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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耐揉搓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塑料薄膜耐揉搓性能试验的方法，包括术语和定义、原理与方法概述、仪器和试剂、
试样、试验步骤、试验结果、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塑料薄膜耐揉搓性能的试验，包括染色松节油法和阻隔性测试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针孔

pinhole

完全穿透塑料薄膜的小孔。
4

原理

模拟塑料薄膜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揉搓，以一定的揉搓频率、行程和不同的揉搓模式对塑料
薄膜试样进行旋转和压缩，通过揉搓前后针孔数量或气体透过量（率）的变化验证塑料薄膜耐揉搓性。
5

试样

5.1 沿样品的待测方向裁制 200 mm × 280 mm 的试样，200 mm 长度方向即为揉搓试验仪轴线的方向，
且与待测方向平行。
5.2 分别沿样品待测方向裁取至少 4 片试样进行揉搓试验。此外，从裁取揉搓试样的毗邻区域对应裁
取相同数量的试样，以便进行揉搓前后的针孔和（或）阻隔性能对照试验。
6

试样状态调节与试验条件

6.1 除另有规定外，按照 GB/T 2918 的规定，在(23 ± 2) ℃，相对湿度(50 ± 5)%的标准环境下，调节
试样状态至少 24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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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

除非另有特殊规定，试样的试验条件应与状态调节环境条件相同。

仪器和试剂

7.1

揉搓试验仪

7.1.1 直动轴的水平直线运动和旋转轴的旋转同时构成仪器的揉搓动作。仪器应至少包含一根直径为
(90 ± 1) mm 的直动轴和一根直径为(90 ± 1) mm 的旋转轴。初始位置时两根轴面之间的距离为(180 ± 2)
mm。轴上均应设置防止造成试样增压的通气口，且用于固定试样的支撑臂宽度为(13 ± 1) mm。具体结
构示意图见图 1。
7.1.2 具有长行程揉搓模式：直动轴行程的前 90 mm 直线移动过程中，旋转轴同时完成角度为 440°±4°
的旋转动作，接着仅直动轴继续直线移动 65 mm。当完成一次长行程揉搓时，直动轴和旋转轴间的距
离应为(25 ± 1) mm。
7.1.3 具有短行程揉搓模式：直动轴在 180 mm 的两轴间距中仅移动了 80 mm，因此旋转轴只进行了
约 90%旋转行程，即旋转运动为 400°。
7.1.4

揉搓频率为 45 次/min，试验仪直线、旋转运动往复一次为完成一次揉搓。

..
标引序号说明：
1——支撑臂；
2——直动轴；
3——旋转轴。

图1
7.2

揉搓试验仪结构示意图

染色松节油（无水）

向100 mL纯松节油（化学纯，15℃时的密度为0.860 g/mL ~ 0.875g/mL）中加入5.0 g无水氯化钙
（CaCl2）和1.0 g油溶性红色染料，密闭容器后摇匀，静置至少10h。在(23 ± 2) ℃的条件下用干燥滤纸
过滤，将滤液作为染色松节油（无水）存储在密封瓶中待用，使用前应摇晃均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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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步骤

8.1

试样揉搓

8.1.1

开启揉搓试验仪，使直动轴与旋转轴回到初始位置，两轴之间应相距 180 mm。

8.1.2

选择所需的揉搓模式并设置。常用揉搓模式如下：
a)
b)
c)
d)
e)

模式 A——长行程揉搓 2700 次；
模式 B——长行程揉搓 900 次；
模式 C——长行程揉搓 270 次；
模式 D——长行程揉搓 20 次；
模式 E——短行程揉搓 20 次。

8.1.3 使用双面压敏胶带将试样 280 mm 长度边分别包裹于直动轴与旋转轴之外的支撑臂上，用束紧
器具辅助固定试样。
8.1.4

启动试验，对试样进行揉搓。

8.1.5 揉搓结束后，取下试样，在中心位置标出 150 mm × 200 mm 的区域用于染色松节油和阻隔性测
试的取样。
8.2

耐揉搓性能测试

8.2.1

染色松节油法

8.2.1.1

用双面压敏胶带将平铺在白纸上的试样固定。

8.2.1.2

用漆刷在试样的测试区域反复多次涂刷染色松节油并静置 1min。

8.2.1.3

用纸巾擦掉试样表面的染色松节油，移开试样。

8.2.1.4 以纸上每一个红色透印作为一个针孔进行计数，在 150 mm × 200 mm 测试区域内统计白纸上所
显示的针孔数量。
8.2.1.5

用同样的测试方法测试未揉搓试样的针孔数。

8.2.2

阻隔性测试法

8.2.2.1 当未检测到揉搓后试样出现针孔，可通过分别测试未揉搓和揉搓后的试样的气体阻隔性验证揉
搓对试样结构完整性的破坏程度。
8.2.2.2
准。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测试气体的种类和阻隔性，试验步骤遵循所依据的气体阻隔性测试方法标

8.2.2.3

未揉搓和揉搓后的试样所采用的气体阻隔性测试方法标准和试验条件应保持一致。

9

试验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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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搓前后试样的针孔总数，计算每片试样测试区域内平均针孔数，结果保留至整数；如未出现揉搓
后的针孔，按照相应的气体阻隔性测试方法的要求记录未揉搓和揉搓后的试样的气体透过率算术平均
值，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本文件代号；
b) 试验仪器名称及型号；
c) 试样状态调节的环境温度与相对湿度；
d) 试样信息，包括试样名称、材质等描述；
e) 揉搓模式（如未采用本文件所列出的常用揉搓模式，需记录实际揉搓的次数与行程情况）；
f) 试验结果；
g) 如进行气体阻隔性测试，需记录相应测试方法标准文件号与所测试的气体名称；
h) 记录非正常的揉搓破损，如撕裂；
i) 试验人员及日期；
j) 试样和试验中所有与本文件不一致或本文件未规定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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