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护服装防护服装防护服装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
Protective clothing-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chemical protective

clothing(ISO 16602:2002 Protective cloth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chemicals-Classification,labeling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NEQ)

GB24539-2009GB24539-2009GB24539-2009GB24539-2009

自 2010-9-1 起执行

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代号

5 技术要求

6 试验方法

7 标识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气密性测试方法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液体穿透性能测试方法

附录 C(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液密性能测试方法

附录 D(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压穿透性能测试方

法

附录 E(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拒液性能测试方法

附录 F(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磨损性能测试砂纸

要求



附录 G(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高温耐低温性能试

验方法

参考文献

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对应于 ISO 16602：2002《化学防护服 分类、标志

及性能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与 ISO 16602：2002 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主要差

异如下：

——修改原文中的前言和引言部分；

——修改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原文中“3 术语和定义”部分；

——修改原文中化学防护服分类；

——修改原文中“5.4 气密性”和“5.5 向内泄露测试方法”；

——删除原文中“5.8 粉尘气溶胶向内泄露测试要求”；

——增加颗粒物防护服面料耐固体颗粒物穿透性能测试要

求；

——删除原文中“5.11~5.18”；

——修改原文中“6.5 抗渗透性能”，“6.6 液体耐压穿透

性能”中需要测试化学防护服种类和测试化学品数目的要求；

——修改原文中抗渗透性能标准透过时间测试终点判据为

一种；



——增加颗粒物防护服耐静水压要求；

——删除原文中“6.16 阻燃要求”；

——增加耐高温、低温性能要求；

——删除原文中“7.6.3~7.6.5”；

——修改原文中“8 标识”为“7 标识”；

——删除原文中“9 使用指导”及“10 产品技术信息”。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录 F

和附录 G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中国安全生

产科学研究院，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

究所，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江歌、金郡潮、丁松涛、赵阳、李护

彬、霍晓兵、杨光、李双会、房鹤、罗穆夏。

引 言

从业人员在作业场所及应急救援工作中可能接触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从而对人体造成急性或慢性伤害。为了减少或隔绝此

类伤害，相关人员应根据危害程度穿着不同类型和等级的化学防

护服，同时佩带其他必需的个体防护装备。化学防护服的生产企

业有责任根据本标准的指导对所生产的化学防护服产品进行测

试、分类。由于本标准无法涵盖所有化学物质的数据，生产者有



义务向使用者提供化学防护服对特定化学物质的防护性能数据。

使用者有责任自行评估并选择合适的化学防护服装。

防护服装防护服装防护服装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防护服的分类、分级和标识，确立了化学

防护服基本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从业人员在作业场所及应急救援工作中所需

要的化学防护服。

本标准不适用于消防等场合使用的化学防护服。

本标准不专门提出手套、防护靴/鞋、防护面具、视窗、安

全眼镜以及呼吸装置等个体防护装备的性能指标要求，除非该防

护装备属于防护服整体的一部分，并提供相应的化学防护性能。

注：本标准所涉及的防护对象包括气态、液态、固态化学物

质。本标准对化学防护服按其应用场合和防护对象进行了分类，

并对各个级别防护服防护性能的基本要求及测试方法进行了规

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T 3820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厚度的测定(GB/T 3820—

1997，eqv ISO 5084：1996)

GB/T 3917.3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3 部分：梯形试样撕

破强力的测定(GB/T 3917.3—1997，eqv ISO 9073-4：1989)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1 部分：断裂强力和

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条样法(GB/T 3923.1—1997，neq ISO/DIS

13934-1：1994)

GB/T 4669 纺织品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单位面积质量

的测定(GB/T 4669—2008，ISO 3801：1977，MOD)

GB/T 4744 纺织织物 抗渗水性测定 静水压试验(GB/T

4744—1997，eqv ISO 811：1981)

GB/T 12586—2003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屈挠破坏性的

测定(ISO 7854：1995，IDT)

GB/T 13773.1 纺织品 织物及其制品的接缝拉伸性能 第 1

部分：条样法接缝强力的测定(GB/T 13773.1—2008，ISO 13935-

1：1999，IDT)

GB/T 20655 防护服装 机械性能 抗刺穿性的测定(GB/T

20655—2006，ISO 13996：1999，IDT)

GB/T 21196.2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2

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GB/T 21196.2—2007，ISO 12947-2：1998，MOD)



GB/T 21294—2007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3462 防护服装 化学物质渗透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学防护服 chem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用于防护化学物质对人体伤害的服装。

注：该服装可覆盖整个或绝大部分人体，至少可提供对躯干 、

手臂和腿部的防护。化学防护服允许是多件具有防护功能服装的

组合，也可和其他的防护装备匹配使用。

3.2 全包覆式化学防护服 fully encapsulated clothing

可完全覆盖穿着者和呼吸装备并且能够提供气密和/或液密

防护的服装。

3.3 非全包覆式化学防护服 non-encapsulated clothing

提供对绝大部分人体(至少包括躯干、手臂和腿部)防护的服

装。无需覆盖穿着者使用的呼吸装备。包括分为连体式防护服和

分体式防护服。

3.4 有限次使用化学防护服 limited use protective

clothing

对服装面料强度和耐磨性要求较低，仅一次性使用或者在服

装未受污染前有限次数使用的防护服。

3.5 多次性使用化学防护服 reusable protective

clothing



对服装面料强度和耐磨性要求较高，在使用后进行必要的洗

消处理并经过评估后依然可提供有效防护的防护服。

3.6 应急救援响应队伍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ET

应急救援工作中作业人员所需要的化学防护服类型。

3.7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gas-tight protective

ensemble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应急救援工作中作业人员所需的带有头罩、视窗和手足部防

护的，为穿着者提供对气态、液态和固态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防护

的单件化学防护服类型。

注 1：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应配置自给式呼吸器或长管式

呼吸器。

注 2：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应满足气密性检测的要求。

3.8 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non-gas-tight protective

ensemble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应急救援工作中作业人员所需要的，带有头罩、视窗、手部

足部防护的，为穿着者提供对液态和固态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防护

的单件化学防护服类型。

注：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应配置自给式呼吸器或长管式

呼吸器。

3.9 液密型化学防护服 liquid tight protective

clothing



防护液态化学物质的防护服。

3.10 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 liquid jet tight

protective clothing

防护具有较高压力液态化学物质的防护服。

3.11 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 liquid spray tight

protective clothing

防护具有较低压力或者无压力液态化学物质的防护服。

3.12颗粒物防护服 particle tight protective clothing

防护散布在作业场所环境中颗粒物的防护服。

3.13 面料 material

提供防护性能的化学防护服单层材料或多层材料的组合。

3.14 渗透 permeation

化学物质分子透过防护材料的过程，即化学物质分子被材料

吸附、在材料内的扩散以及从材料另一面析出过程。

3.15 穿透 penetration

化学物质通过多孔的材料、接缝、针孔或者其他瑕疵透过防

护材料的过程。

3.16 标准沾污面积 calibrated stain

将一定量的特定测试溶液滴到测试用指示服表面所形成的

最小显色面积。

4 分类和代号

根据防护对象和整体防护性能按表 1 分类。



表 1 分类及代号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化学防护服所采用的材料和其他组成部分的材料应

