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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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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护手套（以下简称“手套”）的分类、通用技术要求、舒适性和适应性、标识和信

息。

本标准未给出手套的防护性能要求，故不能单独使用，而应与相应的产品标准配合使用。本 标

准也适用于手臂防护装备或者手套作为整体防护装备一部分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B/T 2724 皮革 化学试验 pH的测定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22807-2008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

GB/T 17592-2011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23344-2009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GB/T 33390-2016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中存在的限量物质 二甲基甲酰胺的测定

GB/T 12624-XXXX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测试方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1

手部 hand

人体的一部分，从中指指尖到手腕部。

3.2 3.2

防护手套 protective glove

用来保护手或手的一部分使其免受伤害的个体防护装备，可以扩展到覆盖前臂的部分。

3.3 3.3

手套掌部 glove palm

手套覆盖手掌的部分（手腕到手指根部的区域）。

3.4 3.4

手套背部 glove back

手套覆盖手背的部分（手腕到手指根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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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

灵活性 dexterity

用手执行任务时候的操作能力。

3.6 3.6

危 害 hazard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伤害的各种情形。

3.7 3.7

性能等级 level of performance

某一特定类型的性能等级按相应测试结果来确定，这些性能等级的高低用正整数的大小来定义。性能 等

级越高的，其对应数字越大。

因为性能等级是建立在测试的结果之上，所以它们并不必然和实际工作场所的情况相关。

3.8 3.8

多层手套 multilayer gloves

手套包含一层以上，两层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永久连接

4 防护手套的分类

4.1 分类原则

防护手套依据其所防护手部所遭受的危害被归入以下4.2条款中一种或多种类型，具有4.2条款中一 种

或多种类型的手套，将被列入防护手套的范畴而需满足本标准的相应技术规范。

4.2 防护手套的类型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

——耐臭氧及氧化化学品手套；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防辐射防护手套；

——防静电手套；

——电绝缘手套；

——防寒手套；

——防热伤害手套；

——防振手套；

——金属链甲手套；

——防冲击手套；

——除上述防护功能以外的具有其他防护功能的手套类型。

5 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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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制造和设计要求

防护手套的设计与制造应充分考虑使用要求，使使用者在进行相关的作业活动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和

操作灵活性。在必要的情况下，手套应尽可能快速的穿戴和脱除。当手套的结构中包含有缝线，则缝线的 材质

和强度不应明显降低手套的整体性能。

5.2 无害性

5.2.1 一般要求

防护手套不应明显有损使用者的卫生与健康。手套所采用的材料在正常的使用中不应释放出有毒、

致癌、导致基因突变、致敏性等任何有害物质。

注：有害物质的分类和定义可以通过参考文献[2]~[11]提供的资料中获得。

5.2.2 pH 值

所有手套的pH值应大于3.5小于9.5。

皮革材料，按QB/T 2724规定的方法进行。纺

织品材料，按GB/T 7573规定的方法进行。

——试样应从手套手掌部取得。如果手套的其他部位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则应对相应部位的材料单独 进

