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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职业健康 - 减少粉尘伤害
文 | 杨宾 ·MFC 专栏作者

中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其中粉尘主要职业危害作业岗位在铸造、锻造、机加、焊接、切

割、打磨、锅炉运行、木模加工等，如何来控制危害，以下详述粉尘浓度标准、粉尘的控制及防护。

各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矽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超过 10% 的无机性粉尘。

危害：矽尘主要通过呼吸道吸入肺部，对人人体产生危害，

可造成的职业病称为矽肺。

作业岗位：铸造的硅溶胶线二层淋砂机，铸造造型线等等。

粉尘危害

焊产生的烟尘中，有很多金属和非金属微粒，会对呼吸

道产生刺激，使呼吸的人感到不适。严重的时候会焊烟中毒。

重金属微粒在吸入肺中，会有微量沉淀，时间久了、积累到

了一定的量，易得矽肺病。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电焊工尘肺

如下工作作业：手工电弧焊 、CO2 保护焊

砂轮磨尘的危害

矽尘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序号 安全评价标准

1 矽尘，含 10 ～ 50% 游离 SiO2 接触限值＜ 1mg/m3

2 矽尘，含 50 ～ 80% 游离 SiO2 接触限值＜ 0.7mg/m3

3 矽尘，含 80% 以上游离 SiO2 接触限值＜ 0.5mg/m3

电焊烟尘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序号 安全评价标准

4 电焊烟尘接触限值＜ 4mg/m3

砂轮磨尘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序号 安全评价标准

5 砂轮磨尘接触限值＜ 8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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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加工是微量切削，切屑细小，尤其是磨具的自砺作用，

以及对磨具进行修整，都会产生大量的粉尘。细微粉尘可长

时间悬浮于空气中不易沉落，据测定，干式磨削产生的粉尘

中小于 5 微米的颗粒平均占 90.3%，很容易被吸入到人体肺

部。长期大量吸入磨削粉尘会导致肺组织纤维化，引起尘肺病。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尘肺病

如下工作作业：砂轮机打磨、平面磨床加工

锅炉煤尘的危害：煤尘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主要

损害人的呼吸系统，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和局部刺激。如长期

吸入煤尘引起煤工尘肺。煤尘侵入呼吸系统后，对呼吸道黏

膜产生局部刺激，引起鼻炎、咽炎、气管炎等。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煤工尘肺

如下工作作业：锅炉房

铝金属、铝合金粉尘危害：粉尘沉着症，有些金属（铁、

铝、锡等）粉尘吸入后，可在肺组织中呈异物反应，并继续

轻微纤维化，严重的引发尘肺病。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铝尘肺

如下工作作业：通用铸锻厂有色车间 FDZ-A 可倾式低

压铸造机

木粉尘危害：属于有机粉尘易引起的肺部病变。有机性

粉尘 包括植物性、人造有机性粉尘。常见的有棉、烟草、木

屑、羽毛、皮毛、塑料等。不同的有机粉尘有不同的生物作用，

如引起支气管哮喘、棉尘症、职业过敏性肺炎、混合性尘肺等。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混合性尘肺

如下工作作业：襄阳旅行车的锯木板工位

石墨粉尘危害：石墨粉尘粒径的大小对人体危害程度不

同，粉尘粒径小在空气中极易飞扬，难以沉降，一般粒径小

于 5um 的，几乎全部进入人体肺部，长期接触易引发可能导

致石墨尘肺病。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石墨尘肺病

如下工作作业：粉末冶金的混合筛分一体机

锅炉煤尘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粉尘性质 时间平均容许浓度（mg/m3）

煤尘（游离 SiO2 含量＜ 10%） 4

木粉尘粉尘浓度标准

粉尘性质 时间平均容许浓度（mg/m3）

木粉尘 3

石墨粉尘浓度标准

粉尘性质 时间平均容许浓度（mg/m3）

石墨粉尘 2

铝合金粉尘浓度标准

粉尘性质 时间平均容许浓度（mg/m3）

铝金属、铝合金粉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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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醛树脂粉尘的危害：酚醛树脂对呼吸道及皮肤具有刺

