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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被服 第 7 部分：防寒服》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来源和起草单位 

防寒服是目前最常用的应急储备物资之一，具有保暖性好、通用性强、性价比高等众多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应急救灾工作中，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市场上防寒服品种众

多、质量良莠不齐，同时国内缺少针对防寒服的产品标准，从而造成选购防寒服时无标准可依。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应急管理行业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际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际华三五三四制衣有限公司、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中纺标检验认证

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市恒润织造厂、吉祥三宝高科技纺织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救灾被服 第 7

部分：防寒服》行业标准制定任务(立项号：2020-YJ-008）。 

（二）协作单位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委会(SAC/TC 307)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由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际华三五三四制衣有限公司、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市恒润织造厂、吉祥三宝高科技纺织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1 月 6 日-1 月 20 日，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工作计划，商讨后续具体工作安排与

任务。 

——2020 年 1 月 25 日-4 月 20 日，资料调研，完成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汇总生产、采购、使用

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20 年 4 月 21 日-8 月 10 日，讨论分析，结合目前国内实际生产现状，初步选定产品主要材

料规格和标准的内容。 

——2020 年 8 月 11 日-12 月 31 日，根据标准的编制方向，进行实际样品的打样工作。 

——2021 年 1 月 10 日-4 月 13 日，结合实际样品，编制标准的讨论稿。 

——2021 年 4 月 20 日-6 月 13 日，收集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讨论后，对标准文件进一步完善。 

——2021 年 8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周育青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有工作，组织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验证、标准起草、工作

组会议、研讨会等，并于标委会对接； 

慎凯玲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何晓燕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赵胜男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王文浩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朱建江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3 
 

樊少强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尤伟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郭洁丽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徐睿婕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李博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姜慧霞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樊斌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李献鑫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赵景姜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张连荣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张志成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王智清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张丽组织协调标准制定相关工作，参与调研、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7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

关规定进行标准编写。 

2、参考应急管理部相关标准的要求。 

3、符合我国应急救灾用品的实际需求和目前生产企业的实际水平，同时又体现出先进性。 

4、对应急救灾防寒服的生产及储备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规范生产，促进相关材料生产企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对应急管理部门采购和选用相关产品提供依据和指导。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了方便产品标准的实际可操作性和现实生产情况接轨，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大多数

引用文件不再注日期引用，且尽可能地采用通用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2、样式 

为了方便统一采购，保证产品的一致性、规范性，防寒服的样式为中长款棉服大衣样式，增

加可拆卸绒领及防风帽，内胆为一体式绗缝棉，并配有可拆卸内胆保暖马甲。 衣领絮 80g/㎡丙

纶熔喷布；风帽帽里絮 120g/㎡超细聚酯絮片一层和 80g/㎡丙纶熔喷布一层；前、后身胆和袖絮 

200g/㎡超细聚酯絮片一层和 80g/㎡丙纶熔喷布一层； 内胆马甲面、里之间絮 120g/㎡超细聚酯

絮片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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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 

