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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11.8-2002

前 言

    GB/T 17911由以下8个部分组成:

    GB/T 17911.1-1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试样制备方法
    GB/T 17911.2-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厚度试验方法

    GB/T 17911. 3-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体积密度试验方法
    GB/T 17911.4-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加热永久线变化试验方法

    GB/ T 17911. 5-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抗拉强度试验方法
    GB/T 17911. 6-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渣球含量试验方法

    GB/T 17911. 7-2000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回弹性试验方法

    GB/T 17911. 8-2002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导热系数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GB/T 17911的第8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0635:1999《耐火制品 陶瓷纤维制品试验方法》第8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原国家冶金工业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耐火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摩根热陶瓷(上海)有限公司、郑州豫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绵竹恒丰节

能材料有限公司、四川绵竹剑南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春红、李永刚、秦 伟、梁智林、侯俊杰、囊兴田、任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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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911. 8-2002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导热系数试验方法

范围

GB/T 17911的本部分规定了测定耐火陶瓷纤维制品导热系数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耐火陶瓷纤维毯、毡、纺织物、板。

本部分不适用于湿态交货的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7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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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1.1-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试样制备方法

    GB/T 17911.2-1999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厚度试验方法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以下术语和定义:

导热系数 thermal conductivity
单位时间内在单位温度梯度下，沿热流方向通过材料单位面积传递的热量.用W"m' "K-‘表示。

原理

    根据傅立叶一维平板稳定传热过程的基本原理，测定稳态时一维热流垂直通过试样热面流至冷面

后被流经中心量热器的水流吸收的热量。该热量(Q)与试样的导热系数(劝、冷热面温差(At)、试样面

积(A)成正 比，与试 样厚度 (L)成反 比，即 :

·.⋯ ⋯ ，，，⋯ 。··⋯ 。，。·····⋯ ⋯ (1)
A
一L

为测定平板试样导热系数，试验条件应满足:

a) 试样的一个面均匀受热;

b) 尽可能减少侧面热流;

c) 平板试样传导的热量由一个装有外保护装置的中心量热器测量。

用本方法，热流应垂直于板面。

设备

5. 1  f热器

5.1.1 尺寸

    内保护装置和中心量热器组合的尺寸应至少为230 mm X 230 mm，其中，中心量热器尺寸为

76 mm X 76 mm。加热室剖面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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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热电偶;

    2— 可动炉顶;

    3一 加热元件;

    4一 碳化硅板;

    5一 隔热支柱;

    6 外保护装置;

    7 一中心量热器;

    8 一内保护装置;

    9一 多层试样组

                            图 1 导热系数测f设备的加热室剖面图

5. 1. 2 水循环系统

    中心量热器和内保护装置分别装有一个进水口和一个出水口。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定位应避免中心

量热器和内保护装置之间的热传导 进水温度应在室温+3'C或一1℃之内 进水的温度变化不应超过

0.50C/h。进水的压力应恒定，水压变化不超过 1%

5. 1.3 水温的测f装置

    所用的装置应能测量进、出水之间的温差，精确至。.05"C,

5. 2 加热炉

    用电加热，并应保证在试样整个表面上方温度分布均匀。温度控制装置应能使温度恒定，恒温时，

温度波动不超过士lo0Co

    表1给出不同试验温度下的加热速率

                                  表 1 不同试验温度下 的加热速率

试验温度/C 温度/℃ 加热速率/('C /min)

抓 1 250 室温~低于试验温度 50

        最后 50 5̂-101-2

1 250--1 500

      室温- 1 200

1 200~低于试验温度 50

        最后 50

5--10

2- 5

1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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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温度/℃

表 1(续 )

温度/C 加热速率//CC/min)