无皮肤刺激性或其他有害健康的效应。

5.1.2 化学防护服应在保证防护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化学

防护服舒适性。应在充分考虑和考核材料透气性、湿热阻等性能

的基础上来评价面料的舒适性，在保证材料强度和化学防护服防

护性能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单位面积质量小的材料。

5.1.3 化学防护服结构设计应充分考虑与其他必要个体防

护装备的兼容性和配套性。

5.2 设计要求

5.2.1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设计应：

a)采用全包覆式化学防护服设计，即能够提供对穿着者躯

干、头部、眼面部、手臂、手部、腿部和脚的整体防护；

b)通过自携式或其他外部供气装置给人员提供呼吸用清洁

气源；



c)安装 2 个以上单向排气阀，要求从化学防护服内部向环境

排气时，能完全阻止外部气体逆向流入；

d)在眼面部设计具有化学防护功能的透明视窗，以满足穿着

人员的观察需求；

e)允许在化学防护服装外面另行穿着/佩戴防护服、防护手

套和/或防护靴/鞋，以满足化学防护服所有性能要求。所有组合

的各部分及其各层材料应视为化学防护服整体进行测试。

5.2.2 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设计应：

a)至少能提供对穿着者躯于、头部、眼面部、手臂和腿部的

防护，也可采用全包覆式化学防护服设计；

b)允许通过另外佩戴化学防护手套和/或化学防护靴/鞋为

手部和脚部提供化学防护。化学防护手套提供的防护范围应在手

腕部以上 25 mm，化学防护靴/鞋提供的防护范围应大于鞋底以

上 200 mm；

c)通过自给式或其他外部供气装置给人员提供呼吸用清洁

气源；

d)在眼面部设计具有化学防护功能的透明视窗，以满足穿着

人员观察的需求；

e)允许通过在化学防护服外面另行穿着/佩戴防护服、防护

手套和/或防护靴/鞋以满足化学防护服所有性能要求。所有组合

的各部分及其各层材料应视为化学防护服整体进行测试。



5.2.3 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 设计

应：

a)应至少提供对穿着者躯干、头部、手臂和腿部的防护；

b)化学防护服面料应满足化学物质穿透和渗透性能要求；

c)化学防护服应通过液密喷射试验。

5.2.4 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

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设计应：

a)应至少提供对穿着者躯干、头部、手臂和腿部的防护；

b)化学防护服面料应满足化学物质穿透和渗透性能要求；

c)化学防护服应通过液密泼溅试验。

5.2.5 颗粒物防护服

颗粒物防护服设计应：

a)应至少提供对穿着者躯干、头部、手臂和腿部的防护；

b)防护服面料应满足防止颗粒物穿透的要求。

5.3 性能要求

5.3.1 总则

5.3.1.1 所有化学防护服的服装及其面料应按表 2 中所列

项目评估。

5.3.1.2 作为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

-ET 整体防护一部分的化学防护手套、化学防护视窗和化学防护



靴/鞋，若提供化学防护的材料和防护服面料不同，应按表 3 中

所列项目评估。

5.3.1.3 化学防护服接缝性能应按表 4 中所列项目评估。

注：若无特别说明，所有测试项目的性能指标应不低于 1 级 。

对于某些化学防护服的某些项目的性能要求高于 1 级的，以该项

目下性能要求的级别为准。



表 2 整体性能及面料评估项目



表 3 防护视窗、化学防护手套和化学防护靴/鞋材料评估项

目

表 4 接缝性能评估项目

5.3.2 整体防护性能

5.3.2.1 整体气密性



按 6.1的规定，进行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整体气密性测试 。

测试结束时，化学防护服内压力应不低于测试压力的 80%。

5.3.2.2 液体泄漏性能

按 6.2 的规定，进行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和非气密型化学

防护服-ET 的整体液体泄漏性能测试。气密型化学防护服经测试

溶液喷射 1 h 后应无渗漏；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经测试溶液

喷射 20 min 后应无渗漏。

5.3.2.3 液密喷射

按 6.3 的规定，进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和喷射液密型化

学防护服-ET 整体液密喷射性能测试，指示服上穿透液体形成的

沾污面积应小于 3 倍的标准沾污面积。

5.3.2.4 液密泼溅

按 6.4 的规定，进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

学防护服-ET 和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整体液密泼溅性能测试，

指示服上穿透液体形成的沾污面积应小于 3 倍的标准沾污面积。

5.3.3 面料的化学防护性能

5.3.3.1 渗透性能

按 6.5 的规定，选择表 5 所列化学物质进行渗透性能测试。

根据化学物质对面料的标准透过时间测试结果的最小值按表 6

分级、标识。具体要求如下：

a)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15 种化学物质

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



b)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面料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12 种

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

c)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的面

料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1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

低于 3 级；

d)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的面料应至少选择表5中1种液态

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e)除要求测试的化学物质外，生产商应提供化学防护服所标

明防护的化学物质的渗透性能数据。

表 5 渗透性能测试用化学物质



表 6 渗透性能分级

5.3.3.2 液体耐压穿透性能

按 6.6 的规定，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非气密型化学防护

服-ET、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面

料应至少选择表5所列的3种化学物质进行液体耐压穿透性能测

试。根据液体穿透压力测试结果最低值按表 7分级；面料的耐压

穿透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表 7 液体耐压穿透性能分级

5.3.3.3 拒液性能



按 6.7 的规定，进行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面料拒液性能测

试。应至少选择表 8中 1种化学物质进行拒液性能测试。根据其

拒液指数和穿透指数测试结果最小值，按表 9 分级、标识；面料

拒液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表 8 拒液性能测试用化学物质

表 9 拒液和液体穿透性能分级

5.3.3.4 耐静水压性能

颗粒物防护服的耐静水压性能要求如下：

a)按 6.8 的规定，进行颗粒物防护服面料耐静水压性能测

试。根据耐静水压测试结果最低值按表 10 分级、标识，面料耐

静水压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b)按照 GB/T 21196.2 的规定对颗粒物防护服的面料预处

