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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634((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分为三个部分:

    — 第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 第2部分:塑料、硬橡胶和长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 第3部分:高强度热固性层压材料。

    本部分为GB/T 1634的第1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75-1:2003《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 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英文

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 75-1:2003，在技术内容上完全相同。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把“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或“GB/T 1634"，把“ISO 75的本部分，，改成“GB/T 1634

        的本部分”或“本部分”;

    b) 删除了ISO 75-1:2003的前言，修改了该国际标准的引言;

    C) 增加了国家标准的前言;

    d) 把“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所列的三个国际标准用对应的等同采用该文件的我国国家标准

        代替;

    e) 对ISO 75-1:2003中3. 2条后的注2作了删改，删去5.4条后的注2;

    f) 用我国的小数点符号“.”代替国际标准中的小数点符号“，”。

    本部分的前一版为GB/T 1634-1979(1989年确认)((塑料弯曲负载热变形温度(简称热变形温度)

试验方法》。与前版相比，主要技术内容改变如下:

    1.更改了标准名称，增加了目次、前言和引言;

    2.增设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理”和“精密度”四章，引人了若干新的术语、定义

和符号 ;

    3.对“范围”、“设备”、“试样”、“状态调节”、“操作步骤”、“结果表示”、“试验报告”等章节内容进行

了扩展和补充;

    4.把试样放置方式由“侧立”一种改为“平放”与“侧立”两种。并明确指出，平放方式是优选的;侧

立方式仅是备选的，并将被撤消;

    5.修改或增加了有关计算公式，并用法定计量单位取代非法定单位;

    6.提高了对试样尺寸、试样制备，传热介质温度分布均匀性及温度测量仪器等的精度要求。

    本部分与GB/T 1634的第2部分及第3部分共同代替国家标准GB/T 1634-19790989确认)((塑

料弯曲负载热变形温度(简称热变形温度)试验方法》。

    本部分由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塑料树脂产品分会(TC15/SC4)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北京化工研究院、北京市化工研究院、承德试验机

总厂 。

    本部分起草人:王永明、宋桂荣。

    本标准首次发布时间为1979年。
    本部分委托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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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1634.1-2004和GB/T 1634. 2-2004规定了使用不同试验负荷的三种试验方法(即方法

A、方法B和方法C)，并规定了两种试样放置方式(侧立式和平放式)。对于平放试验，要求使用尺寸为

80 mmX10 mmX4 mm的试样。这种试样既可用直接模塑方法制备，也可用多用途试样(见ISO 3167)

的中央部分机加工制得。但这些，"ISO样条”不能方便地用于侧立试验。因为在同样条件下使用这种试

样，既要减小跨度，又要增大试验负荷，这对目前正在使用的用于侧立试验的仪器，可能是无法办到的，

对侧立试样没有严格的规定。使用80 mmX10 mmX4 mm的ISO样条具有以下优点:

    — 试样的热膨胀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较小。

    — 斜角不会影响试验结果，不会以侧棱为底立住试样。

    — 可以更严格地规定模塑参数和试样尺寸。

    这就提高了试验结果的可比性。因此决定将从该标准中删去侧立试验的内容。为了提供足够长的

过渡期，本版本只把平放方法作为优选的方法推荐使用，同时暂时保留侧立方法作为备选的方法，并把

该方法移人GB/T 1634. 2的规范性附录中。在本标准下次修订时，将删除该附录及所有提到侧立试验

的内容。

    为了与ISO 10350-1:1998保持一致，使用了T,作为负荷变形温度的符号。



GB/T 1634.1-2004/ISO 75-1:2003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 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范 围

1. 1  GB/T 1634规定了测定塑料负荷(三点加荷下的弯曲应力)变形温度的方法。为适应不同类型材

料，规定了不同类型试样和不同的恒定试验负荷。

1.2   GB/T 1634的本部分规定了通用试验方法，第2部分对塑料、硬橡胶和长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规定

了具体要求，第3部分对高强度热固性层压材料规定了具体要求。

1.3 所规定的方法适用于评价不同类型材料在负荷下，以规定的升温速率升至高温时的相对性能。所

得结果不一定代表其可适用的最高温度。因为实际使用时的主要因素如时间、负荷条件和标称表面应

力等，可能与本试验条件不同。只有从室温弯曲模量相同的材料得到的数据，才有真正的可比性。

1.4 本方法规定了所用试样的优选尺寸，用不同尺寸或不同条件制备的试样进行试验，可能得到不同

的结果。因此，当需要可重复的数据时，应仔细控制和记录样品制备条件和试验可变因素。

1.5 用所述试验方法获得的数据不能用于预测实际产品最终使用时的行为，也不能用于设计、分析或

预测材料在高温时的耐用程度。

1.6 虽然GB/T 1634的第2部分允许使用两种试样放置方式，但平放方式是优先选取的并予以推荐;

