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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色彩与款式设计探析
王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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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电力抢险救灾是一门比较特殊的行业，环境环境较为复杂和恶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人体躯体
防护的服装要求严格。[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结合相关的高可视警示服，[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
为：首先在款式上分类成五种款式，并根据作业人员的环境特点、工作特点来确定具体款式；其次根据最新版国家标准
《职业用高可视警示服》中对反光材料的严格把控作为抢险救灾工作服的外观保护；最后在色彩的选择上利用在自然界
中的同色系，有细微色差的景色或者事物中选择出最适合电力抢先救灾工作环境和作业人员心理的配色，从而创造有
价值的电力抢险救灾工作服的设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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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ing Color and Style Design of Electrical Power Rescuing Uniforms
WANG Shixue, WANG Qiuhan，HUANG Dan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 Wuhan, Hubei）

Abstract: Electricity rescue and disaster relief is a relatively special sector. The environment is more complex and harsh, with
great uncertainty, and strict requirements on the body protection cloth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
vey method and related high-visibility warning service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styl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ones, and the spe⁃
cific style is determined by the operator's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na⁃
tional standard "Vocational Warning Suits for Occupation" is used as the appearance protection of rescue and disaster relief uni⁃
forms;The color selection is based on the same color system in nature, and there are subtle color differences in scenery or things.
The color matching that best suits the work environment of electric power preemptive disaster relief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oper⁃
ating personnel is created, thereby creating a design connotation of valuable electric power emergency workwear.
Key words: warning clothes; emergency rescue; electricity; color

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和传

力设别抢修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要进一步加

统产业的不断进行升级和改造，使得大众对供电的

强电力设备抢修工作的安全管理，降低工作中安

需求量越来越大，扩大电力设备覆盖范围成为了保

全事故的发生，提高企业的优质服务。而电力抢

证各地供电需求的基础，而电力设备的数量的大幅

险救灾人员的服装作为第一层保护的设计便有了

度增加导致电力事故的数量日增，电力设备抢修

巨大的意义。但目前针对电力行业的研究多为电

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增多。安全问题是摆在电力设

力电气技术、配电输电层面、电力事故安全心理方

备抢修工作中第一问题。电力设备抢修工作不仅

面等，关于电力行业中抢险救灾工作人员的工作

关系着企业对社会优质服务的承诺，也关系着电

服设计的研究还没有，但是与此工作服相关的高
可视警示服的研究文献还有少量，本文首先研究
电力抢险救灾作业人员的环境以及款式的分类，
其次在基于最新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设计和选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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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带，最后做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工作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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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以款式和色彩的结合完善和升级电力抢

生。通信作者：王秋寒，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

险救灾人员的工作服设计，从而推动电力行业工

导师。

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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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的款式选择
1.1 款式选择的原则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作为高可视警示服中
的一种，与高可视警示服有同样的标准。我国是亚
洲最早拥有警示服标准的国家之一，在国家警示服
标准中，规定了不同职业在不同环境中高可视警示
服的级别；反光材料的位置、距离以及可见程度；测
试荧光材料和反光材料的色牢度、织物撕破性能等

图3
Fig.3

高可视警示夹克

High-visibility warning jacket

图 4 高可视警示长裤
Fig.4 High-visibility
warning trousers

等标准与方法；高可视警示服的不同服装款式等。

师、救援人员、消防人员等职业人群，他们的工作地

根据覆盖人体部位和作业环境的复杂程度，把各种

点比起穿着马甲的职业人群来说更加复杂和多变，

类型的高可视警示服归类为：覆盖人体上身躯干警

每一次作业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需要身穿高可视

示服、覆盖人体上身躯干和手臂警示服、覆盖人体

警示服夹克与长裤套装进行工作。

腿部警示服、覆盖人体上身躯干和腿部警示服、覆
盖人体上身躯干手臂和腿部警示服五种款式。
高可视警示服的五种工装款式的工作环境大

覆盖腿部工作服和覆盖上身躯干、胳膊腿部工
作服除了以上提到的夹克长裤套装，还有另外一种
是兜带裤和连体工作服，如图 5。连体工作服是一
款保护性极强的工装，一般为防寒服，可以有效避

