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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作业的健康监护与中暑预防
河北省保定市职业病防治所    刘喜房    任保印

职 业 卫 生 Occupational  Health

文

中暑是高温环境下，机体体温调

节机能障碍或水盐代谢紊乱导致的疾

病。因高温作业引发的中暑，是我国

《职业病目录》( 卫法监发 [2002]108 号 )

规定的职业病之一。中暑的发生与周

围环境气温密切相关，当环境温度超

过 34℃时，尤其是伴有高气湿和热

辐射，更易发生中暑 ；中暑的发生还

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睡

眠不足、过度疲劳，以及个体健康状

况有关。

高温作业主要分为 3

类 ：一是高温、强热辐射

作业。常见于冶金工业的

炼焦、炼铁、炼钢、轧钢

等车间 ；机械制造工业的

铸造、锻造、热处理等车

间 ；陶瓷、玻璃、搪瓷、

砖瓦等工业的炉窑车间 ；

火力发电厂和轮船上的锅

炉房等。二是高温、高湿

作业。这类作业的气象特

点是气温、湿度均高，而

辐射强度不大，常见于相

对湿度常高达 90% 以上

的印染、纺织、造纸等行业。三是夏

季露天作业。常见于建筑工地、道路

施工、码头搬运及地质勘探、石油开

采等夏季露天作业。 

职业禁忌证与健康监护

1. 职业禁忌证

从事高温作业的工人不能有心脏

疾患。高温作业时，一方面心脏要向

高度扩张的皮肤血管网输送大量血

液，以便有效散热，又要向工作肌肉

输送足够的血液，以保证工作肌的活

动 ；另一方面由于出汗导致血液浓缩

而使人体血液总量减少，使得心脏必

须增加收缩次数才能满足散热和工作

需求，心脏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

久而久之可使心脏出现代偿性肥大。

在高温作用下，皮肤血管扩张及血管

紧张度降低，可使血压下降，高温与

重体力劳动又可使血压增高。 

患有明显胃肠疾病的人员不得从

事高温作业。高温作业时，消化液分

泌减少，消化酶和胃液酸度降低，胃

肠道收缩和蠕动减弱，唾液分泌也明

显减弱，上消化道血液减少，大量饮

水会使胃液稀释，这些因素会引起食

欲减退和消化不良，胃肠道疾患增多。

患有神经系统疾患的人员不宜

从事高温作业。在高温、热辐射环

境下劳动时，可出现中枢

神经系统抑制，注意力不

集中，反应迟钝，动作准

确率降低，致使工作能力

下降，并易发生事故。 

患有肾脏疾患的人员

不宜从事高温作业。高温

作业时，因大量出汗而经

肾脏排出的水盐大大减少，

长期在高温环境中工作，

若水盐供应不足，可使尿

液浓缩，增加肾脏负担。 

由上可知，凡患有严

重的肺脏疾病、心血管疾

病 ( 如活动性肺结核、心

脏病、贫血、二期和三期高血压等 )、

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胃及十二

指肠溃疡、慢性肾炎、糖尿病、大面

积皮肤疤痕、甲亢等职业禁忌证者，

不得安排从事高温作业。

2. 健康监护

凡是新参加高温作业的职工，在

就业前，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体检，

检查内容包括 ：①症状询问，重点询

问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

高温作业引发的中暑，

是我国规定的职业病之一。

为预防中暑，就要了解高

温作业的职业禁忌证，并

采取相应的防暑措施。一

旦发现中暑症状，还要及

时施以紧急救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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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如心悸、胸闷、恶心、呕吐、

腹痛、反酸、多饮、多尿、血尿、头痛、

眩晕等。如发现有职业禁忌证者，应

严禁参加高温作业。②体格检查，内

科常规检查，重点检查心血管系统。

③化验检查，应检查血常规、尿常规、

心电图、血糖。

在岗期间每年要进行一次职业性

健康检查，体检时间应安排在高温季

节来临之前，体检内容同就业前体检。

对体检中发现的职业禁忌证人员，要

调离高温作业岗位。

热适应与防暑措施

1. 热适应

在高温、热辐射，或高温、高湿

的反复作用下，人体在体温调节能

力、水盐代谢、心血管系统方面会

发生适应性变化，称为热适应。热

适应者在高温环境下劳动时，体温、

皮肤温度均较未适应者稳定，纵使

在很热的环境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

动， 体 温 升 高 也 较 少。 热 适 应 后，

对热的耐受力增强，这不但可提高

高温作业时的劳动能力，也可有效

地防止中暑和其他疾病。

热的自然适应是逐渐形成的，新

工人最好在炎热季节开始前参加高温

作业，此时车间的热辐射强度虽未改

变，但是气温较低，机体较易适应。

在自然气候条件下完成热适应所需的

平均时间为 2 周左右。热适应后其适

应能力能保持一段时间。离开热环境

1~2 周后，适应逐渐消失，发生脱适

应现象。各人脱适应速度不同，大部

分在 1 个月或 6 周内完全消失。为了

保持热适应，需经常接触热环境，每

周 1~2 次。人体热适应是有一定限度

的，如超出了适应能力的范围，仍可

引起正常生理功能紊乱。因此，绝不

能因为人体对高温有适应能力，而放

松防暑降温工作。

2. 防暑措施

抓好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及防暑培

训工作。企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的编

制与演练，可参照卫生部颁布的《关

于印发〈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的通知》( 卫生部卫应急发 [2007]229)

