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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 2 日 24 时，全国累计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80 151 例，疑似 587 例 [1]。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短时间大规模暴发，引起国内医用个体防
护装备的严重短缺， 政府和各机构只能通过紧急采
购、调用和捐赠等方式征集国内外的个体防护装备投
入到疫情应对中。由于国内外医用个体防护装备标准
不同，国外哪些医用个体防护装备适用于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给民众造成了选择上的困扰。 本文
选取疫情防控中常用的医用个体防护装备（包括护目

镜、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对其相关的国内外主要标准
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期为疫情防控提供帮助。

1 相关标准比较
1.1 护目镜相关标准的比较

医用护目镜的作用是防止液体喷溅或者气溶胶
传播，其使用范围是在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
（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等区域，以及在采集呼
吸道标本、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无创通气、吸痰等可
能出现血液、体液和分泌物等喷溅的操作中使用[2]。医
用护目镜的性能要求是弹性佩戴（可以和近视镜兼
容）、视野宽阔、必须有防溅功能并且密封，最好防雾。
我国护目镜相关标准为《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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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针对中国、美国和欧盟医用防护口罩的核心
指标进行了对比，除符合国内 GB 19083-2010 的医用
防护口罩外， 符合美国 ASTM F2100 标准的医用 N95
口罩和符合欧洲 EN 14683 标准的 FFP2 及以上 Type
IIR 口罩均可使用。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医务人员急缺的是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口罩短缺
时，虽然可选用符合 KN95 及以上标准的颗粒物防护

口罩，但此类口罩未对合成血液穿透进行测试，短时
间使用可以阻挡病毒，不能用于接触可能有喷溅患者
或长时间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7]。 对于非隔离区的医
护人员、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和检测人员可使用 KN95
及以上标准的颗粒物防护口罩（美国：N95 及以上标
准；欧盟：FFP2 及以上标准；日本：DS2 及以上标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P2 及以上标准）[8]。

（GB 14866-2006），适用范围为除核辐射、X 线、激光、
紫外线、红外线和其他核辐射以外的各类个人用眼防
护，我国没有医用护目镜的专项技术标准，只要护目
镜符合性能要求，均可使用[3]。 国外护目镜的标准包
括：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个人用护目镜技术要求》
（ISO 4849-1981）、美国国家标准《职业和教育的个人
眼睛和脸部保护装置》（ANSI/ISEA Z 87.1-2015）、欧
盟的《个人眼睛保护装置.规范》（EN 166-2001）、俄罗
斯的《职业安全标准体系. 个人眼睛保护装置. 通用技
术要求》（GOST 12.4.253-2013）、日本的《个人护目器》
（JIS T8147-2016）、韩国的《第 1 部分：产品规范。 防护
人体和动物用强光源用于化妆品和医疗用途的护目
镜》（KS GISO 12609-1-201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眼睛和脸部保护 - 指南》（AS/NZS 1336-2014）及《个
人防护眼睛 - 职业应用中的眼睛和脸部保护器》（AS/
NZS 1337.1-2010）。 各国的护目镜标准一般是放在眼

面部防护具中。 鉴于眼面部防护装备对于保护劳动者
和普通民众人身安全的重要性，欧盟和美国都采用技
术法规的方式来规定眼面部防护具的基本安全要求，
同时通过采用适用的技术标准来规定具体技术要求，
并通过产品认证方式来实现对产品质量的保障[4]。
1.2 医用口罩国内外标准比较

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
密切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
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5]。 佩戴
口罩是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方式。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涉及的口罩类型包括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颗粒物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口
罩，每种类型口罩都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国内
外主要标准见表 1。 对于口罩的选择和使用可参考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口罩选择与使用技术指引》[6]。

