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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北京慧缘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耐特科技有限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文芬、许超、任鹏飞、陈倬为、周宏、项树乔、蒋旭日、姚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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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防护　救援头盔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救援头盔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如冒顶片帮、塌方、高处坠落）、道路交通事故（公路交通

事故、铁路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事故（如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救援及相关活动中使用的头部防护装备。

本标准不适用于消防员在灭火救援时佩戴的头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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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　安全帽测试方法

ＧＢ３２１６６．１—２０１６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１部分：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救援头盔　狉犲狊犮狌犲犺犲犾犿犲狋狊

在救援及相关活动中，用于防止或减轻碰撞、撞击、灼烫、触电等伤害方式对人员头部造成伤害的防

护装备。

　　注：一般由外壳、缓冲衬垫、舒适衬垫、佩戴系统、附件等组成。

３．２　

外壳　狊犺犲犾犾

确定救援头盔外形的硬质光滑壳体。

　　注：壳体可增加顶筋和预留附件接口。

３．３

顶筋　狋狅狆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

用来增强外壳顶部强度的结构。

３．４

缓冲衬垫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狆犪犱犱犻狀犵

装在救援头盔壳体内表面起吸收冲击能量的部件。

３．５

佩戴系统　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佩戴时起到调节头围尺寸、保持救援头盔佩戴稳定性装置。

　　注：一般由头箍、锁紧装置、衬带、下颏带等组成。

３．６

头箍　犺犲犪犱犫犪狀犱

围绕头围起固定作用的可调节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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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锁紧装置　犾狅犮犽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与头箍相连，佩戴时起锁定头箍尺寸，确保头箍与佩戴者头部紧密贴合的部件。

３．８

舒适衬垫　犮狅犿犳狅狉狋狆犪犱犱犻狀犵

与救援头盔衬带相连，与佩戴者头顶直接接触的软垫。

３．９

吸汗带　狊狑犲犪狋犫犪狀犱

附加在头箍上，起吸汗作用的软性织物类或皮革类部件。

３．１０

下颏带　犮犺犻狀狊狋狉犪狆

系在下颏部位，起辅助固定作用的部件。

３．１１

佩戴高度　狑犲犪狉犻狀犵犺犲犻犵犺狋

救援头盔在佩戴时，头箍侧面底部的最低点至头顶最高点的轴向距离。

３．１２

垂直间距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救援头盔在佩戴时，头顶最高点与外壳内表面之间，不包括顶筋空间的轴向距离。

３．１３

附件　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犻犲狊

由制造商推荐或提供的可安装在救援头盔指定位置但不具备对使用者头部提供防护功能的可拆卸

部件。

　　注：附件种类一般为通信装备、照明装备及眼面防护装备等。

３．１４

基础平面　犫犪狊犻犮狆犾犪狀犲

由左、右外耳孔中心和右眼眶下缘点组成的一个平面。

示例：犗－犗′平面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础平面（犗－犗′平面）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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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参考平面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犾犪狀犲

在基础平面之上，并于基础平面保持一定距离（狓）的一个平行平面。

示例：参考平面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参考平面与基础平面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按照５．１．２规定的原则对救援头盔进行检查，救援头盔的材料、设计与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外壳表面应光滑并附有反光材料喷涂或粘贴，不应有缺损及其他有损外观的缺陷；

———各零部件不得使用有毒、有害或引起皮肤过敏等对人体伤害成分的材料；

———各部件应安装牢固、端正、无松脱、滑落现象；

———锁紧调节装置的启动应经过两个明确的动作，调节过程应能通过单手实现。

４．２　结构与设计

４．２．１　零部件及内部尺寸

按照５．３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零部件及内部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外壳表面反光材料喷涂或粘贴的总面积应不小于１８ｃｍ２；

———头箍可根据佩戴者头部尺寸调节，调节范围应在５４０ｍｍ～６４０ｍｍ之间；

———吸汗带的宽度应大于头箍宽度，从前额中心向两侧延伸的长度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与佩戴者接触的衬带宽度应不小于１５ｍｍ；

