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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过滤效率检测标准的分析

朱银，刘才容，王康建，孙近，李红梅，陈南希，晏新程，李喜
(四川省纤维检验局，四川成都610015)

摘要：分析了国内外口罩过滤效率的相关标准，论述了标准中规定的具体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以及口罩过滤效率

检测介质的选取具体要求，并对其进行了评述，以利于完善健全我国各行业的口罩标准，规范我国口罩市场，保障口罩使

用者健康和生活品质。

关键词：过滤式口罩；口罩标准；过滤效率；检测方法

中图分类号：TSl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15)02--0053--03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过滤吸人肺部的空气，行人、医

务人员、工厂作业人员需要隔离粉尘、病菌和有毒气体

时，选用合适的口罩是非常重要的。防护性过滤式口

罩能够有效地过滤掉空气中有害物质。目前我国市场

上流通的口罩类型很多，包括防粉尘、防有毒气体、防

病菌等防护性过滤式口罩，针对各个行业人员的具体

需求，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口罩标准以规范国内口罩市

场。我国实施的防护型过滤式口罩标准大多是强制性

产品标准，过滤效率是其重要的检测项目，因此研究防

护性过滤式口罩的过滤效率至关重要。

1 国外防护性过滤型口罩标准

1．1 美国NIOSH 42CFR一84

1．1．1 美国NIOSH 42CFR一84口罩分类

美国NOISH 42CFR-84针对防护对象类型把防

颗粒物呼吸器的过滤元件分为3类，即N、R、P[1|。N

类适用于防护非油性颗粒物，R与P类适用于防护非

油性颗粒物以及油性颗粒物。P类过滤元件的使用时

间限制比R类更长，R类过滤元件使用时间比较短，一

般为一个工作日，而P类可以依据需求由生产厂家建

议。由于过滤元件过滤效率的差异性，又将其分成3

个级别：95、99、100，分别为N95、N99、N100；R95、

R99、R100；P95、P99、P100。

1．1．2 口罩N、R、P系列的测试与评判

美国NOISH对其口罩N、R、P系列的测试与评

判方法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性。N系列防颗粒

呼吸器过滤元件的检测介质是由0．3肚m的氯化钠颗

粒物或相同性质的气溶胶充当；而R、P系列的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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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颗粒物或者相同性质的气溶胶充当。

美国NOISH对样品的数量以及样品预处理也有

明确的规定，要求检测样品的数量为20，特别是对N

系列过滤元件，需要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预

处理25 h，环境条件为相对湿度(85±5)％、温度(38±

2．5)℃。然而对R和P系列过滤元件NOISH没有提

出预处理要求。

美国NOISH对过滤元件的检测流量方面也有明

确的规定，针对单个过滤元件的防颗粒物呼吸器，检测

流量为(85±4)I．PM，而对于含有多个过滤元件的防颗

粒物呼吸器，在检测其过滤效率时，应根据过滤元件的

数量来进行相应的增减。例如，防颗粒物呼吸器具有

双过滤元件时，检测流量应相应地降低为(42．5±2)

LPM，同样地，防颗粒物呼吸器具有三个过滤元件时，

其检测流量则递减到(28．3±1)LPM，为单一过滤元件

检测流量的1／3。

美国NOISH对过滤元件的最大加载量也做了相

应的说明，对于N、R系列，检测单过滤元件的防颗粒

呼吸器需要加载到(200土5)rag；检测双过滤元件的防

颗粒呼吸器需要加载到(100±5)rag；检测三过滤元件

的防颗粒呼吸器则需要加载到(66．715)mg。测试终

点以进入该区间的第一点为准。然而对于P系列，检

测单过滤元件的防颗粒呼吸器最大可以加载到(415±

5)rag；检测双过滤元件的防颗粒呼吸器需要加载到

(215±5)mg；检测三过滤元件的防颗粒呼吸器则应加

载到(155±5)mg。

美国NOISH对加载曲线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对

于N、R系列防颗粒物呼吸器过滤元件，只要测试符合

规定流量以及在最大加载量范围内、只要其过滤效率

不小于95％(N95／R95)、99％(N99／R99)以及

99．97％(Nloo／RIOO)，NOISH对加载曲线的趋势没

做要求，也就是说在这一条件下加载曲线的上升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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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都不会影响测试结果。然而P系列防颗粒物呼吸器

