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新一代 HEROS 消防头盔 
更轻便 更安全 更舒适

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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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采用改良的设计理念，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护。采用改良的设计理念，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护。

它的安全性得益于卢森宝亚所积累的丰富的行业经验。它的轻量

化得益于卢森宝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与先进技术。它是创新设计

理念的结晶。它的先进性体现在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作业过程中

的安全保护和穿戴舒适性：它就是——全新的卢森宝亚 HEROS 
消防头盔。

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型消防头盔 

全新设计的卢森宝亚 HEROS-titan 堪称世界上安全性能最高的消防头盔之

一。在耐热性和阻燃性方面，这款消防头盔的外壳具有更为卓越的表现。

由于整个外壳采用了创新的运动仿生设计，同时选用了高性能的聚酰胺作

为材质，故而能确保最佳的机械保护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命；除此之外，

出色的稳定性也使得这款头盔外壳拥有了出色的耐热性能。即使是在极端

的温度条件及危险情况下，这款消防头盔也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消防人员的

安全。

凭借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卢森宝亚为消防灭火作业的最高安全性定

义了全新的标准。新一代 HEROS 消防头盔可在确保最佳舒适性与完美贴

合性的同时，为消防人员提供最大的安全保护。卢森宝亚秉承一贯以来的

创新传统，成功地研发出了一款重量仅为 1.3 千克，可确保最佳舒适性的

消防头盔。无论面临怎样恶劣的作业环境，这款坚固耐用的消防头盔都能

轻松地抵御高强度的机械负荷，耐受极端的温度条件。为了更好地满足各

种作业需求以及更好地保护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卢森宝亚专门推出了这

款全新的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它就是——全新的卢森宝亚它就是——全新的卢森宝亚  HEROS 消防头盔。  消防头盔。 

专为应对世界上最严苛的作业环境而设计。它符

合关于消防头盔的所有重要的国际标准及认证 

要求，包括：EN 443:2008、EN 16471、EN 16473  
和 ISO 16073:2011。 0299/19

Rosenbauer –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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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443:2008 EN 14458:2018  
护目镜和面罩

 EN 16471
野外灭火时 
使用的头盔

EN 16473
技术救援

ISO 16073:2011

    产品特点产品特点

耐化学腐蚀性电气绝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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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事者，英雄也。

一顶小小的头盔，融合了诸多的创新理念。一顶小小的头盔，融合了诸多的创新理念。

 ▪ 功率强大的头盔灯功率强大的头盔灯

头盔灯具有最优化的照明亮度

和续航时间，并且提供了三档

亮度调节功能。

 ▪ 护目镜：一级光学类护目镜：一级光学类

具有视力辅助功能的一级光学

护目镜可以确保更为出色的可

视性以及更为持久的佩戴舒适

性(可选配眼罩)。

  功能

呼吸面具适配器 旋钮

面罩

带衬垫的梯 
形下颏带垫

帽沿保护条

眼罩 一体式头盔灯

护颈

全罩式盔壳 支持全方位 
的轴向调节

6

 ▪ 可选配一体式热成像仪可选配一体式热成像仪

全球独一无二的设计：这款消防

头盔可直接安装一个用于人员搜

救的热成像仪(选装配置)。

Rosenbauer –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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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事者，英雄也。

 ▪ 可选配：全灵活型呼吸面罩适配器可选配：全灵活型呼吸面罩适配器

呼吸面罩适配器采用了全灵活型设计，

可上下前后自由调节。

 ▪ 创新的头盔外壳、最小的头盔重量创新的头盔外壳、最小的头盔重量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盔壳造型、轻型材质加

薄型设计、出色的稳定性。

 ▪ 最优化的重心设计最优化的重心设计

由于头盔的重量在人体头部轴线上

的合理分配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原

理，有效地实现了头部佩戴时的完

美平衡。

 ▪ 改进的旋钮设计改进的旋钮设计

易于使用的旋钮，具有更强的抓握

性和更卓越的触感。

 ▪ 一体式的帽沿保护设计一体式的帽沿保护设计

旨在有效保护头盔的帽沿免受碰

撞和磨损。

 ▪ 具有最佳阻尼性能的内衬具有最佳阻尼性能的内衬

采用改进的防护设计理念，在渗

透性方面具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作为最具创新性和最先进的消防头盔，HEROS-titan 在细节上采用了许

多新颖的设计，可全方位地满足各种作业的应用要求。凭借其独一无

二的设计、无以伦比的佩戴舒适性、坚固耐用的部件以及精良巧妙的

细节，这款卢森宝亚的新一代消防头盔在安全性、功能以及舒适度方

面为同类产品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

7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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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巧灵便——佩戴者甚至完全感觉不到头盔的存在。高效

快捷——永远不必担心消防人员忘记使用方法。 HEROS-
titan 型消防头盔能自始至终确保最佳的贴合性，在任何情

况下都能保持理想的平衡状态。 

轻质材料的选用——旨在最大限度地保证佩戴的舒适性。 轻质材料的选用——旨在最大限度地保证佩戴的舒适性。 

以最小化的重量提供最大化的保护，这正是卢森宝亚新款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与众不同之处。整个头盔重量约

为 1.3 千克，这种独特的轻量化设计使得即使在长时间佩

戴头盔的情况下，也能始终保持头盔与头部贴合的舒适性

与可靠性。 最新研发的“动感线”（Dynamic Line）帽沿

导轨使得这款消防头盔具有了最高的稳定性。 

可选各种规格尺寸的头盔外壳。 可选各种规格尺寸的头盔外壳。 

此外，这款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另一大亮点还体现在

拥有不同的规格尺寸以供选择。 涵盖了从 49 码到 67 码
的可选规格尺寸可确保每一位消防人员都能拥有一个完美

贴合自己头型的消防头盔。 所有规格尺寸的头盔外壳都无

一例外地拥有极高的安全性。

完美贴合，天衣无缝!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完美的贴合性和最佳的佩戴舒适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完美的贴合性和最佳的佩戴舒适性。

