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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HG/T 2582-2008《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水渗透性能的测定》，与HG/T 2582-2008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增加了方法A的设备要求（见第5章）；
——增加了方法A的试样数量和试样尺寸的要求（见6.2和6.3）；
——更改了试样的环境调节，针对单、双面涂覆织物区别规定调节时间（见第7章，2008年版的5.4）；
——增加了第8章 “从制造到试验的时间间隔” （见第8章）；
——增加了方法A的试验程序（见9.1）；
——更改了试验报告（见第11章，2008年版的第8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1420:2016《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水渗透性能的测定》。
本文件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覆制品分技术委员会（SAC/TC35/SC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厦门丰
力扬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学瑞、杨映华、李飒、李航宇、李振益、王伸丽、曾涛、柴苹。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4年首次发布为HG/T 2582-1994，2008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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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涂覆织物制成的产品暴露在不同工作条件时，经常用耐水渗透性衡量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的防水
功能。一些环境因素会影响耐水渗透性，如温度、压力或水中的化学品，本文件中的方法仅能测量常温
下低到高静液压时的性能。
为了让使用者对本文件的发展及变化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也给今后文件的修订提供便利，便于检
索到相关文件，了解文件的背景信息，现将本文件首次发布之前的版本信息提供如下：
——1985 年首次发布为 GB 5571-1985；
——1994 年转化并修订为 HG/T 258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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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水渗透性能的测定
警告：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
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两种测定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在一个规定时间段承受特定静液压的耐水渗透（静液压
性能）性能的方法。方法A规定的步骤适用于低静液压力和高静液压力，方法B适用于低静液压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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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3-2009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SO 2231:1989，IDT）
HG/T 3050.1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整卷特性的测定 第1部分：测定长度、宽度和净质量的方法
（HG/T 3050.1-2020, ISO 2286-1:2016,IDT）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理

涂覆织物试样的某一面在标准条件下承受不断增加的水压，直至达到预先设定的压力，此压力在涂
覆织物规范中明确。保持此压力到规定的时间或出现渗透，以先到者为准。
5

设备

5.1

方法 A

5.1.1 设备应配有试样支撑板，用压紧环上面的螺旋柄将试样固定在容器口上。容器的下部应有压力
表和管口，管口与输送高压水的机械系统液压缸链接。液压缸的另一端通过三通调节阀与进水口连接。
整个系统应能够在常温下保持 500 kPa 的静液压力并达到固定时间。设备部件的说明示例在图 1、图 2
和图 3 中给出。
5.1.2 压力表，与容器直接相连，能够测量容器内部 600 kPa 的静液压力。
5.1.3 试验区域，容器开口的直径为 100 mm，容器口和压紧环与试样接触的每一个面都应用橡胶密封
圈封闭，如 O 形圈或等效物，以防止施加高静液压时试样破裂。
5.1.4 试样支撑板，具有 45 个 3 mm 直径等距小孔的 5 mm 厚金属板，用压紧环将试样直接压紧在支撑
板上。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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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上螺杆把手；
2——压紧环 ；
3——试样支撑板（见图 2）；
4——试样；
5——密封圈 ；
6——容器；
7——三通阀；
8——液压缸；
9——活塞；
10——进水口；
11——压力表。

图1

方法 A 的设备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图2

试样支撑板

2

HG/T 2582—XXXX/ISO 1420：2016

标引序号说明：
1——进水口；
2——压力表；
3——三通阀；
4——液压缸；
5 ——活塞；
6——出水口；
7——储水容器；
8——加紧紧固环；
9——螺杆；
10——上螺杆把手。

图3
5.2

方法 A 的设备示意图

方法 B

5.2.1 设备应由一个开口容器和夹具组成，夹具用于将试样紧密固定在容器口上。容器下部应有一个
进水口，与进水管连接，以便在室温下向其注水。试样上面覆盖一个固定网，这个网由直径 1 mm～1.2
mm 的钢丝编制成边长不大于 30 mm 的正方形。
5.2.2 测量水压的装置，使用一个连接测试头的压力计，允许水压达到 19.6 kPa（200 cmH2O），读数
精度为±1%；或使用一个压力表，分度为千帕（厘米水柱），最大读数至少为 100 kPa（1020 cmH2O），
用来测量施加给试样的水压。
5.2.3 试验区域，将试样固定在容器口的上面。试样应是边长为 100 mm 的正方形或直径为 113 mm 的
圆形，每种试样的面积都应为 100 cm2。如有需要，可在涂覆织物试样与夹具表面之间使用软质橡胶密
封垫，从而降低试样被夹紧而破坏的风险，并有助于接缝处试验。这种情况可以使用硬度约为 40 IRHD(国
3
际橡胶硬度)且厚度约为 0.5 cm 或者断面直径为 1 cm 的橡胶垫圈。另外，也可以使用密度为 45 kg/m ～
3
55 kg/m ，厚度约为 1 cm 的闭孔交联聚乙烯泡沫。
6