表 1 医用口罩国内外相关标准

产品名称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 》（YY/T 0969 -
2013）

《医用口罩材料性能标
准规范》（ASTM F2100-
2019）

《医用面罩 . 要求和试验方
法》（EN 14683-2019）

医用防护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
要 求》（GB 19083 -
2010）

《医用口罩材料性能标
准规范》（ASTM F2100-
2019）

《医用面罩 . 要求和试验方
法》（EN 14683-2019）

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YY
0469-2011）

《医用口罩材料性能标
准规范》（ASTM F2100-
2019）

《医用面罩 . 要求和试验方
法》（EN 14683-2019）

《一次性使用面罩， 用于
医 疗 保 健》（AS 4381 -
2015）

颗粒物防护口
罩（无呼吸阀）

《呼吸防护自吸过滤
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626-2019）

《NIOSH 颗粒物防护口
罩的选择和使用指南》
（NIOSH CFR 42 -84 -
1995）

《呼吸防护装置.颗粒防护用
过滤半面罩.要求，检验和标
记 . 包含修改件 A1-2009》
（EN 149-2001）

《防颗粒物面
具 》 （JIS T
8151-2018）

《呼吸保护装置》（AS/
NZS 1716-2012）

表 2 中国、美国和欧盟医用防护口罩核心指标对比

注：“-”表示标准中缺失本项指标数据；1 mmHg = 13.6 mmH2O = 133.32 Pa

核心指标

中国 美国 欧盟

GB 19083-
2010

ASTM F2100-2019 NIOSH CFR
42-84-1995

EN14683-2019
EN 149-2001

呼吸阻力 ≤ 35 mm H2O
（85 L/min）

< 5.0 mm
H2O/cm2

< 6.0 mm
H2O/cm2

< 6.0 mm
H2O/cm2

吸：≤ 35 mm
H2O/cm2，
呼：≤ 25 mm
H2O/cm2

60 Pa/cm2

FFP2：吸 ≤ 2.4 mbar
（95 L/min），FFP3：
吸 ≤ 3.0 mbar（95 L/min）；
呼 ≤ 3.0 mbar（160 L/min）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Type IIR

细菌过滤效率% - ≥ 95 ≥ 98 ≥ 98 - ≥ 98 -

非油性颗粒
过滤效率%

1 级≥ 95
2 级≥ 99
3 级≥ 99.97

≥ 95 ≥ 98% ≥ 98
N95：≥ 95
N99：≥ 99
N100：≥ 99.97

- FFP2：≥ 94
FFP3：≥ 99

合成血液穿透 80 mmHg 80 mmHg 120 mmHg 160 mmHg - 120 mm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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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用防护服国内外标准比较
医用防护服分为一次性手术衣和医用一次性防

护服，目前紧缺的是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故一次性手
术衣不纳入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存在密切接触
的途径，因此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
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 必须穿戴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降低受感染的风险[9]。 我国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标准
是《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GB 19082-2009），
其主要性能指标是防护服关键部位静水压≥ 1.67 kPa
（17 cmH2O），材料透湿量≥ 2 500 g/（m3·d），抗合成血
液穿透性测试 2 级及以上， 血液穿透性≥ 1.75 kPa，
抗湿性≥ 3.5 kPa，关键部位的断裂强力≥ 45 N，关键
部位的断裂伸长率≥ 15%，关键部位及接缝处对非油
性颗粒物的过滤效率≥ 70%，对阻燃性、抗静电性、静
电衰减性能、皮肤刺激性、微生物指标和环氧乙烷残
留量也有一定要求。国内外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标准
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防止接触血液和体液
的防护服.防护服材料防止血液和体液渗透性的测定.
使用人造血液的试验方法》（ISO 16603-2004）和《防
止接触血液和体液的防护服.防护服材料防止血液病
原渗透性的测定.使用 Phi-X 174 噬菌体的试验方法》

（ISO 16604-2004）、美国的《医疗保健设施中使用的
防护服和防护布的液体阻挡层性能和分类》（ANSI/
AAMI PB70-2012）和《紧急医疗服务用防护服和服装
标准》（NFPA 1999-2018）、欧盟的《防护服 .防传病毒
防护服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合并勘误表 2004 年 9
月》（EN14126-2003）以及日本的《医用非织造织物的
试验方法》（JIS L1912-1997）。 通过和美国、欧盟防护
服性能测试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国内医用防护服缺
少对微生物渗透的测试，而国外的医用防护服都对此
类测试均有相关技术要求， 其病毒防护的安全性更
高。 应优先选择使用符合 ANSI/AAMI PB70-2012 标
准、同时进行 ASTM1670 和 ASTM1671 测试的医用防
护服， 符合 NFPA 1999-2008 标准、 同时进行 ASTM
F1359 和 ASTM F1671 测试的医用急救救助服， 符合
EN 14126-2003 标准、 同时进行 ISO 16603 和 ISO
16604 2 级以上测试的 Type1-Type3 医用防护服；其
次选择使用 ANSI/AAMI PB70 -2012 标准、 进行
ASTMF1670 测试的医用防护服， 符合 NFPA 1999-
2008 标准、 进行 ASTM F1359 测试的医用急救救助
服，符合 EN 14126-2003 标准、进行 ISO 16603 2 级以
上测试的 Type1-Type4 医用防护服。 见表 3。

