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General Introduction

GTIIT_EHS

2019-09-15



Agenda
Topic 1 Safety Helmet

Topic 2 Safety Glasses

Topic 3 Mask

Topic 4 Ear Plug and Muff

Topic 5 Glove

Topic 6 Cloth

Topic 7 Safety shoes

Page 2
• BMS 4:3 Template 2010 • August 2011

内容简介： Topic 1 Safety Helmet

Topic 2 Safety Glasses

Topic 3 Mask

Topic 4 Ear Plug and Muff

Topic 5 Glove

Topic 6 Cloth

Topic 7 Safety shoes



Safety Helmet 安全帽

国内与国外相关规定：
• 符合头部防护 安全帽（GB 2811-2019）标准要求。

• ANSI/ISEA Z89. 1 2014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Head ProtectionL2 

• EN 397:2012+ Al: 2012 Industrial safety helmets

• EN 50365: 2002 Electrically insulating helmets for use on low voltage installations

安全帽按性能分为普通型(P)和特殊型(T)。

普通型安全帽是用于一般作业场所，具备基本防护性能的安全帽产品;

适用场所：
• 学校加工车间、施工现场；
• 或者存在硬物坠落、小型飞溅冲击潜在危险的场所。

特殊型安全帽是除具备基本防护性能外，还具备一项或多项特殊性能,适

用于与其性能相应的特殊作业场所。

带有电绝缘性能的特殊型安全帽按耐受电压大小分为G级和E级。

G级电绝缘测试电压为2200V，E级电绝缘测试电压为20000V

适用场所：高压配电房



Safety Helmet 安全帽

安全帽安全需求：

V-Gard 标准型安全帽：

•重量轻，佩戴舒适；

•V形顶部V设计，防止顶部冲击；

•D型下颏带，防止冲击后的二次打击；

•两侧插槽，两侧百叶窗式的通风口，可加速热空气

排出；

•两侧插槽，可佩带防护面罩、耳罩和手电，扩大保

护范围；

•卷边宽帽檐，可遮挡耀眼的光线和雨水，适合多种

作业环境；



Safety Helmet 安全帽

适用场所：



呼吸防护类型：

Mask 面罩&口罩



Mask 面罩&口罩

GB/T 32610-2016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daily 

protective mask 标准中，首次将口罩的防护级别根据空气污染情况由低到

高分为A、B、C、D四个等级。

• A级口罩适用于PM2.5浓度达到或高于500微克每立方米，也就是严重

污染以上时使用;

• B级口罩适用于严重污染(PM2.5浓度≤350微克每立方米)及以下污染;

• C级适用于重度(PM2.5浓度≤250微克每立方米)及以下污染;

• D级适用于中度(PM2.5浓度≤150微克每立方米)及以下污染。

同时要求各级对应的防护效果分别为不低于90%、85%、75%、65%。



Mask 面罩&口罩（针对滤芯材质）

N系列是美国标准，KN系列是中国标准，FFP系列是欧洲标准。

后面的数字指的防护能力，越大防护等级也越高。

KN95指的是能够过滤掉超过95%的非油性颗粒物，防护效果与

欧洲标准口罩FFP2大致相当。

KP是指用于油性颗粒物防护类。

一般情况下，用来抵抗病毒和流感，N95系列足够，90系列也

能抵抗90%以上。

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FFP3＞FFP2=N95=KN95＞KN90

从中国标准来看，如果是医务工作者，要用标准是GB19083-

2010的医用KN95口罩。

而普通人和不接触高压液体喷溅的医务人员，可以使用标准是

GB2626-2019的普通KN95口罩。



美国NIOSH呼吸防护用品标准认证
N系列：可用于防护非油性颗粒物，无使用时间限制，但由于在工厂内粉尘沾染和接触等原因，
不建议超过一个班时使用
95等级：最低过滤效率>95%

90等级：最低过滤效率>90%

以上过滤效率均以0.3微米的颗粒物粒径为测试样品，欧共体标准的检测流量为85升/分钟。

从理论上来讲，口罩的防护材料越密闭，阻挡颗粒物的效果越好。
反过来说，口罩越密闭，呼吸起来越困难，戴不好还可能因缺氧而导致头晕。佩戴N95这种专
业防护型口罩，容易造成呼吸困难，尤其对于心血管疾病等患者，更要谨慎。