过滤元件对加载曲线有严格的要求，如果在加载过程

中测试对象的过滤效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加载测试应

继续，直至样品过滤效率停止。

1．2 欧盟CEENl49标准文件

欧盟CEENl49标准文件是由欧盟标准化委员会

于2001年编制，现在实施的该标准是2009年修订版。

执行该标准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爱尔兰、西班牙、瑞士、荷兰等30余个国家。该标准文

件与美国NOISH防颗粒物呼吸器标准的差异之处在

于对过滤元件的检测流量。对于单过滤元件，美国

NOISH防颗粒物呼吸器所采用的检测流量为

85 L／min，而欧盟CEENl49标准文件规定检测防护

性口罩的过滤流量为95 L／min，使用DOP油发尘作

为过滤介质。

1．2．1 欧盟CEENl49防颗粒物过滤面罩适用范围

欧盟CEENl49规定的防颗粒物过滤面罩满足使

用者呼吸用防护设备需求，且可多次重复使用，但不适

用于逃生用途。

1．2．2 欧盟CEENl49防颗粒物过滤面罩使用说明

欧盟CEENl49规定的防颗粒物过滤面罩是一种

半面罩，带有吸气阀和呼气阀，可覆盖使用者的鼻子和

嘴巴部位，且面罩中含有过滤材料，当使用者佩戴此种

过滤面罩时，人体吸入的空气进入过滤面罩之后通过

吸气阀将过滤后的空气送入到使用者的鼻子和嘴巴部

位，起到防护作用。使用者呼出的空气经过过滤材料

或者呼气阀排出到周围环境中，这种防护性过滤面罩

适用于液体或者固体的气溶胶环境中。
1．2．3 防护性1：I罩的分类

根据欧盟CEENl49防颗粒物过滤面罩的过滤效

应，可将其分为三大类：FFPl、FFP2以及FFP3。标准

要求FFPl过滤效率≥80％；FFP2过滤效率≥94％；

FFP3过滤效率≥97％。

2国内防护性过滤式口罩相关标准

关于防护性过滤式口罩国际上目前主要执行美国

NIOSH 42CFR-84和欧盟CEENl49，我国执行的防护

性口罩标准主要参照美国NIOSH 42CFR一84。

自吸防护性过滤式口罩的工作原理是以自身呼吸

为动力，经过口罩过滤元件的过滤效率而起到防护作

用。2003年，SARS爆发以来，国家出台了几套强制性

自吸式防护性口罩标准：GB 19083—2003医用防护口

罩技术要求和GB 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

随后，GB 19083—2003被GB 19083—2010替代；GB

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目前已作废，被GB

19082--2009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替代。在过

滤式口罩方面，国家出台GB 2626—2006呼吸防护用

品一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替代GB／T 2626—

1992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通用技术条件和GB／T

6223--1997自吸过滤式防微粒口罩。

2．1 GB 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2003年，GB 19083—2003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在SARS严峻的形势下紧急制定，标准应用5年之后，

经过大量实验验证以及对国内外相关标准归纳，对旧

标准进行了修订，制定出现行的新标准GB 19083—

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新标准参照了美国和欧

洲等国的相关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口罩的过

滤效率及密合性等项目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技术要

求[2]。在修订的新标准中，过滤效率项目进一步进行

分级，由过去的统一的≥95％，进一步明确为1级≥

95％、2级≥99％、3级≥99。97％三个级别，且修订的

新标准规定此类医用防护口罩只适用于医用环境中。

在GBl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中，由

于其指定医用环境使用，因此其过滤效率主要是指过
滤空气中漂浮的非油性颗粒物，包括带有病毒性的血

液、飞沫、分泌物等。医用防护口罩的过滤元件通过五

个工作原理来阻隔污染物，其原理包括拦截效应、扩散

效应、重力效应、惯性效应、静电效应，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来阻挡污染物。这五种效应分别阻隔不同粒

