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与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制定项目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项目（1.11）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追踪比较项目 

 

 

 
 

 

项目承担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职业卫生标准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 张  敏  研究员 

  

2016 年 1 月 



 

 II 

 

目  录 

摘  要....................................................................... 1 

关键词....................................................................... 5 

第一部分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追踪 ......................................... 1 

1  背景 ...................................................................... 1 

1.1  煤尘的主要用途和职业接触途径 ...................................... 1 

1.2  煤尘成分和分类 .................................................... 1 

1.3  接触煤尘的潜在健康影响 ............................................ 2 

2  目的 ...................................................................... 3 

3  方法 ...................................................................... 3 

3.1  文献、资料查阅 .................................................... 3 

3.2  资料来源 .......................................................... 4 

4  结果 ...................................................................... 5 

4.1  各国/机构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 ................................... 5 

4.2  WHO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7 

4.3  EU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8 

4.4  美国 ACGIH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8 

4.5  美国 NIOSH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9 

4.6  英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10 

4.7  德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12 

4.8  南非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 13 

第二部分  呼吸性矽尘标准追踪 ................................................ 14 

1  背景 ..................................................................... 14 

2  目的 ..................................................................... 15 

3  方法 ..................................................................... 15 

4  结果 ..................................................................... 15 

4.1  我国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现状和历史 ....................... 15 

4.2  国外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 ................................... 17 

4.2.1  世界卫生组织（WHO） ....................................... 17 

4.2.2  欧盟（EU） ................................................ 18 

4.2.3  美国 ...................................................... 19 

4.2.4  英国 ...................................................... 20 

4.2.5  德国 ...................................................... 21 

4.2.6  南非 ...................................................... 22 

5  讨论 ..................................................................... 25 

6  附件 ..................................................................... 26 

6.1  检索网站表 ....................................................... 26 

第三部分  职业卫生工效学标准追踪 ............................................ 29 

1  背景 ..................................................................... 29 

2  目的 ..................................................................... 30 

3  方法 ..................................................................... 30 

4  结果 ..................................................................... 30 

4.1  工效学概述 ....................................................... 30 

4.1.1  工效学的定义 .............................................. 30 

4.1.2  工效学的发展 .............................................. 30 

4.1.3  工效学标准 ................................................ 32 

4.2  国际工效学标准 ................................................... 32 



 

 III 

4.2.1  国际/区域标准 ............................................. 32 

4.2.2  德国标准 .................................................. 37 

4.3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概述 ............................................. 39 

4.3.1  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7） ................ 39 

4.3.2  中国人类工效学会（CES） ................................... 39 

4.3.3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体系 ...................................... 39 

4.3.4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 .................. 41 

5  讨论与建议 ............................................................... 42 

第四部分  项目附件 .......................................................... 45 

1  任务书 ................................................................... 45 

2  材料翻译情况报告 ......................................................... 50 

2.1  国外职业卫生和职业病相关资料翻译概述 ............................. 50 

2.2  职业卫生标准相关资料翻译 ......................................... 53 

2.2.1  翻译材料的确定 ............................................ 53 

2.2.2  拟定翻译标准和前期市场调研 ................................ 53 

2.2.3  招标、合同的签订与执行 .................................... 57 

2.2.4  附件 ...................................................... 58 

2.3  职业病诊断标准相关资料翻译 ....................................... 69 

2.3.1  翻译材料的确定 ............................................ 69 

2.3.2  翻译标准 .................................................. 70 

2.3.3  笔译翻译合同 .............................................. 72 
 



 

1 

 

摘  要 

考核指标 

根据本项目工作内容所列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或国家呼吸性矽尘

职业接触限值、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职业卫生工效学等标准的

追踪研究结果，撰写并提交 3 个部分的追踪比较研究专题报告。 

目的 

追踪比较 ISO、WHO、EU 及美国、英国、德国和南非等机构和

国家呼吸性煤尘、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据、以及职业

卫生工效学的标准进展，为我国修订呼吸性煤尘、呼吸性矽尘职业接

触限值、职业卫生标准领域工效学相关标准提供资料和依据。 

方法 

通过互联网检索，查阅 WHO、EU 及美国、英国、德国和南非

等机构和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机构和职业接触限值制定机构发布

的职业接触限值相关资料，得到其现行有效的标准资料；选择相关文

献进行复习，研究国内外煤尘、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和工效

学相关标准及其制定依据，进行系统性比较和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职业卫生和职业病诊断相关标准，结合我国职业病

发病形势，确定需要翻译的国外相关资料为：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

会（ACGIH）煤尘和矽尘，德国法定意外保险协会(DGUV)的《职业

健康检查指南》，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职业接触呼吸性吸

尘》以及柴油机废气、职业性肿瘤、噪声、心理、外伤等方面 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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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结果 

1．呼吸性煤尘 

追踪各国/机构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 

研究 WHO、EU 及美国、英国、德国和南非呼吸性煤尘职业接

触限值制定依据。 

2．呼吸性矽尘 

矽尘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应用十分广泛，如采矿、翻砂、喷砂、

制陶瓷、制耐火材料等，在日常生活、生产和科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

用途。长期吸入含有 SiO2 的粉尘，就会可以导致罹患矽肺等多种健

康损害。对此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制定职业接触限值以保护工人身体健

康， 

我国自 1996 年首次将呼吸性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纳入国家标准

体系以来，先后有 3 项标准涉及呼吸性吸尘的职业接触限值，分别是：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2002）、《车

间空气中呼吸性矽尘卫生标准》（GB 16225-1996），其对于呼吸性粉

尘的定义表述基本相同，现行标准规定职业接触限值为 10%≤SiO2

含量≤50%时候 PC-TWA=0.7 mg/m
3，50%<SiO2 含量≤80%时候

PC-TWA=0.3 mg/m
3，SiO2含量>80%时候 PC-TWA=0.2 mg/m

3，控制

目标是矽尘作业工龄 30 年的工人的矽肺病发病率＜1‰。该限值自

2002 年发布实施之后一直未做修改，目前高于欧盟（EU）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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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国和南非等国家现行的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职业接触

限值科学委员会（SCOEL）在评估呼吸性矽尘相关科学证据后认为

呼吸性矽尘在 0.05mg/m3 浓度下，工人矽肺或胸片异常（ILO category 

1/1）发生率小于或约等于 5%，在 0.02 mg/m3 浓度下小于或约等于 

0.25%。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现有文献资料后认为连续接触

0.008 mg/m
3 呼吸性矽尘 70 年健康人（无呼吸性疾病或状况）发生矽

肺<3%。因此，我国现行呼吸性矽尘的 PC-TWA 可能无法到达接尘作

业工人矽肺控制目标，亟需调整限值。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 SiO2可能导致肺癌等其他健康损害。目前，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其列为矽尘确定的人类致癌物，德国也将其认

定为人类致癌物。目前，我国在制定呼吸性矽尘标准的过程中对其可

能导致的其他健康损害缺少研究。 

3．职业卫生工效学标准 

工效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目前，从事工效学研究

和国际/区域标准制定工作的主要有3个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国际工效学学会（IEA）。ISO 发布工效

学相关国际标准 122 项，CEN 制定了 110 项标准，IEA 研究制定工效

学方面的国际标准，积极支持和参与 ISO/TC 159 的工作。德国作为

欧盟的成员国，在遵守欧盟安全生产的框架性准则的同时，具体在其

国内实行“双轨制”的劳动保护体制。ISO 和 CEN 工效学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均设在 DIN。NoRA 专门开辟了工效学标准网站栏目，涉及

工效学的标准多达 2000 个，在其中搜索工作场所职业卫生与安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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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结果为 44 个。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体系由一般性工效学原则、人体测量与生物力

学、人-系统交互工效学和物理环境工效学四部分组成。职业卫生标

准制修订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工效学的内容。 

4．翻译材料 

在翻译过程中，课题组向所内推荐翻译人员具有医学相关翻译经

验、质控体系良好、翻译质量有保证的公司承担翻译工作。根据招投

标相关程序，职业卫生所最终选定国家安监总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和

北京杏林医联翻译中心分别翻译职业卫生标准相关材料和职业病诊

断标准相关材料。两家翻译公司均遵循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

要求》（GB/T19682-2005）和《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GB/T 

19363.1-2003）的要求，按时提交译稿，且译文的综合差错率不得超

过 1.5‰（不足千字按千字计算），译文质量达到合同要求。课题组将

译文用于科学研究，并计划在未来选择其中部分资料出版发行。 

结论 

我国现行呼吸性矽尘的 PC-TWA 自 2002 年发布实施之后一直未

做修改，现有科学证据表明此职业接触限值可能无法到达接尘作业工

人矽肺控制目标，亟需调整限值。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学术团体均将

呼吸性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下调。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相关研究，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调整呼吸性矽尘的限值， 

此外，国际上已经有证据表明 SiO2 可能导致肺癌等其他健康损

害，如肺癌等。IARC 已将列为矽尘确定的人类致癌物，德国也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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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人类致癌物。建议我国在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相关标准制修订

过程中应该考虑矽尘导致的其他健康损害，以保护工人身心健康。 

随着今年来相关科学数据的积累以及对健康危害认识的加深，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学术团体均将呼吸性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下调。因

此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相关研究，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调整呼吸性矽尘

的限值，以满足保护工人健康的要求和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行。同

时，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还应该考虑矽尘导致的其他健康损害。 

工效学标准更加注重国际协调。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

不再单独制定其国家标准，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采用工效学国际标

准。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视工效学问题，积极将工效学国际标准转换

为国内标准。建议我国的职业卫生工效学标准应关注机械设计和制

造、工作设计和组织等领域。我国的工效学标准化应采取灵活、快速

和开放的工作原则，分析研究国内外专业技术发展动态，梳理标准体

系，抓住重点，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标准体系，界定并划

分清楚工效学的应用对象，以指导其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 

呼吸性煤尘；呼吸性矽尘；工效学；职业接触限值；职业卫生标

准；追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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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追踪 

1  背景 

1.1  煤尘的主要用途和职业接触途径 

煤在焦炭、煤气、水煤气以及煤焦油化合物生产中，以及在肥料、

食用色素、合成橡胶、杀虫剂和消毒剂制造中被用作燃料。 

对煤矿粉尘的职业接触大多发生在产品开采过程中，另外，在对

开采后的产品进行散货装卸时也存在职业接触，可能包括如清洗、混

合以及大型燃煤设备的散货装卸等过程。 

1.2  煤尘成分和分类 

煤矿粉尘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 50 种以上的元素及其氧化

物。煤矿粉尘的矿物成分随粉尘粒径、煤层和开采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煤矿粉尘一般的伴生矿物有高岭土、伊利石、方解石、黄铁矿和石英。

