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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体假人与防护服舒适性、
安全性测评研究的介绍
文 / 裴鹏英，龚小舟
暖体假人是防护服测评研究的重要设备，它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对提高服装舒适性及安全性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介绍了暖体假人及其测评防护服舒适性、安全性的方法，其所采用的评价指标包括热
阻和蒸发阻抗，
并配以数据加以说明解释。另外，
文章还介绍了测试热阻和蒸发阻抗的标准及方法。
暖体假人；
防护服；
热阻；
蒸发阻抗

同普通服装相比，防护服由特定材料组
成，其扣紧系统具有创新性，且防护服的设计
独特。评价防护服系统的舒适性和使用性能具
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标准测试方法采用与

表征防护服的舒适性、
安全性。

1 暖体假人的分类
暖体假人可分为两类：
1.1 多节段暖体假人

真人一样大小的暖体假人来测试防护服系统

大多数暖体假人由温度和测量系统单独

的性能。暖体假人被用于评价不同类型防护服

控制的多节段组成（尽管其目的是定量描述整

暖体假人还被用
的防火性和密封性。[1-5]此外，

体的传热性能），所有节段的表面温度可控制

来评价、比较个体液冷服与防护服配套使用时

在同一温度水平（34℃），或者节段表面温度各

的有效性。[6]暖体假人已被许多研究人员用来

不相同，
四肢的温度比头和躯干低。这种暖体

测量服装系统的热阻和蒸发阻抗。这两项阻值

假人可以给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各节段的

用于预测穿戴者在特定环境下从事某一活动

相对热损失，
测量各节段的热阻值和蒸发阻抗

时的热舒适或热应力的生物物理模型。暖体假

值。但是，
大多数多节段暖体假人从某一节段

人最近的发展趋势侧重于模拟人体特定加热

服装层内各节段
到另一节段存在内部热传递，

部位，如头、手、脚、小腿等，以便更精确地评价

之间有热流——
—这些将会影响局部阻值的准

用于头盔、手套或连指手套、鞋袜材料的热效

已有两种不
确性。另外，
对于多节段暖体假人，

率。 值得一提的是，
暖体假人不能模拟具有生

同计算服装热阻的方法：
①整体法。先将各节

理意义的人体，它是热计量设备，其身材大小

段热损失求和，各节段体表温度按面积加权，

和形状类似于普通人，被加热后其体表温度模

各节段表面积求和，然后计算服装的总热阻。

拟人体的局部和平均表面温度，但他们不会像

②局部法。先计算服装各节段的热阻，再按暖

人类那样对环境或服装的改变做出及时反应。

体假人各节段的体表面积加权得到服装的总

本文首先对暖体假人进行分类；其次，分别基

由于服
热阻。[7]局部法常常给出较高的热阻值，

于暖体假人测量防护服的热阻和蒸发阻抗，
以

装在体表的热阻分布不均匀，用局部法计算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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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腹部，
到的热阻变化较大。[8-9]当某一节段，

件西服的热阻大约为 1 克罗值，
1 克罗值相当

相对其他节段绝热性较好，其热损失会很低或

于 0.155 m2·℃/W。[17]当热阻用克罗值来表述

接近于零，导致测得的局部热阻值太高，那么

时，通常使用符号 I，而不用符号 R，因此 It 的

用局部法计算的总热阻偏高。

表达式为：
（Ts-Ta）
·As/H
It=6.45·

1.2 可活动暖体假人

（2）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采用站姿使用暖体假

因为总热阻（Rt 或 I）
t 包含着装人体表面空

人，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暖体假人与外

气层的热阻，该值受风速及温度（与入射辐射

部自动装置相结合，用可行走的暖体假人测量

有关）的影响。对于用于预测人体在一定条件

服装热阻。[10-13]这两种情况下的运动都会增加

下散热量或得热量的生理模型，人们很容易将

对流热的损失，降低服装热阻值。这时的热阻

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但是，在人们使用一些模

称为动态热阻。国际标准 ISO 15831 给出了用

型及应用热阻时，
更偏爱将服装热阻和空气层

可行走的暖体假人测量动态热阻的测试程序。

热阻分开。

很少有实验室使用过可行走的出汗假人。

[14]

2 采用暖体假人测量防护服的热阻

基本热阻（Rcl 或 Icl）是指服装单独提供的
热阻，不包括着装人体表面空气层的热阻，基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军队研究人员研制了

本热阻 Rcl 的定义为：

第一台暖体假人。 由于织物的测量值不能准

Rcl=Rt-(Ra/fcl)

