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ROS

轻巧 安全 舒适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智能消防头盔智能消防头盔

提供最佳保护提供最佳保护



卓卓卓卓卓卓卓
卓卓卓卓卓卓卓卓



保护最大化  
重量最小化



Rosenbauer -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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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险救援

ISO 16073:2011

  产品特点

耐化学腐蚀性电气
绝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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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沿用了 HEROS Titan 系列高性能

消防头盔的尖端技术，但其采用的外形设计有所不同，主

要适用的对象为所有 A 类头盔的佩戴者。HEROS H30 与 

HEROS Titan 两款消防头盔可谓系出同门，一脉相承，二者

皆共同致力于为消防人员提供最全面的保护性能、最舒适

的佩戴体验以及最简易的使用方法。

安全轻便且锐意创新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完美承袭了其同门师兄最为突出的

特点，同时实现了头盔重量的最小化和防护性能的最大

化。这款头盔可以配备呼吸面罩适配器、功率强大的头盔

灯、热成像仪等多种设备以增强头盔功能；而且由于采用

了多种不同的调节方式，其在使用时具有无以伦比的灵活

性。HEROS H30 和HEROS Titan 两款系列的消防头盔可以相

互通用所有的配件。此外，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还新增

了一项独特的安全功能，即专门配备了一个后侧位置指示

灯，用以提高可视性。这款产品无疑是对卢森宝亚“锐意

进取、精益求精”这一设计理念的完美诠释。

HEROS Titan 系列消防头盔的同门师兄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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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灾救援等每

一个关键的危急时刻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预

防性消防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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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亚以其精深的专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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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S H30 与 HEROS Titan 系出同门，一

脉相承。二者不同之处在于 HEROS H30 
属于 A 类消防头盔，HEROS Titan 则属于 
B 类消防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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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成就一款功能强大的消防头盔

匠心设计 源于细节

6

Rosenbauer -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高效阻尼衬垫高效阻尼衬垫
成熟可靠的防护设计理念可最大限度
地减小冲击能量

位置指示灯位置指示灯
在没有环境光线的条件下， 
能增强消防人员的可视性。

灵活自如的呼吸面罩适配器灵活自如的呼吸面罩适配器
支持水平（前后）调节和垂直调
节功能。

最优化的重心设计最优化的重心设计
头盔重心可始终与身体轴线保持
一致，从而实现完美的平衡性。

一体式的帽沿保护设计一体式的帽沿保护设计
可为头盔帽沿提供有效保护， 
以防止碰撞和磨损。

成熟可靠的 成熟可靠的 HEROS HEROS 旋钮式 旋钮式 
宽度调节装置宽度调节装置
设计符合人体工学原理，操作简便， 
易于抓握，可实现对头盔的快速调节。

智能化的头盔外形设计智能化的头盔外形设计
可确保出色的防护性能以及最佳的听
觉感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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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强大的功率强大的 LED  LED 头盔灯头盔灯
三档亮度调节，且支持长时间照明； 
无需工具即可徒手拆卸，以作手提灯
使用。

热成像仪（无需增设额外的适配器）热成像仪（无需增设额外的适配器）
热成像仪可直接固定于头盔之上， 
以作为搜索和救援行动的辅助手段
（图中未显示）。

可提升能见度的面罩可提升能见度的面罩
面罩采用一级光学级材质 
（最高等级），具有更为出色的 
能见度和舒适度。

  功能

呼吸面罩适配
器*

旋钮

面罩

梯形 
下颏带

帽沿保护

护目镜*

* 选装配置

一体式 
头盔灯*

一体式 
位置指示灯*

护颈

支持全方位的 
轴向调节

重量（标准款式）
约约  1.23 千克千克

卓卓

高
度

长
度

宽度：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290 x 290 x 290 毫米毫米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以最小化的重量提供最大化的保护以最小化的重量提供最大化的保护
头盔外壳采用稳定性高且重量轻的高性能材
料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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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虽小，但功能强大。指示灯虽小，但功能强大。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所配备的背灯不仅仅是一盏设置
于头盔背面的小灯——即使在反光条的反射光线不足时，
它也能清晰地指示消防人员所在的位置。这意味着在任何
环境光线过暗的条件下，这盏小小的指示灯都能发挥有效
的作用。该背灯可以设置为闪烁或常亮两种模式，有五种
不同的光线强度可供选择。 LED 灯为防爆型设计（目前正
在进行认证），可采用 AAA 电池进行供电。在使用中等亮
度时，指示灯的续航时间可达到大约 75 小时。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随时随地  
清晰指示  
精确定位



Rosenbauer -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10

头围调节高度调节 使用创新的 HEROS 旋钮进行宽度调节

Rosenbauer -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重量轻巧、 贴合精准、 保养简易重量轻巧、 贴合精准、 保养简易
得益于头盔轻巧的重量以及精密的调节系统，
卢森宝亚的 HEROS H30 和 HEROS Titan 系列消
防头盔可有效确保完美的贴合性，从而实现最
大的安全性和出色的舒适性。 此外，该消防
头盔还具有调节方法简便、配件易于清洁和更
换等优点。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只需要对这两款消防头盔的内部扣件进行几步简单的调节操作，即可使其

