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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卫生 · 安全



1. 利润更加丰厚
2. 名牌更易推广
3. 价格更有优势
4. 产品更为丰富

5. 库存更为充足
6. 响应更加迅速
7. 权益更有保障
8. 营销更有创新

马尼拉

西雅图

亚特兰大

阿姆斯特丹

吉隆坡

多伦多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选择AMMEX的8大理由:

AMMEX是一家创始于1988年的美资跨国企业, 全球健康安全与防护用品的
一流供应商。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澳大利亚和亚洲市场，AMMEX
是两万家客户的直接进口商和服务商。作为一次性手套和防护用品的专家，
AMMEX不断地满足世界各地客户的要求。

全球共设8个办事处， 6大仓储设施

· 客户引荐，地推开发
· 及时培训，陪访开发
· 线上/线下授权，
· 免费彩页，电子素材
· 当天提货，免费样品...

成为我们的

钻
石 经 销商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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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丁腈手套
（超韧级，无粉，麻面，深蓝色）

XNFST42100  小号
XNFST44100  中号
XNFST46100  大号
XNFST48100  特大号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超韧级" 超强耐用，坚韧牢固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 100只/盒，10盒/箱

工业制造 食品加工处理实验化学汽修行业

绿色
环保

新品

GWEGNC42100  小号

GWEGNC44100  中号

GWEGNC46100  大号

• 生物可降解，绿色环保
• 不含乳胶, 降低致敏风险
• 高贴附件设计，双手操作更为灵巧
• 高贴附性设计，
   双手操作更为灵巧
• 100只/盒，10盒/箱
  

QR
工业制造汽修行业 食品加工处理 居家日用清洁 农业

一次性可降解丁腈手套（无粉，麻面，森林绿）

一次性蓝色丁腈手套
（经济型，无粉，麻面，蓝色）

XNFRT42100  小号
XNFRT44100  中号
XNFRT46100  大号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超薄技术精致而成
• 100只/盒，10盒/箱

食品服务工业制造 清洁美容美发实验化学

爱马斯革命性产品强势登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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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腈手套 特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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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蓝色丁腈手套 ( 加厚型，无粉，麻面，深蓝色）

• 浸渍成型，有出色的抗油渍能力,不渗透
• 钻石纹理，提供卓越非凡的干湿抓握力
• 高贴附性，脱戴方便，且更灵巧
• 亮眼蓝色，是国际认可的食品加工安全色
• 100只/盒，10盒/箱

GWRBN44100 中号
GWRBN46100 大号
GWRBN48100 特大号
GWRBN49100 超大号

GWRBN44100 中号
GWRBN46100 大号
GWRBN48100 特大号
GWRBN49100 超大号

工业制造 汽修行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处理

特点及优势

• 劳防警示色 
• 双面“钻石纹理”工艺处理
• 每双手套超3000颗“钻石”
• 增加60% 接触面积，卓越的抓握体验
• 凹凸表面具有更佳的排液性能

一次性丁腈手套（超厚型,无粉,麻面,橙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 钻石纹理，提供卓越的干湿抓握力
• 独特的橙色，提供良好的辨识度
• 额外加厚，加倍防护
• 100只/盒，10盒/箱

GWON44100   中号

GWON46100   大号

GWON48100   特大号

GWON44100   中号

GWON46100   大号

GWON48100   特大号

工业制造 汽修行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处理

钻石纹理
钻石纹理

钻石纹理
钻石纹理

一次性丁腈手套（超厚型,无粉,麻面,橙绿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 钻石纹理，提供卓越的干湿抓握力
• 独特的橙绿色，提供良好的辨识度
• 额外加厚，加倍防护
• 100只/盒，10盒/箱

工业制造 汽修行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处理

GWGN44100   中号

GWGN46100   大号

GWGN48100   特大号

GWGN44100   中号

GWGN46100   大号

GWGN48100   特大号

钻石纹理
钻石纹理

钻
石

纹理

钻
石

纹理



耐用型丁腈手套

一次性丁腈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绿色）

一次性丁腈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黑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坚韧牢固
• 100只/盒，10盒/箱

GPNBC42100     小号

GPNBC44100     中号

GPNBC46100     大号

GPNBC48100     特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

食品加工处理

美容美发 实验化学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坚韧牢固
• 100只/盒，10盒/箱

