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关于发布《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的通知 
  

为加强工业企业职工的听力保护工作，有效地预防、控制和逐步消除工作噪声对职工健康的影

响，促进工业企业加强自身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部在原劳动部下达的《工业

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定》起草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委托国家经贸委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和北京医

科大学起草了《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并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现予以发布。请结合本

行业、本企业的特点，认真贯彻实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和监督指导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99年 12月 24日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在强噪声环境中作业职工的听力，降低职业性噪声聋发病率，根据《劳动法》

及职业病防治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噪声作业场所职工的听力保护。凡有

职工每工作日 8 小时暴露于等效声级大于等于 85 分贝（以下简称“LAeq，8≥85dB”）的企业，都

应当执行本规范。 

   第三条 企业应根据本规范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职工听力保护计划．并指定接

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负责组织和实施。 
 

第二章 听力保护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第四条 本规范所称听力保护包括噪声监测、听力测试与评定、工程控制措施、护耳器的要求

及使用、职工培训以及记录保存等方面内容。 

   第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噪声监测．确定本企业暴露于 LAeq，8≥85dB的职工人群。监测结果应

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职工。 

   第六条 对于暴露于 LAeq，8≥85dB的职工，应当进行基础听力测定和定期跟踪听力测定，评

定职工是否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HSTS）。当跟踪听力测定相对于基础听力测定．在任一耳的 3000、

4000和 6000Hz频率上的平均听阈改变等于或大于 10dB时，确定为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对于发

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职工，企业必须采取听力保护措施，防止听力进一步下降。 

   第七条 职工暴露于作业场所 LAeq，8≥90dB的，应当优先考虑采用工程措施，降低作业场所

噪声。噪声控制设备必须经常维修保养，确保噪声控制效果。 

   第八条 职工暴露于 LAeq，8≥85dB 的，应当配备具有足够 声衰减值、佩戴舒适的护耳器，

并定期进行听力保护培训、检查护耳器使用和维护情况，确保听力保护效果。 

   第九条 企业应当建立听力保护档案，按规定记录、分析和保存噪声暴露监测数据和听力测试

资料。 

                                  第三章 噪声监测 
   第十条 企业应当每年对作业场所噪声及职工噪声暴露情况至少进行一次监测。在作业场所噪

声水平可能发生改变时，应当及时监测变化情况。 

   第十一条 测量稳态噪声，可使用声级计 A网络“慢挡”时间特性，并取 5秒内的平均读数为

等效连续声级。声级计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和测量方法》（GB3785）中规

定的 2型以上的声级计。 

   第十二条 测量非稳态噪声，应当使用 2 型以上的积分声级计或个人噪声暴露计(剂量计)。测

量仪器应符合国家标准《积分平均声级计》（GB／T17181）或者国家标准《个人声暴露计技术要求》

（GB／T15952）的规定。 

   第十三条 测量点应当选在职工作业点的人头位置．职工无需在场。如职工需在场或在周围走

动，测量点高度应参照人耳高度，距外耳道水平距离约 0.1米。 

  第十四条 测量技术细节及记录报告的填写可参照国际标准《声学——在作业环境中测量与评



价噪声暴露指南》（IS0 9612）及有关国家标准。 

   第十五条 噪声测量仪器应当按规定定期接受法定部门检定．噪声监测人员应当受过有关专业

培训。 

                                        第四章 听力测试与评定 
第十六条 首次在 LAeq，8≥85dB场所中从事工作的职工，应当在 3个月内接受听力测试，得

出的听力图称为基础听力图。本规范发布之前已在 LAeq，8≥85dB场所中工作而又未做过基础听力

检查的职工，应当在本规范发布之日起一年内补做基础听力测定。 

   第十七条 暴露于 85dB≤LAeq，8＜100dB 噪声作业场所的职工，应当每两年进行一次跟踪听

力测定；暴露于 LAeq，8≥100dB 的．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跟踪听力测定。跟踪听力图与基础听力图

进行对比，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并按《声学—耳科正常人的气导阈与年龄和性别的关系》（GB 7582）

的规定进行修正以后，作为评定职工是否发生因职业性噪声危害引起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依据。 

   第十八条 对于已发生高频标准听阈偏移的职工，应当在 14 天内以书面形式将测试结果通知

本人，并采取相应听力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听力测试所使用的听力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听力计第一部分：纯音听力计》（GB

／T 7341．1）的要求；听力计的校准和测听室环境噪声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声学——耳科正常人