径的颗粒物，有的适合阻隔大颗粒物，而有的效应适合

阻隔小颗粒物，综合起来，就会存在一种最难过滤的粒

径颗粒物。医用防护口罩的过滤效率就是测试这种最

难过滤的粒径颗粒物，得到一种最有效的测试结果。

由于在医疗环境中，常常有带病毒性的颗粒物漂浮在

空气中，而这些颗粒物又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往往依

附于空气中的粉尘而形成气溶胶。而医用防护口罩正

是利用其过滤元件的五种效应来过滤掉这些具有污染

性的气溶胶。

GBl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原则上参

照美国NIOSH 42CFR-84，但由于其标准只适用于医

用环境，并没有油性颗粒物污染，所以此标准采用的过

滤介质为非油性NaCl气溶胶，气流量控制在(85±2)

I．／min，粒径控制在(O．075士0．020)gm。

2．2 GB 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

GB 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目前已作
废[3J，被GB 19082--2009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替代，因为其制定背景是在SARS爆发后紧急制定的，

标准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的一些技术性要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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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科学验证，在实际操作中，脱脂棉纱布口罩的检测项

目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GB 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标准主要规

定了以下几个技术指标：口罩尺寸、外观、纱布层数、密

度、酸碱度等检测项目。尤其是对口罩纱布层数上，标

准要求不少于12层来保证口罩的过滤性能。而口罩

的防护性过滤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纱布层数就可以解决

的，反而纱布层数过多会增加使用者的呼吸气流阻力，
不利于人体健康。
2．3 GB 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

GB 2626—2006[4]呼吸防护用品一自吸过滤式防颗粒

物呼吸器替代GⅣT 2626--1992，新标准在检测颗粒物的

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具体参数见表

1)，对于测试对象分类更为具体有效，是目前我国制定的

产业用防护性呼吸器较为全面的标准。
表1 GB／T 2626-1992和GB 2626—2006测试参数比较

项 目 GB 2626—2006 GB／T 2626—1992

检测介质

过滤元件

过滤效率

过滤流量／I。·rain—l

氯化钠、D()P油发沉 医用滑石粉

分类：非油性KN类；无分类(是否油性未做
油性和非油性KP类要求)

加载过滤效率 初始过滤效率

85 30

GB 2626—2006主要针对对象为产业用人群，是

用来防护在生产作业环境中的非油性粉尘颗粒物以及

油性颗粒物。在检测过滤元件上，GB 2626～2006参

照美国NIOSH 42CFR-84，根据使用者工作环境的差

异将防颗粒物呼吸器的过滤元件细分为KN类和KP

类。KN类主要防护非油性颗粒物，KP类可防护油性

和非油性颗粒物。在检测介质和判定方面，GB 2626—

2006参照美国NIOSH 42CFR-84，针对使用者的作业

环境，由原来的医用滑石粉变为更易于吸附颗粒物的

氯化钠颗粒物和DOP油发沉颗粒物。在加载量方面，
GB 2626--2006参照美国NIOSH 42CFR-84，对于KN

类，加载量为200 mg，标准对加载趋势没有要求，加载

总量至200 mg时测试终止，此时的过滤效率即为检测
结果。而对于KP类，检测介质的加载趋势则有明确

要求，加载趋势一旦出现波动，应继续试验，直至样品

过滤效率停止。在实际操作中，有的颗粒物在过滤试

验时可能加载趋势有变化，但非常微弱，导致试验的终

止时间将很难判断。因此，标准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

制定相对应的操作程序来解决试验中可能会出现的特

殊情况‘s_6|。

3结语

通过对以上国内外防护性口罩标准进行分析，美

国NOISH对防护性过滤式口罩的过滤效率方面的技

术要求与检测方法更为系统和完善，我国制定的防护

性口罩标准也基本参照了美国NOISH相关文件。但

我国的几个防护性口罩标准是在SARS爆发后紧急制

定的，其中脱脂棉口罩和医用防护用口罩制定内容交

错复杂，以致很快作废并被其他标准替代。在具体的

操作程序方面，需要建立配套的相关操作程序供检测

人员使用，以完善我国口罩的标准体系，维护我国口罩

市场秩序，进而保障我国口罩使用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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