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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三盛九和安全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玉峰、时杰、罗酩奎、于忠和、胡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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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清洗作业人员呼吸防护用品选择、管理、使用和维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清洗企业呼吸防护用品选择、管理、使用和维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预防工业清洗作业场所缺氧和空气污染物等对人体的危害所使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3277.1 压缩空气 第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清洗作业 industry cleaning work 

工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采用工业清洗技术去除污垢的活动。 

3.2 

工业清洗作业人员 industry cleaning worker 

实施工业清洗作业的相关人员，包括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 

3.3 

有害环境  hazardous atmosphere  

缺氧的或空气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规定的空气环境。 

3.4 

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的浓度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concentration 

有害环境中空气污染物浓度达到某种危险水平，如可致命、或可永久损害健康，或可使人立即丧失

逃生能力。 

注：重复提及时可使用缩略语IDLH。 

4  有害作业环境控制的优先原则 

4.1  消除替代原则。企业在制定清洗方案时，应优先选择有利于作业人员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设备，用无害替代有害，低危害替代高危害的工艺、技术和材料，从源头控制作业人员接触有

害因素。 

4.2  工程控制原则。对清洗工艺、技术和原辅材料达不到卫生学要求的，应根据清洗工艺和有害因素

的特性，采取防尘、防毒和通风等工程控制措施，使作业人员能够接触到的有害因素减至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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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控制原则。通过制定并实施管理性的控制措施，控制作业人员接触有害因素的程度，降低对

作业人员健康的影响。 

4.4  个体防护原则。应选择 有效和 可靠的呼吸防护用品，当所采取的呼吸防护用品不能实现对接

触的全面控制时，应联合使用其它防护用品及防护措施，确保作业人员的健康不受危害。 

5  选择 

5.1  在有害环境清洗作业时，或因为清洗作业可能导致环境变为有害环境时，应根据有毒有害物质的

物理化学性质及其浓度按照 GB/T 18664 的要求选择相应的呼吸防护用品。 

5.2  企业应根据有害环境情况制定清洗环境所需呼吸防护计划，并按计划配备呼吸防护用品才可进行

工业清洗作业，常见的呼吸防护用品定义、分类及防护性能见附录 A。 

5.3  呼吸防护用品只是清洗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的一部分，为全面保护清洗作业人员安全，还应根据需

要配备适合的其它防护用品。具体选用按照 GB/T 11651 的要求执行。 

5.4  清洗作业前，应对呼吸防护用品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对不符合要求的呼吸防护用品，清洗作业人

员应拒绝使用。 

5.5  可使用更高防护等级的呼吸防护用品替代低防护等级的呼吸防护用品。 

5.6  工业清洗作业中涉及到的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依据： 

a）人员清洗作业中所处环境； 

b）人员清洗作业过程中分工； 

依据清洗作业人员所处环境和分工特征选择呼吸防护用品见附录 B。 

6  管理 

6.1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呼吸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报废等管理制度。 

6.2  企业应加强呼吸防护用品的进货验收管理，建立合格供应商台账，严格按照企业管理制度采购符

合国家标准的呼吸防护用品。 

6.3  企业应按照使用要求由使用者或专人对呼吸防护用品进行维护与保管。 

6.4  应定期对使用后的呼吸防护用品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并有效标识，在确认其失效时，应及时报废或

更换。 

7  使用 

7.1  企业应配备熟悉呼吸防护用品的技术人员，在配备呼吸防护用品时应进行与呼吸有关的有害因素

的辨识，常见呼吸防护用品的使用注意事项见附录 A 的表 A.1。 

7.2  企业应定期对清洗作业人员进行呼吸防护用品使用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

限于： 

a）呼吸防护用品的种类、防护功能及其局限性； 

b）识别清洗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侵害呼吸系统的物质，了解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可能危害； 

c）针对识别出的侵害呼吸系统的物质如何选择适当的防护用品； 

d）依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佩戴呼吸防护用品； 

e）如何使用和维护呼吸防护用品。 

7.3  清洗方案制定前，应由安全管理或呼吸防护技术人员到作业区域实地进行呼吸危害识别，确定呼

吸危害物质。方案制定后，应组织生产、安全等管理部门的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开交底会，对清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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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涉及的各种潜在危险、有害因素及清洗作业时危险、有害因素的存在形态、分布情况等进行详细的交

