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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保护条例

• 影响着美国超过500万的佩
戴呼吸器设备的工人

• 联邦OSHA标准

– 29 CFR 1910.134
• 加州OSHA标准

– 8 CCR 5144
• 加州农药管理局（CDPR）

– 3 CCR 6739

Source: OSHA Technical Manual, accessed September 2017

OSHA: 职业
安全与健康
管理局



呼吸器类型

过滤型面具

面罩上有一个过滤器，或整个面罩由过滤介
质组成的负压微粒呼吸器。

注意: 呼吸器
必须由NIOSH 
批准!



呼吸器类型

密封型

与面部形成完全密封
的呼吸覆盖物。

宽松型

与面部形成部分密封
的呼吸覆盖物。



呼吸器类型
空气净化呼吸器 (APR)
• 过滤空气

• 在已知化学物质和浓度的
地方使用

• 去除特定的空气污染物

• 负压

长管呼吸器

• 提供空气

• 在已知、未知和立即危及
生命和健康的环境中使用

• 正压



呼吸器类型

电动空气净化呼吸器(PAPR)
• 电池驱动

• 使用吹风机

• 迫使环境中的空气通过空
气净化零件进到进口盖

• 可以是密封型或者宽松型



过滤器, 气筒, 容器
微粒物质

• HEPA (高效微粒气溶胶)
• N, R, P 耐油性能

• 95%, 99%, 100%

化学物质

• 特定的或混合的化学物质

• 可被活性炭吸收

• 按颜色分类



NIOSH 批准的气筒呼吸器颜色分类
一定要阅读农药说明书选择正确的气筒呼吸器

目标化学物质: 颜色

Organic Vapors BLACK

Ammonia BRIGHT GREEN

Acid Gasses WHITE

Organic Vapors (OV) and Acid Gasses YELLOW

Organic Vapors (OV), Ammonia, Acid Gasses OLIVE/BROWN

High Efficiency (HE) Filter, P100 Filters MAGENTA

Organic Vapors AND High Efficiency (HE) Filter, P100 Filters
BLACK
MAGENTA

Organic Vapors (OV), Acid Gasses AND High Efficiency (HE), P100 Filters
YELLOW
MAGENTA

Organic Vapors (OV), Ammonia, Acid Gasses AND High Efficiency (HE), P100 
Filters

OLIVE/BROWN
MAGENTA



Title 3 CCR, Section 6739: 
保护呼吸

https://www.cdpr.ca.gov/docs/legbills/calcode/030302.htm#a6739

https://www.cdpr.ca.gov/docs/legbills/calcode/030302.htm#a6739


条例范围

适用于所有要求佩戴呼吸器
工作的工人。

由以下情况要求佩戴呼吸器:
• 标签
• 许可证
• 法规要求
• 雇主单位规定



条例的详细章程

(a) 条例要求

(b) 自愿使用

(c) 呼吸器的选择

(d) 医疗评估

(e) 适合性测试

(f) 面罩密封保护

(g) 立即危及生命健康的环境
IDLH

(h) 清洁消毒

(i) 紧急呼吸器

(j) 检查修补

(k) 呼吸的空气质量

(l) 识别不同过滤器和气筒

(m) 培训

(n) 评估计划

(o) 呼吸器失效

(p) 记录

(q) 医疗评估表

(r) 自愿使用信息

(s) 医疗建议



6739 (a) 条例要求

当需要或雇主要求使用呼吸器时，必须
根据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编写一份书面
程序。

HS-1513: http://www.cdpr.ca.gov/docs/whs/pdf/hs1513.pdf

http://www.cdpr.ca.gov/docs/whs/pdf/hs1513.pdf


工作场所条件的变化会影响呼吸器的使用，
所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实时更新计划。

必须写在书面计划里！

6739 (a) 条例要求



书面计划应该包括:
a) 选择

b) 医疗评估

c) 适合性测试

d) 日常和紧急情况下的合理使用

e) 维护，清洁和保护

f) 确保呼吸的空气质量

g) 呼吸有害物的培训 (IDLH if applicable)

h) 穿戴的培训

i) 计划的评估

6739 (a) 条例要求



Respirator Selection for Pesticides 
[6739 (a), (c) ]

http://edis.ifas.ufl.edu/pi061

Read the Label!



6739 (a), (d) 医疗评估

• 在进行适合性测试和使用呼吸器
前，雇主必须提供医疗评估以确
定工人能够使用呼吸器。

• 必须由医生或其他有执照的卫生
保健提供者(PLHCP)完成



• 必须免费提供给工人
• 多久一次?

– 使用前且适合性测试前
– 当工人的身体状况发生改变而需要重新检查时
– 根据 PLHCP 的建议要求

• HS-1513上的问卷调查和医疗建议

6739 (a), (d), (s)医疗评估



6739 (a), (e) 适合性测试
• 在工作人员使用任何密封型呼吸器之前，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适

合性测试

• 如果使用宽松的呼吸器(面罩或头盔)，不需要进行适合性测试

• 适合性测试必须用与将要使用的呼吸器相同的产品、型号、款式
和大小来进行

    x



6739 (a), (e) 适合性测试
• 使用密封型面罩呼吸器
的工人必须通过适当的
定性或定量适合性测试
:
–第一次使用前,
–更换面罩呼吸器（尺寸，
款式，型号，厂家）时

