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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工人噪声暴露及高频听力损失关系分析
潘文娜，刘可平，冯简青，陈浩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中山 528403

摘要：目的 调查珠三角某市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生产线工人噪声暴露情况，分析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
择该市 7 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中接噪工龄≥1 年的 569 名工人为研究对象，调查工人的噪声暴露情况、累积噪声暴
露量（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CNE）和高频听力损失（high-frequency hearing loss，HFHL）检出情况，用二元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不同个体特征和职业特征对接噪工人 HFHL 的影响。 结果 该市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生产线噪声声级为
72.3 ~ 96.7 dB（A），38.49%岗位噪声水平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工人 HFHL 双耳高频听力损失为 109 人，检
出率为 19.16%，高频听力损失组工人（n = 109）的接噪声级、CNE、接噪工龄、年龄均高于听力正常组（n = 460）（P <
0.01）。 存在噪声危害的岗位主要有包装岗位、灌装岗位、配料投料岗位、吹瓶岗位，灌装岗位、吹瓶岗位工人的接噪
声级、累积噪声暴露量（CNE）均高于其他岗位工人（P < 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每增加 1 岁、CNE 每
增加 1 dB（A）·年，工人发生 HFHL 的风险风别增加至原来的 1.034、1.444 倍（P < 0.05）；相比没有设置防护设施，
有设置防护设施的工人发生 HFHL 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 0.074 倍（P < 0.05）；相比从不佩戴护耳器，偶尔、经常佩戴
护耳器的工人发生 HFHL 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 0.357、0.254 倍（P < 0.05）。 结论 灌装工和吹瓶工是瓶装饮料制造
业的高危岗位，吹瓶工更甚。 应采取提高生产工艺的自动化程度，降低工人的接噪时间，监督工人做好护耳器的佩
戴，加强吹瓶岗位的防噪管理，以确保接噪工人不发生 HF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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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frequency hearing loss of noise -exposure workers in bottle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PAN Wenna, LIU Keping, FENG Jianqing, CHEN Hao (Zhong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oise exposure level of workers in the production line of bottle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a 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frequency hearing
loss. Methods Totally 569 workers with at least 1 year of occupational noise exposure time in 7 bottle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ere studied; the noise exposure level, 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CNE), and high -frequency
hearing loss (HFHL) of these workers wer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or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HFHL of noise-exposure workers were analyzed with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noise exposure level
ranged from 72.3 to 96.7 dB (A), with 38.49% of the operation posts exceeding the national exposure limit. exposure
limit. There were 109 workers with HFHL diagnosed, with prevalence of 19.16%. Obviously, the workers with HFHL（n =
109）were older and had a higher noise level, a higher CNE, and a longer noise exposur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workers without HFHL (n = 460; P < 0.01). The most affected workers worked at posts with a high noise level, such as
packaging, filling, batching and feeding, and bottle -blowing posts, while the noise level and 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CNE) of workers working at filling and bottle-blowing posts were highest (P < 0.05). The results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isk of noise-exposure workers’ HFHL increased by 1.034 and 1.444 times (P < 0.05) for an
age increase of 1 year and a CNE increase of 1 dB (A) per year,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workers working at posts
without protective facilities, the risk of HFHL for workers working at posts with protective facilities decreased to 0.074
times (P < 0.05); compared with workers never wearing ear protectors, the risk of HFHL for workers occasionally and often
wearing ear protectors was reduced to 0.357 and 0.254 times, respectively (P < 0.05). Conclusions The risk of a noise
hazard at filling and bottle-blowing posts was high in the bottle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measure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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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国
民对饮料制品的消费需求也呈上升趋势［1］。 瓶装饮
料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尤其
是噪声，成为瓶装饮料制造行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且该行业的噪声具有波动性大、不稳定、超标
严重的特点［2］。 噪声性听力损失 （noise induced
hearing loss，NIHL）是一种由于长期暴露于噪声环境
而引起的以内耳毛细胞损伤为主的进行性感音神
经性耳聋，表现为听力减退、耳鸣及相关感觉异常
等［3］， 又以高频听力损失 （high-frequency hearing
loss，HFHL）为主。 但是有关瓶装饮料生产线工人职
业性噪声暴露及其健康效应关系的研究较少。 本研
究拟通过分析珠三角某市 7 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
生产线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噪声暴露水平和职业
健康检查结果， 探讨该行业工人 HFHL 检出情况，
以期为噪声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
科学依据，切实保障职业人群的职业健康。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过调查筛选，选择珠三角某市 7 家近几年工
艺和生产规模未改变、 岗位噪声声级相对稳定的、
在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完成职业病危害因
素定期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的瓶装饮料制造企业，
将其接触噪声作业的 569 名工人作为研究对象，涉
及吹瓶、灌装、配料投料、包装岗位。 纳入标准：接噪
工龄均 ≥ 1 年，查阅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显示
既往无耳疾病史或类似家族史、耳外伤史，无服用
过耳毒性药物史，耳科常规检查未发现外耳道鼓膜
穿孔、急慢性中耳炎等疾病病史。
1.2 研究方法
1.2.1 劳动者基础信息调查

