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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台

    本标准等效采用JIS Z 0237:1991《压敏胶粘带和胶粘片试验方法》中的第 12部分:《倾斜式滚球初

粘性试验》和参考部分的第4部分:《滚球式初粘性试验》。

    本标准与JIS Z 0237:1991第12部分的主要技术差异为: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用钢球只有29种，比JIS Z 0237:1991中第12部分规定的试验用钢球少了两种

公称直径21. 431 mm和24.606 mm的钢球。这是因为我国滚动轴承用钢球系列中一直没有这两种尺

寸的钢球的缘故

    本标准与修订前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差异为:

    (1)增加了方法B:斜槽滚球法。因此本标准的名称从修订前的《压敏胶粘带初粘性测试方法(斜面

滚球法)》改为修订后的《压敏胶粘带初粘性试验方法(滚球法)》。

    (2)方法A中倾斜板的角度一般情况下规定为300，特殊情况下可用20。或400。而修订前的标准对

特殊情况下的倾斜板角度未作明确规定。

    (3)方法A中滚球的数量，修订前为33个，修订后滚球数量为29个。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4852-1984.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文刚。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84年

    本标准委托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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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方法标准适用于压敏胶粘带和类似于压敏胶粘带制品的初粘性的测试。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08-1989 滚动轴承 钢球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初粘性 tack

    物体和压敏胶粘带粘性面之间以微小压力发生短暂接触时，胶粘带对物体的粘附作用称为初粘性。

4 原理

    将一钢球滚过平放在倾斜板上的胶粘带粘性面，根据规定长度的粘性面能够粘住的最大钢球尺寸，

评价其初粘性大小;或将一规定大小的钢球滚过倾斜槽，测量其在水平板上的胶粘带粘性面上滚动的距

离来评价其初粘性的大小。

5 试验条件

5.1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室温度为23℃士2'C，相对湿度为50%士10%0

52 制备试样前，胶粘带应除去包装材料，互不重叠地在5. 1条件下放置2h以上。

6 试 片

    对于具有较大延伸性的胶粘带，取样后，要放置到延伸基本复原后再试验

6.1 方法A试片

    试片尺寸:宽(1080) mm，长250 mm以上。
    试片数量:不少于4张。

6.2 方法B试片

    试片尺寸:宽25 mm、长100 mm以上。
    试片数量:不少于3张。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f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2002一05-29批准 2002-12一01实施



GB/T 4852一2002

了 方法A 斜面滚球法

7.1 试验装置

7.1.1 斜面滚球装置由能倾斜200, 300, 400的倾斜板及其联接结构组成，如图1所示，各部分如下:

滚球

助滚段

标线

图1 初粘性测试装置(斜面滚球装置》

7.1.1.1 倾斜板

    倾斜板采用光滑的硬质平面板(玻璃板、金属板、木板、塑料板等)。

7.1.1.2 助滚段

    助滚段由长100 mm以上，厚约25 km的透明聚醋薄膜，在规定的位置粘贴于试片之上而成。助滚

段长100 mm,
7，.1.3 测定段

    测定段为从助滚段下端开始算起，长度为100 mm范围内的胶粘面

7.1.2 滚球 采用如下规格的滚球:

7.1.2.， 材质 以GCr15轴承钢制造，钢球形状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的精度级别应达到GB/T 308规

定的等级40以上。

7.1.2.2 滚球的球号与对应的公称直径见表1,

                              表 1 滚球的球号与对应的公称直径 mm

7.2 试验方法

7,2门 用水平仪把滚球装置水平地固定在测试台上，倾斜面取标准角度 300.需要时也可以取200

或 40%

7.2.2 在试片的下端分别用定位胶枯带或祛码(质量约500 g)，将试片以胶粘面向上的方式固定在规

定的位置上。把助滚段用聚醋薄膜贴敷在试片胶粘面的规定位置上，在贴敷聚醋薄膜时 应勿使气泡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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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或起皱，也不要加上大的压力。在固定试片时，注意不要使之发生翘曲或鼓起。若在边缘部分发生鼓

起，则应用别的胶粘带把这部分固定在倾斜面上。

7.2.3 为使助滚段的长度恒定为100 mm，根据球的大小，如图1所示，把球中心调整在球的起始位

置上。

7.2.4 将保存在防锈剂中的球，用镊子取出，按7. 2.5所述的试验滚球清洁方法清洗，洗洁后，放置在

起始位置上，让球经助滚段滚下去。

7.2.5 试验滚球的清洁 试验滚球的表面，用脱脂纱布类材料，’沾溶剂2，擦洗清洁。表面干后，再用新

的清洁纱布沽溶剂擦洗，反复擦洗三次以上，直至目视检查认为清洁为止。

      注:1)擦洗时无短纤维掉落的纱布、无纺布等织物，并且不含可溶于溶剂的物质。

        2>环烷烃、溶剂油、酒精、异丙醇、甲苯等试剂级或没有残留物的工业级的溶剂。

了.26 预选最大钢球

    调整起始位置，用不同大小的球，重复球的清洗、滚转等一系列操作，从停止在测定段内(球不动达

55以上)的各种球中挑出最大的。拿出同一试片中发现的最大球以及该球号与之相邻的大小两个球，在

同一试样上各进行一次测试，以确认最大球号的钢球。在挑出最大球之前，在同一张试片上滚动若干次

都可以，但是它不能作为正式试验数据处理。

7.2.7 正式测试

    取三个试样，用最大球号钢球各进行一次滚球测试。若某试样不能粘住此钢球，可换用球号仅小于

它的钢球进行一次测试，若仍不能粘住，则须按7. 2. 6-7. 2. 7步骤重新测试。

7.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以正式测试时三个试样滚球试验结果的钢球号的中位数(球号)表示。

8 方法B 斜抽滚球法

8门 试验装置

8.1.1 斜槽滚球装置的结构如图2所示，倾斜角为21 030' ,

8.1.2 滚球

8.1.2.1 材质按7.1.2.1规定。

8.1.2.2 滚球大小按7.1.2.2规定，用其中球号为14号的钢球。

8.2 试验方法

8-2.1 试验前，按照7. 2. 5所述的方法，把试验装置中的斜槽和钢球清洗干净，其后不能再用手指触碰

它们。

8.2.2 用胶粘带等把试片固定在硬质水平的平面测试板上(玻璃板、金属板、木板、塑料板等)。在固定

试片时，勿让试片鼓起、起皱或翘曲。当试片边缘发生翘曲、鼓起时，用别的胶粘带把该部分固定在测试

板上。

8.2.3 如图2所示，把斜槽滚球装置水平地固定在已装好试片的测试台上。

8.2-4 把滚球安置在规定的起始位置，操纵控制杆，使滚球滚下，测定滚球停止滚动的距离。该距离是

指图2中所示的.从倾斜槽末端到滚球停止时与胶粘面接触的中心点之间的长度。

8.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以滚球在3张试片中停止滚动的距离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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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斜槽滚球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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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a)本标准的编号、名称及采用的试验方法;

    b)倾斜板的倾斜角度;

    c)试验用胶粘带的说明，包括类型、来源、样品胶粘带卷的数目、制造商的名称、牌号、规格、批号、

批量等 ;

    d)试验结果;

    e)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