GPFNCHD42100   小号

GPFNCHD44100   中号

GPFNCHD46100   大号

GPFNCHD48100   特大号

一次性丁腈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深蓝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坚韧牢固
• 100只/盒，10盒/箱
• 另200只装、50只装可选

APFNCHD42100 小号

APFNCHD44100 中号

APFNCHD46100 大号

APFNCHD48100 特大号

APFNCHD42200 小号

APFNCHD44200 中号

APFNCHD46200 大号

APFNCHD4250 小号

APFNCHD4450 中号

APFNCHD4650 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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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腈手套 特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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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丁腈手套（加厚型,无粉,麻面,蓝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加厚款型，持久耐用
• 100只/盒，10盒/箱

APFGWCHD42100   小号

APFGWCHD44100   中号

APFGWCHD46100   大号

APFGWCHD48100   特大号

检查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蓝色，丁腈）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美容美发 实验化学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坚韧牢固
• 100只/盒，10盒/箱

APFNCMD40100 特小号

APFNCMD42100 小号

APFNCMD44100 中号

APFNCMD46100 大号

APFNCMD48100 特大号

汽修行业

WNL42100 小号

WNL44100 中号

WNL46100 大号

一次性丁腈手套 ( 加厚型，无粉，麻面）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295厘米加长型设计
• 100只/盒，10盒/箱

BNL42100 小号

BNL44100 中号

BNL46100 大号

加长型

工业制造

清洁 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加厚型



标准型丁腈手套

一次性丁腈手套（标准型,无粉,麻面,蓝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超薄技术精制而成
• 100只/盒，10盒/箱
• 另有200只装可选

一次性丁腈手套（经济型,无粉,麻面,蓝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超薄技术精制而成
• 100只/盒，10盒/箱

APFGWC42100 小号

APFGWC44100 中号

APFGWC46100 大号

APFGWC48100 特大号

APFNC40100 特小号
APFNC42100 小号
APFNC44100 中号
APFNC46100 大号
APFNC48100 特大号

APFNC42200 小号

APFNC44200 中号

APFNC46200 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工业制造

清洁

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一次性丁腈手套（标准型,无粉,麻面,白色）

• 丁腈材质，不致过敏
• 抗穿刺耐撕扯，防化防腐蚀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超薄技术精制而成
• 100只/盒，10盒/箱

APFWCMD40100   特小号

APFWCMD42100   小号

APFWCMD44100   中号

APFWCMD46100   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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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乳胶手套

一次性乳胶手套（标准型,无粉,麻面）

• 轻度氯洗，降低过敏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标准款式，满足各种基本需求
• 100只/盒，10盒/箱

TLFC40100 特小号

TLFC42100 小号

TLFC44100 中号

TLFC46100 大号

TLFC48100 特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实验化学

一次性乳胶手套（经济型,无粉,麻面）

• 轻度氯洗，降低过敏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经济适用，开源节流之本
• 100只/盒，10盒/箱

TLFGWC40100 特小号

TLFGWC42100 小号

TLFGWC44100 中号

TLFGWC46100 大号

TLFGWC48100 特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实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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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胶手套 医疗级（无粉）

检查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乳胶）

• 高分子涂层， 降低过敏，
  方便穿戴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适合更高防护要求
• 100只/盒，10盒/箱

TLFCMDi40100 特小号

TLFCMDi42100 小号

TLFCMDi44100 中号

TLFCMDi46100 大号

检查手套（经济型，无粉，麻面，乳胶）

• 高分子涂层， 降低过敏，方便穿戴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经济款式，适用简易操作
• 100只/盒，10盒/箱

TLFCVMD40100 特小号

TLFCVMD42100 小号

TLFCVMD44100 中号

TLFCVMD46100 大号

TLFCVMD48100    特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美容美发 口腔齿科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一次性橡胶检查手套（耐用型，无粉，麻面）

• 高分子涂层， 降低过敏，方便穿戴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适合更高防护要求
• 100只/盒，10盒/箱

