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标委发(2020) 12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医用防护

口罩技术要求〉等17项疫1郬肺勺

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部、药监局，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疫情防护用品需求不断增大。

为满足我国疫情防护用品对外贸易需求，助力我国对世界各国疫情

防控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紧急面向社会征集

当前疫情防控急需的国家标准外文版，经科学研判，决定下达《医

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等17项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

为展现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请各有关单位尽快做

好计划项目的组织翻译、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工作，加强与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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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协调，力争快速高效完成疫情急需国家标准外文版译制工作，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随报随批，加快报批，不断满足国内外疫

情防控标准急用需求。

附件：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等17项国家标准外文版计

划汇总表

国.... , 一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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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等17项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汇总表

序号
外文版项目计划 国家标准／计划

拟穗译国家标准中文名称
编号 编号

语种 主管部门 归口单位 翻译单位 完成周划

1 W20201241 GB 19083-2010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荚文
国家药品监督管 国家药品监督管 北京市医疗昙械

加快进程， 随报

理局 理局 检验所
隧批、 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2 W20201242 GB 19082-2009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荚文
国家药品监督管 国家药品监督管 北京市医疗器械

加快进程， 随报

理局 理局 检给所
闷批． 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3 W20201243 GBrr 38462-2020 纺织品隔离衣用非织造布 英文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 闷报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随批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4 W20201244 GB/f 38014-2019 
纺织品手术防护用非织造

荚文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闷报

布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沌批， 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5 W2020J245 GBff 32610-2016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 荚文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国产业用纺织

加快进程， 网报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品行业协会
闷批， 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6 W20201246 GB厅38413-2019
纺织品细颗粒物过滤性能

荚文
中囚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随报

试验方法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书限公司
随批，计划下达

后1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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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外文版项目计划 国家标准／计划

拟翻译国家标准中文名称 语种 主管部门 归口单位 翻译单位 完成周期
编号 编号

纺织品 织物透湿性试验方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随报

7 W20201247 GB/f 12704.1-2009 
法第 1 部分：吸湿法

英文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随批，计划下达
后 10 天内

纺织品燃烧性能垂直方向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随报

8 W20201248 GB/f 5455-2014 损毁长度、 阴燃和续燃时间 荚文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随批， 计划下达
的测定 后 10 天内

纺织品静电性能的评定笫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随报

GBff 12703.3-2009 荚文 随批，计划下达9 W20201249 
3 部分：电荷量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后 10 天内

纺织品抗乙醇水溶液性能 中国纺织工业联 全国纺织品标准 中纺标检验认证
加快进程，随报

10 W20201250 GB/f 24120-2009 
的测定

英文
合会 化技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

随批， 计划下达
后 10 天内

住房和城乡建设
全国暖通空调及

中国建筑科学研
加快进程，随报

11 W20201251 GB厅14295-2019 空气过滤器 荚文
部

净化设备标准化
究院有限公司

随批，计划下达
技术委员会 后 10 天内

住房和城乡建设
全国暖通空调及

中国建筑科学研
加快进程，随报

12 W2020J252 GB/f 34012-2017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荚文
部

净化设备标准化
究院有限公司

随批，计划下达
技术委员会 后 10 天内

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 中国石油和化学
全国橡胶与橡胶 中国化工株洲橡 加快进程，随报

13 W20201253 GB厅24787-2009
手套

英文
工业联合会

制品标准化技术 胶研究设计院有 随批，计划下达

委员会 限公司 后 10 天内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非
全国个体防护装

上海市安全生产 与国家标准同步
14 W20201254 20183369-Q-450 英文 应急管理部 备标准化技术委

煤矿山） 科学研究所 发布
员会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冶
全国个体防护装

上海市安全生产 与国家标准同步15 W20201255 20183368-Q-450 
金、 有色）

英文 应急管理部 备标准化技术委
科学研究所 发布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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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外文版项目计划 国家标准／计划

拟翻译国家标准中文名称 语种 主管部门 归口单位 翻译单位 完成周期
编号 编号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总
全国个体防护装

北京市劳动保护 与国家标准同步
16 W20201256 20173391-Q-450 

则）
英文 应急管理部 备标准化技术委

科学研究所 发布
员会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石
全国个体防护装

北京市劳动保护 与国家标准同步
17 W20201257 20183370-Q-450 

油、 化工、 天然气）
荚文 应急管理部 备标准化技术委

科学研究所 发布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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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标准技术司。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