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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的防护作用

当作业人员头部受到坠落物的冲击时，利用安全帽帽壳、帽衬在瞬间先将冲

击力分解到头盖骨的整个面积上，然后利用安全帽各部位缓冲结构的弹性变形、

塑性变形和允许的结构破坏将大部分冲击力吸收，使最后作用到人员头部的冲击

力降低到 4900N 以下，从而起到保护作业人员的头部的作用。安全帽的帽壳材料

对安全帽整体抗击性能起重要的作用。

主要特点

透气性良好的轻型低危险安全帽；

通风好，轻质，为佩戴者提供全面的舒适性；

结构零件

帽壳：承受打击，使坠落物与人体隔开。

帽箍：使安全帽保持在头上一个确定的位置。

顶带：分散冲击力，保持帽壳的浮动，以便分散冲击力。

后箍：头箍的锁紧装置。

下颚带：辅助保持安全帽的状态和位置。

吸汗带：吸汗。

缓冲垫：发生冲击时，减少冲击力。

佩戴高度：反映了前额到头顶的高度差，大了干涉眼睛、耳朵及佩戴物。小了安

全帽的帽箍脱离额头部分。系紧部分形不成封闭，不能保证在头上具有一定状态

和位置。

垂直间距：反映了帽壳内部与头顶之间的间隙。太小则通风不畅，太大则帽壳重

心上升，导致安全帽在头上不稳定。

水平间距：在冲击存在侧向力时，提供缓冲空间。同时也是散热通道。

结构形式

1、帽壳顶部应加强。可以制成光顶或有筋结构。帽壳制成无沿，有沿或卷边。
2、塑料帽衬应制成有后箍的结构，能自由调节帽箍大小（分抽拉调节、按钮调
节、旋钮调节等）。

3、无后箍帽衬的下颏带制成“Y”型，有后箍的，允许制成单根。
4、接触头前额部的帽箍，要透气、吸汗。
5、帽箍周围的衬垫，可以制成条形，或块状，并留有空间使空气流通。
6、安全帽生产厂家必须严格按照 GB2811-2007 的国家标准进行生产。
7 、Y 类安全帽不允许侧压，因为 Y 类安全帽只是保护由上到下的直线冲击所
造成的伤害，不能防护由侧面带来的压力。

承压原理

安全帽能承受压力主要是用了三种原理：

1．缓冲减震作用：帽壳与帽衬之间有 25~50mm 的间隙，当物体打击安全帽时，
帽壳不因受力变形而直接影响到头顶部。

2．分散应力作用：帽壳为椭圆形或半球形，表面光滑，当物体坠落在帽壳上时，
物体不能停留立即滑落；而且帽壳受打击点的承受的力向周围传递，通过帽衬缓

冲减少的力可达 2/3 以上，其余的力经帽衬的整个面积传递给人的头盖骨，这样
就把着力点变成了着力面，从而避免了冲击力在帽壳上某点应力集中，减少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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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积受力。

3．生物力学：国标中规定安全帽必须能吸收 4900N。这是因为生物学试验，人
体颈椎在受力时最大的限值，超过此限值颈椎就会受到伤害，轻者引起瘫痪，重

者危及生命。

采购监督

1、安全帽的采购：企业必须购买有产品合格证和安全标志的产品，购入的产品
经验收后，方准使用。

2、安全帽不应贮存在：酸、碱、高温、日晒、潮湿等处所，更不可和硬物放在
一起。

3、安全帽的使用期：从产品制造完成之日计算。
植物枝条编织帽不超过两年。

塑料帽、纸胶帽不超过两年半。

玻璃钢 (维纶钢 )橡胶帽不超过三年半。
4、企业应根据《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 号）
的规定对到期的安全帽，要进行抽查测试，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以后每年抽验

一次，抽验不合格则该批安全帽即报废。

5、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到期的安全帽要监督并督促企业安全技术部门
检验， 合格后方可使用。