> 1 500

    室温一1 200

200~低于试验温度 50

        最后 50

5.3 通风干燥箱

    能保持110℃士5'C

5.4 天平

    精确至0. 1 R e

试样

6. 1试样制备

    试样制备按GB/T 17911. 1进行
    试样组应由一层或多层试样组成，每层试样长X宽应至少为230 mm X 230 mm，试样组厚度在

45 mm- 100 mm。每一层试样都应覆盖中心量热器和内保护装置的整个表面，其厚度测定按

GB/T 17911. 2进行。

    当试样的厚度小于40 mm时，不少于3层;当厚度在40 mm-50 mm时，宜用两层;当厚度大于

50 mm时，可用单层
6.2 千燥

    将试样在干燥箱中110℃士5℃干燥至恒量，即间隔1h两次称量的质量变化不超过。.1%时，可认

为达到恒量。

试验步骤

7.1准备工作

    为每层试样用隔热砖制备四个支柱，其直径为17 mm士0. 5 mm，高度不低于试样厚度的9/10。在

每层试样四个角各打直径与支柱相同的一个孔，将支柱装人孔中。每层试样上孔的位置均相同口

7.2 试样的安装

    将第一支热电偶装在中心量热器的中心，然后安装第一层试样，并用一块长、宽尺寸与试样相同的

木板或其他工具将其压至支柱顶，使试样与量热器紧密接触。取出木板，将第二支热电偶装在第一层试

样上面中心第一支热电偶的正上方处 依此类推，安装第二层试样和第三支热电偶，直至所需层数 用

一块长、宽尺寸与试样相同的碳化硅板压在最后一层试样和热电偶之上，这块碳化硅板在整个试验期间

与该层试样及其上面的热电偶保持接触

    如果试样仅有一层或两层，热电偶应插人试样中，且尽可能安插5支热电偶。

7.3 温度梯度的测f

    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支热电偶测出试样组热面和冷面的温度。其余的热电偶每支均测出试样相邻

两层的热面和冷面的温度。这些温度测量值和相应的厚度组合给出:

    a)  10个温度梯度和10个平均温度(由4层试样组成的试样组，5支热电偶);

    b)  6个温度梯度和6个平均温度(由3层试样组成的试样组，4支热电偶)。

7.4 测且条件

    试样组的热面应加热到制品使用的极限温度，而对高温制品，则应加热到所用设备的操作极限温

度，至少保温24 h,然后在该温度下，要保持加热元件的温度使热面温度在2h内的变化不大于5'C，同

时用量热器测量的热流量变化不大于2%。保持中心量热器的水流量在 120 m工丫min ̂200 ml丫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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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流量应恒定，其变化不大于100,

    调节内保护装置的水流量，以保证该装置和中心量热器的出水温度基本相同。在30 min间隔内进

行3次~5次测量，包括测量每层试样的热面温度 Ti，冷面温度T，及水温升高值((t2 -t,)和中心量热

器的水流量m，计算导热系数几平均值。

8 结 果计算

按式((2)计算导热系数，以W·m-'·K-’表示，修约至第三位小数。

m(t:一 t, )CL

A(孔 一 T,)
··..····.·····。。。···.·⋯ ⋯ (2)

    式 中 :

    m— 通过中心量热器的水的平均流量，单位为千克每秒(kg" s-' ) ;

    t,— 进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2— 出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 试样层的冷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z— 试样层的相应的热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L- 测量T,和几 所用的热电偶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A— 中心量热器的有效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C一一-在量热器进、出水平均温度下水的比热容，单位为焦尔每千克开尔文((J " kg-' "K-' )o

    对三层试样组成的试样组，用式(2)于每层试样和它们的厚度组合可得到导热系数和平均温度关系

图上的6个点:

                                        A=AT.) ·····。························⋯⋯(3)

Tm一合(T2+T,) (4)

式中 :

Tm— 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表2给出不同温度下水的比热容。温度区间内的比热容用内插法计算。

                                    表 2 水 的比热容

温度/℃ C/(1·kg '·K-)

15 4 185.5

20 4 181.6

25 4 179. 3

试样中各点实际温度下的导热系数的计算，参见附录A。

试 验报告

试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单位及委托单位名称;

b) 试验日期;

。) 执行的标准;

d) 试验样品的名称、牌号;

。) 试验样品的数量;

臼 每一块样品的试样数量;

B) 每层试样冷、热面温度，平均温度及对应的导热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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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样中各点实际沮度下的导热系数的计算

假设一种纤维制品的导热系数的变化规律以最常见的形式表示:

                                    x=AT v2十B丁“ ······························⋯⋯(A. 1)

A和B是取决于材料的系数，并由式(A. 2 )确定:

(AT" + BT') dT

Tz一T,
..。⋯ ‘..⋯ ⋯ 。.⋯ ⋯ 。。·······.，.‘(A.2)

几

几

l

﹄

 
 
一-

 
 
孔
式

 
 
人

因此 T,和兀 两个温度间A的平均值为:

                                2/3A ，，，，， -.11, .。 1/4B ，，‘ ，‘、
                  x会二岁.半攀(叫n一洲/，)十不止竺专 (T24一T,) ····⋯⋯，’’⋯(A. 3)
                    11   T:一T,、一“ 一‘ ’Tz一T,’一‘

鉴于试样的每一层可得到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两层即可得到一个方程组，由此求出A和B.

由式x=AT"Z+BT'可计算随温度而变化的z的实际值并画出导热系数曲线3=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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