理；磨料采用标准羊毛布，压力为 9 kPa，样品经过 100 次循环



摩擦处理后，按 6.8 的规定进行耐静水压性能测试，耐静水压下

降应不大于 50%。

表 10 耐静水压性能分级

5.3.3.5 耐固体颗粒物穿透性能

按 6.9 的规定，进行颗粒物防护服面料耐固体颗粒物穿透性

能测试。面料对非油性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应不小于 70%。

5.3.4 面料的物理防护性能

5.3.4.1 耐磨损性能

按 6.10的规定，进行面料耐磨损性能测试。测试压力9 kPa，

根据面料损坏所需循环次数测试结果按照表 11 分级、标识。面

料的耐磨损性能要求如下：

a)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喷射液

密型化学防护服和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耐磨损性能应不

低于 3 级；

b)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颗粒物防护服，耐磨损性能应不

低于 1 级。



表 11 耐磨损性能分级

5.3.4.2 耐屈挠破坏性能

按 6.11 的规定，进行面料耐屈挠破坏性能测试。根据屈挠

破坏循环次数测试结果平均值按表 12 分级、标识。面料的耐屈

挠破坏性能要求如下：

a)多次性使用的气密型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面料耐屈

挠破坏性能均应不低于 4 级；

b)其他类别化学防护服面料耐屈挠破坏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

表 12 耐屈挠破坏性能分级

5.3.4.3 撕破强力



按 6.12 的规定，进行面料撕破强力测试。根据面料撕破强

力测试结果最小值按表 13 分级、标识。面料的撕破强力要求如

下：

a)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面料

撕破强力应不低于 3 级；

b)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泼

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颗粒物防护服，面料撕破强力应不低于 1

级。

表 13 撕破强力分级

5.3.4.4 断裂强力

按 6.13 的规定，进行面料化学防护服面料的断裂强力测试。

根据面料测试结果断裂强力的平均值按表 14 分级、标识。面料

的断裂强力要求如下：

a)有限次使用的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

服-ET，面料断裂强力应不低于

3 级；



b)多次性使用的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

服-ET，面料断裂强力应不低于

4 级；

c)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泼

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颗粒物防护服，面料断裂强力应不低于 1

级。

表 14 断裂强力分级

5.3.4.5 抗刺穿性能

按 6.14 的规定，进行面料抗刺穿性能规定测试。根据面料

抗刺穿强力测试结果平均值按表 15 分级、标识。面料的抗刺穿

性能要求如下：

a)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面料抗刺穿强力应不低于 3 级；

b)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面料抗刺穿强力应不低于 2级；

c)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泼

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颗粒物防护服，面料抗刺穿强力应不低于

1 级。



表 15 抗刺穿性能分级

5.3.4.6 耐高温耐低温性能

按 6.15 规定，面料经过 70℃或－40℃预处理 8 h 后，面料

断裂强力下降应不大于 30%。

5.3.5 防护视窗、化学防护手套和化学防护靴/鞋材料性能

要求

5.3.5.1 防护视窗

5.3.5.1.1 渗透性能

视窗材料渗透性能的测试、分级应符合 5.3.3.1 的要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视窗材料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15 种

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级；非气密型化学防护

服-ET 的视窗材料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12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

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

5.3.5.1.2 抗刺穿性能

视窗材料抗刺穿性能的测试、分级应符合 5.3.4.5 的要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视窗材料的抗刺穿性能应不低于 3

级；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视窗材料的抗刺穿性能应不低于

2 级。

5.3.5.2 化学防护手套、化学防护靴/鞋

5.3.5.2.1 化学防护手套、化学防护靴/鞋材料的渗透性能

防护手套和防护靴/鞋材料的渗透性能的测试、分级应符合

5.3.3.1 的要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防护手套、防护鞋/靴材料，应选

择表 5 中 15 种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非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防护手套、防护鞋/靴材料，应选择表 5

中 12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

5.3.5.2.2 化学防护手套、化学防护靴/鞋材料的液体耐压

穿透性能

防护手套、防护靴/鞋材料的液体耐压穿透性能的测试、分

级应符合 5.3.3.2 的要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化学防

护手套材料和化学防护靴/鞋材料，应选择表 5 中 3 种液态化学

物质进行测试，液体耐压穿透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5.3.6 接缝性能的要求

5.3.6.1 渗透性能

化学防护服接缝渗透性能的测试、分级应符合 5.3.3.1 的要

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接缝，应选择表 5 中 15 种化学物

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接缝，应选择表 5 中 12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

