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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 Rosenbauer

个人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PSA）的全线产品供应能力）的全线产品供应能力

奥地利卢森宝亚不仅是引领消防车与灭火技术市场的全球

知名制造商，其在个人防护服和消防头盔的生产以及灭火

防护靴的研发领域同样扮演着开创先锋的重要角色。 

我们一方面拥有作为消防产品系统提供商的灵活性，同时

又兼具研发和生产各类个人防护装备的创新能力——而这

正是奥地利卢森宝亚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独到之处。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
高效作战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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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防人员而言，一双合脚的安全防护靴不仅仅只是一件装备那么简

单。无论是消防站内的日常训练，还是从接警时的火速出动，到完成任务

后的胜利归队，可谓时时刻刻，人靴同在，分分秒秒，形影不离。这双防

护靴不俱严寒，不畏高温；敢赴烈火，敢涉恶水；穿越刺骨的冰面，踏过

滚烫的碎石，虽千阻万难，仍勇往直前。它不仅能为消防人员的双脚提供

全方位的保护，还能让消防人员在长达数小时的作战过程中保持稳健的步

履和敏捷的反应，甚至为全身提供有效的保护。

专为消防部门研发的精良装备专为消防部门研发的精良装备

这款全新的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堪称卢森宝亚的匠心之作，其集中体

现了研发团队对于“人靴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设计追求。我们不仅仅着

眼于提升灭火防护靴的稳定性和耐用性，确保为消防人员的双脚提供最佳

保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最大限度以及最大可能地改善消防人员日常穿着

时的轻便性和舒适性。 BOROS B1 型套穿式灭火防护靴以及 Boros B4 型
快速免系鞋扣式灭火防护靴的问世破解了这一系列难题，当之无愧地成为

了能够全方位响应上述所有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卢森宝亚能达到这一目的，是因为我们在这款防护靴上采用了最先进的材
料及特别开发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全世界消防队在内的每一个
客户的需求。

为穿着者提供最佳的舒适性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

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

作为应急服务的开创先驱和合作伙伴，卢森宝亚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来

一直扮演着行业引领者的角色。凭借独一无二的超强实力，我们致力于为

消防灭火和抢险救援等每一个关键的危急时刻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防火安全系统，还是各类应急车辆，无论是数字应用程序，还是个

人技术装备，作为消防产品系统供应商的卢森宝亚以其出色的竞争实力和

丰富的行业经验称雄业界，威名远扬。对于卢森宝亚而言，完美意味着在

承袭企业百年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这也正是我们在

消防灭火和灾害控制技术领域始终坚持锐意创新、勇于超越的根本原因所

在。通过与客户的深入交流，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客户最需要

我们的时候，充当客户最坚实的后盾。助四海英杰，保天下平安！备战危

急时刻，火场大显身手！

BOROS系列灭火防靴的所有型号均已

通过关于室内和户外用灭火防护靴的

欧洲标准（EN15090 F2A）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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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产可持续生产

本着对环境友好和对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态度，该灭火防护靴上采用的

主要材质为德国原产牛皮。 

6

稳固的鞋垫设计  

确保良好的抓地力

一体成型的减震缓冲衬垫 

提供防碰撞保护功能

可选不同的厚度

实现舒适的宽度调节

透气性、可水洗（水温 30 摄氏度）
鞋垫：鞋垫：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的产品特色

结构设计

BOROS系列灭火防护靴的每一款型号在安全性和耐用性方面均具有同样出

色的表现，以确保坚定的可靠性能。

标准依据标准依据：：EN 15090

F2A

关于消防安全靴的欧洲标准

第 2 类：适用于所有需要提供防穿刺保护以及足趾保

护，但无需抵御危险化学品侵害的消防灭火以及抢险

救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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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标签 

