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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研究了目前国内外已经发布的儿童口罩标准,主要从儿童口罩标准的适用范围、关键性能指标和其他性

能指标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综合评价了目前儿童口罩标准的适用性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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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口罩成为大众日常必需的

防护用品,市场上各种类型的成人用口罩产品层出不

穷,然而儿童及婴幼儿口罩的供应相对比较紧缺,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儿童及婴幼儿口罩产品在日常生

活中的需求量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空白,企业生产儿童口罩无所参照。目

前,市场上很多儿童口罩产品材质与成人无异,只是在

形状和大小上略有区别,为照顾儿童脸型,尺寸相对改

小一些,以求达到儿童口罩的密闭性与贴合性,成为儿

童口罩的应景之策。市场上的儿童口罩产品看似五花

八门、五颜六色,但质量参差不齐。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发布了国家标准GB/

T32610-2016《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成为中国

首个民用防护口罩国家标准,然而此标准第一部分中

就明确指出“本标准不适用于婴幼儿、儿童呼吸防护用

品[1]”。2020年5月6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球首个儿童口罩标

准GB/T38880-2020《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发布并实施,该标准适用于6~14岁儿童,是中国乃至

全世界公开发布的第一个儿童口罩标准。此外,由于

新冠疫情的爆发,在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发布

之前,国内许多企业团体自发编制发布了一些团体标

准。笔者收集了目前国内和国外已经发布的儿童口罩

标准,主要从现有标准的适用范围、关键指标等内容进

行对比研究。

1 国内儿童口罩产品标准对比

1.1 标准的适用范围对比

从表1的对比可以看出,目前发布的儿童口罩标

准的适用范围覆盖了3周岁至14周岁之间的儿童,而
对于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些标准都不适用,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因为婴幼儿年龄小,佩戴口罩可能会引起

呼吸不顺畅,甚至存在窒息的风险,部分省市的防疫防

控指南中明确指出,婴幼儿不适合佩戴口罩,尤其是1
岁以下的婴幼儿,家长可以采取被动防护的方式对婴

幼儿进行防护,就是靠父母、家人、看护人的防护来间

接保护婴幼儿。在国家标准 GB/T38880-2020中,
标准的适用范围更为保守,6岁以上至14岁及以下儿

童,究其原因,应该是与缺乏低龄儿童关于佩戴口罩安

全性能方面的验证有关。
表1 标准适用范围的对比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和名称 标准适用范围

国家标准
《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GB/T38880-2020

适用于6岁以上至14岁及以
下儿童[2]

团体标准
T/CNTAC55-2020
T/CNITA09104-2020
《民用卫生口罩》

适用于日常环境中普通人群用
于阻隔飞沫、花粉、微生物等颗
粒物传播的民用卫生口罩。不
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及以下
的婴幼儿[3]

团体标准 T/GDMDMA0005-2020
《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

适用于日常环境中3~14周岁
儿童佩戴,不适用于带呼吸阀
的口罩[4]

团体标准 T/ZFB0004-2020
《儿童口罩》

适用于3~14周岁儿童佩戴,
不适用于缺氧环境,不适用于
防护有害气体和蒸气的口罩,
不适用于逃生和消防用口罩[5]

1.2 标准中性能指标的对比

1.2.1 关键指标对比

对于口罩而言,过滤效率是衡量产品防护效果的

关键指标。表2针对标准中过滤效率指标的要求和测

试方法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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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儿童口罩标准中关键指标的对比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和名称 关键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 GB/T38880-2020
《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防护效果 防护口罩≥90% GB32610-2016附录A规定的方法
测试流量:(85±4)L/min
测试介质:NaCl颗粒物