取得劳动者知情同意后，以该市现行的《职业
健康检查个人基本信息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人
口学资料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重点分析劳
动者的岗位和工种、接害工龄、个体防护情况等信
息。 调查表由劳动者在参加职业健康体检时现场填
写，经医生核对病史情况，调查员核对无逻辑错误
后， 由劳动者本人签名和工作单位盖章确认无误

后，现场回收存档。 调查表中，上班工作制分为白班
制、两班制、三班制；白班制为企业生产单个工作日
内，只设置常白班，工作制度为 8 h/d、5d/周；两班制
指在企业生产单个工作日内，设置早班和晚班两个
班次，两班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轮流换班，每班工作
制度为 12 h/d、5 d/周；三班制指企业生产的单个工
作日内，将上班时间设置为 3 个班次，三班作业人
员定期进行轮流换班， 每班工作制度为 8 h/d、6 d/
周。 佩戴噪声防护用品（耳塞、耳罩）的情况分为从
不佩戴、偶尔佩戴（每周佩戴 < 3 d/周）、经常佩戴
（每周佩戴 ≥ 3 d/周）。
1.2.2 工作场所噪声调查和检测

7 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均在调查年度内同时开
展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工人在岗职业健康检查。
采用 2019 年检测数据的企业有 5 家，2020 年的企
业 2 家。 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场调
查，明确各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了解不同岗位的
生产情况并识别接触噪声危害的工作岗位。 依据
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分：噪声》［4］对接触噪声的岗位进行检测；采用长
时间个体检测方法，测量研究对象的职业性噪声暴
露情况。 依据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５］，LAeq，8 h ≥ 85 dB（A）判定
为噪声超标；将 LAeq，8 h 与工人的接触噪声工龄结合，
计算累积噪声暴露量 （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CNE）。 CNE 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6-7］。
1.2.3 职业健康检查方法

依据 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

规定的体检项目对该项目的研究对象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以获得其 NIHL 的情况。 通过耳科常规检查
排除存在耳道畸形、鼓膜有异常等研究对象。 嘱咐
工人完全脱离噪声作业环境 48 h 后，于隔音室内进
行纯音听力测试。 排除传导性耳聋等疾病，经过年
龄校正后将双耳高频（3 k、4 k、6 k）平均听阈值 >
25 dB 判定为双耳高频听力损失（HFHL），可伴有任
一耳语频听阈 > 25 dB， 为双耳高频听力损失
（HFHL）组，其他为听力正常组。 语频平均听阈位移
> 高频平均听阈位移的研究对象予以剔除［9］。
1.2.4 统计学分析

