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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３９８００《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第３部分：冶金、有色；

———第４部分：非煤矿山；

……

本部分为ＧＢ３９８００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Ⅰ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３部分：冶金、有色

１　范围

ＧＢ３９８００的本部分规定了冶金、有色行业各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即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的总体

要求、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及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本部分适用于冶金、有色行业的各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本部分不适用于采矿、选矿行业及冶金、有色行业各用人单位消防用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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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８６６４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ＧＢ３９８００．１—２０２０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３９８００．１—２０２０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总体要求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原则、配备管理及配备流程按ＧＢ３９８００．１—２０２０执行。

５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用人单位应结合冶金、有色行业安全生产的特点，按照ＧＢ３９８００．１—２０２０的４．２中的要求对其生

产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危害评估。用人单位可根据表１所列的作业类别，或参考附

录Ａ所列的工种进行危害因素的辨识，并对所辨识的危害因素进行危害评估，以此作为选择适用个体

防护装备的依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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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的作业类别、可能造成的事故或伤害类型以及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

事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１
易燃易爆场

所作业

作业场所存在甲、

乙类易燃易爆物质

并可能引起燃烧、

爆炸

火灾、爆

炸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ＴＢ０２防静电工作帽

ＨＸ０５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ＨＸ０６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ＨＸ０８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ＦＺ０２防静电服

ＦＺ０７化学防护服

ＦＺ１２阻燃服

ＳＦ０４防静电手套

涉及煤气、ＣＯ、天然气

等易燃气体的作业场

所，以及存在易燃溶剂

的油漆喷涂场所。

接触煤尘、焦尘、铝尘

等爆炸性粉尘的作业。

例如高炉粉喷吹系统

操作，高炉炉顶压力控

制不当，可能引起煤粉

爆炸

２
吸入性气相

毒物作业

接触常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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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等

ＨＸ０１长管呼吸器

ＨＸ０２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ＨＸ０３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

ＨＸ０４自给闭路式氧气逃生呼吸器

ＨＸ０５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ＨＸ０６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ＨＸ０７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

吸器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３防化学品手套

ＦＺ０７化学防护服

存在 ＣＯ 等有毒气体

的场所；高炉焦炉煤气

输配、储存、使用过程

中一旦有泄漏，可能发

生中毒事故；

在金属处理作业，如镀

锌、金属材料涂层时可

能产 生 挥 发 性 有 毒

气体

３
沾染性毒物

作业

接触能粘附于皮

肤、衣物上，经皮肤

吸收产生伤害或对

皮肤产生毒害物质

的作业

中毒等

ＨＸ０１长管呼吸器

ＨＸ０２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ＨＸ０３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

ＨＸ０４自给闭路式氧气逃生呼吸器

ＨＸ０５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ＨＸ０６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ＨＸ０７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

吸器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３防化学品手套

ＦＺ０７化学防护服

ＺＢ０２防化学品鞋

在金属处理作业，如镀

锌、金属材料涂层时可

能产生锌及氧化物、挥

发性溶剂等有毒物质；

或在生产过程中设备、

工艺中可能碰触有毒

物质

４
吸入性粉尘

作业

接触粉尘、烟、雾等

颗粒物，经呼吸道

吸入对人体产生伤

害的作业

粉尘伤害、

中毒等

ＨＸ０２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ＨＸ０８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皮带机、给料机、振动

筛操作；炉前操作、出

铁口、出渣口、混铁炉

操作等作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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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

事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５

高温热接触

或 热 辐 射

作业

或存在热的液体、

气体对人体的烫

伤，热的固体与人

体接触引起的灼

伤，火焰对人体的

烧伤以及炽热源的

热辐射对人体的伤

害等情况的作业

热辐射危害、

灼烫、有害

光照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耐高温）

ＹＭ０３强光源防护镜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５防热伤害手套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ＦＺ１０熔融金属飞溅防护服

