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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佛山市南海区虹科塑料制品厂、深圳毅彩鸿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红

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双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方兴建材有限公司、江西中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莱

州结力工贸有限公司、江苏通全球工程管业有限公司、江苏卓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丽彩特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海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芜湖创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济宁信为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洛阳聚齐鑫建材有限公司、佛山市众兴晟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未来塑胶有限公司、长沙荣思

达塑业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材料测试

部）、深圳市恒昌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屋面瓦委员会。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鸿启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市佳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钜庭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德高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传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长葛市旭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越豪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奥悦斯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一全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广东

高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墅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广胜佳建材有限公司、湖南路路通塑业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市禅城区星发瓦业有限公司、临沂市方升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安新县凯创复合材

料制造有限公司、江苏中财管道有限公司、无锡市中富塑胶有限公司、新乡市创美科技有限公司、常德宏

博科技建材有限公司、广汉市盛泰塑化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天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兴彩

化工有限公司、漳州科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敦化市惠丰塑业有限责任公司、高安市美欣塑料建材有

限公司、品君新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常州市明源建材有限公司、安远县宏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四

川旭展建材一顶红树脂瓦有限公司、克林斯曼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思拓建材有限公司、金堂华海塑业

有限公司、阳泉灿坤工贸有限公司、中别材料（西安）有限公司、北京结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爱之源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宝丽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广东共力建材有限公司、湖南固虹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界首市金龙塑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永泉、陈波、安小革、廖玄戈、陈建军、郝福中、周军龙、陈鹤忠、谭东兰、杨义、

徐竹孟、叶华、高学立、赵俊平、黄夏辉、贾仁广、刘青波、郑光明、刘福田、宣善群、施养得、王传春、周建华、

张文奎、李贵超、朱金旺、谭智文、覃全、陈增光、李文斌、周海森、苟川、梁伟庆、常明皎、金亚恩、潘学刚、

黄振祖、张浩、唐念彬、裴天勇、吴敏、李军、刘玉忠、刘瑶铃、葛荣祥、叶鹏、孙元金、蓝远晋、田振河、吕际堂、

韩兴余、尹海顺、葛丽琴、任晓林、韩美华、罗文建、蔡锦添、戴鹏辉、毕翠翠、杨勇、胡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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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成 树 脂 瓦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树脂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标签、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民用建筑物的屋面装饰用合成树脂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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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５０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ＩＳＯＡ０２：１９９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３３．１—２００８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１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ＩＳＯ１１８３１：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４０．２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２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ＩＳＯ５２７２：１９９３，

ＩＤＴ）

ＧＢ／Ｔ１０４３．１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１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ＩＳＯ１７９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３３—２０００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ＶＳＴ）的测定（ＩＳＯ３０６：１９９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０６．２　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２部分：室温试验（ＩＳＯ４５８９２：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８６２４—２０１２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ＧＢ／Ｔ９３４１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ＩＳＯ１７８：２００８，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５９６　塑料在玻璃下日光、自然气候或实验室光源暴露后颜色和性能变化的测定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氙弧灯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合成树脂瓦　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狉犲狊犻狀狋犻犾犲

以聚氯乙烯树脂、无机填料和其他助剂为基体，以耐候性丙烯酸酯类树脂为表面层，经挤出或覆膜

成型，具有各种形状的屋面用硬质装饰材料。

３．２

基材　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

合成树脂瓦除表面层以外的主体。

３．３

表面层　狊狌狉犳犪犮犲犾犪狔犲狉

共挤层或覆膜层，包括丙烯腈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ＡＳＡ）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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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共挤合成树脂瓦　犮狅犲狓狋狉狌狊犻狅狀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狉犲狊犻狀狋犻犾犲

表面层通过共挤加工成型。

３．５

覆膜合成树脂瓦　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狉犲狊犻狀狋犻犾犲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犳狅犻犾

