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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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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防寒手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寒手套的要求、测试方法、标识和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最低至-50 ℃的气候环境或作业活动中防低温伤害的手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0294-2008,ISO 

8302:199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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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4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GB/T 18426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低温弯曲试验（GB/T 18426-2001,ISO 4675:1990（1996）,IDT) 
GB 24541-2009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A 7-2004 消防手套（ISO 15383:2001,NEQ）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流冷 convective cold 

在对流传热中，手套抵抗手部热损失的能力，用对流热阻表示。 

3.2  

接触冷 contact cold 

热传导中，手套阻止热传递的能力，用接触热阻表示。 

4 要求 

4.1 总则 

手套应符合表1给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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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手套的要求 

要求 使用温度＞-30 ℃的手套 使用温度≤-30 ℃且≥-50 ℃的手套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注：▲表示应符合要求； 

     △表示手套有涂层材料时，应符合要求； 

     /表示无要求。 

4.2 基本要求 

应符合GB/T 12624规定的相应要求。 

4.3 机械性能 

4.3.1 耐摩擦性能 

按5.2.1规定的方法测试时，耐摩擦性能至少应符合表2所示1级要求。根据对流冷和接触冷等级不

同，最低耐摩擦性能等级要求会有所不同，见4.7和4.8。 

表2 耐摩擦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次数 100 500 2 000 8 000 

4.3.2 耐撕裂性能 

按5.2.2规定的方法测试时，耐撕裂性能至少应符合表3所示1级要求。根据对流冷和接触冷等级不

同，最低耐撕裂性能等级要求会有所不同，见4.7和4.8。 

表3 耐撕裂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强度/N 10 25 50 75 

4.4 耐屈挠破坏性能 

按5.3规定的方法测试时，应无裂纹产生。非涂层材料没有此项要求。 

4.5 防水性 

按5.4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无渗透用1级表示，渗透用0级表示。若为0级，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应说

明，并警示若在受湿情况下手套可能会失去防寒性。 

4.6 低温弯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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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30 ℃及以下使用的手套，按5.5规定的方法测试时，试样弯曲处应无裂纹产生。 

4.7 对流冷 

按5.6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手套的对流热阻按表4的规定进行分级。当对流冷等级达到2级～4级时，

手套耐摩擦性能和耐撕裂性能应至少达到2级要求；否则，对流冷等级应判为1级。 

表4 对流冷等级 

等级 对流热阻 ITR/(m
2
·K/W) 

1 0.10≤ITR＜0.15 

2 0.15≤ITR＜0.22 

3 0.22≤ITR＜0.30 

4 0.30≤ITR 

4.8 接触冷 

按5.7规定的方法测试时，手套材料的接触热阻按表5的规定进行分级。当接触冷等级达到2级～4

级时，手套耐摩擦性能和耐撕裂性能应至少达到2级要求；否则，接触冷等级判为1级。 

表5 接触冷等级 

等级 接触热阻 R/(m2
·K/W) 

1 0.025≤R＜0.050 

2 0.050≤R＜0.100 

3 0.100≤R＜0.150 

4 0.150≤R 

5 测试方法 

5.1 测试条件 

除对流冷测试外，在测试前应将样品放置于以下环境中48 h： 

──温度(23±2)℃； 

──相对湿度(50±5)%。 

除另有规定外，测试应优先在上述环境中进行，否则应在样品离开上述环境3 min内进行。 

5.2 机械性能 

5.2.1 耐摩擦性能 

按GB 24541-2009中5.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2.2 耐撕裂性能 

按GB 24541-2009中5.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3 耐屈挠破坏性能 

5.3.1 测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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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温度为(-20±2)℃或手套制造商规定的温度。 

