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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 28881-2012《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与GB 28881-2012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GB 28881-2012的前言部分；

——更改了本文件的范围（见1、2012年版的1）；

——更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12年版的2）；

——更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3，2012年版的3）；

——删除了总则和人类工效学要求，增加了一般防护要求必须满足GB XXXX-XXXX的规定（见4，2012

年版的4.1、4.2）；

——增加了抗降解性能的说明，并增加了抗降解性能的测试方法（见4.2、资料性附录A）

——增加了抗渗透性能中化学品：硝酸、乙酸、氢氧化铵、双氧水、氢氟酸、甲醛等（见表1，2012

年版的表1）；

——增加了化学品防护效果分级要求（见4.6）；

——修改了机械性能的技术要求（见4.4，2012年版的4.4）；

——修改了机械性能等级表和耐切割性能等级表（见表3、表4，2012年版的表3、表4、表5、表6）；

——增加了一般防护要求的测试方法，删除了原手部和手套尺寸、灵活性的测试方法（见5.1，2012

年版的5.1、5.2）；

——增加了机械性能的测试方法，删除了原耐磨性能、抗切割性能、抗撕裂性能、抗穿刺性能的测

试方法（见5.4，2012年版的5.5、5.6、5.7、5.8）；

——修改了标识应满足GB XXXX-XXXX的要求（见6.1.1，2012年版的6.1）；

——修改了防护手套的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标识（见6.1.2、表5，2012年版的6.1、图1）；

——修改了部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见7，2012年版的6.2）；

——修改了附录中气密性测试装置和液密性测试装置的部分描述（见B.4，2012年版的A.4）；

——修改了附录中气密性测试方法和液密性测试方法的部分描述（见B.5，2012年版的A.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2）归口。

本文件于2012年11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GB 28881—20XX

1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标识和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防护化学品及微生物危害的手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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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XXXX-XXXX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GB/T 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GB/T 23462-2009 防护服装 化学物质渗透试验方法

GB 24541-XXXX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护手套材料 protective gloves materials

为避免手或手和手臂直接接触化学品和/或微生物而在防护手套中使用的材料或材料组合。

3.2

化学品防护手套 protective gloves against chemicals

防御油、酸、碱等化学品伤害的防护手套。

3.3

微生物防护手套 protective gloves against micro-organisms

能够对不包括病毒在内的其他各类微生物形成有效屏障从而阻止其穿透的防护手套。

3.4

降解 degradation

防护手套因与化学品接触而造成其一项或多项性能产生破坏性变化，包括剥落、膨胀、碎裂、脆化、

退色、变形、变硬及变软等。

3.5

穿透 penetration

化学品和/或微生物通过防护手套材料上的孔隙、接缝、针孔等缺陷在非分子水平上透过防护手套

的过程。

3.6

渗透 perm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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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在分子水平上透过防护手套材料的过程，具体包括化学品分子被材料吸附、在材料内的扩散

以及从材料另一面析出的过程。

3.7

测试化学品 test chemicals

在实验室条件下，用于测定防护手套材料抗渗透性能的化学品或化学品混合物。

3.8

标准透过时间 normalized breakthrough time

从测试开始到化学物质渗透率达到标准渗透率的时间。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防护要求

执行本文件的防护手套，根据产品的等级和适用性应符合 GB XXXX-XXXX（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中 5 的要求。

4.2 抗降解性能

抗降解性能可根据产品标记中声明的每种化学品说明其相关联的降解性能，抗降解性能测试方法可

参照附录A。

4.3 抗穿透性能

按 5.2 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手套不应发生泄漏。

4.4 抗渗透性能

选用表 1 列出的测试化学品，按 5.3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并按表 2 的规定进行分级。

表 1 抗渗透性能测试化学品

编号 化学物质 CAS 类别

A 甲醇 Methanol 67-56-1 初级醇

B 丙酮 Acetone 67-64-1 酮

C 乙腈 Acetonitrile 75-05-8 腈化物

D 二氯甲烷 Dichloromethane 75-09-02 氯化链烷烃

E 二硫化碳 Carbon disulfide 75-15-0 有机硫化物

F 甲苯 Toluene 108-88-3 芳香烃

G 二乙胺 Diethylamine 109-89-7 胺

H 四氢呋喃 Tetrahydrofuran 109-99-9 杂环醚类化合物

I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141-78-6 酯

J 正庚烷 n-Heptane 142-82-5 饱和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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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氢氧化钠 （质量分数 40%） Sodium hydroxide, 40% 1310-73-2 无机碱