表面层通过覆膜加工成型。

３．６

波高　狑犪狏犲犺犲犻犵犺狋

波峰到波谷的距离。

３．７

波距　狆犻狋犮犺狅犳狑犪狏犲狊

两相邻波峰的距离。

３．８

节距　狆犻狋犮犺

相邻一节的距离。

４　分类和标记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按照表面层加工工艺分类

按照表面层加工工艺可分为共挤型和覆膜型，分别用Ｇ和Ｆ表示。

４．１．２　按照产品波形分类

按照波形可分为竹节型、小青瓦型或其他形状，分别对应用Ｚ、Ｘ和Ｑ表示，见图１和图２。

　　说明：

犠 ———波距；

犺 ———波高；

狆 ———节距。

图１　竹节型示意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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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犠 ———波距；

犺 ———波高；

狆 ———节距。

图２　小青瓦型示意图

４．１．３　按照产品密度分类

合成树脂瓦的密度分类见表１。

表１　合成树脂瓦密度 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

Ａ类 Ｂ类 Ｃ类

≤１．５５ ≤１．６５ ≤１．７５

４．２　标记

应注明合成树脂瓦的表面材料、表面层加工工艺、波形分类、密度分类、长度、宽度、厚度以及本标

准号。

示例：

ＡＳＡ／ＰＶＣＧＺＡ６０００×８８０×３Ｔ／ＣＢＭＣＡ００７—２０１９表示表面层材料为ＡＳＡ、共挤型、竹节型、密度为Ａ类、长

度６０００ｍｍ、宽度８８０ｍｍ、厚度３ｍｍ，符合Ｔ／ＣＢＭＣＡ００７—２０１９的合成树脂瓦。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

合成树脂瓦应厚度均匀，无裂纹、裂口、破孔、烧焦、气泡，表面应颜色一致，无明显麻点、异色点。

５．２　尺寸及偏差

合成树脂瓦的长度一般为６０００ｍｍ，宽度一般为７２０ｍｍ、８８０ｍｍ或１０５０ｍｍ，厚度应不小于

２．８ｍｍ，尺寸偏差要求见表２。

表２　尺寸偏差要求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长度 ６０００ ±３０

宽度

１０５０ ±１０

８８０ ±８

７２０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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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厚度 ３．０ ±０．２

波距 １６０ ±２

波高
竹节型 ３０ ±１

小青瓦型 ４５ ±１

节距
竹节型 ２２０ ±２

小青瓦型 １１０ ±２

５．３　表面层厚度

共挤合成树脂瓦的表面层厚度应不小于０．１５ｍｍ，覆膜合成树脂瓦的表面层厚度应不小于

０．１０ｍｍ。　

５．４　其他性能要求

合成树脂瓦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Ａ类 Ｂ类 Ｃ类

１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２．０

２ 加热后状态 应不产生气泡、裂纹和麻点。表面层与基材之间应不出现分离

３ 低温落锤冲击／个 破裂的试样数≤１

４ 密度／（ｇ／ｃｍ
３） ≤１．５５ ≤１．６５ ≤１．７５

５ 弯曲强度／ＭＰａ ≥４０

６ 弯曲弹性模量／ＭＰａ ≥２２００

７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ｋＪ／ｍ２） ≥５０ ≥４５ ≥４０

８ 维卡软化温度／℃ ≥７８

９ 拉伸屈服应力／ＭＰａ ≥２８ ≥２５ ≥２２

１０ 断裂标称应变／％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１ 承载性能／Ｎ ≥８００

１２ 耐环境应力开裂 表面层和基材都应没有裂纹，表面层与基材不能分离

１３ 耐冻融 表面应无裂纹、空鼓、起泡、剥离等变化

１４ 燃烧性能
氧指数应不小于３２

且燃烧等级应不低于Ｂ１ 级

１５ 抗冰雹性能 ≥４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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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老化性能

５．５．１　老化后的外观与颜色

合成树脂瓦经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不得出现龟裂、斑点和粉化现象。

单一颜色、表面平整的试样，老化前后试样的颜色变化用色差Δ犈表示，Δ犈
≤５。

特殊装饰（如非单一颜色、木纹、压花等）的试样，老化前后试样的颜色变化用灰度卡评定，灰度等级

应不小于３级。

５．５．２　老化后冲击强度保留率

老化试验后简支梁双Ｖ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应不低于６０％。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样制备

