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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部分６．７～６．１１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ＧＢ１５７６３《建筑用安全玻璃》目前分为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防火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第４部分：均质钢化玻璃。

本部分为ＧＢ１５７６３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与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１：１９９８《夹层玻璃和夹层安全玻璃———第１部分　部件的定义和描述》、

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２：２００６《夹层玻璃和夹层安全玻璃———第２部分　夹层安全玻璃》、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３：

１９９８《夹层玻璃和夹层安全玻璃———第３部分　夹层玻璃》、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４：１９９８《夹层玻璃和夹层安

全玻璃———第４部分　耐久性测试方法》、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５：１９９８《夹层玻璃和夹层安全玻璃———第５部

分　尺寸和边部处理》、ＥＮＩＳＯ１２５４３６：１９９８《夹层玻璃和夹层安全玻璃———第６部分　外观》；

ＢＳＥＮ１２６００：２００２《建筑玻璃———摆锤试验———平板玻璃冲击试验方法和分级》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

效；并参考了ＡＳ／ＮＺＳ２２０８：１９９６／Ａｍｄｔ１：１９９９《建筑用安全玻璃材料》、ＡＮＳＩ９７．１：２００４《建筑用安全

玻璃材料———安全玻璃性能规范和试验方法》等标准。

本部分代替 ＧＢ９９６２—１９９９《夹层玻璃》。本部分与 ＧＢ９９６２—１９９９《夹层玻璃》相比主要变化

如下：

———修改了夹层玻璃定义（本部分３．５）；增加了安全夹层玻璃定义（本部分３．６）；

———修改了外观质量要求和尺寸允许偏差要求（本部分６．１和６．２）；

———修改了耐辐照性能技术指标（本部分６．９）；

———修改了霰弹袋冲击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本部分６．１１和７．１２）；

———修改了耐热性试验性能试验方法（本部分７．８）；

———增加了建筑用安全玻璃使用建议（本部分附录Ａ）和霰弹袋冲击分级试验框架校准（本部分附

录Ｅ）。

本部分的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和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秦皇岛玻璃工业

研究设计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无锡市新惠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物华天宝

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通达工艺玻璃有限公司、江苏秀强玻璃工艺有限

公司、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刚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秦海霞、臧曙光、王文彪、王乐、杨建军、徐锦伟、曾晓、刘海波、廖昌荣、周健、

潘伟、吴从真、张坚华。

本部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９９６２—１９８８、ＧＢ９９６２—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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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１　范围

ＧＢ１５７６３的本部分规定了建筑用夹层玻璃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材料、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

则等。

本部分适用于建筑用夹层玻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１５７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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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０８　滚动轴承　钢球

ＧＢ／Ｔ５３１　硫化橡胶邵尔Ａ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１６　外径千分尺

ＧＢ／Ｔ５１３７．２—２００２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ＧＢ／Ｔ５１３７．３—２００２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

试验

ＧＢ／Ｔ９０５６　金属直尺

ＧＢ１５７６３．２—２００５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ＪＣ／Ｔ５１１　压花玻璃

ＪＣ／Ｔ５１２　汽车安全玻璃包装

ＪＣ／Ｔ６７７　建筑用玻璃均布静载荷模拟风压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中间层　犻狀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介于两层玻璃和／或塑料等材料之间起分隔和粘结作用的材料，使夹层玻璃具有诸如抗冲击、阳光

控制、隔音等性能。

３．２

离子性中间层　犻狅狀狅狆犾犪狊狋犻狀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含有少量金属盐，以乙烯甲基丙烯酸共聚物为主，可与玻璃牢固地粘结的中间层材料。

３．３

犘犞犅中间层　犘犞犅犻狀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以聚乙烯醇缩丁醛为主的中间层材料。

３．４

犈犞犃中间层　犈犞犃犻狀狋犲狉犾犪狔犲狉

以乙烯聚醋酸乙烯共聚物为主的中间层材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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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

是玻璃与玻璃和／或塑料等材料，用中间层分隔并通过处理使其粘结为一体的复合材料的统称。常

见和大多使用的是玻璃与玻璃，用中间层分隔并通过处理使其粘结为一体的玻璃构件。

３．６

安全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狊犪犳犲狋狔犵犾犪狊狊

在破碎时，中间层能够限制其开口尺寸并提供残余阻力以减少割伤或扎伤危险的夹层玻璃。

３．７

对称夹层玻璃　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犪犾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

从两个外表面起依次向内，玻璃和／或塑料及中间层等材料在种类、厚度和／或一般特性等均相同的

夹层玻璃。

３．８

不对称夹层玻璃　犪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犪犾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