improving the automation of this production process, reducing workers' noise exposure time, and ensuring workers wear ear
protectors, should be taken, and the hearing protection program for the workers working in the posts with high noise level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protect workers exposed to noise against the occurrence of HFHL.
Keywords：bottled beverage manufacturing; noise; high -frequency hearing loss;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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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 非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第 25、75 百分位数（P25，P75）
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两两比较
采用 χ2 分割法。 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探讨
HFHL 的可能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现场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本次调查的 7 家的饮料制造企业的基本生产
工艺流程类似：原水处理（净化杀菌等）→原料调配
投料→杀菌→瓶胚吹瓶成型→灌装→包装（喷码、
质检、套标、装箱、称重等）→产品进仓。 生产性噪声
来源于机器运转时产生的机械性噪声、气压脉动时
引起的空气动力性噪声，以及搬运物品、器皿碰撞
等产生的噪声，主要存在于包装岗位、灌装岗位、配
料投料岗位、吹瓶岗位，上述岗位均为非稳态噪声。
噪声声级为 72.3 ~ 96.7 dB（A），其中噪声声级超过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的生产岗位占 38.49%，以吹
瓶、灌装岗位水平较高。 本次调查的企业主要通过

设置隔声设备屏蔽噪声。
2.2 调查对象噪声暴露与高频听力损失情况

569 名调查对象年龄中位数为 35.10 （19.0 ~
59.0）岁，工龄中位数为 7.20（1.08 ~ 30.67）年，CNE
中位数为 90.3（74.8 ~ 109.5）dB（A），暴露于 8 h 等
效声级 80.0 ~ 84.9 dB（A）的接噪人员有 245 人（占
43.06%），暴露于 8 h 等效声级 ≥ 85.0 dB（A）的接
噪人员有 219 人（占 38.49%）；双耳高频听力损失为
109 人，检出率为 19.16%。

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分为高频听力损失组与听
力正常组，两组接噪声级、累积噪声暴露量（CNE）、
年龄、接噪工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以高频听
力损失组为高（P < 0.01）。 见表 1。
2.3 不同噪声作业岗位的噪声暴露情况

7 家饮料制造企业中存在噪声危害的岗位主要
有包装岗位、灌装岗位、配料投料岗位、吹瓶岗位。
不同岗位工人的接触噪声声级、CNE、HFHL 检出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进一步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吹瓶、灌装岗位工人的接噪声级、累积噪
声暴露量（CNE）、HFHL 检出率均高于其他岗位工
人。 见表 2。

2.4 不同特征个体 HFHL 检出情况
对 569 名调查对象 HFHL 检出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接噪声级、CNE、年龄、工龄、工作制度、
岗位、佩戴护耳器情况、防护设施设置情况不同的
工人其 HFHL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其中以接噪声级、CNE、年龄、工龄大，两班
制、吹瓶岗位、不佩戴护耳器、无防护设施设置工人
的 HFHL 检出率高。 见表 3。

2.5 HFHL 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双耳高频听力损失为响应变量（否

= 0，是 = 1），以 CNE（连续性变量）、年龄（连续性变
量）、有无佩戴护耳器（从不 = 0，偶尔 = 1、经常 =
2）、有无设置防护设施（无 = 0，有 = 1）、工作制（白
班制 = 0、三班制 = 1、两班制 = 2）为预测变量（因
为工龄和噪声已经包含在 CNE 中，故不再纳入），进
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每增加一

因素
听力正常组（n = 460） 高频听力损失组（n = 109）

Z 值 P 值
范围 M（P25 ~ P75） 范围 M（P25 ~ P75）

噪声声级/dB（A） 72.3 ~ 94.5 82.5（81.0 ~ 85.3） 78.1 ~ 96.7 87.5（86.0 ~ 89.3） - 10.546 < 0.01