试样应使用机械加工的方法沿长度方向从整张合成树脂瓦上制备。试样应尽量从合成树脂瓦平整

的地方制取，如试样尺寸较大，应包含一个完整的波形。制取的试样应尽量避免缺陷，去除毛刺。

６．２　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

在（２３±２）℃的环境下进行状态调节，用于检测外观、尺寸的试样，调节时间不少于１ｈ，其他检测

项目调节时间不少于２４ｈ，并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

６．３　外观

在自然光或一个等效的人工光源下进行目测，目测距离为０．５ｍ。

６．４　尺寸及偏差

测量外形尺寸用精度至少为１ｍｍ的卷尺测量，壁厚用精度至少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测量。外

形尺寸和壁厚各测量３个点，外形尺寸取算术平均值，壁厚取最小值。

６．５　表面层厚度

用测量精度至少为０．００１ｍｍ的读数显微镜测量样品的表面层厚度，从合成树脂瓦的不同部位取

３个试样，每个试样测量３个点并计算平均值，结果取３个试样的最小值。

６．６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６．６．１　试样尺寸

截取长度为（２５０±１０）ｍｍ、宽度为（２００±１０）ｍｍ的试样３个，在试样的表面上划两条间距为２００ｍｍ

的标线，标线应与纵向轴线垂直，每一标线与试样一端的距离约为２５ｍｍ；并在标线中部标出与标线垂直

并相交的测量线。如果节距小于２５０ｍｍ，试样长度应为一个节距，两条标线的距离为节距减去２０ｍｍ。

６．６．２　试验设备

电热鼓风箱，分度值为１℃的温度计，精度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

６．６．３　试验步骤

用精度为０．０５ｍｍ的量具测量两交点间的距离犔０，精确至０．１ｍｍ，将非表面层一面放于（１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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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的电热鼓风箱内撒有滑石粉的玻璃板上，放置６０
＋３

　０ ｍｉｎ，连同玻璃板取出，冷却至室温，测量两交

点间的距离犔１，精确到０．１ｍｍ。

６．６．４　结果和表示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按式（１）计算：

犚＝
犔０－犔１

犔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犚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犔０———加热前两交点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１———加热后两交点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取３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并保留２位有效数字。

６．７　加热后状态

６．７．１　试样

截取长度为（２５０±１０）ｍｍ、宽度为（２００±１０）ｍｍ的试样３个。

６．７．２　试验设备

电热鼓风箱，分度值为１℃的温度计。

６．７．３　试验步骤

将试样非表面层一面水平放于（１５０±２）℃的电热鼓风箱内撒有滑石粉的玻璃板上，放置３０
＋３

　０ ｍｉｎ，连

同玻璃板取出，冷却至室温。目测观察是否出现气泡、裂纹、麻点或分离。

６．８　低温落锤冲击试验

６．８．１　原理

按照规定高度和规定质量的落锤冲击试样，对试验结果的评价采用通过法。

６．８．２　试样

截取长度为（３００±１０）ｍｍ、宽度为（２００±１０）ｍｍ的试样１０个。

６．８．３　试验设备

落锤冲击试验机；落锤质量（１０００±５）ｇ，锤头半径（２５±０．５）ｍｍ；低温试验箱。

６．８．４　试验步骤

将试样在－１０
　０

－２ ℃的低温试验箱中放置１ｈ后，在标准环境（２３±２）℃下进行测试，应在１０ｓ内完

成。将试样的表面面向上放在支撑物上，落锤高度为１０００
＋１０

　０ ｍｍ，使落锤冲击在试样表面面的中心位

置上，每个试样冲击一次。观察并记录试样表面破裂、分离的个数。

６．９　密度

按照ＧＢ／Ｔ１０３３．１—２００８的Ａ法规定进行测试，取５ｍｍ×５ｍｍ的样品３个，取算术平均值，并

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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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弯曲强度和弯曲弹性模量