L 硫酸（质量分数 96%） Sulfuric acid, 96% 7664-93-9 无机酸

M 硝酸（质量分数 65%） Nitric acid, 65% 7697-37-2 无机酸

N 乙酸（质量分数 99%） Acetic acid, 99% 64-19-7 有机酸

O 氢氧化铵（质量分数 25%） Ammonium hydroxide, 25% 1336-21-6 有机碱

P 双氧水（质量分数 30%） Hydrogen peroxide, 30% 7722-84-1 过氧化物

S 氢氟酸（质量分数 40%） Hydrofluoric acid, 40% 7664-39-3 无机酸

T 甲醛（质量分数 37%） Formaldehyde, 37% 50-00-0 醛

表 2 抗渗透性能等级

级别 标准透过时间/min

1 >10

2 >30

3 >60

4 >120

5 >240

6 >480

4.5 机械性能

执行本文件的防护手套，根据产品的等级和适用性应符合 GB 24541-XXXX（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

范）中 4.1 的要求。

4.6 手套的化学品防护效果分级

手套的化学品防护效果分为A级、B级和C级。

4.6.1 A 级防护手套

A 级防护手套应根据产品的等级满足 4.1、4.2、4.3、4.4 和 4.5 的要求，且表 1 所列的 6 种测试

化学品的抗渗透性能等级大于等于 2 级。

4.6.2 B 级防护手套

B 级防护手套应根据产品的等级满足 4.1、4.2、4.3、4.4 和 4.5 的要求，且表 1 所列的 3 种测试

化学品的抗渗透性能等级大于等于 2 级。

4.6.3 C 级防护手套

C 级防护手套应根据产品的等级满足 4.1、4.2、4.3、4.4 和 4.5 的要求，且表 1 所列的 1 种测试

化学品的抗渗透性能等级大于等于 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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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方法

5.1 一般防护要求

按GB/T 12624-2020中4的规定进行测试。

5.2 抗穿透性能

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测试。

5.3 抗渗透性能

试样从防护手套的手掌和手背部位裁取，按GB/T 23462-2009中6.4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机械性能

按GB 24541-XXXX中6的规定进行测试。

6 标识

6.1 防护手套的标识应符合 GB XXXX-XXXX（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中 6.1 的要求。

6.2 防护手套的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标识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3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标识图例

项目 要求

防护等级 A级 B级 C级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

护标识图（示例）

7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防护手套的信息应符合 GB XXXX-XXXX 中 6.2 的要求，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测试所用的化学品及相应的抗渗透性能等级；

——抗穿透测试的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如有，测试化学品相应的抗降解性能指标；

——机械性能的等级；

——防护手套的适用范围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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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号型防护手套的方法；

——防护手套使用前的检查方法；

——防护手套的佩戴方法和/或与其他防护用品（如防护服）匹配注意事项；

——如果适用，防护手套的维护方法（如清晰和消毒）。

除上述信息外，还应提供如下警告：本信息并不反映防护手套在工作场所中的实际防护性能，因为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其性能，如温度、磨损和降解等。



GB 28881—20XX

6

附 录 A

（资料性）

降解性能测试方法

A.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护手套材料对与连续接触的危险化学品降解能力的测试方法。

其他用于评估化学抗性的测试，如抗渗透性，可能无法提供充足的信息来说明在接触化学物质时影

响手套的物理性能变化。手套的外表面必须暴露在化学品中。

A.2 原理

防护手套材料对液体化学物质降解的抵抗能力是通过测量手套材料在用测试化学物质与外表面连

续接触后的抗穿刺性变化来确定的。该测试适用于天然或合成聚合物制成的手套。内衬手套可能会产生

无效的测量结果。

A.3 试验方法

A.3.1 取样

选择三副手套进行测试，将手套置于(23±2)℃(50±5)%相对湿度条件下至少24h。

如果手套材料组成是不规则的或多重材料构成，则应从每个区域测试一个样品。使用适当的20毫米

圆形模具，将每副手套切成6个试样，一共18个试样。对于每副手套，测试化学品暴露状态下的3个样品

和不暴露的另外3个样品。

取样时，需要使它们是相同材质的并可以代表手套的基本构造。在切割这些样品时，避免使用压纹

图案区域或其他不同厚度或成分的区域。

如果手套是由几层无边层组成的，只测试具有化学保护作用的那一层。

对于带衬里的手套，如果无法将衬里与手套分开（并且衬里太厚），则该测试可能不可行，因为无

法密封小瓶且样品正在移动。 对于某些样品，如果衬里较厚，则可能无需使用隔膜来正确密封样品瓶。

在这种情况下，将确保衬里的防漏性。

A.3.2 测试装置

应使用以下设备：

a）（20±1）毫米直径的切割模具;