而侧立方式仅仅是备选的。在本标准下次修订时，将完全删去侧立方式。

1.7 本方法通常称作HDT(热变形试验)，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使用该标识符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63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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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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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

    GB/T 1634. 2-2004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2部分:塑料、硬橡胶和长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ISO 75-2:2003,IDT)

    GB/T 1634. 3-2004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3部分:高强度热固性层压材料((ISO 75-

3:2003,IDT)

    GB/T 2918-1998 塑料 状 态调节和试验 的标准环境(idt ISO 291:1997)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1634的本部分和其他各部分。

弯曲应变 flexural strain

C:

试样跨度中点外表面单位长度的微小的用分数表示的变化量。

注:以无量纲比值或百分量(%)表示

3.2

弯曲应变增f  flexural strain increase

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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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所规定的弯曲应变增加量。

注1;以百分量(%)表示.

注2:引人该量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这个事实，即施加的试脸负荷所引起的初始挠度是不侧量的。因此，试验的最终

    判据不是绝对应变值，仅仅是被监测的挠度增加f(还可见3.4),

挠度 deflection

在弯曲过程中，试样跨度中心的顶面或底面偏离其原始位置的距离。

注:以毫米(mm)为单位。

标准挠度 standard deflection
△s

由GB/T 1634有关部分规定的，与试样表面弯曲应变增量△E:对应的挠度增量。

注卜 以毫米(mm)为单位〔见8.3公式(5)和公式(6)].

注2:标准挠度取决于试样的尺寸、放置方式及支点间的跨度。

3.5

弯曲应力 flexural stress

af

试样跨度中心外表面上的标称应力。

注:以兆帕斯卡(MPa)为单位.

负荷 .oaTI

F

施加到试样跨度中点上的力，使之产生规定的弯曲应力。

注:以牛顿(N)为单位[见8.1中的公式(1)至公式(3)].

负荷变形通度 temperature of deflection under load
丁:

随着试验温度的增加，试样挠度达到标淮挠度值时的温度。

注:以摄氏度(℃)为单位。

原 理

    标准试样以平放(优选的)或侧立方式承受三点弯曲恒定负荷，使其产生GB/T 1634相关部分规定

的其中一种弯曲应力。在匀速升温条件下，测量达到与规定的弯曲应变增量相对应的标准挠度时的

温度。

设备

5. 1 产生弯曲应力的装f

    该装置由一个刚性金属框架构成，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框架内有一可在竖直方向自由移动的加

荷杆，杆上装有祛码承载盘和加荷压头，框架底板同试样支座相连，这些部件及框架垂直部分都由线膨

胀系数与加荷杆相同的合金制成。

    试样支座由两个金属条构成，其与试样的接触面为圆柱面，与试样的两条接触线位于同一水平面

上。跨度尺寸，即两条接触线之间距离由GB/T 1634的相关部分给出。将支座安装在框架底板上，使

加荷压头施加到试样上的垂直力位于两支座的中央。支座接触头缘线与加荷压头缘线平行，并与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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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支座上的试样长轴方向成直角。支座接触头和加荷压头圆角半径为((3. 0士。.2)mm，并应使其
边缘线长度大于试样宽度。

    除非仪器垂直部件都具有相同的线膨胀系数，否则这些部件在长度方向的不同变化，将导致试样表

观挠曲读数出现误差。应使用由低线膨胀系数刚性材料制成的且厚度与被试验试样可比的标准试样对

每台仪器进行空白试验，空白试验应包含实际测定中所用的各温度范围，并对每个温度确定校正值。如

果校正值为。.01 mm或更大，则应记录其值和代数符号。每次试验时都应使用代数方法，将其加到每

个试样表观挠曲读数上。

    注 :已发现殷钢和硼硅玻璃适 宜用作空 白试验材料

A — A

                              图1 测定负荷变形温度的典型设备

5.2 加热装it

    加热装置应为热浴，热浴内装有适宜的液体传热介质，试样在其中应至少浸没50 mm深，并应装有

高效搅拌器。应确定所选用的液体传热介质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是稳定的并应对受试材料没有影响，例

