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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

防静电贴面板通用规范 SJ/T 11236- 2001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electrostatic protection covers

1 范围

1. 1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防静电贴面板的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和

标志、包装、贮存、运输等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和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其他防

静电贴面板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范中引用而构成为本规范的条文。本规范出版
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规范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r 2828-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 282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的检
                      查)

    GB 4085-83 半硬质聚氛乙烯块状塑料地板

    GB 4609-84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垂直燃烧法
    GB/T 7911-1999 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 (HPL>

    GB/T 17657-1999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SJ/r 11159-1998 地板覆盖层和装配地板静电性能的试验方法

3 分类与命名

3.1 分类

    防静电贴面板按防静电性能延续时期分为永久性防静电贴面板和普通防静电贴面

板;按材料分为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等:按电阻

值大小分为导静电型防静电贴面板和耗散型防静电贴面板。

3.1.1 永久性防静电贴面板
    防静电性能延续时期与贴面板使用时期相同，在延续期内防静电性能不改变。

3.1.2 普诵防静巾贴面板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1-05-17批准 2001-06-01实施

              一 1一



SJ/T 11236- 2001

    防静电性能延续时期小于贴面板使用期，在延续期内防静电性能会改变。

3.1.3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
    由聚氯乙烯树胎、增塑剂、填料、稳定剂、偶联剂及导电材料(金属、炭、

维等)等混合，用物理方法使其具有防静电性能 属永久性防静电贴面板。

3.1.4 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
    由纸浸渍添加防静电材料的三聚氰胺树脂和酚醛树脂后，经高温高压成型，

材料的不同可分为普通防静电及永久性防静电贴面板两种。

3.1.5 导静电型防静电贴面板
    导静电型防静电贴面板用电阻低于1060来表征。

3.1.6 耗散型防静电贴面板
    耗散型防静电贴面板用电阻在1x10652-1 x10' f2之间来表征。

3.2 型号命名

    防静电贴面板的分类及其代号见表to

                        表1 防静电贴面板分类名称及代号

导电纤

按添加

按防静电性能延续时间分 按防静电材料分 按电阻值范围分

代 号 名 称 代 号 名 称 代 号 名 称

Y 永久性 P PVC热塑性 D 导静电型

L 普通型 S 三聚氰胺热固性 H 耗散型

防静电贴面板型号命名用下面形式表示;

T  X  X  X  XXXX 一 xxx 一 xx

贴面板代号

    示例1: PVC热塑性材料，永久性防静电，导静电型，

厚度1.5 mm的贴面板，应表示为TPYD600-300-1.50

    示例2:三聚氰氨热固性材料，永久性防静电.耗散型 ,
厚度1.2 mm的贴面板，应表示为TSYH2135-915-1.2 0

    示例3:三聚氰氨热[fil性材料，普通防静电，导静电I?,
厚度2.0 mm的贴面板，应表示为TSLD 2440-1220-2.0.

长度600 mm，宽度300 mm,

长度 2135 mm,宽度915 mm,

长度2440 mm，宽度12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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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 1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的技术要求

4.1.1 尺寸规格及偏差

    幅面、厚度尺寸及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PVC贴面板幅面、厚度尺寸及偏差

厚 度 长 度 宽 度
直 角 度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1.0, 1.2, 1.5 士0.1 300

500

'600

800

士0.3

300

500

600

800

士0.3

角尺一边最大间隙

在。30下2乃、2.5, 3力、

3.5

士0.2

注:经供需双方协议可生产其他厚度、幅面尺寸

4.1.2 外观 质量妥 求

    产品外观质量要求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PVC贴面板外观质量要求

缺 陷 种 类 规 定 指 标

缺口、龟裂、分层 不允许

凹凸不平、纹痕、光泽不匀、色调不匀、污染、伤痕、异物 不明显

4.1.3 物理性能要求

产品物理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PVC贴面板物理性能表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4.1.3.1 体积及表面电阻 Q 导静电型，<1.0.106

静电耗散型，1.0x I0‘一1.0.101

4.1.3.2 加热质量损失率 % 50.50

4.1.3.3 加热尺寸变化率 % 50.20

4.1.3.4 凹陷度 mm

23 0C

45 0C 50.3050.60
4.1.3.5 残余凹陷度 mm 50.15

4.1.3.6 燃烧性能 FV-0

4.1.37 耐胯试验(1000 r)   g/Cmz 50.020

4.2 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电板的技术要求

4.2. 1 尺寸规格及偏差

幅面、厚度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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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三聚氰胺贴面板幅面、厚度尺寸及偏差