应不低于 3 级；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接缝，应至少选择

表 5 中 1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渗透性能应不低于 3 级。

5.3.6.2 液体耐压穿透性能

防护接缝液体耐压穿透性能的测试、分级应符合 5.3.3.2 的

要求。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的接缝，

应至少选择表 5 中 3 种液态化学物质进行测试，液体耐压穿透性

能应不低于 1 级；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

服-ET 和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应至少选择表 5中 1种液态化学

物质进行测试，液体耐压穿透性能应不低于 1 级。

5.3.6.3 接缝强力

按 6.16 的规定，进行化学防护服接缝强力测试，并按表 16

进行分级。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 和非气密型化学防护服-ET，接缝强

力应不低于 5 级。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

服-ET、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颗粒物防护服，接缝强力应不

低于 1 级。



表 16 接缝强力分级

6 试验方法

6.1 整体气密性测试

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6.2 液体泄漏性能测试

按附录 B 的规定进行。

6.3 液密喷射性能测试

按附录 C 方法 1 的规定进行。

6.4 液密泼溅性能测试

按附录 C 方法 2 的规定进行。

6.5 渗透性能测试

按 GB/T 23462 的规定进行。

6.6 液体耐压穿透性能测试

按附录 D 的规定进行。

6.7 拒液性能测试

按附录 E 的规定进行。

6.8 耐静水压性能测试



按 GB/T 4744 的规定进行。

6.9 耐固体颗粒物穿透性能测试

对于不透气材料，不进行该项测试；对于透气材料，参照 GB

2626—2006 的 6.3 中 NaCl 颗粒物过滤效率检测方法进行测试，

其中检测流量修改为(15±2)L/min。

6.10 耐磨损性能测试

按 GB/T 21196.2 的规定进行，砂纸要求参见附录 F。

6.11 耐屈挠破坏性能的测定

按 GB/T 12586—2003 的第 4 章方法 B 的规定进行。

6.12 撕破强力测试

按 GB/T 3917.3 的规定进行。

6.13 断裂强力测试

按 GB/T 3923.1 条样法的规定进行。

6.14 抗刺穿性能测试

按 GB/T 20655 的规定进行。

6.15 耐低温耐高温性能测试

将试样按附录 G的规定处理 8 h 之后，在 5 min 之内按 GB/T

3923.1 的规定完成断裂强力测试，经纬向各取 5个试样，以测

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试样该方向的最终测试结果。

按式(1)计算材料经过低温或高温处理后，断裂强力的下降

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式中：

R——经低温或高温处理后断裂强力的下降率，%；

F0——未经低温或高温处理的面料经向或纬向断裂强力平

均值，单位为牛(N)；

F1——经低温或高温处理的面料经向或纬向断裂强力平均

值，单位为牛(N)。

6.16 接缝强力测试

按 GB/T 13773.1 的规定进行，取样部位符合 GB/T 21294—

2007 中 5.1 的要求。

7 标识

7.1 永久标识

化学防护服上应有产品名称、产品类别代号、生产日期、制

造厂名、号型规格、表 5 中的测试物质的级别。

7.2 合格证

合格证内容应至少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号型规格、厂

名和厂址。

7.3 包装

化学防护服及其独立的外包装上，应有产品名称、商标、产

品类别代号、号型规格。

7.4 说明书

化学防护服的独立包装中均应有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应

至少包括：



a)使用限制；

b)产品类型和主要性能级别，应包括测试化学物质渗透性能

数据；

c)号型；

d)有效期；

e)使用前检查程序；

f)保养和维护信息；

g)失效和弃置建议。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气密性测试方法

A.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整体气密性的测试方法。

A.2 原理

对气密性化学防护服充气后，经过一定时间后通过检查服装

内压力的下降情况，判定其气密性。

A.3 测试装置

A.3.1 气密性测试装置及连接示意图，如图 A.1 所示，包括 ：

a)气泵，最大压力不小于 100 kPa；

b)压缩空气胶管；

c)压力表，精度为 10 Pa，分辨率 1 Pa。

A.3.2 排气阀密封塞或密封胶带。



A.3.3 肥皂溶液和软刷。

A.3.4 计时器，精度为 0.1 s。

A.3.5 温度计，精度为 1℃。

图 A.1 气密性测试设备及连接示意图

A.4 测试程序

A.4.1 测试区域应避开温度、气流影响；测试过程中的温度

变化不应超过±3℃。

A.4.2 测试前检查化学防护服，确认接缝、通气管道、配件 、

面屏、拉链和阀门完好。

A.4.3 将排气阀、进气口和排气口密封；密封过程应保证不

损坏气密型化学防护服部件。

A.4.4 关闭拉链门襟等所有闭合件。



A.4.5 测试前应核查测试系统的气密性。

A.4.6 按图 A.1 连接压力测试装置和气密型化学防护服。

A.4.7 按图 A.2 所示的方法通过气泵为化学防护服充气至

充气压 A，充气压 A 不低于 1.29 kPa。关闭气泵与化学防护服相

连的管道。充压状态至少保持 1 min，以使气密型化学防护服充

分展开。

图 A.2 测试服充气示意图

A.4.8 泄压到测试压 B 开始计时，4 min 后，记下最终压力

C。计算测试压 B 和最终压力 C 的差值，即 B—C作为压力下降值 ，

测试压 B 应不低于 1.02 kPa。



A.4.9 4 min 内压力下降值大于 B 的 20%，即判定此气密型

化学防护服不合格，不能正常使用。

A.4.10 泄露部位检查。对检验不合格的化学防护服应检查

泄露部位。充压到充气压 A，用肥皂水溶液涂刷整个气密型化学

防护服，包括接缝、密封处、视窗、手套袖子连接处等。出现气

泡的部位即为泄漏部位。

A.5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声明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是按照附录 A 进行测试的；

b)所用测试设备的生产商/型号以及压力表的性能；

c)测试环境条件；

d)样品规格型号等；

e)记录下 A、B 和 C 对应的压力值及观测时间，如果最终压

力 C 小于 B 的 80%，则表示气密型化学防护服不合格；

f)每一个样品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果；

g)与本附录不符合的说明，以及测试人员认为应说明的其他

问题；

h)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液体穿透性能测试方法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使用人体模型喷淋法测试化学防护服液体穿

透性能的方法。

B.2 原理

将被测化学防护服穿于人体模型上，连续喷射测试溶液，根

据试样内吸水性指示服上沾污，判定试样的抗液体穿透性能。

B.3 测试溶液

把水溶性的荧光或普通染料和表面活性剂溶于水，配制成表

面张力为(0.032±0.002)N/m 的溶液。

B.4 仪器和设备

B.4.1 人体模型

人体模型应具有防水外层。人体模型的手臂和腿部必须伸

直，手臂在身体的两侧。

B.4.2 吸水性指示服

吸水性指示服应覆盖在人体模型上，以观察液体的穿透现

象。吸水性指示服应易于辨别沾污。

B.4.3 喷淋系统

喷淋系统由五个低流量喷嘴和一个供水装置组成，五个喷嘴

相对人体模型的朝向如图 B.1 所示，喷嘴应符合图 B.2 所示的规



格。供水装置应保证每个喷嘴(3.0±0.2)L/min 的流量。

1——喷嘴位置 1 位于套装顶部正上方 460 mm 处；

2——喷嘴位置 2 在顶角处；

3——喷嘴位置 3 在对面顶角处；

4——喷嘴位置 4 在底角处；

5——喷嘴位置 5 在对面底角处；

6——装置总高度为服装高度加 460 mm。



图 B.1 喷嘴位置(前视

图)

图 B.2 喷嘴结构

B.4.4 计时器

精度为 1 s。

B.5 样品准备

将化学防护服不要测试的部位进行封闭，防止液体从这些部

位穿透。例如，当防护套装没有手套时，应用拒水胶带或者其他

密封剂封紧袖口。

B.6 测试程序



B.6.1 测试前，检查吸水性指示服和化学防护服(及其他要

测试的部件)，确保其完全干燥。

B.6.2 把吸水性指示服穿到人体模型上。

B.6.3 把化学防护服穿到已穿上吸水性指示服的人体模型

上，并把其他的部件安装到人体模型上。闭合所有闭合件。

B.6.4 防止液体泼溅到人体模型、化学防护服或任何不要测

试的部位。例如，在人体模型头部系上塑料袋，绳结不得超过化

学防护服边缘 2.5 cm。

B.6.5 采用表面活性剂调节测试溶液表面张力为(0.032±

0.002)N/m。

B.6.6 把穿好服装的人体模型暴露在喷淋状态下 60 min，

每个方向(如图 B.3 所示)各 15 min，测试溶液以(3.0±

0.2)L/min 的速度同时从各个喷嘴中喷射。

B.6.7 液体喷淋结束后，除去测试服表面多余的液体。

B.6.8 在喷淋实验结束 10 min 之内，选择下列方法中的一

种检查化学防护服上的液体穿透情况：

a)在干燥环境内将化学防护服及其他部件从人体模型上卸

下，检查吸水性指示服、测试服缝纫处及内部湿润区域并作记录 ；

b)如果测试溶液中加有染料，将化学防护服及其他部件从人

体模型上卸下，检查内衣、测试服缝纫处及内部的染色区域并作

记录；



c)如果测试溶液中加有荧光染料，在荧光暗室中检查内衣、

测试服缝纫处及内部的荧光发光区域并作记录。

B.6.9 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润湿区域，测试服合格；如果发现

有润湿区域，则测试服不合格。描述不合格的情况并分析可能原

因。

图 B.3 人体模型朝向(俯视图)

