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清洗作业人员呼吸防护用品选用规范（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清洗企业呼吸防护用品选用的基本原则和管理、配备、使用、维护、

保养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清洗作业中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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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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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90-200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 6220-2009   呼吸防护长管呼吸器 

GB/T 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29510-2013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AQ/T 3048-2013  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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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防护用品使用基本原则 

4.1  企业在制定清洗方案时，应优先选择非接触有毒有害环境的清洗工艺。 

4.2  没有有效防护时，任何工业清洗作业人员都不应暴露在有害环境中。 



4.3  有条件的工业清洗现场，应以工程控制的防护措施为主，佩戴呼吸防护用品作为辅助防

护措施。 

5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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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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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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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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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替代低防护等级的呼吸防护装备。 

5.5  工业清洗作业中涉及到的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依据三类情况： 

a）根据人员清洗作业中所处环境； 

b）根据人员清洗作业过程中分工； 

c）根据清洗作业方式。 

依据清洗作业人员分工和所处环境特征选择呼吸防护用品见附表 C.1 依据主要清洗作业

方式的情况选择呼吸防护用品见附表 C.2. 

6  呼吸防护用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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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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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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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呼吸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8.1  清洗方案制定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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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清洗作业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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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安全管理或呼吸防护技术人员根据呼吸危害物质，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的呼吸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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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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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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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配安全带和求生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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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呼吸防护用品的检查维护保养 

按 GB/T 18664 中第 6 章的要求。 

 

 

 

 

 

 

 

 

 

 



 

附录 A 

（资料型附录） 

呼吸防护用品的分类及定义 

表 A.1 呼吸防护用品分类 

过滤式 隔绝式 

自吸过滤式 
送风过滤式

供气式 携气式 

半面罩 全面罩 正压式 负压式 正压式 负压式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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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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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压式呼吸防护用品 

一种呼吸防护用品，使用者呼吸循环过程中面罩内压力均大于环境压力。 

A.4 负压式呼吸防护用品 

一种呼吸防护用品，使用者呼吸循环过程中面罩内压力在吸气阶段均小于环境压力。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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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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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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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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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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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吸过滤式半面罩 自吸过滤式全面罩 携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图例 

  

 

名称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电动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连续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附录 B 

（资料型附录） 

呼吸防护用品的品类及防护性能 

清洗现场常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及其防护性能见表 B.1。 

表 B.1 工业清洗现场常用的呼吸防护用品及其防护性能  

种类 编号 名称 防护性能说明 

呼吸

防护

用品 

A01 防尘口罩 
用于不缺氧的粉尘作业环境，防止吸入一般性粉尘，防御颗粒物

等危害呼吸系统或眼面部。 

A02 自吸过滤式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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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护眼部。 

A03 送风过滤式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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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护呼吸系统和眼部。 

A04 携气式空气呼吸器 
防止吸入对人体有害的毒气、烟雾、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

或在缺氧环境中使用。 

A05 供气式空气呼吸器 
使佩戴者呼吸器官与周围空气隔绝，并通过长管得到持续清洁空

气供呼吸的防护用品。 

 

 

 

 

 

 

 

 

 

 

 



 

 

附录 C 

（资料型附录）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C.1 依据清洗作业人员分工和所处环境特征选择呼吸防护用品见表 C.1。 

表 C.1 作业类别及适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序号 作业分工 作业空间 环境特征 适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1 

一线清洗

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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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 A03 

持续时间较长，重体力劳动情况

下推荐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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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距离高剂量有毒物质释放源很近的

操作。 

A04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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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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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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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 A05 

在需要耗时较久，体力消耗大的

情况下推荐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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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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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4 A05 

在需要耗时较久，体力消耗大的

情况下推荐 A05 

7 监护人员 开阔空间 
对一线清洗操作人员进行监护，应对突

发情况及时提供救援 

A04 

随时备用，出现紧急情况时马上

穿戴好进行救援 

注：本表仅供参考，实际选配呼吸防护用品应根据现场环境及施工流程合理选用适当的呼吸防护用品。 

 