从两个外表面起依次向内，玻璃和／或塑料及中间层等材料在种类、厚度和／或一般特性等不相同的

夹层玻璃。

３．９

Ⅰ类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狅犳犮犾犪狊狊Ⅰ

对霰弹袋冲击性能不做要求的夹层玻璃。该类玻璃不能作为安全玻璃使用。

３．１０

Ⅱ１类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狅犳犮犾犪狊狊Ⅱ１

霰弹袋冲击高度可达１２００ｍｍ，冲击结果符合６．１１规定的安全夹层玻璃。

３．１１

Ⅱ２类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狅犳犮犾犪狊狊Ⅱ２

霰弹袋冲击高度可达７５０ｍｍ，冲击结果符合６．１１规定的安全夹层玻璃。

３．１２

Ⅲ类夹层玻璃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犵犾犪狊狊狅犳犮犾犪狊狊Ⅲ

霰弹袋冲击高度可达３００ｍｍ，冲击结果符合６．１１规定的安全夹层玻璃。

３．１３

周边区　犲犱犵犲犪狉犲犪

夹层玻璃面积≤５ｍ
２ 时距离边部宽度１５ｍｍ；面积＞５ｍ

２ 时距离边部宽度２０ｍｍ的区域。

３．１４

可视区　狏犻狊犻狅狀犪狉犲犪

周边区以外的区域。

３．１５

裂口　狏犲狀狋狊

从玻璃边部向中间延伸的尖锐线状裂缝或裂纹。

３．１６

皱痕　犮狉犲犪狊犲狊

由中间层折叠引起的夹层后可见的光学变形。

３．１７

条纹　狊狋狉犲犪犽狊犱狌犲狋狅犻狀狋犲狉犾犪狔犲狉犻狀犺狅犿狅犵犲狀犲犻狋狔

由于中间层材料制造过程的不均匀缺陷引起的，夹层后可见的光学变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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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

脱胶　犱犲犾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脱胶是指玻璃或塑料与中间层不粘结或产生肉眼可见的分离。

３．１９

点缺陷　狊狆狅狋犱犲犳犲犮狋狊

该类缺陷包括不透明斑点、气泡和点装异物。

３．２０

线缺陷　犾犻狀犲犪狉犱犲犳犲犮狋狊

该类缺陷包括线形异物、划伤或擦伤。

４　分类

４．１　按形状分为：

ａ）　平面夹层玻璃；

ｂ）　曲面夹层玻璃。

４．２　按霰弹袋冲击性能分为：

ａ）　Ⅰ类夹层玻璃；

ｂ）　Ⅱ１类夹层玻璃；

ｃ）　Ⅱ２类夹层玻璃；

ｄ）　Ⅲ类夹层玻璃。

５　材料

夹层玻璃由玻璃、塑料以及中间层材料组合构成。所采用的材料均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相关技术条件或订货文件要求。

５．１　玻璃

可选用：浮法玻璃、普通平板玻璃、压花玻璃、抛光夹丝玻璃、夹丝压花玻璃等。

可以是：无色的、本体着色的或镀膜的；透明的、半透明的或不透明的；退火的、热增强的或钢化的；

表面处理的，如喷砂或酸腐蚀的等。

５．２　塑料

可选用：聚碳酸酯、聚氨酯和聚丙烯酸酯等。

可以是：无色的、着色的、镀膜的；透明的或半透明的。

５．３　中间层

可选用：材料种类和成分、力学和光学性能等不同的材料，如离子性中间层、ＰＶＢ中间层、ＥＶＡ中

间层等。

可以是：无色的或有色的；透明的、半透明的或不透明的。

６　要求

夹层玻璃的性能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规则判定、应符合表１中相应条款的规定，对曲面夹层玻璃

和特殊要求的安全夹层玻璃，其尺寸及外观要求、一般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及判定规则可由供需双方

商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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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安全夹层玻璃的性能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名　　称 要　　求 试 验 方 法 判 定 规 则