厚 度 长 度 宽 度
方 正 度 最大

翘 曲度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0.8. 1.0. 1.2 士0.12

:;:: +100 9151220 飞。
两对角线 长度

之差不超过 6

120

1.5. 】8. 2乃 士0.15

注:供需双方协议可生产SC他厚度、幅面尺寸

4.2.2 外观质量要求

    在散射日光或日光灯下，照度在100120 Ix，距离试件60 cm斜向目测检查，产品

外观质量要求应符合表6规定。

表6 三聚氰胺贴面板产品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允 许 极 限

干，湿花 明显的不许有;不明显的不超过板面的 5%

污 斑 明显 直径在0.5̂ 2，每平方米允许 2个:

长度不大于 5.宽度不大于 。5，每平方米允许2条

不 明显 允许平均直径小于3

压、划痕 压 痕 直径不大于 15，每平方米允许 2个

条状压痕 长度不超过200,宽度不超过 2，每平方米允许 !条

线状压、划痕 长度20-50,宽度不大于 0.3;每平方米允许 3条 长度 50--200.

宽度不大于。3.不得密集，损坏装饰层不许有

色泽不均 明显的不允许有

边缘缺陷 崩边宽度不大于 2

毛边宽度不大于 3

4.2.3 物理性能要求

    产品物理性能要求应符合表7规定。

                        表7 三聚氰胺贴面板物理性能表

序 号 检验项目 性 能 单位/最大或最小 指 标

423.1 耐沸水 煮性

能

质量增加 % 最大 见 GB/'r 17911-1999中图 2

厚度增加 % 最火 见 GB/T 17911一!999中图3

外观 等级 不低于 2级 (见 GB/T 17657-1999中4.4.3)

4.2.3.2 耐干热性能 外观光泽 等级 不低十 3级 (见GB/T 17657-1999中4.4.2)

2级 (见GRIT 17657-1999中4.4.21其他

42.33 抗冲击性能 落球高度 cm 最小 100 :

凹痕直径 mm 缘大 10

4.2.3.4 防静电性能 表面电阻 Q 1.0.10'-1.0x100Q

体积电阻 Q I .Ox 10'- I .Ox 10'Q

4.2.3.5 烬烧性能 刁蔺低于 F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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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序 号 检验项目 性 能 单位/最大或最小 指 标

4.23.6 耐磨性能 耐磨 r 不低于 400

高耐磨 r 不低于 1000

超耐磨 r 不低 于 3000

磨耗值

(100 r)

g/Cm=不大于 0.08

4.2.3.7 抗拉强度 MPa ) 60

4.2.3.8 耐 老化 表面情况 无开裂

4.2.3.9 尺寸稳定性 尺寸变化 % 最大 (L) 见GB/T 7911-1999中图4

% 最大 (T)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检验方法
    用目测法检验，在散射日光或日光灯下，照度为100 lx士20 Ix，距离试件60 mm斜

向目测检查。

5.2 尺寸的测定

    用精度为0.01 mm的量具测定厚度，用精度为0.05 mm的量具测定长度和宽度。

5.3 耐沸水性能测定

5.31 原理

    确定试件在沸水内煮2h后每个试件的质量和厚度的增加量以及有无鼓泡或分层。

5.3.2 仪器和材料
5.3.2.1 天平，感量为0.001 go

5.3.2.2 千分尺，精度为0.01 mm.

5.3.2.3 空气对流干燥箱，恒温灵敏度为正负1 0C.温度范围40 0C-200 0C o

5.3.2.4 沸腾蒸馏水，容器。

5. 3. 2. 5  (2312) 0C的蒸馏水，容器。

5.3.2.6 试件夹。

5.3.2.7 加热装置。

5.3.2.8 干燥器。

5.3.2.9 脱脂纱布。
5.3.3 试件

    将送检的每张贴面板截取4块试件，每块试件尺寸长50 mm-+l mm,宽50 mm-+l mm,
厚度为送检贴面板的厚度。

5.3.4 方法

5.3.4. 1将试件在(5012) 0C的空气对充干燥箱内处理(2411) h，然后放入干燥器内冷

却至(2312)0C，称重 (m)，精确至0.001 g,
    注:为及时了解产品质量，工厂可将试件在(10312)0C的空气对流干燥箱内处理 1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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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2 在试件四边中心距边缘5 mm处测量件厚度 (d,,姚、姚、么)。

5.3.4.3 将试件插入试件夹并放入盛有沸腾蒸馏水的容器内，注意防止试件与容器或
其它试件接触。在沸水处理过程中，试件应始终浸没在沸水中。

5.3.4.4 经沸水煮(12015) min后取出试件夹，立即放入盛有(23士2) 0C的蒸馏水容器
内，液面超过试件，冷却(15士5) min.