更出色的用户友好性和服务友好性。 更出色的用户友好性和服务友好性。 

用户可随时对新款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各种

元件进行维护保养和更换。由于整个头盔仅由十大

元部件组成，所以用户可以非常快速地完成对消防

头盔内部配件的处理、清洗以及更换。单个部件的

拆卸无需使用任何工具，而且所有的设置都可以在

不拆卸内部配件的情况下进行调节。整个消防头盔

采用了可水洗设计，并为此专门配备了一个特殊的

海绵袋。

Rosenbauer –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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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洗消  ——卢森宝亚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完美的贴合性和最佳的佩戴舒适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完美的贴合性和最佳的佩戴舒适性。

使用技窍：使用技窍：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旋钮，引领了消防头

盔行业的一场变革。HEROS 系列消防头

盔采用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旋转机构，以

便于佩戴者从外部对头盔进行简单便捷

的调节。在此基础之上，卢森宝亚更进

一步，专门为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设计了一个改进的旋钮，使其具有更强

的抓握性和更卓越的触感。除此之外，

卢森宝亚还对这一旋钮的传动机构进行

了优化，以进一步增大其调节范围。

心动不如行动，立即购买，就是如心动不如行动，立即购买，就是如

此简单！此简单！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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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头型都是不同的。

但对于 但对于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型消防头盔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

  只需五个步骤，便能实现头盔与头型的完美贴合。  只需五个步骤，便能实现头盔与头型的完美贴合。

1. 使用内部配件时，可以借助头箍对佩戴高
度进行相应的调节。在拆卸内部配件后，即
可最简便地对佩戴高度进行调节。

2. 头箍的两侧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尺寸进行
相应的调节。

3. 靠近耳朵部位的下颌带衬垫也可以进行自由调。

Rosenbauer –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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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方位的轴向调节。

每个人的头型都是不同的。

最好的保护是那种不会被刻意感知到的保护。卢森宝

亚的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以其创新的设计理念确

保了完美的贴合性。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即可对这

款新型全护式消防头盔的内部配件进行方便的调节，

从而实现头盔与佩戴者头型的完美贴合。 即使在戴

有手套的情况下，用户也可以方便地使用头盔外壳上

所设置的旋钮，以将头部宽度调节到最理想的尺寸大

小。 借助头箍、前侧系带、头盔带、下颌带以及调平

件等可供选配的尺寸调节装置，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

己的头型对消防头盔进行安全而便捷的调节。由于所

有调节选项都提供了相应的标签，因而可以非常方便

地直接在消防头盔上进行调节操作。

可确保自始至终保持平衡状态。 可确保自始至终保持平衡状态。 

优化的重心设计也是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一大创

新且独一无二的特点。 由于头盔的重量在人体头部轴

线上的合理分配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因而可以使

头部在佩戴消防头盔时始终保持平衡。HEROS-titan 型
消防头盔的重心以及护目镜的距离均可根据用户的需

要快速方便地进行调节。只需简单地对内部配件进行控

制，就可以确保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在进行任何一

个动作时都能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 

4. 使用外部旋钮可以随时对佩戴舒适性进行调节——操作极其简便，
即使戴着消防手套也能轻松实现。

5. 作为一项选装配置，可以通过按压头盔以使其远离或靠近内部配
件，从而使消防头盔更好地对准人体的重心。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型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VI
13

63
/H

ER
O

S-
tit

an
_C

N
_2

02
0_

09
_1

58
67

6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
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

157304

157300 157301 157312

157305 157306

157307 157308 157309

157310 157311 1568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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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盔系带与文字头盔系带与文字

157364 头盔系带颜色：红色

157365 头盔系带颜色：银色

157366 头盔系带颜色：黄色

157367 头盔系带颜色：蓝色

157394 文字颜色：红色

157395 文字颜色：银色

157396 文字颜色：黄色/黄金

157397 文字颜色：蓝色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订购参数型消防头盔的订购参数

157300 HEROS-titan 荧光色

157301 HEROS-titan 亮红色

157312 HEROS-titan 亮黄色

157304 HEROS-titan 蓝色

157305 HEROS-titan 黑色

157306 HEROS-titan 白色

157307 HEROS-titan 银色

157308 HEROS-titan 红色

157309 HEROS-titan 黄色

157310 HEROS-titan 白底黑顶

157311 HEROS-titan 铬灰色

护目镜护目镜

15735101 面罩：镀金，头盔安装

157351 面罩：镀金，单独备件

15735001 面罩：透明，头盔安装

157350 面罩：透明，单独备件

157354 眼罩：透明，头盔安装

15735402 眼罩：透明，单独备件

15735401 眼罩：茶色，头盔安装

15735403 眼罩：茶色，单独备件

配件配件

157348 适用于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头盔安装
式热成像仪

157349 一体式头盔灯

15736301 ULTRA LUX 通用适配器适用于头盔手电筒或
无线电装置的横向安装

15733101 呼吸面具适配器

156862 用于固定呼吸面罩的全套系带（一对）

15736801 全套护颈（“荷兰护颈”)

15737003 头箍皮套（替换布套）

157374 适用于极端操作以及防火容器的 NOMEX® 防
护涂层

15684301 手提式海绵袋

我们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 HEROS-titan 型消防头盔的专用通信系统。

157349

157331

15736301

157364

157365

157366

157367

www.rosenbauer.com Follow us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