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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口罩 

若要以不同的语言或网页格式查看本文件，请访问：ph.lacounty.gov/masks 

有关本指南的最新版本，请登录以下网页查阅：ph.lacounty.gov/masks。 

在洛杉矶县，有些室内场所要求佩戴口罩，有些室内场所强烈建议佩戴口罩。请参阅《口罩佩戴规定和建

议》。

关键要点

• 要起到良好的防护效果，口罩应既能贴合面部，又有良好的过滤效果：

o 口罩贴合性好是指口罩能遮住你的嘴和鼻子，并紧贴面部两侧和鼻子周围的区域。

o 良好的过滤效果是指制作口罩的材料可以很有效地阻挡病毒进入。你可以通过佩戴由多层特定

材料制成的口罩来获得良好的过滤效果。

• 虽然所有的口罩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贴合面部的呼吸器（如 N95、KN95 和 KF94）能提供最好

的保护作用。

戴口罩如何能减缓 COVID-19 的传播速度 

COVID-19 的传播是通过感染者呼出含有病毒的飞沫和非常小的颗粒进行的。这些飞

沫和颗粒随后会被其他人吸入，或落在他们的眼睛、鼻子或嘴巴上。 

• 口罩能帮助防止 COVID-19 的传播。口罩通过阻挡你呼吸、咳嗽或打喷嚏时产

生的飞沫和颗粒来保护他人。而且，如果口罩的贴合性和过滤效果良好，它可

以保护你免于吸入他人传播的颗粒物。

• 呼吸器（即专门的过滤口罩，比如“N95、KN95和 KF94”口罩）可提供最高

水平的保护。它们的过滤效果很好，而且紧贴着你的面部，因此可以保护你免于吸入他人传播的颗粒

物。它们还会阻挡你呼吸、咳嗽或打喷嚏时呼出的飞沫和颗粒，从而保护他人。

选择口罩的重要步骤

了解哪些口罩能提供最好的 COVID-19 防护效果。 

• 如果你需要最佳的保护，则佩戴贴合面部的呼吸器。如果没有呼吸器，那么下一种最好的选择是佩戴

双层口罩（在医用口罩的外面佩戴一个贴合性好的布口罩）或者佩戴贴合面部的医用口罩。

了解哪些口罩能提供最好的 COVID-19 防护效果 

效果最好的口罩 效果更好的口罩 效果好的口罩 效果不好的口罩

贴合面部的呼吸

器，例如：

• N95
• KN95
• KF94

• 双层口罩（医用口罩，

布质口罩）

• 用固定架或打结和塞入

的方法使其贴合面部的

医用口罩

• 贴合面部的多层布

质口罩，其中包括

合成无纺材料层

（如熔喷聚丙

烯）。

• 未经贴合处理的医

用口罩

• 任何没有过滤芯

或合成无纺材料

层的布质口罩

• 头巾

• 脖颈套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ncorona2019/masks/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ncorona2019/masks/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ncorona2019/masks/RulesAndRecommendations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ncorona2019/masks/RulesAndRecommendations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how-covid-spre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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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符合以下特点的口罩：

1. 很好地贴合面部。它应该紧贴着你的鼻子和下巴，并在脸部的两侧或鼻子周围没有大

的间隙，而且

2. 过滤效果好，并且

3. 佩戴时感觉舒适。

请参阅 CDC的“口罩和呼吸器类型”以及加州公共卫生署(CDPH)的“最好地发挥口罩的作用”和“供儿童佩

戴的口罩：建议和资源”页面。

请参阅 CDC 的传单：“选择口罩的重要步骤”。

口罩类型 

呼吸器（例如 N95、KN95 和 KF94） 

呼吸器是专门设计用来过滤非常细小的颗粒（包括导致 COVID-19 的病毒）的口罩。呼吸器

有很多种。

• N95呼吸器是一次性呼吸器，旨在过滤空气中至少 95%的颗粒物。它受到 FDA（如果

用于医疗目的）和 CDC 的国家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所(NIOSH)的监管。经 NIOSH 批