ＦＺ０５隔热服

ＦＺ１２阻燃服

在高温车间进行一系

列作业，例如烧结车

间、烧结成品车间；炉

前操作、出铁口、出渣

口、炼铁、铸铁、热风炉

操作；操作与清理炉下

钢渣道、清理钢渣车、

操作真空炉、处理铁水

钢包等

６
有 限 空 间

作业

在空气不流通的场

所中作业，包括在

缺氧即空气中含氧

浓度小于１９．５％和

毒气、有毒气溶胶

超过标准且不能及

时排出等场所中

作业

中毒、

窒息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ＺＬ０１安全带

ＺＬ０２安全绳

ＺＬ０３缓冲器

ＺＬ０４缓降装置

ＺＬ０５连接器

ＺＬ０６水平生命线装置

ＺＬ０７速差自控器

ＺＬ０８自锁器

ＺＬ０９安全网

ＺＬ１１挂点装置

ＨＸ０１长管呼吸器

ＨＸ０３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

ＨＸ０５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ＳＦ０３防化学品手套

ＦＺ０７化学防护服

ＺＢ０１安全鞋

炉窑、罐、仓、斗、槽车

等设备设施以及管道、

烟道、隧道、下 水 道、

沟、坑、井、池、涵洞等

孔道或排水系统内的

作业

７ 腐蚀性作业
产生或使用腐蚀性

物质的作业

化学性烧灼、

中毒等

ＨＸ０６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３防化学品手套

ＺＢ０２防化学品鞋

ＦＺ０７化学防护服

生产或使用硫酸、盐

酸、硝酸、氢氟酸、液体

强碱、固体强碱、重铬

酸钾等的作业，如电镀

作业、热处理作业等

８ 噪声作业

存在有损听力、有

害健康或有其他危

害的声音，且每天

８ｈ或每周４０ｈ噪

声暴露等效声级大

于或等于８０ｄＢ（Ａ）

的作业

听力损伤等
ＴＬ０１耳塞

ＴＬ０２耳罩

各种冶炼炉、压缩机、

鼓风机、引风机、泵房

区、加压机、风机、轧制

设备、辊轴机等作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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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

事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９ 高处作业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２ｍ以上（含２ｍ）

有可能坠落的高处

进行的作业

高处坠落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ＺＬ０１安全带

ＺＬ０２安全绳

ＺＬ０３缓冲器

ＺＬ０４缓降装置

ＺＬ０５连接器

ＺＬ０６水平生命线装置

ＺＬ０７速差自控器

ＺＬ０８自锁器

ＺＬ０９安全网

ＺＬ１０登杆脚扣

高空安装、在高处进行

工艺操作、检维修、货

物堆砌等作业

１０

存在物体坠

落、撞击的

作业

物体坠落或横向上

可能有物体相撞的

作业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ＺＬ０９安全网

安装施工、起重、检修

现场的作业

１１
有碎屑飞溅

的作业

加工过程中可能有

切削飞溅的作业
物体打击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８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ＺＢ０１安全鞋

破碎、锤击、铸件切削、

砂轮打磨等作业

１２
操纵转动机

械作业

机械设备运行中引

起的绞、碾等伤害

的作业

机械伤害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ＺＢ０１安全鞋

机械设备运动（静止）

时以及部件、工具、加

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

引起的挤压、碰撞、冲

击、剪切、卷入可能带

来的危险；如皮带传送

机、卷边机及包装机等

１３
接触使用锋

利器具

生产中使用的生产

工具或加工产品易

对操作者产生割

伤、刺伤等伤害的

作业

机械伤害
ＳＦ０８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ＺＢ０１安全鞋

金属加工的打毛清边，

例如铝卷、铝带打包作

业等

１４

地面存在尖

利 器 物 的

作业

工作平面上可能存

在对工作者脚部或

腿部产生刺伤伤害

的作业

机械伤害等 ＺＢ０１安全鞋 施工、检修现场作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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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作业类别 说明
可能造成的

事故或伤害
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 作业举例

１５

铲、装、吊、

推机械操纵

作业

各类活动范围较小

的重型采掘、建筑、

装载起重设备的操

纵与驾驶作业

车辆伤害、

起重伤害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ＺＢ０１安全鞋

操作铲机、推土机、装

卸机、天车、龙门吊、塔

吊、单臂起重机等机械

１６ 带电作业

工作人员接触带电

部分的作业，或工

作人员身体的任一

部分或使用的工

具、装置、设备进入

带电作业区域内的

作业

触电、电

弧伤害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绝缘）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ＳＦ０１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ＺＢ０１安全鞋（绝缘）

ＦＺ０１防电弧服

电气设备或线路带电

作业、维修等

１７
非电离辐射

作业

接触微波辐射、超

高频辐射、高频电

磁场、工频电场、红

外线、紫外线、激光

等电磁辐射的作业

辐射伤害

ＹＭ０２激光防护镜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ＦＺ１１微波辐射防护服

ＳＦ０６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

护手套

炼铁生产中炉前分级

送料的焦炭料斗、转炉

炼钢在结晶器液位控

制使用含放射物质的

液位计或物料称量部

位等

１８ 强光作业

强光源或产生强烈

红外辐射和紫外辐

射的作业

辐射伤害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出铁、出钢及炽热金属

作业岗位；焊接、切割

作业等

１９
人 工 搬 运

作业

通过人力操作的

作业
其他伤害

ＴＢ０１安全帽

ＳＦ０８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ＦＺ０４高可视性警示服

ＺＢ０１安全鞋

需要人力抬、扛、推、搬

移的作业

２０ 低温作业

作业场所平均气温

等于或低于５℃的

作业；或接触低温

物体造成伤害的

作业

低温伤害等

ＴＢ０１安全帽（耐低温）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ＦＺ０９冷环境防护服

ＳＦ０２防寒手套

涉及液氧、液氮等液态

气体的作业等

２１ 野外作业 野外露天作业 其他伤害

ＹＭ０４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ＺＢ０１安全鞋

ＦＺ０３职业用防雨服

野外的检查、维护等

６　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６．１　用人单位应根据辨识的作业场所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选择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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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冶金、有色行业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应按照以下一种或两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ａ）　根据作业类别结合表１辨识的危害因素和危害评估结果，并依据表１建议的适用个体防护装

