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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10047: 1993《纺织品 织物表面燃烧时间的测定》对

GB/T 8745-1988《纺织织物 表面燃烧性能的测定》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中对标准名称、章节的编排及部分技术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主要的技术内容修改如

下 :

    1标准的名称改为《纺织品 燃烧性能 织物表面燃烧时间的测定》。

    2.点火气源增加了“丙烷/丁烷混合气体”。

    3.将环境湿度范围改为“15%-800a",

    4.把“点火器顶端到试样夹持器表面的距离为17 mm”改为“点火器的顶端至试样表面的距离为

15 mm".

    5.将火焰在绒毛上的逆向燃烧改为顺向燃烧。

    6，附录A和附录B改为“标准的附录”，去掉原标准中的附录C,

    本标准于1988年首次发布。2001年修订。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8745-1988,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纺织工业局规划发展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标准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北京出人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路、徐思桥、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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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范围内多国标准化团体((ISO会员团体)的联合组织。国际标准的制

定工作由ISO技术委员会完成。每一团体成员如对某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建立有技术委员会)感兴趣，

就有权派代表参加该技术委员会。国际组织，不管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只要与ISO联系，都可以参

加这项工作。

    被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批准作为国际标准之前，要分发到各团体成员进行

投票。根据ISO程序规定，颁布一个国际标准需要至少75%的团体成员投票赞成。

    国际标准ISO 10047由ISO/TC 38 SC19纺织品和纺织制品的燃烧性能分技术委员会提供



中华 人 民 共和 国 国 家标 准

纺织品 燃烧性能

织物表面燃烧时间的测定

    CB/e 8745-2001
eqv ISO 10047:1993

    代替 cti/T 87.15-1988

Textiles-Burning behaviour-Determination of

        surface burning time of fabrics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织物表面燃烧时间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表面具有绒毛(例如起绒、毛圈、簇绒或类似表面)的纺织织物。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表面燃烧 surface burn

仅限于材料表面的燃烧。

表面燃烧时间 surface burning time
在规定条件下，织物上的绒毛燃烧至规定距离所需的时间。

原理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接近顶部处点燃夹持于垂直板上的干燥试样的起绒表面，测定火焰在织物

表面向下蔓延至标记线的时间。

    注:表面绒毛燃烧的火焰更容易向下或两边蔓延，而不易向上夏延.这是因为燃烧产物的Ifi盖作用 使火焰上方的

        绒毛不易嫩烧

试验人员的健 康和 安全

    纺织品的燃烧可能会产生影响操作人员健康的烟雾和有毒气体，每一次试验后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使其回复到所需的试验条件。

设备和材料

5. 1 试验装置的构成

    燃烧产生的烟雾具有腐蚀性，试验装置应由不受烟雾侵蚀影响且易清洁的材料构成。

5. 2 试样夹持器

    试样夹持器由约150 mm长，75 mm宽和3 mm厚的不锈钢板(见图1)及3 mm厚的不锈钢框架组

成，使露出的受试织物表面为125 mm X 50 mm。框架上应有标记线，其位于试样点火处下方75 mm的

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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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

                                    图 1 试样夹持器

5. 3 气体点火器

    气体点火器的描述见附录Ao
    注 点火器的设计和尺寸的微小差异会影响火焰的形状，从而影响到试验结果

5.4 气体

    工业用丁烷或丙烷或丁烷/丙烷混合气体

5.5 计时装置

    计时装置用来控制和测量对试样的点火时间((1.0 s士。.1 s).
5.6 刷毛装置

    刷毛装置的描述见附录B。

5.7 烘箱

    应能保持105 c士2c的烘干温度。

5.8 干燥器

    应能储存干燥试样。

6 试验场所

    在试验开始时，试验场所的空气流动速度应小于。. 2 m/s，试验期间也不应受运转着的机械设备的

影响。试验场所周围应有足够的空间，使其不致因氧浓度的减少而影响试验。

了 试 样及调湿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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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块试样的尺寸为1.50 mm X 75 mm，若织物的宽度小于75 mm,则应剪取全幅进行绷试

了2 数量

    样品的每个受试表面至少剪取8块试样，纵、横向各4块试样。当织物的幅宽小于150 mm时，可只

侧一个方向，即纵向。

73 织物的状态

    如果试样不呈现表面燃烧时，可以另剪取试样，按有关双方协议进行清洁，这些试样应标明“清洁后

试样”

