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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679包括以下部分:
———GB/T2679.1 纸 透明度的测定 漫反射法;
———GB/T2679.2 薄页材料 透湿度的测定 重量(透湿杯)法;
———GB/T2679.6 瓦楞原纸平压强度的测定;
———GB/T2679.7 纸板 戳穿强度的测定;
———GB/T2679.8 纸和纸板 环压强度的测定;
———GB/T2679.10 纸和纸板短距压缩强度的测定法;
———GB/T2679.11 纸和纸板 无机填料和无机涂料的定性分析 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法;
———GB/T2679.12 纸和纸板 无机填料和无机涂料的定性分析 化学法;
———GB/T2679.14 过滤纸和纸板最大孔径的测定;
———GB/T2679.17 瓦楞纸板边压强度的测定(边缘补强法)。
本部分为GB/T2679的第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679.8—1995《纸和纸板环压强度的测定》。本部分与GB/T2679.8—1995相比,主要

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将原来适用厚度范围0.15mm~1.00mm修改为0.10mm~0.58mm;
———修改了对压缩试验仪的要求(见5.3),上下压板的平行度由1∶2000改为1∶4000,取消了弯

梁式压缩仪;
———修改了试样厚度范围与内盘直径的对应关系,并增加了48.90mm直径的内盘;
———修改了取样方法(见第8章)及试样尺寸,试样长度由(152.0±0.2)mm改为152.4 0-2.5mm;
———修改了计算公式,原公式中152改为试样长度l。
本部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2192:2011《纸和纸板 环压强度的测定》。
本部分与ISO12192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技术条件,调整的情况

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50代替ISO186;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51.3代替ISO534;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0739代替ISO187;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2876代替ISO13820;
● 增加了GB/T451.2《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

———修改了环压强度和环压强度指数结果的保留位数;
———修改了环压强度指数计算公式,见式(2);
———环压强度指数单位由kN·m/g改为N·m/g;
———将ISO12192:2011中的第6章、第7章合并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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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杭州轻通博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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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兴祥、崔立国、汪指航、尹巧。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679.8—1981、GB/T2679.8—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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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和纸板 环压强度的测定

1 范围

GB/T2679的本部分规定了使用压缩试验仪测定纸和纸板环压强度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厚度范围在0.10mm~0.58mm的纸和纸板环压强度的测试。对于厚度低于0.28mm

的试样,测试结果为失稳破坏和纯压缩的合力。
注:本部分也可用于厚度大于0.58mm的纸和纸板环压强度的测试,在这种情况下,试样弯曲成圆环时可能会导致

内部应力增加,从而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此时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试样厚度超出本部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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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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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50 纸和纸板 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面的测定(GB/T450—2008,ISO186:

2002,MOD)

GB/T45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GB/T451.2—2002,eqvISO536:1995)

GB/T451.3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 (GB/T451.3—2002,ISO534:1988,IDT)

GB/T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GB/T10739—2002,eqvISO187:

1990)

GB/T22876 纸、纸板和瓦楞纸板 压缩试验仪的描述和校准(GB/T22876—2008,ISO13820:

1996,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缩强度 compressivestrength
测试试样受压直到压溃时单位长度所能承受的最大压缩力,以千牛每米(kN/m)表示。

3.2
环压强度 ring-crush-resistance
在规定的条件下,环形试样边缘受压直至压溃时单位长度所能承受的最大压缩力,以千牛每米

(kN/m)表示。

3.3
环压强度指数 ring-crush-resistanceindex
环压强度除以定量,以牛米每克(N·m/g)表示。

4 原理

纸或纸板的条状环形试样受到逐渐增加的边缘压缩力直到压溃。环压强度由试样长度和最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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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算而得。

5 仪器

5.1 取样装置

主要部件为冲刀,能够精确地将试样切成规定的尺寸,且试样边缘平直光滑、无毛刺。其他取样装

置,例如双刃切刀,如果证明可以给出相近的测试结果,也可以使用。

5.2 试样座

5.2.1 由底座(图1中1)与可装卸内盘(图1中3)组成,底座最好为圆柱形,具有圆柱形凹槽。内盘与

底座匹配可形成环形槽(图1中5)。

5.2.2 底座凹槽内径49.30mm±0.05mm,深6.35mm±0.25mm,凹槽底部与底座的底面平行度在

0.01mm以内。内盘(图1中3)厚6.35mm±0.25mm,应配备多种直径的内盘以便适应不同厚度的试

样。试样环形槽(图1中5)的宽度应至少为测试试样厚度的150%,但不得超过175%。表1给出了内

盘直径与适用试样厚度的对应关系。

5.2.3 中心销子(图1中4)位于圆柱形凹槽的正中心,每个内盘应具有中心孔,中心孔的直径应稍大于

中心销子直径且位于内盘的中心,以便形成均匀的环形槽。

5.2.4 底座底面与内壁呈直角,该处的任何弧形都会阻碍试样直立,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5.2.5 切线槽(图1中6)的宽度应不大于1.27mm,与底座内壁相切,以便试样插入。切线槽的方向既