B.7 测试报告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声明化学防护服是按照附录 B 进行测试的；

b)测试溶液，包括成份、表面张力、示踪剂名称、浓度、温

度等；

c)测试范围描述——化学防护服或者防护套装避免液体喷

淋的部位，以及这些特殊部位不被测试的原因；

d)样品规格型号等；

e)测试环境条件；

f)判定方法——判定液体穿透的方法；



g)测试结果——报告测试结果合格或者不合格。如果产品不

合格，要说明不合格部位以及可能的不合格原因；

h)与本附录不符合的说明，以及测试人员认为应说明的其他

问题；

i)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液密性能测试方法

C.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化学防护服抗液态化学物质穿透性能的两种

测试方法。其中，方法 1 适用于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穿透性能

的检测；方法 2 适用于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穿透性能的检测。

C.2 原理

向穿着在测试模型或人体测试对象上的化学防护服喷射(方

法 1)或泼溅(方法 2)测试溶液，检查化学防护服的内表面和测试

模型或人体测试对象穿着的吸水性指示服的外表面，通过与标准

沾污面积的比对，判断化学防护服是否符合要求。

C.3 测试溶液

把水溶性的荧光或普通染料和表面活性剂溶于水，配制成表

面张力为(0.032±0.002)N/m 的溶液；在测试模型或人体测试对

象穿着的吸水性指示服的外表面滴一小滴(0.1 mL)测试溶液，应



形成直径大于 2 cm 的标准沾污面积，标准沾污面积应清晰可辨，

便于测试中对比判断；必要时，可使用紫外示踪染料。

C.4 方法 1——喷射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防护性能测试

C.4.1 测试对象

可选人体模型或人体测试对象。如果使用人体测试对象，必

须特别注意安全防护。

C.4.2 测试装置

C.4.2.1 指示服

用厚度小于 5 mm 的吸水材料制成，单层、带帽兜，使用的

吸水材料应保证能产生 C.3 中所述的标准沾污面积。

C.4.2.2 喷嘴

如图 C.1 所示，测试中产生喷射测试溶液，工作压力为 150

kPa。

dn——喷嘴工作直径，(d±0.1)mm；

ln——喷嘴工作长度，(4±0.1)mm；

dt——管直径，(12.5±1)mm；

lnm——喷嘴开口和压力计之间的距离，(80±1)mm。



图 C.1 喷嘴形状

C.4.2.3 液压泵

自吸循环式，带有压力表、过滤器/管。喷嘴处保持 150 kPa

的压力。

C.4.3 试样准备

C.4.3.1 测试对象应穿上如 C.4.2.1 所述的尺寸合适的指

示服，指示服内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服装。

C.4.3.2 按照生产商说明书的要求，给测试对象穿上合适型

号的化学防护服及配套的其他个体防护装备。

C.4.3.3 为测试对象佩戴防测试溶液穿透的手套，化学防护

服的袖子应覆盖手套外面。如果袖子有内护腕，则可把它穿在手

套里面。为测试对象配置防测试溶液穿透的防护靴。化学防护服

的裤口应覆盖在靴子的外面。对于不属于测试范围而未覆盖的部

位，如围绕头部、面部和颈部可能被测试溶液通过的缝隙，都应

予以密封，防止测试溶液流入化学防护服内部，造成其他区域发

生内泄漏的假象。

C.4.4 测试程序

C.4.4.1 调整喷嘴与测试点间的距离为 1 m。

C.4.4.2 将喷嘴对准一个测试点喷射测试溶液，压力为 150

kPa，时间为 5 s，然后移向下一个测试点喷射 5 s，直至所有测

试点完成测试。

C.4.4.3 除去化学防护服表面残留测试溶液，停留 2 min。



C.4.4.4 取下化学防护服，检查化学防护服内表面和指示服

外表面是否有穿透迹象；若有，在化学防护服和指示服上标记穿

透的位置和范围，或拍照记录。

C.5 方法 2——泼溅液密型化学防护服防护性能测试

C.5.1 测试对象

人体测试对象，身高介于被测服装尺寸上限的 95%至 100%

之间。

C.5.2 测试装置

C.5.2.1 指示服

同 C.4.2.1。

C.5.2.2 转盘

防水材料制成，能支撑一个人的身体，转速为(1±

0.1)r/min。

C.5.2.3 刻度容器

盛放液体。

C.5.2.4 液压泵

自吸循环式，带有压力表、含过滤器和软管。

C.5.2.5 计时器

秒表或电子计时器，精度为 1 s。

C.5.2.6 喷淋装置

如图 C.2 所示。高度至少为 2.35 m，垂直安装，配备四个

间距为 45 cm 的喷嘴附件。



C.5.2.7 液压喷嘴

空心圆锥形，喷射角为 75°，在 300 kPa 压力下的流量为

1.14 L/min。

C.5.2.8 校准框架

四段外径为(1.29±0.02)cm、长度约为 200 cm 的金属管或

棒，见图 C.3 和图 C.4。

C.5.2.9 带刻度的烧杯或量筒

如图 C.4 所示，其直径约 4 cm，高度约 10 cm。每个容器配

有盖子或塞子，盖子或塞子几何中心开有一个直径为 2 cm 的圆



孔，校准框架的管或棒通过圆孔定位。

图 C.2 液密泼溅性能测试装置

C.5.3 测试系统的调节

C.5.3.1 喷嘴的流量

打开流向喷嘴的管道，调节液压泵的压力，使每个喷嘴的流

量达到(1.14±0.1)L/min。

C.5.3.2 喷嘴的布置



如图 C.2 所示，将由喷嘴射出的测试溶液对准距离约 1.5 m

远处的转盘几何中心线，用校准框架收集泼溅的测试溶液以检查

喷嘴的布置和距离。该校准框架由 4 个相距 35 cm、彼此平行(见

图 C.3)的金属棒或管(见 C.5.2.8)构成。金属棒距转盘几何中心