7.4 试样的调湿

    试样在105 C士2C的烘箱中干燥不少于1 h,然后在干燥器中至少冷却30 min.每一块试样从千燥

器中取出后，应在1 min内开始试验。

8 试验步骤

8. 1 在温度为l0 C--30℃和相对湿度为15%-80%的大气条件下进行试验。

8.2 点着点火器并预热2 min。垂直放置点火器，在微暗的光线下观察火焰，调节火焰高度，使点火器

顶端至黄色火焰尖端的距离为40 mm士2 mm

8.3 放置点火器与垂直试样夹持器表面成直角，使点火器的顶端离试样表面的距离为15 mm，并使火

焰对准夹持器后板点火处标记，标出点火器与试样夹持器已定的位置，以便可复得此位置。

8.4 冷却试样夹持器，使其与环境温度之差在5'C以内，将试样夹在夹持器中，如果绒毛的方向为长度

方向，则应使表面绒毛指向下方。

8.5 用附录s中描述的刷毛装置将试样表面的绒毛顺毛刷一次，再逆毛刷一次。

8.6 将装有试样的夹持器放回到8.3确定的位置上。

8.7 用计时装置控制点火器对试样点火1.0 s士。. 1 S.

    如果试样从封闭千燥器中取出超过1 min，试样必须重新干燥。

8.8 观察并记录绒毛是否被点燃并使火焰蔓延，如果蔓延，则测量蔓延至点火处下方75 mm处标记线

的时间 。

8.9 对其他试样进行试验，在每一次试验前应确保试样夹持器冷却〔见8.4)、清洁和干燥。

8.10 如果8块试样中仅一块试样表现为表面燃烧，那么另取8块试样试验。

试 验报告

    该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是按本标准进行的，如有变动要说明细节;

    b)试样的描述;

    c)如果试样宽度小于75 mm，应注明宽度;

    d>试样的状态:即“原样”或“清洁后试样”，使用的清洁方法;

    e)试样的绒毛是否被点燃;是否使火焰蔓延;

    f>表面绒毛的火焰是否在到达标记线前熄灭，未到达标记线的试样数量;

    妒 每个试样表面绒毛燃烧到标记线的时间，织物的受试方向，测得的最小值(如果按8. 10重新试

验后，仅有一个试样燃烧到达标记线，则记为无表面燃烧时间)。如果表面绒毛在点火期间燃烧到标记

线，那么表面燃烧时间记为小于1 s;

    h)试验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

    i)试验日期及试验人员;

    J)注明:试验结果不适用于评定织物在实际火灾中所受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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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点火器的描述和结构

A1 描述

    点火器能提供适当尺寸的火焰，火焰高度可以在10 mm-60 mm间进行调节。

A2 结构

    点火器的结构如图Ala)所示，它由三部分组成。

A2.1 气体喷嘴

    气体喷嘴〔见图Alb)」的喷嘴口径是。.19 mm士。.02 mm，喷嘴口应从两端钻成，并磨光两端的所

有毛刺，但不要磨成圆角。

A2.2 点火器管

    点火器管仁见图Aid)」由四部分组成:

    a)空气室;

    b)气体混合区;

    c)扩散区;

    d)气体出口。

    在空气室内，点火器管有四个直径为4 mm的空气人口小孔，孔的前部边缘与喷嘴的顶端接近水

平 。

    扩散区呈锥形，其尺寸如图Aid)所示。点火器孔腔内径为1. 7 mm，出口内径为3. 0 mm,

A2.3 火焰稳定器

    火焰稳定器如图Ale)所示。

组装时 点火器管 火焰稳定器

a)气体点火器结构

A - p

b)气体喷嘴 。)火焰稳定器

图Al 气体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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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士0.05 气体倪合区

d)点火器管

图 A1(完)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刷 毛 装 置

B1 范围

    本附录描述一种刷毛装置，在试验表面燃烧时间前用以使绒毛织物表面的纤维竖起。

B2 刷毛装置

B2. 1 刷毛装置(见图B1)包括一块底板，在其上面有一可牵拉的小车，此小车运行在装于底板上表面

边缘的平行导轨上，刷子用销钉铰链铰接于底板的后边，垂直放置在小车上，压力为1.5 N士。.05 No

B2.2 适用的刷子包括二排交错排列的不易弯曲的尼龙鬃簇，鬃的直径为。.41 mm.长为19 mm，每簇

有20根鬃，每个25 mm有4簇。其他能使纤维竖起类似程度的刷子也可用于此装置中。

B2.3 当刷毛操作时在可移动小车的顶部有一槽，用以固定试样夹持器。

B2.4 将装有试样的试样夹持器安放在小车上后，抬起刷子，把小车推向后部，放下刷子至试样表面。

然后用手以匀速向前拉动小车，直至试样越过刷子。

图B1 刷毛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