5.3.4.5 从水中取出的试件，用清洁、干燥的脱脂纱布擦去表面水渍并称重 (m,)精

确至0.00i g，再以与5.3相同的方法在原对应点测量厚度(d,,姚、姚、内)。从水中取
出试件至称量结束的时间不应超过1 min。至测厚结束不应超过15 mine

5.3.4.6 用肉眼观察有无鼓泡和分层等现象。
5.3.5 结果表示

5.3.5.1 按公式 (1)计算出各个试件的质量增加百分率，精确至0.1%a

dm m,一m

    爪

x 100 (1)

式中:dm— 试件质量增加百分率，%:

      m— 沸水煮前试件质量，g;

    ，:— 沸水煮后试件质量，9。
5.3.5.2 按公式 (2)计算出各个试件四点的厚度增加百分率，精确至0.1%e

Ad ;=兰~二二x100 (2)

式中:i=1, 2, 3, 4;

      Ad; — 试件厚度增加百分率，%;

      d;— 沸水煮前试件的某个测量点的厚度，mm;

      《— 沸水煮后试件与试对应测量点的厚度，mm.
5.3.5.3 计算平均值:

    一张板的质量增加百分率是同一板内四块试件质量增加百分率的算术平均值，稍确
到 1%o

    一张板的厚度增加百分率是同一板内四块试件厚度增加百分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
到 1%o

    一块试件厚度增加百分率是试件四个点厚度增加百分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到 1%0

5.4 表面耐干热性能测定

5.4.1 原理

    确定试件表面装饰层对热物沐如平底锅干烫的抵抗能力。
5.4.2 仪器

5.4.2.， 铜质(或铝质)油锅:高150 mm士5 mm，外径87 mm士l mm，底厚2.5 mm士。.5

mm,壁厚I mm土0.1 mm,锅外用石棉线缠满，锅底应平整清洁。
5.4.2.2 加热源

5.4.2.3 温度计.范围0 0C-250 0C,精度2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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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固定框架，用以保持试件平整。

5.4.2.5 搅拌器

5.4.2.6 无机绝热板，约2.5 mm厚，长、宽各为150 mm，不应使用石棉水泥板。

5.4.2. 7铁块，长度各为100 mm12 mm,高度64 mm10.5 mm,重量约为5 kg.
5.4.2.8 恒温恒湿箱，温度范围10 *C-80'C，相对湿度:可达98%.

5.4.2.9 盖板，厚度为3mm-5mm，长、宽各为100 mm左右的正方形普通胶合板。

5.4.2.10 盖板，厚度为3 mm-5 mm，长、宽各为100 mm左右的正方形普通胶合板，
中心及距中心30 mm处各钻一孔，中心孔插温度计，另一孔插搅拌器。

5.4.2.11 秒表。

5.4.3 材料

5.4.3.1 甘油或蓖麻油，工业级。

5.4.3.2 约含15%填料的腺醛胶粘剂，或具有相同性能的其他胶粘剂。
5.4.3.3 木质刨花板，表面完好，长230 mm15 mm,宽230 mm土5 mm,厚(18-20)

mm士0.3 mm，密度(650-700) kg/m'，含水率(9士2)%e
5.4.4 试件尺寸

    长230 mm15 mm,宽230 mm土5 mm，厚度为送检贴面板的厚度。
5.4.5 方法

5.4.5.1用5.4.3.2规定的胶粘剂将试件与木质刨花板粘合。
5.4.5.2 把试件放在温度为(23士2)0C，相对湿度为(50士5)%的环境中处理7 d,
5.4.5.3 在铜质油锅内放入 350 ml士10 ml的甘油或蓖麻油，容器口盖上盖板 (见