行测定。

——如果手套由多层组成，则应对整体进行测定。

5.2.3 六价铬含量

皮革手套内的六价铬含量按照GB/T 22807-2008的方法进行测定，含量应＜3 mg/kg。如果手套由不

同种类的皮革组成，则应对所有种类皮革进行测试。最后结果取所有测试结果的最高值。

5.2.4 禁用偶氮染料的含量

对于含有纺织品材料的手套，禁用偶氮染料的含量按照GB/T 17592-2011和GB/T 23344-2009的方法

进行检测，其含量应≤20 mg/kg。

对于含有皮革和毛皮的手套，禁用偶氮染料的含量按照GB/T 19942-2005的方法进行检测，其含量

应≤20 mg/kg。

5.2.5 二甲基甲酰胺的含量

含有PU材料的手套，二甲基甲酰胺的含量按照GB/T 33390-2016的方法进行检测，其含量应≤100

mg/kg。

5.3 手套的尺寸和测量

防护手套的尺寸是根据相对应的手部尺寸而确定的。手部尺寸系统是建立在手部的掌围和手长的测量 基

础上。如采用不同于表1的手部尺寸系统，手部的掌围和手长所对应的关系应该告知防护手套的使用

者。如果防护手套用于专门的用途（比如焊工防护手套，消防员手套等），手套的最小长度应在相关的 具

体产品标准中做出规定。

5.3.1 手部尺寸

图1规定了手部尺寸的测量方法。测量两个部位：掌围（拇指和食指的分叉处向上20mm处的围长）

手长（从腕部到中指指尖的距离）。表1中定义了10个规格的手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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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手长

注2 ：背部

注3：掌部

图1 手部尺寸的测量

表1 手部尺寸

手部尺寸号码 掌围（mm） 手长（mm）

6 152 160

7 178 171

8 203 182

9 229 192

10 254 204

11 279 215

5.3.2 手套的尺寸

手套的长度按照GB/T 12624-20XX中4.2.2规定的要求进行测量。

手套的宽度按照GB/T 12624-20XX中4.2.3规定的要求进行测量。

5.4 穿戴时间和脱卸时间

如手套在必要的情况下有穿戴和脱卸时间的要求，需按照GB/T 12624-202X中4.3的规定进行测试。

穿戴时间应>5 ，脱卸时间应<5 s。

5.5 灵活性

在实现防护目的的前提下，防护手套应尽可能使使用者操作灵活。灵活性应根据GB/T 12624-202X

中4.4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并按表3的规定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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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灵活性的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试验条件下完成的最小测试棒的直径 mm

1 11.0

2 9.5

3 8.0

4 6.5

5 5.0

5.6 透气性和舒适性

5.6.1 水蒸气渗透性

按照GB/T 12624-202X中X.X规定的方法测试时，皮革手套的水蒸气渗透性应不小于5 mg/（cm2·h）。按

照GB/T12624-202X中X.X规定的方法测试时，织物手套的水蒸气渗透性应达到30 m
2
.Pa/W。

5.6.2 水蒸气吸收性

按照 GB/T 12624-201X 中X.X 规定的方法测试时，皮革手套 8 小时内应有不少于 8 mg/cm2 的水蒸

气吸收性。

5.7 抗渗水性

按照GB/T 12624-202X中4.7.1规定的方法测试时，皮革材料的抗渗水性能按表5进行判定。

按照GB/T 12624-202X中4.7.2规定的方法测试时，织物材料的抗渗水性能按表5进行判定。

表3 手套抗渗水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皮革手套渗水时间/30 min 织物手套耐静水压力 P/ kPa

0 级 / P<4

1 级 30 4≤P<13

2 级 60 13≤P<20

3 级 120 20≤P<35

4 级 180 35≤P<50

6 级 / P>50

5.8 抓握性能

按照GB/T 12624-202X中4.8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手套的抓握性能应≥80 %。

6 标识和信息

6.1 标识

6.1.1 每只手套本体上的标识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手套商标，制造商或经销商的说明；

——手套名称（商业名称或代码，以便使用者知道生产商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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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所需对应的标准号；