激作用，对小气道的损害较明显。酚醛树脂粉尘对作业工人

的主要危害表现为上呼吸道症状发生率增加，长期接触酚醛

树脂粉尘 损害工人呼吸系统健康，对肺功能损害属于阻塞性

通气功能障碍。

如下工作作业：活塞铸造工段制芯机

其他粉尘危害：不含有石棉，且游离 SiO2 含量低于

10%，不含有毒物质，尚未制定专项卫生标准的粉尘。

可能导致的职业病：其他尘肺

如下工作作业：等离子切割 、铣刀切割机 、组合机床 

粉尘控制

设备布局

根据 GBZ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设备布

置合理，有尘、无尘分开。

磨床作业现场

机械加工作业现场

酚醛树脂粉尘浓度标准

粉尘性质 时间平均容许浓度（mg/m3）

酚醛树脂粉尘 6

其他粉尘岗位粉尘浓度标准

序号 安全评价标准

11 其他烟尘接触限值＜ 8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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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通风

产生粉尘的车间有通风

车间局部通风

 

厂房屋脊通风

机械化、自动化作业

根据 GBZ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对产生

粉尘、毒物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避

免直接人工操作。

 

                   密闭作业                                自动化作业

控制措施

逸散粉尘的作业过程，根据生产工艺和粉尘性质可采用

湿式作业的，采用湿式抑制粉尘。

湿式作业是一种经济易行的防止粉尘飞扬的有效措施。

凡是可以湿式生产的作业均可使用。

例如铸造业的湿砂造型、湿式开箱清砂、化学清砂等。

逸散粉尘的作业过程，对产尘设备采取密闭措施，设置

局部排放除尘设施。

例如磨床设备

  

 

颗粒材料、粉料转运，落料点应密闭。

例如输送燃煤或粉煤灰的传送带应密闭。

  

         集中除尘        单机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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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动的扬尘作业，应配置通风除尘设备。可依据不同

作业方式选择使用：下吸式吸气罩，侧吸式吸气罩或回转式

活动吸气罩。

例如：在不固定场所焊接作业。

砂轮加工、刃具、铸铁件的磨切削，铸件清理打磨，金

属表面除锈抛光等作业点，应设置排风罩。

  

对产生大量油雾的螺纹磨床、齿轮磨床、冷镦机设油雾

处理装置。

通风设施要求

系统中各级除尘或净化装置均能正常运行

⑴主管道及支管应无破裂、泄漏；

⑵集尘（毒）风罩完好；

⑶闸板和阀门开关灵活、可靠，无泄漏；

⑷不产生二次扬尘（毒）或二次污染；

⑸设备设施的卸灰斗、灰箱密封，不得有二次进风，净

化池应定期清理，保持有效、整洁、无异味；

⑹作业场所尘、烟雾无逸散，应全部吸入排风罩。

行为规范

禁止在粉尘作业场所进餐、饮水、吸烟

   

粉尘防护

粉尘危害防护途径

防尘劳动防护用品选用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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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颗粒物过滤：粉尘、烟和雾都需要使用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颗粒物滤料分为 KN 和 KP。KN 是防非油性的颗粒物；KP

是防非油性和油性的颗粒物。

2. 非油性颗粒物：包括各种粉尘、煤尘、岩尘、水泥尘、

木粉尘等，还包括酸雾、油漆雾、焊接烟等；典型的油性颗粒物：

油烟、油雾、沥青烟、焦炉烟和柴油机尾气中的颗粒物。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佩戴方式

防尘口罩佩戴方法： 

1. 佩戴前预先将头带一段一段地拉伸；

2. 手捧口罩，指尖位于鼻夹位置，让头带自由地悬垂；

    

                                

3. 使鼻夹朝上，让口罩扣住下巴，将上头带戴在头顶位置，

将下头带戴在颈部；

4. 用双手食指，从鼻夹中部开始，向两侧一边移动一边

向下按压鼻夹，按照塑造鼻梁形状；

5. 每次佩戴后，必须进行佩戴气密性检查：双手捂住口罩，

呼气，若感觉有气体从鼻夹

漏出，按照步骤 4 重新调整鼻夹，若感觉气体从口罩两

侧漏出，进一步向脑后方调整头带位置。若无法取得密合，

不要佩戴口罩进入危险区域，应寻求主管人员的帮助。

粉尘作业岗位设置警示标识

粉尘作业岗位公示检测结果

粉尘作业场所设置警示标识

    

危害场所告知卡

粉尘作业岗位公示粉尘检测结果

结束语

⑴职业危害因素监测达标 

⑵防护设施运行有效 

⑶无禁忌人员上岗 

⑷岗位人员防护正确使用 

⑸人员体检合格 

⑹现场警示标志规范 

⑺减少粉尘伤害

粉尘作业岗位监测告知卡

车间名称 再制造车间

岗位名称 万能工具磨床

危害因素 砂轮粉尘

国家卫生标准 8mg/m3

监测结果 2.5mg/m3

监测日期 2012 年 6 月

危害作业分级 0 级

危害程度 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