煤的硫磺含量从 0.5%（质量分数）到 10%以上不等，美国西部的煤

一般硫磺含量较低。煤矿粉尘的密度决定于其矿物成分。对煤矿粉尘

平均密度的合理估计为 1.34g/cc。 

煤按等级分类，其等级主要与煤的相对地质年代和其经历煤化过

程的程度有关。根据煤中固定碳（受热并去除挥发性物质后，煤中的

含碳比例）的百分比、挥发性物质的百分比以及煤的热含量对煤的等

级进行定义。对煤的一般分类包括无烟煤、半无烟煤、烟煤、半烟煤

（优等烟煤）以及褐煤。无烟煤或称“硬煤”，固定碳含量为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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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煤或称“软煤”，固定碳含量为 76-90%；褐煤固定碳含量为 65-70%。 

1.3  接触煤尘的潜在健康影响 

接触煤矿粉尘的劳动者处于罹患单纯性煤工尘肺（CWP）、进行

性肺大部纤维化（PMF）、矽肺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风险中。 

煤工尘肺（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CWP）是由矿物粉尘

引起的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的疾病。是一种经过多年的接触发展而

来的慢性疾病，原因是肺内吸入了可吸入性煤矿粉尘。包括呼吸系统

和心脏的各种疾病，CWP 的诊断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职业接触史、

影像学表现以及偶尔的外科活检或尸检。单纯性 CWP 在胸部 X 片上

显示为直径 10mm 以下的斑块。 

活着的矿工的单纯性 CWP 可通过胸片诊断。根据肺部不同区域

大量小网影（直径 10mm 及以下）对胸片进行分类。分类是根据国际

规则进行的。单纯性 CWP 主要分为 1、2、3 类，无 CWP 归为 0 类。

每一类又进一步分为 3 亚类，用以表明在归入这四类中的某一类时，

是否考虑了其相邻的类别，如“1/2”表示读片人将胸片归入 1 类 CWP，

但也认真考虑了是否归入 2 类。 

单纯性 CWP 可能导致轻微的肺功能损伤。例如，2 类和 3 类胸

片可能伴随以下表现：最大通气率下降；吸入气的分布不正常；吸乳

器的不规律分布引起的动脉血氧含量轻微下降。尽管如此，以上肺功

能的不正常表现都不足以引起伤残，并且不会损害煤矿工人的劳动能

力或降低其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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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F 在影像学上分为 A、B、C 三类。PMF 的特征存在有一个或

多个 10mm＜直径≤50mm 的网影。在已受单纯性 CWP 影响的矿工

中最常发生 PMF，但发现在没有 CWP 前期证据的矿工中也有发生。

在脱离进一步的粉尘接触后，PMF 可能会继续发展。晚期的 PMF 很

可能伴随严重的功能损伤如呼吸困难、慢性支气管炎和复发性胸部疾

病，右心衰竭发作，右心室肥大，以及死亡率增加。PMF 也可能伴

随肺功能的阻塞性和限制性变化，中至重度气道阻塞，以及氧扩散能

力下降。 

2  目的 

追踪比较 WHO、EU 及美国、英国、德国和南非等机构和国家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据，为我国修订呼吸性煤尘职业

接触限值提供资料和依据。 

3  方法 

3.1  文献、资料查阅 

查阅 WHO、EU 及美国、英国、德国和南非等机构和国家职业

安全卫生管理机构和职业接触限值制定机构发布的职业接触限值相

关资料和数据库，得到其现行有效的职业接触限值资料。 

广泛搜索、查询相关科研论文和文献资料百余篇，用以查证、核

实比较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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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料来源 

我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由《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获得。 

我国作业场所空气中呼吸性煤尘接触浓度管理标准从安全生产

行业标准《作业场所空气中呼吸性煤尘接触浓度管理标准》（AQ 

4202-2008）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WHO）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相关资料

来自《职业接触特定矿物粉尘（二氧化硅、煤尘）的推荐健康限值》

（WHO 技术报告系列 734 号）。 

欧盟（EU）职业接触限值资料来自欧洲委员会就业、社会事务

部工作中的健康安全——职业接触限值科学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Social Affairs & Inclusion, Health and 

Saftety at work –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SCOEL）2013 年 5 月发布的推荐限值。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会（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Hygienists，ACGIH）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

据来自其 2013 年发布的数据（1998 年迄今未更新）。 

美国国立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呼吸性煤尘推荐性接触限值（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RELs）资料及美国矿业安全卫生管理局（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MSHA）呼吸性煤尘推荐性接触限值 PEL

资料来自美国 NIOSH 出版的《危险化学品使用手册》（NI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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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 GUIDE TO CHEMICAL HAZARDS）2010 版。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资料来自《职业安

全卫生标准（29DFR1910.1000～1052）》中颁布的容许接触限值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s，PELs）。 

英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资料来自英国健康安全部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2013 年发布的《健康危害因素控

制规范 2002  已批准的实践规范》第六版（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 

(ACOP) to the 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Regulations 

2002 (as amended) (COSHH)）及 2011 年发布的工作场所接触限值第

二版（EH40/2005 Workplace exposure limits）。 

德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资料来自德国 2002 年发布的

煤矿粉尘 MAK Value Documentation。 

南非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资料来自南非矿业能源部

（Department of Minerals and Energy,DME）2002 年发布的数据。 

4  结果 

4.1  各国/机构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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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国/机构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 

来源 中文名 
PC-TWA(mg/m

3
) 

备注 
总尘 呼尘 

GBZ 2.1 
煤尘 (游离 SiO2 含量＜

10%)  

4 2.5 - 

AQ 4202 煤尘(游离SiO2含量＜5%)  5 - 

WHO 
煤尘(SiO2 含量＜7%)   0.5-4.0  

煤尘(SiO2 含量＞7%)   0.04  

ACGIH 
烟煤或褐煤  0.9 A4（非人类致癌物） 

无烟煤  0.4 

NIOSH 

煤尘（无烟煤，烟煤，褐

煤）和煤矿粉尘 

 1 10hTWA；使用 MSHA

检测方法（CPSU） 

 0.9 10hTWA；使用

ISO/CEN/ACGIH标

准检测 

OSHA 

煤尘(SiO2 含量＜5%)   2.4/（%SiO2+2） 已废止：2.0（呼吸性尘） 

煤尘(SiO2 含量≥5%)   10/（%SiO2+2） 已废止：0.1（呼吸性石

英） 

MSHA 

煤尘(SiO2 含量＜5%)   2.0  

煤尘(SiO2 含量＞5%)   10/（%呼吸性石英

+2） 

 

英国 

煤尘 10（可吸入性

粉尘） 

4 适用于 REACH CLP 规

范（1272/2008，

67/548/EEC，

1999/45/EC，

1907/2006）和 HSE 制

定 WEL 以外的各类粉

尘 

SiO2，无定型 6（可吸入性

粉尘） 

2.4 HSE 制定的 WEL 

SiO2，呼吸性结晶  0.1 

SiO2，融合的呼吸性粉尘  0.08 

MAK 

煤尘(石英含量≤7%)  —（1.5） 研究结果，目前尚无足

够证据确定煤尘定义

及限值 

南非 

煤尘(SiO2 含量＜5%)   2  

煤尘(SiO2 含量＞5%)   0.1 等同使用结晶型 SiO2

（石英）限值，应采取

合理的手段保持工作

场所空气中的浓度远

低于该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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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HO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WHO 推荐的基于健康的煤尘职业接触限值是以 8h 工作班、40h

工作周、35 年工龄为基础，在呼吸带采样的呼吸性粉尘的时间加权

浓度。其中呼吸带是指劳动者头部周围 60cm 的范围。呼吸性粉尘是

根据可分离粉尘粒径的分离装置定义的：100%相对密度为 1 或空气

动力学直径为 0.7μm 的颗粒；50%直径 5μm 的颗粒；25%直径 3.5

μm 的颗粒；5%直径 1.5μm 的颗粒。对于其他采样条件，职业接触

限值的数值应做相应的转换。 

研究团队认为基于健康的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应用于预防煤矿工

人生命期间发生的肺大部纤维化，而不是仅预防其工作期间的肺大部

纤维化。这个观点基于团队的判断，尽管煤矿工人单纯性矽肺可能与

非功能的某些修复有关，一般来说仅导致极轻微的临床疾病。但是肺

大部纤维化通常引起一系列疾病，降低预期寿命，并有可能发生在矿

工退休、不再接触粉尘期间。 

所以不发生肺大部纤维化，必须在煤矿工人的工作期间预防其单

纯性矽肺。得出此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接触呼吸性粉尘和肺大部纤

维化之间的直接关系仅在未罹患单纯性矽肺（影像学分级为 0）的男

性中得到了证明。但是矽肺影像学分级为 1、2、3 级的男性发生进行

性肺大部纤维化的风险分别比矽肺影像学分级为 0 级的高 20~、70~

和 8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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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U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EU 也有 2 种 OEL：健康基础上的 OELs，是针对已知 NOAEL

的化学物质；实际的 OELs 则针对未知 NOAEL 的化学物质。但尚未

发布煤尘的职业接触限值。 

4.4  美国 ACGIH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呼吸性颗粒物0.9mg/m
3的TLV-TWA是为接触烟煤或褐煤粉尘的

矿工推荐的。呼吸性颗粒物 0.9mg/m3 的 TLV-TWA 是为接触无烟煤

粉尘的矿工推荐的。这些 TLV 旨在将几乎所有矿工在其生命期间罹

患进行性肺大部纤维化（PMF）和慢性支气管肺疾病的可能性最小化。

尽管如此，即使接触水平低于推荐的 TLV，仍存在低风险罹患进行性

肺大部纤维化（PMF）。因此，应当采取能达到的措施，将接触水平

控制在推荐 TLV 之下的最低水平。因为煤矿粉尘经常包含结晶型二

氧化硅，因此 ACGIH 推荐测定呼吸性煤尘和呼吸性结晶二氧化硅两

个浓度。（见目前的化学物质阈限值资料版本中，当前的结晶型二氧

化硅-石英的阈限值资料及附录 C：混合物的阈限值）这些 TLVs 来源

于在地下煤矿工人中开展的研究，地下煤矿接触的是煤矿粉尘，这些

限值对于接触非煤采矿作业所产生煤尘的劳动者也有保护作用，并推

荐给从事这些职业的劳动者使用。 

5 项有关死亡率的研究报道煤矿工人发生胃癌的危险性明显较

高；其中一项研究指出胃癌和煤矿粉尘接触有关。尽管如此，这些研

究大都没有尝试研究在胃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如饮食、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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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烟草及接触煤尘。综上所述，烟煤、褐煤及无烟煤粉尘的致癌性