2 结论
本文对医用个体防护装备的标准做了对比，同时

对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的主要性能和测试方法做了比
较，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合理地使用这些医用个
体防护装备，只有符合或等同国内标准的医用个体防
护装备才能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工作。特别
是采购和捐赠国外相关产品时可指导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称世界范围内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将用尽，
世界正面临个体防护装备的长期短缺[10]。 根据口罩材

料、生产技术要求、国内产能情况等综合考虑，目前国
内已加快、加大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
的生产，预计随着疫情的好转，这些防护装备会逐渐
满足大家的需要，不会造成长期短缺；但是颗粒物防
护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处
于短缺状态。 在医用口罩出现严重短缺的特殊情况
下，普通人群可尽量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将颗
粒物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留给中、高风险暴露人
员。

国内的口罩标准相对完善，建议大家根据专家建

表 3 中国、美国和欧盟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防护测试方法比较

注：EN 14126-2003 有抗湿性测试分级，分别为 type1、type2、type3、type4、type5、type6，其中 type6 最低，type1 最高；“-”表示标
准中缺失本项指标数据

国家 标准名称 使用范围 液体阻隔性 合成血液渗透 微生物渗透

中国 GB 19082-2009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GB/T 4744-2013 “静水压试
验”
GB/T 4745-2012“沾水试验”

本标准“血液穿透试验” -

美国

ANSI/AAMI
PB70-2012

外科手术衣、 防护服
及手术单（一次性或
重复使用）

AATCC 42-2000“冲击渗水性
试验”
AATCC 127-2003“静水压测
试”

ASTM F1670“合成血液
渗透试验”

ASTM F1671 “Phi-x-174
抗菌液体渗透试验”

NFPA 1999-2018 医用急救救助服（一
次性或重复使用）

ASTM F1359“抗液体渗透性
试验”

ASTM F1359“抗液体渗
透性试验”

ASTM F1671
“Phi-x-174 抗菌液体渗透
试验”

欧盟 EN 14126-2003 防病毒防护服（一次
性或重复使用） 本标准

ISO 16603-2004“合成
血液渗透试验 ”（1 -6
级）

ISO 16604-2004
“Phi-x-174 抗菌液体渗透
试验”（1-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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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进行口罩的选用和佩戴。国内没有医用护目镜技术
标准，故建议明确其标准。 国内医用防护服的标准中
缺少对微生物渗透的测试，故也建议对其相关标准进
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医用个体防护装备紧缺的情况
下，目前各机构使用了功能等效的替代个体防护装备
来渡过难关。 一旦医用个体防护装备的生产供应上
来，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符合标准的医用个
体防护装备。 本文中没有对医用手套、医用鞋套和医
用防护帽进行国内外标准的对比，主要是因为这些个
体防护装备暂时未报道出现短缺，选用符合标准的类
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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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倡议书
全国广大人民群众：

爱国卫生人人受益，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舟
共济、众志成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值此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来临之
际，我们号召全民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联合倡议：

爱国爱家，守望相助。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健康强国理念，强化主人翁意识，热爱家园、热爱生活，
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人人动手，美好家园。 传承爱卫优良传统，大力开展全民大扫除，做好垃圾分类，使用卫生厕所，清理卫
生死角，清除病媒生物。 净化居家、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创造干净、整洁人居环境。

摒弃陋习，预防疾病。 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
遮掩口鼻。 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推广分餐公筷，拒食野生动物。

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注重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动静结
合、心态平和，当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春回大地时，疫霾消散日。 让我们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全民动员、携手共治，提升文明素质、弘扬时代
新风，用健康体魄，建设美丽家园，拥抱幸福生活，共享健康中国！

全国爱卫办 中央文明办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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