备，结合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部位、防护功能、适用范围和防护装备对使用者的适合性，选择合

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ｂ）　参考附录Ｂ执行。对于附录Ａ中未涵盖的工种，用人单位应根据该工种作业特点，进行危害

因素的辨识和评估，并根据ＧＢ３９８００．１—２０２０的要求，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

６．３　用人单位应按照ＧＢ／Ｔ１８６６４进行呼吸防护用品的配备及管理。

６．４　用人单位应考虑地域温度的差异，为作业人员配备适宜的头部防护、防护服装、手部防护和足部防

护等个体防护装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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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冶金、有色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冶金、有色行业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详见表Ａ．１。

表犃．１　冶金、有色工种及其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１ 炼铁人员

烧 结 球 团 原

料工
ＹＪ０１００１

烧结原料工，烧结配料

工，混 合 料 工，球 团 原

料工

粉尘和气溶胶、飞溅物、噪声、外

形缺陷、腐蚀品、设施缺陷

粉矿烧结工 ＹＪ０１００２ —

有毒气体（煤气等）、粉尘和气溶

胶、外形缺陷、飞溅物、高温物

体、噪声、设施缺陷

球团焙烧工 ＹＪ０１００３

造球工，球团竖炉工，回

转窑球团焙烧工，带式球

团焙烧工，转底炉工

有毒气体（煤气等）、粉尘和气溶

胶、外形缺陷、飞溅物、高温物

体、噪声、设施缺陷

烧结成品工 ＹＪ０１００４
冷却筛分工，成品矿运

送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高温物体、噪声、设施缺陷

高炉原料工 ＹＪ０１００５
高炉上料工，煤粉工，碾

泥工

中毒、高温物体、粉尘和气溶胶、

外形缺陷、噪声、设施缺陷

高炉炼铁工 ＹＪ０１００６
高炉炉前工，高炉炼铁操

作工，铸铁机工

中毒、明火、有害光照、高温物

体、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

溅物、噪声、设施缺陷

高炉运转工 ＹＪ０１００７
热风炉工，高炉配管工，

渣处理工

有毒气体（煤气等）、明火、有害

光照、高温物体、粉尘和气溶胶、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设施

缺陷

ＹＪ０２ 炼钢人员

炼钢原料工 ＹＪ０２００１

废钢加工工，炼钢原料

工，混铁炉工，铁水预处

理工

有毒气体（煤气等）、明火、有害

光照、高温物体、粉尘和气溶胶、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

炼钢工 ＹＪ０２００２

转炉炼钢工，电炉炼钢

工，炉外精炼工，特种炉

冶炼工

有毒气体（煤气等）、明火、有害

光照、高温物体、粉尘和气溶胶、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

炼钢浇铸工 ＹＪ０２００３ 模铸工，连铸工
明火、高温物体、粉尘和气溶胶、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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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２ 炼钢人员

炼钢准备工 ＹＪ０２００４
钢水罐准备工，换罐清渣

工，炼钢备品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噪声、高温物体、热辐射

整模脱模工 ＹＪ０２００５ —
坠落物、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

陷、飞溅物、噪声、高温物体

ＹＪ０３
铁合金冶炼

人员

铁合金原料工 ＹＪ０３００１
铁合金电极糊工，钒铁原

料工，金属铬原料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噪声

铁合金火法冶

炼工
ＹＪ０３００２

铁合金成品工，铁合金特

种炉冶炼工，铁合金真空

炉冶炼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噪声、电伤害、高温物体

铁合金焙烧工 ＹＪ０３００３

钒铁焙烧工，钒铁熔化工，

金属铬焙烧工，金属铬还

原工，铁合金回转窑工，二

氧化钛工，钼制块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明火、高温物体、噪声、有毒

气体（煤气等）

铁合金湿法冶

炼工
ＹＪ０３００４

钒铁浸滤工，钒铁沉淀

工，金属铬浸滤工，金属

铬反应工

粉尘和气溶胶、腐蚀品、中毒、外

形缺陷、飞溅物、高温物体、噪声

钒氮合金工 ＹＪ０３００５ 铁合金炉外法冶炼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飞溅

物、噪声、高温物体、氮气窒息

ＹＪ０４
重有色金属

冶炼人员

重冶备料工 ＹＪ０４００１

制团、制粒工，密闭鼓风

炉备料工，有色金属干燥

工，固体物料配料工，固

体输送工，破碎机工，矿石

磨细工，抓斗工，发生炉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物

体、粉尘和气溶胶

重金属物料焙

烧工
ＹＪ０４００２

烧结机工，沸腾炉焙烧

工，回转窑工，焦结炉工，

煅烧工，多膛炉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明火、高温物体、有毒烟气、有害

光照

重 冶 火 法 冶

炼工
ＹＪ０４００３

蒸馏炉工，竖炉工，鼓风

炉工，闪速炉熔炼工，矿

热电炉熔炼工，白银熔池

熔炼工，锑白炉工，卡尔

多炉工，真空冶炼工，重

冶转炉工，重冶火法精炼

工，熔析炉工，钛汞合金

冶炼工，铋冶炼工，塔盘

制炼工，反射炉工，有色

金属熔炼池熔炼炉工，有

色金属强化熔炼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明火、高温物体、有毒烟气、有害

光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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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４
重有色金属