尺寸及外观要求

外观质量 ６．１ ７．２

尺寸和允许偏差 ６．２ ７．３

弯曲度 ６．３ ７．４

８．３．１

一般性能要求

可见光透射比 ６．４ ７．５

可见光反射比 ６．５ ７．６
８．３．２

抗风压性能 ６．６ ７．７

安全性能要求

耐热性 ６．７ ７．８

耐湿性 ６．８ ７．９

耐辐照性 ６．９ ７．１０

８．３．４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６．１０ ７．１１ ８．３．５

霰弹袋冲击性能 ６．１１ ７．１２ ８．３．６

６．１　外观质量

按７．２进行检验。

６．１．１　可视区缺陷

６．１．１．１　可视区点状缺陷

可视区的点状缺陷数应满足表２的规定。

表２　可视区允许点状缺陷数

缺陷尺寸（λ）／ｍｍ ０．５＜λ≤１．０ １．０＜λ≤３．０

玻璃面积（犛）／ｍ２ 犛不限 犛≤１ １＜犛≤２ ２＜犛≤８ ８＜犛

允许缺陷

数／个

玻
璃
层
数

２

３

４

≥５

不得密集存在

１ ２ １．０ｍ２ １．２ｍ２

２ ３ １．５ｍ２ １．８ｍ２

３ ４ ２．０ｍ２ ２．４ｍ２

４ ５ ２．５ｍ２ ３．０ｍ２

　　注１：不大于０．５ｍｍ的缺陷不考虑，不允许出现大于３ｍｍ的缺陷。

　　注２：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视为密集存在：

ａ）两层玻璃时，出现４个或４个以上，且彼此相距＜２００ｍｍ缺陷；

ｂ）三层玻璃时，出现４个或４个以上的缺陷，且彼此相距＜１８０ｍｍ；

ｃ）四层玻璃时，出现４个或４个以上的缺陷，且彼此相距＜１５０ｍｍ；

ｄ）五层以上玻璃时，出现４个或４个以上的缺陷，且彼此相距＜１００ｍｍ。

注３：单层中间层单层厚度大于２ｍｍ时，上表允许缺陷数总数增加１。

６．１．１．２　可视区线状缺陷

可视区的线状缺陷数应满足表３的规定。

表３　可视区允许的线状缺陷数

缺陷尺寸（长度犔，宽度犅）／ｍｍ 犔≤３０且犅≤０．２ 犔＞３０或犅＞０．２

玻璃面积（犛）／ｍ２ 犛不限 犛≤５ ５＜犛≤８ ８＜犛

允许缺陷数／个 允许存在 不允许 １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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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周边区缺陷

使用时装有边框的夹层玻璃周边区域，允许直径不超过５ｍｍ的点状缺陷存在；如点状缺陷是气

泡，气泡面积之和不应超过边缘区面积的５％。

使用时不带边框夹层玻璃的周边区缺陷，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１．３　裂口

不允许存在。

６．１．４　爆边

长度或宽度不得超过玻璃的厚度。

６．１．５　脱胶

不允许存在。

６．１．６　皱痕和条纹

不允许存在。

６．２　尺寸允许偏差

６．２．１　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

夹层玻璃最终产品的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长度和宽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

（边长犔）
公称厚度≤８

公称厚度＞８

每块玻璃公称厚度＜１０ 至少一块玻璃公称厚度≥１０

犔≤１１００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０

＋３．５
－２．５

１１００＜犔≤１５００
＋３．０
－２．０

＋３．５
－２．０

＋４．５
－３．０

１５００＜犔≤２０００
＋３．０
－２．０

＋３．５
－２．０

＋５．０
－３．５

２０００＜犔≤２５００
＋４．５
－２．５

＋５．０
－３．０

＋６．０
－４．０

犔＞２５００
＋５．０
－３．０

＋５．５
－３．５

＋６．５
－４．５

６．２．２　叠差

叠差如图１所示，夹层玻璃的最大允许叠差见表５。

图１　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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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夹层玻璃的最大允许叠差 单位为毫米

长度或宽度犔 最大允许叠差

犔≤１０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犔≤２０００ ３．０

２０００＜犔≤４０００ ４．０

犔＞４０００ ６．０

６．２．３　厚度

对于三层原片以上（含三层）制品、原片材料总厚度超过２４ｍｍ及使用钢化玻璃作为原片时，其厚

度允许偏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２．３．１　干法夹层玻璃厚度偏差

干法夹层玻璃的厚度偏差，不能超过构成夹层玻璃的原片厚度允许偏差和中间层材料厚度允许偏

差总和。中间层的总厚度＜２ｍｍ时，不考虑中间层的厚度偏差；中间层总厚度≥２ｍｍ时，其厚度允许

偏差为±０．２ｍｍ。

６．２．３．２　湿法夹层玻璃厚度偏差

湿法夹层玻璃的厚度偏差，不能超过构成夹层玻璃的原片厚度允许偏差和中间层材料厚度允许偏

差总和。湿法中间层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湿法夹层玻璃中间层厚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湿法中间层厚度犱 允许偏差δ

犱＜１ ±０．４

１≤犱＜２ ±０．５

２≤犱＜３ ±０．６

犱≥３ ±０．７

６．２．４　对角线差

矩形夹层玻璃制品，长边长度不大于２４００ｍｍ 时，对角线差不得大于４ｍｍ；长边长度大于

２４００ｍｍ时，对角线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３　弯曲度

按７．５进行检验，平面夹层玻璃的弯曲度，弓形时应不超过０．３％，波形时应不超过０．２％。原片材

料使用有非无机玻璃时，弯曲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４　可见光透射比

按７．５进行检验，夹层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５　可见光反射比

按７．６进行试验，夹层玻璃的可见光反射比由供需双方商定。

６．６　抗风压性能

应由供需双方商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本项试验，以便合理选择给定风载条件下适宜的夹层玻璃的材