的气导听阈测定——听力保护》（GB7583）的规定。听力测试人员应当受过有关专业培训。 

   第二十条 进行听力测试之前 14 小时内，被测职工不得暴露于噪声作业场所和其他非职业噪

声环境。 

   第二十一条 听力测试应当采用纯音气导法。测试频率至少应当包括 500、1000、2000、3000、

4000和 6000Hz。 

                                                                        第五章      工程控制 
   第二十二条 工程措施包括设置隔声监控室、对强噪声机组安装隔声罩、作业场所的吸声处理

以及在声源或声通路上装配消声器和对设备的隔振处理等。在管理上应当特别注意选用低噪声设

备、零部件和新工艺流程，替代旧的强噪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工艺。 

   第二十三条 在采取工程控制措施之前，应当首先识别主要噪声源及其特性，以便提高控制效

率，降低工程费用。 

   第二十四条 对于存在强噪声设备而职工无需长时间在该设备旁工作的场所，应当设置隔声监

控室；职工需长时间在强噪声设备旁工作且混响声较强的作业场所，应当尽可能采取吸声降噪措施，

使该场所的平均吸声系数高于 0.3；对于噪声源数量少且比较集中，易于处埋的场所，应当优先考

虑采取声源隔离措施降低噪声。企业进行噪声控制设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计规范》（GBJ87）和国际标准《声学—低噪声工作场所设计推荐实践》（ISO11690）的规定。 

                                        第六章 护耳器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提供三种以上护耳器（包括不同类型不向型号的耳塞或耳罩），供暴露

于 LAeq，8≥85dB作业场所的职工选用。 

   第二十六条 职工佩戴护耳器后，其实际接受的等效声级应当保持在 85dB以下。 

   第二十七条 护耳器现场使用实际声衰减值，按以下方法计算：将护耳器声衰减量的试验室测

试值或者厂家标称值，换算为国家标准《佩戴护耳器时有效 A 计权声级的评价》（ISO4869—2）所

定义的护耳器单值噪声降低数（SNR），再乘以 0.6。护耳器单值噪声降低数可按该 ISO佩戴护耳器

时有效 A计权声级的评价标准或者有关国家标准进行计算。 

                                       第七章 听力保护培训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每年对暴露于 LAeq，8≥85dB作业场所的职工进行听力保护培训。 

   第二十九条 听力保护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噪声对健康的危害； 

   （二）听力测试的目的和程序； 

   （三）本企业噪声实际情况及噪声危害控制的一般方法； 

   （四）使用护耳器的目的，各类型护耳器的优缺点、声衰减值和如何选用、佩戴、保管和更换



等。 

   第三十条 作业场所、生产设备或者防护设备改变时，培训内容应当相应更新。 

                                      第八章 记录保存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妥善保存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职工噪声暴露测量、职工听力测试和护耳

器使用及管理记录。 

   第三十二条 职工听力测试记录应当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一）职工姓名和工种； 

   （二）测听日期和地点，测听前脱离噪声环境的时间； 

   （三）测试者姓名： 

   （四）最近一次听力计声学校准数据及检定日期； 

   （五）测听室环境噪声级数据； 

   （六）测试结果。 

   第三十三条 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职工噪声暴露测量等情况应当定期向职工公布；应职工要求，

个人听力保护记录应当随时提供本人查阅。 

   第三十四条 职工调至另一个企业如果继续从事暴露于噪声的作业，原企业应将所有有关记录

转移到新单位。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本规范所引用的标准为当时有效版本，执行本规范时应当注意选择使用相应标准

的最新版本。 

 

 

 

 

关于〈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实施的几个问题  

            吴卫彬  国家经贸委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顾问）     姚  红  3M中国有限公司   

     2000年 7月 5日至 8日，由卫生部法制监督司委托全国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心举办的《工

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以下简称《规范》）首期培训班在京召开。培训班邀请了国内从事听

力保护、噪声控制与检测方面的专家前来授课，内容涉及《规范》贯彻实施的各个方面听力保

护概论、噪声测量、听力测定与职业性耳聋诊断、噪声工程控制技术与护耳器、《规范》讲解、企

业听力保护计划制订与实施、《规范》执法监督和听力保护培训，内容丰富、实用，讨论热烈，在

短短 3天时间里，使学员对《规范》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澄清了许多疑问，对下一步工作有了信心。 

    参加本期培训班的 60余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职防所、防疫站、劳卫所

及企业，代表着《规范》落实的各方面力量，所提出的问题代表着《规范》实施中将要遇到的一些

情况，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现汇总如下，供读者参考。   

 1.       问：《规范》将企业中每日8小时噪声等效 A声级暴露大于等于85dB(A) （LAeq，8≥85dB(A)）

的职工纳入听力保护范围，是否和《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简称《设计规范》（GBJ87－

85）第 20.1条规定的工业企业厂区各类地点噪声标准中对生产车间及作业场所规定的噪声限制值

90dB相矛盾？  

答：不矛盾。  

《设计规范》提到的噪声限值 90dB 是指噪声控制(工程控制)设计的限值标准，而《规范》中

提到的 85dB 是指听力保护，也就是健康保护的标准要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职业噪

