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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灭火救援作业或是日常作业训练时,消防

战士都会穿着消防员灭火防护服,用以自身的安全防

护,主要是对消防战士的躯干、双臂和双腿进行有效保

护[1]。基于这样的功能要求,消防员灭火防护服应该

具备的特点有:(1)防护性:包括耐热性、隔热性、耐火

性、强韧性等,能够防止锐利物体的冲击、碰撞给人体

带来伤害,能够阻止化学物质伤害皮肤的性能,能够适

应外界环境变化。(2)作业效率:选用伸缩性能良好的

材料,让消防战士在进行救援作业时有活动余地。(3)
安全管理和部队统筹:让上下级之间行之有效,这样才

能以确保消防员灭火防护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按照GA10-2014的规定,消防员灭火防护服分

为消防员灭火指挥服(以下简称指挥服)和消防员灭火

防护服(以下简称防护服)两类。在进行灭火救援时,
消防员灭火指挥服是消防指挥员穿着的具有一定防护

功能的服装,由外围的指挥人员穿着;消防员灭火防护

服是消防战士穿着的,能够在穿着者进行近火作业时

防止热量对人体的侵害,是灭火作业时必须装备的最

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两种服装相似又不同,其功能

要求与结构设计在相似的基础上也有一定的区别。

1 防护服和指挥服

1.1 防护服

防护服款式为分体式,由防护上衣和防护裤子组

成,如图1所示,要求上衣和裤子的重叠部分不小于

200mm[2];反光标志带宽度不小于50mm,在360°方

位均可见;安装有救生拖拉带。其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防护服要求整体质量不大于3.5kg;针距密度无论

明线还是暗线,每3cm不得小于12针,包缝线每3cm
不得小于9针。

表1 防护服主要技术参数

项 目 技术参数

TPP值 ≥28.0

阻燃性能
经25次洗涤:损毁长度≤100mm;续燃时间≤2s,
没有熔融、滴落现象

热稳定性能 热稳定性能试验后,经、纬向尺寸变化率≤10%

表面抗湿性能
外层材料洗涤5次,沾水等级≥3级(GB4745中的
要求)

撕破强力 外层材料经、纬向撕破强力≥100N

断裂强力
外层:经、纬向干态断裂强力≥650N;舒适层:经、纬
向干态断裂强力≥300N;救生拖拉带:经纬向干态
断裂强力≥7000N

耐静水压性能 洗涤25次,防水透气层材料的耐静水压≥50kPa
透湿率性能 防水透气层的透湿率≥5000g

接缝断裂强力 外层材料的接缝断裂强力≥650N
救生拖拉带 展开时间≤10s,拖动测试假人距离≥2.5m

1.2 指挥服

指挥服的上衣长较同号型防护服长140mm,下摆

衣兜为斜插兜,下摆后部设有开叉。其他结构与防护

服相同,如图2所示。

2 面料功能

如今市场上的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有两种复合系

统:一种是四层结构的,由防护层、防水透气层、隔热

层、舒适层四层织物结构复合而成;另一种是三层结构

的,就是将四层中的防水层和隔热层复合为防水隔热

层。三层结构的防护服较之四层结构更为轻便,但是

防护效果要稍微差一些,通常作为在短时间内进行激

烈救援作业时的冲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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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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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消防员灭火指挥服

2.1 防护层

复合系统的最外层称之为防护层,因为其直接与

火灾环境接触,所以又叫做阻燃层,多是由耐高温纤维

面料制作的。最开始的时候该层是由耐高温纤维面料

通过后整理加上阻燃涂层,以达到阻燃耐高温的效果。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厂家已经使用的