标识推荐使用 A4，即“非人类致癌物”。 

分析美国和英国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说明 1 类及以上的 CWP

和 PMF 的发病率取决于矿工接触的煤尘等级。分析还显示 40 年以上

工龄的矿工发生 PMF 的风险比先前估计的要高，并且，在平均 2 

mg/m
3 呼吸性粉尘浓度下，矿工因接触煤矿粉尘有发生肺功能递减的

风险。 

4.5  美国 NIOSH 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1986 年，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所（NIOSH）委托国家

煤炭局的 PFR 单位编写一份报告，使用从他们的大型调查研究中获

得的数据，这份报告是关于预测一个有 40 年工作年龄在不同阶段的

单一和复杂的尘肺病的发病率。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来估计与工作

在 2 mg/m
3 的粉尘浓度相关的风险。它还探讨将会被转移到工作环境

的粉尘浓度为 1 mg/m
3一旦被确诊为 1 类或者更高级别的尘肺病的男

性比例的评估到变化的敏感度。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碳含量为 86.2%的煤（典型的英国条

件），在呼吸性粉尘浓度为 2 mg/m
3 的环境中，有 40 年工作时间的矿

工 PFM 患病的风险为 1.19％，对于单一的类别 1 尘肺病或更高级别

的为 7.75％（不包括患有 PMF 的矿工）。对于碳含量为 83%的煤的相

应的评估，更典型的美国煤炭，PMF 为 0.71％，对于 1 类尘肺病或

者更高级别的为 6.49%（不包括患有 PMF 的矿工）。在 1 mg/m
3 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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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1 类或者更高级别的尘肺病发展的概率估计为 3.4%（对于碳含

量为 83%的煤）。 

4.6  英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英国有两种不同的职业接触限值：职业接触标准（OESs）和最

高接触限值（MELs）。OESs 设定在一个对人体健康不产生损害效应

的水平；MEL 在制定时会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因此可能仍存

在部分健康风险。这两类限值均由英国健康安全局有毒物质顾问委员

会（ACTS）及其下属委员会根据危害健康物质控制规则（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COSHH）的要求制定。 

Meikeljohn 复查了 1800-1950 年英国记录的的煤矿工人得尘肺病

的数据。由于疾病的不断确诊致使在 1936 年英国官方进行了一项关

于矿工之间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科学调查。这份调查致使英国煤炭局

在 1953 年对 24 家矿场的员工进行了 X 光的检查。在 1953-1977 年中

每隔 5 年就会有一轮检查，有 53382 名工人至少参加了六轮检查中的

一轮。 

该研究项目包括医疗问卷，以及被国际劳工办认定为分类标准的

全方位的胸透，粉尘监测方案，该方案可以估算出某种职业工作环境

的可吸入煤矿粉尘的量。 

从 1970 年开始，PFR 就开始提供估算出的不同粉尘浓度导致尘

肺病发病概率的临时性数据。这个广泛的研究的最终报告于 1984 年

完成。研究结果为：①一般来说，连续的调查中患病率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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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大的矿工发病率更高；②煤矿之间的患病率有显著差异。这些差

异被发现与矿的地理位置和煤的碳含量有关；③PMF 出现超过 5 年

的与年龄、尘肺病的种类、在矿上的职业以及发现此病前接触煤尘的

时间有关；④根据逻辑分析，立足于年龄和工种，如果一个工人接触

煤尘的时间是他同事的两倍则他患尘肺大块纤维化的风险是其同事

的 2.5 倍；⑤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五分之一没有单纯型 CWP；⑥

那些说自己有呼吸困难疾病的矿工患 PMF 的概率为那些没有此症状

的矿工的 2.5 倍；⑦一个人不管在混合型的矿中还是在单一的煤矿中

患病的概率并不会因为成分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 

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麦克拉伦等人研究了导致 PMF 恶化的

相关因素。PMF 的发生率与年龄和单纯型尘肺病有关。有关体重的

克托莱指数发现了案例和对照组 的差异。对于环境因素的调查（粉

尘肺部停留时间，粉尘的组分及颗粒）发现，粉尘在肺部的时间与

PMF 的发生率有密切的联系。呼吸困难是与尘肺大块纤维化联系最

为密切的症状。 

Miller 和 Kinner 在苏格兰的一个煤矿中对每个男矿工都做了胸

透。在通过不良的地质条件开采的那段时期，这种特殊的矿被用来做

研究，因为它的粉尘还有异常高浓度的石英。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审

查接触呼吸性粉尘及其组件（尤其是石英）的评估和影像的异常情况

之间的关系。他们还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计的接触和不正常的发

展，接触和肺功能测量，和影像表现及肺功能测量值之间的关系。数

据研究了那些从尘肺领域的研究中获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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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和 Kinner 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第三次尘肺领域的研究调查

到第五个尘肺领域的研究调查之间小阴影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哪些人

与粉尘联系，并且当被描述的是石英粉尘而不是整个石英的时候，这

种联系会被加强。没有证据显示粉尘有关肺功能的效果和归因于石英

曝光的影像不正常之间的关系。 

4.7  德国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德国对于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有 2 种职业接触限值：技术标

准浓度（TRK）和最高工作场所浓度（MAK）。TRK 是一种技术指导

浓度，即指按照最好的技术可能达到的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

度。这种浓度值通常用于致癌物质，即 G1 和 G2 类致癌物；在某些

情况下，危害物质委员会（AGS）提出了建立在 TRK 概念基础上的

MAK 限值，这类限值通常用于致癌、G3 类致癌物及还没有确定

NOAEL 的重要工业物质。 

对于不同类型的纤维和粉尘有特别的规定。德国 2002 年发布的

煤矿粉尘 MAK Value Documentation 中特别声明，目前尚无数据人类

接触煤矿粉尘的 NOAEL 数据，虽然从德国煤矿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

得出 1.5mg/m
3 阈值水平，该研究设计为在煤矿工人生命期间不发生

1/1 期尘肺，但由于数据较为分散，该阈值仍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

性。同时，流行病学发现和动物实验研究结果都提示，在石英含量≤

7%的煤矿粉尘中，其致纤维化效应很大程度上与石英含量有关，但

对于石英含量更高的煤矿粉尘，二者之间的关系仍需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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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南非呼吸性煤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依据 

南非煤炭资源丰富，可采储量排在世界前 5 位，占世界总可采储

量的 10.6%。可采储量中，低级烟煤占 81.5%，高级烟煤占 13.1%、

无烟煤占 5.4%。矿井开采深度大，在岩体稳定性及冒顶、岩爆、井

下空气温度及湿度等方面面临一些独特的安全健康问题。南非在长期

的实践中，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国国情的矿山安全健康

标准，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矿山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南非的

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以人为本、严中有宽，最大限度地给予矿山企业

乃至矿工个人根据矿山或工作场所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地充分发挥

其能动作用的空间，以及结合国情、抓住影响矿山安全健康的冒顶、

岩爆、热应力等主要问题，强化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标准建设与实施，

对实现矿山安全健康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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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呼吸性矽尘标准追踪 

1  背景 

呼吸性粉尘（Respirable Dust）指的是按呼吸性粉尘标准测定方

法所采集的可以进肺泡的粉尘粒子，其空气动力学直径均在 7.07μm

以下，而且空气动力学直径 5μm 粉尘的采集效率为 50%，简称呼尘

[1]。1952 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British Medical Reasearch Council)第

一次提出了呼吸性粉尘的定义：呼吸性粉尘是指能到达肺泡并引起尘

肺的粉尘，以水平淘析器为呼吸粉尘的标准分离器，1995 年国际尘

肺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neumoooniosis)接受了呼吸性粉

尘的定义[2]。呼吸性粉尘中的游离 SiO2含量在 10%以上者称为呼吸性

矽尘（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3]。呼吸性矽尘可以进入呼吸道

深部和肺泡区，长时间积累会破坏肺部细胞并引起矽肺，煤炭及石油

天然气开采，建筑材料采选，化工制造，橡胶、玻璃、陶瓷、砖瓦、

石灰等制造等行业均可能接触呼吸性矽尘。已有研究报道我国现行的

矽尘职业接触限值标准比发达国家高 1~2 个数量级[4]，同时我国目前

尚无官方提供职业卫生标准编制说明和职业接触限值制定过程中采

纳文献详单。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标准及其制定

依据进行比对，为我国修订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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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通过追踪比较世界卫生组织（WHO）、欧盟（EU）及美国、英

国、德国和南非等国家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据，为我

国修订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的提供建议。 

3  方法 

通过互联网检索，选择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研究国内外呼吸性矽

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据，进行系统性比较和分析，旨在为

我国修订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的提供建议。 

4  结果 

4.1  我国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的现状和历史 

我国职业卫生相关标准涉及呼吸性矽尘的共有 3 项标准：《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2002）、《车

间空气中呼吸性矽尘卫生标准》（GB 16225-1996），其对于呼吸性粉

尘的定义如表 1 所示。3 个标准之间对于呼吸性粉尘的定义基本相同，

均包含“空气动力学直径均在 7.07μｍ以下”和“空气动力学直径 5

μｍ粉尘粒子的采样效率为 50%”两个要素。 

目前，我国没有官方发布《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2）中的编制说明和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过程中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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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详单。根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2002）表

述，职业接触限值依据职业性有害物质的理化特性、国内外毒理学及

现场劳动卫生学或职业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并参考美国、德国、前苏

联、日本等国家的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定依据而修订和制定。《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于 2007 年对《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2002）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标准取消了呼吸性矽尘的 PC-STEL。

我国职业卫生标准对呼吸性矽尘浓度（mg/m
3）的规定如表 2 所示，

矽尘危害的控制目标是使 30 年工龄的矽尘作业工人的矽肺病发病率

控制在 1‰以下[4]。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 36-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国标建 GBJ 1-62）、 《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标准-101-56）