年龄/岁 19.0 ~ 59.0 32.0（27.0 ~ 41.0） 21.0 ~ 59.0 41.0（35.0 ~ 48.0） - 7.244 < 0.01

接噪工龄/年 1.08 ~ 30.67 3.67（2.00 ~ 10.34） 1.10 ~ 25.00 8.17（2.74 ~ 16.50） - 3.397 < 0.01

CNE/［dB（A）·年］ 74.8 ~ 101.7 88.7（91.3 ~ 99.5） 80.4 ~ 109.5 96.0（85.8 ~ 92.6） - 10.391 < 0.01

表 1 两组人群的基本情况

表 2 不同岗位工人接噪情况及 HFHL 检出情况

岗位 岗位
人数

噪声声级/dB（A） CNE/［dB（A）·年］ 高频听力损失人数（构成比/%）

范围 M（P25 ~ P75） 范围 M（P25 ~ P75） HFHL 组 听力正常组

P 值

包装岗位 267 72.3 ~ 89.5 81.8（78.7 ~ 83.5） 74.8 ~ 99.4 88.1（85.3 ~ 91.6） 33（12.36） 234（87.64）

吹瓶岗位 64 85.1 ~ 96.7 87.9（86.4 ~ 89.7） 86.8 ~ 109.5 96.1（92.2 ~ 99.5） 30（46.88） 34（53.13）

灌装岗位 166 81.1 ~ 96.4 87.0（84.9 ~ 88.4） 82.5 ~ 106.1 93.0（89.7 ~ 97.0） 41（24.70） 125（75.30）

配料投料岗位 72 74.2 ~ 83.1 81.1（78.6 ~ 82.0） 75.1 ~ 94.4 85.9（82.7 ~ 88.7） 5（6.94） 67（93.06）

χ2 或 Z 值

< 0.01

330.95 193.65 49.942

< 0.01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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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OR 值以分类变量中赋值最小的变量为参照得出。

岁、CNE 每增加 1 dB（A）·年，工人发生 HFHL 的风
险风别增加至原来的 1.034、1.444 倍（P < 0.05）；相
比没有设置防护设施，有设置防护设施的工人发生
HFHL 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 0.074 倍（P < 0.05）；相
比从不佩戴护耳器，偶尔、经常佩戴护耳器的工人
发生 HFHL 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 0.357、0.254 倍（P
< 0.05）。 见表 4。

3 讨论
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生产工艺基本一致，其生产

多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流水线作业，噪声普遍存
在于各条生产线中，噪声是该行业职业危害关键控
制点之一［10］。 在生产线上高速运转的饮料瓶、机器
运行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气体和固体间产生的空
气动力性噪声等各噪声源相互叠加，导致各岗位噪
声声级变高，该行业的噪声具有影响范围广和难以
在生产工艺上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的特点［11-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该市饮料制造行业 569 名
工人中 HFHL 的检出率为 19.16%，高于陈蕾等［13］报
道的轮胎制造厂劳动者 HFHL 检出率，可能因是两
者原料、工艺均不同。 对该行业存在噪声的岗位进
行分析，配料投料岗位无噪声超标岗位，该岗位除
部分投配料需人工操作外，其余步骤自动化生产程
度较高。 包装岗位的接噪声级超标率为12.00%，灌
装岗位的接噪声级和超标率相对较高，而吹瓶岗位
的噪声超标率达 100%，最高的接噪声级达 96.7 dB
（A）； 以上表明灌装和吹瓶岗位是产生噪声的重点
岗位。 灌装岗位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清洗瓶子时瓶子
间的碰撞以及灌装机灌装饮料时产生的混合型噪
声［14］，吹瓶岗位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吹瓶机对瓶坯体
进行低压预吹和高压吹气达到拉伸定型［15］ 而产生
的空气动力性噪声。 本次调查发现灌装和吹瓶岗位
的 HFHL 检出率也高于其他岗位（P < 0.01），提示
这两个岗位，尤其是吹瓶岗位是瓶装饮料制造行业
中噪声的高风险岗位，需重点治理和管控。