底。 

7.4  安全管理或呼吸防护技术人员根据呼吸危害物质，选择符合要求的呼吸防护用品，制定现场作业

呼吸防护计划。同时参照呼吸防护用品的使用说明书，确认是否符合其使用条件。 

7.5  清洗作业前，安全管理或呼吸防护技术人员应确认清洗作业人员按照现场呼吸防护计划佩戴相应

的呼吸防护用品。 

7.6  在 IDLH 环境下作业时，作业空间许可时，应至少安排两名清洗作业人员同时进入 IDLH 环境作业，

并应配安全带和救生索；在 IDLH 区域外应至少留一人与进入 IDLH 区域的清洗作业人员保持有效联系，

并应配备救生和急救设备。 

8  维护 

按 GB/T 18664 第 6 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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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呼吸防护用品的定义、分类、防护性能、使用注意事项及常用呼吸防护用品示例 

A.1 定义 

A.1.1 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能把吸入的作业环境空气通过净化部件的吸附、吸收、催化或过滤等作用，除去其中有害物质后作

为气源的呼吸防护用品。 

A.1.2 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能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作业环境隔绝，靠本身携带的气源或者依靠导气管引入作业环境以外的洁净

气源的呼吸防护用品。 

A.1.3 送风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靠动力（如电动风机或手动风机）克服部件阻力的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A.1.4 自吸式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靠佩戴者呼吸克服部件阻力的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如：防毒面具 

A.1.5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佩戴者靠呼吸或借助机械力通过导气管引入清洁空气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如：连续送风式长管呼吸器（OMBA）佩戴者通过压缩机持续供气作为气源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A.1.6 携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佩戴者依靠随身携带的高压储气瓶作为气源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如：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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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分类、防护性能和使用注意事项 