C.2 依据主要清洗作业方式的情况选择呼吸防护用品见表 C.2。 

表 C.2 依据常用清洗作业方式选择呼吸防护用品 

作业 

方式 
说明 事故类型 适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化学清洗 

清洗剂与污垢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有

害气体；或污垢在清洗时自然挥发；或移

动时释放出有毒有害气体。 

中毒和窒息 

A04 A05 

在需要耗时较久，体力消耗大的

情况下推荐 A05 

高压水清

洗 

高压水与污垢产生碰撞，使污垢中的有毒

有害气体得以释放。 
中毒或窒息 A04 A05 

喷丸（喷

砂）清洗 

工作场所中存有常温、常压下呈气体或蒸

气状态、经呼吸道吸入能产生毒害物质的

作业，包括刺激性气体和窒息性气体。 

中毒和窒息 A03，A04，A05 

干冰清洗 
工作中易产生高浓度二氧化碳，且空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1%时使人目眩头昏。 
窒息 A03，A04，A05 

注：本表仅供参考，实际选配呼吸防护用品应根据现场环境及施工工艺合理选用适当的呼吸防护用品。 



 

附录 D 

（资料型附录） 

呼吸道防毒面具选用 

工业生产中毒性危险化学品进入人体的 重要的途经是呼吸道，呼吸道防毒面具选用见

表 D.1。 

表 D.1 呼吸道防毒面具选用表 

品类 使用范围 

过
滤
式 

全面罩式 头罩式面具 毒性气体的体积浓度低，一般不高于 1%，具

体选择按 GB2890-2009 进行 面罩式面具 导管式 

直接式 

半面罩式 双罐式防毒口罩 

单罐式防毒口罩 

简易式防毒口罩 

隔
绝
离
式 

自给式（携气

式） 

供氧（气）式 氧气呼吸器 毒性气体浓度高，毒性不明或缺氧的可移动

性作业 空气呼吸器 

生氧式 生氧面具 

自救器 上述情况短暂时间事故自救用 

隔离式供气式 送风长管式 电动式 毒性气体浓度高、缺氧的固定作业 

人工式 

自吸长管式 同上，导管限长＜10m，管内径＞18mm 

 

 



《工业清洗作业人员呼吸防护用品选用规范（征求意见

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工业企业高速发展，安全生产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个人防护用品

的需求量越来越高。呼吸防护用品是指防止缺氧和空气污染物进入呼吸道的防护

用品，呼吸防护用品的品质和正确选用直接关系到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有效防

止安全事故的发生。2014年工矿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占比45.5%，

2015年占比50%，至今逐年居高不下。随着工业企业的高速发展，必须进行有效的

安全制度规范，以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 

目前，国内生产呼吸防护用品厂家众多，质量参差不齐，国家相关标准未在

清洗行业针对如何正确选用呼吸防护产品提出可行性高的指导意见，致使企业正

确选择呼吸防护产品有难度，从而增加安全事故的发生的几率。因此，迫切需要

制定一个可操作性强的关于呼吸防护用品的配套标准来减少本行业施工作业的安

全风险。 

为了保证工业清洗从业人员能够安全工作，经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建议书，并报经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2017 年工作会议讨论，予以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QX/T-2017-03）。 

2、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从2017年8月开始，由天津市三盛九和安全技术服有限公司

主要承担起草，为了确保标准制定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可操作性，标准起草

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根据相关标准暂定标准结构和基本内容 

从接到标准的编制任务开始，参加编写的人员就开始收集国内外有关呼吸器

的资料，严格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同时结合GB/T18664《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和本公司企业

标准《Q/SSJH0001H-2015》暂定本标准的标准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呼吸防护用品使用基本原则 

呼吸防护用品的管理 

呼吸防护用品的配备及使用培训 



呼吸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呼吸防护用品的检查维护保养 

（2）2018 年多次召开起草组会议，研讨标准内容，2019 年年初起草组通过会

议讨论修改定了标准草案主要内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从而有

利于提高行业安全作业水平，促进企业规范化生产、施工； 

2. 标准编制依据 

（1）标准本着内容科学、合理、协调、可行，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操作性

等，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借鉴国内标准，参考国外标准，根据国内工业清洗的

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的内容，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和前瞻性。 

（2）相关论据 

本标准借鉴及引用了 

GB/T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29510‐2013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AQ/T 3048‐2013    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 

等国家、行业标准技术要求项目，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业清洗行业的实际情

况进行了部分调整和添加。 

（3）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清洗企业呼吸防护用品使用的基本原则和管理、配备、使

用、维护、保养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清洗作业中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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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呼吸防护用品的分类 