等 3 项职业卫生标准未能涉及呼吸性粉尘。 

表 1 我国职业卫生标准对呼吸性粉尘的定义情况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呼吸性粉尘的定义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按呼吸性粉尘标准测定方法所采集的可以进肺泡的粉

尘粒子，其空气动力学直径均在 7.07μm 以下，而且

空气动力学直径 5μm 粉尘的采集效率为 50%，简称

呼尘 

GBZ 2-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按呼吸性粉尘采样方法所采集的可进入肺泡的粉尘粒

子，其空气动力学直径均在 7.07μｍ以下，空气动力

学直径 5μｍ粉尘粒子的采样效率为 50%。 

GB 

16225-1996  

车间空气中呼吸性

矽尘卫生标准 

采集的粉尘空气动力学直径均在 7.07μm 以下，而且

空气动力学直径 5μm 粉尘的采集效率为 50%。呼吸

性粉尘中的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在 10%以上者称为呼吸

性矽尘。 

TJ 36-79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未规定呼吸性粉尘的定义 

国标建 GBJ 

1-62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

标准 
未规定呼吸性粉尘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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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呼吸性粉尘的定义 

标准-101-56  
工业企业设计暂行

卫生标准 
未规定呼吸性粉尘的定义 

 

表 2  我国规定呼吸性矽尘浓度（mg/m
3）情况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限值 
SiO2含量（%） 

[10,50] (50,80] >80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PC-TWA 0.7 0.3 0.2 

GBZ 2-200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PC-TWA 0.7 0.3 0.2 

PC-STEL 1.0 0.5 0.3 

GB 

16225-1996  

车间空气中呼吸性矽尘卫生标准 MAC 1.0 0.5 0.3 

注：PC-TWA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Time Weighted Average)指以时间为权数

规定的 8 小时工作日的平均容许接触水平。 

   PC-STEL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Pemissible concentration-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指一个工作日

内，任何一次接触不得超过的 15 分钟时间加权平均的容许接触水平。 

MAC 最高容许浓度(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指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均

不应超过的有毒化学物质的浓度。 

4.2  国外呼吸性矽尘职业卫生接触限值 

4.2.1  世界卫生组织（WHO）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IPCS）成立于 1980 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和世界卫生组织（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共同发起成立。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IPCS）

旨在健全管理化学品奠定科学基础，并加强各国在化学品安全方面的

能力和实力，其通过各种涉及化学品的活动实现化学品安全，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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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化学品安全涵盖所有天然和人工化学品，并涵

盖各种暴露情况，从环境中天然存在的化学品，到提取或合成、工业

生产、运输、使用和处置等。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IPCS）通过发布国际化学品简明评估文件

（Concise International Chemical Assessment Documents，CICADs）和

环境卫生标准（Environmental Health Criteria，EHC），提供国际社会

可以接受的、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化学品环境或化学品联合作

用的综述。经在世界卫生组织（www.who.int）和国际化学品安全规

划（http://www.who.int/ipcs/en/）官方网站检索，确定 IPCS 发布的呼

吸性矽尘相关文件为《Crystalline silica, quartz (No. 24, 2000)》，其认

为健康人（无呼吸性疾病或状况）连续接触 0.008 mg/m3 呼吸性矽尘

70 年发生矽肺<3%
[5]。 

此外，198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研究小组报告推

荐的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为 0.04mg/m
3
(8h 时间加权浓度) 

[6]。 

4.2.2  欧盟（EU） 

欧盟（EU）的职业接触限值为指令性职业接触限值（Indicative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 Values，IOELVs），其是按照《化学品指

令（98/24/EC）》（Chemical Agents Directive（98/24/EC））设立的健康

相关限值。职业接触限值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SCOEL）负责评估有害物质的科学证

据并向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提出指令性职业接

触限值（IOELVs）的建议。对于欧盟指令列出的指令性职业接触限

http://www.who.int/ipc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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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IOELVs），欧盟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国家职业卫生限值，同时欧

盟各国在制定本国职业卫生接触限值时，对于已经有指令性职业接触

限值（IOELVs）的物质需要将其指令性职业接触限值（IOELVs）考

虑在内。通过检索确定呼吸性矽尘相关文件资料为《 SCOEL 

Recommendations SUM 94》，职业接触限值科学委员会（SCOEL）于

2003 年建议呼吸性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为 0.05 mg/m
3。 

4.2.3  美国 

美国的职业接触限值主要分为如下 3 类： 

1．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 ACGIH)。 

ACGIH 是一个独立的、灵活的、不受官方约束的、非盈利性机

构。ACGIH 每年发布阈限值 TLV（threshold limit value），TLV 是推

荐值, 并非法定职业接触限值。主要包括时间加权平均阈限值(TLV - 

time weighted average, TLV-TWA)是指正常 8 小时工作日、40 小时工

作周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在此浓度下反复接触对几乎全部工人都

不至于产生损害效应；短时间接触阈限值(TLV - 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TLV- STEL)是指每次接触时间不得超过 15 min 的时间加权平

均接触限值( 尽管8 小时的TWA 在标准之内) , 每天接触不得超过4 

次, 且前后两次接触至少要间隔 60 min。TLV- STEL 主要为那些为人

所知的短期接触即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设定；上限值(TLV - ceiling, 

TLV- C) TLV- C 是瞬间也不得超过的浓度, 注意如果最终平均值低

于接触限值的话, TWA 和 STEL 是允许有限的浓度偏移的,然而偏移

不能达到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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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NIOSH) 

NIOSH 是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设定推荐接触

限值为 REL(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NIOSH 为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局(OSHA) 推荐接触限值，REL 经常比 TLV 要保守些。 

3．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OSHA)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 (OSHA) 所设定职业接触限值为 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为美国国内法定职业接触限值。 

通过检索确定呼吸性矽尘相关文件资料为《Silica, crystalline — 

α-quartz and cristobalite，ACGIH 2010》、《29 CFR 1910.1000 TABLE 

Z-3-Mineral Dusts》、《Health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 - NIOSH Hazard Review》。其中 TLV–TWA 

为 0.025mg/m
3，NIOSH 制定的 REL 为 0.05 mg/m

3（TWA），OSHA

制定的 PEL 的计算方式为 10 ÷（% SiO2 + 2 ）mg/m
3
 (8-hr TWA)，

在 SiO2含量为 10%。50%和 80%时，PEL 分别为 0.83 mg/m
3、0.19 

mg/m
3 和 0.12 mg/m

3。 

4.2.4  英国  

英国在 1974 年颁布了《职业卫生安全法 1974》(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HASAW74) , 旨在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保障非工作人员的健康或安全不受工作人员活动的影响。该法明确规

定了雇主具有保证雇员在卫生安全的环境中工作的责任, 并明确了

雇主、雇员和安全代表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该法，就业大臣主管

全国职业卫生安全工作，设立了卫生安全委员会（Health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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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HSC）和卫生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两个执法机构，其中 HSC 负责卫生和安全相关规章制度的制

定工作；HSE 和地方当局(Local Authorities，LAs)负责安全和卫生的

执法工作。其中卫生安全委员会（HSC）共 10 名成员, 由雇主组织、

雇员组织和地方当局的代表及其他相关成员组成，2008 年 HSC 与

HSE 进行了整合[7-9]。 

卫生安全委员会（HSC）制定的职业接触限值称为工作场所接触

限值（Workplace exposure limits，WELs），工作场所接触限值（WELs）

指的是一段时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时间加权浓度，时间段包括长时

间（8h）或短时间 (15 minutes)。绝大多数情况下，英国的工作场所

接触限值（WELs）与欧盟的（IOELVs）等同或非常接近。通过检索

确定呼吸性矽尘相关文件资料为《EH40_2005 Workplace exposure 

limits》，呼吸性粉尘工作场所接触限值（WELs）为 0.1 mg/m
3（8-hr 

TWA）。 

4.2.5  德国 

德国工作场所职业有害因素接触限值称为最高容许浓度

( maximum workplace concentration，MAK) 值。MAK 定义为工作场

所空气中化学物质( 以气体、蒸气或颗粒物形式存在)的最高容许浓

度，根据现有认知水平，该浓度对反复、长期接触( 通常为每天 8 h、

每周平均工作 40 h) 该物质的作业工人通常不造成健康损害和不适。

其含义与美国 ACGIH 的 TLV-TWA 值一致，都是一个工作日或工作

班的平均值。MAK 值的制修订工作由德国科学研究联合会（Deut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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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chungsgemeinschaft，DFG）下属的工作场所化学物质健康损害调

查委员会( 简称 MAK 委员会)承担[10]。 

德国科学研究联合会（DFG）会通过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网站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以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发布 MAK 信

息收集情况（MAK-Collection），包括 MAK 值的文件资料、BAT 值

的文件资料、空气监测方法、生物监测方法等 4 部分。通过检索确定

呼吸性矽尘相关的 MAK 值的文件资料为《Silica, crystalline: quartz 

dust, cristobalite dust and tridymite dust (respirable fraction) [MAK 

Value Documentation, 2000]》。目前，德国认定呼吸性矽尘为致癌物，

难以确定其安全阈值.，无法制订 M A K，同时也为制定 EKA 值。 

4.2.6  南非 

南非的职业接触限值由南非劳动部发布，具有强制性，最早发布

于 1995年的《有害化学物质条例》（Regula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南非职业接触限值分为两类控制性职业接触限值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control limit，OEL-CL）和推荐性职业接

触限值（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recommend limit，OEL-RL）。 

控制性职业接触限值（OEL-CL）的制定既考虑职业有害因素对

工人的健康影响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现状，包括赔偿的成本、健康损害

的严重程度、减少接触的技术可及性、可能接触有害因素的工人数量。

工人接触低于此浓度的有害物质可能会产生健康损害，因此雇主应该

尽可能将有害物质的浓度降到最低。推荐性职业接触限值（OEL-RL）

的制定仅考虑职业有害因素对工人的健康影响，如工人在接触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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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有害物质几乎不产生健康损害。根据南非的相关法规，工人接

触低于或等于控制性职业接触限值（OEL-CL）的有害物质需要每年

体检一次，接触低于或等于推荐性职业接触限值（OEL-RL）的每两

年体检一次。 

通过检索确定呼吸性矽尘相关相关资料为《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Regulations, 1995》和《National Programme on Elimination of 

Silicosis - South Africa》。根据《有害化学物质条例》（Regula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的规定，结晶二氧化硅呼吸性粉尘的