可清楚地区分靴子归属者

▪ 米其林橡胶外底  
可最大程度地提供防滑保护

▪ 采用一体式钢质防穿刺保护

▪ 采用优化尺寸设计的钢质鞋头  
可有效保护脚趾部位

▪ 采用热塑性聚氨酯（TPU）材质的鞋头和鞋跟

  可有效防止磨损

▪ 脱鞋辅助台缘 
提升脱鞋时的舒适性

▪ 具有疏水耐脏特性且带有反光表

面的上等优质牛皮

  （可有效降低日晒升温效应）

▪ 脚踝保护  
脚踝部位采用具有特殊记忆功能的泡沫， 

最大程度地提供防碰撞保护

▪ 抗静电复合材料  
可确保抗静电性能

▪ 鞋统上缘采用透气材质

确保鞋子内部的舒适性

▪ 3M 反光条 
可显著增强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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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前行 安全放心

独具匠心的鞋底设计

一款灭火防护靴的鞋底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防人员在行动时的安全性。要确保双脚与行走路面之间保持良

好的附着力，其关键的因素取决于鞋底所具有的抓地力。无论是冰面雪地，还是碎石砂砾，想要在凹凸不平的地

面始终保持足够的抓地力，鞋底就必须采用适当的防滑底纹设计。在涉及到消防灭火作业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无论从寒冷的低温到炙热的高温，灭火防护靴必须能在各种温度条件下正常发挥作用。

可更换式鞋底设计可更换式鞋底设计

当灭火防护靴的鞋底因过度热应力或机械磨损等原因出

现损坏时，可以直接对整个鞋底进行更换。这种允许独

立更换部件的巧妙设计既确保了产品使用的可持续性，

同时又节约了重新购买整双新鞋所需的成本。

超长使用寿命超长使用寿命

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灭火防护靴

的使用寿命，鞋跟和鞋头等承压

部位特别采用了坚固可靠的结构 

设计。

与米其林联手打造最佳抓地力与米其林联手打造最佳抓地力

在合成橡胶的材质运用方面，奥地利卢森宝亚与世界

知名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很早就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卢森宝亚美洲豹机场抢险救援消防车上所配备的

专用轮胎堪称这一强强联合的最佳典例。凭借米其林

公司专为卢森宝亚研发的一款特制橡胶材质，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不仅能在各种使用条件下保持极为出

色的抓地力，同时还具备了无以伦比的耐受性能，可

有效抵御各种机械应力的冲击，以及油脂、汽油和绝

大多数酸性物质的腐蚀。此外，这款防静电合成橡胶

材质还能有效防止火花的产生，从而为需要在易燃易

爆等危险区域内作业的消防人员提供额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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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合成橡胶特制合成橡胶

 
这款专为消防灭火应用而研发的合

成橡胶材质，在极寒（-40℃）与极

热（300℃）的温度条件，依旧能可

靠工作。  

2   出色的灵活性出色的灵活性  

底面花纹采用沟槽式断续纹路设

计，从而为前掌部位提供更大的灵

活性。这一设计符合脚掌自然行走

时的人体工学原理。

1   底面磨耗底面磨耗标志标志  

一体式成型的磨耗标志主要用于显

示鞋底是否具有足够的底面厚度。

4    脱鞋辅助台缘 脱鞋辅助台缘 

鞋跟部位特别设置了一条坚固的台

缘，旨在提升脱鞋时的便捷性和舒

适性。

出色的减震缓冲性能出色的减震缓冲性能

 

鞋底的内侧，尤其是脚后跟部位采

用了橡胶条纹设计，其具有极为出

色的缓冲性能。

防穿透性能防穿透性能 

鞋底采用了一体式钢质防穿透保护

的钢材，旨在为消防人员提供一定

程度的保护，以使其免因向外突出

的钉子等尖锐物品造成的伤害。

3   特殊底纹特殊底纹 

底面的刀槽花纹与独特的几何外形

相结合，可确保灭火防护靴即使在

面对湿滑地面时也同样具有出色的

抓地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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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的酷暑、刺骨的寒冬、腾腾的蒸汽、冷冷的雨水……消防人员脚下的