确地反映出人体着装后的实际情况，需要使用

基本热阻 Icl 的定义为：

暖体假人来测量防护服和睡袋的热阻。

Icl =It -(Ia /fcl )

[15]

（3）
（4）

式中：
m2·°C/W），
Rcl 为服装的基本热阻（单位：

2.1 标准
1996 年第一个有关暖体假人测试方法的

Ra 为裸体暖体假人边界空气层的的热阻 （单

标准——
—ASTM F1291 获得通过。[1]最近另一国

位：
m2·°C/W），
fcl 为服装面积系数 （无量纲），Icl

际标准 ISO 15831 也被颁布。[16]

为服装的基本热阻 （单位：
clo），
It 为服装和边

2.2 方法

界空气层的的总热阻（单位：
clo），
Ia 为裸体暖

测量热阻时，将服装系统穿在暖体假人
上，暖体假人被置于稍凉的人工气候室内。采

体假人边界空气层的的热阻（单位：clo）。
2.3 服装面积系数对热阻值的影响

用电加热方式使暖体假人的体表温度稳定在

服装面积系数（fcl）是人体着装后表面积

某一水平（如：33~35°C），在稳态时测量加热

与裸体表面积的比值。服装的服装面积系数可

功率。加热功率与暖体假人本体的热损失成正

通过查找标准中的表格获得，譬如，ISO 9920

比。总热阻值（Rt）就是从体表到环境对显热损

和 ASTM F1291，[1]、[18] 以及查找与服装有关的

失的阻抗值，包括服装及周围空气层的热阻。

数据库，[19-20]服装面积系数最小为 1(裸体)，最

总热阻可由暖体假人直接测量,由下式计算:

大为 1.7(某些防护服装)。

R t =(Ts -Ta )·A s /H

(1)

上文中的术语（Ra /f cl 或 Ia / fc l）是指着装人

式中：R t 为服装和边界空气层的的总热阻 （单

体周围空气层提供的热阻，
它比裸体周围空气

位：m·℃/W），Ts 为平均体表温度（单位：℃），
Ta

层热阻小，因为人体着装后表面积增加了，导

为空气温度（单位：℃），As 为假人体表面积（单

致热传递面积增加了。服装面积系数对服装基

位：m2），
H 为加热功率（单位：W）。

本热阻值的影响如表 1(见下页)所示。当服装

2

克罗值（Clo）是通常用于描述服装热阻的

面积系数（fcl）增加时，服装的基本热阻也增加

单位，因为该单位与人们平常的着装有关。一

（对于给定的总热阻）。夏装的服装面积系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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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到 1.30，冬装的服装面积系数从 1.25 到