是阻燃纤维的耐高温面料了,只有少数为降低成本而

使用涂层面料。
防护服外层织物最常用的纤维为芳纶纤维,市场

占有率接近70%,不仅如此,芳纶纤维还有着持续增长

的趋势[3]。芳纶1313,也就是间位芳纶,最早于1967
年由美国杜邦公司推向市场,现在该合成耐高温纤维

已经是世界上消防服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材料。但芳

纶面料最大的缺点就是舒适性极差,目前通常采用的

处理办法是在其中混纺一些具有舒适性能的阻燃纤

维,这样能在不过分提高面料成本的条件下大幅提高

面料的服用性能,增强其舒适性。

2.2 防水透气层

防水透气层应该具有双重功能,一是阻挡外界的

水体进入人体,二是排除身体排汗产生的水蒸汽。Mi-
aoT等[4]为研究在闪火情况下各层及皮肤表面的温

度,通过简化的三维立体模型建立起单层和多层织物

模型。研究发现,在消防服复合体系的多层织物中最

有效的保护层是防水透气层。目前的防水透气层多是

采用“膜+阻燃基布/棉布组织”通过层压工艺复合而

成,常用的膜有PTFE(聚四氟乙烯)膜、PE膜等。

2.3 隔热层

在多层织物体系中,综合热防护性能离不开隔热

层的贡献,其主要功能是保温隔热,也就是说,要在保

持消防战士自身温度的同时,防止外在环境的高温对

其身体造成伤害。多采用耐高温纤维经过处理得到针

刺毡或水刺毡,最常见的是芳纶水刺毡。

2.4 舒适层

舒适层贴近人体,首先需要具备的就是舒适性,且
其穿着状态是进行高强度的消防救援作业,这不仅需

要集舒适性能和阻燃性能于一身,更要追求优于一般

服装的舒适性,以保证消防战士的工作效率。常用的

是阻燃棉和阻燃黏胶,也有用芳纶等纤维经过舒适性

处理后加以应用的。

3 结构工艺设计

消防服的结构设计多是从人体工效学的角度出

发,在日常服装特征的结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体测量

尺寸及最小功能尺寸、最佳功能尺寸等参数,通过计算

得出生理测量值,再对细节部位尺寸进行合理调整,从
而满足穿着的消防战士对防护性能和动作灵活度等方

面的需求[5]。崔琳琳对消防服的款式结构进行了详细

的分类总结及改进[6],不过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时
至今日,已经有许多更好的设计出现。

3.1 衣身结构设计

为了便于服装的通风,消防服的尺寸一般会偏大,
同时适当加大尺寸也有利于汗液的蒸发。通常情况

下,服装的宽松量包括人体软组织弹性及呼吸量所需

要的基本松量和满足人体运动所需要的宽松量。由于

消防服需要考虑其功能性,大多情况下面料会具有结

构紧凑、延展性小、手感较硬挺的特点,且因消防服装

为多层结构而导致消防服装不利于运动,需要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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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松量。但是较大宽松量的防护类服装容易使人行

动不便,从而会降低作业者的行动力和判断力,加重身

体生理上的新陈代谢负荷,引起不适感,甚至于增加伤

亡率。
袖窿越低,袖子与衣身的分离点就会越低,那么袖

窿过低就会导致侧缝线和袖下线的长度减小,会限制

手臂活动,致使服装的运动机能性和舒适性降低。袖

窿点适当抬高,可以在确保适当的腋下空间的前提下

使腋下长增加,就可以增加手臂的抬举范围,使手臂的

活动更加自如。因此采用适当的袖窿深,可以降低手

臂抬举活动的受限度,或者可以通过在腋下加入插片

的方法,使手臂的活动更加自如。

3.2 袖子结构设计

手臂的运动取决于肩关节,人体结构决定了前屈

的幅度大于后伸,这意味着服装的臂根后面比前面需

要更多的松量。再加上人体肘部自然状态下通常朝内

稍有弯曲,并且消防战士在灭火及救援作业时也都是

进行朝内屈曲的运动,当弯曲肘部时,长度将发生改

变。基于这些前提,对袖子的结构进行设计。采用两

片袖,在小袖上分割加入耐磨补强结构,在袖肘处做

省,这样可以较好地满足肘部运动要求。采用马蹄形

袖口,在袖口添加便于调节袖口大小的魔术贴调节扣,
并采用弹性较大的露拇指孔和四指孔的罗纹结构,这
样做有利于佩戴防护手套,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手部运动的灵活性,如图3所示。