5.3.2 试样制备 

从两双手套的每个掌面分别截取 1个尺寸为 125 mm×12.5 mm的试样（共取 4个试样），如果可分辨

手套材料的制造方向，一试样取样方向应与制造方向平行，另一试样取样方向应与制造方向垂直；如果

无法分辨手套材料的制造方向，试样取样方向应相互垂直。试样应无接缝，如无法避免，试样的接缝应

处于夹持区域且不能影响试样的屈挠。如果手套上有不同涂层材料，则应对每种涂层材料分别取样进行

测试，结果取最差的。 

5.3.3 测试方法 

按GB/T 12586-2003中方法A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屈挠次数为10 000次。 

5.4 防水性 

按 GA 7-2004中附录E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手套完全浸入水中至手腕处。 

5.5 低温弯曲性能 

5.5.1 测试温度 

测试温度为(-50±2)℃。 

5.5.2 试样制备 

从一双手套的手掌及手背分别截取尺寸为25 mm×100 mm的试样（共取4个试样），如果可分辨手套

材料的制造方向，一试样取样方向应与制造方向平行，另一试样取样方向应与制造方向垂直；如果无法

分辨手套材料的制造方向，试样取样方向应相互垂直。如果手套由不同材料组成，则应对每种材料进行

测试，结果取最差的。 

5.5.3 测试方法 

按GB/T 1842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6 对流冷 

5.6.1 原理 

通过测量维持单位面积手模表面与测试环境间稳定的温度差所需要的加热功率来确定手套的对流

热阻。 

5.6.2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由手模、环境测试箱和测量仪器组成，见附录A。 

5.6.3 试样制备 

测试样品尺寸为9号（或依手模大小适当增减），数量至少两双，测试前应放置在测试温度下至少

24 h。 

5.6.4 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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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套穿在手模上，手指朝下垂直放在环境测试箱的测试区域。环境风速保持在(4.0±0.5)m/s，
相对湿度控制在(50±5)%。调节手模加热功率维持手模各部分的平均温度在(30～35)℃，设定环境温度

TA至少低于手模温度 20 ℃，当手模温度 THand和加热功率 QHand达到稳定状态时，测量其 10 min内的平均

值。 

5.6.5 计算和结果表示 

手套的对流热阻按公式（1）计算，测试结果取2次测试的平均值。 

 Hand

AHand
TR

Q

TT
I

−
=  .............................. （1） 

式中： 

ITR   ──抵抗手部热流失的阻值，即对流热阻，包括手套及手模周围空气层的阻值，m
2
·K/W； 

THand──手部测量区表面的平均温度，℃； 

TA   ──测试环境的平均温度，℃； 

QHand──稳定状态期间的热通量，W/m
2
。 

5.7 接触冷 

5.7.1 原理 

一个已知热阻的材料（即“标准热阻”）和试样串联连接，并分别测量其温度下降值，通过得到的温

降可以计算出试样的热阻。 

5.7.2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由测量仪器和环境测试箱组成，见附录B。 

5.7.3 试样制备 

从手套掌侧部位取2个直径为330 mm的圆形试样，如果尺寸不够，应从数只手套的掌侧取样拼接出

规定试样。如果手套掌侧的材料不一致，应在手套掌侧不一致处分别取样测试，结果取最小值。 

5.7.4 测试程序 

将冷板轻轻地放在隔热圆盘上，并施加6.9 kPa的压力，通过包裹狭长地编制毛毯或其它防护遮蔽

带缠绕设备使边缘不受气流影响。打开电加热，调节温度使T2处在(31～35)℃。T1、T2和T3温度稳定至少

30 min后方可进行测试，并且测试期间T1、T2和T3的温度波动不得大于±0.1 ℃，分别记下T1、T2和T3的

温度值θ1、θ2和θ3。 

再将调节后的试样放在隔热圆盘上，将冷板轻轻放在试样上面，并施加6.9 kPa的压力，通过包裹

狭长地编制毛毯或其它防护遮蔽带缠绕设备使试样边缘不受气流影响。打开电加热，调节温度使T2处在

(31～35)℃。T1、T2和T3温度稳定至少30min后方可进行测试，并且测试期间T1、T2和T3的温度波动不得

大于±0.1 ℃，分别记下T1、T2和T3的温度值θ1’、θ2’和θ3’。 

5.7.5 计算和结果表示 

手套的接触热阻按公式（2）计算，测试结果取2次测试的平均值 

 
Sf RR ×

−
−

−

−
= ）-（

21

32

'
2

'
1

'
3

'
2

θθ
θθ

θθ
θθ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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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S──标准热阻的热阻值，m
2
·K/W； 

