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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建筑都会有空气进出，这就是所谓“通风”。但许多工厂通风很糟，化
学品、粉尘和热量排不出去，使工人健康受损。

工厂主有责任保护工人健康和保证空气质量，为此他们应做到以下几点：

•	 确保厂内所有工人都能呼吸到干净清新的空气。

•	 减少工厂所用化学品的种类和用量，用危害较小的化学品取代有害化
学品，从而降低工人和周围社区居民接触化学品的风险。

•	 更换工具、机器、化学品和工序，以减少产生的烟雾和粉尘。

•	 防止化学品、粉尘和热量积聚，安全地将其从厂内排出。

•	 保持厂内温度舒适（参见“第15章：热和冷”），让工人有足够的小休时
间，并提供清洁饮水。

通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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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通风让你生病

如果工厂通风系统工作不正常，化学品和粉尘就可能进入你的身体。

如果呼吸的空气中含有化学品和粉尘，它们往往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进入你
的身体。比如化学品会被皮肤吸收，或附着在食品、饮料或香烟上进入体内。
如果厂外的空气被污染，那么下班后你也会受到化学品和粉尘的侵害。有关化
学品如何进入人体及如何造成伤害的更多信息，参见“第8章：化学品危害”。

在你的健康笔记中记录所有健康问题并让其他工人也这样
做。比较你们的记录，找出相似之处并标记为特别注意。

有些化学品和粉尘会马上造成伤害，也有一些会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导致健
康问题。如果你需要暴露于高温、化学品或粉尘之中，应注意以下症状：

•	 头痛和疲倦：吸入化学品通常会引起头痛、头晕或疲倦，但类似症状很
常见，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	 眼鼻喉问题：眼睛发红、不舒服，咳嗽，打喷嚏，流鼻涕或鼻血，或眼鼻
喉分泌的粘液和工作中接触的材料颜色相同，都可能是吸入粉尘或化
学品的症状。停止工作后，这些症状可能消失，但它们表明一种或多种
化学品已经进入你体内，之后可能还会导致健康问题。

•	 哮喘或其他慢性肺部疾病：吸入粉尘或化学品可能会对肺部造成永久
损伤，甚至导致癌症或死亡。有些病症可以用药物控制。（参见“棉花粉
尘造成的呼吸问题”（97页）和“化学品会导致哮喘和其他呼吸问题”	
（160页）两节，以及附录B。）

•	 热衰竭：工人会因太热而死亡，特别是在缺少休息或没有足够清洁饮水
的情况下。（见“第15章：热和冷”。）

•	 其他健康问题：吸入化学品也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健康问题，例如肾脏、
肝脏受损以及癌症。婴幼儿以及未出生的胎儿，会在更短时间内受到
化学品伤害。（参见“某些化学品引起的生殖健康问题”（382页）一节
和附录B。）

如果不能呼吸或突然感到不舒服，应立即离开工作区域并去到可以呼吸新
鲜空气的地方（参见“化学品急救”（174页）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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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通风

整体通风有助整个工厂的空气交换，减少空气中化学品的浓度。

好的整体通风系统可以去除空气中的部分灰尘、热量和化学品，并将安全
清洁的空气导入厂内。良好的通风也能使工作场所的温度和湿度保持在健康舒
适的水平。

要想通风良好，需要定期检查和清洁所有通风口和过滤器，保证系统正常
工作，并且要防止厂外空气受到污染。这也可以让社区居民免受工厂污染的伤
害。

还有一种复杂的整体通风系统，兼具制热、通风和空调功能（简称HVAC）
（249页），用于电子工厂，可以更好地控制气流、温度和湿度。

通风系统可以改善工厂内的气流和工人健康。但如果排出工厂的空气没有经

过过滤，就会使工厂之外的人们健康受损。

带有粉尘和

化学品的热

空气

打开的窗

户

新鲜空气

风扇将更多

新鲜空气

吹入厂内

屋顶通风口

排风扇 局部抽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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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通风如何工作

整体通风应将新鲜空气带入工作场所，并将脏空气排走。

新鲜空气很重要，因为它可以稀释空气中的化学品，从而减小危害。通过
253页的活动（“追踪气流！”），了解新鲜空气是如何在你的工厂中流动。

窗户和风扇

新鲜空气可以通过工厂的门窗进入，但这种程度的空气流通并不能阻止
工人因空气中的化学品而生病。壁扇可将新鲜空气吹入工厂或吹走脏空气，但
需定期检查和清洁，以确保其工作正常。