8cm
3cm 袖口罗纹

内接高8cm，马蹄袖
最长点露长4.5cm，
拇指孔距袖口3cm。

腋下插片
宽9cm，长31.5cm

31.5cm
9cm

肘部补强
尺寸，上宽 17cm，下
宽13.5cm，高17cm。
位置：位于袖水平拼
缝内，中间到袖口距
离22cm。

袖口形态
马蹄形袖口，差量3cm。

3cm

17cm

17cm

13.5cm

22cm

图3 袖子结构设计

3.3 下装结构设计

下装采用工字型的背带设计,在前端设计装有调

节扣,后端在后片背托上固定。为了使背托加长,在后

片上设计了育克(护腰结构)。背托两侧采取了下凹设

计,这个小设计使得背托所需面料减少,服装重量减

轻,背带对肩部的压力减小,裤子对背托及背带的拉力

减小。口袋部分做成立体状,在底部设置2个漏水孔,

这样可以防止因口袋积水而造成消防服重量增加,避
免了增加消防战士体能消耗的可能。

下肢的主要活动关节是膝部,综合人体膝关节的

运动特点及消防战士的作业习惯,在膝盖部位做分割,
前裤片在分割处增加耐磨补强结构,前裤片左右和后

裤片相应位置以做省的方式收掉余量,使裤子的形态

符合运动需要,同时还减轻了裤子本身的重量。
以前的消防服风格宽松,也没有进行结构的特殊

设计,而现在,消防服正朝着合体轻便的方向发展,那
么在一些功能型的特殊结构设计方面,就需要更多地

对消防战士工作状态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消防战士在

人体工效方面的更多需求,在体现人性化的方面进行

更多的服装功能设计。

4 人性化功能设计

从功能防护的角度出发,防护服装在结构设计的

基础上进行功能设计,运用多种闭合设计(如拉链、魔
术贴)、面料的层次设计(如重叠)、多种零部件(如口

袋、搭襻)等途径使服装能够符合相应的功能要求。冯

希等对消防服装进行了创新功能设计[7],有些已经实

现,有些正待研究,还有些特别的已开始应用。

4.1 色调设计

在处理高危、紧张的工作时,冷色调会起到让人安

静、镇定的作用。既能降低消防战士在火场内视觉上

的温度,同时也能缓解紧张和压抑的情绪。消防战士

的头盔多采用黄色,消防服通常为藏青色,由于蓝色和

黄色是一对对比色,黄色的头盔和蓝色的消防服在色

彩上形成了一种反差,能给人视觉上鲜明醒目的感觉,
但又不会像红色和橙色那样给人过度的紧张感和压迫

感。

4.2 身份识别系统设计

消防战士进入火场后,只能靠头盔上的编号和对

讲机来识别对方的身份。在大型火灾救援现场,各种

环境状态都十分复杂,这就使得身份识别很难实现,因
此对身份识别系统的需求十分迫切。

4.2.1 可视性

简单点就是直接用反光条标明战士的名字或者代

号,这样就可以在复杂的火场环境下一眼看出对方的

身份,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如距离远或

是烟雾过大等。较为高级的方式就是使用智能、高科

技的方式去解决消防战士的定位问题,如GPS定位,
该方式能更准确地提供队友位置及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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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非可视性