———舒适衬垫面积应不小于７８ｃｍ２；

———佩戴高度应不小于８０ｍｍ；

———垂直间距应不大于５０ｍｍ。

４．２．２　头盔质量

按照５．４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的质量不应大于７００ｇ（不包括附件）。

４．２．３　视野

按照５．５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的左、右水平视野应大于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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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基本技术性能

４．３．１　佩戴稳定性

按照５．６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向前翻转后与参考平面形成的夹角不应大于３０°。

４．３．２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

按照５．７规定的方法测试，佩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下颏带不应断裂或打开；

———下颏带的瞬时延长应不大于３０ｍｍ；

———所有部件不应与壳体分离。

４．３．３　侧向冲击性能

按照５．８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应符合下列要求：

———加速度峰值应不大于３００犵；

———超过１５０犵时的累计时间应不大于６ｍｓ；

———超过２００犵时的累计时间应不大于３ｍｓ；

———壳体不应有碎片脱落；

———所有部件不应与壳体分离。

　　注：犵取９．８１ｍ／ｓ２。

４．３．４　顶部冲击性能

按照５．９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应符合下列要求：

———传递到头模表面上的力应不大于４９００Ｎ；

———壳体不应有碎片脱落；

———所有部件不应与壳体分离。

４．３．５　耐穿刺性能

按照５．１０规定的方法测试，救援头盔应符合下列要求：

———钢锥不应接触头模表面；

———壳体不应有碎片脱落；

———所有部件不应与壳体分离。

４．３．６　电绝缘性能

按照５．１１规定的方法测试，泄漏电流应不大于３．０ｍＡ。

４．３．７　侧向刚性

按照５．１２规定的方法测试，最大变形应不大于４０ｍｍ，残余变形应不大于１５ｍｍ，帽壳不得有碎

片脱落。

４．３．８　阻燃性能

按照５．１３规定的方法测试，帽壳火焰应在５ｓ内自熄，帽壳不应被烧穿。

４．４　耐化学品性能

当制造商声称救援头盔具备耐化学品性能时应按照５．１４规定的方法测试，帽壳不应出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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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ｍ 的损坏及穿透现象。

４．５　附件性能

当救援头盔可安装眼面防护装备时，安装在救援头盔上的眼面防护装备应符合ＧＢ３２１６６．１—２０１６

第５章的要求，并至少具备ＧＢ３２１６６．１—２０１６的６．２中所规定的技术性能。

５　测试方法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救援头盔测试环境应为（２２±５）℃，相对湿度（５０±２０）％。