风扇让空气在厂内流动

定向风扇和吊扇可以使厂内空气流动，还可以让
工人保持凉爽。如果风扇不能将干净空气吹入、脏
空气吹出，那么它们可能只是让粉尘和化学品在厂
内乱飞。

如果厂内很热，风扇向你吹热风，应大量喝
水，并注意高温引起的健康问题。

通风口和排风扇将脏空气排出

热空气会从屋顶通风口排出，腾出的空间
会把新鲜空气吸入室内。

排风扇只会将附近的空气排出，并不会有助于整体通风。如果没有足够的
新鲜空气从外部进入，排风扇就无法正常工作，或是完全无效。排风扇如果风
力太弱，也不能排出足够多的脏空气。

局部抽风机抽出的空气，应经过过滤再排入社区或排回厂内，这样就会含有
较少可能使人生病的化学品。如果没有经过过滤，排出空气中的化学品就会造
成健康问题，工厂附近的孕妇和幼儿特别容易受害。（参见“第33章：来自工厂
的污染”）

如果不检查或
清洁风扇，它们

就不能真正提供
良好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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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对你有益还是有害？

玛蒂娜在墨西哥一家

无线电装配厂工作。

她在一个小车间里用

强力溶剂清洁塑料零

件。 她的工作台以前

是在一扇敞开的窗户

前。她身后的排风扇虽然会把新鲜空气从窗口吸入，但

迎面的气流也会让她吸入化学蒸气。玛蒂娜因此感到头

痛，几乎每天都咳嗽流涕。

接受了关于通风的培

训后，玛蒂娜让老板把

她的工作台移到房间

另一边。老板同意了，

因为她没有要求添加

局部抽风机之类的新

设备。现在由窗户进入

的新鲜空气形成的气流，是从她身后吹来，可以将化学蒸气

吹跑。排风扇的风力很强，可以将所有化学蒸气从她身边吸

走并排出室外。玛蒂娜现在感觉好多了。

生产旺季到来，工厂录用了更多工

人。现在玛蒂娜要和西利希蒂分

享工作空间。老板把西利希

蒂的工作台安排在了玛蒂娜

以前所处的窗前。虽然工厂

强劲的排风扇能带来大量新

鲜空气，但现在气流经过车

间的路径并不健康。西利希

蒂和玛蒂娜都会吸入影响健

康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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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整体通风

兼具制热、通风和空调功能的整体通风系统（简称HVAC系统），主要安装
在必须保持特定湿度和温度的工作区域，比如“无尘室”。

运转良好的HVAC系统应做到以下几点：

•	 平衡进气和出气。如果进气扇风力太强，超过排气扇风力太多，后者就
无法抽出足够多的脏空气。粉尘和化学品将在无尘室聚积。

•	 清洁和过滤空气。将充满粉尘和化学品的脏空气抽出、洗涤和过滤。清
洁后，将近70％的空气会被送回无尘室。如果不监测、更换洗涤器和过
滤器，它们可能无法清除所有化学品。

•	 控制温度和湿度。空调能使无尘室保持凉爽干燥，从而减少烟雾和蒸
气的生成，另外还能降低化学品的易燃性。但也应注意温度不要太低。
（参见“第15章：热和冷”。）

HVAC系统需要仔细监测和维护，否则工人呼吸的循环空气中就可能充

满有害化学品。

洗涤器用水和

溶剂清洁空气

来自外部

的新鲜空

气

大部分空气会回

收到无尘室

回收空气和

新鲜空气经

过过滤器进

入无尘室

脏的洗涤液

流出

无尘室

无尘室HVAC系统

抽风机将

脏空气抽

出无尘室

干净的洗

涤液注入

除湿器减少空气

中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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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通风

局部通风安装在工位旁边，可以将工作中产生的大部分化学蒸气、粉尘、
蒸汽和热量立即吸走，以免它们进入工人呼吸的空气。

局部通风有时被称为抽风机、排风口或局部排气通风。局部通风不能取代
整体通风——为了保护工人，这两种系统都必须开启。

以下工作需要局部通风：

•	 研磨、锯切和打磨——因为它们会产生大量粉尘和碎屑。有很多粉尘的
工作台应用真空吸尘器、湿布或湿海绵仔细清理，以防粉尘扩散。

•	 上胶、焊接和局部清洁——因为所用化学品会释放蒸气。

•	 涉及喷雾或喷涂的工作——因为喷出物会在空气中迅速扩散，并且可能
对肺部有害。

•	 使用或生产有可能燃烧或爆炸的化学品或粉尘。

有些工序应在完全封闭的机器内进行，以防对健康非常有害的化学品或
粉尘进入空气。维修人员在打开和修理这些机器时必须特别小心，以免摄入化
学品（参见“封闭式机器”一节（169页））。

热蒸汽

局部抽

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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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通风的种类

罩式抽风机安装在工位上方或旁边。如果罩子
靠近工位，就能抽走更多热空气和脏空气；如果离得
太远，部分烟雾可能就会进入工人呼吸的空气。风
扇、走过的人和打开的门窗，都会改变气流方向。本
章活动“追踪气流！”会让你对此有更多认识。