控制性职业接触限值（OEL-CL）为 0.4 mg/m
3 混合推荐性职业接触限

值（OEL-RL）的浓度为 0.1 mg/m
3，通过对南非劳动部官方网站所有

相关条例进行检索，未发现《有害化学物质条例》（Regula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的修订信息。而南非矿产和能源部

（Department of Minerals and Energy，DME）已于 2002 年将呼吸性矽

尘的浓度调整为 0.1 mg/m
3。在南非劳动部发布的《消除矽肺病国家

计划——南非》（National Programme on Elimination of Silicosis - South 

Africa）中提出，劳动部应该将呼吸性矽尘的控制性职业接触限值

（OEL-CL）调整为 0.1 mg/m
3，或更低到 0.050.1 mg/m

3，最好可以到

0.250.1 mg/m
3，以与国际趋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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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外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及保护指标 

国家/组织 标准名称 职业接触限值（mg/m
3） 保护指标 

中国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

学有害因素 

PC-TWA 

10≤SiO2含量≤50：0.7 mg/m
3
 

50%<SiO2含量≤80%：0.3 mg/m
3
 

SiO2含量>80：0.2 mg/m
3
 

矽尘作业工龄 30 年的工人的矽肺

病发病率＜1‰ 

世界卫生组

织（WHO） 

CICADs ， Crystalline silica, 

quartz (No. 24, 2000) 
 

连续接触 0.008 mg/m
3 呼吸性矽尘

70 年健康人（无呼吸性疾病或状

况）发生矽肺<3%  

欧盟（EU） 
SCOEL Recommendations SUM 

94 
TWA 0.05 mg/m

3
 

在 0.05 mg/m
3 浓度下矽肺或胸片

异常（ILO category 1/1）发生率

小于或约等于 5%，在 0.02 mg/m
3

浓度下小于或约等于 0.25% 

美国 
Silica, crystalline —  α -quartz 

and cristobalite，ACGIH 2010 
TLV–TWA 0.025mg/m

3
  

 29 CFR 1910.1000–Table Z-3 
OSHA PEL = 10 ÷（% SiO2 + 2 ）

mg/m
3
 (8-hr TWA) 

 

 

Health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 - NIOSH 

Hazard Review 

NIOSH REL 0.05 mg/m
3（TWA） 

可以预防矽肺，每天 10h 工作，每

周 40h 工作 

英国（UK） 
EH40/2005 Workplace exposure 

limits 
8-hr TWA 0.1 mg/m

3
  

德国 
MAK Value Documentation, 

2000 
—— 

认定呼吸性矽尘为致癌物，目前难

以确定其安全阈值无法制订 M A 

K 

南非 
Regula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TWA OEL-CL 0.4 mg/m
3
 

OEL-RL 0.1 m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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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SiO2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应用十分广泛，如采矿、翻砂、喷砂、

制陶瓷、制耐火材料等，在日常生活、生产和科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

用途。长期吸入含有 SiO2 的粉尘，就会可以导致罹患矽肺等多种健

康损害。对此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制定职业接触限值以保护工人身体健

康，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职业卫生标准，现行的职业接触限值为 10%

≤SiO2含量≤50%时候 PC-TWA=0.7 mg/m
3，50%<SiO2含量≤80%时

候 PC-TWA=0.3 mg/m
3，SiO2含量>80%时候 PC-TWA=0.2 mg/m

3，控

制目标是矽尘作业工龄 30 年的工人的矽肺病发病率＜1‰。该限值自

2002 年发布实施之后一直未做修改，目前高于欧盟（EU）及美国、

英国、德国和南非等国家现行的呼吸性矽尘职业接触限值。职业接触

限值科学委员会（SCOEL）在评估呼吸性矽尘相关科学证据后认为

呼吸性矽尘在 0.05mg/m3 浓度下，工人矽肺或胸片异常（ILO category 

1/1）发生率小于或约等于 5%，在 0.02 mg/m3 浓度下小于或约等于 

0.25%。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现有文献资料后认为连续接触

0.008 mg/m
3 呼吸性矽尘 70 年健康人（无呼吸性疾病或状况）发生矽

肺<3%。因此，我国现行呼吸性矽尘的 PC-TWA 可能无法到达接尘作

业工人矽肺控制目标，亟需调整限值。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 SiO2可能导致肺癌等其他健康损害。目前，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

IARC）在其 2012 年发布的文件中（IARC Monographs Volume 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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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列为矽尘确定的人类致癌物，德国也将其认定为人类致癌物。目

前，我国在制定呼吸性矽尘标准的过程中对其可能导致的其他健康损

害缺少研究。 

随着今年来相关科学数据的积累以及对健康危害认识的加深，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学术团体均将呼吸性矽尘的职业接触限值下调。因

此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相关研究，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调整呼吸性矽尘

的限值，以满足保护工人健康的要求和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行。同

时，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还应该考虑矽尘导致的其他健康损害。 

6  附件 

6.1  检索网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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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网站表 

一、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ww.who.int 

国际化学品安全规

划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 

IPCS http://www.who.int/ipcs/en/ 

二、欧盟（EU） 

欧盟职业安全信息

局 

European Union information 

agency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U-OSH

A 

https://osha.europa.eu/ 

职业接触限值科学

委员会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SCOEL http://ec.europa.eu/social/main.js

p?catId=148&intPageId=684&langI

d=en 

三、美国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

学家会议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 www.acgih.org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

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https://www.osha.gov/pls/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局 

 OSHA http://www.cdc.gov/niosh/ 

四、英国 

卫生安全执行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http://www.hse.gov.uk/ 

五、德国 

德国科学研究联合

会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 http://www.dfg.de/en/ 

约翰威立国际出版

公司 

wiley online library ——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六、南非 

南非劳动部 Department of Labour in South 

Africa 

—— http://www.labour.gov.za 

七、其他检索工具 

谷歌代理   http://www.g363.com/ 

谷歌学术代理   http://scholar.glgoo.org/ 

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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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职业卫生工效学标准追踪 

1  背景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接触各种职业性有害因素，职业危

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职业危害范围广，从煤炭、冶金、化

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汽车制造、医药、计算机、生物工程等新兴

产业都不同程度存在职业危害。在全球范围，职业危害不断从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大企业向中

小企业转移。由于贫穷和不平等，世界只有 10%～15%的劳动力总人

口能够得到职业卫生服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得不到基本的职

业卫生服务，特别是非正规经济组织、中小企业及私人企业的劳动者

及农业工人1。工作场所和不良工作组织的工效学问题是职业安全健

康问题的一个风险因素。劳动者罹患肌肉 - 骨骼系统疾病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MSDs），包括长期坐、立或不良姿势所

致的紧张；重复性劳动所致的慢性损伤；环境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包

括心理压力，工作的不满和复杂的社会问题2。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纳

入了《国际职业病目录（2010 年）》，手臂振动病纳入了我国《职业

病分类和目录》。工效学对于预防控制职业危害具有独特作用。在工

业化进程中，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行业应用工效学原理，减少工

作场所安全事故和工作有关疾病、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已取得明

显成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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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通过追踪比较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欧盟、德国有关职业卫生

工效学的标准进展，为我国制修订职业卫生标准领域工效学相关标准

提供建议。 

3  方法 

通过互联网检索，查阅文献，追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欧盟、

德国有关职业卫生工效学的标准情况，进行系统性比较和分析。 

4  结果 

4.1  工效学概述 

4.1.1  工效学的定义 

工效学是根据人的心理、生理和身体结构等因素，研究人、机器、

环境相互间的合理关系，以保证人们安全、健康、舒适地工作，并取

得满意的工作效果的学科。工效学吸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泛

知识内容，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边缘学科4。 

4.1.2  工效学的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开展工效学研究最早的国家，而学科的奠基性工作

实际上是在美国完成的，所以，工效学有“起源于欧洲，形成于美国”

直说。工效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经验工效学阶段，从美国人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理论的形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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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每一职业的

要求；利用测试来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规划利用人力的最好方法；

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研究最优良的工作条件；

研究最好的管理组织形式；研究工作动机，促进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

通力合作。 

在这一阶段，工效学学科研究侧重于心理学，被称为“应用实验

心理学”，主要特点是：以机械为中心进行设计，通过对操作者的选

拔和培训，使人适应机器。 

（2）第二阶段 

科学工效学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这

一阶段，工效学学科使许多生理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心理学家共同

研究，被称为“工程心理学”，主要特点是：重视工业与工程设计中

“人的因素”，力求使机器适应于人5。 

（3）第三阶段 

现代工效学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特点：①不同于传统

工效学研究中着眼于选择和训练特定的人，使之适应工作要求；现代

工效学着眼于机械装备的设计，使机器的操作不越出人类能力界限之

外。②密切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严密计划设定的广泛实验性研究，

尽可能利用所掌握的基本原理，进行具体的机械装备设计。③力求使

实验心理学、生理学、功能解剖学等学科的专家与物理学、数学、工

程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密切合作。 

现代工效学研究的方向是：把人-机-环境系统作为一个统一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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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研究，以创造最适合于人操作的机械设备和作业环境，使人-机-

环境系统相协调，从而获得系统的最高综合效能6。 

1961 年国际工效学学会（IEA）成立，我国于 1989 年成立了中

国人类工效学学会（CES）。 

4.1.3  工效学标准 

工效学能有效优化系统整体绩效，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人民生

活质量，是具有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工具，被广泛应

用于制造、建筑、交通等诸多领域7。工效学标准渗透在系统、装备、

设施以及产品的论证、设计、试验、生产、使用及维护的整个周期，

工效学设计标准在整个过程中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与技术保障

8，可为产品、人机系统和环境的人性化设计与评价提供规范化的技

术支持和数据支持，无论是对技术领域还是管理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 

4.2  国际工效学标准 

4.2.1  国际/区域标准 

目前，从事工效学研究和国际/区域标准制定工作的主要有 3 个

机构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国际工

效学学会（IEA）。 

1．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是一个由各国的权威性标准化团体（ISO 成员团体）组成的国

际联合会。ISO 下设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TC），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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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领域标准的制修订研究工作。对技术委员会已经设立的项目感兴

趣的每个成员团体都有权参加该委员会。同 ISO 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

府的国际组织，也可参加其工作。ISO 在所有涉及电工技术标准化问

题 方 面 都 与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保持密切合作。由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