5.4.2.10)，插入温度计，温度计的水银球离底部约6 nun，在不断搅拌下将油温升至185

.C，然后把油锅移到绝热板上，不停地搅拌使其温度降至((18011)0C，取下盖板。
5.4.5.4 立即将油锅置于固定框架中心的试件表面，容器口盖上盖板 (见 5.4.2.9)，压

上质量为5掩的铁块记录时间，在不搅拌情况下放置20 min(检测用油温在20 min后

不得低于105 0C)。移去油锅让试件冷却45 min.使光线从各种入射角投射到试件上，
用肉眼观察试件表面应无鼓泡、开裂、色变或明显的光退等变化。
5.5 抗冲击性能测定

5.5.1 原理

    用规定质量的钢球冲击试件表面，确定试件表面是否出现裂纹和大于规定直径的压

痕。

5.5.2 仪器和材料
5.5.2. 1 冲击试验机，按GB/T 17657-1999中图36或其它等效装置。

5.5.2.2 抛光的钢球，直径为42.8 mm士。.2 mm，重量为324 g15.09，表面无损坏。

5.5.2.3 框式试件夹具，按GB/T 17657-1999中图37.

5.5.2.4 中密度纤维板，厚(16- 18) mm10.3 mm，密度(650-700) kg/m2，含水率

(912)%.

5.5.2.5 约含15%填料的服醛树脂胶粘剂，或具有相同性能的其它胶粘剂，如PVAc <

5.5.3 试件尺寸

    长230 mm15 mm.宽230 mm士5 mm.厚度为送检贴面板的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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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方法

5.5.4. 1 用5.5.2.5规定的胶枯剂把它粘贴在中密度纤维板上做成试件。

5.5.4.2 把试件放在温度为(2312)0C，相对湿度(5015)%的环境中处理7 de

5.5.4.3 试件表面向上夹在试件夹上，并置于试件机底座上，试件表面覆盖一张复写
纸，与试件表面紧密接触，在距试件表面高度为Im处，使钢球自由垂直落于试件表面。

当球第一次弹起时，就抓住它.防ir连续冲击。共冲击5次，各落点距离应大于50 mm.

并应在试件中心130 mmx 130 mm范围内。

    做仲裁试验时，每一试件只冲击一次。

5.5.4.4 测量压痕直径，精确至0.1 mm.

5.5.5 结果表示

    记录落球高度、压痕直径及板面情况.

5.6 防静电性能测定

5.6.1 表征参数

5.6.1.1 表面电阻(RS)，指在一给定的通电时间之后，施加于测量表面上的两个相距
为300 mm士1 mm的电极之间的直流电压对于该两个电极之间的电流的比值。

5.6.1.2 体积电阻(Rv)，指在一给定的通电时间之后，施加于与一块材料的相对两个
面上相接触的两个引入电极之间的直流电压和该二电极之间的电流的比值。

5.6.2 试验装置

    所使用的试验电极应符合SJ/T 11159-1998中附录A(标准的附录)的规定。

5.6.3.试件尺寸及数量
    试件最小尺寸为500 mmx500 mm(厚度为送检贴面板的厚度)，试件数量为三块。

5.6.4 供试验室测试用的条件处理和环境条件

5.6.4.1 测量的原理依据为，材料的静电性能通常依赖于环境条件，主要是相对湿度。

由于此种理由，测量应在由表7的三个等级所规定的受控条件下进行。对于试验等级的

选择，按照被试验的地板覆盖层的类型和预知的用途来进行，它以产品预期工作的最严
格的条件 (最低湿度)为基础。如用户无特殊要求，一般选用环境等级3。地板覆盖层

的清洁处理在条件处理之前进行。

5.6.4.2 测量的环境条件等级列于表 80

                                    表 8 环 境等级

环 境 等 级 l 2 2a 3

预处理

持续时间

温度

相对湿度

96咭0h
40 0C_3 0C

<15IRH

24 .04 h
20 0C12 0C

65%RH士3%RH

条件处理

持续时间

温 度

相对湿度

96 "0 h
23 0C士20C

12%RH13 I RH

96'10 o
23 0C12 0C

25% RH33%RH

168 ';o h
23 0C12 0C

25% RH土3%RH

48信h
23 0C12 0C

50% RH土5%RH

测量
温度

相对湿度

23 0C士2 0C

12%RHt3%RH

  23 *C土2 0C

25% RH13%RH

23 0C士2 0C

50% RHt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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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试验 电1-k.及 试脸结果 的*p足

    施加于样品的试验电压值列于表9.