有研究［16］表明，当前的噪声暴露国际标准 ISO
1999—2013《声学 噪声性听力损失的估计》 通常
被认为适用于连续或稳态噪声，但不适用于复杂噪
声。 瓶装饮料行业的工作场所噪声暴露情况复杂，
特别是吹瓶岗位、灌装岗位的噪声，是机械噪声、空

表 3 不同特征研究对象 HFHL 检出情况

特征及分类 人数 高频听力损失组
（n = 109）

听力正常组
（n = 460） χ2 值 P 值

性别 0.151 0.698

男 425 83（19.5） 342（80.5）

女 144 26（18.1） 118（81.9）

接噪声级/dB（A） 97.495 < 0.01

< 80 105 5（4.8） 100（95.2）

两班制 140 50（35.7） 90（64.3）

80.0 ~ 84.9 245 17（6.9） 228（93.1）

< 40 378 48（12.7） 330（87.3）

≥ 40 191 61（31.9） 130（68.1）

工作制 40.077 < 0.01

白班制 188 15（8.0） 173（92.0）

≥ 85.0 219 87（39.7） 132（60.3）

CNE/［dB（A）·年］ 102.984 < 0.01

< 85 93 2（2.2） 91（97.8）

10 ~ 170 49（28.8） 121（71.2）

年龄/岁 30.325 ＜ 0.01

85.0 ~ 89.9 202 15（7.4） 187（92.6）

90.0 ~ 94.9 149 32（21.5） 117（78.5）

≥ 95.0 125 60（48.0） 65（52.0）

工龄/年 15.306 < 0.01

1 ~ 298 42（14.1） 256（85.9）

5 ~ 101 18（17.8） 83（82.2）

三班制 241 44（18.3） 197（81.7）

佩戴护耳器 15.527 < 0.01

从不 108 32（29.6） 76（70.4）

偶尔 225 48（21.3） 177（78.7）

经常 236 29（12.3） 207（87.7）

防护设施 32.374 < 0.01

无 268 78（29.1） 190（70.9）

有 301 31（10.3） 270（89.7）

不同岗位 49.942 < 0.01

包装岗位 267 33（12.4） 234（87.6）

吹瓶岗位 64 30（46.9） 34（53.1）

灌装岗位 166 41（24.7） 125（75.3）

配料投料岗位 72 5（6.9） 67（93.1）

表 4 HFHL 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Wald
χ2 值 P 值 OR（95%CI）值

年龄 0.034 0.017 4.138 0.042 1.034（1.001 ~ 1.069）

CNE 0.367 0.043 73.951 < 0.001 1.444（1.328 ~ 1.570）

设置防护设施 - 2.606 0.411 40.158 < 0.001 0.074（0.033 ~ 0.165）

佩戴护耳器

偶尔 - 1.031 0.424 5.900 0.015 0.357（0.155 ~ 0.820）

经常 - 1.372 0.471 8.474 0.040 0.254（0.101 ~ 0.639）

工作制度

三班制 - 0.090 0.457 0.039 0.843 0.914（0.373 ~ 2.237）

两班制 0.288 0.433 0.442 0.506 1.333（0.571 ~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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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力性噪声等多种噪声的叠加。 刘虎等［17］研究显
示，工龄与职业噪声暴露水平是导致双耳高频听阈
升高的变量。 影响噪声暴露的因素众多，单纯采用
工龄或噪声声级很难全面反映饮料制造行业工人
实际的噪声暴露程度。本次研究采用 CNE 评价瓶装
饮料制造业生产线工人的噪声暴露水平，或许更能
准确、客观地评价作业工人的噪声暴露情况。