５．１．２　对救援头盔一般要求的检测由测试人员对头盔的外观进行视觉检查并按照使用说明对头盔进

行操作和佩戴，必要时需制造商提供材料无害证明。

５．１．３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

５．１．４　每顶头盔仅针对一个型号的头模进行测试。

５．１．５　各测试项目样品及预处理的选择应符合附录Ｂ的要求。

５．２　预处理

５．２．１　高温

５．２．１．１　将样品放置在（５０±２）℃的环境中，预处理时间应不少于４ｈ。

５．２．１．２　同一样品离开预处理环境后应在３ｍｉｎ内应完成一次测试，完成测试后应立即将样品放回预

处理环境中放置至少５ｍｉｎ后再进行下一次测试。离开预处理环境超过５ｍｉｎ的样品应重新进行预

处理。

５．２．２　低温

５．２．２．１　将样品放置在（－２０±２）℃的环境中，预处理时间应不少于４ｈ，取出后３０ｓ内开始测试。

５．２．２．２　同一样品离开预处理环境后应在３ｍｉｎ内应完成一次测试，完成测试后应立即将样品放回预

处理环境中放置至少５ｍｉｎ后再进行下一次测试。离开预处理环境超过５ｍｉｎ的样品应重新进行预

处理。

５．２．３　浸水

将样品放置在（２０±２）℃的清水中，预处理时间应不少于４ｈ，取出后３０ｓ内开始测试。

５．２．４　紫外线照射

紫外线照射预处理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３．２．２．１．２的要求。

５．３　零部件及内部尺寸测试方法

５．３．１　测试方法

５．３．１．１　救援头盔外壳表面反光材料或喷涂总面积、与佩戴者接触的衬带宽度、舒适衬垫面积应使用分

辨率不低于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进行测量并采用适当公式进行计算。

５．３．１．２　头箍尺寸调节范围、吸汗带长度应使用分辨率不低于１ｍｍ的软性长度测量装置进行测量。

５．３．１．３　佩戴高度与垂直间距的测量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

ｂ）　将待测样品按制造商的说明正确佩戴至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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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测量前额中心部位的外壳最低点至头模顶端的垂直距离犡１，犡１ 即为佩戴高度；

ｄ）　去除佩戴系统及缓冲衬垫，将样品再次放置到头模上；

ｅ）　测量前额中心部位的外壳最低点至头模顶端的垂直距离犡２，（犡２－犡１）即为垂直间距。

５．３．２　数据处理

救援头盔外壳表面反光材料或喷涂总面积与舒适衬垫面积测试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１位，其余测

试数据保留至整数位。

５．４　头盔质量测试方法

头盔质量的测量应使用分辨率不低于０．１ｇ的台秤进行测量，测试数据保留至整数位。

５．５　视野测试方法

５．５．１　测试设备

视野测试设备由角度标尺、头模及固定架等组成，设备分辨率不低于１°。

５．５．２　测试步骤

左、右水平视野测试步骤如下：

ａ）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及参考平面；

ｂ）　将待测样品按制造商的说明正确佩戴至头模；

ｃ）　将测量设备标尺垂直高度调至基础平面与参考平面之间；

ｄ）　将测量设备的标尺紧贴头模表面，如图３所示；

ｅ）　观察样品边缘与测试设备标尺的接触情况。

　　注：左、右水平视野即为两个两面角分别从纵向竖直中央平面和左右两个对称方向形成的不小于１０５°平面组成，位

于参考平面和基础平面之间，其边是直线ＬＫ，如图４所示。

　　说明：

１———头模；

２———救援头盔；

３———水平视野；

４———设备标尺。

图３　左、右水平视野测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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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左、右水平视野示意图

５．５．３　数据处理

测试设备标尺在紧贴头模后未与被测样品接触，则左、右水平视野测试结果为大于１０５°，若由于测

试样品及其附件导致测试设备标尺无法与头模接触，则左、右水平视野测试结果为小于１０５°。

５．６　佩戴稳定性测试

５．６．１　测试设备

５．６．１．１　测试设备由基座、头型、冲击砝码、引导装置、释放装置、滑轮、连接绳等组成，如图５所示。

５．６．１．２　冲击砝码质量为（１０．０±０．１）ｋｇ。

５．６．１．３　引导装置总质量为（３．０±０．１）ｋｇ。

５．６．１．４　连接绳应为钢丝绳，直径Φ 不小于５ｍｍ。

５．６．１．５　滑轮直径Φ 为（１００±５）ｍｍ。

５．６．１．６　角度测量装置分辨率不应低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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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

　　１———中心轴；

２———连接绳；

３———冲击砝码，（１０．０±０．１）ｋｇ；

４———引导装置，（３．０±０．１）ｋｇ；

５———滑轮，Φ（１００±５）ｍｍ；

犺———坠落高度，（１７５±５）ｍｍ；

ａ———基准平面；

ｂ———参考平面；

α———翻转角度。

图５　稳定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５．６．２　测试步骤

佩戴稳定性测试步骤如下：

ａ）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及参考平面；

ｂ）　将样品按照制造商说明正确佩戴在头模上，并系紧头箍及下颏带；

ｃ）　在样品表面确定一条与参考平面平行的测试线；

ｄ）　将１０ｋｇ冲击砝码与样品后部连接；

ｅ）　调整冲击砝码坠落高度至（１７５±５）ｍｍ；

ｆ）　释放冲击砝码；

ｇ）　待样品稳定后测量样品翻转角度。

５．６．３　数据处理

测量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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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测试方法