鉴于工业清洗涉及的工作环境繁多，各类呼吸防护用品均可能用到，所以全

面引用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中对呼吸防护用品》

中的分类方法。并推荐了国际和国内在化工行业和工业清洗作业中常见的呼吸防

护用品图例和主流品牌供参考比较 

① 自吸过滤式半面罩/全面罩 

常见品牌：3M，霍尼韦尔。 

品牌特点：霍尼韦尔的半面罩和全面罩呼吸防护用品，特有口鼻罩 小空气

“死腔”设计，避免呼出的二氧化碳被再次吸入，降低使用者的工作疲劳度；独



有的呼气阀设计，保证呼出气体 大程度被排出面罩之外，提高使用者的佩戴舒

适感。 

M6800防毒全面罩本体可清洗，配件可更换。梯形过滤盒，活性炭含量多，寿

命长，吸收效果好。可用于用于防护有机蒸气、氯气、二氧化硫、二氧化氯、氯

化氢、硫化氢（仅用于逃生)、氟化氢、氨气、甲胺、甲醛等气体。 

② 携气式呼吸防护用品 

常见品牌：德尔格、MSA。 

品牌特点：德尔格和MSA(梅思安)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均为碳纤维缠绕复合气

瓶。重量比同容积的金属气瓶减轻50%，减轻使用者负重。而且产品质量把控严

格，目前国内石化和消防领域均大规模使用。 

③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电动式） 

常见品牌：日本重松，海固。 

品牌特点：日本重松电动送风式长管呼吸器采用静电式+机械式双过滤器，过

滤效率更高，效果更好。装有5速变速转换挡位，可根据管长和使用人数变换挡位，

来调整送风量。海固品牌的送风式长管呼吸器，可以使用充电与送风同步模式，

即使在电源突然断开的情况下，送风机可以切换至电池工作模式，配备的纯正PU

（聚氨酯）长管，60度高温时能够保持无毒无味，不易变形开裂。 

④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移动式） 

常见品牌：德尔格、MSA。 

品牌特点：德尔格和 MSA(梅思安)均为碳纤维缠绕复合气瓶，整体重量较轻，

方便移动使用。目前国内工业和化工领域使用较多的品牌。 

⑤ 供气式呼吸防护用品（OMBA） 

常见品牌：三盛九和 

品牌特点：OMBA 连续送风式长管呼吸器。是一种移动式呼吸空气供气装置，

特别适合多人数、长时间、高等级的呼吸防护作业。能够不间断检测供气质量，

异常情况自动报警并切换至应急逃生系统。可以在化工现场复杂环境下的全方面

的安全呼吸防护。可适用于多种受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以及粉尘作业环境

中使用，例如：受限空间作业条件下的炼油池、反应釜、油料管、储油罐、油罐

车等的检修、维护、清洗作业。粉尘、喷涂、防腐、污水处理等工作环境。 

三、试验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试验分析、技术论证和相关经济问题。 

四、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的相关技术要求不涉及产品专利。 

五、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呼吸防护用品的生产企业较多，品质参差不齐，造成企业在选择呼吸防

护用品时盲目选择，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国家尚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呼吸防护

用品的正确选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不利于企业的管理，企业的发展，全行

业的规范。另外呼吸防护用品的品质保证，除了能达到一般呼吸防护基本指标要

求外，逃生装置的配置至关重要，否则将对作业人员造成逃生障碍。所以说，对

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如何正确选用呼吸防护用品进行规范化管理是保护作业人员生

命的基本保证。为了规范企业的生产，提高行业的整体安全意识，同时也为企业

管理部门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故制定《工业清洗作业人员呼吸防护用品选用规

范》行业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六、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水平差距 

国内标准GB/T29510‐2013《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在分类分级及适用

范围有一定要求和规定，同时对呼吸防护的要求仅限于分类，而本标准对有限空

间作业呼吸防护的选用都有相应要求。增加了有害环境识别、危害程度判定和清

洗行业适用呼吸防护用品以及逃生呼吸器的配备。 

国际标准公告发布，如美国劳动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标准法规

3138‐01R《需要许可制度的有限空间》、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ASSE  Z117.1‐2003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求》、美国石油协会API技术规范2217A《石油化工业进入进

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导则》、澳大利亚国家标准AS2865‐1995《有限空间安全作业》、

新加坡CP84:2000《有限空间进入与安全作业》、日本，新西兰等国家也已标准的形

式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进行要求。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下列法规和标准存在相关关系。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12942-2006《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GBZ/T205-2007《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AQ3028-2008《化学品生产单位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DB11-852.1-2012《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1部分通则》 

DB11-852.2-2013《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2部分气体检测与通风》 

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清洗行业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相关内容的实施，需要在中国工业清洗协会（ICAC）和相关部门的配合，进行广泛

的标准培训和宣贯。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