准的呼吸器清单可以在“NIOSH 批准的微粒过滤面罩呼吸器”网页上找到。注意：

Cal/OSHA 要求佩戴 N95 的医疗保健工作人员进行“气密度测试”，以确定适当的 N95 型号、样式和

尺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DA N95 呼吸器。

• KN95 呼吸器与 N95 类似，但其制造符合中国标准。KN95 不受 NIOSH 监管。这种口罩几乎都有挂耳

绳，看起来像鸭嘴。请注意，在美国销售的 KN95中约有 60%是假的。如果你选择佩戴 KN95，我们建

议你佩戴经过国家个人防护技术实验室评估并被确定其最低“过滤效率”为 95%或更高的 KN95。
• KF94 呼吸器的制造符合韩国标准，且不受 NIOSH 监管。与 N95/KN95 相比，这种口罩有侧翼部分，

更像长方形的水平“船”形。它们通常有挂耳绳，适合更广泛的脸型和尺寸，并可以过滤空气中至少

94%的颗粒物。

贴合面部且能紧密包住你的脸的呼吸器，比布质口罩或医用口罩的保护效果更好。因为它们的过滤性更好且

贴合得更紧，而可能戴起来不太舒服。

• 在选择呼吸器时，要看它的贴合面部程度，并阅读制造商的说明。这些说明应包括如何佩戴、储存、

清洁或正确处理口罩的信息。

• 为了起到好的防护效果，呼吸器需要紧密贴合你的脸。请找到适合的尺寸、样式和型号。

o 绑带绕过头后部的呼吸器比耳挂式呼吸器有更好的密封性。

o 如果你有面部毛发，可能不太合适佩戴呼吸器。

o KN95 和 KF94 都有“儿童”型号和“特小”型号，是 2 岁及以上儿童的选择。

o 不同样式和尺寸的呼吸器适合不同的个人。你可能需要尝试好几种呼吸器，直到你找到一种密

封性好、佩戴舒适、不需要经常触摸和调整的呼吸器为止。

• 每次佩戴口罩时都要检查其密封性。欲了解如何佩戴、摘下和检查呼吸器的密封性，请参阅 NIOSH 的

说明。

• 如果你感到呼吸困难，请在佩戴呼吸器前请咨询医生。

• 请勿将 N95/KN95 口罩与另一个口罩同时佩戴（即不要佩戴双层口罩）。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types-of-masks.htm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et-the-Most-out-of-Masking.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Masks-for-Kids-Tips-and-Resource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Masks-for-Kids-Tips-and-Resources.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ownloads/communication/print-resources/Important-Steps-to-Choosing-Mask.pdf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topics/respirators/disp_part/default.html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8-129/pdfs/2018-129.pdf?id=10.26616/NIOSHPUB2018129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infection-control/n95-respirators-surgical-masks-and-face-masks#s3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respirators/testing/NonNIOSHresults.html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0-133/pdfs/2010-133.pdf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0-133/pdfs/2010-1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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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防假冒的呼吸器，因为它们可能不能提供承诺的保护效果。真的呼吸器上印有特定的标记，请参阅

相应的 N95 标记和 KN95 标记。 
o NIOSH关于销售假冒产品网站的警示迹象和假冒标准或批准标记的小贴士（包括有用的照片）。 
o CDC 的“计划从其他国家购买呼吸器时应考虑的因素”。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CDC“呼吸器”。 

——————————————————————————————————————————————— 

医用口罩 

也称为外科手术口罩、医疗程序口罩、一次性程序口罩或牙科口罩。此类口罩包括各种宽

松非贴合面部的一次性口罩。 

• 寻找一种带有鼻线且至少由三层无纺或纺粘布和熔喷织物制成的口罩，此类织物通

常由聚丙烯制成。 

• 通过将口罩的挂耳绳打结并将其塞进口罩侧边（详见视频）或使用口罩固定架来提

高口罩的贴合度。 
• 在医用口罩外面佩戴贴合度好的布质口罩，可以提高口罩的面部贴合度和过滤能力（请参见佩戴双层

口罩）。 
• 医用口罩应该是防液体的。 

o 小贴士：在口罩的正面滴一滴水，测试你的口罩。水不应该能渗入口罩。它应该在表面形成水

珠。 
• 请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佩戴、储存、清洁或妥善处理口罩。如果口罩湿了或脏了，切勿佩戴。 