５．７．１　测试设备

５．７．１．１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测试设备由固定架、头模、冲击砝码、距离测量装置、加载装置等组成，如

图６所示。

５．７．１．２　测量装置应确保冲击砝码释放时初速度为０，总质量应为（５．０±０．５）ｋｇ，冲击砝码质量应为

（４．０±０．２）ｋｇ。

　　说明：

１———救援头盔；　　　　　　　　　　　　　　　　６———底座；

２———人造下颏；　　　　　　 ７———头模；

３———标尺；　　　　　　　　 ８———头模支架；

４———冲击砝码；　　　　　　 犺———下落距离（２５０±２）ｍｍ。

５———导轨；

图６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测试装置示意图

５．７．２　测试步骤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测试步骤如下：

ａ）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

ｂ）　将样品按照制造商说明佩戴在头模上，并将下颏带与人造下颏系紧；

ｃ）　连接５ｋｇ冲击砝码，使重量完全由下颏带承担；

ｄ）　将冲击砝码提升（２５０±２）ｍｍ；

ｅ）　释放冲击砝码，并记录下颏带延长。

５．７．３　数据处理

测试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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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侧向冲击性能测试方法

５．８．１　测试设备

５．８．１．１　测试设备由坠落引导装置、头模、头型固定架、球形接头、砧石、基座及数值分析系统等组成，如

图７所示。

５．８．１．２　砧石材料为金属制成，硬度不低于 ＨＲＣ５０。平砧由直径（１３０±３）ｍｍ，厚度１５ｍｍ以上的钢

板制成，如图８所示。半球砧由半径（４８±１）ｍｍ的半球形冲击面构成，如图９所示。

５．８．１．３　基座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其质量不小于５００ｋｇ。

５．８．１．４　数值分析系统由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处理、显示及记录等部分组成，加速度传感器量程应

在（０～１０００）犵。

５．８．２　冲击位置的选择

选取救援头盔前后左右四个测试位置分别进行平砧和半球砧的侧向冲击性能测试，选取冲击位置

所对应的外壳内侧应附有缓冲衬垫，两个冲击位置之间的距离应大于救援头盔明示的最大适用头围尺

寸的五分之一。

５．８．３　测试步骤

选取头盔前后左右四个测试位置分别进行平砧和半球砧的侧向冲击性能测试，测试步骤如下：

ａ）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

ｂ）　将样品按照制造商说明佩戴在头模上；

ｃ）　将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球头内，并通过球臂与滑臂连接；

ｄ）　安装平?，并使盔体与平?刚好接触；

ｅ）　调整接触点至平?的自由坠落距离为（１３８０±５）ｍｍ；

ｆ）　释放头模，并记录加速度峰值及累计时间；

ｇ）　选取头盔另一点与平?刚好接触；

ｈ）　重复ｅ）～ｆ）；

ｉ）　安装半球?，并使盔体与半球?刚好接触；

ｊ）　调整接触点至平?的自由坠落距离为（１０２０±５）ｍｍ；

ｋ）　释放头模，并记录加速度峰值及累计时间；

ｌ）　选取头盔另一点与半球?刚好接触；

ｍ）　重复ｊ）～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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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 ———导轨；

２ ———释放机构；

３ ———滑臂；

４ ———加速度传感器；

５ ———头模；

６ ———救援头盔；

７ ———球臂；

８ ———球头；

９ ———平砧；

１０———半球砧；

犺 ———自由坠落距离。

图７　侧向冲击性能测试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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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８　平砧

单位为毫米

图９　半球砧

５．８．４　数据处理

冲击加速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１位，累计时间保留至小数点后２位。

５．９　顶部冲击性能测试方法

５．９．１　测试设备

顶部冲击性能测试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３．１的要求。

２１

犌犅／犜３８３０５—２０１９



５．９．２　测试步骤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后按照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３．１．９的要求进行测试，冲击高度