料、结构和规格尺寸等，或验证所选定夹层玻璃的材料、结构和规格尺寸等能否满足设计风压值的要求。

６．７　耐热性

按７．８进行检验，试验后允许试样存在裂口，超出边部或裂口１３ｍｍ部分不能产生气泡或其他

缺陷。

６．８　耐湿性

按７．９进行检验，试验后试样超出原始边１５ｍｍ、切割边２５ｍｍ、裂口１０ｍｍ部分不能产生气泡或

其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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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耐辐照性

按７．１０进行检验，试验后试样不可产生显著变色、气泡及浑浊现象，且试验前后试样的可见光透射

比相对变化率Δ犜应不大于３％。

６．１０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按７．１１进行检验，试验后中间层不得断裂、不得因碎片剥离而暴露。

６．１１　霰弹袋冲击性能

按７．１２进行检验，在每一冲击高度试验后试样均应未破坏和／或安全破坏。

破坏时试样同时符合下列要求为安全破坏：

ａ）　破坏时允许出现裂缝或开口，但是不允许出现使直径为７６ｍｍ的球在２５Ｎ力作用下通过的

裂缝或开口；

ｂ）　冲击后试样出现碎片剥离时，称量冲击后３ｍｉｎ内从试样上剥离下的碎片。碎片总质量不得

超过相当于１００ｃｍ２ 试样的质量，最大剥离碎片质量应小于４４ｃｍ２ 面积试样的质量。

Ⅱ１类夹层玻璃：３组试样在冲击高度分别为３００ｍｍ、７５０ｍｍ 和１２００ｍｍ时冲击后，全部试样

未破坏和／或安全破坏。

Ⅱ２类夹层玻璃：２组试样在冲击高度分别为３００ｍｍ和７５０ｍｍ时冲击后，试样未破坏和／或安全

破坏；但另１组试样在冲击高度为１２００ｍｍ时，任何试样非安全破坏。

Ⅲ类夹层玻璃：１组试样在冲击高度为３００ｍｍ时冲击后，试样未破坏和／或安全破坏，但另１组试

样在冲击高度为７５０ｍｍ时，任何试样非安全破坏。

Ⅰ类夹层玻璃：对霰弹袋冲击性能不做要求。

分级后的夹层玻璃适用场所建议参见附录Ａ。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均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ａ）　温度：２０℃±５℃；

ｂ）　气压：８．６０×１０
４Ｐａ～１．０６×１０

５Ｐａ；

ｃ）　相对湿度：４０％～８０％。

７．２　外观质量检验

以制品为试样，在较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背景条件下，试样垂直放置，视线垂直玻璃，在距试样

１ｍ处进行观察。点状缺陷尺寸和线状缺陷宽度用放大１０倍、精度０．１ｍｍ的读数显微镜测定。线状

缺陷的和爆边长度使用符合ＧＢ／Ｔ９０５０钢直尺或具有同等以上精度的量具测量。目视检查裂口、脱

胶、皱痕和条纹。

７．３　尺寸允许偏差检验

７．３．１　宽度、长度及对角线差测量

使用最小刻度为１ｍｍ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

７．３．２　叠差

使用最小刻度为０．５ｍｍ的钢直尺沿玻璃周边测量，读取叠差最大值。

７．３．３　厚度测量

使用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６规定的外径千分尺或具有同等以上精度的量具，在玻璃四边中心进行测量，

取其平均值，数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压花夹层玻璃厚度按ＪＣ／Ｔ５１１中的要求进行测量。

７．４　弯曲度检验

将试样在７．１试验条件下防置４ｈ以上，按ＧＢ１５７６３．２—２００５中６．４的要求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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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可见光透射比试验

取三块试样，按ＧＢ／Ｔ５１３７．２—２００２中第４章的要求进行试验。

７．６　可见光反射比试验

取三块试样，按ＧＢ／Ｔ５１３７．２—２００２中第９章的要求进行试验。

７．７　抗风压性能试验

按ＪＣ／Ｔ６７７进行试验。

７．８　耐热性试验

７．８．１　试样

试样与制品材料相同、在相同加工工艺下制备，或直接从制品上切取，但至少有一边为制品原边的

一部分。

试样状态应与最终产品使用条件一致。如最终产品使用时所有边部是带保护的，试样的所有边部

也应带保护。

试样规格应不小于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数量为三块。

７．８．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可以采用控温精度不超过±１℃电热鼓风烘箱，或能够加热水至沸腾的装置。

