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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a 胃

本标准代替GBJT 6011-1985《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炽热棒法》。

本标准与GB/T 6011-198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范围（见第1章）；

—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 增加了原理（见第3章）；

— 更改了秒表、游标卡尺和分析天平的测量精度要求（1985年版的2.3,2.4,2.5，本版的4.3,

    4.4,4. 5)；

— 更改了炽热棒的恒定温度范围（1985年版的2.2.2，本版的4.2.2);

— 增加了注明本标准编号和试样制备方法（见第9章）。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蔡斌、刘秋生、赵广福、宋邦增。

本标准于198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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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炽热棒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炽热棒法测定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能的试验设备、试样、试验步骤、计算、试验结果

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纤维增强塑料在本标准规定条件下的燃烧性能，但不适用于评定实际使用条件

下的着火危险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46-2005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3 原理

    本试验方法是将试样以规定的接触力与恒定温度下的炽热棒相接触，达到规定的接触时间后，测定

试样的燃烧时间、烧蚀长度及质量变化。

4 试验设备及仪器

4.1 通风系统

    试验应在设有观察窗的通风系统内进行。

4.2 炽热棒试验仪

    炽热棒试验仪见图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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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滑动底板；

    2— 轴承；

    3— 绝缘支架；

    4— 立柱；

    5一 一试样夹；

    6一 试样；

      7— 夹具；

    8— 定位棒；

    9— 炽热棒；

      10— 底板；

    11— 定位棒立柱；

    12— 止动螺钉；

    13— 平衡重锤；

      14- 垫片。

                                        图 1 炽热棒试验仪

4.2.1 试样夹

    安装在一个垂直的、可移动的立柱上，以便固定试样。

4.2.2 炽热棒

    由碳化硅制成，直径为8 mm，有效长度为100 mm。炽热棒可用交流或直接电加热，使其稳定在

(955士10) 0C。此温度可用纯度为99.8%、厚度为0. 06 mm的银箔（熔点9550C）来校准。

4.2.3 绝缘支架

    用陶瓷、石棉或其他耐热绝缘材料制成，以固定炽热棒。此支架安装在底板上，可围绕固定在两个

轴承上的水平轴旋转，以便使炽热棒可以离开或接触试样。

4.2.4 平衡通锤和止动螺钉

    平衡重锤应能使炽热棒与试样端面约有0. 3 N的接触力。止动螺钉和垫片可使炽热棒在试验期间

试样烧掉5 mm后即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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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定位棒

    直径8 mm的金属棒。在试验前代替炽热棒调整试样位置。

4.3 秒表

    测量精度0. 1 s o

4.4 游标卡尺

    测量精度0. 01 mm.
4.5 分析天平

    感量0. 1 mgo

5 试样

5．1 尺寸

    试样长度为（120士0. 5) mm，宽度为（10士0. 2) mm，厚度为（4士0. 5) mm.

    注：厚度为（(2-10)mm的试样也可进行试验，但试验结果只能在同样厚度下进行比较。

5.2 制备

    应符合GB/T 1446-2005中4.1的规定。

5.3 数f及外观检查

    试样数量为10根。将两面分别标明A表面和B表面。外观检查应符合GB/T 1446-2005中4.2

的规定。

5.4 状态调节

    按GB/T 1446-2005中4.4的规定。

6 试验步骤

6.1 试验前测量试样长度（Lo）并称量（M})。长度准确至0. 01 mm，称量准确至0. 1 mgo

6.2 试验前先清理炽热棒上的粘污物。10根试样，取其中5根试样A表面朝上，作为A组；另 5根试

样B表面朝上，作为B组。将支架和炽热棒向下倾斜，使定位棒转至试验时炽热棒所处位置。将试样

水平地固定在试样夹中，调整试样夹和立柱使试样的长轴线垂直于定位棒，试样端面的中心线与定位棒

接触，然后定位棒转回原位。

6.3 试验过程中应关闭通风系统，不允许空气对流。试验结束后开启通风机排除有毒烟气。

6.4 加热炽热棒，使温度恒定在（955士l0) 0C。转动绝级支架使炽热棒与试样接触，用秒表开始计时，

至3 min时，将炽热棒转离，并立即熄灭火焰。同时用另一秒表测定第一次火焰出现至火焰熄灭的燃烧

时间（t),精确至1 so

6.5 炽热棒与试样接触后观察燃烧现象（包括是否阴燃，有无火焰，火焰及烟雾大小、颜色，燃烧后是否

分层等）。

6.6 燃烧后测量试样从固定端至烧蚀面间的最短距离（La)— 试样最短未烧蚀长度并称量（Mayo

长度准确至0. 01 mm，称量准确至0. 1 mg。烧蚀面包括完全或部分燃烧、碳化或分解区，不包括熔化烟

熏和变色区。

7 计算

7.1 燃烧时间（(t）以秒表示。

7.2 烧蚀长度按式（1)计算：

                                            L＝ L。一La ························“·“·······⋯⋯（1）

    式中：

    L— 烧蚀长度，单位为毫米（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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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试样原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R— 试样最短未烧蚀长度，单位为毫米（mm).

7.3 烧蚀质量损失率按式（(2）计算：

                                    从 一MR二’一“
                                              W ＝ 二型 二一- X 100 ····················。·········⋯ ⋯（2）

                                                      Mfl

    式中：

    w— 烧蚀质量损失率，％；

    Mo— 试样原始质量，单位为克（g) ;

    MR— 试样烧蚀后质量，单位为克（g).

8 试验结果

    参照GB/T 1446-2005的规定分别计算燃烧时间、烧蚀长度和烧蚀质量损失率的算术平均值，取
A,B两组中的较大值。烧蚀长度和烧蚀质量损失率的数据均取三位有效数字。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材料的鉴别特征：名称、牌号、批号、成型工艺、试样制备、生产单位等；

    c） 试样的树脂含量和热固性纤维增强塑料的树脂固化度；

    d) 试样尺寸和状态调节情况；

    e）平均燃烧时间（t, s) ;
    f) 平均烧蚀长度（L,mm)；

    g） 平均烧蚀质量损失率（W，％）；

    h)燃烧现象；

    i) 试验日期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