                            表 9 供电阻测堂用的试验电压

开路试验电压

        v

凡

O

            Rx<Ix10'

        Ix103<Rx<1x10'0

根据施加的电压得到所测量的电阻，

— 施加的电压为lov时:

实施 F列程序:

    如果Rx < 105 S2，得出的值即为所测结果:

    如果Rx >10̀  f2，改变所施加的电压为100 V o
    — 施加的电压为.100 V时:

    如果105 S2<Rx< 10'0 S2，得出的值即为所测结果:

    如果R.,<105 S2，得到的值被认为是所测结果。
5.7 燃烧性能测定

5.7.1贴面板的燃烧性能等级

    贴面板的燃烧性能按GB 4609分为FV-0, FV-1二级，见表10.
                              表10 燃烧性能分为二级

试 样 嫩 烧 行 为
级 别

FV-0 FV-1

每个试样每次施加火焰，离火后有焰燃烧的时间 <10s <30 s

每组5个试样施加 10次火焰，离火后有焰燃烧时间的总和 <50 s <250 s

每个试样第二次施加火焰，离火后无焰燃烧的时间 <30 s <60 5

每个试验有焰烬烧或无焰燃烧蔓延到夹具的现象 无 无

每个试样滴落物引燃医用脱脂棉现象 无 无

5.7.2 燃烧试验的测试结果的判定
5.7.2.1 每组5个试样施加10次火焰后，总的有焰燃烧时间不超过50 s或250 s，只

允许有一次施加火焰后有焰燃烧时间超过lo s或30s.
5.7.2.2 一组 5个试样中有一个不符合表中要求，应再取一组试样进行试验，第二组

的5个试样应全部符合要求。

5.7.2.3 如果第二组中仍有一个试样不符合表中相应的要求，则以两组中数字最大的

级别作为该材料级别。

5.8 表面耐磨性能测定

5.8.1 原理

    确定由一对研磨砂轮与旋转着的试件磨擦，产生一定磨耗时的转数 (适用于二聚氰

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或一定磨耗转数 (一般为1000:)时试件磨耗量(适用于PVC

热塑性防静电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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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仪器和材料
5.8.2. 1  Taber型耐磨仪应符合GB/f 17657-1999中图33的规定。

5.8.2.2 恒温恒湿箱，温度范围10 0C-80 0C，相对湿度:可达98%.

5.8.2.3 砂布为标准砂布2404/0'.

5.8.2.4 双面胶带或浆糊或胶水。

5.8.3 试件

    将送检的每张贴面板截取3块试件进行试验。

5.8.3. 1 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件尺寸为:长110 mm土2 mm，宽110 mm土2

mm(或直径120 mm12 mm) TL 0 8 mm或06mm，试件厚度为送检贴面板的厚度。
5. 8. 3. 2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件尺寸为:直径沪100 mm，中心孔沪6.5 mm.
厚度为送检贴板板的厚度。

5.8.4 方法

5.8.4. 1 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验方法

5.8.4. 1. 1 将制好的研磨轮置于温度为(23土2) 0C，相对湿度为(50士5)%的环境中处理7
de

5.8.4.1.2 把两个研磨轮安装于机器上，置计数器于零，用试件夹夹紧试件，然后将

研磨轮轻轻地放在试件上，研磨轮以5.0 N10.2 N的力作用在试件上。开启吸尘器，然

后旋转试件。每转 25--50圈检查试件磨损度，并检查砂布是否被细料塞满，若砂布被
细粒塞满或500圈后，应调换砂布。

5.8.4.1.3 当出现最初磨损点 (IP)时，记下旋转次数，到最终磨损 (FP)时，亦记

下旋转次数。
    注:最初磨损点 (IP )，在有花纹表面层时是研磨面上约有 5%的花纹被磨去;在单色表面层时

        是指研磨面上有约 5%其它颜色的底层露出.最终磨损点 (FP)，在有花纹表面层时是指研

        磨面上大约95%的花纹被磨去:在单色表面层时大约有95%其它颜色的底层露出。

5. 8. 4. 2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验方法

    将砂100 mm试件中心钻沪6.5 mm孔表面用乙醇擦净，置于室内1 h后用天平称其
质量。在塑料滚动磨损试验仪上装上试件和校正过的砂轮 (砂轮校正见GB 4085-83中