局部抽风口安装在距离工作非常近的位置，
或是安装在工具上。通风口应在工人对侧，这样
脏空气就会被抽离工人面部，而不是流向面部。

局部排气箱通过在工人和工作
之间设置屏障来保护工人，通风装置
会把箱内大部分粉尘或烟雾抽走。工
人需要佩戴相应的手套来保护双手	
（参见“手套”一节（262-265页））。

所有局部通风系统都需要定期清洁和维护。定期检查并更换过滤器、风
扇、电机、传动带和仪表。如果过滤器或通风管道被污垢堵塞，反而会令更多
粉尘或化学品进入工人呼吸的空气。清洁或处理过滤器时应注意安全。

如果局部通风失效，或效果不足以抽走工作台上所有的粉尘和化学品，那
么后者将被工人吸入。因此，应要求老板修理通风设备；修好之前应佩戴口罩
和手套，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参见“第18章：个人防护装备”）

粉尘和烟雾
通过这里被
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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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检查局部通风

烟雾测试是一种简单的检查方法，可以看出进出工作区域的新鲜空气和脏
空气的流向、流量和强度。发烟器有很多种。有些会产生大量烟雾，因此可能
危害你的健康；有些则像火柴一样小，产生烟雾较少，因此比较安全。可以用烟
雾瓶、烟雾笔，粉扑和烟雾火柴来进行烟雾测试。（如果通风管道内装有烟雾
探测器，则无法进行烟雾测试。）

如果没有以上物品，可以用其他能产生足够烟雾的东西来代替。不要在易
燃易爆的化学品、粉尘或工序周围使用火。另一种检查空气如何流动的方法，
是将纸条粘到不会弯曲的小棍上，然后将其靠近抽风口。

1. 可以用香、香烟和雪茄来制造烟雾，或是用燃烧缓慢且产生大量烟雾的
树叶（比如鼠尾草）或纸张。如果工作涉及易燃易爆的化学品或工艺，请
勿使用任何燃烧物；可以用带有小喷嘴的瓶子喷洒婴儿爽身粉做替代，
喷出的粉末会像烟雾一样悬浮在空气中。	

2. 打开距离工作台最近的抽风机。

3. 像工作时一样站在或坐在工作台
旁边。

4. 制造烟雾。观察烟雾飘向哪里？
如何飘动？有人经过或挡住抽风
口时烟雾有何变化？

5. 如果烟雾直接被吸入抽风口，且
全部吸入，说明抽风机工作良好。	

6. 如果烟雾飘向你的脸、其他工作台或其他方向，则说明有问题。也许是进
气不足，也许是周围的运动影响了烟雾方向，或者可能是抽风口风力不够
大。让你的同事也做同样的测试。

7. 如果所有抽风口都吸不进烟雾，你和工友就应该去找老板，要求他找专业
人员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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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画一张工厂通风地图

如果你在大型工厂或无尘室工作，制作一张工作区域地图或许有用。

•	 空气从哪里来？画出每一处空气来源，即
使是“开门瞬间进来”也不漏下。每个来
源进来多少空气？进来的是外部新鲜空
气还是来自工厂其他部分的空气？

•	 空气到哪里去？它在工厂内如何移动？空
气很难追踪。但试着画出进入的空气之
后会去哪里。标出风扇位置和它们吹动
空气的方向。制造稳定的烟雾或粉末流，
然后按照“如何检查局部通风”一节的描述，查看厂内空气如何流动。

•	 抽出空气的通风口或抽气口在哪里？在一些工厂中，门窗可能是空气流
出工厂的唯一途径。

•	 生病的工人在哪些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可能通风不良。（参加“糟糕的
通风让你生病”一节。）

活动 追踪气流！

这一区域的天花

板上有一个排风

口。

这部机器前面的风扇

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些窗户白天并

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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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东西阻碍空气进出通
风口？

通风口灰尘多么？

能否看到或闻到粉尘或化学
品？

工厂外是否有东西阻碍空气
进出？

通风系统是否始终运转，还
是有时候会停下？

风扇和抽风机风力是否足够
强大？

活动 追踪气流！

2. 检查工厂的通风系统

向维修人员寻求帮助。他们会告诉你
有关通风系统的信息或拍照给你（也可能
让你自己拍照）。要理解通风不良也会伤害
他们的健康，让他们知道你不会把任何问
题的责任怪在他们头上。

3. 查看通风系统维护情况

风扇、抽风机和通风口会变脏和损
坏。良好的通风管理，需要包括清洁和检
查，并及时更换故障或破损的风扇、通风口
和抽风机。

•	 是否有人清洁它们？询问维修人员
是否知道谁负责清洁，以及
多久清洁一次。过滤器也可
能需要清洗或更换，是否有
记录显示最后一次这样做是
什么时候？另外也应
询问是用什么来清
洁。