可以为顺时针,也可以为逆时针方向。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底座;

2———使内盘自由装卸的间隙;

3———内盘;

4———中心销子;

5———试样环形槽;

6———切线槽。

图1 试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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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固定压板式压缩试验仪

除要求两板间平行度应不大于1∶4000(应在0.025mm/100mm以内)外,固定压板式压缩试验

仪应符合GB/T22876规定,并按照GB/T22876进行校准。

5.4 棉/塑料手套

手动插入试样时使用。

6 试样的采取和处理

6.1 如果试验用于评价一批样品,应按GB/T450采取试样。如果试验用于进行其他类型的评价试

验,应确保所取样品具有代表性。

6.2 按照GB/T10739对样品进行温湿处理,试样的制备和测试应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

7 试样的制备

7.1 由于手上的污染物,尤其是水分,会影响测试结果,因此试样从制备到测试整个过程需要戴手套

(5.4)。

7.2 使用取样装置(5.1)裁取试样,应避开皱纹、折痕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可见纸病,一次裁

取一片,试样的宽为12.7mm±0.1mm,长为152.4 0-2.5mm。确保试样边缘平直光滑,无撕裂或磨损,

长边方向平行度在0.015mm以内。

7.3 除非另作说明,每个测试方向一般需裁取至少10条试样。试样长边垂直于纵向的试样用于测定

纵向环压强度,试样长边平行于纵向的试样用于测定横向环压强度。

7.4 裁取两面纤维组成不同的试样时,应预判纸和纸板在制成容器时的朝外面,该面应朝向冲刀,或背

向双刃刀的刀刃。
注:取样装置在裁取试样时易产生小的突起或裁取边产生轻微卷曲,若这些突起或卷曲朝向环心,测试时会有托起

内盘的趋势,从而导致结果错误。

7.5 若无法区分试样的正反面或者朝外面无法确认,应至少裁取10片试样,保证相同的面朝向冲刀,

或者双刃刀的刀刃。

8 测试步骤

8.1 按GB/T451.3测定试样的厚度。

8.2 根据试样厚度选择适当直径的内盘装入试样座(5.2)。内盘与底座内壁间的间隙应能使试样自由

进入且无阻力,但间隙宽度不应超过试样平均厚度的175%。表1列出了试样厚度与适应内盘直径的

对应关系。

8.3 小心地将试样插入切线槽,并继续轻轻地将试样插入试样座至自由端离开切线槽。应保证有相同

数量的试样内面与外面朝向环心插入试样座。试样在插入试样座过程中应保证内盘无抬起,否则试样

下沿可能被内盘下部压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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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样厚度与内盘直径匹配表

试样厚度

μm

建议内盘直径

(d±0.05)mm

100~140 48.90

141~170 48.80

171~200 48.70

201~230 48.60

231~280 48.50

281~320 48.40

321~370 48.20

371~420 48.00

421~500 47.80

501~580 47.60

  注:这只是建议的范围,上述的175%是控制的要点。若在某些情况下内盘内径处于公差的下限,可能会超过

175%,这种情况下应选择下一级更小的槽宽。

8.4 将试样座置于压缩仪(5.3)下压板的中心,必要时使用标记或者挡块确保试样座总是置于相同的

位置。

8.5 定位试样座,使试样接头位置总是朝向同一方向(左面或右面),然后进行测试。启动压缩仪进行

压缩直至试样被压溃,记录下压溃前持续的最大力值,精确至1N。

8.6 重复上述步骤测试剩余的试样。
注:纸和纸板水分的含量对环压测试影响很大。因此试样的水分含量信息有时可以解释不同实验室之间测试结果

的差异。

8.7 试样插入试样座时受到损坏是一个常见的误差来源。若需要较高精确度时,建议使用机械装样装

置。在使用机械装样时可以不使用手套。

8.8 若需计算环压强度指数,按GB/T451.2测定试样的定量。

9 结果计算

9.1 环压强度

分别计算每个方向(纵向、横向)环压强度的平均值R,环压强度按式(1)计算,以千牛每米(kN/m)
表示。

R=
F
l

…………………………(1)

  式中:

F ———最大压缩力的平均值,单位为牛顿(N);

l ———试样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报告每个测试方向环压强度,以千牛每米(kN/m)表示,结果精确至0.01kN/m,同时报告试验的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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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压强度指数

环压强度指数X,以牛米每克(N·m/g)表示,见式(2)。

X =
R
g ×1000 …………………………(2)

  式中:

R ———环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千牛每米(kN/m);

g ———试样的定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环压强度指数的结果精确至0.1N·m/g。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GB/T2679的本部分的编号;

b) 测试时间与地点;

c) 测试试样的识别和描述;

d) 采用的温湿处理环境;

e) 取样装置与压缩仪的类型;

f) 试样厚度及内盘直径;

g) 试样的方向和数量,每个测试方向的试验次数及弯曲方向;

h) 是否使用机械装样装置;

i) 每个测试方向环压强度的平均值,以千牛每米(kN/m)表示;

j) 每个测试方向测试结果的标准偏差,以千牛每米(kN/m)表示;

k) 如果需要,报告环压强度指数,以牛米每克(N·m/g)表示;

l) 任何与GB/T2679的本部分偏离的试验步骤,或者任何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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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精 密 度

A.1 概述

A.1.1 精密度数据来自于全球的几个不同实验室,试验均采用了固定压板式压缩试验仪。
A.1.2 重复性和再现性限是在95%置信区间下对两个相似的材料在相似的实验环境下进行实验所得数

据最大差值的估计。当试样材料不同或试验环境不同时,该数值可能不适用。本数据依据ISO/TR24498
和TAPPI方法标准T1200sp-07得出。
A.1.3 表A.1和表A.3中的重复性标准偏差是“合并的”重复性标准偏差,其标准偏差由各实验室标准

偏差的均方根计算而得,有别于ISO5725-1中关于重复性的定义。
A.1.4 重复性和再现性限是将重复性和再现性的标准偏差乘以2.77所得。

注:2.77=1.96× 2,假定试验结果呈正态分布,标准偏差s是基于大量试验数据所得。

A.2 TAPPI-CTS提供的精确性数据

表A.1和表A.2中对重复性和再现性的估计是基于2006年CTS纸和纸板实验室间测试项目中的

试验使用的数据来自包括175g/m2 和335g/m2 箱纸板试验数据(试验周期12周),以及126g/m2 瓦

楞芯纸和205g/m2 箱纸板的试验数据(试验周期24周)。
精密度估计所采用的试验数据,是以10次重复检测作为一次检测结果,每一试验周期每一实验室

进行一次样品检验结果的测试所得。每周期测试,均有约60个实验室参与测试挂面纸板的精密度;约
20个实验室参与测试瓦楞芯纸精密度的测定。实验数据的计算限定为使用了平板式压缩仪以及在

TAPPI标准大气条件下的试验数据。

表 A.1 TAPPI-CTS重复性评估

样品 实验室数目 平均值/(kN/m)
标准偏差

sr/(kN/m)
变异系数CV,r/%

重复性限

r/(kN/m)

126g/m2 瓦楞芯纸 约20 1.18 0.06 5.30 0.17

175g/m2 箱纸板 约60 2.20 0.10 4.64 0.28

205g/m2 箱纸板 约60 3.12 0.10 3.19 0.28

335g/m2 箱纸板 约60 4.71 0.14 2.95 0.39

表 A.2 TAPPI-CTS再现性评估

样品 实验室数目 平均值/(kN/m)
标准偏差

sR/(kN/m)
变异系数CV,R/%

再现性限

R/(kN/m)

126g/m2 瓦楞芯纸 约20 1.18 0.27 22.5 0.74

175g/m2 箱纸板 约60 2.20 0.37 16.7 1.02

205g/m2 箱纸板 约60 3.12 0.47 15.1 1.31

335g/m2 箱纸板 约60 4.71 0.64 13.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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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基于CEPI-CTS的精密度数据

CEPI-CTS项目的重复性与再现性估计(见表A.3和表A.4),是以2008年进行的一系列循环试验

实验数据为基础,有15个实验室参与,测试3种不同样品,每种样品有大概13或14个实验室参与精密

度计算。与TAPPI-CTS的数据相比,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似乎取决于测试结果的绝对值,且高强度的

纸张(较高的测试数值)的变化较小。

CEPI-CTS中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需重新计算。

重复性限r=1.96× 2×S实验室内

再现性限R=1.96× 2× S2
实验室间+S2

实验室内

表 A.3 CEPI-CTS重复性评估

样品 实验室数目 平均值(kN/m)
标准偏差

sr/(kN/m)
变异系数CV,r/%

重复性限

r(kN/m)

等级1 14 0.81 0.05 5.61 0.13

等级2 13 2.01 0.09 4.51 0.25

等级3 13 3.34 0.15 4.37 0.41

表 A.4 CEPI-CTS再现性评估

样品 实验室数目 平均值/(kN/m)
标准偏差

sR/(kN/m)
变异系数CV,R/%

再现性限

R/(kN/m)

等级1 14 0.81 0.12 14.7 0.33

等级2 13 2.01 0.25 12.7 0.70

等级3 13 3.34 0.41 12.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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