案都要送交各成员团体表决。国际标准的发布需要 75%以上的成员团

体投赞成票。 

ISO 的工效学技术委员会（ISO/TC 159）成立于 1974 年，负责

包括术语、方法和人的数据在内的工效学领域的国际标准制修订工

作，在 1981 年发布了第一个工效学国际标准 ISO 6385-1981《工作系

统设计的工效学原则》，作为工效学设计的基本指导方针。ISO/TC 159

秘书处现设在德国标准化协会（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DIN）。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共有 27 名参与成员（Participating countries，

P 成员），31 名观察员（Observing countries，O 成员）；ISO／TC 159

及其分技术委员会（Subcommittee，SC）发布工效学相关国际标准

122 项，ISO／TC 159 直接负责的标准 1 项10。 

ISO/TC 159 的范围是工效学领域的标准化，特别是通用工效学

原则、人体测量与生物力学、人-系统交互工效学以及物理环境工效

学的标准化。旨在解决人的特点和行为，并解决指定、设计和评估产

品、系统、服务、环境和设施的方法。但是排除与人的特点和能力不

相关的纯技术问题的标准化。 

ISO／TC 159 下设通用工效学原则、人体测量与生物力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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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交互工效学、物理环境工效学 4 个分技术委员会和主席顾问组、

针对特殊人群的工效学两个工作组。分技术委员会是常设组织，负责

技术委员会下相关方向的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工作组是临时设置

的，负责起草、修改正在制定中的国际标准草案，随着标准的完成而

解散。工作组的设置情况反映了该领域最新的国际标准制定现状。 

通用工效学原则分技术委员会共有 20 名参与成员，17 名观察员，

共制定了 5 项国际标准。现有工效学原则和设计、与心理工作相关的

工效学原则、工效学过程标准化 3 个工作组。 

人体测量与生物力学分技术委员会共有 22 名参与成员，14 名观

察员，共制定了 24 项国际标准。现有人体测量、人的体力：手工操

作和力的限制 2 个工作组。 

人-系统交互工效学分技术委员会共有 22 名参与成员，15 名观察

员，共制定了 60 项国际标准。现有主席顾问组、控制器和信号方式

的基本原则、视觉显示要求、控制器、工作场所和环境的要求、人-

计算机交互的软件工效学、交互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过程、控制

中心的工效学设计、触觉交互、消费品的可及性设计、日用品的易操

作性、图像的安全性、可用性报告的通用工业格式 12 个工作组。 

物理环境工效学分技术委员会共有 19 名参与成员，15 名观察员，

共制定了 32 项国际标准。现有热环境、综合环境、针对特殊人群的

物理环境 3 个工作组。 

2．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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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于 1961 年成立，由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所属国家的标

准机构组成，旨在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标准化协作。CEN 的核心工

作是研制和发布欧洲标准和技术规范，以满足欧盟企业和其他组织不

断发展的需求。这项重要工作的具体的好处，如：提高产品、服务、

工序的安全性、质量和可靠性；加强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支

持经济增长和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的传播。 

欧洲三大标准组织（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欧洲电工标准化

委员会 ENELEC、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制定

并发布的自愿性标准为非协调标准。欧洲三大标准组织接受欧盟委员

会的授权，按照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标准化组织达成的通用指南制定的

标准，同时在广泛征求各成员国意见之后，由欧盟委员会批准发布的

标准为协调标准。协调标准会在欧共体官网公报上公布，并指明与其

相对应的新方法指令。各成员国必须将协调标准转换成国家标准，并

撤销有悖于协调标准的国家标准。执行协调标准是一种自愿性行为，

制造商可以自由选择采用任何其他技术方法来确保符合基本要求。 

为了推进欧洲的经济发展、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提高工作

效率、促进区域性贸易的开展，CEN 一直十分重视工效学标准化工

作，于 1989 年成立了工效学技术委员会（CEN/TC 122）11，秘书处

设在德国标准化协会（DIN）。CEN/TC l22 在 1990 年发布了第一个欧

洲工效学标准 ENV 26385，其采纳了 ISO 6385。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CEN/TC 122 共制定了 110 项标准。CEN/TC l22 现有人体测量、

物理环境工效学、综合个人防护装备系统的工效学设计和评估、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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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原则，生物力学、人-系统交互工效学、信号和控制 7 个工作

组12。 

CEN/TC 122 的范围是工作系统和工作环境设计的工效学原则和

需求领域的标准化，包括机器和个人防护装备，旨在促进劳动者的健

康、安全和福祉以及工作系统的有效性。CEN 积极参与 ISO 工效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活动，与国际标准形成一体。并努力使 ISO/TC 

159 采纳其标准和工作项目 8。 

ISO 与 CEN 于 1991 年在维也纳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又称维也

纳协议，Vienna Agreement），协议总原则是尽可能确保国际标准和欧

洲标准的相等；确保国际标准与欧洲标准相等的方法。CEN 依据此

协议，ISO 与 CEN 对一般信息交换进行合作，并合作起草标准，以

及采纳现有的国际标准作为欧洲标准；ISO 亦是如此。 

3．国际工效学学会（IEA） 

国际工效学学会（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IEA）于

1960 年成立，有 26 个技术委员会（截止 2015 年 12 月），任务是阐

述和提升工效学科学和实践，扩大工效学应用范围和对社会的贡献，

以提高生活质量。IEA 与相关的协会、国际组织合作密切合作。主要

目标是：①促进与联合协会更有效的交流合作。②提高工效学科学和

实践的国际水平。③提高工效学学科对全球社会的贡献13。 

1973 年，IEA 在在英国拉夫堡大学举办研讨会，正式提出工效

学国际标准14。20 世纪 70 年代初，IEA 发起制定工效学标准15。IEA

研究制定工效学方面的国际标准，积极支持和参与 ISO/TC 159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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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9。 

4.2.2  德国标准 

德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在遵守欧盟安全生产的框架性准则的同

时，具体在其国内实行“双轨制”的劳动保护体制。 

（1）“第一轨”是国家劳动保护监督机关开展的国家性质的劳动

工作和劳动监察，又联邦及各州的部委、行业监管局负责。国家（联

邦与州）劳动保护监督部门负责制定劳动安全标准、对企业落实法律

法规及安全生产状况实施监督与检查、为企业提供预防咨询、进行事

故调查等，其工作重点在于制定并执行国家劳动保护法律和联邦州劳

动保护法规及制度，对企业的劳动保护实施监控和引导，向社会提供

技术性的公共保护等。 

（2）“第二轨”是法定事故保险机构开展的劳动保护活动和监察，

由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及事故保险公司组织。法定工伤事故保险

机构，即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的首要任务是事故预防，其次是医

疗康复，再次是赔偿。其具体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行业安全和健康保护

的规定与规则，结合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来贯彻行业事故保险机构

的规定，为企业提供预防事故与职业危害的专业咨询和事故调查分

析，对企业负责人员进行培训和再教育，并为企业职工提供康复、治

疗和退休保障等。不管是事业单位人员、学校学生和企业员工，每人

都受到工伤事故保险，保险的范围是：工伤事故、通勤事故（上下班

途中发生的事故）和职业病。 

法定工伤保险承办机构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除正常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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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康复和预防三个方面费用支出外，有相当比例的费用是承担了政

府的职能，用于支持开展劳动保护的预防和宣传工作上。企业缴纳保

费的比例依据有两个方面：企业危险级别的高低和企业出事故的机

率。危险级别高的，缴纳的比例就高。如果企业没有发生事故，会有

一定比例的保费返还。每 6 年对各个行业中的企业界定一次危险级

别。有的行业中对企业的界定周期要比 6 年少。 

德国的劳动保护安全标准体系包括： 

（1）国家法律及相关标准，包括《德国宪法》、《德国社会法典》、

《劳动保护法》等社会劳动保护规定、《操作安全条例》、《设备安全

法》、《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规定》等技术规定。 

（2）工伤事故保险同业联合会颁布标准，同样作为企业遵守的

劳动保护依据，并作为同业会安全检查员的执法依据之一，主要有规

定、规则和原则三类。 

（3）自愿性标准。德国制造行业执行欧盟的标准和 DIN 制定的

标准，均为自愿执行，DIN 在制定行业标准时将国家关于劳动保护的

要求融入其中，并征求劳动保护双轨制相关部门的建议，才颁布实施。

同时只有符合自愿性标准的产品才能在德国乃至欧洲市场取得市场。

企业劳动保护实行自我负责，一般都能主动执行并及时更新。 

德国不再单独制定国家标准，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采用工效学国

际标准。 

ISO 和 CEN 工效学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均设在 DIN。DIN 是德国

的标准化主管机关，是非政府性的标准化机构，是德国最大的具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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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代表性的公益性标准化民间机构。NoRA 专门开辟了工效学标准网

站栏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涉及工效学的标准多达 2000 个，

在其中搜索工作场所职业卫生与安全（betrieblicher Arbeitschutz）显

示结果为 44 个。 

4.3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概述 

4.3.1  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7） 

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于 1980 年，在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AC）中的技术委员会编号为 SAC/TC 7，秘书处

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要从事工效学领域的术语、方法学以及人

的数据等标准工作，与 ISO/TC 159 相对应，并开展相关标准化研究、

标准制修订，以及协调与其他分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人类工效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推动了我国工效学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也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效学学科的发展16。 

4.3.2  中国人类工效学会（CES） 

中国人类工效学会（Chinese Ergonomics Society，CES）成立于

1989 年，下设 8 个专业技术分会，分别为人机工程专业委员会、认

知工效专业委员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管理工效学专业委员会、

安全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工效学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交通工效学专业

委员会、职业工效学专业委员会 4。 

4.3.3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体系 

我国的工效学标准体系由一般性工效学原则、人体测量与生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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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系统交互工效学和物理环境工效学四部分组成。截止 2011 年，

工效学国家标准共 52 项，其中，一般性工效学原则标准 3 项，人体

测量与生物力学标准 20 项，人-系统交互工效学标准 14 项，物理环

境工效学标准 15 项 16。 

人体测量相关标准涉及人最基本的生理特征，是制定其他众多标

准的重要技术参考依据。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第一次全国成年人

人体尺寸测量工作之后，一系列有关人体基础数据、方法及人体测量

应用的标准随之制定出来，这些标准一经提出，就在各行各业得到了

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应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安全的保障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人-系统交互工效学是工效学标准化研究中的重点，