７．８．３　试验程序

将三块玻璃试样加热至１００
　０

－３ ℃，并保温２ｈ，然后将试样冷却至室温。如果试样的两个外表面均

为玻璃，也可把试样垂直浸入加热至１００　
０

－３ ℃的热水中２ｈ，然后将试样从水中取出冷却至室温。为了

避免热应力造成试样出现裂纹，可先将试样在６５℃±３℃的温水中浴热３ｍｉｎ。

目视检查试验后的样品，记录是否有气泡或其他缺陷。

７．９　耐湿性试验

按ＧＢ／Ｔ５１３７．３—２００２中第７章的要求进行。

７．１０　耐辐照试验

７．１０．１　试样

试样由两块无色透明平板玻璃和与制品相同的中间层材料，在相同的夹层工艺条件下制成的平型

试验片。

试样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７６ｍｍ，数量为三块。

７．１０．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满足ＧＢ／Ｔ５１３７．３的要求。

７．１０．３　试验程序

试验应按照ＧＢ／Ｔ５１３７．３—２００２中５．４的要求进行。

７．１０．４　试验结果表达

试验前后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变化率Δ犜的计算见式（１）：

Δ犜＝
犜１－犜２
犜１

×１００ ……………………………（１）

式中：

Δ犜———试样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变化率，单位为百分数（％）；

犜１———紫外线照射前试样可见光透射比；

犜２———紫外线照射后试样可见光透射比。

７．１１　落球冲击剥离试验

７．１１．１　试样

与制品相同材料、在相同工艺条件下制备，或直接从制品上切取的６１０ｍｍ×６１０ｍｍ试验片，数量

为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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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包括能使钢球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或能使钢球产生相当自由落下的投球装置，以

及试样支架。对试样支架的规定见附录Ｂ。

７．１１．３　淬火钢球

符合ＧＢ／Ｔ３０８规定，质量为１０４０ｇ±１０ｇ，直径为６３．５ｍｍ；质量为２２６０ｇ±２０ｇ，直径

为８２．５ｍｍ。

７．１１．４　试验程序

试验前试样应在７．１规定的条件下至少放置４ｈ。

将试样放在试样支架上，试样的冲击面与钢球的入射方向应垂直，允许偏差在３°以内。

试样为不对称夹层玻璃时，取较薄的一面为冲击面。曲面夹层玻璃进行试验时需要采用与曲面形

状相吻合的辅助框架支撑，冲击面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将质量为１０４０ｇ钢球放置于距离试样表面１２００ｍｍ高度的位置，自由下落后冲击点应位于以试

样几何中心为圆心、半径为２５ｍｍ的圆内，观察玻璃有一块或一块以上破坏时的状态。

如果玻璃没有破坏，按下落高度１２００ｍｍ、１５００ｍｍ、１９００ｍｍ、２４００ｍｍ、３０００ｍｍ、３８００ｍｍ、

４８００ｍｍ的顺序，依次提升高度冲击，并观察每次冲击后玻璃的破坏状态。

若玻璃仍未破坏，用２２６０ｇ钢球按相同程序进行冲击，并观察每次冲击后玻璃的破坏状态。

若玻璃还未破坏，按ＧＢ／Ｔ３０８规定选取质量适当增大的钢球，按相同的程序冲击，并观察每次冲

击后玻璃的破坏状态。

７．１２　霰弹袋冲击性能试验

７．１２．１　试样

ａ）　试样应采用与产品相同材料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平型试验片；曲面夹层玻璃采用相同结构和

工艺的平面试验片替代。共需试样１２块，每４块试样为１组，分为３组，试验中未破坏的样品

允许再次使用。

ｂ）　试样规格为：（１９３０±２）ｍｍ×（８６４±２）ｍｍ。

ｃ）　如果试样为不对称夹层玻璃且不能确定该结构的产品在使用时的受冲击面时，应分别在两面

进行霰弹袋冲击试验，试验样品数量加倍。

７．１２．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包括：一个固定的试验框、一个试验过程中使试样保持在试验框内的夹紧框和一个备有悬

挂装置和释放装置的冲击体（见附录Ｃ），以及测力球装置（见附录Ｄ）。试验框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并

固定牢固，具体要求参见附录Ｅ。

７．１２．３　试验程序

ａ）　试验前，试样应在７．１试验条件下至少保存１２ｈ。

ｂ）　试验应从最低冲击高度开始，４块玻璃为一组，按３００ｍｍ、７５０ｍｍ和１２００ｍｍ的高度依次进

行冲击试验。

ｃ）　在每次冲击试验前，应将冲击体提升至相应的高度并保持冲击体静止。在该冲击高度，冲击体

的金属杆中心轴应与冲击体的悬挂绳索成一直线，见附录Ｃ。

ｄ）　在相应的冲击高度，将初速度为零的冲击体释放，使冲击体以摆捶式自由下落垂直冲击试样

的中部一次。

ｅ）　结构为不对称夹层玻璃的，有确定的使用冲击面时，对指定的冲击面进行冲击试验；无确定的

使用冲击面时，应对两面进行冲击试验，并在测试报告中注明冲击面。

ｆ）　每次冲击后，应对试样状态进行检查。如一组试样中任一片试样不满足６．１１的要求，该组试

验结束；如一组试样均满足６．１１的要求，可继续下一个高度冲击试验，未破坏的试样可再次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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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记录并报告该产品试样最大冲击高度和冲击历程；注明中间层材料的种类、产地等内容。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８．１．１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为尺寸和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其他检验项目由供需双方商定。