Rf──试样的接触热阻，m
2
·K/W。 

6 标识 

手套的标识应符合GB/T 12624规定的相应要求。手套的机械性能按GB 24541的要求进行标识，手套

的防寒性能应用以下的寒冷危害图标并配上3个性能等级数字来表示，如图1。 

 
A  B  C 

A——对流冷等级； 

B——接触冷等级； 

C——防水性等级。 

图1 寒冷危害图标 

只有对流冷等级或接触冷等级达到1级或以上要求时，本标识才可以使用。当用X代替数字时，表示

本手套并非设计在该相应性能条件下使用。如X11代表该手套对流冷等级低于1级，接触冷等级和防水性

等级均为1级，在对流传热条件下使用时不具备防护性能。 

7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手套的信息应符合GB/T 12624规定的相应要求，并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手套由未连接的几个独立部分组成，制造商应明示性能等级和防护仅适用于整双手套； 

──制造商应提供信息或告知使用者在哪里能获得关于温度、持续时间等方面的最大允许值。参见

附录C。 

──如果手套的防水性未达到1级，制造商应告知消费者该手套在受湿情况下可能会失去防寒性（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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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对流冷测试装置 

A.1 总则 

通常，任何能够测量和控制手部表面温度以及从手部流失的热量的仪器都可以测量热绝缘性能。并

且测试装置满足A.2到A.5的要求，温度传感器和加热元件的选择、应用，以及如何嵌入手模并不是很重

要。但是本附录详细描述的手模的尺寸、外形和形状对测试结果的影响较大。 

A.2 手模 

测量区域由手部（包括手指、手掌和手背）组成，手部通过加热防护区与手模的前臂连接，加热防

护区的温度应与手部温度相近。手模由制造手套的标准瓷质手模（图A.1）的模具制成，图A.2给出了手

模的尺寸，拇指与其余四个手指的弯曲方向相反。 

 

图A.1 瓷质手模的照片（手部区域） 

单位为毫米 

 

a──连接温度感应器的导线； 

b──连接加热元件的导线。 

图A.2 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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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加热系统 

手模表面由电阻丝紧密缠绕。电阻丝层表面被大约0.2 mm厚的塑料涂层覆盖。 

加热系统应能维持高达200 W/m2
的稳定热流通过手模。 

应测量供给手部的能量，以准确得到测试期间的平均值。测量精确度应在测试期间平均能量读数的

2%以内。 

用低压直流点系统供应加热，能量供应应稳定，电压波动不应超过±1%。 

图A.3所示的加热防护区（图中a）阻止往肘部的轴向热流。 

 

 

a──加热防护区； 

b──加热手部及手指区。 

图A.3 手模的加热区 

A.4 表面温度 

手模表面的温度分布应是均衡的，没有局部过冷点和局部过热点。手模平均表面温度设定值范围为

30 ℃至35 ℃。手模表面温度的局部偏差应不超过±1 ℃。 

温度传感器应嵌入在手模表面层中，以不干扰手套测试。 

通过电阻丝测量手模表面温度，在手模的手指、手掌及手背区域设定传感器以测定手模平均表面温

度。 

A.5 环境测试箱 

手模放置在恒温室内，保持温度偏差在±1%以内，湿度偏差在±5%以内。平均辐射温度与平均空气

温度差异不应大于0.5 ℃。测试区域平均空气流速应控制在(4.0±0.5)m/s，湍流强度应少于30%（平均

空气流速的一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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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接触冷测试装置 