标志包装

1、每顶安全帽应有以下四顶永久性标志：
A. 制造厂名称、商标、型号；
B. 制造年、月；
C. 生产合格证和验证；
D. 生产许可证编号。
2、安全帽出厂装箱，应将每顶帽用纸或塑料薄膜做衬垫包好再放入纸箱内。装
入箱中的安全帽必须是成品。

3、箱上应注有产品名称、数量、重量、体积和其他注意事项等标记。
4、每箱安全帽均要附说明书。
5、安全帽上如标有“D"标记，是表示安全帽具有绝缘性。

种类划分

安全帽产品按用途分有一般作业类（Y 类）安全帽和特殊作业类（T 类）安全帽
两大类，其中 T 类中又分成五类：T1 类适用于有火源的作业场所；T2 类适用于
井下、隧道、地下工程、采伐等作业场所；T3 类适用于易燃易爆作业场所；T4
（绝缘）类适用于带电作业场所；T4（低温）类适用于低温作业场所。每种安全
帽都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能指标和适用范围，所以选用要根据所使用的行业和作业

环境选购相应的产品。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宜的品种。要根据所使用的行业和作业环境选

用安全帽。例如，建筑行业一般就选用 Y 类安全帽；在电力行业，因接触电网
和电器设备，应选用 T4（绝缘）类安全帽；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作业，应选择
T3 类安全帽。
安全帽颜色的选择随意性比较大，一般以浅色或醒目的颜色为宜，如白色、浅黄

色等，也可以按有关规定的要求选用，遵循安全心理学的原则选用，按部门区分

来选用，按作业场所和环境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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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说明

国家相关标准并没有在安全帽颜色使用做出指导性规范，各个行业、系统、企业

有不同的规范，举例说几种典型颜色使用规范：

建筑行业

酒红色：领导人员

红色：技术人员

白色：安全监督人员

蓝色：电工或监理人员

黄色： 其他施工人员

国电系统

白色：领导人员

蓝色：管理人员

黄色：施工人员

红色：外来人员

石油系统

白色：管理人员

黄色：安全监督人员

红色：操作人员

注：集团以外承包商所使用安全帽颜色，应不同于集团公司员工安全帽颜色，具

体颜色各企业自定。

应用领域

1、玻璃钢安全帽：主要用于冶金高温作业场所、油田钻井森林采伐、 供电线路 、

高层建筑施工以及寒冷地区施工。

2、聚碳酸酯塑料安全帽：主要用于油田钻井、森林采伐、供电线路 、建筑施工

等作业使用。

3、ABS 塑料安全帽：主要用于采矿、机械工业等冲击强度高的室内常温作业场
所佩带。

4、超高分子聚乙烯塑料安全帽：适用范围较广如冶金 化工、矿山、建筑、机械、

电力、交通运输、林业 和地质等作业的工种均可使用。

5、改性聚丙烯塑料安全帽：主要用于冶金、建筑、森林、电力 、矿山、井上、

交通运输等作业的工种。

6、胶布矿工安全帽：主要用于煤矿、井下、隧道、涵洞等场所的作业。佩带时，
不设下颚系带。

7、塑料矿工安全帽：产品性能除耐高温大于胶质矿工帽外，其他性能与胶质矿
工帽基本相同。

8、防寒安全帽：适用我国寒冷地区冬季野外和露天作业人员使用，如矿山开采、
地质钻探、 林业采伐、 建筑施工和港口装卸搬运等作用。

9、纸胶安全帽：适用于户外作业防太阳辐射、 风沙和雨淋。

10、竹编安全帽：主要用于冶金、建筑、林业、矿山、码头 、交通运输等作业

的工种。

11、其他编织安全帽：适用于南方炎热地区而无明火的作业场所使用。

规格要求

垂直间距：按规定条件测量，其值应在 25－50M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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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间距：按规定条件测量，其值应在 5－20MM 之间。
佩戴高度：按规定条件测量，其值应在 80－90MM 之间。
帽箍尺寸：分下列三个号码

小号：51－56CM
中号：57－60CM
大号：61－64CM
重量：一顶完整的安全帽，重量应尽可能减轻，不应超过 400G。
帽沿尺寸：最小 10MM，最大 35MM。帽沿倾斜度以 20°－60°为宜。
通气孔：安全帽两侧可设通气孔。