不相同。
覆盖人体上身躯干的款式是背心或无袖短外

免冷空气进入身体，这款服装适用于油田、石油化

套，一般是由荧光黄色、荧光橙红或荧光绿色的基

工、燃气电力等易发生爆炸火灾事故行业在较寒冷

底面料和银白色或银灰色的反光带组成。新版 GB

环境的穿着。穿着高可视警示服兜带裤的职业人

20653 删除了 GB 20653-2006 旧版中在现实环境中

群的环境较没有身穿其他高可视警示服的环境严

不能确保有效可视性以及运用不太普及的全部由

峻，大多都为手上作业，又必须穿上引人注意的警

反光材料构成的缚带这一款式，并在原有的马甲类

示服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比如汽修工人、近地建筑

款式上增多了反光条，如图 1。高可视警示服背心、

工人和近地小电流电力工人等。

马甲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执勤交警、施工工人或
环卫工人等。他们因为在户外工作、离马路近并且

运动幅度很大，不能把身体束缚住，所以背心的样
式对比于其他的款式来说宽松舒适，既可以达到保
护自身安全的效果，又不至于穿的太多导致闷热、
行动不便，如图 2。
图5

连裤工作服和兜带裤

Fig.5

Jumpsuit and overalls

图 6 无袖连裤工作服
Fig.6 Sleeveless one- piece
overalls

覆盖上身躯干和腿部工作服的款式是图 4、图

5 两者的结合与兜带裤也很类似，又称无袖连裤工
图1

高可视警示服
缚带图
Fig.1 High- visibility
warning strap

Fig.2

图 2 高可视警示马甲
High- visibility warning waist⁃
coat

作服，如图 6。在兜带裤的基础上加上了反光带和
覆盖整个上身躯干的面料。

1.2 款式选择的方法

覆盖上身躯干和胳膊工作服是类似日常夹克

在总结出以上五种高可视警示服的款式后，同

的形制，服装的基底材料大多数都是荧光色再加上

样需要分析电网抢险救灾人员作业的环境以及作

符合标准的反光带形成。警示服夹克因为比较保

业人员适应抢修动作、运用工具等方面去确定服装

暖多为秋冬季节穿着，夏季身穿高可视警示马甲的

的款式。

职业人群，秋冬可会换做穿高可视警示夹克，如图

目前电力行业对各单位的职业工装定制款式、

3。与警示服夹克成套装的是覆盖腿部工作服，它

颜色都不统一。有一些工装会不贴合作业人员，比

们二者可以组成为覆盖上身躯干、胳膊和腿部的整

如在抢险救灾作业人员在野外作业时，体力活动

套高可视警示工作服，如图 4。施工工人、建筑工程

范围大，劳动强度大，身体姿势多样，走路快、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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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B 20653-2020《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测

范围几乎延伸到身体的极限。这就需要在保持服

试方法和要求》职业用高可视警示服对覆盖上身躯

装原有造型的基础上，适量增加宽松度。野外工

干、胳膊和腿部的警示服上反光材料的缝制有 9 点

作需要多贴袋、耐磨设计。在腿的中上部设计贴
袋，便于身体向下倾斜或攀爬。从人体功能的角
度来看，人们在工作时通常用右手操作，所以设计
手臂左边的口袋更加便于作业人员放置作业时需

要求：①基底材料应环绕躯干、袖子和裤腿，宽度不

小于 50mm（被反光带中断的基底材料不算入内）。
反光带宽度不小于 50 mm。②覆盖躯干和胳膊的
工作服应至少有一条环绕躯干的反光带，反光带最

大可倾斜角度为±20°；左右两肩应各有一条反光带

要用到的小物件。
在服装款式的选择上，分析抢险救灾人员的工

从胸前延伸到后背、并与躯干部位的反光带相连

作性质特点，环境复杂多变，身体需要大幅度的伸

接；躯干部位最下面的反光带的底端距衣服底边的

展，需要保护性强、但不能因为过强而限制自己的
救援动作，可以选择高可视警示夹克及高可视警示
长裤组成的覆盖上身躯干、胳膊和腿部的整套高可
视警示工作服。在服装功能性上需要添加更多的
贴袋以便让作业人员可以更加便利需要在服装经
常摩擦的位置加厚防磨面料、在袖口和裤脚的地方
设计可调节，更加适用于各种身材的抢险救灾人
员，如图 7。

图7
Fig.7

2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的服装款式

Style of electrical power rescue personal's uniform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的反光带的选择

反光带、反光材料也被称为回归反射材料或逆
反射材料，可将入射光线按原路反射回光源处，反
光材料在夜间或昏暗处对光源射来的光线的反射
效果尤为突出，这使得能其他人员及时发现较远的
或处于复杂环境中的人，
并做出反应[1]。反光带是很
常见而且具有广泛产业利用率的一种安全设备。