按照ＧＢ／Ｔ９３４１的规定进行测试，在合成树脂瓦波峰或波谷平整处沿长度方向取２０ｍｍ×８０ｍｍ

的试样５个，厚度为试样厚度，取算术平均值，并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６．１１　简支梁冲击强度（无缺口）

按照ＧＢ／Ｔ１０４３．１的规定进行测试，在合成树脂瓦波峰或波谷平整处沿长度方向取样，试验跨距

犔＝（６２
＋０．５
　０ ）ｍｍ，试样采用ＩｅＡ型，数量为５个，取算术平均值，并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６．１２　维卡软化温度

按照ＧＢ／Ｔ１６３３—２０００的规定中Ｂ５０法进行试验，试样承受的静负载犌＝（５０±１）Ｎ。在合成树脂

瓦波峰或波谷平整处取样。

６．１３　拉伸断裂强度和拉伸断裂伸长率

按照ＧＢ／Ｔ１０４０．２的规定进行测试，在合成树脂瓦波峰或波谷平整处沿长度方向取Ⅰ型样条

５个，拉伸速度５０ｍｍ／ｍｉｎ，取算术平均值，并保留３位有效数。

６．１４　耐冻融

６．１４．１　试验仪器

低温试验箱，最低温度（－３０±１）℃。

６．１４．２　试样

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的试样３个。

６．１４．３　试验过程

试样在（２３±２）℃自来水中浸泡８ｈ，取出后立即放入（－３０±２）℃低温试验箱中冷冻１６ｈ，此为一

个冻融循环，需进行３０次循环。

试验期间如需中断试验，试样应置于低温试验箱中在（－３０±２）℃下存放。

６．１４．４　试验结果

每３次循环后观察试样是否出现裂纹、空鼓、起泡、剥离等情况并做记录。

６．１５　氧指数

氧指数按照ＧＢ／Ｔ２４０６．２进行试验，在合成树脂瓦波峰或波谷平整处沿长度方向制取１５０ｍｍ×

６．５ｍｍ的试样２５根，厚度为试样原厚。

６．１６　承载性能

试样长度为不小于１０００ｍｍ，宽度为制品原宽，数量为３个，跨距为６６０ｍｍ，加载速度为５ｍｍ／ｍｉｎ，

记录挠度３％时力值；如果在挠度达到３％之前破坏，记录破坏时力值。试样的承载性能按式（２）计算：

犉＝
７２０

犠
×犉１ ………………………………（２）

　　式中：

犉 ———承载性能，单位为牛顿（Ｎ）；

犠———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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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１———试验过程中记录的力值，单位为牛顿（Ｎ）。

取３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并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６．１７　耐环境应力开裂

将约５０ｍｍ×５０ｍｍ的试样完全浸入（在试验期间试样表面面向上）温度为（２３±３）℃的甲醇溶液

（１５±０．５）ｍｉｎ后，将试样从甲醇溶液中取出并用８倍放大镜观察试样。

６．１８　燃烧性能

按照ＧＢ８６２４—２０１２中５．１．１的规定进行。

６．１９　抗冰雹冲击

抗冰雹冲击按照附录Ａ进行。试样长度１．５ｍ，宽度为样品原宽。

６．２０　老化性能

老化试验按照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中 Ａ法的规定进行。黑板温度为（６５±３）℃，相对湿度为