B.1 测试装置说明 

测试装置如图B.1所示。 

 

A──低碳钢圆盘，经过退火处理的，直径330 mm，厚度约6 mm； 

B1、B2──环形电加热器，功率分别为75 W和125 W，固定在A的下表面，并联连接； 

C──隔热圆盘，热阻为(0.075～0.125)m
2
·K/W，厚度(5～15)mm，直径330 mm； 

D──冷板，直径330 mm，表面光滑、平整； 

E──隔热材料，减少热量的损失； 

M──温度敏感元件，通过控制系统实现自动温度控制； 

T1、T2、T3──温度传感器，直径(0.20～0.315)mm，精度不小于0.01 ℃。 

图B.1 测试装置示意图 

B.2 温度测量 

T1、T2和T3是装在如图B.1所示位置的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应为直径(0.20～0.315)mm铜-康铜热电

偶，精度不小于0.01 ℃。每个温度传感器分别与直径25 mm、厚度约0.1 mm的铜箔固定并保持良好接触。

T2和T3用粘合剂固定在C和D的表面小槽内，并用直径140 mm,厚度0.006 mm的铝箔盘贴住。整个C和D的外

表面涂上暗黑色漆，使辐射率趋于1。 

B.3 自动温度控制 

自动温度控制由M和控制系统实现。 

B.4 标准热阻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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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方法之一校正标准热阻： 

a)对已知热阻的样品进行测试，把标准热阻当做未知量，按照5.7.4和5.7.5进行测试; 

b)将标准的热流圆盘用导热软膏或硅胶嵌入一个热导率接近的直径为330 mm的圆盘底面中心凹处，

再将圆盘放在仪器标准热阻的上面，施加一定的压力保证两者接触良好，测量通过热流圆盘的流量H（单

位为mV），分别记下T1和T2温度值θS1和θS2，标准热阻RS按公式（B.1）计算 

 
圆盘的校准系数

12

×
−

=
H

R SS
S

θθ  ............................... (B.1) 

式中： 

RS──标准热阻的热阻值，m
2
·K/W； 

H ──通过热流圆盘的流量，mV。 

c)按照GB/T 1029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使标准热阻的平均温度在(36～40)℃之间。

 

B.5 环境测试箱 

测试装置被封闭在如图B.2所示的环境测试箱内。环境测试箱的作用是提供防护罩阻隔邻近辐射热

源，并且控制测试装置表面的空气流通。通过调整环境测试箱抽风机另一端的狭缝大小，保证抽风机抽

送房间里的标准大气以(0.25～1)m/s的速度通过测试装置。 

单位为毫米 

 

图B.2 环境测试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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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防寒保护需要考虑的参数 

C.1 选择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要素 

在防寒手套选择过程中宜考虑表C.1所示参数，研究表明，这些参数与寒冷环境中需要的热阻相关。 

表C.1 选择过程中的相关参数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大气条件（相对湿度等） 

风速 

身体状态 
身体的健康状态 

人体穿着其他防护服的影响 

工作情况 

暴露时间 

活动强度 

灵活性的要求 

接触冷的物体 

接触干或湿的物体 

注：相关资料可参考EN 342:2004附录B的表。 

C.2 热阻与环境温度的相关性 

图C.1表明了在风速低于0.5 m/s的条件下三种活动强度所需要的热阻与环境温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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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温度，单位为℃； 

Y——热阻，单位为m
2
K/W；

 

———   低活动强度：打字、缝纫、操作仪器、上臂用力为主的装配工作等； 

─ · ─  中等活动强度：锯木、锻造、除草、卡车或建筑设备等运输操作等； 

———   高活动强度：搬重物、铲、锤锻、锯刨、挖掘等。 

图C.1 在三种活动强度下手套需要的热绝缘性能 

相关资料可参考Goldman于1994年发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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