 

注意：某些一次性口罩设计为并经过测试证明它们符合某些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的标准 F2100 或 F3502。最具防护性的口罩的颗粒过滤效率至少达到了 95%。请寻找经过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

测试的口罩。 

——————————————————————————————————————————————— 

布质口罩 

如果布质口罩（也称为可重复使用口罩）可以紧贴面部，并且其材质可以过滤掉细小颗粒，

那么口罩的效果就很好。 
为了得到更好的保护，可以在医用口罩的外面戴上一个布质口罩（请参阅佩戴双层口罩部

分）。 
• 好的布质口罩拥有以下特征： 

o 至少由三层材料制成。它们应该有至少两层紧密编织的织物，加一层或以上的无纺布材料。无

纺布层可以是口罩过滤芯或一种合成织物，例如熔喷聚丙烯。 
o 带有减少与鼻子之间间隙的金属鼻线。 
o 带有可调节长度的挂耳绳或环绕头部的绑带，以减少口罩与面部的间隙。 

• 没有这些特征的布口罩，比如双层棉质口罩、头巾和脖颈套的防护效果最差。 
• 布质口罩可清洗，并可重复使用。请一定要阅读口罩的清洁说明。有些布质口罩在机器洗涤或干燥后

会变得不太有效。 
注意：一些布质口罩设计为并经过测试证明它们有稳定的功效。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ASTM) 为防护面罩，包

括布质（“可重复使用”）口罩，制定了一个标准 (ASTM F3502)。被评定为符合 ASTM F3502 颗粒过滤 2 级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respirators/testing/NonNIOSHresults.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images/infographics/N95-Infographic-Mask-Labeling.jpg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ppe-strategy/international-respirator-purchase.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usernotices/AdditionalTips.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usernotices/AdditionalTips.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usernotices/counterfeitResp.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ppe-strategy/international-respirator-purchas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types-of-masks.html#respirato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TAZDsNBe0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acd/ncorona2019/masks/#double-ma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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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罩比 1级口罩能提供更好的保护作用。最具防护性的口罩的颗粒过滤效率至少为 95%。如果你正在考虑

购买一个无 ASTM 评级的布质口罩，请购买经过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测试的口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的“防护面罩和工作场所性能/高性能口罩”网页公布了一些市售口罩的评级。 
 

如何改善口罩的贴合度和过滤效果 
 

• 佩戴有金属鼻线的口罩。 
• 使用口罩适配器或固定架——这些装置可戴在布质或外科口罩上面以减

少口罩边缘的漏气。 
• 将挂耳绳靠近口罩边缘打结，并将多余的材料塞好，以便不留缝隙。请

参考此打结和塞入视频。 

• 儿童应佩戴适合他们的较小的口罩。 

• 某些类型的面部毛发，比如胡须，会让戴口罩变得困难。有胡子的人可

以修剪胡子，使用口罩适配器或固定架，或佩戴双层口罩。 
 
检查你的口罩是否合适的小提示 

• 用你的双手罩在口罩的外边缘感觉是否有漏气来检查是否有空隙。确保没有空气从眼睛附近的区域或

从口罩的两侧流出。 

• 如果口罩的贴合度很好，你会感觉到温暖的气流从口罩的前部透出，并且可以看到口罩的材料随着每

次呼吸而起伏。 

• 如果你必须经常调整你的口罩，它就可能不合适。考虑尝试不同类型或大小的口罩。 
 

戴两个口罩或“佩戴双层口罩” 
“佩戴双层口罩”是指在医用口罩外戴一个贴合面部的布质口罩。这使医用

口罩更贴合面部，并增加了额外的保护层。 

重要提示： 

• 佩戴双层口罩时不能使用两个医用口罩，因为它们太松了。 
• 呼吸器不应与第二层口罩一起佩戴。这会干预口罩的贴合度。 
• 如果你尝试佩戴双层口罩或其他方法来提高口罩的贴合度，确保你仍然可以舒适地呼吸，并且视线没