灭火防护靴所面临的，永远是最为恶劣的外部环境。然而挑战还远不只这

一方面。被捂得大汗淋漓且疲劳过度的双脚很快就能让鞋内的环境堪比热

带气候般闷热难耐。为了有效地应对上述难题，实现对鞋内温度和湿度的

最佳调节，卢森宝亚在其灭火防护靴内采用了先进的 SympaTex® 新保适聚

脂薄膜，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全线型号选用系列灭火防护靴全线型号选用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的原因新保适聚脂薄膜的原因

所有的气候调节型薄膜对水都会表现出一种选择性渗透的特点。这意味着

气候调节型薄膜对水滴不具有渗透性，但对水蒸气却具有可渗透性，这也

是气候调节型薄膜能保持透气性的原因所在。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内部分布着许多穿透性的细线，这类细线对湿

气极为敏感，其在受潮时会出现膨胀现象，从而有助于人体汗气的穿透排

放。简单而言，当产生的热量越多时，这种面料的气候调节性能则会表现

得越为出色。

下图清楚地说明了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在夏季和冬季的穿着使用情

况。此外，这种聚脂薄膜还具有极强的弹性，可以完美地匹配灭火防护靴

的形状，并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其原有的功能特性。

Outside Outside

Inside Inside
Water droplets Water vapor molecules Membrane: Hydrophilic Polyether Hydrophobic Polyester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确保脚部干爽的利器

营造舒适的鞋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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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生产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在其生产过程中未采用氟等任何对环境有

害的物质。即使在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结束时，仍可对这一面料进行

进行充分的回收利用。

100 %
可回收利用可回收利用

绿色环保型

薄膜面料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的优点新保适聚脂薄膜的优点

 � 具有出色的防水防风性能
 � 具有超强的透气性，且运动时的 
透气性能尤为突出
 � 可提供耐热与耐寒双重保护
 � 具有抗病毒和抗菌功能
 � 可抵御燃料、蓄电池酸液等各类化学物
品的腐蚀
 � 已通过 Öko-TexStandard 100 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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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至上



13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 Rosenbauer



14

Rosenbauer –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靴身高度
约 290 毫米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型灭火防护靴

 ▪ 已通过 EN 15090 F2A HI3 CI AN SRC 
标准认证

 ▪ 采用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

 ▪ 靴身高度 D 
 ▪ 宽度 10
 ▪ 尺码 36-52

选配：选配：

 ▪ 无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

 ▪ 矫正形鞋垫

 ▪ 适用于宽度为 12 的增宽鞋垫

14

尺码
43

重量重量

卢森宝亚出品的套穿式灭火防护靴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

对于世界各国的消防人员而言，这款套穿式灭火防护靴在其个人防护装备中担

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凭借其便捷性和轻巧性成为了提供应急服务时不可或

缺的装备之一，具有可靠性高、舒适性强、易于穿戴和易于护理等特点。这一

系列优点令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不仅如此，它

还体现了卢森宝亚通过 BOROS 全系列灭火防护靴提供全套装备的供应优势。

软面部位、重量轻便软面部位、重量轻便

脚背与脚踝部位均采用软面设计，以

确保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在行动

时具有极为出色的灵活性。简便的套

穿式系统设计极大地减轻了灭火防护

靴的重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轻了

清洁时的工作量。崇尚简洁但独具匠

心的设计为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

赋予了最佳的性价比。

每双
约 2.4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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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点概览：产品优点概览：

 � 易穿易脱
 � 轻便灵巧
 � 易于长期护理
 � 性价比出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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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在设计研发时不仅在囊括了各类现有系扣方式所