距离相等(见图 C.3)，底端置于烧杯或量筒中，用带有直径为 2

cm 的中心孔的塑料盖盖住烧杯。金属棒通过中心孔并保持不与

孔边缘接触，金属棒露在盖子上方的高度应为(190±1)cm(见图

C.4)。

待设备已正确设置，喷嘴的输出流量在规定范围内，转盘已

运转，此时，喷淋 3 min。测量每个烧杯或量筒中收集的测试溶

液的量，用事先称重的吸水性材料擦拭每个金属棒的外表面，并

再次称重以确定每个金属棒上残留的测试溶液体积。将此体积与

烧杯或量筒收集的测试溶液体积相加，即可计算出每个金属棒收

集的测试溶液体积。

当该校准框架每个金属棒每分钟收集的测试溶液平均值为

(12.5±1.5)mL(即四个金属棒在 3 min 内收集的测试溶液体积



为(150±18)mL 时，喷嘴的布置及其至目标的距离可用于测试。

1——转盘顶部；

2——金属管或棒；

3——带刻度的烧杯或量筒，带盖；

4——转盘的几何中心。



图 C.3 检测泼溅对中的装置

1——校准框架的管或棒；

2——盖子或塞子(带有直径为 2 cm 的孔)；

3——带刻度的烧杯或量筒。

图 C.4 带刻度的收集杯或量筒装置

C.5.4 试样准备

C.5.4.1 测试对象应穿上如 C.5.2.1 所述的尺寸合适的指

示服，指示服内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服装。

C.5.4.2 按照生产商说明书的要求，给测试对象穿上合适型

号的化学防护服。

C.5.4.3 为测试对象佩戴防测试溶液穿透的手套，化学防护

服的袖子应覆盖手套外面。如果袖子有内护腕，则可把它穿在手

套里面；为测试对象配置防测试溶液穿透的防护靴，化学防护服



的裤口应覆盖在靴子的外面；带有面屏的面罩，防护整个额部，

覆盖眼睛和脸部，面罩的深度为 18 cm，宽度为 32 cm；适当尺

寸的过滤式呼吸防护器(保证测试的顺利进行和人员的健康安

全)，配戴在面罩下面，防止测试对象吸入测试溶液。对于不属

于测试范围而未覆盖的部位，如围绕头部、面部和颈部可能被测

试溶液通过的缝隙，都应予以密封，防止测试溶液流入化学防护

服内部，造成其他区域发生内泄漏的假象。

C.5.5 测试程序

c.5.5.1 把穿着化学防护服的测试对象定位在转盘的几何

中心，并标记脚的位置。

c.5.5.2 在转盘转速为 1 r/min 时，释放测试溶液 30 min。

c.5.5.3 在泼溅过程中，测试对象每隔 5 min 做一组动作，

在转盘上交替抬起双脚，抬脚高度约为 20 cm。同时，胳膊伸直

前后摆动，以与腿的动作协调来保持平衡，脚放下后仍应定位在

初始标记的位置上。动作时长1 min，动作频率为(30±5)次/min。

C.5.5.4 沥去化学防护服表面残留测试溶液 2 min。

C.5.5.5 取下化学防护服，检查化学防护服内表面和指示服

外表面是否有穿透迹象；若有，在化学防护服和指示服上标记穿

透的位置和范围，或拍照记录。

C.6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声明化学防护服是按照附录 C 进行测试的；



b)测试溶液，包括成份、表面张力、示踪剂名称、浓度、温

度等；

c)样品规格型号等；

d)测试环境条件；

e)对于每一个试样，在人体轮廓图上标出测试点位置、测试

溶液喷射方向以及化学防护服内表面和指示服外表面的透过区

域(前面和背面分开标注)，也可用照片显示；任何互不相连、直

径小于 2 cm 的孤立穿透点，应用一个单独的十字标记；

f)穿透点的总数和穿透点覆盖的大致总面积；

g)测试化学防护服的尺寸范围；

h)测试结果；

i)与本附录不符合的说明，以及测试人员认为应说明的其他

问题；

j)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压穿透性能测试方法

D.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测试化学防护服面料在持续接触有压力的液

体条件下的防护性能的实验室测试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化学防护服面料及其接缝的性能评价。



本方法不适用于化学防护服的设计、整体结构、部件、界面

及其他影响化学防护服整体防护性能的因素的评价。

注：本方法无需模拟化学防护服面料的实际使用条件，而仅

限于对化学防护服面料耐压穿透性能的比较评价。

D.2 原理

按照一定的压力/时间序列将有压力的测试溶液作用于化学

防护服面料，通过观察是否有测试溶液穿透化学防护服面料来评

价化学防护服面料的耐压穿透性能。

D.3 测试溶液

根据表 5 选择。

D.4 测试装置

D.4.1 测厚仪

精度为 0.02 mm。

D.4.2 液体耐压穿透测试系统



液体耐压穿透测试系统如图 D.1 所示，图中所标注的各部件

的名称、规格及数量见表 D.1。

1——压缩空气或氮气；

2——空气管线接头；

3——空气压力调节器；

4——调节阀；

5——压力表；

6——排气阀；

7——内接头；

8——带外接头的空气软管；



9——安全护栏；

10——穿透测试池；

11——排水阀；

12——旋转夹具；

13——溢流盘；

14——双片轴环。

图 D.1 液体耐压穿透测试系统三维视图

表 D.1 液体耐压穿透检测系统部件

D.4.2.1 液体穿透测试仪



液体穿透测试仪的示意图如图 D.2 所示。

1——压缩空气或氮气；

2——空气管线接头；

3——空气压力调节器；



4——调节阀；

5——压力表；

6——排气阀；

7——内接头；

8——带外接头的空气软管；

9——安全护栏(见图 D.10)；

10——穿透测试池；

11——排水阀。

图 D.2 液体穿透测试仪示意图

D.4.2.2 穿透测试池

穿透测试池在测试时用来夹持试样，试样将测试溶液与观察

侧隔开，图 D.3 为一个带滞留筛网的穿透测试池分解图。

穿透测试池包括一个固定在支架上的池体，可容纳约 60 mL

的测试溶液，见图 D.4。穿透测试池安装在测试池支架(见图 D.5)