相对于N95口罩，KN90口罩更适合普通人。佩戴是否感觉舒适也是因人而异。

口罩类型



Mask 面罩&口罩

根据危害程度选择呼吸防护用品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IDLH环境的防护适用于IDLH环境的呼吸防护用品是：

a) 配全面罩的正压式SCBA;

b) 在配备适合的辅助逃生型呼吸防护用品前提下,配全面罩或送气头罩的正压供气式呼吸防

护用品。

注:辅助逃生型呼吸防护用品应适合IDLH环境性质。

• 在有害环境性质未知、是否缺氧未知及缺氧环境下,选择的辅助逃生型呼吸防护用品应为携

气式,不允许使用过滤式;

• 在不缺氧,但空气污染物浓度超过IDLH浓度的环境下,选择的辅助逃生型呼吸防护用品可以

是携气式,也可以是过滤式,但应适合该空气污染物种类及其浓度水平。



Mask 面罩&口罩

非IDLH环境的防护应选择APF大于危害因素的呼吸防护用品。

各类呼吸防护用品的APF如下表所示：

呼吸防护用品类型 面罩类型 正压式 负压式

自吸过滤式

半面罩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10

全面罩 100

送风过滤式

半面罩 50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全面罩 >200 to <1000

开放型面罩 25

送气头罩 >200 to <1000

供气式

半面罩 50 10

全面罩 1000 100

开放型面罩 25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送气头罩 1000

携气式

半面罩

>1000
10

全面罩 100



Mask 面罩&口罩



如何选择？

1. 了解工作区域内的危害因素；

2. 危害因素的形态、浓度；

3. 根据控制的方法，选择正确的

防护用品；

4. 防护用品的种类、等级选择；

5. 防护用品的养护；

6. 防护用品的报废；

Mask 面罩&口罩



口罩_标准及选型说明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626-2019 （针对滤芯材质）
符合上述标准要求的口罩不一定可以满足医用口罩需要的细菌过滤和血液穿透效果；

医药行业标准 YY/T 0969-2013一次性医疗口罩 Single-use medical face mask 、
Q/JYHC 001-2020 一次性防护口罩

医药行业标准 YY 0469-2011 医用外科口罩（针对疫情最推荐，购买时要注意区分）
GB/T 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32610-2016 非强制性国家标准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daily 

protective mask 要求和GB19083-2010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要求基本一致。
医用防护口罩国家强制性标注GB19083-2010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防护级别最高）

指标
中国

普通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

细菌过滤效率（%） ≥ 95% ≥ 95% /

过颗粒滤效率（%） / ≥ 30% ≥ 95%

合成血液穿透阻力（mmHg） / 120 80

透气阻力 ≤ 49 Pa ≤ 49 Pa ≤ 343.2 Pa

数据来源中国口罩标准核心指标整理



Mask 面罩&口罩

分类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性质 标准状态 标准适用范围

医用口罩 GB19083-2010医用防
护口罩技术要求

GB19083-2010 强制性国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医疗工作环境下，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阻
碍飞沫、血液、体液、分泌物等的自吸过滤式医用
防护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YY 0469-2011 强制性行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临床医务人员在有创操作过程中所佩戴的一
次性口罩（外科口罩）

一次性医疗口罩 YY/T 0969-2013 推荐性行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覆盖使用者的口、鼻及下颌，用于普通医疗
环境中佩戴、组个口腔和鼻腔呼出或喷出污染物的
一次性使用口罩。不适用于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
壳口罩。

民用防护
型口罩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
呼吸器

GB 2626-2019 强制性国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防护各类颗粒物的自吸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不适用于有害气体和蒸气的呼吸防护；不适用于缺
氧环境、水下作业、消防逃生用呼吸防护。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
规

GB/T 32610-2016 推荐性国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防护各类颗粒物的自吸过滤式呼吸防护用品。
不适用于有害气体和蒸气的呼吸防护；不适用于缺
氧环境、水下作业、消防逃生、医用及工业防尘等
特俗行业用呼吸防护。也不适用于婴幼儿、儿童呼
吸防护用。