TLFCMD40100       特小号

TLFCMD42100       小号

TLFCMD44100       中号

TLFCMD46100       大号

TLFCMD48100       特大号

检查手套（加厚型，无粉，麻面，乳胶）

• 高分子涂层，降低过敏，
   方便穿戴
•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加厚款式，专业人士推荐产品
• 100只/盒，10盒/箱

TLFCMDX40100 特小号

TLFCMDX42100 小号

TLFCMDX44100 中号

TLFCMDX46100 大号

TLFCMDX48100 特大号

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急诊

工业制造 清洁美容美发口腔齿科 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工业制造

清洁

美容美发

口腔齿科 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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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胶手套 医疗级（有粉）

一次性橡胶检查手套（耐用型，有粉，光面）

• 耐用款式，适合更高防护要求
• 100只/盒，10盒/箱

TLCMDX40100     特小号

TLCMDX42100     小号

TLCMDX44100     中号

TLCMDX46100     大号

TLCMDX48100     特大号

检查手套（耐用型，有粉，麻面，乳胶）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耐用款式，适合更高防护要求
• 100只/盒，10盒/箱

TLCMDXi40100     特小号

TLCMDXi42100     小号

TLCMDXi44100     中号

TLCMDXi46100     大号

•“微麻面”提供良好抓握力
• 经济款式，适用简易操作
• 100只/盒，10盒/箱

检查手套（经济型，有粉，麻面，乳胶）
TLCMD40100     特小号

TLCMD42100     小号

TLCMD44100     中号

TLCMD46100     大号

工业制造

清洁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口腔齿科

工业制造 口腔齿科 医药行业 实验化学

工业制造 清洁医药行业 口腔齿科 实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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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手套（有粉，PVC）

• 不含乳胶成分，不致过敏
• 耐酸碱，防油，防污，防穿刺
• 100只/盒，10盒/箱

GPX3CV40100 特小号

GPX3CV42100 小号

GPX3CV44100 中号

GPX3CV46100 大号

GPX3CV48100 特大号

医药行业 美容美发 口腔齿科

检查手套（无粉，PVC）

• 不含乳胶成分，不致过敏
• 耐酸碱，防油，防污，防穿刺
• 100只/盒，10盒/箱

GPX3C40100      特小号

GPX3C42100      小号

GPX3C44100      中号

GPX3C46100      大号

GPX3C48100      特大号

医药行业 食品加工处理美容美发 口腔齿科

DCPE100C

一次性CPE手套
• 比普通PE手套更软，容易穿戴
• 贴附性好，不滑手
• 柔韧性更强，耐穿刺
• 100只/袋，50袋/箱

清洁 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PGLOVE100C-2

一次性PE手套
• 超薄，提供最基本的防护
• 100只/袋，50袋/箱

清洁 食品加工处理 实验化学 美容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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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口罩

• 无纺布材质，铝制鼻条
• 不含玻璃纤维
• 三层过滤粉尘细菌

三层过滤防水口罩,能有效过滤粉尘和细菌。
鼻部采用铝条设计, 使佩戴舒服贴合。

ELFMBC 白色
ELFM-BLC 蓝色
50个/盒，40盒/箱

PCMC / PDMC / 
PDMC-R

HN21微笑透明口罩

• 非一次性使用
• 人体工学设计
• 外形美观时尚
• 防止飞沫
PCMC  10个/盒，6盒/箱
PDMC（可拆卸) 10个/盒，6盒/箱
PDMC-R  50片/袋，2袋/盒，
  6盒/箱

可重复使用,不浪费,更环保。佩戴舒适，能防止飞沫,宜
广泛应用于各种服务场合,提高服务品质,提升公司形象。

PE袖套
是饮食服务,食品加工的理想选择。具有舒适的
弹性手腕带和护肘。

• PE材质
• 耐酸耐碱
• 防水防油防尘
• 弹性手腕带
• 10个/卷,10卷/袋,
   10袋/箱

PSLEEVE-WC  白色
PSLEEVE-BLC 蓝色

PSLEEVE

无纺布鞋套
鞋底能提供额外附着力,防止沾染污垢或鞋子被
弄脏。蓝色。

• 无纺布材质
• 防滑
• 保持地面清洁
• 10个/卷,10卷/袋,
   3袋/箱

BOOTIESC



当季新品

XNFST

XNFRT

联系我们，获取免费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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