主要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着重研究系统的可用性，并通过相应的

设计技术予以满足。人-系统交互工效学设计的原则已经应用到了军

事、高科技系统和工业设计的各个方面。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人-系

统交互工效学国家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人-机交互系统通用设计、视

觉显示终端系列、多媒体用户界面设计系列、心理负荷系列、平板视

觉显示器工作的工效学要求等标准，主要用于指导该领域产品的研发

和设计，对产品和系统起到技术支撑的作用。物理环境工效学标准用

科学的方法研究温湿度、照明、声音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并通过

相应的设计技术予以满足，可以使产品实现较高的效能和满意度，提

高产品竞争能力，对国家或企业争取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意义。目

前，我国已形成了一系列对有关照明、热环境、采光、险情信号等方

面进行测量或评价方法的标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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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 

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是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下的卫生标准技术

管理组织，下设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承担职业卫生标准相关工

作。卫生标准是为实施国家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护人体健康，

在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对职责范围内涉及人体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

等事项制定的各类技术规定。职业卫生标准是为实施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和有关政策，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防治职业病，由法律授权部门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技术

要求。职业卫生标准涉及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厂房设计到车间布

局，从采光照明到车间环境与车间空气质量，以及机械设备工具材料

适合劳动者的生理心理需求等等，都与职业卫生标准的设定、要求、

核心内涵、发展水平和贯彻落实密不可分。职业卫生标准制修订过程

中越来越重视工效学的内容。2002 年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十

一条规定“有关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制定并公布”，这明确了卫生部制定并发布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职业卫生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12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第十二条规定“有关防治职业病的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并公布”。2002 年以

来，以标准号计，共颁布 164 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考虑到职业接触

限值标准为多种因素限值共用一个标准号的实际情况，以单项因素

计，共发布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686 项。其中一些标准涉及工效学内容，

如 GBZ 1、GBZ/T 225 等。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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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导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的重要技术文件，

也是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对于规范职业病危害评价，加强

职业病危害源头控制，落实职业卫生“三同时”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6.5 采光和照明”、“7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等涉及工效

学方面的内容；GBZ/T 225《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该指南为用

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了详尽的指导和帮助，具有系统性、可操

作性、科学性。其中，“4.4 工作场所管理”等涉及工效学方面的内

容18。 

5  讨论与建议 

工效学标准化的主要领域正在从机械设计和制造、工作设计和组

织、工作场所环境控制等，向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等新技术领域发展，

特别是在经常发生迅速变化或系统调整的高度创新领域，通过工效学

设计能够明显提高用户的效率，减少培训和支出。 

发达国家政府越来越重视工效学标准化的作用，在涉及劳动安全

与健康的法律和法规中引入工效学标准。为了使劳动者避免肌肉-骨

骼系统疾病，发达国家日益重视产品和环境设计中的工效学问题，将

符合工效学标准当作达到法律要求的条件。在欧盟已经存在一系列广

泛接受的工效学标准，用于规范工作环境和产品的设计。 

工效学标准更加注重国际协调。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

不再单独制定其国家标准，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采用工效学国际标

准。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视工效学问题，积极将工效学国际标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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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标准 16。 

建议我国的职业卫生工效学标准应关注机械设计和制造、工作设

计和组织等领域。我国的工效学标准化应采取灵活、快速和开放的工

作原则，分析研究国内外专业技术发展动态，梳理标准体系，抓住重

点，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标准体系，界定并划分清楚工效

学的应用对象，以指导其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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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项目附件 

1  任务书 



 

46 

 



 

47 

 



 

48 

 



 

49 

 

 



 

50 

 

2  材料翻译情况报告 

2.1  国外职业卫生和职业病相关资料翻译概述 

科学研究是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基础，标准的制修

订过程应该运用科学上最好的证据，考虑现行的资源和资源的价值取

向进行职业卫生决策的过程。同时，2011 年 12 月 31 日通过的《职

业病防治法》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明确规定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是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用人单位自律和评估用人单位是

否达到职业病防治法要求的重要依据。为了借鉴发达国家的国外职业

卫生标准和职业病诊断标准，加强国际相关标准研究和应用，为我国

标准的制修订提供技术参考，提高我国标准的研制水平，课题组对国

际标准相关资料进行了追踪和翻译。 

我国 2013 年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规定的职业病的覆盖

面进一步得到了拓展，但相比美国的职业病目录，在某些领域，比如：

生殖障碍、心理疾病和肌肉骨骼系统损伤等在我国还是空白。在职业

性肺病、职业肿瘤、周围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皮肤病等方面，我国

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已经包括并有相对应的诊断标准，但

在这些领域还有许多国外已经纳入职业病名单的职业病还未纳入我

国的职业病名单。此外，我国现有 11 种职业性肿瘤，但 NIOSH 列出

的职业性致癌物却多达上百种，了解其背后的科学依据，对我国制定

职业病诊断标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有必要对国外的职业病领域

进行研究，为我国的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故确定需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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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国外职业卫生相关资料为：柴油机废气、职业性肿瘤、噪声、心

理、外伤等方面 18 篇文献资料。 

我国粉尘危害严重，已有报道显示尘肺病新发病例数占新发职业

病病例总数 80％以上；职业健康监护队伍力量有待加强，相关流程

需要更加合理、规范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两方面均需要借鉴发达

国家的相关科研资料，故确定需要翻译的国外职业卫生相关资料为：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师协会（ACGIH）煤尘和矽尘，美国职业安全与

健康管理局的《职业接触呼吸性吸尘》，德国法定意外保险协会

(DGUV)的《职业健康检查指南》。 

《职业健康检查指南》共计 17 万字，内容指南涵盖了工作场所

健康的各种风险，涉及处理应对各种涉及危险物质（粉尘、烟雾、化

学、物质）、生物材料和物理介质（热、冷、噪声、振动、高压）的

工作，肌骨骼系统拉伤、皮肤病、皮肤癌、阻塞性呼吸道疾病、视屏

作业等主题。书中共有 45 项指南和两个特殊的附录，每项指南包括

引言、体检、医学评估与说明和补充说明三部分。45 项指南包括：

1.1 矿物性粉尘，第一部分：呼吸性矽尘；1.2 矿物性粉尘，第二部

分：含石棉的纤维粉尘；1.3 矿物性粉尘，第三部分：人造矿物纤维

（硅酸铝棉）；1.4 粉尘接触；2 铅和铅化合物（烷基铅化合物除外）；

3 烷基铅化合物；4 引起皮肤癌或易致皮肤癌变的物质；5 乙二醇二

硝酸酯和硝酸甘油 (乙二醇酯和硝化甘油)；6 二硫化碳；7 一氧化

碳；8 苯；9 汞和汞化合物；10 甲醇；11 氢化硫；12 磷(包括白磷

和黄磷)；13 氯铂酸盐；14 三氯乙烯和其他氯代烃溶剂；14 职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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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检查指南；15 六价铬化合物；16 砷和砷化物（砷化氢除外）；17 人

工光辐射；19 二甲基甲酰胺；20 噪声；21 寒冷工作场所条件；23 阻

塞性呼吸道疾病；24 皮肤疾病（不包括皮肤癌）；25 驾驶、控制和

监控工作；26 呼吸防护用品；27 异氰酸酯；28 低氧环境工作；29 苯

系物（甲苯、二甲苯异构体）；30 高温工作场所条件；31 高压；32 镉

及其化合物；33 氟及其无机化合物；34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35 

在特殊气候和其他健康风险条件下的境外工作；36 氯乙烯；37 视屏

作业；38 镍和镍化合物；39 电焊烟尘；41 有坠落危险的工作；42 有

感染风险的活动；44 硬木粉尘；45 苯乙烯；46 肌骨骼系统紧张（包

括振动）。两个附录分别是“生物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中的肌骨

骼疾病诊断。 

在翻译过程中，课题组向所内推荐翻译人员具有医学相关翻译经

验、质控体系良好、翻译质量有保证的公司承担翻译工作。根据招投

标相关程序，职业卫生所最终选定北京杏林医联翻译中心和国家安监

总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分别翻译职业病诊断标准相关材料和职业卫

生标准相关材料。两家翻译公司均遵循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

要求》（GB/T19682-2005）和《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GB/T 

19363.1-2003）的要求，按时提交译稿，且译文的综合差错率不得超

过 1.5‰（不足千字按千字计算），译文质量达到合同要求。课题组将

译文用于科学研究，并计划在未来选择其中部分资料出版发行。 

特将翻译资料汇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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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卫生标准相关资料翻译 

根据所风险评估项目要求，为了加强对国外标准及其相关背景资

料的了解，需对其中核心资料进行翻译。过程报告如下： 

2.2.1  翻译材料的确定 

根据项目要求，课题参与人员分别提出自己负责研究领域需要翻

译的材料，并张敏研究员的领导下，协调和统筹各研究领域的关系，

最终确认需要翻译的材料如下： 

表 1  需要翻译的材料清单 

文章题目 千字数 

Coal Dust 8 

Silica crystalline 15 

Guidelines for occupational medical examination 170 

OSHA-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 207 

合计 400 

注：1.所有文件请见附件。 

    2.文件字数计数方法：PDF 文件另存为 txt 文件，将 txt 文件复制到 word 中，以工具-字数统计-字

数为准，字数统计四舍五入，精确到 1 千字。 

    3.上述字数计数包含了文件中的参考文献，但是参考文献不需要翻译，故实际翻译的字数应该小

于 40 万字。 

2.2.2  拟定翻译标准和前期市场调研 

根据项目要求，确定翻译标准如下： 

1．翻译内容：国际/国外职业卫生标准相关英文资料 

2．字数：英文字数为 40 万字（含参考文献）。 

3．语种要求：英文翻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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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途：作为一般文件和材料使用。 

5．交稿时限要求：合同签订后 60 天内 

6．译稿质量要求： 

（1）遵循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19682-2005）、

《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GB/T 19363.1-2003）的要求 

（2）在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基础上，还应满足①翻译人员应具

有医学相关翻译经验，最好具备职业卫生相关的翻译经验。②翻译公

司需要严格落实翻译加校对的质控体系，保证翻译质量。③翻译过程

中，翻译公司需安排项目人员与我方对接，我方有权随时进行稿件抽

查。 

7．译文的综合差错率不得超过 1.5‰（不足千字按千字计算），

否则为不合格。综合差错率的计算方式依据《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GB/T19682-2005）中的规定。 