为（１５００±５）ｍｍ。

５．９．３　数据处理

冲击力峰值保留至整数位。

５．１０　耐穿刺性能测试方法

５．１０．１　测试设备

耐穿刺性能测试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３．１的要求。

５．１０．２　测试过程

按照附录Ａ的要求确定所用头模后按照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４．２的要求进行测试，共进行顶部

及侧部两次测试，顶部测试时应避开顶筋部位，高度为（１５００±５）ｍｍ，侧部穿刺高度为（１０００±５）ｍｍ，

两穿刺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７５ｍｍ。

５．１１　电绝缘性能测试方法

５．１１．１　测试设备

电绝缘性能测试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７．１的要求。

５．１１．２　测试步骤

按照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７．２．２的测试方法２要求进行测试，测试电压为（２００００±５）Ｖ。

５．１１．３　数据处理

泄漏电流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１位。

５．１２　侧向刚性测试方法

５．１２．１　测试设备

侧向刚性测试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８．１的要求。

５．１２．２　测试步骤

按照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８．２的要求进行测试。

５．１２．３　数据处理

测试数据保留至整数位。

５．１３　阻燃性能测试方法

５．１３．１　测试设备

阻燃性能测试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９．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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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２　测试步骤

按照ＧＢ／Ｔ２８１２—２００６中４．９．２的要求进行测试。

５．１３．３　数据处理

测试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１位。

５．１４　耐化学品性能测试方法

５．１４．１　试剂种类

耐化学品性能测试所用试剂种类应符合表１要求。

表１　耐化学品性能测试用试剂

种类 浓度（质量分数）／％

硫酸 ３０

氢氧化钠 １０

对二甲苯 未经稀释

正丁醇 未经稀释

正庚烷 未经稀释

５．１４．２　测试步骤

将１００ｍＬ试剂按照从前之后的顺序在（１０±３）ｓ内倾倒在样品外壳表面，５ｍｉｎ后对样品进行必

要的清理并检查记录样品损毁情况。

５．１４．３　数据处理

测试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１位。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类别

检验类别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６．２　出厂检验

生产企业应按照生产批次对救援头盔逐批进行出厂检验。各测试项目、测试样本数量、不合格分

类、判定数组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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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出厂检验

测试项目 批量范围／顶
单项测试

样本数量／顶

不合格

分类

单项判定数组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佩戴稳定性（高温）、佩戴

系统动态强度（高温）、侧

向冲击性能（高温）、顶部

冲击性能（高温）、耐穿刺

性能（低温）、电绝缘性

能、侧向刚性、阻燃性能、

耐化学品性能

＜５００ １

５０１～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 ４

Ａ ０ １

一般要求、结构与设计

＜５００ ３

５０１～５０００ ５

＞５０００ ８

Ｂ １ ２

６．３　型式检验

６．３．１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当材料、工艺、结构设计发生变化时；

———停产超过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周期检查，每年一次；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６．３．２　型式检验应包含产品所适用的第４章全部项目。

６．３．３　抽样及样品数量由提出检验的单位或委托第三方从企业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

数量应满足第５章所有要求的测试。

７　标识

救援头盔上的永久标识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本标准编号；

———产品名称；

———适应头围尺寸；

———生产单位标识；

———耐化学品标识（如具备）；

———生产日期、报废期限。

８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每个救援头盔应配有详细的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厂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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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地址等其他信息；

———产品适用范围及不适用范围说明；

———警告禁止擅自改装；

———附件的安装使用说明；

———在使用前的检查步骤；

———储存、清洗、维护说明；

———产品报废条件；

———对化学品及有机溶剂等的适用说明；

———其他必要警示说明；

———法律法规要求说明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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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头模及参考平面