颗粒过滤效率 卫生口罩≥90%
防护口罩≥95%

GB32610-2016附录A规定的方法
测试流量:(30±2)L/min
测试介质:NaCl颗粒物

细菌过滤效率 卫生口罩≥95% YY0469-2011附录B
细菌过滤效率测试方法

团体标准 T/CNTAC55-2020
T/CNITA09104-2020
《民用卫生口罩》

细菌过滤效率 ≥95% YY0469-2011附录B
细菌过滤效率测试方法

颗粒物过滤效率(非油性) ≥90% YY0469-2011中5.6.2方法
测试流量:(30±2)L/min

测试介质:NaCl气溶胶或类似固体气溶胶

团体标准 T/GDMDMA0005-2020
《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

细菌过滤效率 ≥95% YY0469-2011附录B
细菌过滤效率测试方法

颗粒过滤效率(非油性) ≥80% YY0469-2011中5.6.2方法
测试流量:(30±2)L/min

测试介质:NaCl气溶胶或类似固体气溶胶

团体标准 T/ZFB0004-2020
《儿童口罩》

颗粒物过滤效率(非油性)
≥90%

测试流量:(30±2)L/min
测试介质:盐性介质

  由表2可以发现,大部分产品标准都以颗粒过滤

效率PFE或细菌过滤效率BFE其中一项或两者共同

作为核心指标。BFE(BacterialFiltrationEfficiency),
即细菌过滤效率,大多使用尺寸在3μm的细菌来测量

口罩的过滤效率,而PFE(ParticleFiltrationEfficien-
cy),即颗粒过滤效率,大多使用尺寸为0.3μm固定的

无生命非油性颗粒测量口罩的过滤效率。有研究表

明,非油性颗粒过滤效率和细菌过滤效率呈正相关

性[6],在产品具有较高的非油性过滤效率时,细菌过滤

效率也相应较高,所以在实际产品生产和质量把控中,
可以考虑颗粒过滤效率结果替代细菌过滤效率的可行

性,既可降低实验室使用病原性微生物的危害风险,又
可提高产品的检验效率。其中,国家标准GB/T38880
-2020在口罩核心指标过滤效率要求上,作了更为详

细的分类,它将产品分为儿童防护口罩和儿童卫生口

罩,儿童防护口罩作为更强级别的防护口罩,关键性能

指标除了非油性颗粒过滤效率以外,还增加了防护效

果指标,对口罩密闭性和防护效果要求较高,主要适合

在较高污染环境或存在较高潜在风险的场景下的儿童

佩戴。

1.2.2 其他指标对比

由表3对比可以看出,对于儿童口罩的其他指标

主要有通气阻力、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断

裂强力、鼻夹长度、微生物指标、pH值、甲醛和可分解

致癌芳香胺染料等。对比而言,国标 GB/T38880-
2020的其他指标相对较全面,指标要求也相对较高,
将口罩的纺织品安全技术要求指标和其他相关指标很

好地引入到产品标准中,可用来综合评估儿童口罩产

品的性能。值得一提的是,国标 GB/T38880-2020
还增加了关于安全警示的内容。例如:儿童佩戴口罩

期间不应打闹或进行中等和中等以上强度的运动,不
应拆卸呼吸阀及呼吸阀内部件;如佩戴期间出现呼吸

不适、皮肤过敏等症状,应及时摘脱口罩,必要时应立

即就医;口罩应及时更换,不建议口罩洗涤后重复使

用;出现呼吸困难的儿童不建议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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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标准中其他性能指标的对比

GB/T38880-2020
《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T/CNTAC55-2020
T/CNITA09104-2020
《民用卫生口罩》儿童用口罩

T/GDMDMA0005-2020
《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

T/ZFB0004-2020
《儿童口罩》

pH值 4.0~7.5 4.0~7.5 4.5~7.0 4.0~8.5
甲醛 ≤20 ≤20 ≤20 ≤20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a 禁用 禁用 ——— 禁用

耐干摩擦色牢度a/级 ≥4 ≥4 ——— ≥4
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断裂强力/N 防护口罩≥15

≥5 ≥10 ≥10
卫生口罩≥10

鼻夹长度/cm ≥5.5 ≥5.5 ≥6
平面型≥8(小童5)

立体型≥5
呼吸阻力/Pa 防护口罩≤45 ——— ——— ———

通气阻力/Pa·cm-2 卫生口罩≤30 ≤30 ≤40 ≤30

微生物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200

真菌总数≤100
致病性菌不得检出

细菌菌落总数≤200
真菌总数≤100

致病性菌不得检出

细菌菌落总数≤100
真菌不得检出

致病性菌不得检出

细菌菌落总数≤200
真菌总数≤100

致病性菌不得检出

 注:a仅考核染色和印花部位。

2 国外儿童口罩产品标准对比

由表4可以发现,国外的口罩标准中,在适用范围

上并没有特别将儿童口罩和成人口罩的指标分开要

求,因此,儿童口罩和成人口罩性能指标要求上是一致

的。然而,儿童群体与成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相比较

成人而言,儿童的呼吸系统相对较脆弱,更容易受到环

境的影响。

表4 国外儿童口罩产品标准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和名称 标准关键指标过滤效率 试验方法

欧盟标准
EN149:2001+A1-2009

呼吸防护装置-颗粒防护用过滤半面罩-
要求、检验和标记

FFP1过滤效率≥80%
FFP2过滤效率≥94%
FFP3过滤效率≥99%

测试流量:95L/min
测试介质:同时测NaCl

颗粒物和油性颗粒

美国标准 NIOSH42CFR-84
过滤效率N95≥95%,P95≥95%
过滤效率N99≥99%,P99≥99%

过滤效率N100≥99.7%,P99.7≥99.7%

测试流量:85L/min
测试介质:N测非油性颗粒物;

N测油性颗粒

韩国标准 KF系列
KF80过滤效率≥80%
KF94过滤效率≥94%
KF99过滤效率≥99%

测试流量:95L/min
测试介质:KF80仅非油性颗粒物

KF94和KF99同时油性和盐性介质

日本标准 JIST8151-2018
DS1≥80%,DL1≥80%
DS2≥99%,DL2≥99%

DS3≥99.9%,DL3≥99.9%

测试流量:40L/min
测试流量:85L/min

测试介质:DS测非油性颗粒物;
DL测油性颗粒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 AS/NZS1716:2012
P1过滤效率≥80%
P2过滤效率≥94%
P3过滤效率≥99%

测试流量:85L/min
测试介质:仅测非油性颗粒物

3 结论

(1)在儿童口罩标准这一方面,综合各方面性能指

标要求,我国的儿童口罩产品标准对比国际相关标准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根据儿童群体特征,与成人用口罩

的性能要求区分开,较成人口罩的标准指标要求更加

严格。

(2)综合对比指标要求,企业在生产6周岁以上14
周岁以下的儿童口罩,产品标准可优先选择国标GB/

T38880-2020《儿童口罩技术规范》,用于把控产品质

量。
(3)在6周岁以下和3周岁以上的儿童口罩产品,

儿童佩戴口罩的安全性方面的验证有待深入研究。
(4)3周岁以下婴幼儿口罩产品并无相应的产品

·73·     2020年第12期             测试分析




标准,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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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optimalenzymesscouringtechnologyandthecausticsodatreatmentprocesswereusedtohandleloosecotton.In

thescouringenzymeprocess,thetreatmenteffectsofKQ-45enzyme,517enzymeandthecombinationofthetwoenzymeswer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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