冶炼人员

重 冶 湿 法 冶

炼工
ＹＪ０４００４

重冶浸出工，蒸发浓缩结

晶工，有色液固分离工，

重冶湿法压滤工，重冶净

化沉淀工，高压反应釜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有毒品（有毒雾气）、

腐蚀品

电解精炼工 ＹＪ０４００５
重冶配液工，重冶净液

工，阴阳极制作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有毒

品（有毒雾气）、腐蚀品

ＹＪ０５
轻有色金属

冶炼人员

氧化铝制取工 ＹＪ０５００１

轻冶料浆配料工，轻冶料

浆液调整输送工，高压溶

出工，轻冶沉降工，氢氧

化铝分解工，氧化铝焙烧

工，氢氧化铝精制工，镓

提炼工，熟料烧结工，熟

料溶出工，粗液脱硅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有毒

品（有毒雾气）、腐蚀品

铝电解冶炼工 ＹＪ０５００２
铝冶炼工，铝及铝合金熔

铸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有毒品（有毒雾气）、

腐蚀品

铝电解工 ＹＪ０５００３

阳极工，阳极组装工，多

功能机组操作工，母线焊

接工，电解槽砌扎工，微

机操作工，铝吸出工，铝

电解综合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有毒品（有毒雾气）、

腐蚀品

镁冶炼工 ＹＪ０５００４

镁电解工，镁精炼工，镁

氯化工，氯压机工，镁还

原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有毒

品（有毒雾气）、腐蚀品

硅冶炼工 ＹＪ０５００５ —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有害烟气

ＹＪ０６
稀贵金属

冶炼人员
钨钼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１

钨钼粉末制造工，粗钨酸

钠溶液制备工，钨酸铵溶

液制备工，氧化钨制备

工，纯三氧化钨、仲钨酸

铵、兰钨制取工，偏钨酸

铵制备工，碳化钨制备

工，铸造碳化钨熔炼破碎

工，铸造碳化钨制管工，

复式碳化钨制备工，碳化

钛制备工，焙烧压煮工，

仲钼酸铵制备工，钨酸钠

制备工，钼铁冶炼工，辅

料制备工，破碎精整包

装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腐蚀

品、有毒品（有毒雾气）、粉尘和

气溶胶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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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６
稀贵金属

冶炼人员

钽铌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２

钽铌分离工，钽铌化合物

制取工，铌碳还原火法冶

炼工，压制成型工，钽铌

精炼工，钽铌加工材制取

工，钽钠还原火法冶炼

工，钽碳还原火法冶炼

工，铌铁火法冶炼工，铌

酸锂晶体制取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腐蚀

品、有毒品（有毒雾气）、粉尘和

气溶胶

钛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３

氯化炉工，四氯化钛精制

工，熔体镁工，海绵钛还

原蒸馏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腐蚀

品、有毒品（有毒雾气）、粉尘和

气溶胶

稀土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４

稀土精矿分解工，稀土萃

取工，稀土离子交换工，

稀土电解工，稀土真空热

还原工，稀土抛光粉工，

稀土发光材料工，稀土挤

压工，稀土熔炼工，稀土

永磁材料工，稀土后处理

工，预处理工，化学分离

工，精质提纯工，稀土色

层工，液膜提取工，稀土

烟气回收工

外形缺陷、噪声、高温物体、腐蚀

品、有毒品（有毒雾气）、粉尘和

气溶胶

稀 土 材 料 生

产工
ＹＪ０６００５

稀土抛光粉工，稀土发光

材料工，稀土储氢材料

工，稀土催化材料工，稀

土永磁材料工，稀土永磁

合金快淬工，稀土磁性材

料成型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物

体、腐蚀品、有毒品（有毒雾气）、

粉尘和气溶胶

贵金属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６

黄金氰化工，炼金工，富

集工，贵金属精炼工，阳

极泥冶炼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物

体、腐蚀品、有毒品（有毒雾气）、

粉尘和气溶胶

锂冶炼工 ＹＪ０６００７

锂焙烧工，酸化工，沉锂

工，转化工，锂电解工，真

空包装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物

体、腐蚀品、有毒品（有毒雾气）、

粉尘和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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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７
半导体材料