８．１．２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中的安全性能要求为必检项目，其余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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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ｄ）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８．２　组批与抽样规则

８．２．１　产品的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试验按表７进行随机抽样。

表７　抽样规则

批 量 范 围 抽　样　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断数

２～８ ２ ０ １

９～１５ ３ ０ １

１６～２５ ５ １ ２

２６～５０ ８ ２ ３

５１～９０ １３ ３ ４

９１～１５０ ２０ ５ ６

１５１～２８０ ３２ ７ ８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 １０ １１

８．２．２　对产品所要求的其他技术性能，若用产品检验时，根据检测项目所要求的数量从该批产品中随

机抽取。若用试样进行检验时，应采用同一工艺条件下制备的试样。当该批产品批量大于５００块时，以

每５００块为一批分批抽取试样，当检验项目为非破坏性试验时，试样可继续用于其他项目的检测。

８．３　判定规则

８．３．１　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

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弯曲度三项的不合格品数如大于或等于表７的不合格判定数，则认为该

批产品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和弯曲度不合格。

８．３．２　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

取三块试样进行试验。三块试样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一块符合时为不合格。当二块试样符合

时，追加三块新试样重新进行试验，三块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

８．３．３　抗风压性能

根据ＪＣ／Ｔ６７７规定的抽样规则和试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０１

犌犅１５７６３．３—２００９



８．３．４　耐热性、耐湿性、耐辐照性

取三块试样进行试验。三块试样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一块符合时为不合格。当二块试样符合

时，追加三块新试样重新进行试验，三块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

８．３．５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取６块试样进行试验。当５块或５块以上符合时为合格，三块或三块以下符合时为不合格。当四

块试样符合时，追加６块新试样重新进行试验，６块全部符合时为合格。

８．３．６　霰弹袋冲击性能

安全夹层玻璃霰弹袋冲击性能达到Ⅲ级或更高级别时，霰弹袋冲击性能为合格。如果１组试样在

冲击高度为３００ｍｍ时冲击后，任何试样非安全破坏，即认定安全夹层玻璃霰弹袋冲击性能不合格。

８．３．７　批次合格判定

上述各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９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９．１　包装

产品应用集装箱或木箱包装。每片玻璃应用塑料膜或纸等材料隔开。夹层玻璃与包装箱之间用不

易引起玻璃划伤等外观缺陷的软材料填实。具体要求应符合ＪＣ／Ｔ５１２的规定。

９．２　标志

标志应符合ＪＣ／Ｔ５１２的有关规定。每个包装箱外应标明“朝上、小心轻放”等字样和玻璃厚度、种

类、厂名或商标。

９．３　运输

产品用各种类型的车辆运输，搬运规则，条件应符合ＪＣ／Ｔ５１２的有关规定。

运输时，夹层玻璃不得平放或斜放，长度方向应与车辆运输方向相同，应有防雨设施。

９．４　贮存

产品应垂直贮存在干燥的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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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建筑用安全玻璃使用建议

犃．１　范围

本使用建议的目的在于降低建筑用玻璃制品受到冲击时对人体的划伤、扎伤及飞溅等造成的伤害。

建筑用安全玻璃在使用时均应满足相关的设计要求和工程技术规范。本建议不适用于特殊专利玻璃制

品和温室用玻璃制品。

犃．２　使用场所

犃．２．１　关键场所

建筑中人体容易撞击且受到伤害的关键场所包括：

ａ）　门及门周围的区域，尤其是易被误认为是门的一些玻璃墙和玻璃隔断；

ｂ）　距地面较近的玻璃区（如落地窗等）；

ｃ）　浴室、人行通道及建筑中人体容易撞击的其他场所；

ｄ）　设计要求和工程技术规范中对人体安全级别有要求的任何场所。

犃．２．２　关键场所的安全建议

人体撞击建筑中的玻璃制品并受到伤害主要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安全防护造成。为了尽量减少建筑

用玻璃制品在冲击时对人体造成的划伤、割伤等，在建筑中使用玻璃制品时应尽可能的采取下列措施：

ａ）　选择安全玻璃制品时，应充分考虑玻璃的种类、结构、厚度、尺寸，尤其是合理选择安全玻璃制

品霰弹袋冲击试验的冲击历程和冲击高度级别等；

ｂ）　对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采取必要的其他防护；

ｃ）　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应有容易识别的标识。

犃．２．３　关键场所使用安全玻璃制品的建议（如图犃．１）

犃．２．３．１　门

门中的玻璃制品部分或全部距离地面不超过１５００ｍｍ时：

ａ）　当玻璃制品短边大于９００ｍｍ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Ⅱ２类；

ｂ）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不大于９００ｍｍ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ｃ）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２５０ｍｍ、最大面积不超过０．５ｍ
２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６ｍｍ时，