火场灭火工作是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工

作,需要精准的定位。以往的设计多是将定位芯片植

入到消防服中,利用其发出的GPS或 WiFi信号来确

定消防战士的具体位置。但现实情况是,火灾现场基

础设施大多都已被破坏,GPS和 WiFi信号并不稳定,
对于了解消防战士的实时具体位置作用不够到位,而
且这种设计所提供的信息过于平面化,无法准确探知

消防战士所在的空间信息。因此,当前有考虑采用卫

星定位系统的方式,将事先编码的消防战士录进系统,
当其进入火场时开通卫星定位系统,这样就可以精准

地定位到其空间位置。这个想法操作可行性较低,但
是可以为未来的精确定位设计提供一种可能性。

4.3 反光带设计

反光带是消防战士在火场内和夜间作业时能被肉

眼识别的最为直观的方式。若采用随人体的走向进行

通体设计的话,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消防战士的躯体

动态,以便于消防战士在火场内注意到同伴的运动状

态。虽然这种设计可以明显地看到队友的状态,但是

个人认为对于反光带的使用过多,对工艺要求的增加

会增加消防服整体的重量,并且市场上暂时没有大面

积使用,所以有待研究。

4.4 救生拖拉带设计

救生拖拉带是安装在防护服上的一种救援设计,
当消防战士在进行火场救援作业不慎晕倒时,同伴可

以将其所穿防护服的救生拖拉带展开,将其救出火场。
消防战士在进行救援作业的时候,体力消耗加上火场

的热应激反应,很可能会产生晕厥的情况。救生拖拉

带的设计就是为了方便同伴将其救出,且能够减少同

伴对其救援时的能量消耗,不耽误正常救援作业。

4.5 智能配件设计

消防装备是集功能、智能、效率于一身的个体防护

装备,运用智能化技术对提升消防服的性能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8]。目前,在消防领域常常会使用热传感器

实时监测分析消防服的热防护性能,这些热传感器通

常具有方便轻巧、采集迅速、测量精确及重复性好等特

点。
通过在消防服中设置便携式传感器,来监测消防

战士在火场那种高温高危的环境下的实时生理参数,
如心跳速率、体温、血氧饱和度等,并根据监测数据分

析其健康状况。同时,可以利用该系统来监测火场环

境下的空气温度等,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提前预警,

以确保消防战士的生命安全。

4.6 外置时间显示器

消防战士在进入火场时可以携带手表之类的时间

显示器,目的是为了方便每位消防战士把握灭火时间,
对自己的体能消耗有一定的预估。但由于消防服的防

护性需要,手腕处需要进行遮盖,这样一来携带的手表

便形同虚设了。因此,可以通过智能纤维材料在衣服

靠近手腕处设置时间显示器,这样既方便了消防战士

对灭火时间的掌控,又兼顾了防护性能的需要。

5 结语

消防战士在进行救援作业时,消防服是其主要的

生命保障。但是近年来火灾频发加之消防设备不完

善,许多消防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鉴于现代

新型火场的要求,消防服的功能设计应该有更大提升,
有必要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和创意设计的理念去完善

消防服的功能设计,让消防战士在未来的火场灭火过

程中能更加游刃有余,应对自如;并且利用现代智能科

技和智能材料去创造更优质的消防产品。同时,关于

消防服装的性能测试也还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测试系

统。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核心点就是维护好人类最宝

贵的东西———生命。消防服的功能设计当以消防员的

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这是保证火场成功救援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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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QualityEvaluationofSun-proof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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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ractiondefectiveofsun-proofclothinginthemarketwasupto40%,especiallyforchildren'ssun-proofproducts,

whichneedtobesupervisedbythegovernment'sfunctionaldepartments.Whenbuyingsun-proofclothing,consumersshouldchoose

sun-proofclothingmarkedwithUPF40+orUPF50+,andqualifiedsun-proofclothingwaslargelyunaffectedbywaterwashing.

Consumersshouldnoteasilybelievethefalsepropagandaof“skinsuitsarethesun-proofclo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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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literatureresearchanddatacollection,thefunctionrequirementsofexistingfirefightingcommandclothing
and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ereintroduced.Thefabricfunction,structuraldesignandthehumanizedfunctiondesignofthe

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eredetailed.Thedevelopmenttrendoffirefightingprotectiveclothingwas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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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igitalprintingwasusedwidelyintextilefieldduetoitsuniqueadvantages,especiallyinhighvalue-addedswimsuit

fabrics.Inrecentyears,itsdevelopmentwasparticularlyrapid.ButChina'sdigitalprintingstartedrelativelylate,therewerestill

somedeficienciesinitstechnologyandprocessmanagement.Takingdigitalprintingofpolyamide&spandexfabricasanexample,the

productionprocesswasanalyzed.Thecolorissuesofcolorbleeding,staining,colordifference,pitting,Passmarkandprintingsize

problemsinprintingversionwereinvestigated.Itscauseswerealsoanalyzed.Somecountermeasurestoimprovethequalityofpolyam-

ide&spandexprintingfabricwereproposedcombingwithtechnologyprocessandproductionpractice.

Keywords:polyamide&spandexfabric;digitalprinting;ink-jetprinting;print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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