帽舌：最小 10MM，最大 55MM。
颜色：安全帽的颜色一般以浅色或醒目的颜色为宜，如白色、浅黄色等。

使用规范

一、电力建设施工现场上，工人们所佩戴的安全帽主要是为了保护头部不受到伤

害。它可以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保护人的头部不受伤害或降低头部伤害的程度。

(1)飞来或坠落下来的物体击向头部时；
(2)当作业人员从 2m 及以上的高处坠落下来时；
(3)当头部有可能触电时；
(4)在低矮的部位行走或作业，头部有可能碰撞到尖锐、坚硬的物体时。
二、安全帽的佩戴要符合标准，使用要符合规定。如果佩戴和使用不正确，就起

不到充分的防护作用。一般应注意下列事项：

(1)戴安全帽前应将帽后调整带按自己头型调整到适合的位置，然后将帽内弹性
带系牢。缓冲衬垫的松紧由带子调节，人的头顶和帽体内顶部的空间垂直距离一

般在 25～50mm 之间，至少不要小于 32mm 为好。这样才能保证当遭受到冲击时，
帽体有足够的空间可供缓冲，平时也有利于头和帽体间的通风。

(2)不要把安全帽歪戴，也不要把帽沿戴在脑后方。否则，会降低安全帽对于冲
击的防护作用。

(3)安全帽的下领带必须扣在颌下，并系牢，松紧要适度。这样不致于被大风吹
掉，或者是被其他障碍物碰掉，或者由于头的前后摆动，使安全帽脱落。

(4)安全帽体顶部除了在帽体内部安装了帽衬外，有的还开了小孔通风。但在使
用时不要为了透气而随便再行开孔。因为这样作将会便帽体的强度降低。

(5)由于安全帽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损坏。所以要定期检查，检查有没有龟裂、
下凹、裂痕和磨损等情况，发现异常现象要立即更换，不准再继续使用。任何受

过重击、有裂痕的安全帽，不论有无损坏现象，均应报废。

(6)严禁使用只有下颌带与帽壳连接的安全帽，也就是帽内无缓冲层的安全帽。
(7)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中，不得将安全帽脱下，搁置一旁，或当坐垫使用。
(8)由于安全帽大部分是使用高密度低压聚乙烯塑料制成，具有硬化和变蜕的性
质。所以不易长时间地在阳光下曝晒。

(9)新领的安全帽，首先检查是否有劳动部门允许生产的证明及产品合格证，再
看是否破损、薄厚不均，缓冲层及调整带和弹性带是否齐全有效。不符合规定要

求的立即调换。

(10)在现场室内作业也要戴安全帽，特别是在室内带电作业时，更要认真戴好安
全帽，因为安全帽不但可以防碰撞，而且还能起到绝缘作用。

(11)平时使用安全帽时应保持整洁，不能接触火源，不要任意涂刷油漆，不准当
凳子坐，防止丢失。如果丢失或损坏，必须立即补发或更换。无安全帽一律不准

进入施工现场。

使用过程注意问题

1、使用之前应检查安全帽的外观是否有裂纹、碰伤痕及、凸凹不平、磨损，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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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是否完整，帽衬的结构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安全帽上如存在影响其性能的明显

缺陷就及时报废，以免影响防护作用。

2、使用者不能随意在安全帽伤拆卸或添加附件，以免影响其原有的防护性能。
3、使用者不能随意调节帽衬的尺寸，这会直接影响安全帽的防护性能，落物冲
击一旦发生，安全帽会因佩戴不牢脱出或因冲击后触顶直接伤害佩戴者。

4、佩戴者在使用时一定要将安全帽戴正、戴牢，不能晃动，要系紧下颚带，调
节好后箍以防安全帽脱落。

5、不能私自在安全帽伤打孔，不要随意碰撞安全帽，不要将安全帽当板凳坐，
以免影响其强度。

6、经受过一次冲击或做过试验的安全帽应作废，不能再次使用。
7、安全帽不能在有酸、碱或化学试剂污染的环境中存放，不能放置在高温、日
晒或潮湿的场所中，以免其老化变质。