2.1

反光带选择放置位置的原则
高可视警示服基于作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分为

距离不小于 50mm。如果服装有多条水平方向的反
光带，相邻两条间距应不小于 50 mm。③当袖子上

有环绕反光带时，覆盖躯干和胳膊的工作服应至少
有两条相隔不小于 50mm，最大可倾斜角度为±20°

的反光带，躯干部位最下面的反光带的底端距衣服
底边的距离不小于 50mm。④如果袖子明显遮挡躯
干部位的一条水平反光带，袖子上应环绕一圈反光
带。如果是长袖，袖子上应环绕间隔不小于 50mm
的两条反光带。⑤如果袖子明显遮挡躯干部位的
两条水平反光带，袖子上应环绕间隔不小于 50mm
的两条反光带。最下端的反光带距离底边的距离
应不小于 50 mm。可以通过不同的姿势活动胳膊
同时观察袖子对于水平反光带的遮挡情况。⑥由
反光材料或组合性能材料组成的条带在长度方向
上的间隙（如门襟或接缝处）应不大于 50mm，同时
如果该条带环绕躯干或袖子，则该条带上的总间隙
应不大于 100mm。⑦基底材料应环绕裤腿，宽度不
小于 50mm（被反光带中断的基底材料不算入内）。
反光带宽度不小于 50mm。⑧覆盖腿部的工作服应
至少有两条反光带，间隔不小于 50mm，反光带最大
可倾斜角度为±20°。最下端的反光带底端应距离

底边至少 50 mm。⑨由反光材料或组合性能材料
组成的条带在长度方向上的间隙（如门襟或接缝
处）应不大于 50mm。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允许使用非荧光材料

三个不同的级别，每一个级别的警示服都应含有相

作为基底材料，如用于某仅在夜间或者黑暗环境有

应的基底材料、反光材料或相应面积的组合性能材

作业需要的岗位，所以出现蓝色或者卡其色作为基

料，每一个警示服上都有最小使用面积的可视性材

地材料的警示服[3]。

料，见表 1。
表1

Tab.1

2.2 反光带选择级别的原则

高可视警示服级别及其对应可视材料的最小面积[2]

High visual warning service level and the minimum area of
corresponding visual materials

警示服装级别

3级

基底材料面积
反光材料面积
组合性能面积

单位：
m

2级

1级

0.8

0.5

0.14

0.2

0.13

0.1

-

-

0.2

2

EN ISO 20471:2013《高能见度服装-测试方法

和要求》要求使用者对作业人员可视性进行风险评
估后选择对应的服装级别。风险等级根据周边环
境 及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类 型 来 确 定 。 ENISO 20471:

2013《高能见度服装-测试方法和要求》的警示服级
别选择及设计指导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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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2
风险等级

第一期

EN ISO 20471:2013 风险等级影响因素及警示服的设计要求和场合

EN ISO 20471: 201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isk level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occasions of warning clothing
可视等级

高风险环境
3 级警示服
高风险环境
2 级警示服
高可视性

警示服的设计要求

适用环境

日间和夜间可视性；360°可视性（不同 恶劣天气作业；背景环
方位可见）；设计便于识别穿着者；可 境较复杂；工人活动离
视材料必须环绕穿着者躯干的设计； 车辆非常近；工人所从
可视材料符合标准规定的面积和性能 事的活动会分散其对附
要求
近车辆的注意力
日间和夜间可视性；360°可视性（不同
方位可见）；设计用于穿着者的轮廓识
别；可视材料符合标准规定的面积和
性能要求

高风险环境
1 级警示服

中等风险环境

较强可视性

低风险环境

可视性

举例
道路施工工人；救援人员；铁
路工人；护林工人；机场地面
人员；道路养护工人；交通指
挥人员等

指挥车辆停车/服务区内的
背景环境不复杂，工人
作业人员；仓储物流设备附
的存在非常明显；步行
近的作业人员；石油或天然
工人和往来车辆有明显
气开采工人；精炼厂工人；矿
分界
工等

日间和夜间可视性；保证穿着者不同
方位观察可见；设计便于识别人体动
态（不强制环绕躯干）；可视材料的面
积和性能符合白天和夜间的需要（不
强制符合 ISO 20471）；设计款式和色
彩更加自由
日间和夜间可视性；保证穿着者不同
方位观察可见；设计便于识别人体动
态（不强制环绕躯干）；可视材料的面
积和性能符合白天和夜间的需要（不
强制符合 ISO 20471）；不应设计成配
饰和附件形式