上，观察侧用法兰与透明盖密封(见图 D.6、D.7)。

1——透明盖；

2——法兰；

3——垫圈(如采用程序 B，见表 D.2)；

4——筛网(如采用程序 B，见表 D.2)；

5——垫圈；

6——测试样；



7——上部端口；

8——膨体 PTFE 垫圈；

9——池体；

10——排水阀；

11——测试池支架。

图 D.3 穿透测试池

1——软管接头螺纹；

2——排水阀螺纹。

注：材料——铝。



图 D.4 测试池池体

注：材料——钢。

图 D.5 测试池支架

注：材料——铝。



图 D.6 法兰

注：材料——树脂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

图 D.7 透明盖

D.4.2.3 滞留筛

由一个光滑完整的塑料片或金属方孔丝网组成，要求：开孔

率＞50%，与试样的偏差≤0.5 mm。

D.4.2.4 旋转卡具



旋转卡具的示意图如图 D.8 所示。

注：材料——钢。

图 D.8 旋转卡具

D.4.2.5 溢流盘



溢流盘用以承接由排水阀放出的测试溶液。其示意图如图

D.9 所示。

注：材料——不锈钢板，1 mm~2 mm 厚，转角处焊接。

图 D.9 溢流盘

D.4.2.6 安全护栏



安全护栏的示意图如图 D.10 所示。

1——框架：角钢，25 mm×25 mm×3 mm，焊接；

2——防护盖：树脂玻璃，4 mm；

3——柱：圆钢，13 mm，安放处焊接。

图 D.10 安全护栏

D.4.3 气泵

能提供(13.8±1.38)kPa 的气体。

D.4.4 计时器

秒表或电子计时器，精度 1 s。

D.4.5 分析天平

精度为 0.001 g。

D.4.6 容器

用以测量液体体积，精度为 1 mL。



D.5 测试环境条件

温度：(20±2)℃；相对湿度：(65±5)%。

D.6 试样的准备

D.6.1 取样

取样应能代表化学防护服的结构特点。如果化学防护服不同

部位的面料、厚度及结构不同，则应分别取样；如果接缝要求达

到与面料相同的防护性能，亦应在接缝部位取样。每类取 3个样 ，

尺寸为 75 mm×75 mm。

注：对于复合材料，如果在两层织物间结合了一层阻隔层，

则可能在试样边缘处因毛细作用产生失效假象，从而得出“不合

格”的错误结果。应使用胶合剂、帕拉胶、石蜡或胶性泡沫等在

测试前密封试样边缘，以防止因毛细作用导致的失效。密封时应

注意仅密封试样的边缘，保证留出 57 mm×57 mm 的测试区域，

防止密封剂阻塞测试区域的试样结构。应根据化学防护服面料选

择合适的密封剂与密封方法。

D.6.2 试样预处理

将裁剪好的试样置于测试环境条件下调湿 24 h。

D.7 测试程序

D.7.1 按 GB/T 3820 的规定，测量每一个试样的厚度，精确

至 0.02 mm。

D.7.2 按 GB/T 4669 的规定，测量每一个试样的单位面积质

量，精确至 1 g/m2。



D.7.3 从待测面料上另取一个样，在其内表面滴一小滴测试

溶液，作为确定试样穿透终点的参照。参照液滴应易于观察，如

果观察效果不好，可通过以下着色方式增强其可视性：

a)在试样内表面撒滑石粉以增强液滴的可视性；

b)改变测试溶液颜色以增强液滴的可视性；对化学物质溶

液，可使用食用色素和酸碱指示剂；对大部分有机化学物质，可

使用苏丹红；

c)在试样内表面涂抹食用色素或苏丹红以增强液滴的可视

性；

d)如果上述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可在测试溶液中加入荧光染

料来增强液滴的可视性。

注：上述方法可能影响测试结果，使用时应注意。

D.7.4 根据待测化学防护服的类别，按表 D.2 选择测试程

序。



表 D.2 不同类别化学防护服的测试程序

注：若怀疑选择的测试程序引起试样变形而导致不合格，则

可在法兰和试样间加一个滞留筛，滞留筛与法兰和试样间垫上合

适的垫圈，滞留筛适用于延展性或弹性材料。

D.7.5 将测试池水平置于实验台上，放入试样，试样外表面

朝向测试池将加入测试溶液的一端。

D.7.6 按图 D.3 装配好测试池各部件，然后，将螺栓拧紧，

扭矩为 13.6 N•m。建议在池体与试样间增加一个聚四氟乙烯

(PTFE)垫圈，以防泄漏。

注：透明盖为可选部件。

D.7.7 按图 D.2 将穿透测试池垂直安放到液体穿透测试仪

上(排水阀向下)，暂不连接空气管线。

D.7.8 关闭排水阀。



D.7.9 通过顶部端口向穿透测试池内注满测试溶液，确保测

试溶液与试样间不留任何气泡。如果试样在压力下延伸，那么应

在内腔充满测试溶液的条件下重新开始测试。一旦液体穿透试

样，终止测试。

D.7.10 将空气管线联接到穿透测试池。

D.7.11 关闭排气阀，将压力调至 0 kPa。

D.7.12 按表 D.2 的程序进行测试，压力调节速度应不超过

3.5 kPa/s。

D.7.13 观察试样。如果在试样的观察侧有液滴出现或有变

色现象，则判定试样不合格，终止测试。如果测试期间无上述现

象发生，则判定试样合格。

注：在某些情况下，试样的观察侧出现液滴或发生变色是由

于渗透造成的，但任何液滴出现的现象应作为材料失效记录下

来，并终止试验。

D.7.14 测试结束，卸压并打开排气阀，打开排水阀排尽穿

透测试池内的测试溶液，用适当的洗液冲洗穿透测试池中的残留

测试溶液，将试样和垫圈从测试池上卸下，清洁测试池的所有外

表面。

D.7.15 按上述程序测试剩余试样。

D.8 结果判定

每类面料 3 个平行样中任何一个试样测试结果为不合格，则

该化学防护服面料的测试结果为不合格。



D.9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声明测试是按照附录 D 进行测试的；

b)测试环境条件；

c)如果测试时采用的是与表 D.2 不同的压力/时间序列，应

加以说明；

d)每个试样的厚度和化学防护服面料的平均厚度(mm)；

e)每个试样的单位面积质量和化学防护服面料的平均单位

面积质量(g/m2)；

f)使用的测试溶液，包括成分、商品名称、浓度、温度等；

g)测试环境条件。如果测试池与测试溶液的起始温度不同，

分别记录；

h)描述用来提高测试溶液穿透可视性的方法；

i)如果使用筛网，报告类型和规格；

j)对每个试样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果，结果为“不

合格”的，记录不合格现象；

k)与本附录不符合的说明，以及测试人员认为应说明的其他

问题；

l)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拒液性能测试方法



E.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化学防护服面料抗低挥发性液态化学物质穿

透性能的测试方法。

E.2 原理

将一定量的测试溶液按照规定的流速连续喷射至固定在倾

斜槽上的化学防护服面料表面，通过确定试样的穿透指数、吸收

指数和拒液指数来评价化学防护服面料抗液态化学物质穿透性

能。

E.3 测试溶液

根据标准要求，选择表 8中测试化学物质。测试溶液温度应

为(20±2)℃。

E.4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由下面各部分组成，见图 E.1。

a)硬质透明槽，半圆柱形，内径为(125±5)mm，长度为(300

±2)mm，倾斜度 45°。

b)硬质盖，质量均匀的半圆柱形，长度为270 mm，外径为(105

±5)mm，质量为(140±7)g。

c)注射器，规格为(10±0.5)mL，针孔直径为(0.8±0.02)mm；

长度没有严格要求，但是针尖要是平的。

d)自动注射系统，可保证注射器在(10±1)s 内连续喷射(10

±0.5)mL 测试溶液，并带有固定注射器的支架。不应使用人工

或依靠重力注射。



e)烧杯，容量约 50 mL。

f)天平，精度为 0.01 g。

g)透明薄膜，不被测试溶液腐蚀，放置在硬质透明槽与滤纸

之间，保护硬质透明槽。

h)滤纸，厚度为(0.15~0.2)mm，放置在试样与透明薄膜之间 。

i)计时器，秒表或电子计时器，精度为 0.1 s。