民用普通
口罩

针织口罩 FZ/T 73049-2014 推荐性行标 现行有效 适用于鉴定针织面料制成的口罩品质。不适用于医
疗和劳动防护口罩

普通脱脂纱布口罩 GB 19084-2003 强制性国标 作废 适用于普通脱脂纱布制成的口罩

http://www.dehsm.com/article-310.html


口罩选型说明

• YY 0469-2011 

• GB/T 32610-2016

• GB19083-2010 



off gas Filter Cartridge

3M 6001有机气体滤毒盒

与3M 7502 配套使用

可防护有机气体及蒸气，如苯及同系物、汽油、丙酮、二硫化碳、醚等

包装:2个/包，30包/箱

6003 有机及酸性气体滤毒盒 ●可防护有机蒸气、氯气、盐酸、二氧化硫、硫化氢、氢氟酸

●包装:2个/包，30包/箱

off gas Filter Cartridge

3M 6006 多用气体/蒸气滤毒盒

●可防护有机蒸气、氯气、二氧化氯、氯化氢、二氧化硫、氟化氢、硫化氢、氨气、甲胺、

甲醛

●包装:2个/包，30包/箱

Filter cotton

3M 5N11 N95滤棉

与3M 7502 配套使用

过滤各类非油性颗粒物用于将5N11滤棉固定在6000/7000的滤盒上

包装:10个/盒，10盒/箱

面罩类型

3M 7502 半面罩

适用场所：
存在颗粒污染物和有害气体环境的工作环
境。



Mask 面罩&口罩

佩戴方式：



US EPA Integrated Protection Combining Components of PPE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Level 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ositive pressure, SCBA Positive pressure, SCBA

Full-face or half-mask,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Not required 

Protective 

clothing

Fully encapsulating chemical 

protective sui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overalls or uniforms 

Hand

protection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Disposable gloves 

Foot protection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Safety shoes/boots or Boot-

covers 

Emergency PPE 



EN388

EN374

EN407

Protective Gloves 

GB/T 12624-2006 劳动防护手套通用技术条件



手套信息的种类



EN 388 手套选型说明



手套信息的种类



性能等级 耐磨性
（单位：圈）

抗割性
（单位：次数）

抗撕裂性
（单位：牛顿）

抗刺穿性
（单位：牛顿）

1 100 1.2 10 20

2 500 2.5 25 60

3 2000 5.0 50 100

4 8000 10.0 75 150

5 - 20.0 - -

机械防护



注意：CE标志为一种强制性合格标志，表示该产品已达到欧盟的保护消费者、安全和环保要求

化学防护

微生物防护





For accidents of Level A/B/C, double-layer protective gloves must be worn,

e. g. gloves with composite membrane as inner layer and Nitrile as outer layer for Level B. 

Degradation test
Tested material is made into a piece of
membrane. Take the dimension and weight of
the tested piece before soaking it into the
solvent. Take the dimension again after 30 mins.
Blow-dry the tested piece then take the weight.
Mark down both variations in percentage as
well as noticeable physical changes. The
degradation grade is determined based on
various criteria.

Permeation test tank

Clean air

Permeation test
of chemicals

Testing chemical

Tested gloves/clothing material
(Isolation membrane)

Protective Gloves 





适用环境

适用于氢氟酸HF

适用于食品



隔热防护



防寒手套

• 防水和挡风衬里

• 衬里和加长护腕

• PVC增强的手掌和手指部位

• 可用洗衣机洗涤

• 根据实际适用环境选择是否防水

• 耐寒温度和持续操作时间

Operating ultra-low temperature 

liquid nitrogen



放射性防护

产品要求：

·柔软型进口无铅材料X射线防护服系列产品，重量轻，穿戴舒适。

·产品物理性能和使用寿命长

·铅胶分布均匀，防护均匀，表面材料耐磨、易清洗。

·采用多层材料制作，配以人性化结构设计。

·制造精良：做工精细，经久耐用，确保品质安全；

X射线防护护手-铅当量0.35

适用场景:
·适用于放射场所，例如X射线



• 有毒或者危险污染物需要特俗处理或者处置。

• 洗涤过程中请不要使用漂白剂或者氯

• 当清洗污垢或者油渍很重的手套时，帆布和手套

之间的摩擦可以除掉深层污垢

手套清洗须知



US EPA Integrated Protection Combining Components of PPE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Level 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ositive pressure, SCBA Positive pressure, SCBA