具备的诸多优点，如操作简单、可独立调节、可快速穿脱等特点。同时，

还要最大限度地减轻灭火防护靴的重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卢森宝亚的

灭火防护靴专家在系扣技术方面势必得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因此，具有革

命性的卢森宝亚快速免系鞋扣应运而生。

创新的鞋扣系统创新的鞋扣系统

只需将卢森宝亚快速免系鞋扣的绑

带轻轻一拉，即可将 Boros B4 型灭

火防护靴穿戴完毕。同样地，只需

轻按一下中央扣，便可松开栓紧的

鞋带系统，然后瞬间脱除灭火防护

靴。此外，可以利用双段式独立鞋

带调节钩分别对靴筒部位和脚面部

位的贴合度进行微调。 

选配：选配：

 ▪ 矫正形鞋垫

 ▪ 适用于宽度为 12 的增宽鞋垫

靴身高度
约 290 毫米

16

尺码
43

行动自如、全面保护行动自如、全面保护

尽管脚掌是平的，但人体实际上完

全可以借助踝关节在弯曲小腿的情

况下实现 360 度的旋转。为了顺应

人体这种自然的运动，BOROS B4 型
灭火防护靴在脚踝部位采用了特殊

的软面设计。这一设计既便于脚踝

部位完成自然的弯曲和倾斜动作，

同时又可以防止脚踝部位过度受

力。这也意味着消防队员在实施应

急服务作业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最大

程度的保护，并且几乎不会产生穿

着灭火防护靴的负累感。

重量重量

配备卢森宝亚快速免系鞋扣的灭火防护靴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

每双
约 2.6 千克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型灭火防护靴

 ▪ 已通过 EN 15090 F2A HI3 CI AN SRC 
标准认证

 ▪ 采用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

 ▪ 靴身高度 D
 ▪ 宽度 10
 ▪ 尺码 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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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新性的卢森宝亚快速免系鞋扣使得极速穿脱灭火防护靴成为可能。 在进行适当的调节后，只需几秒钟即

可双脚同时完成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的鞋扣开合操作。

17

▪ 弹簧式中央扣 
用于固定快速 
免系鞋扣系统

▪ 绑带 带固定卡
夹，用于拉紧快速
免系鞋扣系统， 

▪ 下调节钩 
用于第一段鞋带的贴合度
调节（脚面部位）

▪ 具有耐热和阻燃性能

的鞋带，采用芳纶材
质制成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采用了独型灭火防护靴采用了独

立的双段式设计，可通过对鞋带的立的双段式设计，可通过对鞋带的

直观调节获得无与伦比的舒适性。直观调节获得无与伦比的舒适性。

▪ 上调节钩  
用于第二段鞋带的贴合
度调节（靴统部位）

  瞬间实现完美贴合

独具特色的快速免系鞋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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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 Rosenbauer

安全操作安全操作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采用了特殊的开环式设计，从

而确保每次都能将靴统部位完全打开。这一设计有助于

实现简便而安全的开合操作。

除了具有穿脱快如闪电的特点，这款灭火防护靴的鞋扣

系统还能实现身着套穿式防护裤时，也极为实用。 

阻燃材料阻燃材料

整个鞋扣系统中所采用的所有塑胶件以及芳纶材质的

绑带不仅具有极为出色的耐热性和阻燃性，而且具有

极为出色的机械弹性。卢森宝亚独有的卡入式带钩系

统可以实现损坏的鞋带时也可轻松更换。

快速准确的贴合快速准确的贴合

1   将脚放入靴中，再将

绑带轻轻一拉，即可立马系

紧鞋带。然后使用中央扣，

便可自动实现鞋脚的完美贴

合。

2    在脱鞋时，只需按压

中央扣即可松开整个鞋扣系

统。然后便可轻松快速地脱

除灭火防护靴。

3   此外，BOROS B4 型灭火

防护靴还能完美地适应穿着

者自身的人体解剖体结构。

独有的双段式鞋带设计允许

穿着者对脚面和靴统部位进

行单独的调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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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 Rose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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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点概览：产品优点概览：

 � 出色的定制设计
 � 操作极其简便
 � 快速穿脱
 � 轻便灵巧



Rosenbauer –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一个多世纪以来，奥地利卢森宝亚一直行走在消防技术研发制造领域的最前沿，并且始终将自身的创新能力视为

企业最为重要且最为持久的一项竞争实力。 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研发部门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步伐，依托检