（６５±５）％，喷水周期为（１８±０．５）ｍｉｎ，两次喷水间的无水时间为（１０２±０．５）ｍｉｎ，无暗周期，老化面为合

成树脂瓦的表面层。老化时间为１００００ｈ。

６．２０．１　颜色及外观变化

６．２０．１．１　用色差表示的颜色变化

６．２０．１．１．１　试样

试样的长和宽为５０ｍｍ×４０ｍｍ，数量至少为２个。

６．２０．１．１．２　试验设备

使用ＣＩＥＤ６５标准光源（包括镜面反射），测定条件８／犱或犱／８（两者都没有滤光器）的分光光度仪。

６．２０．１．１．３　试验步骤

按照ＧＢ／Ｔ１５５９６进行测量，一个试样作为原始的试样，另外一个试样进行老化。老化试样取出后

应在２４ｈ内测量，每个试样测量２个点，取平均值，计算出Δ犈。

６．２０．１．２　用灰卡等级表示的颜色变化

按ＧＢ／Ｔ２５０的规定测试。

６．２０．２　简支梁双犞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６．２０．２．１　试样

试样采用双Ｖ型缺口，长度为（５０±１）ｍｍ，宽度（犫）为（６．０±０．２）ｍｍ，厚度（犺）为合成树脂瓦的原

厚，缺口底部半径（狉Ｎ）为（０．２５±０．０５）ｍｍ，缺口剩余宽度（犫Ｎ）为（３．０±０．１）ｍｍ，试样数量至少６个。

摆锤必须冲击在试样的表面层。

６．２０．２．２　试验设备

冲击试验机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４３．１的要求，跨距犔＝４０
＋０．５
　０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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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２．３　试验条件和结果表示

冲击强度按式（３）计算：

αｃＮ＝
犈ｃ

犺×犫Ｎ
×１０

３ …………………………（３）

　　式中：

αｃＮ———冲击强度，单位为千焦耳每平方米（ｋＪ／ｍ
２）；

犈ｃ———试样断裂时吸收的已校准的能量，单位为焦耳（Ｊ）；

犺 ———试样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Ｎ ———试样缺口底部剩余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冲击强度保留率按式（４）计算：

犚＝
αｃＮ１

αｃＮ０
×１００ ………………………………（４）

　　式中：

犚　———冲击强度保留率，单位为％。

αｃＮ０———老化前冲击强度，单位为千焦耳每平方米（ｋＪ／ｍ
２）；

αｃＮ１———老化后冲击强度，单位为千焦耳每平方米（ｋＪ／ｍ
２）。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７．１．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以批量为单位，检验项目外观、尺寸及偏差以及表３中的１、２、３。

７．１．２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要求的全部内容。一般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检验（老化性能除外），每三年进行一

次老化性能检测。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２　组批与抽样

７．２．１　组批

以同一原料、工艺、配方、规格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１００００ｍ２。如产量不足１００００ｍ２，则以７天

的产量为一批。

７．２．２　抽样

外观、尺寸检验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规定，采用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查水平Ⅰ，合

格质量水平ＡＱＬ６．５，抽样方案见表４。型材及型材的材料性能的检验，应从外观、尺寸检验合格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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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机抽取相应试验方法要求数量的样品。

表４　抽样方案 单位为平方米

批量范围

犖

样本大小

狀

合格判定数

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

Ｒｅ

２～１５ ２ ０ １

１６～２５ ３ ０ １

２６～９０ ５ １ ２

９１～１５０ ８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１３ ２ ３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３ ４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５ ６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７ ８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４ １５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合格项的判定

外观与尺寸检验按照表４进行判定。外观与尺寸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外观与尺寸合格，

进行其他性能测试，若有不合格项时，应从原批中随机抽取双倍样品，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全部

合格，则合成树脂瓦合格；若复检结果仍有不合格项时，则该合成树脂瓦不合格。

７．３．２　合格批的判定

外观、尺寸、其他性能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不合格。

８　标志和标签

应在产品包装物表面上粘贴标签，标签上至少有本标准代号、厂名、地址、电话、商标、产品名称、批

量编号、产品标记等。

９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９．１　包装

合成树脂瓦按协议规定进行。

９．２　运输

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得在车内碰撞，产品与车厢接触面需用软物垫衬，隔离震动。装卸中不得抛掷。

注意避免磨伤、划伤表面而影响使用。

９．３　贮存

堆放地面应平整，并按规格分别堆放。应采取平面堆垛，每垛不超过２０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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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抗冰雹冲击试验方法