ANSI/ISEA107 主 要 应 用 于
职业用场所，因此没有针对
中低风险环境和非职业用服
装的警示性设计做出规定或
指导

服装颜色应该鲜艳；滚边或其他反光
材料设计；可视材料面积及性能无要
求

在表格 2 中我们可以得出，电网抢险救灾作业

人员工作环境复杂多变属于高风险环境，所以要选
用 3 级警示服，要求必须在躯干或手臂或小腿部
360°日渐和夜间同时可视，设计要便于其他人识别
穿着者。在服装款式确定的基础上，根据标准把反
光带添加上，
袖子和长裤上上添加两条不小于 50mm
的放光带，两条反光带间隔不小于 50mm，在服装的
背面添加一条不小于 50mm 的反光带，
如图 8。

服中几乎都会选用阻燃反光布，它的材质多为全棉
或芳纶，多用于消防、安全警示服上面。由于材质
特殊，因此不单具有反光功能，还能防火阻燃。它
可分为阻燃反光布和阻燃警示带。两者的区别是
阻燃反光布为单色，如全黄、全红、全银色，而阻燃
警示带则有两者颜色组成，如黄-银-黄、红-银-红
等。阻燃反光布适用于消防、电工等作业领域有阻
燃要求的安防类服装或其他产品，所以需选择阻燃
反光布。确定服装整体色彩后，再选定反光材料使
用哪种单色。

3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的色彩选择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所穿着的高可视警示服为

特殊衣着用安全防护性工作服装，由一定面积的荧
光基底面料反光材料组成。荧光面料和反光材料
可使极远处的目标或黑暗中得到强烈的反射光线，
从而的到良好的警示和安全预防作用，所以在傍
图 8 加上反光带后的电网抢险救灾人员服装
Fig.8 Electrical power rescue personnel's uniform with re⁃
flective stripes

2.3 反光材料选择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光条在服装中的运用已不

晚、深夜等光线较暗的时候可提高作业人员的可视
性，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安全 [5]。高可视警示服除
了必有的反光材料外，也必须配色亮丽耀眼。非职
业高可视警示服可以使用很多种颜色的荧光面料，
包括荧光黄、荧光绿、荧光黄绿、荧光橘红、荧光红、

在少数，一般运用得比较多的是反光布、反光热贴

荧光粉红等颜色[6]。在我国交通警察和路政所穿的

膜、反光织带以及阻燃反光布。但是在高可视警示

反光背心和外套款式的颜色因为环境的影响会按

服饰与艺术：
设计研究

79

季节变化，其他职业高可视警示服规定只能使用三

在救援人员的心理上尽量时刻保持积极、冲劲的态

种颜色的荧光面料，分别是荧光黄、荧光橘红以及

度，他的工作服在色彩上的选择应偏向高调、兴奋

荧光红。

的颜色。比如在色彩中红、黄、橙色三色的最具有

3.1

警示性并且穿透力较强，以至于这三种颜色经常会

色彩选择的原则
在提高救援人员的服装通过外观的色彩搭配

来提高识别度。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服装的色彩基

被作为标志色和信号色出现在高可视警示服的各
类款式当中。

调被称为服装的主色调。在主色调选定以后，根据

（1）主色调的选用。红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火

需要选择相应的配色。电力救援人员的服装配色

和血，但同时他也是和热情、喜庆、热闹这些感觉联

的方案就是对比配色。对比色是人的视觉感官所

系在一起，但红色太过于艳丽；黄色给人的第一印

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是视网膜对色彩的平衡作

象是阳光和大自然，它在所有色相中是最发光的

用，它是处于 24 色色相环上相距 120°到 180°之前

色，会给人轻快，充满活力的印象，但黄色太过于

的两种颜色。因色相具有明显的差异关系，若两种

耀眼；橙色是红色中带有黄色的色彩，也是一种

颜色选中刚好为 180°对角的颜色时，成为互补色，

温暖的颜色，他会给人以张扬、丰收和热情的感

对比性是最强烈，若想缓和两色的对比效果，可将

觉并且同样会引人注意。橙色不是流行于大众

一种颜色的彩度或明度调整，或由两色的面积大小

的服装色彩，但种色彩最能表现大胆和引起其他

[7]

调和两色的对比程度 。服装在色彩配色上，对比

人的重视，救援人员正式需要此种色彩去给他们

配色引人注意，
具有明快、
鲜明的感觉。

一层保护。

3.2

色彩选择的方法

比如橙色在很多环境里的表现形式，
都是使人能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的工作环境较为复杂多变，
多处于野外环境中，因为需要尽量在天黑前给群众
点燃第一盏灯，导致工作强度和压力都很大，所以
表3
Tab.3

感受到热情、
丰收以及使人重视且注意安全。见表3。
在以上橙色系色彩的比较中，
PANTONE16-1462TPX，
PANTONEPQ-166C，
PANTONE16-1459TPX 是其中