——尺寸规格；

——如有必要，按 8.1.3 标上使用期限和存放条件。

6.1.2 手套的最小外包装上应包含以下标识内容：

——生产商或经销商的全名及地址。

——包括8.1.1条款中的所有信息；

——详细阅读使用说明的提示；

——当手套只能防护附录A中所列出的危害时，应在外包装上印上“最低危害防护”；

——当手套根据相关标准测试，能达到1级或更高性能等级时，应予以标识，并标明性能等级。标

识方法见附录B（资料性附录）；

——当手套的防护作用仅限于手的一部分时，应予以说明；

——追踪溯源二维码。该码可以引导下载或直接使用专用程序扫码获得产品的生产商和质量信息，

能实行具备全国性权威的产品追踪溯源。

6.1.3 使用期限和存放条件

如果手套的防护性能会受到存放时间或存放环境影响，则手套和包装上应标示手套的使用期限和适当 的

存放条件。

6.2 制造商信息

流通于市场中的防护手套应至少提供以下信息。

——生产商或经销商的全名及地址；

——手套名称（商业名称或代码）；

——防护手套的尺寸号码对应手部大小范围，如果有必要提供防护手套的灵活性6.2.3信息；

——防护手套的所需对应的标准号及其年份；

——附录B中标识的危害种类应有相应的性能等级；

——当防护手套的防护作用仅限于手的一部分时，应予以说明；

——如适用，对于防护手套可能遇到的问题和使用上限制的警告；

——如果防护手套的材质在推荐的储存期内会降低手套的性能，应予以告知相关信息；

——将防护手套中所含的已知的会导致过敏的物质，用清单列出；

——与防护手套的穿脱、调整、如何确保手部的舒适和卫生以及与其他个体防护装备配合使用的的相关 信

息；

——用来检查防护手套完好的方法信息；

——防护手套的存储方法；

——如必要，相关部件和备件的信息；

——如必要，运输、包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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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关于"最低危害防护"的界定

保护使用者防护下列危害：

——仅影响皮肤表面的机械伤害。

——与低毒性的清洁剂或者水长时间的接触。

——接触不超过50℃的物体表面。

——非极端的自然大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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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图形符号[12]

图形符号 含义（危害种类） 图形符号 含义（危害种类）

机械危害防护 链锯防护

切割与刺穿防护 低温防护

无焰情况下的热防护 有焰情况下的热防护

消防员防护装备 电弧致热伤害防护

适合带电作业 静电防护

化学品防护 农用杀虫剂防护

电离辐射防护 放射性污染防护

微生物防护 制造日期

产品信息 失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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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环境因素

每种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资源的开采、原材料的获取、生产、 测

试、分销、使用（应用）、再利用、寿命结束后的处理，包括最终处置。这些影响从轻微到严重；可以是

短期或长期的；并且发生在全球、区域或地方一级产品中的规定。

标准对产品的环境影响有影响。全世界都认识到有必要减少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可能对环境产 生

的潜在不利影响。考虑到产品标准中的环境问题，可以减少产品潜在的环境影响。在给定产品的生命周期 中，

可以确定不同的环境因素。其目的是促进减少产品对环境的潜在不利影响。（有关信息， 环境检查表如

下所示。环境检查表的目的是解释本标准是否涵盖了相关的产品环境因素，如果涵盖了， 草案中如何处

理这些因素。）这些环境因素决不能干扰本国际标准中的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本国 际标准

的要求优先于可能与本产品有关的任何环境因素。

应考虑以下环境因素：

a）材料的选择应优化产品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并应考虑避免选择稀有或危险材料； b）

应考虑使用回收或再利用材料，以及选择可随后回收的材料。

c）还应审查标记部件以帮助其分类以便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进行处置/回收的可能性。 d）

包装设计应考虑使用回收材料和制造所需能源很少的材料，减少浪费。

e）包装设计应考虑后续的再利用和再循环。

f）在保护产品的同时，应尽量减小包装的尺寸和重量，以减少损坏造成的浪费。包装设计应优化 运

输车辆的能力，同时便于安全装卸。

g）应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正确使用和处置试验材料。

h）试验设施，试验设备和工具必须设计成尽量减少泄漏到环境中的风险。 I）

应尽量使用高效电机、照明和显示器。

J）设计应该有助于使用最小化噪音和振动产生的工具来制造产品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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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对于本标准所要求的每项测试方法，应评估器测量不确定度的相应估计值。在报告试验结果时，应采 用

并说明这种不确定度估计，以便试验报告的用户能够评估数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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