防止服装被弄湿，但这种构造会增加裸体假人

1.45，防护服的服装面积系数从 1.30 到 1.70。

的热阻。

热舒适性模型已表明，当人从事低强度活动

3.1 标准

时，热阻值增加 0.1clo 对人体热感觉的影响

美国试验与材料学会（ASTM）与防护服有

相当于其所偏爱的温度下降 0.6°C 对人体热

关 的 技 术 委 员 会 最 近 批 准 了 新 标 准 ASTM

感觉的影响（ASHRAE,1992）。因此，采用错误的

F2370，用出汗假人测量服装的蒸发阻抗。[1]该

服装面积系数或根本不考虑所造成的偏差将会

标准规定了在等温条件下测量服装系统蒸发

给热舒适模型带来较小的误差。使用服装面积

阻抗的测试程序。该标准也给出了另外的测

系数（fcl）的估算值比忽略这个因素更为准确。

试方案，在模拟实际使用的环境条件下测量

表 1：
采用不同的服装面积系数对计算服装基本热阻值的影响

服 装的 蒸 发阻 抗 ，这

室内夏装（Icl =0.5clo）

室内冬装（Icl =1.0clo）

防寒服（Icl =2.5clo）

就是所谓的非等温测

1.11 - (0.7/1.00) = 0.41

1.54 - (0.7/1.00) = 0.84

2.97 - (0.7/1.00) = 2.27

试。在进行服装热阻

1.11 - (0.7/1.05) = 0.44

1.54 - (0.7/1.05) = 0.87

2.97 - (0.7/1.05) = 2.30

测试和非等温出汗假

1.11 - (0.7/1.10) = 0.47

1.54 - (0.7/1.10) = 0.90

2.97 - (0.7/1.10) = 2.33

1.54 - (0.7/1.15) = 0.93

2.97 - (0.7/1.15) = 2.36

1.11 - (0.7/1.20) = 0.53

1.54 - (0.7/1.20) = 0.96

2.97 - (0.7/1.20) = 2.39

1.11 - (0.7/1.25) = 0.55

1.54 - (0.7/1.25) = 0.98

2.97 - (0.7/1.25) = 2.41

温度低于假人体表温

2.97 - (0.7/1.30) = 2.43

度，由此显热损失与

1.11 - (0.7/1.30) = 0.57

人试验时，采用相同
的环境条件，且空气

1.11 - (0.7/1.35) = 0.59

1.54 - (0.7/1.35) = 1.02

2.97 - (0.7/1.35) = 2.45

蒸发热损失同时存

1.11 - (0.7/1.40) = 0.61

1.54 - (0.7/1.40) = 1.04

2.97 - (0.7/1.40) = 2.47

在，水蒸气会在服装

1.11 - (0.7/1.45) = 0.63

1.54 - (0.7/1.45) = 1.06

2.97 - (0.7/1.45) = 2.49

内冷凝。在非等温条

1.11 - (0.7/1.50) = 0.64

1.54 - (0.7/1.50) = 1.07

件下测得的蒸发阻抗
2.97 - (0.7/1.55) = 2.52
2.97 - (0.7/1.60) = 2.53
2.97 - (0.7/1.65) = 2.55
2.97 - (0.7/1.70) = 2.56

注：用黑体表示的例子采用正确的与套装对应的服装面积系数。其他例子说明在测量或估算服
装面积系数时的误差是如何影响由总热阻计算基本热阻。

3 测量防护服系统的蒸发阻抗
用于测量服装的蒸发阻抗或湿阻的出汗

称 为表 观 蒸 发 阻 抗。
配套服装的表观蒸发
阻抗只能与在同一环
境条件下测得的其他
配套服装的表观蒸发

阻抗进行比较。
3.2 方法

暖体假人相对较少。 有些假人的表面被覆盖

将假人的体表温
在进行出汗假人试验时，

一层纯棉针织物，用蒸馏水弄湿，
以此模拟饱和

度加热到人体皮肤温度，并用水弄湿，维持在

的出汗皮肤，
但是，
模拟的皮肤将渐渐变得干燥，

服装系
饱和状态。接着将服装穿在假人身上，

以必要的速率给模
除非模拟皮肤附着若干细管，

统的蒸发阻抗通过测量假人的加热功率获得。

拟皮肤供水，
维持其饱和状态。[21]还有些假人在

即使在等温条件下，
也需要采用电加热的方式

从假人内部给每
身体不同部位有若干个出汗孔，

维持假人的体表温度，
因为假人体表的水分蒸

一个出汗孔供水，
给水速率可调； 一种新型的

发会带走热量，
在非等温条件下则需要采用更

出汗假人使用防水透湿织物来模拟皮肤，
水蒸

高的加热功率。

[9]

[22]

气从假人内转移到皮肤表面； 还有些假人在

服装总蒸发阻抗的计算公式如下：

出汗皮肤表面和服装之间加上一层微孔薄膜，

Ret=(Ps-Pa)·As/[H-（Ts-Ta)·As/Rt]

[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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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et 为服装和边界空气层的总蒸发阻抗
（单位：m2·kPa/W）；Ps 为皮肤表面的水蒸气压
（单位：kPa）；Pa 为环境空气的水蒸气压（单位：
kPa）；
Rt 为服装和边界空气层的总热阻（单位：

方法，
计算式如下：
Ret=[(P-s-Pa)As]/姿(dm/dt)

（6）

式中：
姿 为测量时假人表面温度下水的汽化潜

m2·℃ /W）；
Ts 为 假 人 的 平 均 体 表 温 度 （单

热 （单位：
J/g）；
dm/dt 为假人出汗表面水分的

位：℃）；
Ta 为空气温度（单位：℃）；As 为假人的

蒸发速率（单位：g/s）。计算服装本身的基本蒸

体表面积（单位：
m2）；H 为假人的加热功率（单

发阻抗的计算式同计算服装基本热阻的计算

位：
W）。我们通过干性试验测得的服装总热阻

式类似：

平均值 Rt 用于计算总蒸发阻抗 Ret。
该标准也给出了通过称重出汗假人计算
假人表面的水分蒸发速率来确定蒸发阻抗的

Recl=Ret-(Rea/fcl)