8、应注意在有效期内使用安全帽，植物枝条编织的安全帽有效期为 2 年，塑料
安全帽的有效期限为 2 年半，玻璃钢（包括维纶钢）和胶质安全帽的有效期限为
3 年半，超过有效期的安全帽应报废。

危险因素

根据《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划定及电力出产实际需要，电业出产职员进入出产检

验安装施工、变电站高压区 (室 )、基本建设工地、修造车间以及其它高空功课等
现场，都必需戴安全帽，这是保障出产职员人身安全的重要措施。但在现场使用

的不少安全帽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题目也不少，必需引起

正视。

1、安全帽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有的安全帽存在抗冲击、抗穿刺能力不强，帽箍吸汗、透气性差，采用金属材料

制做零部件等质量问题。在实际使用中应选用符合国标的、通过 ISO 质量体系认
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优质名牌产品。

2、安全帽当头盔、当凳子
这一现象在出产职员骑机动车去功课现场时比较普遍，由于进入出产现场须戴安

全帽，有人嫌去现场途中戴头盔时再携带安全帽比较 "麻烦 "，就将安全帽兼做头
盔使用。由于安全帽的主要功能是防止高空物体坠落击伤人的头部，而头盔是用

来防止骑车人受到撞击、摔跌而造成头部的伤害，两者的防护重点不同，功能也

就各有侧重，因此用安全帽替换头盔是不答应的。

出产现场有少数人，喜欢将安全帽当凳子坐，一不经意，就可能 "坐 "出违章、隐
患或事故。进入出产现场就得戴安全帽，随意摘下安全帽会构成违章行为，将其

当凳子使用，会划伤帽沿、帽顶，压损帽衬，造成安全帽损坏或使用寿命下降。

3、超周期使用

"不坏 "不换安全帽的正常使用期为 2.5 年，但现场安全帽超期使用相称普遍，有
的安监职员对此也熟视无睹。某单位有只安全帽用了近 10 年，由于外观比较 "
新 "，看上去没有 "坏 "，还在继承使用。实在安全帽即使不使用，时间长了也会
老化，如不及时更换，使用过程中一旦泛起险情，后果不堪设想。

4、存放不当
安全帽的合用温度为 -10 至 +50℃，应摆放在透风干燥处，并避免接触火（热）
源和侵蚀性物质，以免影响其正常使用的寿命。应尽量缩短安全帽的库存期，最

好随买随用；购置出厂时间不长的产品，以免因库存时间过长而影响实际有效使

用时间。

5、不能准确使用
主要题目有：无带（或有带不套紧在下巴下）、无芯、不按头型大小调节帽箍长

度、帽壳与帽衬划伤或破损后不及时按原规格更换等。



河北金泽电气有限公司

- 6 -

6、使用前缺少必要的检查
使用前应进行下列项目的例行检查：帽壳无损伤、无裂纹、无显著变形；帽衬无

破损；帽箍完好，与帽壳连接牢固；帽带无侵蚀、无伤痕；锁扣完整有效；遇有

严峻冲击后应立刻报废，切忌再用。

7、混戴造成治理混乱
有的工作职员将安全帽作为公共安全器具，想用时就随便拿上一只。这种混戴现

象造成治理混乱，时间一长，安全帽出厂日期等原始数据都丢失了，是否过时使

专心中无数，只能凭主观经验臆断，而且部门脏帽子大家都不愿意戴。因此应按

划定对安全帽进行同一编号，定编号、定使用职员，按工作性质分色配戴，并建

立相应的使用台账。

8、不能准确对待安全帽的近电报警功能
有的安全帽上装有近电报警器，在接近高压设备一定范围内时会发出报警信号。

装上报警器只是增加了一道把关措施，不能因此降低保证安全的验电等技术措施

的实施，由于在电压较低时 (如 380 V)报警器就可能不报警，更何况某些近电报
警器本身就不可靠。当然，如接近设备时近电报警器 (包括类似的近电报警腕表
等 )发出报警声，应视为设备有危险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