执行。凡属首次参加高温作业的职工，

在上岗前必须接受就业前防暑降温职

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高温对

健康的危害，正确的作业方法，在作

业时防止高温危害的措施，以及个人

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生中暑

时的急救措施和方法等。经培训教育

并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高温作业工

作。每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要组

织从事高温作业的工人进行 1 次防暑

知识培训与高温中暑应急预案的演练。

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并保障睡眠。

在气温较高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作息

时间，早晚工作，中午休息，尽可能

白天做“凉活”，晚间做“热活”，并

适当安排工间休息制度，预防疲劳。

集体住宿用房要选择树荫下或有高大

建筑遮荫的地方，并设置有前窗、后

窗、侧窗，以利于自然通风。每个房

间不超过 8 人居住，每间应配置一台

吊扇或能摇头的电风扇，有条件的配

备空调，并每人应配备一幅蚊帐。

安 排 保 健 医 生 进 行 巡 回 医 疗。

高温作业环境多的企业应安排保健

医生深入车间进行巡回医疗和防治

观察，对于曾中暑的工人尤应注意。

如发现有轻症中暑症状，应立即使

之到凉爽地方休息，并进行急救治

疗和必要的处理。

供给合理的饮料及营养。对高温

作业和夏季露天作业者，应供给足够

的合乎卫生要求的饮料、含盐饮料 ( 包

括盐汽水、茶水 ) 中药等，其含盐浓

度为 0.1％ ~0.3％ ；有条件的单位可

要求水温达到 10℃左右。工作用餐

要保证蛋白质、热量和维生素的供应，

尽可能的变换饮食花样，增加食欲，

避免食入太油腻食品。

注意个人防护。对辐射强度较大

的高温作业工人，应供给耐燃、坚

固、导热系数较小的白色工作服，其

他高温作业可根据实际需要供给工人

手套、鞋、靴罩、护腿、围裙、眼镜

和隔热面罩等，并加强对防护服装的

清洗、修补和管理工作 ；夏季露天作

业工人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及白色

宽松工作服。

中暑主要症状与紧急救护

1. 中暑的主要症状

先兆中暑。高温环境下出现大汗、

口渴、无力、头晕、眼花、耳鸣、恶

心、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四肢发麻

等，体温不超过 38℃。

轻度中暑。症状加重，体温在

38℃以上，面色潮红或苍白，大汗，皮

肤湿冷，脉搏细弱，心率快，血压下降

等，有呼吸及循环衰竭的症状及体症。

重度中暑。具体表现为 ：一是中

暑高热，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调，散

热困难，体内积热过多所致。开始有

先兆中暑症状，以后出现头痛、不安、

嗜睡、甚至昏迷，面色潮红、皮肤干热、

血压下降、呼吸急促、心率快，体温

在 40℃以上。二是中暑衰竭，由于

大量出汗发生水及盐类丢失引起血容

量不足，表现为面色苍白、皮肤湿冷、

脉搏细弱、血压降低、呼吸快而浅、

神志不清、腋温低，肛温在 38.5℃左

右。三是中暑痉挛，大量出汗后只饮

入大量的水，而未补充食盐，导致血

液中钠及钾离子降低，患者口渴、尿

少，肌肉痉挛及疼痛，体温正常。四

是日射病，因过强阳光照射头部，引

起颅内温度升高 ( 可达 41℃ ~42℃ )，

出现脑及脑膜水肿、充血，故发生剧

烈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耳鸣、

眼花、烦躁不安、意识障碍，严重者

发生抽搐昏迷。

2. 紧急救护

先兆中暑或轻症中暑患者的救

护，首先应迅速将其移离高温场所，

放置荫凉处休息或平卧，松解衣扣。

如果患者清醒，无恶心、呕吐，应补

充含盐份的饮料，如有头晕、恶心、

呕吐或腹泻者，可服用藿香正气水（或

胶囊）。对于重度中暑出现昏倒或痉

挛的患者，应尽快召唤救护车送医院

治疗，在等候救援期间，可用洒水、

冷敷等办法降温。  编辑   边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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