（7）

式中: Rea 为服装表面静止空气层的蒸发阻抗
（单位：
m2·kPa/W）。

表 2:用暖体假人测得的配套服装热阻和蒸发阻抗数据
配套服装及组成

服装面积系数
总热阻 Rt/
2
fcl
clo（m·℃/W）

总湿阻 Ret
（m2·kPa/W）

透湿指数

1．男式职业套装（三角内裤，T 恤衫，长袖衬衫，夹克衫，背心，长
1.69 (0.262)
裤，
皮带，袜子，鞋子，
领带）

1.32

0.044

0.36

2．女式职业套装（紧身短衬裤，短衬裙，长袖女衬衫，合体夹克衫
1.60 (0.248)
（双搭门），
齐膝直筒裙，连裤袜，
鞋）

1.30

0.039

0.39

3．牛仔裤及衬衫（三角内裤，长袖衬衫，牛仔裤，运动袜子，运动
1.27 (0.197)
鞋）

1.22

0.031

0.39

4．夏季短裤及衬衫（三角内裤，短袖衬衫，短裤，运动袜子，运动
1.02 (0.158)
鞋）

1.10

0.023

0.42

5．女式短裤及背心（短衬裤，无袖大圆领女式背心，
短裤，
凉鞋）

0.93 (0.144)

1.08

0.022

0.40

6．运动汗衫（紧身短衬裤，长袖汗衫，汗裤，运动袜子，软底运动
1.35 (0.209)
鞋）

1.19

0.029

0.44

7．保暖服（长袖保暖衬衣和长裤腿保暖裤子，短袜，保暖连衣裤，
1.95 (0.302)
靴子）

1.26

0.048

0.38

8．清洁工作服（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皮带，袜子，鞋子，机织
1.55 (0.240)
物连衣裤）

1.26

0.039

0.37

9．Tyvek 工作服（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皮带，袜子，鞋子，非
1.53 (0.237)
织造布连衣裤）

1.26

0.045

0.32

10．PTFE 防水套装（三角内裤，短袖衬衫，
长裤，皮带，袜子，鞋子，
1.73 (0.268)
PTFE 夹克衫和裤子）

1.28

0．044

0.37

11．防化套装（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皮带，袜子，鞋子，带头
1.69 (0.262)
巾酸泼过的聚氯乙烯夹克衫和连衣裤）

1.28

0.126

0.13

12．聚丁橡胶涂层锦纶工作服（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皮带，
1.70 (0.264)
袜子，
鞋子，
带头巾聚丁橡胶 / 锦纶夹克衫和工装裤）

1.28

0.120

0.13

长裤，
袜子，运动鞋）
13．衬衫和裤子（三角内裤，
短袖衬衫，

1.12 (0.173)

1.30

0.028

0.37

14．冬装（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袜子，运动鞋，夹克衫，连指
2.19 (0.393)
手套，
帽子）

1.40

0.053

0.39

长裤，袜子，运动鞋，长袖衬
15．阻燃防护服（三角内裤，短袖衬衫，
1.60 (0.248)
衫或夹克衫，长裤（外层），手套）

1.35

0.037

0.41

16．防化服（三角内裤，
短袖衬衫，
长裤，袜子，运动鞋，长袖衬衫和
1.84 (0.285)
夹克衫，手套，
头巾）

1.50

0.098

0.18

17．冬季防风防水套装（三角内裤，短袖衬衫，长裤，袜子，运动鞋，
长袖保暖衬衣和长裤腿保暖裤子，起绒衬衣和起绒裤子，防水夹克 2.63 (0.407)
衫长裤，连指手套，
头巾）

1.45

0.099

0.25

im

注：裸体假人表面空气层的的热阻为 0.112 m2·℃/W（0.72 clo）；裸体假人表面空气层的的湿阻为 0.014 m2·kPa/W，透湿指数为
0.48。（数据来源：#1-12[21]；
#1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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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穿戴者的舒适（或热应力）。虽然暖体假人易

3.3 透湿指数
透湿指数（im）表示人体着装后的最大蒸发

使用，
但是假人、
人工气候室、
计算机控制与数

传热与未着装时的最大蒸发传热的比值。其定

据采集系统费用昂贵，维护复杂，但是暖体假

义为[24]：

人是防护服测评研究的重要设备，
它的研究开

im=(Rt/Ret)/LR

（8）

式中: im 为透湿指数 （无量纲)；
LR 为刘易斯
（Lewis）常量，
通常取值 16.5℃/kPa。透湿指数

发与推广应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各有
关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在不久的将来，暖体假
人测试技术会有更大的发展。

的范围一般在 0.5（裸体假人）到 0.05（低热阻
且高蒸发阻抗的单层服装）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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