b）（12±1）毫米直径的切割模具（用于在每个隔片的中心切割一个孔）；

c）20 ml曲顶小瓶（直径（12.5毫米±0.5）毫米的开口）；

d)直径20毫米的隔膜(例如，由氯丁基橡胶制成，不含聚四氟乙烯层);

e) 20毫米开口中心铝箔卷封;

f)手动压接机;

g)手动开瓶器；

h) 18孔直径20毫米的样品架;

i)150毫升烧杯;

j）2ml移液器；

k）测功机，带有符合GB/T 24541-20XX6.5.2的穿刺针和可测量压力的单元，精度为±1％；

l)样品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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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测试过程

A.3.3.1 测试环境

整个试验过程应在（23±2）°C下进行。

A.3.3.2 预测试

将测试化学品放入150毫升烧杯中。使用移液管将约2ml的药品放入一个曲顶瓶中。

将隔膜放置在中间开口的铝箔卷封帽上。使用(12±1)毫米的切模，在隔膜中间开一个孔。

将一个手套样品放在隔片上，其正常的外表面朝向小瓶的内部。将装有样品的铝盖放在小瓶的顶部。

用手动压接器封住小瓶，翻转小瓶，使测试化学品与样品接触(见图A.1)，并记录时间。将小瓶放入打

孔的样品架中。

注意打孔的样品架有双重用途：

1）它允许空气在样品膜下循环；

2）如果来自挑战性化学物质的压力迫使样品变成凸形，烧瓶将仍然站立。

对即将要暴露的其余八个样本中的每个样本重复上述步骤。控制这些动作的时间，以使后续样品的

曝光间隔为三分钟。在一个小时的暴露时间（±5分钟）结束时，检查每个测试瓶，以确认测试化学品

对样品的覆盖率。如果测试化学品没有覆盖样品，则丢弃样品并使用大量的测试化学品重复测试。

用同样的方法将9个未暴露的样品装在剩下的小瓶中，但小瓶中不放测试化学品。

说明：

1 测试化学品

2 样品外表面，直径为（12.5±0.5）mm的院校区域

图 A.1 样品与测试化学品之间的接触时间内样品瓶的摆放位置

A.3.3.3 穿刺测试

将穿刺针安装在测力计的测压元件上。将托架速度设置为100mm/min，然后将小瓶支架拧到工作台

上。

将一个小瓶放入支架中。刺穿试件，记录所需峰值力(见图A.2)。

对每个标本重复这些步骤； 在开始对每个暴露的样本进行一小时的测试后，再对该样本进行测试。

在测试期间和之后，应检查试样的物理性质是否有变化。任何变化，例如溶胀，收缩，脆性，硬化，

软化，剥落，崩解，颜色变化/渗出，分层，都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并在报告中说明，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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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20ml压接小瓶

2 针刺针

3 样品

4 样品瓶架子（由测力钳口固定）

图 A.2 穿刺测试期间样品瓶的摆放位置

A.3.4 结果表述

使用公式（A.1）确定三种手套试样对每种测试化学品的降解情况:

��� = （���−���）
���

× 100 ········································ (A.1)

式中：

DRx 是x手套样本对测试化学品的降解，以％为单位；

OPx 是来自x手套样本的三个未暴露样本的平均穿刺力； 单位应与RPx相同；

RPx 是x手套样本在三个暴露的样本上的平均穿刺力；单位应与OPx相同。

使用以下公式(A.2)确定样品对测试化学品的降解情况:

�� = （��1+��2+��3）
3

··············································(A.2)

式中：

DR 为测试样品在化学测试的挑战下的降解，单位为%;

DR1 为第一个手套试样对测试化学品的降解，%;

DR2 为第二个手套试样对测试化学品的降解，%;

DR3 是第三个手套样品对测试化学品的降解，%。

测定三种手套降解的标准差(SD)。

A.3.5 测试报告

对于测试的每一种防护手套材料，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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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报告所测手套的生产厂家参考资料，包括材料、款式、批号。

b) 报告所测化学品的名称、纯度，如果是混合物，则报告其浓度和其他成分。

c) 请参照本文件。

d) 报告测试日期。

e) 报告DR1、DR2、DR3、DR(见A3.4)，手套材料的穿刺百分比变化情况。SD也应予以报告。

f) 如有衬里，应报告衬里是否已与试样分离。

g) 报告化学暴露后，材料样品物理外观变化的任何观察结果。 报告观察到的例子有膨胀，收缩，

脆性，硬化，软化，剥落，崩解，颜色变化/渗色和分层。

h) 任何与本文件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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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抗穿透性能测试方法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抗穿透性能测试方法。