完美贴合任何头型。头盔外壳上的 HEROS 旋钮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即

使戴着手套也不例外——只需短短几秒钟即可完成头部宽度的调节。这款

消防头盔在头箍、前额、头盔系带和下颏带等部位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并

且提供了用于安装尺寸缩小套件（选配）的适配器，因而能够轻松完美地

适应每一位佩戴者的头型。该消防头盔上所有的调节方式均附有直观的标

注，一明了然，易于理解，所以只需要几分钟便能完成对头盔的第一次调

节，并能确保头盔持久地保持出色的舒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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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色的佩戴舒适性和操作简易性

轻轻转动一个旋钮，即可实现完美贴合

消防头盔必须与头部正确贴合，这一点至关重要 —— 这不仅仅是为了提

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使用者长时间佩戴的舒适性。舒适

的贴合度还可以显著地减轻疲劳感，尤其是针对需要佩戴消防头盔进行长

时间作业的情况。凭借其创新设计，HEROS H30 和 HEROS Titan 两款消防

头盔均能确保完美地贴合任何头型。 

只需一次调节，即可完美贴合 —— 永久有效

易于清洁、易于维护

HEROS H30 和 HEROS Titan 系列消

防头盔的维护保养与配件更换几

乎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头盔

的内部扣件仅包含 10 个元件，故

能快速地完成各元件的维护、清

洗或更换。每个织物元件均可轻

松拆卸，而无需使用特殊工具。 

当然，整个消防头盔也可以采用

水洗；为此其特别配备了一个专

用的洗涤袋。

安装面罩

 支持全方位的轴向调节

除了头盔的内部尺寸外，头盔的重心以及护目镜的间距也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调节。将头盔重心设定在整个身体纵轴上有助于使头部保持良好的平

衡。这一设计可以极大地提升佩戴头盔时的舒适感，贴合至极，宛若无

物，几乎令人全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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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最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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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研发生产基地

超长使用寿命

卢森宝亚数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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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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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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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是我

们对高度创新的个人防护装备产品矩阵的又一次完美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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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系列消防头盔 - Rosenbauer

取之于专职消防人员

服务于专职消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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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获取许多实用的反馈意见。不仅如此，在正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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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和要求的创新产品。

产品的可靠性归功于最严格的测试

卢森宝亚之所以选择在最严苛的条件下对 HEROS 系列

消防头盔进行测试，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一标准技术

规范，我们更致力于制造出既能满足现场作业需求，

也能供佩戴者长久正常使用的高质量产品。

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HEROS系列消防头盔的成功，既得益于卢森宝亚在消

防头盔领域积累的三十多年宝贵经验，也得益于其技

术合作伙伴掌握的专业知识，更得益于我们不断进

取、持续改进的企业驱动力。此外，卢森宝亚还十分

注重贯彻执行“地区价值创造”的经营理念：所有的

织物元件及头盔帽壳均为中欧地区制造。整个消防头

盔则是在卢森宝亚位于奥地利林茨的生产基地完成最

终组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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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专用的无线电通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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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senbauer.com

文字和图片仅供参考，其并不具有约束力。图片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另行加收费用的特殊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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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带可选配的头盔

装饰条纹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带护颈和面罩）的订购信息

157500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荧光色

157501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亮红色

157504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蓝色

157505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黑色

157506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白色

157508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红色

157512 HEROS H30 型消防头盔 —— 亮黄色 —— 荧光色

头盔反光条与文字标识

整件供应
（头盔组装件）

散件供应
（单独的备件）

157564 15756401 头盔装饰条纹 —— 红色，反光  
（3M SCOTCHLITE 580）

15756405 15756406 头盔装饰条纹 —— 亮红色， 
不反光（3M SCOTCHCAL）

157565 15756501 头盔装饰条纹 —— 银色，反光 
（3M SCOTCHLITE 580）

157566 15756601 头盔装饰条纹 —— 黄色/金色，
反光（3M SCOTCHLITE 580）

15756605 15756606 头盔装饰条纹 —— 亮黄色，  
不反光（3M SCOTCHCAL）

15759402 15759401 文字标识：“消防”，红色

15759502 15759501 文字标识：“消防”，银色

1575991 15759910 单行文字标识；可选择颜色和  
文字内容

1575992 15759920 双行文字标识；可选择颜色和  
文字内容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智能消防头盔

157501157500

157505 157506 157508

157512

157504

面罩

15735101 157351 面罩 —— 镀金

15735001 157350 面罩 —— 透明

157354 15735402 护目镜 —— 透明

15735401 15735403 护目镜 —— 茶色

配件

- 157349 HL3Ex型一体式头盔灯

- 157347 PL1型位置指示灯

- 157348 C1 型头盔式热成像仪

15753101 157531 呼吸面罩适配器套件

- 15756301 通用适配器，左置，用于头盔灯和无线电通信装置的侧面安装

- 15756302 通用适配器，右置，用于头盔灯和无线电通信装置的侧面安装

15756910 157569 标准护颈 

15756801 157568 全套护颈（“荷兰护颈”）

- 157374 适用于极端操作以及防火容器的 NOMEX® 诺尔梅克斯防护涂层（深蓝色）

- 1575707 下颏带

1575708 157370 舒适型下颏带（适用于 HEROS H30 系列消防头盔） 

- 15684301 手提式海绵袋

- 15739804 文字标识：姓名

15735001/15735401 1573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