各种环境里的不同橙色的联想词汇以及潘通色卡

Different orange association words and Pantone color cards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各种环境中的橙色

联想的词

潘通色卡
PANTONE 4010 CP

路障

注意安全；前方有事故；禁止
通行；前方在施工
PANTONE14-1064TCX
PANTONEPQ-166 C

血橙

丰收；热带、
热情；
引人注目

PANTONE16-1462TPX
PANTONE16-1459TPX

枫叶

警告灯

警告图片

热情；亮丽；
出众

警告；引人注目；前方有建筑
在拆卸

引人注目；
有安全隐患

PANTONE 1645 XGC

PANTONE 4010 C

PANTONE 172 X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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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4

各种环境里的不同蓝色的联想词汇以及潘通色卡

Different blue association words and Pantone color cards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各种环境中的蓝色

联想的词

潘通色卡
PANTONE 19-4037TPX

岩浆

安静；
安定

PANTONE20-0146TPM
PANTONE18-4048TCX

海边的阳光

宁静；
安详；
温暖

PANTONE18-4148TPX
PANTONE 110-16 C

蓝色的花

理智；
安定；
放松

PANTONE 110-16 C

海底

比较适合做高可视警示服的色彩，但在三者的色彩
饱 和 度 以 及 考 虑 到 衣 服 的 整 体 配 色 来 说 PAN⁃

TONE16-1462TPX 更加比其他两个颜色都要更适

合，不仅饱和度足够高而且不至于高于会使人视觉
疲劳的程度。
（2）辅助色的选用。电力抢险救灾人员面对的
是复杂的作业环境，在主色调选择红色、橙色和黄
色这类暖色感的色彩后，色彩配比在活泼乐观的同
时更应该要注意到要稳健、理智的去救助每一个灾
害地点，辅助色应选用蓝色、绿色此类理智并具有
对比色的色彩。辅助色作为烘托、支持、融合主色
调的作用，需要在整体上起到平衡的作用，对比配
色不仅会让服装不再单调，也会让人的视觉感官感
受到强烈和饱满，更在抢险救灾人员在作业时更容
易被发现，有利于保护作业人员的身体。
但对绿色和蓝色做比较后，蓝色更为适合，绿

PANTONE 111-16 C

宁静；
轻松；
安定

TONE16-1462TPX 相配的最合适。见表 4。在以上
蓝 色 系 的 亮 度 、色 调 和 色 相 的 对 比 下 ，PAN⁃

TONE18- 4148TPX 和 PANTONE18- 4048TCX 两 种

颜 色 不 深 不 浅 色 ，既 不 会 把 PANTONE 16- 1462

TPX 鲜亮的颜色压的太过，更使得他们相得益彰。
在 PANTONE18- 4148TPX 和 PANTONE18- 4048TC

中选择，因为饱和度的细微不同，选择饱和度较高
一点的 PANTONE18-4148TPX。

3.3 设计成果

在考虑到以上色彩搭配以后，决定使用以下色
彩（表 5）。

表5

Tab.5
颜色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装颜色的选定

Selection of the colors of the employees of the power rescue
and disaster relief personnel
潘通色卡

PANTONE 16-1462 TPX

色虽然会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但是在和橙色搭配
之后会给人一种聒噪的情感，而蓝色作为沉稳的代
表色，具有理智、准确的意象，并且可以安定情绪，
比绿色系更为合适。蓝色也是世界中最博大的色
彩，天空和大海都呈为蓝色，在大自然中蓝色与橙
色的搭配也是最多，所以在蓝色系中选择与 PAN⁃

PANTONE 18-4148 TPX

位置
面料、胸带、拉链、臂袋、裤
侧袋锦丝搭扣、聚酯四眼扣
配色、上衣前门锦丝搭扣、
手肘耐磨面料

PANTONE 19-4010 TPX 里料
PANTONE 17-5102 TPX 反光条颜色

服饰与艺术：
设计研究

81

在分析电力抢险救灾人员的救援环境、工作特

彩以及反光带的放置位置和级别选择上入手，根据

点后，
也对色彩进行研究，
设计出一款符合国家最新

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工作的复杂环境结合作业人员

高可视警示服标准的电力抢险救灾人员可穿的工作

的着装的舒适性以及便利性，设计出以上电力行业

服（图 9）。袖子和裤腿上都有至少 50mm 的反光带，

抢险救灾的工装，希望能对电力作业人员工服装产

在服装的背面也添加一条大于 50mm 的反光带；在

业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材的救援人员的可穿性。在肘关节部分进行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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