声暴露限值标准还未出台，而《规范》中规定的 LAeq，8<85dB(A)可视为职业暴露标准要求。  



2.       问：《规范》规定工人的 LAeq，8<85dB(A)，是不是一定要把作业场所的噪声降到 85 dB(A)以

下？  

答：不是。  

    有不少作业场所噪声，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技术角度，暂都无法降到低于 85dB(A)的水平，所以

《规范》规定的是将工人 8小时实际接触水平降到 85dB(A)以下，可通过佩带护耳器实现，只要作

业场所噪声测定值在减去护耳器标定的声衰减乘 0.6后，剩下的噪声水平低于 85dB(A)即可。  

3.       问：是不是只要给工人配发了适用的护耳器，工人就可不测听力了？  

答：不是。  

    给工人配发护耳器只说明企业为保护工人听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并不意味着工人的听

力已经得到了保护，必须靠定期的听力测定来核查其有效性。《规范》规定，企业应对接触 LAeq，

8≥85dB(A)而<100dB(A)的职工至少每两年检测一次听力，对 LAeq，8≥100dB(A)的职工至少每年检测一

次听力，这些噪声限值都是作业场所实际测定的值，而非工人带上护耳器后接触的噪声值。  

4.       问：既然可以选择使用护耳器，为什么《规范》还要提出，对职工暴露于 LAeq，8≥90dB(A)的
生产场所， 应首先考虑采用工程措施？  

答：工程控制措施，尤其降低噪声声源声级的措施，往往可以从声源上控制噪声，有可能从根本上

消除噪声危害，是主动的控制措施，而护耳器降噪是被动的，是有限度的，如果环境噪声很高，即

使使用护耳器也有可能无法达到《规范》的要求，所以，对于 LAeq，8≥90dB(A)，尤其是>100dB(A)的

生产场所，应当首先考虑工程措施，使下一步护耳器的选择有较大的余地。  

5.       问：企业制订与实施听力保护计划是不是由安全科（处）主管就够了？  

答：不是。  

    《规范》虽未明确规定企业内部应由谁来主管听力保护计划，但实施中必须指定企业最高领导

层中的一员，通常是主管安全卫生的厂长或经理主管负责，只有这样，卫生执法监督部门才相信，

企业的听力保护计划是有可能取得企业内部资金、人力和物力上保障的，是有可能有效的。  

6.       问：如果经测定，企业所有作业场所噪声 LAeq，8<85dB(A)，是不是《规范》就管 不着这个企

业了？  

答：不是。  

    《规范》规定所有存在噪声危害的企业都必须每年测定一次噪声，若当年噪声达标，可不建立

听力保护计划，但如果以后的任何一年超标，就必须建立听力保护计划，保护职工听力。  

7.       问：目前企业在上报作业场所噪声达标情况时，以是否低于 85dB(A)为达标标志，若现场虽

超标，但已建立听力保护计划，给工人佩带了适合的护耳器，按要求进行了培训，定期对职工听力

评定，这是否算达标？  

答：按照《规范》规定，这种情况在统计上报时应算达标，但必须对经听力评定查出有高频标准听

阈偏移 HSTS的职工提供特别防护。  

8.       问：是不是只要给工人配发了护耳器，职工的听力就得到了保护？  

答：不是。  

     向每日暴露于噪声 LAeq，8≥85dB(A)的职工提供护耳器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对使用护耳

器的职工进行护耳器选择、使用、维护，以及噪声危害和听力测定等知识的培训也是企业的义务。

经验证明，实施听力保护计划的成功关键之一是培训。没有培训，职工就无法深入了解噪声的危害，

无法自觉使用护耳器。培训必须定期进行，反复进行，帮助职工逐步加深认识。培训应面对面进行，

让每个有关的职工都参与，用不同的培训素材从各个角度讲解，如老工人谈经验的说服力最好。所

以《规范》对培训也做了详细规定。  

9.       问：工人觉得佩带护耳器不舒服，不愿意佩带护耳器怎么办？  

答：向职工提供培训，让他们了解《规范》，使他们认识到，企业向职工提供护耳器，制订听力保

护计划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执行企业制定的听力保护计划，坚持佩带护耳器也是职工的义

务，企业有权监督职工执行情况，并将职工不按规定佩带护耳器的情况做书面记录，这样做的另一



个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人听力发生损伤，这些书面记录可帮助澄清责任方。经验表明，只要坚持佩

带一周左右，工人即可适应。  

10.   问：企业在考虑进行噪声检测、听力测试以及噪声控制等问题时，感到存在技术及装备上的

困难，怎么办？  

答：可以在社会上寻求技术支持。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有实力、有资格的技术服务单位可提供噪声检

测服务、听力测试服务、噪声控制工程设计服务，以及有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