犃．１　头模

犃．１．１　头模材质及型号

头模由镁铝合金制成，频率响应在１４００Ｈｚ以下，表面平滑，最低共振频率为２５００Ｈｚ。头模分为

Ｓ、Ｍ、Ｌ、ＸＬ四个型号，外形和尺寸应符合图Ａ．１及表Ａ．１要求。坠落头模的总质量（含传感器及连接

件）应分别为Ｓ：４．０
＋０．２

　０ ｋｇ、Ｍ：４．５
＋０．２

　０ ｋｇ、Ｌ：５．５
＋０．２

　０ ｋｇ、ＸＬ：６．０
＋０．２

　０ ｋｇ。其中，传感器及连接件的质量不应

大于坠落头模总质量的２５％，在头型的重心安装有加速度传感器。

图犃．１　头模外形

表犃．１　头模尺寸

符　号 名　称
型　号

Ｓ Ｍ Ｌ ＸＬ

误差

犾１ 头水平围／ｍｍ ５４０ ５６０ ５８０ ６００

犾２ 头长／ｍｍ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００

犾３ 耳额距／ｍｍ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

犾４ 头宽／ｍｍ １４５ １５５ １６６ １７７

犾５ 耳顶高／ｍｍ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２％

犃．１．２　头模的选择

测试头模的头水平围应在制造商明所标明的调节范围内，当调节范围涵盖多个头模的头水平围时，

选择涵盖范围内的最小和最大型号头模分别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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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参考平面的确定

参考平面与基础平面的相对距离狓见表Ａ．２。

表犃．２　参考平面与基础平面相对距离

头模型号 狓／ｍｍ

Ｓ ２３

Ｍ ２５

Ｌ ２７

ＸＬ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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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样品及预处理的选择

　　样品及预处理的选择要求应符合表Ｂ．１的规定。

表犅．１　救援头盔测试样品及预处理的选择

测试项目
预处理ａ

常温 高温 低温 浸水 老化
样品选择ｂ 备注

一般要求 √ — — — —

零部件及内部尺寸 √ — — — —

头盔质量 √ — — — —

视野 √ — — — —

１＃ 未经破坏性测试的样品

佩戴稳定性 — √ √ √ — ２＃～４＃ 经侧向冲击性能测试后的样品

佩戴系统动态强度 — √ √ √ — ６＃～８＃ 经顶部冲击性能测试后的样品

侧向冲击性能 — √ √ √ √ ２＃～５＃ 未经测试的样品

顶部冲击性能 — √ √ √ √ ６＃～９＃ 未经测试的样品

耐穿刺性能 — √ √ √ √ １０＃～１３＃ 未经测试的样品

电绝缘性能 √ — — — — １＃ 未经破坏性测试的样品

侧向刚性 √ — — — — １４＃ 未经测试的样品

阻燃性能 — √ — — — １４＃ 经侧向刚性测试后的样品

耐化学品性能 √ — — — — １５＃～１９＃ 未经测试的样品

　　
ａ 预处理应符合５．２的要求。

ｂ 仅针对单一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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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ｇ

［９］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２：２０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２：Ｓｈｏｃｋ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１０］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３：２００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ｐｅｎｅｔｒａ

ｔｉｏｎ

［１１］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４：２０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１２］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５：２０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５：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３］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６：２０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６：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ｉｓｉｏｎ

［１４］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７：２００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７：Ｆｌａｍ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５］　ＢＳＥＮ１３０８７８：２０００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Ｎｏ．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ｍｅｔｈ

ｏｄｓ—Ｐａｒｔ８：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１６］　ＢＳＥＮ １３０８７１０：２０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ｌｍｅｔｓ—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１０：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

ｒａｄｉａｎｔｈｅａｔ　

［１７］　ＢＳＥＮ１４０５２：２０１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Ｈｅｌｍｅｔｓｆｏ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ｅｅｒｓ—Ｓａｆｅｔｙ

［１８］　ＢＳＥＮ１６４７３：２０１４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ｈｅｌｍｅｔｓ—Ｈｅｌｍｅｔｓ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ｃｕｅ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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