如不引起溶胀或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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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装置应装有控制元件，以使温度能以(120士10)0C/h的均匀速率上升。

    应定期用核对自动温度读数或至少每6 min用手动核对一次温度的方法校核加热速率。

    如果在试验中要求每6 min内温度变化为(12士1)0C，则也应考虑满足此要求。

    热浴中试样两端部和中心之间的液体温度差应不超过士1c,

    注 1:可将仪器设计成当到达标准挠度时能自动停止加热。

    注2:液体石蜡、变压器油、甘油和硅油都是合适的液体传热介质，也可以使用其他液体。

5.3 硅码

    应备有一组祛码，以使试样加荷达到按8.1计算所需的弯曲应力。

    注:必须能以 19的增量调节这些祛码。

5.4 温度测f仪器

    可以使用任何适宜的，经过校准的温度测量仪器，应具有适当范围并能读到。.5℃或更精确。

    应在所使用仪器特有的浸没深度对测温仪器进行校准。测温仪器的温度敏感元件，距试样中心距

离应在(2士0. 5)mm以内。

    按照制造厂的说明书，对测温仪器进行校准。

    注:如同时试验几个试样，那么在热浴的每个试脸位置上都配备独立的测温仪器可能是有用的.

5.5 挠度测f仪器

    可以是已校正过的直读式测微计或其他合适的仪器，在试样支座跨度中点测得的挠曲应精确到

0. 01 mm 以内。

    有些类型仪器，测微计弹簧产生的力F，向上作用，因此，由加荷杆施加的向下力应减去F,。而另

一种情况，F,向下作用，此时加荷杆产生的力应加上F,。对这类仪器，必须确定力F,的大小和方向，以

便能对其进行补偿(见8.1)。由于某些测微计的凡在整个测量范围内变化相当大，故应在仪器所要使

用的部分范围内进行测量。

5.6 测微计和f规

    用于测量试样的宽度和厚度，应精确到0. 01 mm.

试样

6.1 概述

    所有试样都不应有因厚度不对称所造成的翘曲现象。由于诸如模塑试样时冷却条件不同或结构不

对称，使试样在加热过程中可能变翘曲，即无负荷时已弯曲现象。应使用在试样两个相对表面施加负荷

的方法进行校正。

6.2 形状和尺寸

    试样应是横截面为矩形的样条，其长度l,宽度b、厚度h应满足l >b>h o

    试样尺寸应由GB/T 1634相关部分规定。

    每个试样中间部分(占长度的1/3)的厚度和宽度，任何地方都不能偏离平均值的2%以上。

    应按照GB/T 1634相关部分的规定制备试样。

6.3 试样的检查

    试样应无扭曲，其相邻表面应互相垂直。所有表面和棱边均应无划痕，麻点、凹痕和飞边等。

    应确保试样所有切削面都尽可能平滑，并确保任何不可避免的机加工痕迹都顺着长轴方向。

    为使试样符合这些要求，应把其紧贴在直尺、三角尺或平板上，用目视观测或用测微卡尺对试样进

行测量检查。

    如果测量或观察到试样存在一个或多个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缺陷，则应弃之不用或在试验前将其机

加工到适宜的尺寸和形状。

6.4 试样数.

    至少试验两个试样，为降低翘曲变形的影响，应使试样不同面朝着加荷压头进行试验。如需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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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验(见GB/T 1634. 2-2004和GB/T 1634. 3-2004的8.3)，则对每个重复试验都要求增加两个

试样。

状态调节

除非受试材料规范另有要求，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应符合GB/T 2918的规定。

操作 步骤

8. 1 施加力的计算

    在GB/T 1634所采用的三点加荷法中，施加到试样上的力F，以N为单位，作为弯曲应力a,的函

数，由式(1)或式((2)计算:

    如果试样 采取优选 (平放)放置方式 :

则

如果试样采取备选(侧立)放置方式:

则

2o,·b·h̀
      3L

(1)

2a,·h，护
    3L

(2)

    式 中:

    F— 负荷，单位为牛顿(N);

    o,— 试样表面承受的弯曲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

    b 一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mm) ;

    h— 试样厚度，单位为毫米(mm) ;

    L— 试样与支座接触线间距离(跨度)，单位为毫米(mm).

