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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3955:1997((塑料管材和管件

验})(英文版)。

聚 乙烯 电熔 组件 的挤压 剥离试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材、管件及阀门分技术委员会(TC48/SC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健文、李声红、王志伟、邹丽君、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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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电熔组件的

挤压剥离试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挤压的方法来确定流体输送用聚乙烯管材和电熔承口或鞍形管件组件的抗剥离

J胜能 。

    本标准适用于管材公称外径 16 mm---225 mm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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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7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组合试件的制备(GB/T 19807-2005,

ISO 11413 ,1996 . MOD)

3 原理

    试验是通过挤压测试试样来评估 PE管材/电熔承口或鞍形管件之组件的熔接质量。测试在

(23士2)0C下进行。

    组件的剥离强度用熔接面剥离后的破坏特征和脆性剥离百分数来表征。组件破坏的外观和位置也

用于评估组件的强度 。

仪器

    应包括下列主要仪器 :

4.1 压缩试验 机

    能够保持(100士10) mm/min的稳定压缩速度

4.2 工具

    例如螺丝刀 。

4. 3 限位器

    限制压缩机两压板的最小距离 为管材壁厚 的两倍

5 试样

5.1 取样

    试样(见5.2和5.3)应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抽样方式从管材和/或管件上截取。

5.2 试样制备

5.2. 1 总则

    每个试样应从组件上截取，组件是由一个或多个管材和一个承口或鞍形管件连接而成，并按照

GB/T 19807制备。

    由电熔承口管件连接而成的组件，按5.2.2制备试样。

    由电熔鞍形管件连接而成的组件，按5. 2. 3制备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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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电烟承 口管件

    按表 1规定从组件截取试样，见图

表 1 试样截取

管材公称外径d� /mm 分切数目(见图 1) 角度/()
管件两侧管材的

最小长度/mm

16<d�<90 2 180 2d，或 100

90<d,< 225 4 90 2d,

单位为毫米

                              a)   16<d�<90                       b)  90夏d毛225

                                          图 1 试样制备

5.2.3 电熔鞍形管件

    沿着通过管材轴线的平面切割组件。该平面应垂直于由管材轴线与鞍形旁通或直通中线所形成的

平面。如图2所示。

53 试样数 目

    试样的数目应按产品标准规定。

    注:推荐最少使用三个试样。

1)为截取平面。

图2 包含鞍形管件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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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调节

在熔接完成最少12 h后，按第7章规定的步骤进行。

熔接完成后，截取试样前，在((23士2)℃下，状态调节最少6 h.

截取试样后，在测试温度下最少放置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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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1 总则

    在((23士2)℃下，执行下列步骤。如果试样包含有电熔承口管件，按7. 2执行;如果试样包含电熔鞍

形管件，按7. 3执行。

7.2 电熔承口管件

7.2.1 测量并记录电熔管件承口线圈首圈至末圈之间的距离y，如图3中a)所示。

7.2.2 对每一试样，在电熔管件承口旁，用(100士10) mm/min的速度施加压缩力，直到管材内壁彼此

接触。限位器间的距离应等于管材壁厚的两倍。

7.2.3 用工具小心地将电熔承口管件与管材分离，工具应轻微移动以免对试样产生冲击。检查试样并

记录破坏形式(如管材破坏或管件破坏，在线圈之间或在熔合面破坏)。

7.2.4 在管件外缘平行于管材轴线方向的熔接面上，测量总的脆性破坏长度d,，如图3中b)所示

7.2.5 对每一试样，使用式(1)，根据脆性破坏长度d:和线圈首圈至末圈之间的距离y，计算脆性剥离

的百分比C。

                            C一d-Ix100 .....·...·..·····一 (1)

a)测 试前 b)测试后

1- 管件承口;

2一 一管材;

3-— 线圈;

a一一熔接面的脆性破坏;

b— 管材的韧性破坏;

c-一 线圈匝间塑料材料的韧性破坏。

图 3 包含 电熔承 口管件试样 的剥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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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电熔鞍形管件

7.3. 1 确定熔融面的面积ST(见生产商的资料说明书)。

7.3.2 放置试样，使压力作用在与管材被切开平面平行的平面上(见图4)，而且压力试验机的压板接

近鞍形管件。以(10。士10) mm/min的速度，使压板相互趋近，对试样施加一个不断增加的压缩力。继

续压缩试样直到压板间的距离减小到管材壁厚的两倍。记录管壁即将接触前的压缩力。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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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前 挤压后

1-一 管材;

2— 管件 ;

3-一一压板;

F-— 压力 ;

R— 半径

图 4 试样安装在压 缩试 验机 两压板之间



GB/T 19806-2005八SO 13955:1997

7.3.3 用工具小心地将电熔鞍形管件与管材分离，工具应轻微移动以免对试样产生冲击。检查试样并

记录破坏形式(如管材破坏或管件破坏，在线圈之间或在熔合面破坏)。

7.3.4 测量熔融面总的脆性破坏面积s-

7.3.5 用公式((2)，根据脆性破坏面积SF和熔融面的面积ST，计算脆性剥离的百分比C-

c一SF X 100
        JT

.......·..········。·⋯(2)

式 中:

SF 脆性破坏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

ST一 一熔融面 的面积 ，单位为平方毫米(mm').

结果判定

如果脆性剥离的百分比高于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规定，则组件没有通过测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测试试样的完整标识;

c) 组件每一部件的材料;

d) 管件的公称尺寸;

e) 管材装配前的尺寸(平均直径、不圆度、壁厚和长度);

E) 测试试样的尺寸，包括管材从承口突出来的自由长度;

9) 制备组件时的熔接条件;

h) 测试温度和温度测试的精度;

，) 试样数量;

I) 在熔接和从组件截取试样之间的时间，及状态处理的时间;

k) 测试电熔鞍形管件时，当压板之间距离为管材壁厚的两倍时的压缩力;

I) 脆性剥离的百分比;

m) 破坏形式(在熔接面破坏，线圈之间拉裂，管材或管件破坏);

n) 在测试期间或测试后，观察到的任何特殊情况;

。) 测试日期;

的 进行测试的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