试样

6.1

取样
试样应从不影响性能或无可见缺陷的部位，按HG/T 3050.1 规定的涂覆织物有效宽度区域内取样。

6.2

数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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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材料规范中另有规定，每组试验试样如下：
a） 方法A:三个试样；
b） 方法B:五个试样。
6.3

形状和尺寸

6.3.1

正方形试样

每种方法中的试样尺寸如下：
a） 方法A:边长约为150 mm的正方形；
b） 方法B:边长约为200 mm的正方形。
6.3.2

圆形试样

方法A和方法B中的试样直径应为130 mm至200 mm。
7

调节环境
环境应符合GB/T 24133-2009规定的调节方法1。
对于单面涂覆织物，推荐最少暴露16 h。
对于双面涂覆织物，推荐最少暴露24 h。

8

制造和试验之间的时间间隔

对于所有试验，制造和试验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应是16 h。对非产品试验，制造和试验之间的最大
时间间隔应是4周，而用于评估的对比试验，应尽可能执行同样的时间间隔。
对于产品，除非利益相关方另有协议，制造和试验之间的时间应不超过3个月。
9

步骤

9.1

方法 A(静液压力小于 500 kPa)。

9.1.1 打开压紧环，打开三通调节阀向容器中加水，将液压缸充满水，允许水从容器口溢出。然后关
闭三通调节阀。
9.1.2 将测试面放置在容器口上，测试面与水接触。然后在试样的上面安装试样支撑板（5.1.4），通
过旋转上面的旋转柄将压紧环拧紧。
9.1.3 旋转活塞手柄开始供水至规定的静液压力。
9.1.4 达到要求压力后，
调节活塞手柄，维持该压力 1min。对于服装产品用的试样，压力维持在 200 kPa，
对于工业产品用的试样，压力维持在 300 kPa。维持压力和时间也可根据利益相关方的协定而改变。
9.1.5 释放压力前，检查试样支撑板上面试样的可见部分是否漏水或其他异常现象。
9.1.6 释放静液压力，打开压紧环和试样支撑板。拆下试样，再次检查是否漏水或有任何异常发生。
如有，则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记录，否则，用剩余的试样重做试验。
9.2

方法 B(静液压力小于 100 kPa)。

9.2.1 容器与进水管相连接，打开进水阀向容器中注水，直到充满溢出。检查容器顶部是否水平，确
保溢出的水平面均匀没过整个边界。保证进水管已完全排除空气，容器内的水位也对应于压力计管或压
力表上的零位（见 5.2.2）。
9.2.2 将试样放置在容器口上，测试面（试验之前湿润）与水接触，试样下面没有任何空气。
9.2.3 安装固定网（见 5.2.1）。用夹具将试样和固定网牢固安装到容器上，小心确保夹具的边缘与
容器的边缘完全平行。
9.2.4 打开进水阀，使容器中的压力值逐渐增加到要求值。压力小于等于 30 kPa 的，应在 1 min±10
s 内达到；压力大于 30 kPa 的，应在 2 min±20 s 内达到。
9.2.5 当达到所要求压力时调节进水阀，如有必要，维持压力保持要求时间，压力小于或等于 30 kPa
的压力应保持 2 min，压力大于 30 kPa 的压力应保持 5 min。因此，前者试验完成时间为 3 min，后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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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完成时间为 7 min。
9.2.6 检查试样可见部分是否有微小水滴渗过涂覆织物。
9.2.7 关闭进水阀，打开排空阀，使压力恢复到零。试验期间，如果在固定试样的区域发生泄露，则
重新试验。
10

结果的表示

对于所有的试样，涂覆织物的可见表面都不应有 “渗水点”，也不应有任何的潮湿痕迹。“渗水
点”被认为水滴透过针眼形成的斑点。发生在夹具边缘的渗透不被认为是 “渗水点”。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本文件编号，HG/T 2582，所使用的方法（方法A或B）。
b) 测试涂覆织物的描述；
c)试样调节和试验环境；
d)试验的试样数量；
e)试样是方形还是圆形；
f)涂覆织物的哪一面承受水压；
g)压力和施加压力的时间；
h) 涂覆织物试验结果；
i)偏离标准试验程序的详细说明；
j)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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