制备人员

半导体原料制

备工
ＹＪ０７００１

硅心制备工，炉内器件高

纯处理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高温物体

多晶硅制取工 ＹＪ０７００２

三氯氢硅、四氯化硅合成

工，三氯氢硅、四氯化硅

提纯工，三氯氢硅、四氯

化硅还原工，硅烷法多晶

硅制取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高温物体、有害气体

ＹＪ０８
金属轧制

人员

轧制原料工 ＹＪ０８００１

金属锭坯整理工，轧制原

料准备工，均热工，加热

工，大管坯处理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有毒品（有毒

雾气）、粉尘和气溶胶、噪声、高

温物体

金属轧制工 ＹＪ０８００２

轧钢工，热压延工，冷压

延工，轧管工，车轮轧制

工，轧制备品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高温物体

金 属 材 酸 碱

洗工
ＹＪ０８００３

金属材酸洗工，金属材碱

洗工，酸再生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腐蚀品、有毒

品（有毒雾气）、噪声、高温物体

金属材涂层机

组操作工
ＹＪ０８００４

脱脂工，镀锌工，镀锡工，

彩涂工，箔材精制工，阳

极氧化工，化学氧化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腐蚀品、有毒

品（有毒雾气）、噪声、高温物体

金 属 材 热 处

理工
ＹＪ０８００５

钢材热处理工，有色金属

热处理工，真空热处理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腐蚀品、有毒

品（有毒雾气）、噪声、高温物体

焊 管 机 组 操

作工
ＹＪ０８００６

卷管工，焊接制管工，炉

焊管工，高频焊管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有害光照、焊

接烟尘、高温物体

金属材精整工 ＹＪ０８００７

轧钢精整工，重轨加工

工，轧钢成品工，钢丝制

品精整工，钢丝制品成品

工，板、带、箔材剪切工，

板、带材精整工，管、棒、

型材精整工，刮管工，打

磨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坠落物、噪

声、粉尘和气溶胶、高温物体

金 属 材 丝 拉

拔工
ＹＪ０８００８

拉丝工，钢丝制品备品

工，钨、钼材料粗拉丝工，

钨、钼材料细拉丝工，拉

伸工，冷拉丝工，称丝复

绕工，热拉丝工，金属材

管拉拔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

物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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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０８
金属轧制

人员

金属挤压工 ＹＪ０８００９
挤压工，修模工，研磨工，

高压泵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

物体

铸轧工 ＹＪ０８０１０ —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高温

物体

钢丝绳制造工 ＹＪ０８０１１ —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

ＹＪ０９ 铸铁管人员

铸管备品工 ＹＪ０９００１ 铸管制芯工，管模维修工 外形缺陷、噪声

铸管工 ＹＪ０９００２
离心铸管工，铸管退火

工，铸管熔炼工

有害光照、外形缺陷、飞溅物、噪

声、粉尘和气溶胶、高温物体、有

毒品（有毒雾气）

铸管精整工 ＹＪ０９００３
铸管精整工，铸管涂衬

工，铸管喷漆工

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粉尘和

气溶胶、高温物体、有毒品（有毒

雾气）

ＹＪ１０
碳素制品

生产人员

碳素煅烧工 ＹＪ１０００１
碳素煅烧操作工，石油焦

煅烧工

有害烟气、高温物体、粉尘和气

溶胶、外形缺陷、飞溅物、噪声

碳素成型工 ＹＪ１０００２
碳素配料工，碳素混捏

工，碳素压型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高温

物体、飞溅物、噪声

碳素焙烧工 ＹＪ１０００３ —
有害烟气、粉尘和气溶胶、外形

缺陷、高温物体、飞溅物、噪声

碳素浸渍工 ＹＪ１０００４ —
外形缺陷、坠落物、高温物体、飞

溅物、噪声、有毒烟气

石墨化工 ＹＪ１０００５ 石墨化工，碳素石墨化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坠落

物、高温物体、飞溅物、噪声

碳素制品工 ＹＪ１０００６

石墨电刷制品工，硅碳棒

制造工，碳素制品加工

工，石墨制品工，石墨坩

埚工，碳素制品工，胶体

石墨工，显像管石墨乳

工，石墨成型工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坠落

物、飞溅物、噪声

碳 素 特 种 材

料工
ＹＪ１０００７ —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坠落

物、飞溅物、噪声、高温物体、腐

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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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１１
硬质合金

