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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素材料挥发分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炭素材料挥发分测定的仪器设备、试验步骤、试验结果和精密度。
本文件适用于煅烧焦、煅烧煤、针状焦、石墨制品、焙烧品及炭糊类等炭素材料挥发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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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GB/T
GB/T
3

1427
1997
8170
24527

炭素材料取样方法
焦炭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炭素材料内在水分的测定

术语和定义
GB/T 8718-2008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理

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将一定量的试样在规定的温度、时间下进行加热，按照损失总质量与蒸发水分
损失之间的差来计算挥发分。
5

仪器和设备

5.1 高温炉 :带自动温度控制器，能保持恒温(900 ± 10)℃，并能确保放入冷坩埚后在 3 min 内重新升
温到(900 ± 10)℃。热电偶的热接点应在炉的恒温区，与炉底距离为 10mm～20mm，炉后壁上部带有直径
25mm～30mm 的小烟囱。
5.2 炭糊类用中型瓷坩埚：容积 25 mL，带盖 ,上口外径 38 mm～39 mm，下底外径 22 mm～25mm，高
37 mm～38 mm，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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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其他类用双盖瓷坩埚 : 双层坩埚盖子都要紧密结合,上口外径 30 mm ,中口外径 26.3 mm ,下底外
径 20. 5mm , 高 44 mm ，见图 2 。

5.4
5.5
5.6

分析天平 : 感量为 0.000 1g 。
干燥器 : 内装干燥剂 ( 变色硅胶 ) 。
坩埚架 : 镍络合金丝焊接而成，坩埚底部应与炉底的距离为 10mm～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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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6

坩埚钳。
秒表。

试样

6.1 试样采取根据样品的种类:炭糊类 、石墨制品 、焙烧品按 GB/T 1427 规定进行，其他类堆放或袋装
样品按 GB/T 1997 规定进行。
6.2 炭糊类试样 : 将采取到的质量不少于 1 kg 的试样 ,全部破碎至 4 mm 以下 ,用四分法缩分至 60 g
左右 , 研磨后全部通过 0.5 mm 的标准筛。
6.3 其他类试样: 将采取到的质量不少 1 kg 的试样经 150 ℃±5 ℃烘干 1 h ,全部破碎至 4 mm 以下，
用四分法缩分至 60 g 左右 , 研磨后全部通过 0.15 mm 的标准筛。
7

试验步骤

7.1 将制备好的试样小心地混合均匀,称 2g 试样( 炭糊类试样称 3g),精确至 0.0001g 。放入预先于
900 ℃±10 ℃下灼烧至质量恒定并已称量过的双盖瓷坩埚内(炭糊类试样为中型瓷坩埚),轻轻敲击坩埚
使试样摊平,盖上坩埚盖,放在坩埚架上。
7.2 迅速将装有坩埚的坩埚架放入 900 ℃±10 ℃高温炉的恒温区内,同时启动秒表记时,迅速关好炉门,
加热 7 min 。要保证坩埚放入炉内后炉温在 3 min 以内恢复到 900 ℃±10 ℃ , 否则此次试验作废。
7.3 加热 7 min 后立即从炉中取出，在空气中冷却大约 5min,然后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
7.4 试验的同时按 GB/T 24527 的规定测定内在水分。
8

试验结果
炭素材料试样挥发分含量 Vad 按公式（1）式计算：

V ad 

m m
 100  M ad
m m
2

3

2

1

…………………………………( 1 )

式中 ：

Vad 一—试样挥发分，质量分数（%）；
m1 一一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一一坩埚和试样灼烧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 一一坩埚和试样灼烧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Mad 一一试样内在水分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结果取两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试验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数值修约按 GB/T 8170 规定进行。
9

重复性
试验重复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试样重复性
试样

重复性

炭糊类试样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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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试样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a) 委托单位；
b) 试祥名称及编号；
c) 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d) 试验单位；
e) 试验人员；
f) 试验日期；
g） 依据的标准。

≤ 0.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