呼吸防护用品分类、防护性能和使用注意事项见表 A.1，用品的具体技术参数见 GB/T 18664。 

表 A.1 呼吸防护用品分类及其防护性能 

种类 编号 名称 防护性能说明 使用注意事项 

过

滤

式 

自

吸

式 

H1 口罩 用于防止吸入一般性粉尘，防御颗

粒物危害呼吸系统。 
缺氧及一氧化碳环境禁止使用，不能反复使用。

H2 半面罩 

利用净化部件吸附、吸收、催化或

过滤等作用除去环境空气中有害物

质后作为气源的呼吸防护设备。不

能保护眼部。 

只适用于一般性粉尘和少量有害气体环境，缺氧

及一氧化碳环境禁止使用，滤材使用寿命很短，

需要及时更换滤材。 

H3 全面罩 

利用净化部件吸附、吸收、催化或

过滤等作用除去环境空气中有害物

质后作为气源的呼吸防护设备。能

保护呼吸系统和眼部。 

只适用于一般性粉尘和少量有害气体环境，缺氧

及一氧化碳环境禁止使用，滤材使用寿命很短，

需要及时更换滤材。 

送

风

式 

H4 

动力 

送风式 

全面罩 

借助动力送风系统强化环境空气通

过净化部件的效率，呼吸较自吸式

全面罩更为顺畅。利用吸附、吸收、

催化或过滤等作用除去环境空气中

有害物质后作为气源的呼吸防护设

备。 

只适用于一般性粉尘和少量有害气体环境，缺氧

及一氧化碳环境禁止使用，滤材使用寿命很短，

需要及时更换滤材。可使用插电和电池供电，使

用电池时需限制使用时间，插电使用时不能用于

防爆环境。 

隔

绝

式 

供

气

式 

H5 

电动 

送风式 

长管 

呼吸器 

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

绝，利用远处的电动风机持续吸收

并压缩成低压空气，通过长管输送

至面罩作为气源的呼吸防护设备。

使用距离不大于20米，不能用于防爆环境，输送

出的气体需达到GB/T13277.1中的1级安全等级

要求，现场需配置两套可及时切换的独立运行方

案，在出现一套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下依然可以

保障使用人员安全。 

H6 

连续 

送风式 

长管 

呼吸器 

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

绝，利用远处的空气压缩机持续吸

收并压缩成中压空气，通过长管输

送至面罩作为气源的呼吸防护设

备。 

使用距离不大于80米，在防爆环境下使用整机需

满 足 防 爆 要 求 ， 输 送 出 的 气 体 需 达 到

GB/T13277.1中的1级安全等级要求，现场需配置

两套可及时切换的独立运行方案，在出现一套设

备故障等紧急情况下依然可以保障使用人员安

全。 

H7 

高压 

送风式 

长管 

呼吸器 

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

绝，利用远处的高压气瓶储存空气，

通过长管输送至面罩作为气源的呼

吸防护设备。 

使用距离不大于80米，气瓶储气量有限，需要注

意气瓶的剩余气量，控制使用时间，保证人员安

全。现场应能找到专用的高压充气机等设备和储

备足够的备用高压气瓶来补充用气消耗，保证设

备可以持续使用。现场需配置两套可及时切换的

独立运行方案，在出现一套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

下依然可以保障使用人员安全。 

携

气

式 

H8 

携气式 

空气 

呼吸器 

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

绝，随身携带高压气瓶储存空气，

通过气管输送至面罩作为气源的呼

吸防护设备。 

气瓶储气量有限，需要注意气瓶的剩余气量，控

制使用时间，保证人员安全。现场应能找到专用

的高压充气机等设备和储备足够的备用高压气

瓶来补充用气消耗，保证设备可以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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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用品示例 

常见呼吸防护用品示例见表 A.2。 

表 A.2 常见呼吸防护用品示例 

图例 

   

名称 

编号 

口罩 

H1 

半面罩 

H2 

全面罩 

H3 

图例 

   

名称 

编号 

动力送风式全面罩 

H4 

电动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H5 

连续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H6 

图例 

  

 

名称 

编号 

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H7 

携气式空气呼吸器 

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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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表 B 依据作业人员所处环境和分工特征选择呼吸防护用品 

序

号 

作业

分工 
作业空间 环境特征 适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1 

作业

人员 

开阔空间低毒

性作业 

在通风良好四周无遮蔽的开阔场地进

行一般清洗作业，人员处于上风口，有

毒有害物质释放的浓度较低，速度较

慢，可以快速稀释吹走 

H1、H2、H3、H4 

持续时间较长，重体力劳动情况下推荐

H4 

2 
开阔空间高毒

性作业 

在通风良好四周无遮蔽的开阔场地进

行距离高挥发性，高剂量有毒物质释放

源很近的操作。 

H6、H7、H8 

在需要攀爬梯子和搬运盲板等耗时久，体

力消耗大的情况下推荐 H6 

3 
半密闭空间无

毒性作业 

水池、发酵池等四周遮蔽换气不畅的半

密闭环境内部进行清洗作业。 

轴流风机风扇等强制通风换气 

H5、H6、H7、H8 应急备用 

4 
半密闭空间有

毒作业 

在污水池、检查井等四周遮蔽换气不畅

的半密闭环境内部进行清洗作业。 

H6、H7、H8 

在需要耗时较久，体力消耗大的情况下推

荐 H6 

5 
密闭空间无毒

作业 

水罐、隧道、地库等密闭空间中进行清

洗作业。 

轴流风机风扇等强制通风换气 

H5、H6、H7、H8 应急备用 

6 
密闭空间有毒

作业 

在反应釜、储罐、船舱等密闭空间中进

行清洗作业。 

H6、H7、H8 

在需要耗时较久，体力消耗大的情况下推

荐 H6 

7 
监护

人员 

接近危险区域

的开阔空间 
对清洗作业人员进行监护。 与作业人员相同配置 

8 

应急

救援

人员 

开阔空间 应对突发情况及时提供救援。 

H7、H8 

随时备用，出现紧急情况时马上穿戴好开

展救援 

9 

现场

负责

人 

开阔空间 应对现场各种情况进行现场指挥。 

不接近危险区域无需佩戴相应防护用品，

需要进入危险区域时与作业人员配置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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