生产人员

硬质合金混合

料制备工
ＹＪ１１００１

混合料制备工，喷雾干燥

塔工，参胶（蜡）工，混合

料鉴定下料工，金属陶瓷

合金制备工，铁粉还原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

硬 质 合 金 成

型工
ＹＪ１１００２

热压工，压制工，压模试

压工，挤压制品生产工，

增塑性毛坯与异型制品

加工工，成型剂制备工，

压铸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飞溅物

硬 质 合 金 烧

结工
ＹＪ１１００３

热等静压工，脱蜡工，脱

胶（剂）工，钨钼制品烧结

工，合金成品加工工，合

金探伤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高温物体

硬质合金精加

工工
ＹＪ１１００４

压坯加工工，硬质合金涂

层工，合金深度加工工，

合金制品包装工，刀片刃

磨钝化工

外形缺陷、噪声、粉尘和气溶胶、

有毒品（有毒雾气）

ＹＪ１２ 炼焦及煤化工

炼焦煤制备工 ＹＪ１２００１
炼焦备煤工，炼焦配煤

工，煤调湿工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缺

陷、粉尘和气溶胶、飞溅物、噪声

炼焦工 ＹＪ１２００２

焦炉炉前工，筛运焦工，

干法熄焦工，焦炉调温

工，焦炉煤气冷凝净化

工，加氢精制工，热修瓦

工，炉门修理工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缺

陷、粉尘和气溶胶、有毒品（有机

挥发物）、高温物体

煤 制 烯 烃 生

产工
ＹＪ１２００３

甲醇合成操作工，甲醇制

烯烃操作工

坠落物、易燃气（液）体、作业场

所湿滑、外形缺陷、有毒品、作业

场所空气不良

煤制油生产工 ＹＪ１２００４

煤间接液化合成操作工，

煤间接液化分离操作工，

煤直接液化催化剂制备

工，加氢稳定装置操作

工，煤直接液化操作工，

二氧 化 碳 回 收 处 理 操

作工

坠落物、易燃液体、作业场所湿

滑、外形缺陷、粉尘和气溶胶、有

毒品、作业场所空气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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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典型工种

类别编号 类别 工种名称 工种编号
相近工种 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

ＹＪ１２
炼焦及煤

化工

煤制气工 ＹＪ１２００５

煤气化备配煤工，煤气化

工，煤气净化回收工，甲

烷合成气净化工，甲烷合

成工

坠落物、易燃气体、作业场所湿

滑、外形缺陷、粉尘和气溶胶、有

毒品、腐 蚀 品、作 业 场 所 空 气

不良

水煤浆制备工 ＹＪ１２００６ —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缺

陷、粉尘和气溶胶、飞溅物、噪声

工业型煤工 ＹＪ１２００７ —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缺

陷、粉尘和气溶胶、飞溅物、噪声

ＹＪ１３ 通用工种

起重装卸机械

操作员
ＹＪ１３００１

堆取料机司机，翻车机

工，叉车司机，堆垛车操

作工，起重机械操作工

外形缺陷、坠落物、粉尘和气溶

胶、噪声

输送机操作工 ＹＪ１３００２ 皮带机巡检工，除尘员 粉尘和气溶胶、外形缺陷、噪声

检维修工 ＹＪ１３００３

仪器仪表维修工，机械设

备维修工，电气设备点

检员

粉尘和气溶胶、高处坠落、有毒

品（有毒雾气）、外形缺陷、噪声

电工 ＹＪ１３００４

值班电工，电力值班员

（电力机务员），电气试验

工，继电保护工，电缆安

装工，变压器制造工，电

气设施安装工，维修电

工，送电线路工

坠落物、作业场所湿滑、外形缺

陷、飞溅物、电伤害、坠落

焊工 ＹＪ１３００５ —

其他化学品危险和有害因素（焊

接烟尘）、电伤害、有害光照、外

形缺陷

环卫工 ＹＪ１３００６ —
高温 物 体、粉 尘 和 气 溶 胶、腐

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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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犅

（资料性附录）

冶金、有色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冶金、有色行业各工种个体防护装备的具体配备说明见表Ｂ．１。

表犅．１　冶金、有色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１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１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腐蚀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１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１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２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２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２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和缺氧环境等 需年检

ＹＪ０１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３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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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１００３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３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３ＳＦ 防机械伤害、隔热、防烫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１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４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４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４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４ＳＦ 防机械伤害、防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４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１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５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５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５ＳＦ 防机械伤害、防化学品、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５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５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和缺氧环境等 需年检

ＹＪ０１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６ＴＢ 耐高温 ３０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６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６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６ＦＺ 防熔融金属飞溅、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６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６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６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和缺氧环境等 需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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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１００７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１００７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１００７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１００７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７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１００７ＦＺ 隔热、阻燃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１００７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１００７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１００７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缺氧环境 需年检

ＹＪ０２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２００１ＴＢ 防冲击、耐高温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２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２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２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２００１ＦＺ 防熔融金属飞溅、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２００１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阻燃、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２００１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２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２００２ＴＢ 耐高温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２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２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２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２００２ＦＺ 防熔融金属飞溅、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２００２ＳＦ 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２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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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２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２００３ＴＢ 耐高温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２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２００３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２００３ＦＺ 防熔融金属飞溅、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２００３ＳＦ 防烫、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２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２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２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２００４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２００４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２００４ＦＺ 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２００４ＳＦ 防烫、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２００４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２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２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２００５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２００５ＨＸ 防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２００５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２００５ＳＦ 防烫、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２００５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３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３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３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３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３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３００１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３００１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８１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３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３００２ＴＢ 防冲击、耐高温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３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防光辐射，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３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３００２ＦＺ 防熔融金属、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３００２ＳＦ 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３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３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３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３００３ＹＭ 防液滴、飞溅物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３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３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３００３ＦＺ 隔热、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３００３ＳＦ 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３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３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和缺氧环境等 需年检

ＹＪ０３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３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３００４ＹＭ 防液滴、飞溅物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３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４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３００４ＦＺ 防化学品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３００４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３００４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９１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３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３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３００５ＹＭ 防御紫外线、可见光，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３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５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３００５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３００５ＳＦ 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３００５ＺＢ
防尘、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