    测量b和h时，应精确到。. 1 mm;测量L时，应精确到。. 5 mm,

    跨度和弯曲应力，应符合GB/T 1634有关部分的规定。

    施加试验力F时，应考虑加荷杆质量，，的影响，需把它作为试验力的一部分。如果使用弹簧施荷

仪器，如表盘式测微计，还应考虑弹簧施加力F,的大小和对总力F的方向，即是正还是负(见5.5),

    要将质量为m*的附加珐码放在加荷杆上，以产生式(3)规定的所需总力F

F= 9.81 (m-+ m,)+ F

因此 m，一F-F,9. 81 m̀

(3)

(4)

式中:。r— 施加试验力的加荷杆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附加祛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F— 施加到试样上的总力，单位为牛顿(N);

          F,— 所用仪器施荷弹簧产生的力，单位为牛顿(N),

    如果弹簧对着试样向下压，则该力值为正;如果弹簧推力与加荷杆下降方向相反，则该力值为负;如

果没有使用这种仪器，则该力为零。

    实际施加力应为计算力F(1士2,5%)e
    注:所有涉及弯曲性能的公式，仅在应用到应力/应变关系为线性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因此，对大多数塑料来说，这

        些公式仅在小挠度情况下才是比较准确的。但可以用给出的这些公式对材料进行比较.

8.2 加热装置的起始温度

    每次试验开始时，加热装置(5.2)的温度应低于270C，除非以前的试验已经表明，对受试的具体材

料，在较高温度下开始试验不会引起误差。

8.3 测f

    对试样 支座 间的跨 度(见 5. 1)进行 检查 ，如果需要 则调 节到适 当的值 。测 量并记 录该值 ，糟确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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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m，以便用于8.1中的计算。

    将试样放在支座上，使试样长轴垂直于支座。将加荷装置(5. 1)放人热浴中，对试样施加按8.1计

算的负荷，以使试样表面产生符合GB/T 1634有关部分规定的弯曲应力。让力作用5 min后(见注1),

记录挠曲测量装置(5.5)的读数，或将读数调整为零。

    以(120士10)0C/h的均匀速率升高热浴的温度，记下样条初始挠度净增加量达到标准挠度时的温

度，即为在GB/T 1634有关部分规定的弯曲应力下的负荷变形温度。标准挠度是高度((h或b，依试样

放置方式而定，见8.1)、所用跨度和GB/T 1634相关部分规定的弯曲应变增量的函数，分别按式(5)和

式((6)计算:

    对于优选 (平放)放置方式 :

L}·QE;

600h
(5)

对于备选(侧立)放置方式:

L2·△E;

600h
(6)

    式中 :

    As— 标准挠度，单位为毫米(mm) ;

    L- 跨度，即试样支座与试样的接触线之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

    QE; 弯曲应变增量，%;

      h— 试样厚度，单位为毫米(mm) ;

      b— 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mm) .

    注1:保持5 min的等候时间，是用于部分补偿某些材料在室温下受到规定弯曲应力时所显示的蠕变。在开头5 min

          内发生的蠕变，通常占最初30 min内发生蠕变的绝大部分。如果受试材料在起始温度前5 min内没有明显的

          蠕变，则可以省去5 min的等候时间。

    注2:如果已知试样挠度为试样温度的函数，那么这一点在试验结果的解释中常常是有用的。可能的话，建议在等

          候和加热期间连续监控试样挠度。

    至少应进行两次试验，每个试样只应使用一次。为降低试样不对称性(例如翘曲)对试验结果的影

响，应使试样相对的面分别朝向加荷压头成对地进行试验。

结果表示

    以受试试样负荷变形温度的算术平均值表示受试材料的负荷变形温度，除非GB/T 1634有关部分

另有规定 。

    把试验结果表示为一个最靠近的摄氏温度整数值。

10 精密度

    由于尚未得到实验室间试验数据，故未知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如果得到上述数据，则在下次修订

时加上精密度说明。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a) 注明采用GB/T 1634有关部分;

b) 标识受试材料所需的详细情况;

c) 试样制备方法;

d) 热浴中所用的液体传热介质;

e) 所用的状态调节和退火程序，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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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h)

i)

J)

k)

负荷变形温度，℃(如果在不同加荷方向上进行的两次测量单个结果之差超过GB/T 1634有

关部分规定的界限，则应分别报告两个方向的全部试验结果);

所用试样尺寸;

试样的放置方式(平放或侧立);

所用的弯曲应力;

所用的跨度;

在试验过程中或从仪器中卸下后注意到的试样任何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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