可以使用其他玻璃制品。

犃．２．３．２　门侧边区域

门侧边区域的部分或全部玻璃制品距离地面不超过１５００ｍｍ、且距离门边不超过３００ｍｍ时：

ａ）　当玻璃制品短边大于９００ｍｍ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Ⅱ２类；

ｂ）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９００ｍｍ时，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

ｃ）　当玻璃制品的短边小于或等于２５０ｍｍ、最大面积不超过０．５ｍ
２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６ｍｍ时，

可以使用其他玻璃制品。

犃．２．３．３　距地面较近的玻璃区

玻璃制品部分或全部距离地面不超过８００ｍｍ（非上述Ａ．２．３．１、Ａ．２．３．２情况）时，所使用的玻璃

制品至少为Ⅲ类。

犃．２．３．４　其他场所

在浴室、游泳池等人体容易滑倒的场所及场所周围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在体育馆等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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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玻璃制品至少为Ⅲ类。有特殊使用和设计要求时，应充分考虑霰弹袋冲击历程并采用更高冲

击级别的安全玻璃制品。

犃．２．４　关键场所安全玻璃制品的防护

必要时，建筑中使用的安全玻璃制品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护措施应：

ａ）　独立于玻璃制品；

ｂ）　能防止直径为（７６±１）ｍｍ的球冲击玻璃（如图Ａ．２）；

ｃ）　长度大于９００ｍｍ时能够承受１３５０Ｎ的压力、长度小于９００ｍｍ时至少能够承受１１００Ｎ的

压力，且不断裂、不产生永久性扭曲和不移动。

图犃．１　关键场所及安全建议

图犃．２　关键场所安全玻璃制品的防护

犃．２．５　关键场所的安全玻璃制品的标识

在特定的条件下（如灯光等），在建筑中使用的不易识别的玻璃制品应具有可快速识别且不易擦去

的标识。标识位于距离地面６００ｍｍ～９００ｍ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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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落球冲击试样支架

　　如图Ｂ．１所示，由两个经机械加工的钢框组成，周边宽度１５ｍｍ，在两个钢框接触面上分别衬以厚

度为３ｍｍ、宽度为１５ｍｍ、硬度为邵尔Ａ５０的橡胶垫。下钢框安放在高度约为１５０ｍｍ的钢箱上，试样

放在上钢框下面。支撑钢箱被焊在厚１２ｍｍ的钢板上，钢箱与地面之间衬以厚３ｍｍ、硬度为邵尔Ａ５０

的橡胶垫。

　　１———橡胶板（厚３ｍｍ）；

２———橡胶板（宽１５ｍｍ，硬度Ａ５０）。

图犅．１　落球冲击试样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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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霰弹袋冲击性能试验装置

　　如图Ｃ．１和图Ｃ．２所示，试验框架主体部分采用高度大于１００ｍｍ的槽钢，用螺栓等牢固固定在地

面上，并在背面加支撑装置，以防止冲击时框架明显变形、位移或倾斜。夹紧框用于固定试样，其内部尺

寸比试样尺寸小１９ｍｍ左右，与试样四周接触部位使用符合ＧＢ／Ｔ５３１规定的硬度为邵尔Ａ５０的橡胶

垫衬。安装试样后，橡胶条的压缩厚度为原厚度的１０％～１５％。

如图Ｃ．３所示，冲击体是带有金属杆的皮革袋，皮革袋的中心轴为一根长度为３３０ｍｍ±１３ｍｍ的

金属螺杆，在皮革袋中装填铅霰弹，然后把袋的上下两端用螺母拧紧，再把皮革袋的表面用１２ｍｍ宽、

０．１５ｍｍ厚的玻璃纤维增强聚酯尼龙带交叉倾斜地卷缠起来，把表面完全覆盖成袋体状。冲击体质量

为４５ｋｇ±０．１ｋｇ。

注１：用厚度为０．１５ｍｍ的人造带，把二块Ａ片和四块Ｂ片缝合在一起（见图Ｃ．２中的ｂ））。缝边（虚线部分）为

０．５ｃｍ左右。

注２：用公称尺寸２．５ｍｍ的铅砂装填。

　　１———固定壁；

２———增强支架，可用任何方式支撑；

３、９———试验框；

４———用螺栓固定的底座；

５、１０———木制／钢制紧固框；

６———试样的中心线；

７———下落高度；

８———直径３ｍｍ左右的钢丝绳。

图犆．１　试样框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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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试验框；

２———橡胶板；

３———木制／钢制紧固框；

４———限位块；

５———试样。

图犆．２　试样框架结构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ａ） ｂ）

１———弯杆或附有吊环螺母的杆；

２———套筒螺母，长２５ｍｍ，直径３２ｍｍ；

３———螺杆，直径９．５ｍｍ；

４———金属垫圈，厚４．８ｍｍ±１．６ｍｍ；

５———吊起铁丝用的吊环螺母；

６———蜗杆传动软管夹；

７———吊绳 （卸下）。

图犆．３　霰弹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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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测　力　球