附录B)，每只砂轮上各加重量为500 g的砧码，开机磨耗，磨粉由离试件面3 mm的吸
入口被吸尘器吸走，试件在工作平台上匀速旋转，1000 r后停机，卸下试件，用软毛刷
除去粉尘，再称其质量，同时测量试件磨耗轨迹的内、外圆半径。

    清除粘附在砂轮上的粉尘方法是用400号砂纸剪裁与试件相一致的大小，装在试验
机上，开机，将砂轮上粘附的粉尘磨去。

5.8.5 结果表示
5.8.5.1三聚氰胺热固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验结果表示

5.8.5.1.1 每一个试件的耐磨性以旋转圈数表示。按公式 〔3)计算，精确到 1 r:

IP +厂尸

    2
(3)

式中:尸— 耐磨性，r;
      IP— 最初磨损点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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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 最终磨损点转数 To

5.8.5. 1.2 一张板的耐磨转数是同一板内三块试件耐磨转数的平均值，精确至50 r,
5. 8. 5. 2  PVC热塑性防静电贴面板的试验结果表示

    磨耗量按公式 (4)计算，取三块试件磨耗值的平均值表示:

B_Go - G_ Go一G
  71 (R，一r'

(4)

式中:B— 单位面积的磨耗量，g/cm2;
      Go— 磨耗前试件质量 >9;

      G— 磨耗后试件质量，g;
      S— 磨耗轨迹的面积，cm=;

      R— 磨耗轨迹的外圆半径，cm;

      ;— 磨耗轨迹的内圆半径，cm;

      n— 圆周率，取3.14 a

5. 9 抗拉强度测定

5.9. 1 原理

    确定试件最大拉伸载荷与试件横截面积之比。

5.9.2 仪器

5.9.2.， 拉伸试验机，精度 t No

5.9.2.2 千分尺，精度0.01 mm.

5. 9. 2. 3 秒表。

5.9.3 试件

    将送检的一张贴面板截取三块试件进行试验，试件尺寸及公差见图 1 试验宽度为

b,，拉断面宽度为b，试件厚度为h:拉断面尺寸为bxh。其中h的尺寸为送检贴面板的
厚度值。

a

口
吕
气
写
0
1

一 J一 。一 ，一 .一 a

5010.50006010.5000

                          图1 抗拉强度试件尺寸及公差

5.9.4 方法

5.9.4. 1试件边缘砂光，试件应无任何微小裂纹。
5.9.4.2 在试件长度中心处和沿民度方面距中心各25 mm处分别测横三点厚度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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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算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01 mm.

5.9.4.3 将试件固定在拉力试验机两夹头中心，间距约为120 mm，试件要保持垂直。

5.9.4.4 以((5士1) mm/min的速率对试件施加拉力，直至试件破坏，记下最大荷载Pm.x

精确至1 N.

5.9.5 试验结果表示

5.9.5.1 按公式 (5)计算试件的抗拉强度S. (MPa),精确至0.1 MPa,

      几 __
B,=一上竺工

      bxh
(5)

式中:人— 抗拉强度，MPa;
      P...— 试件破坏时的最大载荷，N;
      b— 试件拉断面宽度平均值，mm;

      h— 试件拉断面厚度平均值，mm.

5.9.5.2 一张板的抗拉强度是同一板内三块试件抗拉强度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0.1
MPa.

5.10 耐老化性能测定
5.10.1 原理

    将试件放入老化试验仪，确定试件在碳弧灯下经规定时间照射后，试件表面质量的

变化。

5.10.2 仪器

5.10.2.1 老化试验仪，光源为碳棒电弧或氨灯。

5.10.2.2 光泽仪，入射角为450<

5. 10. 2.3 脱脂纱布。

5.10.2.4 乙醇，95% (V/V )，工业级。

5.10.3 试件尺寸

    长150 mm1l mm,宽70 mm士l mm，厚度为送检贴面板厚度。
5.10.4 方法

5.10.4.1 把试件放在温度为(23士2) 0C，相对湿度为(50土5)%的环境中处理48 h.