刺穿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３００５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和缺氧环境等 需年检

ＹＪ０４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４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４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４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４００１ＨＸ 防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４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４００１ＳＦ 耐油污、防切割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４００１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４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４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４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防强光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４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４００２ＨＸ 防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４００２ＦＺ 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４００２ＳＦ 阻燃、隔热、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４００２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０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４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４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４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化学液滴、防强光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４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４００３ＨＸ 防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４００３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４００３ＳＦ 隔热、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４００３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４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４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４００４ＹＭ 防冲击、防化学液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４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４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４００４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４００４ＳＦ 防有害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４００４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４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４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４００５ＹＭ 防冲击、防化学液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４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４００５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４００５ＦＺ 防化学品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４００５ＳＦ 防腐蚀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４００５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５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５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５００１ＹＭ 防化学雾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５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５００１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５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５００１ＳＦ 防腐蚀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５００１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１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５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５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５００２ＹＭ 防化学雾滴、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５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５００２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５００２ＦＺ 防化学品、防熔融金属、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５００２ＳＦ 隔热、阻燃、防腐蚀品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５００２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５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５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５００３ＹＭ 防化学雾滴、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５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５００３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５００３ＦＺ 防化学品、隔热、阻燃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５００３ＳＦ 隔热、阻燃、防化学品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５００３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５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５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５００４ＹＭ 防化学雾滴、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５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５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５００４ＦＺ 防化学品、隔热、阻燃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５００４ＳＦ 隔热、阻燃、防化学品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５００４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５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５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５００５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５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５００５ＨＸ 防颗粒物、防有害气体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５００５ＦＺ 隔热、阻燃、防化学品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５００５ＳＦ 阻燃、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５００５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２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６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１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１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１ＳＦ 防腐蚀品、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１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６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化学液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２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２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２ＳＦ 防腐蚀品、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６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３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３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３ＳＦ 防腐蚀品、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６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４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４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４ＳＦ 防腐蚀品、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４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３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６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５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５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５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５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５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６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６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６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６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６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６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６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６００７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６００７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６００７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６００７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６００７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６００７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６００７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６００７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７００１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７００１ＨＸ 防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

换滤料或口罩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７００１ＹＭ 防化学雾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７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７００１ＦＺ 洁净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７００１ＳＦ 防化学品、防尘 ２４

安全鞋 ＹＪ０７００１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４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７００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７００２ＨＸ 防有害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元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７００２ＹＭ 防化学雾滴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７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７００２ＦＺ 洁净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７００２ＳＦ 防化学品、防尘 ２４

安全鞋 ＹＪ０７００２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７００２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 需年检

ＹＪ０８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１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１ＳＦ 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１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１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 需年检

ＹＪ０８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２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２ＳＦ 防烫、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８００３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５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８００３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３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３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８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４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４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４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４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４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 需年检

ＹＪ０８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８００５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５ＹＭ 防冲击、防腐蚀品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５ＦＺ 防化学品、阻燃、隔热 １２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５ＳＦ 防腐蚀品、防外形缺陷、隔热、阻燃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５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化学品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５ＨＸ 隔绝有害气体 需年检

ＹＪ０８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６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焊接眼护具 ＹＪ０８００６ＹＭ 防有害光辐射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６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６ＦＺ 焊接防护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６ＳＦ 隔热、阻燃、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６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６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８００７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７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７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８００７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７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７ＳＦ 防机械伤害、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７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０８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８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８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８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８ＳＦ 防机械伤害、隔热、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８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０９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０９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０９ＴＬ 防噪声 ３（３６）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０９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０９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０９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１０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１０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１０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１０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１０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１０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ＹＪ０８０１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８０１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８０１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０８０１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８０１１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８０１１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 １２

７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０９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９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工作服 ＹＪ０９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９００１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９００１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９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９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０９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９００２ＹＭ 防有害光照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０９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０９００２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９００２ＳＦ 阻燃、隔热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９００２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０９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０９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０９００３ＹＭ 防化学雾滴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０９００３ＨＸ 防毒性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０９００３ＦＺ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０９００３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０９００３Ｚ 保护足趾、防刺穿、防滑 ２４

ＹＪ１０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０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０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０００１ＨＸ 防毒性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１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１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１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０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０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 ３６

８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０００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０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０００２ＨＸ 防毒性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２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２ＳＦ 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２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０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０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防化学液滴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０００３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０００３ＨＸ 防毒性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３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３ＳＦ 阻燃、隔热、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３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０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０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有毒雾气）、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４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４ＳＦ 阻燃、隔热、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４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０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５ＴＬ 防噪声 ３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０００５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５ＦＺ 阻燃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５ＳＦ 阻燃、隔热、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５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９２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０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６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０００６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１０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０００６ＨＸ 防毒性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６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６ＳＦ 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６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０００７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０００７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０００７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０００７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０００７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０００７ＳＦ 阻燃、隔热、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０００７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１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１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１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１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１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１００１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１００１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１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１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１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 ３６