E.5 测试环境条件

温度：(20±2)℃，相对湿度：(65±5)%。

E.6 试样的准备

E.6.1 取样

对于每种测试溶液，从服装或面料样品上裁剪 6 个(360±

2)mm×(235±5)mm 的试样，取样要细心，不得有皱褶。

当服装面料是机织物时，沿经向、纬向方向各取 3 个试样；

当服装面料是无纺布时，如果制造方向可辨认，则沿制造方向及

与之垂直的方向各取 3 个试样。

E.6.2 试样预处理



将裁剪好的试样置于测试环境条件下调湿 8 h。

1——硬质透明槽；

2——透明薄膜；

3——滤纸；



4——试样；

5——夹子；

6——注射器；

7——烧杯。

图 E.1 测试装置图

E.7 测试程序

E.7.1 用天平称量试样的质量 m1，精确到 0.01 g，记录数

据。

E.7.2 裁剪大小为(360±2)mm×(235±5)mm 的矩形滤纸和

透明薄膜各 1 块，称量滤纸和透明薄膜组合的质量 m2，精确到

0.01 g，记录数据。

E.7.3 将称量过的透明薄膜放入硬质透明槽内，上面覆盖滤

纸，相互间紧密贴合，注意不要留有空隙，也不要出现皱褶，并

保证硬质透明槽、透明薄膜、滤纸三者下端面平齐。

E.7.4 将试样放在滤纸上，使试样的长边与槽边平行，外表

面向上，试样被折叠的边超出槽的下端 30 mm。仔细检查试样，

确保其表面与滤纸紧密贴合后，用夹子将试样固定在硬质透明槽

上。

E.7.5 用天平称量小烧杯的质量 m3，精确到 0.01 g，记录

数据。

E.7.6 将小烧杯安放在试样折叠边缘的下面，保证所有从试

样表面流下的测试溶液都能被收集到。



E.7.7 注射器针头向下，垂直安装在支架上。针头应通过硬

质透明小槽的轴心线，与试样表面的垂直距离为(100±2)mm，试

样外表面喷射点与试样下端面间的长度为(330±2)mm，见图 E.1。

E.7.8 启动自动注射系统，同时启动计时器，使 10 mL 测试

溶液在(10±1)s 内由针头喷射至试样的外表面。

E.7.9 计时器计时到 60 s，轻敲硬质透明槽的边缘，使悬

浮于试样折叠边缘的测试溶液滑落。

E.7.10 小心地取下试样，仔细将接触测试溶液的一面向内

折叠好，注意不要让试样上沾附的测试溶液流失或滑落。用天平

称量沾有测试溶液的试样质量 m／
1，精确到 0.01 g，记录数据。

E.7.11 小心地取出滤纸与透明薄膜组合，注意不要让沾附

的测试溶液流失或滑落。将接触测试溶液的一面向上，用天平称

量带有测试溶液的滤纸与透明薄膜质量 m／
2，精确到 0.01 g，记

录数据。

E.7.12 称量小烧杯和收集的测试溶液的质量 m／
3，精确到

0.01 g，记录数据。

E.7.13 按 E.7.1~7.12，依次测得 6 个试样的数据。

E.8 结果计算

按式(E.1)和式(E.2)分别计算每个试样对测试溶液的穿透

指数和拒液指数。



E.8.1 穿透指数

式中：

IP——穿透指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m2——测试前滤纸和透明薄膜组合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2——测试后沾附了测试溶液的滤纸和透明薄膜组合的质

量，单位为克(g)；

mt——测试中喷射向试样的 10 mL 测试溶液的质量，单位为

克(g)。

取 6 个试样的最小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E.8.2 拒液指数

式中：

IR——拒液指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m3——测试前小烧杯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3——测试后收集了液体的小烧杯质量，单位为克(g)；

mt——测试中喷射向试样的 10 mL 测试溶液的质量，单位为

克(g)。

取 6 个试样的最小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能应用可靠的蒸发损耗修正因素的地方，在计算指数 IP、IR、

和 IA前，应分别将技术条件下的质量损耗加到 ma、mP或 mr上。



E.8.3 结果判定

取 6 个试样中拒液指数、穿透指数结果的最小值，作为最终

测试结果。

E.9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声明测试是按照附录 F 进行测试的；

b)被测试面料的单位面积质量(g/m2)；

c)测试环境条件；

d)被测试面料的预处理情况；

e)使用的化学物质；

f)每一个样品的测试结果，穿透指数、拒液指数的最小值以

及分级结果；

g)与本附录不符合的说明，以及测试人员认为应说明的其他

问题；

h)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磨损性能测试砂纸要求

F.1 材料

F.1.1 磨料

所有玻璃磨料颗粒应通过 0.090 mm 的过筛孔径。

F.1.2 背衬



纸质或平纹织物。

F.2 规格尺寸

F.2.1 砂纸大小(230±2)mm×(280±3)mm。

F.2.2 砂纸的强度要求 50 mm 宽的砂纸断裂强力不低于表

F.1 中的规定。

表 F.1 断裂强力规定

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化学防护服面料耐高温耐低温性能试验方法

G.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化学防护服面料耐低温耐高温性能试验方法。

G.2 原理

将试样经规定时间的高温或低温处理，通过测定化学防护服

面料处理前后断裂强力的变化来判定面料的耐高温耐低温性能。

G.3 测试设备

G.3.1 通风烘箱和低温箱：能使温度维持在所要求温度范围

内并可长期连续运转的通风烘箱和低温箱。

G.3.2 按 GB/T 3923.1 规定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和用品。

G.4 取样



按 GB/T 3923.1 要求的制样方法及试样尺寸，取经向、纬向

试样各 5 个。

G.5 测试程序

G.5.1 低温处理

G.5.1.1 将低温箱的温度调至－40℃。

G.5.1.2 将试样夹持在低温箱内的试样夹持架上，使之不受

任何张力，且两面都能暴露在环境中。试样之间的距离不少于 10

mm。试样和箱壁的距离不少于 50 mm。

G.5.1.3 试样持续处理 8 h。

G.5.2 高温处理

G.5.2.1 将通风烘箱的温度调至 70℃。

G.5.2.2 将试样夹持在烘箱内的试样夹持架上，使之不受任

何张力，且两面都能暴露在环境中。试样之间的距离不少于 10

mm，试样和箱壁的距离不少于 50 mm。

G.5.2.3 试样持续处理 8 h。

G.5.3 处理后断裂强力测试

依据 GB/T 3923.1 的方法分别对经低温或高温处理后的经

向、纬向试样进行测试，分别取经向、纬向试样的平均值作为该

方向试样的测试结果。测试应在试样从低温箱或通风烘箱中取出

5 min 内完成。

G.6 结果计算



按式(G.1)计算面料经低温或高温处理后，断裂强力的下降

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式中：

R——经低温或高温处理后断裂强力的下降率，%；

F0——未经低温或高温处理的面料经向或纬向断裂强力平

均值，单位为牛(N)；

F1——经低温或高温处理的面料经向或纬向断裂强力平均

值，单位为牛(N)。

G.7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声明测试是按照附录 F 进行测试的；

b)被测试面料的低温或高温处理情况；

c)被测试面料处理前后的断裂强力结果，(N)；

d)断裂强力的下降率；

e)测试人员及测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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