫（柔性盛漏托盘） 

（4）大量的油桶和化学品桶放在一般的木托盘或塑料托盘上，即有可能发生泄漏。可以用

叉车把这些装有油桶和化学品桶的木托盘或塑料托盘，放在 ENPAC 的盛漏围堤里。盛漏围

堤可以盛漏的体积比较大，适合大规模泄漏的预防，也适合于快速应急控制。独特的撑扣式

结构，包装体积小，运输方便，容易安装，快速反应。汽车可以开进开出。 

 
盛漏围堤 

（5）如果室内空间有限或由于存放介质不相容，可以考虑把油桶和化学品桶或其他容器放

在户外。ENPAC 的敞盖式盛漏箱、卷帘式防泄漏油桶储存柜、大容量防泄漏油桶储存工作

柜、防泄漏油桶储存屋可以担当重用。它们都具有出色的耐候性、抗化学品性、能够经久耐

用，都可以叉车操作。与通常的金属或混凝土建筑物相比，可以大大节省成本，方便灵活，

并且提供更多卓越的性能。 

  
大容量油桶储存工作柜     卷帘式油桶储存柜      盛漏箱                     盛漏屋 

（6）如果需要油桶和化学品桶平着放置，可以使用 ENPAC 的油桶架，实现圆桶的储存和

防泄漏分装的结合。油桶架耐腐蚀，防止分装时溢溅，可以用叉车操作，方便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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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油品化学品一定要露天储存，必须确保雨水不要进入。在上述二次围堵措施上，

用防水雨布包裹盛漏托盘、盛漏平台、IBC 盛漏托盘，可以达到防雨水、防晒、防止虫鸟进

入包转容器之目的。 

   
防水油布 

（8）油桶搬运采用防泄漏油桶搬运和分装两用车、油桶拖运车和经济型油桶搬运车，也是

采用“盛装”泄漏液的办法来实现泄漏的预防，彻底解决油品化学品在转运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泄漏问题。   

  

油桶搬运和分装两用车     油桶搬运车             经济型油桶搬运车 

 
（9）临时储存和转运有毒物质、酸碱、泄漏的油桶和化学品桶以及容器，ENPAC 的泄漏应

急处理桶有用武之地。 

  
泄漏应急处理桶 
2，预防机器、设备、车辆、管道等的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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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车压型撑扣式盛漏围堤       

 

      
软管滴漏围护垫                 重型承滴垫           承滴垫 
  

   
防滴漏维修地毯                      软管滴漏接受袋 
3，防泄漏油桶配件 

  

油桶盖垫（吸附棉）                   通用型防溢溅油桶漏斗 

     

防溢溅易燃液体安全油桶漏斗            防溅漏分装油桶盘 

油品化学品泄漏预防和控制行业全球领导者—ENPAC，网站：www.enpac-china.com，邮箱：enpac@126.com 



盈培科（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盈培科贸易有限公司 

 
防溢溅小提桶漏斗和盖         油桶盖 

 
（二）泄漏的控制 
泄漏总会发生。泄漏的控制主要是： 
1，对泄漏的油品和化学品进行吸附和吸收。比如通常使用的吸附棉，包括吸油棉、通用吸

液棉、专用化学品吸附棉，可以用来吸附泄漏的油品和化学品。将吸附满油品和化学品的吸

附棉进行恰当的处理，就不会污染环境。另外，可以对泄漏的化学液体尤其是有毒化学液体，

可以喷洒吸附剂或有毒化学品纳米中和剂，就可以中和泄漏物质的酸性、碱性和毒性，使之

成为中心、粘稠的固体，这样就更容易清理，不会产生危险，不会耽误应急处理时间。ENPAC
的泄漏应急处理套装里都包含这些控制元素，非常适合小规模的化学品泄漏。 

  
吸附棉片           吸附棉卷       吸油围栏          吸附棉枕         吸附棉条 

 

        
Ensorb 万能型超强油品化学品泄漏处理吸附固化剂  

 
Imbicator 变色型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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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应急处理套装 
2，对泄漏的油品和化学品进行封堵和拦截。ENPAC 的下水道封堵盖是用“封堵”的办法以

达到泄漏液不通过窨井盖进入下水道的目的。防泄漏软管维护垫则是用“围堵”和“吸附”

的结合办法来实现泄漏控制。下水道过滤袋，可以拦截小石子等沉淀杂物，因此又称为截污

挂篮。ENPAC 提供纯粹的只拦截沉淀杂物的截污挂篮，也提供还可以吸收油污以避免污染

水体的截污挂篮。  

     
雨水口截污挂篮                           雨水口围堵封盖 

3，回收泄漏的油品和化学品。如果有毒物质污染了土壤，ENPAC 的有毒物质密封桶（又叫

泄漏应急桶）可将有毒物质连同被污染的土壤一起转运到专业的处理机构。工厂或实验室的

某些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泄漏液，则可通过 ENPAC 的废液回收系统来实现回收，室内室外都

可以实现移动回收废液，非常方便。Q-VAC 专用吸液器只要利用工厂压缩空气也可实现废

液的回收。 
 

    
 

Q-VAC 废液清理机                                 移动式废液收集桶  

 
（三）气瓶的安全固定和搬运 
ENPAC 除了提供泄漏控制和预防产品外，还可提供非常有特色的钢瓶（气瓶）的安全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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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运产品。ENPAC 气瓶安全产品，100%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质，气瓶推车的轮子

与气瓶固定架的底座都耐油、耐酸碱，不会腐蚀，是市场上唯一一款即使在有化学液体泄漏

的地面上也可实现气瓶的安全转运和储存、放置和固定的产品；其全塑结构，不会像钢制产

品那样出现生锈和掉屑，特别适合在无尘室、洁净室、手术室、电子室等粉尘粹屑条件要求

苛刻的环境使用。 

 

双气瓶推车            单气瓶推车 

 

   
 
2 气瓶固定架       4 气瓶固定架         6 气瓶固定架         气瓶固定板 
 

 
一个整洁、干净、清爽的无泄漏、安全、环保车间和工厂，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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