阻燃服 ＹＪ１１００２ＦＺ 含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１００２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１００２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１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１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１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１００３ＦＺ 含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１００３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１００３ＺＢ 耐油、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０３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１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１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１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１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１１００４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１００４ＳＦ 防化学品、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１００４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２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２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１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２００１ＨＸ 防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１ＦＺ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１ＳＦ 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１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２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２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２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２００２ＨＸ 防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２ＦＺ 防静电功能的阻燃、隔热服、警示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２ＳＦ 防静电、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２ＺＢ 防静电、防滑，防刺穿 １２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２ＨＸ 阻隔有害气体 需年检

ＹＪ１２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３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２００３ＨＸ 防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３ＨＸ 阻隔有害气体 需年检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３ＦＺ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３ＳＦ 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３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安全带 ＹＪ１２００３ＺＬ 防坠落 ３６

自锁器／速差自控器 ＹＪ１２００３ＺＬ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３６

１３

犌犅３９８００．３—２０２０



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２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４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２００４ＨＸ 防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４ＨＸ 阻隔有害气体 需年检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４ＦＺ 具有防静电功能的阻燃服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４ＳＦ 防机械伤害、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４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２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５ＹＭ 防化学喷溅、有毒雾气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ＹＪ１２００５ＨＸ 防有害气体、防颗粒物 及时更换过滤件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５ＨＸ 阻隔有害气体 需年检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５ＦＺ 防化学品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５ＳＦ 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５Ｂ 防滑、耐酸碱 １２

ＹＪ１２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２００６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６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１２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６ＨＸ 防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６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６ＳＦ 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６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２００７

安全帽 ＹＪ１２００７ＴＢ 普通型 ３０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２００７ＹＭ 防冲击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１２００７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２００７ＨＸ 防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２００７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２００７ＳＦ 防滑、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２００７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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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３００１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１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３００１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１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１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１ＳＦ 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１ＺＢ
耐油污、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电绝缘
１２

ＹＪ１３００２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２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耳塞（罩） ＹＪ１３００２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２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２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２ＳＦ 耐油污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２ＺＢ 耐油、防滑、防刺穿 １２

ＹＪ１３００３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３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３００３ＹＭ 防颗粒物 ３６

耳塞（罩） ＹＪ１３００３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３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３ＨＸ 阻隔有害气体 需年检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３ＦＺ 一般性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３ＳＦ 耐油污、防机械伤害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３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电绝缘 １２

安全带 ＹＪ１３００３ＺＬ 防坠落 ３６

自锁器／速差自控器 ＹＪ１３００３ＺＬ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３６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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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工种编号 配备装备 配备编号 功能、特点ａ
建议最长更换

期限ｂ／月

ＹＪ１３００４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４ＴＢ 电绝缘 ３０／４８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ＹＪ１３００４ＹＭ 防颗粒物 ３６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４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耳塞（罩） ＹＪ１３００４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４ＦＺ 防电弧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４ＳＦ 电绝缘 需定期检测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４ＺＢ 电绝缘、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 １２

安全带 ＹＪ１３００４ＺＬ 防坠落 ３６

自锁器／速差自控器 ＹＪ１３００４ＺＬ 坠落锁止功能，与安全带配合使用 ３６

ＹＪ１３００５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５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５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焊接眼护具 ＹＪ１３００５ＹＭ
防有害弧光、熔融金属飞溅或粉尘

和气溶胶
３６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５ＦＺ 焊接防护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５ＳＦ 焊接防护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５ＺＢ 保护足趾、防滑、防刺穿、电绝缘 １２

安全带 ＹＪ１３００５ＺＬ 防坠落 ３６

安全绳 ＹＪ１３００５ＺＬ 防坠落 ３６

ＹＪ１３００６

安全帽（塑料／玻璃钢） ＹＪ１３００６ＴＢ 普通型 ３０／４８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ＹＪ１３００６ＨＸ 防非油性颗粒物

佩戴呼吸阻力

明显增加时更换

滤料或口罩

耳塞（罩） ＹＪ１３００６ＴＬ 防噪声
耳塞：３

耳罩：１２

工作服 ＹＪ１３００６ＦＺ 警示功能 ２４

防护手套 ＹＪ１３００６ＳＦ 防洗涤剂 ３

安全鞋 ＹＪ１３００６ＺＢ 防滑、防刺穿 １２

　　注１：最长更换期限的日期是从个体防护装备发放给作业人员（见个体防护装备的发放领用记录）开始计算的。

　　注２：企业所在地区季节温差变化较大的，可按季节配置春秋、冬、夏的防护用品，同时最长更换期限也相应变化。

　　注３：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安全带（含其他坠落防护产品）、长管呼吸器等个体防护装备可为班组配置。

　　
ａ 企业应根据岗位特点和对应的危险有害因素增加或减少部分功能。

　　
ｂ 个体防护装备的最长更换期限可根据产品说明书、有效期限、实际使用时间、工作强度、磨损情况等适当缩短。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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