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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ISO 6502:1991《橡胶— 用无转子硫化仪测定硫化特性》制定的，在技术

内容和编写规则上与之等效。

    本标准规定了三种仪器，其中前两种与国际标准ISO 6502:1991一致，另一种是ASTM D5289-
93a标准中规定的、1994年ISO 6502CD草案中已增加的这种仪器。考虑到我国国情.在本标准中增加
了这种仪器。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北京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培忠、陈春丽.

    本标准委托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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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各国标准协会((ISO成员体)的世界性联合机构。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通

过各技术委员会进行。凡对已建立技术委员会的项目感兴趣的成员团体均有权参加该委员会。凡与ISO

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也可参加此项工作。ISO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在电工技术
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密切合作。

    国际标准草案集中到各成员体的技术委员会投票表决才能通过。国际标准需要至少75%的成员体

表决通过才能公布。

    国际标准ISO 6502由ISO/TC45橡胶和橡胶制品技术委员会制定。
    本版(第二版)取消和代替第一版本((ISO 6502:1983).是对第一版的技术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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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v ISO 6502门991

Rubber-Measurement of vulc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rotorless curemeter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无转子硫化仪测定未硫化胶料的硫化特性的方法。三种类型的仪器不可能给出同

样的试验结果。

2 原理

2飞 将橡胶试样放入一个完全密闭或几乎完全密闭的模腔内，并保持在试验温度下。模腔有上下两部

分，其中一部分以微小的线性往复移动或摆角振荡。振荡使试样产生剪切应变，测定试样对模腔的反作

用转矩(力)。此转矩(力)取决于胶料的剪切模量。

2.2 硫化开始，试样的剪切模量增大。当记录下来的转矩(力)上升到稳定值或最大值时，便得到一条转

矩(力)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即硫化曲线(如图1a)。曲线的形状与试验温度和胶料特性有关。
2.3本标准采用的下列符号可结合硫化曲线(如图16)理解。
    a) F,:最小转矩或力;

    b) t�:初始硫化时间(焦烧时间);

    c) t,(y):达到某一硫化程度的时间;

    d) Fm.二: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的平坦、最大、最高转矩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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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的硫化曲线及计算方法

3 仪器

    三种类型的无转子硫化仪均可使用，每种情况下一个小振幅的振荡提供给模腔的一部分上。

1)第一种类型测量由恒定振幅的线性应变产生的力(如图2a),

2)第二种类型测量不完全密封的模腔里的恒定振幅的角应变产生的转矩(如图2b),

3)第三种类型测量完全密封的模腔里的恒定振幅的角应变产生的转矩(如图2c) ,0

3.1 模腔

    模腔的上下二部分，必须采用不低于HRC50的工具钢制成。典型的线性剪切硫化仪模腔直径为

30 mm，深度为4. 0 mm。典型的转矩剪切硫化仪模腔直径为(40士2) mm,分离角为7a-18-。模腔的

中心间距为0. 5 mm外加模腔边缘处的间隙。模腔边缘处的间隙为。.05-0.

是0. 1 mm，密封的模腔边缘不需要有间隙(如图2),

2 mm，不密封的模腔最好

采用说明:

ID ISO 6502:1991没有这种仪器.

”ISO 6502:1991只规定分离角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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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硫化仪的类型

3.2 模腔的密闭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气缸或其他装置能够施加并保持不低于8 kN的作用力。

3.3 模腔的摆动装置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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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动装置由一个刚性偏心传动装置组成，振荡频率为。.5-2 Hz，以((1.7士。. 1)xz为佳。振幅为下
列二者之一:

    1)士0.01一士0. 1 mm，一般选用士0. 05 mm,

    2)士。.1~士20，一般选用士0. 50,

3.4 转矩(力)的测量装置

3.4门 转矩(力)的测量装置应能测量剪切力矩(力);测量装置应紧固地固定在一个模腔上，其形变应
小至可忽略不计，并应得到与转矩(力)成正比的信号

    摆动和测量装置的弹性应变应不大于摆幅的100，否则必须修订硫化仪曲线。

    由零点误差、灵敏度误差、线性和重复性误差所产生的累积误差不应超过所选定测量范围的1%

3.4. 2 记录装置接受来自转矩(力)测量装置发出的信号、它对转矩(力)满量程偏转的响应速度不应超

过15，记录精度应为量程的士。.5%。转矩(力)的记录装置可以是平台式记录仪、打印机或计算机

3.5 校正

    转矩(力)的校正装置(如图3)应能测量线性或摆动的振幅，并能校正转矩(力)。振幅的测量用位移

传感器，并应在无试样的状态下进行。力的测量用标准菇码(如图3a, 3b)，也可用转矩标准器来代替(如

图3c),

3.6温度控制系统

    为了得到硫化曲线的最佳重复性，温度控制系统必须保证下列参数:温度恢复时间、试验温度、温度

分布和基准温度。

    a)温度恢复时间要求模腔合模后在1. 5 min内将试样加热恢复到放入试样前的温度。

    b)试验温度为试样的平均温度，经过3. 6 a)的温度恢复时间后此温度应保持恒定，波动范围为

士0.3亡。

    。)试样内部的温度分布应尽可能均匀，误差不应超过士10C,
    d)基准温度由控温传感器决定，它与试样平均温度的偏差不应大于2̀C.

    e)硫化仪应具有精度为士0. 3℃的温度测量装置，还应有插入试样内的温度传感器来检查温度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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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对应的三种硫化仪的校正装置

4 试样

41 试样应是均匀、室温存放的，并应尽可能无残留空气

4.2 模腔的容积建议为3̂ 5 cm'。为了得到最佳重复性，应采用相同体积的试样，试样的体积应略大

于模腔的容积，并应通过预先试验确定。

4.3 试样应是圆形的，直径略小于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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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温度

推荐的试验温度为I OO C-200 C，必要时也可使用其他温度。

6 试验步骤

6.1 将模腔加热到试验温度。如果需要，调正记录装置的零位，选好转矩量程和时间量程。

6.2 打开模腔，将试样放入模腔，然后在5s以内合模。

:.:
注:当试验发粘胶料时，可在试样上下衬垫合适的塑料薄膜，以防胶料粘在模腔上。

  记录装置应在模腔关闭的瞬间开始计时。模腔的摆动应在合模时或合模前开始。

当硫化曲线达到平衡点或最高点或规定的时间后，关闭电机，打开模腔，迅速取出试样。

了 试验结果

由硫化曲线(如图1)可读取如下数据:

a) F,— 最小转矩或力，N·m或No

b) FmA.— 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的平坦、最大、最高转矩或力。

C t�— 初始硫化时间，即从试验开始到曲线由F,上升xN " m(N)所对应的时间，min.

d) t,(y)— 达到某一硫化程度所需要的时间，即转矩达到Fl- + y(F。二一F,)/10。时所对应的时

  间，min。通常y有三个常用数值10,50,90,

  tlo:初始硫化时间;

  tso:能最精确评定的硫化时间;

  t,o:经常采用的最佳硫化时间;
e) V— 硫化速度指数，由式((1)计算

                                  V。=100八t,。一t'.) ·································⋯⋯(1)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下列项目:

a)不同于本标准中所规定的那些条件;

b)振荡幅度;

c)试验温度;
d)所选择的转矩或力的量程;

e)振荡频率;
f)记录装置的时间量程;

9)试验结果;

h)试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