陈利杰［14］的研究显示，噪声接触水平、接噪工
龄是造成听力损失的主要因素，CNE 与听力损失的
发生有一定剂量-反应关系。 本次研究显示，高频听
力损失组与听力正常组的接噪声级、 年龄、CNE、接
噪工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进一步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发
生高频听力损失的风险随年龄、CNE 的增加而增
加， 提示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应注意采取有效措施，
如减低生产岗位接噪声级，通过调岗等适当措施减
少工人的实际接噪工龄，从而降低发生高频听力损
失的风险。本次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也显示设置防护
设施、佩戴护耳器是降低 HFHL 风险的因素，提示
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可通过增加防噪设施、督促工人
佩戴护耳器来减低发生高频听力损失的风险。

既往研究显示，不同工作制度可能是影响噪声
性高频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18］，轮班导致作息时间
不定，是引起职业紧张的危害因素［19］；轮班作业还
可能与从业人员的职业应激、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
有关系［20］。 但本次研究尚未发现不同工作制度与高
频听力损失发生有关，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未能将
不同工作制度下工人的噪声暴露时间和休息间隔
等加以控制一致，导致工作制度混杂了接噪时间和
休息时间等因素。

有研究指出， 影响噪声性听力损失有年龄、工
种差异、工龄、体质量指数（BMI）、噪声暴露水平、听
力保护装置使用水平、 吸烟和酗酒等多个因素，性
别在噪声性听力损失中的差异可能是由噪声声级
或男女工种差异、行为差异引起［21］。 本次研究显示
瓶装饮料制造行业的男女工人间 HFHL 检出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可能是因工种构成、噪
声暴露水平等各种因素引起，只能说尚无法得出性
别对 HFHL 的真实影响。

瓶装饮料制造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较复杂，
且劳动者可能会出现岗位调动或轮换的情况，本次
研究仅对噪声的危害情况进行分析，没有进一步纳
入研究对象的各种生活习惯对听力损失的影响，这
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 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增
加样本量验证研究结果外， 我们还将关注生活习

惯、多种危害因素对个体健康效应的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为控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的噪声危

害，有效地降低 HFHL 发生的风险，提出以下建议：
（1）降低接噪声级， 尤其需要控制吹瓶岗位的接噪
声级， 建议企业做好生产设备防噪设施的设置，包
括提高生产工艺的自动化程度，使用隔声、吸声、消
声等方法降低劳动者的接噪声级。（2）采用调岗或
者增加轮班次数，增加工间休息时间，从而降低工
人接噪时间、 接噪工龄。（3）监督工人做好护耳器
的佩戴。 本次研究发现，部分企业虽配备护耳器，但
是生产工人并不积极佩戴。 建议企业制定完善的防
护用品使用制度， 督促工人规范佩戴护耳器。（4）
加强职业卫生健康教育，让劳动者充分了解到该行
业的噪声危害，意识到做好个人防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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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5页）
过建立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virtual reality -
augmented reality，VR-AR）训练平台来解决，利用各
种可穿戴设备使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模
拟各种不同的真实急救场景，结合交互式综合诊疗
模拟人进行交互式处置能力训练，全面训练队员的
卫生应急思维及专业技能。 目前国家（重庆）突发中
毒事件处置队正在进行虚拟情景化智能综合训练
考核系统的开发。
3.5 建立标准化的先遣小分队

国家（重庆）突发中毒事件处置队是一支车载
化队伍，依托国内畅通的道路网络进行移动，一旦
遇到灾难发生地附近交通路网中断，短时间恢复困
难，就难以以最快的时间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支小分队先期进入灾难发生地开展工作。
这支队伍应该采取模块化组合，根据不同的任务召
集不同岗位的队员，携带便携化、箱组化、轻量化的
装备，开展路况侦查、现场情况调查、短周期救援等
任务。

国家（重庆）突发中毒事件处置队伍经过近 10
年的建设和发展，参与突发中毒事件处置 20 余起，
在事件处置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同时借鉴国内外
突发事件处置队伍建设及处置经验［8-9］， 逐步完善
相关制度和机制，提高处置能力，为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及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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