5.10.4.2 脱脱脂纱布蘸乙醇将试件表面擦净，晾干，用光泽仪测量光泽值，并记下测
量 位置 。

5.10.4.3 将试件安装在老化试验仪内，调节箱内温度为(45土5) 0C，相对湿度为(“~

90)%，每小时喷水一次，喷水时]I ol 3 min.
5.10.4.4 试件在老化试验仪中处理72 h,取出试件，用清洁脱脂纱布蘸少许乙醇轻轻

擦净表面，晾干。

5.10.4.5 在原测量位置测量试件表面光泽值，在自然光线F，距试件表面约 40 mm
处用肉眼观察试件表面有无开裂。

5.10.5 结果表示

5.10.5.1 试件表面有无开裂。

5. 10.5.2 表面光泽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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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凹陷度的测定
    试验仪器装置、试验方法、结果判定，依照GB 4085-83中4.10进行。

5. 12 残留凹陷度的测定

    试验仪器装置、试验方法、结果判定，依照GB 4085-83中4.1进行。

5. 13 加热尺寸变化率的测定
    试验仪器装置、试验方法、结果判定，依照GB 4085-83中4.7进行。

5.14 尺寸稳定性的测定

5.14.1 试验方法

    按GB/T 17657-1999中4.35进行。

5. 14.2 结果的判断
    计算值与GB/T 7911-1999中图4曲线查出数值进行对比。

6 质量评定程序

6.1 检验实施
    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也可在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单

位进行试验，订货方可派代表参加。

6.2 检验分类及项目
    检验分为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两类。

    检验类别及项目按表 11所规定。

                              表 11 检验类别及项目

类 别 项 目 要求条文号 检验方法条文号

逐批检验

尺寸及公差 4.1.1或 4.2.1 5.2

外观质量 4.1.2或 4.2.2 5.1

体积及表面电阻 4.1.3.1或 4.2.3 1 5.6

周期检验

加热质里损失率 4.1.3.2 5.3

加热尺寸变化率 4.1.33 5.3

耐干热 42.32 5.4

抗冲击 式2.33 5.5

rvi陷度 4.1.3.4 5.11

残余四陷度 4 】3.5 5.12

燃烧性能 4.1.3.6或4.2.3.5 57

耐磨性能 4.1.3.7或4.2.3.6 5.8

抗拉强度 423.7 5.9

耐老化 4.2.3.8 5.10

尺寸稳定性 423， 5.14

6.3 逐批检验

6.3. 1 批M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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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以一次提交量为一批，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以 1000张作为批量的上限。批的

合格水平判断不受批量的限制。

6.3. 2 检验规则
    逐批检验实施抽样检验，使用GB 2828规定的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卉水平11，合

格质量水平AQL如表12规定。

                        表12 逐批检检验合格质量水平

检 验 项 目 AQL

尺寸 公差 6.5

外观质量 4.0

休积及表面电阻 2.5

    如发现上述某类项目不合格，允许另行以该类项目复验一次，复验时使用相应的加

严检查方案。

6.4 周期检验

6.4.1 检验周期

    除耐老化尺寸稳定性项目每年检查 1次外，其余项目周期检验侮6个月进行一次(见

表 11)。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周期检验:

    a)产品设计结构更改时:
    b)产品所用材料的牌号或供应厂家更改时:

    c)产品制造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d)间断生产6个月以上时。
6.4.2 检验规则

    周期检验的样品应从逐批检验合格的数量中随机抽取，所需样品数量应一次抽足。

    周期检验采用国际GB 2829选择判别水平III，二次抽样方案根据不合格质量水平80

查出合格判定数组为[A,=O, R,=2, A2=1, R2=21，最后确定检查样本数为n,=n二  3a
    周期检验不合格时，其所代表的月份所生产的产品为不合格。此时，制造厂应分析

原因，采取措施，直至其合格为止。

    耐老化项目以3张样品进行，检验结果作为改进质量的依据。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在包装箱上应有明显标志标明品名、规格、商标、产品标准编号、生产厂名、

厂址、生产日期、颜色、数量、重量等。同时.应印有符合GB 191规定的 “怕热’，、“怕

湿”标记。

7.1.2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在合格证上标有品名、生产厂名、生产日期、批

号规格及检验员代号。

7.2 包装

    用内有防潮衬垫的瓦锣纸进行包装。



SJ/T 11236- 2001

7.3 运输

    包装产品可以以任何方式运输。但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碰撞、日晒、雨淋。

7.4 贮存

    产品应分批贮存在温度38 0C以下的仓库内，距热源应在lm以外，堆码高度不得

超过2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