有受到阻碍。请先在家里试验一下。 

请参阅 CDC 的“使用和保管口罩”以及“最大限度保证布质和医疗程序口罩的贴合度以提高防护性能并减少

SARS-CoV-2 的传播和接触（2021 年）”网页。 
 
哪些人群不应该戴口罩 

以下人群不应该佩戴口罩： 
• 2 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 2 至 8 岁的儿童可以在成人的监督下安全地佩戴口罩。 
• 无法安全佩戴口罩的人士，如失去知觉、丧失行为能力或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摘下口罩的人士。 
• 由当地、州或者联邦监管机构或工作场所安全指南认定戴口罩会对其造成风险的工作人员。 
• 任何被其医生告知不应佩戴口罩的人士。如果他们的工作涉及经常与他人接触，只要他们的年龄和健

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必须佩戴一种非限制性的替代品，如带有垂帘的防护面罩，并且垂帘在下巴以下

贴合身体（请查看 CDPH 防护面罩）。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
https://wwwn.cdc.gov/PPEInfo/RG/FaceCoverings
https://youtu.be/UANi8Cc71A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your-health/effective-masks.html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07e1.htm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07e1.htm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faceshield_handou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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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基础疾病 

大多数患有基础疾病（包括那些患有哮喘）的人士，除非医生不允许，可以戴口罩。戴口罩不会减少氧气供

应量，也不会造成二氧化碳的积聚。如果你或你照顾的人有基础疾病，并且你对戴口罩有顾虑，请和你的医

生交流。 

 

适用于有沟通困难或某些残障的人士的特殊注意事项 

透明口罩或带有透明塑料面板的口罩是供以下人群或与以下人群沟通的人士所使用的替代

性口罩： 
• 耳聋或重听的人士。 

• 学习阅读的儿童或学生。 

• 在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人士。 

• 残障人士。 

• 需要看到正确发出元音的恰当嘴型的人士。 
 

经 FDA 批准的透明口罩或具有透明面板的口罩可供使用。如果你使用这种类型的口罩，请确保你可以轻松呼

吸，且口罩内部不会积聚过多的水分。 
 
更多关于口罩和残障人士（包括耳聋或重听人士）的信息，请参阅 CDC 的关于口罩的特殊考虑部分。 
 
更多信息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加州口罩指南网站 

• CDC：“口罩和呼吸器的类型” 

• CDC：“口罩的使用和保管” 

• CDPH：“最好地发挥口罩的作用” 

• CDC/NIOSH：“呼吸保护信息的可靠来源”（关于呼吸器的信息） 

资源： 

• CDC/NIOSH：“防护面罩和工作场所性能/高性能口罩” 

• CDC：“改善医用口罩贴合度的说明视频（打结和塞入技巧）” 

• CDC/NIOSH：“如何戴上和摘下呼吸器”(PDF) 

• CDC/NIOSH：“使用者密封性检查”(PDF) 

• CDC/NIOSH：“气密性测试”(PDF) 

• CDC 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布质和医疗程序口罩的贴合度以提高防护性能并减少 SARS-CoV-2 的传

播和接触”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about-face-covering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types-of-mask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about-face-coverings.htm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et-the-Most-out-of-Masking.aspx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topics/respirators/disp_part/respsource.html
https://wwwn.cdc.gov/PPEInfo/RG/FaceCoverin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TAZDsNBe0%20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0-133/pdfs/2010-133.pdf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8-130/pdfs/2018-130.pdf
https://www.cdc.gov/niosh/docs/2018-129/pdfs/2018-129.pdf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07e1.htm?s_cid=mm7007e1_w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07e1.htm?s_cid=mm7007e1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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