在确定需要翻译的材料和翻译标准之后对现有翻译公司进行联

系和咨询，要求翻译公司提供在职业卫生标准领域翻译的经验，以及

如何保证翻译过程中的质量，汇总如表 2 所示 

表 2  翻译公司咨询情况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地

点 
邮箱 相关经验 

1 

深圳市沟

通翻译有

限公司

（医药翻

深

圳 

tina_

lfq@1

63.co

m 

与葛兰素史克、扬子江药业、北京国药等有长期合作，医药翻译

经验丰富。 

mailto:tina_lfq@163.com
mailto:tina_lfq@163.com
mailto:tina_lfq@163.com
mailto:tina_lf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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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网） 

2 

北京新华

翻译服务

有限公司 

北

京 

xinhu

ashe@

188.c

om 

安排医学英语专业翻译小组作业，翻译小组严格按照翻译-审校-

终稿的流程，每个流程都由专业译员负责，做到环环监督。 

3 

郑州创泽

翻译服务

有限公司 

郑

州 

26323

57480

@qq.c

om 

首先在职业医学检查指南方面，我们曾为造纸公司生产管理方面

翻译过相关内容，也为大型能源公司服务过防范手册以及职业医

学检查指南，相关资料曾经翻译约一百五十多万字。我们针对贵

方此次资料翻译选用译员我们全部任用专业生物医药翻译组的

老师笔译，均为专业医学临床资深译员，保证翻译专业性。 

4 

淄博子宸

翻译有限

公司 

淄

博 

20844

96161

@qq.c

om 

安排在卫生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译员给您翻译 

5 克莱斯创 
南

京 

bobby

brr@1

63.co

m 

天津一汽、葛兰素史克新闻稿、百特、西安杨森、各种病历（北

大第一人民医药、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预防接种服

务质量控制与评价研究”情况说明会暨流行性脑膜炎学术会议议

程、2017年国际日间手术学会国际大会竞标方案、上海德比软

件等 

6 

合肥艺庭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合

肥 

kaka0

11@qq

.com 

本公司主要翻译领域为医学翻译 每个月翻译大量医学稿件，能

够很好的处理这方面内容；本公司聘请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

院等很多教授，博士担任特聘译员，进行专业翻译和校对，有效

的确保译文的专业性 

7 

北京环语

译达翻译

服务有限

公司 

北

京 

zoe@h

uanyu

yida.

com 

大项目处理经验丰富，已为上千家单位提供满意的翻译服务。庞

大和稳定的翻译团队，在标准、医学、法律、合同、技术等领域

有着背景深厚的译者，适合此文件的翻译，并能保证良好的售后

服务。 

8 
焦作市博

宇翻译有

焦

作 

20205

22751

本公司的多名译员有着五年以上的翻译经验，擅长翻译机械，医

学，合同，建筑等多方面的译稿，能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翻译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2632357480@qq.com
mailto:2632357480@qq.com
mailto:2632357480@qq.com
mailto:2632357480@qq.com
mailto:2084496161@qq.com
mailto:2084496161@qq.com
mailto:2084496161@qq.com
mailto:2084496161@qq.com
mailto:bobbybrr@163.com
mailto:bobbybrr@163.com
mailto:bobbybrr@163.com
mailto:bobbybrr@163.com
mailto:kaka011@qq.com
mailto:kaka011@qq.com
mailto:kaka011@qq.com
mailto:zoe@huanyuyida.com
mailto:zoe@huanyuyida.com
mailto:zoe@huanyuyida.com
mailto:zoe@huanyuyida.com
mailto:2020522751@qq.com
mailto:20205227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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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qq.c

om 

服务。 

9 

广州合尊

翻译服务

有限公司  

广

州 

hezun

8899@

qq.co

m 

有职业道德规范方面、医学类核心期刊等文件翻译的经验，在日

翻译量上我司会根据贵公司的完成工期可以保证翻译进度，适时

保持进度沟通，将会组建翻译团队来专门为贵司服务本次项目并

由项目经理来与贵司接洽。 

1

0 

成都精益

通翻译公

司 

成

都 

28533

69350

@qq.c

om 

公司介绍资料最为完整，详细列出译员的资质和专业背景。公司

成立于 2001，注册资本 100万元，医学领域为其主攻翻译领域。

与强生、成都市卫生局等单位有长期合作关系。 

1

1 

百感商务

咨询（上

海）有限

公司 

上

海 

robin

.li@h

iloca

lize.

com 

lionbridge和 moravia等一流本地化公司的供应商。国际知名

医药杂志出版机爱思唯尔的语言供应商。一直协助医药论文的翻

译 

1

2 

北京信达

文 

北

京 

30881

926@q

q.com 

我公司有医学翻译专业团队和校对，专业从事医学翻译 

1

3 

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国际交流

合作中心 

北

京 

31465

98532

@qq.c

om 

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共负责承办过 7届中国国际安全生产论坛，正

在承办首届中美职业卫生国际研讨会，内容涉及职业卫生等方面

的专业内容。中心工作人员对职业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比较熟

悉，在该专业领域能够胜任笔译与口译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工作。 

1

4 

长沙中译

邦翻译服

务有限公

司 

长

沙 

tangs

isi@s

inotr

ans-s

tate.

com 

有医学项目的翻译经验 

mailto:2020522751@qq.com
mailto:2020522751@qq.com
mailto:hezun8899@qq.com
mailto:hezun8899@qq.com
mailto:hezun8899@qq.com
mailto:hezun8899@qq.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30881926@qq.com
mailto:30881926@qq.com
mailto:30881926@qq.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mailto:tangsisi@sinotrans-st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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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立创语言

技术有限

公司 

合

肥 

simon

wang@

hkgsl

.com  

迈瑞、飞利浦、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等客户合作的经验 

根据各公司联系情况综合考虑，选择在医学相关领域有良好的翻

译经验，工作流程完善，既往服务客户优良的公司四家推荐进入竞争

性谈判阶段，如表 3 所示： 

表 3 推荐进入竞争性谈判阶段的公司 

供应商全称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邮箱 

北京新华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王莎莎 

400-828-1111 
xinhuashe@188.com 

成都精益通翻译公司 
兰海燕 

13982008628 
2853369350@qq.com 

百感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Robin 

18515060845 
robin.li@hilocalize.co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际交流合作

中心 

宁丙文 

13521010429 
3146598532@qq.com 

2.2.3  招标、合同的签订与执行 

根据所内相关规定，我单位与 2015 年 9 月 7 日 13:30 在北京市

宣武区南纬路 29 号 2 层会议室举行竞争性谈判。最终确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为本次翻译服务提供商。完成合

同招标后，与 9 月 23 日双方签订翻译服务合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按照合同规定时间提交译稿。 

mailto:simonwang@hkgsl.com
mailto:simonwang@hkgsl.com
mailto:simonwang@hkgsl.com
mailto:simonwang@hkgsl.com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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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附件 

（1）职业卫生所竞争性谈判采购/询价采购推荐候选供应商申请

表 

编号：        

申购事项名称 职业卫生标准研究室 

申请采购部门 职业卫生相关资料翻译 

申请推荐的 

候选供应商信息 

（请确保供应商相

关资质齐全） 

供应商全称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邮箱 

北京新华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王莎莎

400-828-1111 

xinhuashe@188.c

om 

成都精益通翻译公司 
兰海燕

13982008628 

2853369350@qq.

com 

百感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Robin 

18515060845 

robin.li@hilocaliz

e.co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际交流合

作中心 

宁丙文 

13521010429 

3146598532@qq.

com 

申请推荐候选供应

商的理由 

上述四家公司的在医学相关领域有良好的翻译经验，工作流程完善，既往服务客

户优良，与强生、ionbridge和 moravia等一流本地化公司、成都市卫生局等单

位有长期合作关系，也是国际知名医药杂志出版机爱思唯尔的语言供应商。 

申请部门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采购管理部门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纪检部门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采购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xinhuashe@188.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2853369350@qq.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robin.li@hilocalize.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mailto:31465985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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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职业卫生标

准相关资料翻译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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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方签订的翻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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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业病诊断标准相关资料翻译 

根据所风险评估项目要求，为了加强对国外职业病诊断标准及其

相关背景资料的了解，需对国外资料进行翻译。过程报告如下： 

2.3.1  翻译材料的确定 

根据项目要求，职业病诊断标准秘书处选择了需要翻译的材料如

下： 

表 1  需要翻译的材料清单 

序号 文章题目 

1 The Diesel Exhaust in Miners Study: II. Exposure Monitoring Surveys and 

Development of Exposure Groups 

2 The Diesel Exhaust in Miners Study: I. Overview of the Exposure Assessment Process 

3 Cancer Clusters 

4 The Diesel Exhaust in Miners Study: A Cohort Mortality Study With Emphasis on 

Lung Cancer 

5 The Diesel Exhaust in Miners Study: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of Lung Cancer 

and Diesel Exhaust 

6 NIOSH EVALUATION OF ITS CANCER AND REL POLICIES 

7 OCCUPATIONAL CANCER 

8 OCCUPATIONAL CANCER：Carcinogen List 

9 Fatal Occupational Injuries --- United States, 2005 

10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United States ： SEVERE 

OCCUPATIONAL TRAUMATIC INJURIES 

11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United States ： NEUROTOXIC 

DISORDERS 

12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 United States：OCCUPATIONAL 

LUNG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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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 United States：OCCUPATIONAL 

CANCERS (OTHER THAN LUNG) 

14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 United States：NOISE-INDUCED 

LOSS OF HEARING 

15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 United States：PSYCHOLOGICAL 

DISORDERS 

16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17 Current Trends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18 Leading Work-Related Diseases and Injuries -- United States：DISORDERS OF 

REPRODUCTION 

2.3.2  翻译标准 

1．翻译内容：职业病诊断标准相关英文资料 

2．字数：英文字数为 11 万字（含参考文献）。 

3．语种要求：英文翻译为中文。 

4．用途：作为一般文件和材料使用。 

5．交稿时限要求：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 

6．译稿质量要求： 

（1）遵循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19682-2005）、

《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GB/T 19363.1-2003）的要求 

（2）在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基础上，还应满足①翻译人员应具

有医学相关翻译经验，最好具备职业卫生相关的翻译经验。②翻译公

司需要严格落实翻译加校对的质控体系，保证翻译质量。③翻译过程

中，翻译公司需安排项目人员与我方对接，我方有权随时进行稿件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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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译文的综合差错率不得超过 1.5‰（不足千字按千字计算），

否则为不合格。综合差错率的计算方式依据《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GB/T19682-2005）中的规定。 



 

72 

 

2.3.3  笔译翻译合同 



 

73 

 



 

74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