Full-face or half-mask,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Not required 

Protective 

clothing

Fully encapsulating chemical 

protective sui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overalls or uniforms 

Hand

protection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Disposable gloves 

Foot protection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Safety shoes/boots or Boot-

covers 

Emergency PPE 



防护服类型



Topic 6 Cloth

防护服



防护服类型



防护服类型

举例：
一次性无纺布带帽连体防化服(白色)5/6 型连体工作服：

• 无纺布材质的一次性连体工作服，带松紧帽、袖口、衣服背部和脚踝；

• 防静电，EN1149-5具有防静电性能；

• 防水；菱形裤裆设计。前面为双向拉链，带有一层胶带式门襟。层压微

孔膜65gsm，采用内部缝合。

• 可保体免受空气中固体颗粒、液体化学品、感染性因素以及化学和放射

性污染的损害。

• 设计拉链可从颈项一直拉自下巴上方，可保护裸露的颈部。

• EN13982-1（5型）可保体免受固体粒子的损害。

• EN141126可保体免受感染性因素的影响。

• EN1073-2可保体免受放射性污染的影响。

• EN13034/05可有限保体免受液体化学品的损害（6型）。



US EPA Integrated Protection Combining Components of PPE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Level 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ositive pressure, SCBA Positive pressure, SCBA

Full-face or half-mask,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Not required 

Protective 

clothing

Fully encapsulating chemical 

protective sui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overalls or uniforms 

Hand

protection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Disposable gloves 

Foot protection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Safety shoes/boots or Boot-

covers 

Emergency PPE 



安全鞋标准



防泼水面料---能有效排斥水份在鞋面的积聚
防泼水层其实是覆盖在面料表面的一层特殊处理，令水落在表面后无法渗透并迅速滚落
印度水牛皮鞋面，皮革厚度大于2.0毫米，新型印度高品质双密度PU住宿鞋底，
非金属合成材料保护包头和防穿刺中底，防砸、防穿刺、绝缘14KV(电工鞋)、耐磨、耐油、
后跟吸能、SRC级防滑，轻便舒适。

安全鞋类型

GB21148-2007个人防护装备 安全鞋
EN 50321:2000 Electrically insulating footwear for working on low voltage installations

EN 12568:1998 Foot and leg protectors-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for toecaps and 

metal penetration resistant inserts

一般用于电工或有安全鞋需要的工作(如施工现场)



• 鞋底舒适的无尘靴

• 鞋底很轻便并使用缓冲效果PU（聚氨酯）

类材料

• 面料/加入导电材料的涤纶

• 阻抗：1.0×109Ω

• 对应无尘等级100或根据洁净室等级选择

适用场景：

洁净室日常操作及应急处理

Anti-static shoe cover防静电鞋套



Protective boot-covers may be us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at NO massive contamination or tainting will occur. 

chemical resistant shoe covers 防化鞋套

• 面料外层为高质多微孔膜，内层为纺粘聚丙烯

无纺布，可提供液体及粉尘防护

• 面料材质柔软，穿着舒适并具有很好的湿蒸汽

透气（MVT）性能

• 连体服符合欧标5类、6类应用

• 与很多其他连体多微孔膜防护服不同，该系列

防护服使用双向拉伸膜，具有很好的强度

• 具有抗静电性能，达到EN1149抗静电标准

适用场景：可用于普通化学品泄漏处理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 Hit resistant 

• Puncture resistant 

• Anti-static 

• Antiskid  

• Oil-proof 

• Acid and alkali resistant  

• PVC safety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防化靴

适用场景：
用于一般火场灭火、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理等救援活动



US EPA Integrated Protection Combining Components of PPE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Level D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ositive pressure, SCBA Positive pressure, SCBA

Full-face or half-mask,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Not required 

Protective 

clothing

Fully encapsulating chemical 

protective sui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hemical resistant clothing, 

liquid-tight
Coveralls or uniforms 

Hand

protection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Gloves, inner & outer, 

chemical resistant
Disposable gloves 

Foot protection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Boots, chemical resistant, 

steel toe and shank, or Boot-

covers, chemical resistant 

Safety shoes/boots or Boot-

covers 

Emergency PPE 



For internal use only

“Nothing we do is worth getting hurt 
f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