–之后至少每年一次



• 不能阻碍面部和面罩的密封性

• 不能有任何东西阻碍面部和面罩的密封性 (眼镜,护目镜,
个人防护设备PPE, 面部的毛发)

6739 (f) 面罩密封性保护



定义:
使用者检查密封性(检查适合性)

呼吸器使用者为确定呼吸器是否正确与面部贴合密封

而进行的操作。每次戴上呼吸器时都要这样做。

https://osha.oregon.gov/OSHAPubs/3330.pdf



6739 (j) 检修
(k) 呼吸的空气质量

• 每次使用之前都检查

• 伸缩性正常, 没有破损

• 呼吸的空气必须是D级或者更优



6739 (g) 立即危及生命和健康 (IDLH)

• 熏蒸环境属于立即危及生命和健康，也就是IDLH
• “监察人” 需要站在IDLH区域之外

6739 (i) 紧急呼吸器
• 必须在可以立即拿到的地方

• 清楚地标示“内含紧急呼吸器”

• 根据制造商的要求储存

• 储存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安全使用



6739 (h) 清洁和消毒

• 清洁呼吸器…
– 即使呼吸器是指定私人使用，也需尽可能的定期清洁消毒

– 如果是不同人使用，在每次使用之前需清洁并且消毒

– 紧急情况下，适合性测试或者培训的时候，每次使用后需清
洁并且消毒!

• 保存防止损坏



6739 (m) 培训和相关信息
(n) 计划的评估

• 雇主必须给需要使用呼吸器的雇员
提供有效的培训。

• 培训应该易于工人理解

• 培训应该每年一次。

• 计划评估应该每年一次。

• 如果发现需要修改书面计划，必
须在30天内执行



6739 (o) 呼吸器失效

什么时候应该替换:
1.气味，或者引起过敏

2.特殊标志显示有效期结束

3.所有的一次性面部呼吸器，工作日结束时必须丢弃

4.参照特定农药的说明书要求

5.参照特定农药的呼吸器制造商的要求

6.如果没有特定农药的说明书，工作日结束时必须丢弃
¤ or, as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 on excessive breathing resistance.



6739 (p) 记录
• 可以提供给农药管理局

• 保留更新的书面计划至少3年
• 必须保留以下记录…

– 医疗建议

– 适合性测试

– 培训

– 评估

• HS-1513 表格上有这些所有
表格



农药管理局要求 vs. 自愿使用呼吸器 合规管理流程图

雇主在处理除害剂时，应使用此流程图，以协助遵守3-CCR-6739(b)条例关于自愿使用呼吸器的要求

以下情况是否要求呼吸
器保护设备?

• 标签
• 许可证
• 法规
• 雇主单位政策

要求!
雇主必须有完整的书面计划
以遵守 3 CCR section 6739 

自愿!

雇主提供 雇员自己提供
合成橡胶

过滤型
面罩

是

否

• 自愿使用呼吸器的告示 (3 
CCR section 6739(r))

书面程序必须至少包括:
• 医疗许可
• 维修，清洁，和储存
• 自愿使用呼吸器的告示 (3 CCR section 

6739(r))



6739 (r) 自愿使用告示



农药安全信息 Series A-5 or N-5



https://www.cdpr.ca.gov/

https://www.cdpr.ca.gov/


处理农药用的手套
由于COVID-19疫情期间PPE短缺，DPR收集了一些手套安全提示。

可重复使用手套的保养

1.戴手套前检查一下。不要戴破损
的抗化学物质手套!

2.戴手套前需要用水和肥皂洗手。
3.当处理农药时，根据标签或规定
戴上手套。

4.脱下手套之前要用肥皂和水洗手。
5.干燥并保存干净的手套，远离杀
虫剂，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
免阳光直射。

6.脱下手套后，用肥皂和水洗手。

不要徒手接触污染的手套!

Be sure to follow 3 CCR 6738.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https://www.cdpr.ca.gov/docs/whs/ind_hygiene_ppe.htm 

如果您使用的是可重复使用的手套，则必须使用
与标签要求的一次性手套相同的材料。
防化学手套必须厚度至少达14 mil 厚，所以请替
换相同材料的厚手套。

https://www.cdpr.ca.gov/

https://www.cdpr.ca.gov/


问题?
联系方式:

Emma Colson, MS, CIH
Associate Industrial Hygienist
emma.colson@cdpr.ca.gov
916-324-4155

Industrial Hygiene Services

Qi Zhou, PhD
Small Farm Specialist 
qiizhou@ucanr.edu
864-643-7130



参考资料

• https://www.osha.gov/dts/osta/otm/otm_viii/otm_viii_2.html
•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3384small-entity-for-

respiratory-protection-standard-rev.pdf
• https://www.cdpr.ca.gov/docs/whs/pdf/hs1513.pdf
• https://www.cdpr.ca.gov/docs/whs/psisenglish.htm
•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pdfs/FacialHairWmask112820

17-508.pdf
• https://www.cdc.gov/niosh/topics/respirators/default.html

https://www.osha.gov/dts/osta/otm/otm_viii/otm_viii_2.html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3384small-entity-for-respiratory-protection-standard-rev.pdf
https://www.cdpr.ca.gov/docs/whs/pdf/hs1513.pdf
https://www.cdpr.ca.gov/docs/whs/psisenglish.htm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pdfs/FacialHairWmask11282017-508.pdf
https://www.cdc.gov/niosh/topics/respirators/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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