本试验方法包括气密性测试和液密性测试两种测试方法。其中，气密性测试方法为首选方法，但气

密性测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防护手套，有些手套不能平均充满空气，充气时，有些部分极度膨胀而其它

部分并没充满甚至不能充气，此时，不适宜采用气密性测试，而只能采用液密性测试。

B.2 原理

B.2.1 气密性测试

把内部充有一定压力空气的手套浸入水中。如果发现手套表面产生一连串的气泡，即表明手套发生

泄漏。

B.2.2 液密性测试

将手套充满水。如果发现手套表面出现渗水，即表明手套发生泄漏。

B.3 取样

每种尺寸取1只手套，每次测试至少取4只手套。

B.4 测试装置

B.4.1 气密性测试装置

气密性测试装置示意图见图A.1，其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a） 固定装置，圆台型上部分与压力调节装置相连，下部分可绕轴心 180 度旋转，台面直径适宜，

能使测试手套保持气密性，其放大示意图见图 A.2；

b） 空气泵，可提供的压力范围为 0 kPa～10 kPa；

c） 水箱，尺寸应满足试验要求；

d） 压力表，测量范围为 0 kPa～10 kPa，测量精度为 0.01 kPa；

e） 压力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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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压力表；

2——软管；

3——止回阀门；

4——固定装置；

5——供水口；

6——压力表；

7——气压调节器；

8——仪表板；

9——供气口；

10——水箱。

图 B.1 气密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说明：

1——压力表连接口；

2——止回阀门；

3——仪表板连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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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定装置。

图 B.2 固定装置放大示意图

B.4.2 液密性测试装置

液密性测试装置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a) 两端开放的塑料管，管长 380mm，直径应与测试手套相匹配。上端装有吊钩，在距离管下端

40 mm 处做有标记（见图 B.3）；

b) 带扣件的松紧带或其它紧固材料；

c) 带有横竿可以悬挂塑料管挂钩的支架（见图 B.4），支架应能承受所有试验手套同时悬挂的重

量；

d) 可提供最少 1000mL 水的装置。

单位为毫米

图 B.3 带吊钩的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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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支架示意图

B.5 测试方法

B.5.1 样品准备

取出测试手套，记录手套的名称、型号、批号、尺寸及商标信息。目视检查手套，如果手套有破缝、

裂缝和破洞，则报告手套不合格。

B.5.2 气密性测试

B.5.2.1 将手套固定在圆台型转轴上，浸入室温水中。然后按照表 A.1 对应的压力向手套内充气，手

套指尖距水面距离每增加 100 mm，压力再增加 1kPa。例如，手套指尖浸入水中 250 mm 深处，则手套内

的充气压力应在表 A.1 的基础上再加 2.5 kPa。手套内的充气压力应保持 2 min，波动不超过± 10%。在

观察可能出现的气泡时，可延长一定测试时间，但不应超过 30 秒。

表 B.1 手套厚度和充气压力对应表

手套厚度a e/mm 气压/kPa

e < 0.3 0.5

0.3 < e < 0.5 2.0

0.5 < e < 1.0 5.0

e > 1.0 6.0

a
资料由供应商提供。

B.5.2.2 长度小于250 mm的手套，应将其垂直浸入水中，以使得水覆盖尽可能大的手套表面积。长度

大于250 mm的手套，应将其以一定的角度浸入水中，使得手套中指尖的垂直浸入深度为(250±10)mm，

以使得水覆盖尽可能大的手套表面积。旋转圆心轴，检查整个手套表面是否有气泡出现（见图B.1）。

B.5.3 液密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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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1 将手套袖口边缘与塑料管上40 mm标记对齐连接（见图B.3），用松紧带将其扣紧以保持液密

性。

B.5.3.2 通过塑料管向手套内注入至少1000 mL的室温水，液面至少达到40 mm标记处。

注 1：由于试验手套的不同，1000 mL的水可能会有部分留在管中。

注 2：如有需要，可以使用合适的方法支撑手套，以防止手套因水的重力而变形。

B.5.3.3 注水后立即检查手套是否漏水。检查过程中，不应挤压手套，并尽量减少对手套的触摸。如

果发现水珠就表示有泄漏，可以利用滑石粉提高水珠的可见度。

B.5.3.4 如果手套没有立刻漏水，将带有试验手套的塑料管垂直悬挂（见图B.4），并在注水2分钟后

再次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检查。

B.6 结果记录

结果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测试手套的完整识别资料；

b) 目视检查结果；

c) 试验条件；

d) 气密性测试及液密性测试结果；

e) 未进行测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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