防寒服属于外穿保暖性服装，并需兼顾防风、耐磨、抗撕裂等优良性能。为了保证救灾防寒

服各项性能，其面料选用了藏青色涤棉轧光帆布，面料强度高、耐冲击性好，耐热，耐腐，耐蛀，

耐光性良好，且易洗快干，具有"洗可穿"的特点 ，能满足不同环境下穿着使用。填充物采用 200g/

㎡超细聚酯絮片和 80g/㎡丙纶熔喷布绗缝棉，并增加内胆马甲 120g/㎡超细纤聚酯絮片绗缝棉，

使产品拥有更好的蓬松性和透气性，既提高了防寒服的保暖性，又保证产品长期使用不易变形。 

材料规格、质量要求及用途 

材料名称 规格 质量要求 用途 

涤棉轧光帆布 
涤纶 80%/棉 20% 

29.5tex×2/59tex 

断裂强力 N，经向≥1800 

纬向≥1100 

撕破强力 N，经向≥160 

纬向≥75 

面料、翻领里、绒领里、套领面、

挂面、挂面贴条、后托领、后托

领贴条、掩门里、掩门暗牌面、

掩门暗牌里、胸袋盖里、斜插袋

爿、帽口贴条 

防静电涤纶平纹防

绒绸 

77.8 dtex 

+22dtex/77.8dtex， 

单位面积质

量 60g/m
2
 

断裂强力 N，经向≥490 

纬向≥390 

撕破强力 N，经向≥9 

缝口脱开≤0.6cm 

里料、内胆面里、里贴袋布、套

领里、斜插袋袋布 

丙纶熔喷布 80g/㎡ 
热阻≥0.124 ㎡·K/W 

透气率≤300mm/s 

前、后身和袖子、翻领和风帽保

暖层 

超细聚酯絮片 

120g/㎡ 

热阻≥0.350 ㎡·K/W 

洗后热阻保持率≥70% 

压缩弹性率≥85% 

帽口贴条、掩门、风帽保暖层、

内胆保暖层 

200g/㎡ 

热阻≥0.450 ㎡·K/W 

洗后热阻保持率≥70% 

压缩弹性率≥85% 

前、后身和袖子保暖层 

平剪绒 毛高：11mm ～13mm FZ/T 72002 领绒 

4、颜色 

考虑到产品用途以及统一性，救灾防寒服面料颜色为藏青色（PANTONE 19-3921 TCX），平剪

绒为黑色，聚酯四眼扣为黑色，绣花线为藏青色，填充絮片为白色。 

5、缝制 

本标准对救灾防寒服的缝制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标识缝制位置及要求。 

6、成品质量 

（1）成品以及主要材料安全性要求应符合 GB 18401 C 类规定，本标准的成品质量指标应考

核：成品的外观质量及缝制质量，面料的纤维含量、断裂强力、撕破强力、耐水色牢度、耐汗渍

色牢度、耐洗色牢度、耐摩擦色牢度、水洗尺寸变化率；化纤絮片填充物的热阻、蓬松度、回复

率级等项目。 

（2）外观质量及缝制质量。各部位缝制平服、线路顺直，整体牢固，针剂均匀，上下线松

紧适宜。对称部位基本一致，套结位置准确，拉链平直，外观整洁，无线头纱毛。缝制过程中工

艺熨烫应平服定型，无烫光、变色。里布应低温熨烫，熨烫温度不超过 110℃。 

断裂强力和撕破强力。断裂强力和撕破强力是衡量面料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防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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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情况，直接影响服装的使用寿命。本标准规定救灾防寒服面料断裂强力（N），经向≥1800

纬向≥1100，撕破强力（N），经向≥160纬向≥75。 

（3）聚酯絮片填充物。对于以聚酯絮片作为填充物的防寒服来说，需要考核聚酯絮片的保暖

性能、蓬松度以及回复率。保暖性能直接反映的是防寒服的保暖效果，蓬松度和回复率主要反映

防寒服的不易变形性，也可以间接反映出防寒服的保暖效果。 

聚酯絮片填充物的指标要求  

项目 标准要求 检测方法 

热阻，㎡·K/W 

80g/㎡丙纶熔喷布 ≥0.124 

GB/T 35762 120g/㎡超细聚酯絮片 ≥0.350 

200g/㎡超细聚酯絮片 ≥0.450 

蓬松度，（m³/g） ≥50 FZ/T 64006 

压缩弹性率，% ≥85 

7、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所有测试方法均采用了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可操作性强，方便具有服装质量的

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可以快速地开展检测工作。 

8、产品标志 

号型标志为白色印刷胶带，标签内框为 6.0cm×4.0cm（长×宽），边框宽为 0.4cm，标签

字体颜色为黑色。标签中“救灾专用 防寒服”为黑体小四号字，其它内容为小四号宋体字，缝制

在后托领下口反面,标签正面外露，内胆号型标签缝制在左前胸，距前门 3.0cm，号型标签底边与

袖隆深线齐，一周扎线首尾回针，标志样式见示例 1。字迹应清晰、整洁。根据应急管理部对应

急救灾物资“一物一码”的原则，在内包装和外包装上分别增加了二维码设计。二维码采用热敏

不干胶 10年纸，粘贴在耐久性标签反面。 

 

救灾专用   防寒服 

号型：大/中/小 

生产日期：×××× 

承制方：（简称）    

监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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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按照“技术先进，符合国情”的原则，结合我国标准化发展方向和目前中国救灾防寒服生产

现状，合理吸收标准相关内容，并对标准进行了部分修改，使标准更符合实际需求，满足救灾需

要。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标准性质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上报，并建议作好标准的宣贯和咨询解答工作，特别是针对相关的生

产企业。本标准安全性能符合国家标准 GB 18401 C类要求。 

七、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1）完善救灾专用防寒服标准的相关内容、加强现场执法检查，以便于推进本标准其执行； 

2）做好面向各相关行业的标准技术解读，做好相关生产企业的标准宣贯和技术培训工作； 

3）做好与相关行业标准的技术对接；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标准主要涉及救灾专用防寒服产品。 

十、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强制性标准应说明是否需要对外通报得建议及理由）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年 9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