•	 谁负责检查？多久检
查一次？

•	 如果零部件损坏，多
久可以得到更换？

我一年前就告诉老板

通风口坏了！要不是审

核员下周会来，他现在

都不会让我换。

我们邀请工厂安
全委员会和老板
一起开个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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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呼吸健康空气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公约》（第148号）
指出，雇主有责任做到以下几点：

•	 在工作场所设计并安装减少空气污染的系统。
•	 改变生产方式，以减少空气污染。
•	 如果无法消除所有空气污染，应提供并维护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装备
对工人合适。

•	 为工人提供入职体检，之后定期提供免费体检。
•	 如果体检发现某项工作对工人健康有害，应为其安排合适的替代岗
位。

该公约还写明工人应享有以下权利：

•	 接受关于空气污染和相关防护的培训和信息。
•	 接受体检。
•	 提出改善通风的建议且不会受到责罚。
•	 可以向政府官员举报造成空气污染的工序、材料、机器和设备，并期
望前者鼓励雇主进行修理、改进或替换。

•	 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工人健康建议书》（第97号）指出，雇主应该确
保以下几点：

•	 	工人可以呼吸到安全和充足的空气。
•	 工作场所的气温和湿度舒适。
•	 频繁检测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工作区域。

关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促进工人权利方面的作
用，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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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通风会改善所有人的健康

如果空气中不含化学品和粉尘，健康受益的不仅是工人。工人的家庭、社
区，甚至工厂管理层，都会从中受益。

有些对通风系统的改善，很容易实现并维持。还有一些则需要一定花费。
你也可以想出一些可能不需要老板参与就能改善通风的办法。

成立工人通风委员会

邀请同事一起成立关注通风问题的工人小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小
组，因为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受益于更好的通风。

还有谁没有
发言？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通风 257

老板给了我们口罩，他
说：“现在你们得到防护

了。”但他拒绝改善通风，
直到我们向从他那里购

买产品的公司投诉。

通过访问、检查和制图活动，发现工厂的通风问题（参见“第3章：组织起
来，改善工人健康”）。与所有工人分享收集到的任何信息。

向了解通风系统的人士寻求支持，例如维修工人、通风设备安装人员、卫
生工作者、职安健专业人士等。

与你的同事、主管和老板接触。通风问题需要不断得到关注。争取到抽风
机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
如果不定期检查和清洁，它就
不能保护你的健康。不断要求
对通风系统进行监测、测试、
维护和清洁，并要求每一步都
应有工人参与。

在组织工人争取更大改变的同时，想想其他改善通风的办法。例如，在要
求老板安装抽风机的同时，通过移动工作台来改善气流。在讨论要做什么改变
时，应确保所有工人都参与进来。

与工会、工人中心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交流，了解他人是如何争取到更好
的通风（哪些方式有效或无效），也可以请他们帮忙查看你收集的信息，并询问
如何改善工作场所的建议。

与政府官员接触，了解本国有关通风的法律，并研究如何推动执法。如果
现行法律薄弱或完全由公司自行制定通风规定，可向法律援助机构寻求帮助，
了解如何影响或修改法律。	 也可以查阅国际公约或与你工厂相关品牌的“行
为准则”，从中寻找支持条款（参见附录A：争取体面、健康、公平工作的法律和
斗争）。

与社区中反对空气污染的组织交流。来自工厂的污染空气会影响工厂内
外所有人的健康。	参加减少和防止空气污染的行动，向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他
们对工厂通风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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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凉爽的工厂

位于萨尔瓦多的海天工厂在中午时会非常炎热。管理人员总是以“防
盗”为由锁住门窗，因此新鲜空气进不到车间。为彪马和阿迪达斯制造服
装的工人，汗水都流淌到了这些产品上。

但通风不是该厂唯一的问题。当工人聚在一起谈论需要改变的事情
时，他们才意识到有这么多问题！在几个工会、妇女团体“女性转型”和一
些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工人决定
要争取解决所有问题。

为了提出好的改善通风建
议，工人和专家、政府合作进行
了研究。政府官员来工厂测量
温度时也感到震惊，因为温度实
在太高了。该官员告诉老板，应
该打开门窗，安装抽气扇，并在
工厂内安装冷却风扇。现在，工
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已
经引起向该厂下订单的品牌的
关注。后者也向老板施压，要求实现这些改变。

几个月后，另一组织进行了检查。所有窗户都开着，但空气流通仍然
很糟。这是因为货架阻碍了厂内的空气流动。于是老板把货架搬到了其他
地方。

现在工人不会像以前那样出汗了，但许多人仍然有过敏和呼吸困难等
问题。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让老板为产生粉尘的机器安装局部抽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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