测实验室为产品的耐用性提供保障，通过模拟各种真实使用环境的检测项目确保产品性能达到最高水准。

从头到脚的个人防护装备从头到脚的个人防护装备

卢森宝亚可提供完美配套的各类装备，实现消防人员从头到脚的

全副武装。卢森宝亚是唯一一家有能力独立生产消防灭火作业用

个人防护装备全线产品的供应商，包括从消防头盔到灭火防护靴

在内的所有装备均为卢森宝亚自主设计。全新的 BOROS 系列灭火

防护靴是对高度创新的个人防护装备产品的又一次完美扩充。

20

一站式研发生产基地

超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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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于专业消防人员请教于专业消防人员

服务于专业消防人员  服务于专业消防人员  

卢森宝亚与国内外的众多消防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这使得卢森宝亚的设计人员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能够获取许多有用的反馈意见。不仅如此，在产品正

式投放市场之前，每一款防护装备还必须在真实的使

用条件下接受严格的测试。因此，凡属卢森宝亚出

品，无一不是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和要求的创新产品。

最严苛的检测只为生产最可靠的装备最严苛的检测只为生产最可靠的装备

奥地利卢森宝亚会在最严苛的条件

下对每一款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

进行检测。这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标

准规范的要求，更是匠心打造优质产

品的一种追求。这些检测也旨在确保

产品在使用时既能发挥其原本的设计

用途，又能长久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

服务。

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卢森宝亚在灭火防护靴领域积累的二十多年经验、技

术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以及企业自身不断进取的创新

精神——这一切在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上均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此外，奥地利卢森宝亚还致力于“欧

洲价值创造”：鞋帮面料采用德国原产的上等优质皮

革，并沿用了中欧首屈一指的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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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S 配件订购参数配件订购参数

199002xx* 尺码：36 – 52 适用于宽度为 10 的 BOROS 鞋垫

199003xx* 尺码：36 – 52 适用于宽度为 12 的 BOROS 鞋垫

199004xx* 尺码： 37 - 47 BOROS 矫正型鞋垫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系列灭火防护靴

BOROS 系列灭火防护靴订购参数系列灭火防护靴订购参数

191001xx* 尺码：36 – 52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配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 
和适用于宽度为 10 的鞋垫）

194001xx* 尺码：36 – 52 BOROS B4 型灭火防护靴（配 SympaTex® 新保适聚脂薄膜 
和适用于宽度为 10 的鞋垫）

BOROS 护理产品订购参数护理产品订购参数

143939 Solitaire 三效护理泡式喷雾（400 毫升装）

143936 Solitaire 护理膏（75 毫升装），配海绵擦

卢森宝亚灭火防护靴尺码对照表卢森宝亚灭火防护靴尺码对照表

欧洲欧洲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英国英国 3 4 5 6 6.5 7 8 9 9.5 10.5 11.5 12 13 13.5 14 14.5 15

美国美国 4 4.5 5.5 6.5 7 7.5 8.5 9.5 10 11 12 12.5 13.5 14 14.5 15 15.5

 关于配件和备件的特别说明！
所有的检测项目均在采用了卢森宝亚原厂配件的前提下进行的。该系列灭火防护靴只能与此类配件一起使用，不得以
任何方式擅自对其进行改装。唯有这样才能确保该灭火防护靴具有其承诺且经检测合格的性能。

*请将商品编号中的“xx”替换为所需尺码，例如：19100143 表示 BOROS B1 型灭火防护靴，尺码为 43。

HI3 隔热性能符合 EN 15090 标准要求

SRC 防滑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A 鞋子防静电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P 金属嵌板的防穿刺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T 足趾保护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CI 鞋底的御寒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AN 脚踝保护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E 鞋跟部位的能量吸收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WR 防水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带聚酯薄膜的型号防护性能会增强）

WRU 渗水性能和吸水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HRO 接触高温时的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FO 燃油耐受性能符合 EN 20345 标准要求

标准依据：标准依据：EN 15090
关于消防安全靴的欧洲标准

第 2 类：适用于所有的消防灭火及抢险救援作业

可提供防穿刺保护以及足趾保护，但无需抵御危险化学品侵害。F2A

本宣传资料中的文字及图片仅供参考，其并不具有约束效力。图示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另行付费的选装配置。卢森宝亚有可能不定期对本产品进行技术改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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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senbau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