犇．１　测力装置

测力装置应包括一个直径为（７６±１）ｍｍ的球体，球体通过臂杆连接在推力测量和显示装置上，能

够测量出施加的最大力２５Ｎ，仪器测量精度至少０．１Ｎ。测力装置的样式可见图Ｄ．１。

犇．２　操作

水平持握测力装置测力显示端，选择试样开口或裂缝最严重的部位，水平推动测力装置，直到：

测力装置已显示达到最大推力２５Ｎ，但球体尚未通过试样开口，则试样为安全破坏；

球体最大直径部分已通过试样开口，但测力装置显示尚未达到最大推力２５Ｎ，则试样为非安全

破坏。

图犇．１　测力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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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霰弹袋冲击分级试验框架校准

犈．１　校准目的

为保证进行霰弹袋冲击试验使用的框架固定牢固并具有足够的刚度，确保试验分级结果的一致性

和可比性，应对试验框架及时校准。

犈．２　校准试样和仪器

犈．２．１　校准试样

框架校准时采用的试样为１０ｍｍ厚的钠钙硅钢化玻璃，尺寸规格为（１９３０±２）ｍｍ×（８６４±２）ｍｍ。

犈．２．２　校准仪器

犈．２．２．１　应变计

校准时使用温度自补偿９０°直角应变计，应变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２４℃时的电阻为：３５０．０×（１±０．５％）Ω；

ｂ）　栅丝长度为：４．５７ｍｍ，栅丝宽度为：３．１８ｍｍ。

犈．２．２．２　动态应变仪

使用动态应变仪及相应的记录仪，应变仪和记录仪至少有两个通路，且每一通路的采集频率应不小

于１００ｋＨｚ。

犈．３　校准程序

犈．３．１　校准准备

试验前，试样应在７．１规定的试验条件环境下存放至少４ｈ。校准试验的环境温度为２０℃±５℃。

在试样的中央粘贴直角应变计，用动态应变仪测量在冲击过程中试样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应变。

犈．３．２　校准步骤

ａ）　把用于校准框架的试验片固定在试验框内，贴有应变片的一面为试样非冲击面。

ｂ）　提升霰弹袋冲击体至相应高度，使冲击体保持静止并确保霰弹袋金属杆与冲击体的悬挂绳索

成一直线。在每个冲击高度，将初速度为零的冲击体释放，使冲击体摆捶式自由下落垂直冲

击试样的中部一次。如果冲击体连续冲击试样，那么该次试验结果无效。

ｃ）　在每个冲击高度对试样冲击三次。记录每次冲击时试样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应变最

大值。

ｄ）　按照冲击高度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７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的次序，重复上述冲

击过程。　　

犈．４　框架校准试验报告

在框架校准试验报告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玻璃试样的类型和公称厚度；

ｂ）　玻璃试样的规格尺寸；

ｃ）　试验框架的描述（材质、试样的夹紧方式等）

ｄ）　每个冲击高度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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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冲击高度与水平方向应变的曲线；冲击高度与垂直方向应变的曲线。水平方向的应变和垂直

方向的应变以每个高度三次测量最大值的平均值为基准。

犈．５　框架校准参照曲线

在被校准的框架上获得的冲击高度与应变的曲线，应在下述参照校准曲线的±１０％以内（见表Ｅ．１

和图Ｅ．１）。满足上述要求的框架，才能用于霰弹袋冲击分级试验，使用该框架对试样所进行的霰弹袋

冲击试验获得的级别结果有效。使用校准曲线达不到要求的试验框架进行霰弹袋冲击试验获得的冲击

级别无效。

犈．６　校准频次

霰弹袋冲击试验的试验框架，每三年校准一次。但是当试验框架发生重大改变时（如结构件、夹紧

系统等发生了变化），在试验前应对试验框架进行校准。

表犈．１　霰弹袋冲击试验应变参考平均峰值

冲击高度／ｍｍ

水平方向微应变 垂直方向微应变

平均值
平均值

－１０％

平均值

＋１０％
平均值

平均值

－１０％

平均值

＋１０％

２００ １４３５ １２９１ １５７８ １０３１ ９２８ １１３４

２５０ １５９９ １４３９ １７５９ １１５４ １０３９ １２７０

３００ １７７５ １５９８ １９５３ １２６９ １１４２ １３９６

４５０ ２２１３ １９９１ ２４３４ １５３６ １３８２ １６９０

７００ ２６２７ ２３６５ ２８９０ １８６０ １６７４ ２０４６

１２００ ３０９３ ２７８４ ３４０３ ２３８８ ２１４９ ２６２７

ａ）霰弹袋冲击试验水平微应变参考平均峰值

图犈．１　霰弹袋冲击试验水平、垂直微应变参考平均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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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霰弹袋冲击试验垂直微应变参考平均峰值

图犈．１（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