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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化学品
1

磷氮系阻燃化学品的吸湿（潮）性测试方法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磷系、氮系和磷氮系阻燃化学品中吸湿（潮）性测试。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吸湿（潮）性测试条件（20 ℃~30 ℃，80 %RH~82 %RH）下发生潮解、分解、
融化等物理或化学变化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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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吸湿（潮）性 hygroscopic sorption
在一定温湿度条件下，样品从周围空气中吸收水分的能力，用吸收的水分量与其本身质量之比表示。
3.2
恒重 constant weight
进行重复干燥后，直到前后两次称量值的质量差不大于 0.000 3 g 时，视为恒重。
3.3
湿平衡 wet balance
在一定温湿度条件下，直到前后两次称量值的质量差不大于样品质量的 0.1 %，视为达到湿平衡。
3.4
短期吸湿（潮）性 short-term hygroscopic sorption test
在一定温湿度条件下，吸湿 3 小时的吸湿（潮）性。
4

原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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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去除水分后的样品置于恒温恒湿环境下，放置一定时间，测定样品质量增加的百分数，以此作为
样品的吸湿（潮）性。
5

试剂或材料

5.1 通则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所用试剂和水，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 GB/T 6682 规定的三级水。
5.2 溶液
溴化钾饱和溶液：称取溴化钾约 500 g，搅拌状态下加入到 500 mL 蒸馏水中，加热搅拌至溴化钾
全部溶解，冷却至试验温度。
6

仪器设备

6.1 称量瓶：合适尺寸。推荐尺寸Φ45 mm×30 mm。
6.2 玻璃干燥器Ⅰ：用硅胶作干燥剂，磨口部分用凡士林密封。
6.3 玻璃干燥器Ⅱ：磨口部分用凡士林密封。在干燥器内盛入溴化钾饱和溶液，装入量约为干燥器隔
板以下容积的三分之二。在 20 ℃~30 ℃下，使干燥器内维持湿度 80 %RH~82 %RH。
6.4 分析天平：精度 0.000 1 g。
6.5 干燥箱：温度能控制在 105 ℃~110 ℃。
6.6 恒温恒湿箱：整个测试区域内，相对湿度波动不超过±1 %。
6.7 温湿度自动记录仪：温度测量误差±0.5 ℃，湿度测量误差±1.5 %。
7

样品

称取已于 105 ℃~110 ℃ 烘干至恒重的称量瓶，精确至 0.000 1 g，记为 m0。取一定质量的样品，
平铺于称量瓶内，使厚度约 5 mm。放入已调节至 105 ℃~110 ℃的干燥箱中，称量瓶盖稍微错开或取下，
与样品同时干燥。
干燥 2 h 后，将称量瓶盖盖好后取出至玻璃干燥器Ⅰ（6.2）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00 1g，
记为 m1。
除另有规定外，样品的烘干温度一般规定为 105 ℃~110 ℃。对于在上述干燥过程中有熔化或分解
的样品，应使用合适的干燥方法（如真空干燥箱）。如样品确无合适的干燥方法，可按照附录 A 进行吸
湿（潮）性测定。
8

试验步骤

8.1 试验方法的选择
8.1.1 试验方法 A：干燥器法
将样品放入已稳定在 20 ℃~30 ℃，80 %RH~82 %RH 的玻璃干燥器Ⅱ（6.3）中，取下称量瓶盖，放
在称量瓶旁，盖好玻璃干燥器Ⅱ（6.3）盖。定期取出进行称量，精确至 0.000 1 g，直至达到试验终点（8.2），
记为 m2。使用空称量瓶同时进行空白试验。试验过程中，用温湿度自动记录仪记录试验温度和湿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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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试验方法 B：恒温恒湿箱法
将样品放入已稳定在 20 ℃~30 ℃，80 %RH~82 %RH 条件下的恒温恒湿箱中，取下称量瓶盖，放
在称量瓶旁，关闭恒温恒湿箱门。定期取出进行称量，精确至 0.000 1 g，直至达到试验终点（8.2），记
为 m2。使用空称量瓶同时进行空白试验。试验过程中，用温湿度自动记录仪记录试验温度和湿度。
8.2

试验终点的选择

8.2.1

短期吸湿（潮）性

在吸湿 3 h 时取出称量，精确至 0.000 1 g。
8.2.2

湿平衡时的吸湿（潮）性

间隔24 h取出称量，精确至0.000 1 g，直至样品达到湿平衡，即前后两次称量值的质量差不大于样
品质量的0.1 %，取前次称量值作为湿平衡时的质量。
示例：样品质量为5.1027 g，在48 h和72 h称取的质量（样品和称量瓶）分别为45.0125 g和45.0147 g，则取45.0125 g
作为湿平衡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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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处理
吸湿（潮）性以质量分数P计，数值以%表示，按式（1）计算：

P (H，t，T，X) 

m

2

 m1   m3  m4 
 100 ............................................................... （1）
m1  m0

式中：
H
——试验湿度，单位为相对湿度（% RH）；
t
——达到吸湿终点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T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X
——试验方法；
m2
——吸湿后样品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干燥后样品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
——空白试验吸湿后空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4
——空白试验吸湿前空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
——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三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三次平行测定的
极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数值修约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
示例：P（80 %RH，48 h，25 ℃，方法 A）=0.57 %。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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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测定结果极差的要求

吸湿（潮）性，%

≤0.50

＞0.50

平行测定结果的极差，%

≤0.10

≤0.20

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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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信息及内容：
——注明采用本文件编号；
——试验样品的完整标识，包括样品前处理等；
——所使用的的试验条件：温度、湿度；
——所使用的的试验方法（A或B）；
——短期吸湿（潮）性或（和）湿平衡时的吸湿（潮）性；
——任何偏离本文件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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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特殊样品的吸湿（潮）性测试方法
A.1

试验步骤

该方法只适用于达到湿平衡时的吸湿（潮）性测定，不适用于短期吸湿（潮）性测定。
称取已于 105 ℃~110 ℃烘干至恒重的称量瓶，精确至 0.000 1 g。取一定质量的样品平铺于称量瓶
内，使厚度约 5 mm。
选择方法 A 或方法 B 进行吸湿（潮）性试验。
将达到湿平衡后的样品放入已调节至 105 ℃~110 ℃的干燥箱中，称量瓶盖稍微错开或取下，与样
品同时干燥。干燥 2 h 后，将称量瓶盖盖好后取出至玻璃干燥器Ⅰ（6.2）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00 1g。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A.2

试验数据处理
按第9章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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