犃．１　检测目的

用于检测屋面材料抗冰雹冲击的性能。

犃．２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要求如下：

ａ）　用于铸造所需直径球形冰球的材料的模具。可铸造直径为２５ｍｍ、３５ｍｍ、４５ｍｍ、５５ｍｍ、

６５ｍｍ、７５ｍｍ 的冰球，偏差小于５％。试验报告应说明冰雹试验采用的冰球直径和试验

速度；

ｂ）　控制在（－１０±５）℃的冰箱；

ｃ）　一种贮存容器，用于贮存温度为－４℃～２℃的冰球；

ｄ）　一种发射装置，能够以规定的速度将冰球推进到５％以内，以便在规定的撞击位置内击中

样品；

ｅ）　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方法支撑测试样品的刚性支架，其冲击面垂直于投影冰球的路径；

ｆ）　一种用于测定冰球质量的天平，其精度为２％；

ｇ）　一种测量冰球速度的仪器，精确度为２％，速度传感器距离测试样品表面不得超过１ｍ。

例如，图Ａ．１显示了一个合适的设备，该设备包括水平气动发射器、垂直模块安装和速度计，速度

计以电子方式测量冰球穿过两束光束之间的距离所需的时间。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其他类型的设备，

包括弹弓和弹簧驱动测试已经成功地被使用。

图犃．１　抗冰雹冲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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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ａ）　使用模具和冷冻室，制作足够数量的所需尺寸的冰球用于测试，包括一些用于发射装置的初步

调整；

ｂ）　检查每一个冰球的裂缝、大小和质量。一个可接受的冰球应符合以下标准：

１）　没有肉眼可见的裂纹；

２）　直径在表Ａ．１中要求的５％以内；

３）　质量在表Ａ．１中适当标称值的５％以内。

ｃ）　将球放入贮存容器中，放置至少１ｈ后使用；

ｄ）　确保所有可能与冰球接触的发射器表面接近室温；

ｅ）　按照步骤ｇ）对样品进行多次试射，调整发射装置，直到用速度传感器在规定位置测量的冰球

速度在表Ａ．１中适当的冰雹试验速度的５％以内；

ｆ）　在室温下将模块安装在规定的安装位置，撞击面垂直于冰球的路径；

ｇ）　从存储容器中取出一个冰球，并将其放入发射器中。瞄准表 Ａ．２中指定的第一个撞击位置。

从容器中取出冰球到撞击模块之间的时间不得超过６０ｓ；

ｈ）　检查撞击区域的模块是否有损坏的迹象，并记录下射击的任何视觉效果。距离指定位置

１０ｍｍ 以内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ｉ）　如果模块没有损坏，则对表Ａ．２中所有其他受影响的位置重复步骤ｇ）和ｈ），如图Ａ．２所示。

表犃．１　冰球质量及测试速度

直径／ｍｍ 质量／ｇ 测试速度／（ｍ／ｓ） 直径／ｍｍ 质量／ｇ 测试速度／（ｍ／ｓ）

２５ ７．５３ ２３ ５５ ８０．２ ３３．９

３５ ２０．７ ２７．２ ６５ １３２ ３６．７

４５ ４３．９ ３０．７ ７５ ２０３ ３９．５

表犃．２　冲击位置

发射序号 位置

１ 样品的任何一角，距离样品边缘不超过一个冰球半径

２ 样品的任何边缘，距离样品边缘不超过一个冰球半径

３ 样品悬空区任何波峰

４ 样品悬空区任何波谷

５ 距离样品支撑处最近的任何波峰

６ 样品任何支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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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抗冰雹冲击位置示意图

犃．４　结果评价

抗冰雹性能按照冰球直径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ａ）　１级：冰球直径２５ｍｍ，无破坏；

ｂ）　２级：冰球直径３５ｍｍ，无破坏；

ｃ）　３级：冰球直径４５ｍｍ，无破坏；

ｄ）　４级：冰球直径５５ｍｍ，无破坏；

ｅ）　５级：冰球直径６５ｍｍ，无破坏；

ｆ）　６级：冰球直径７５ｍｍ，无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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