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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9239-1:2002((铺地材料燃烧性能 第1部分:用辐射热源法测量燃烧性能》。

    本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92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合作开发的试验方法，它仅在实验室试
验条件下评定材料的燃烧性能，不能单独用于描述或评定材料在实际火灾条件下的火灾危险性 也不能
作为材料燃烧危险性有效评价的唯一依据。

    本标准代替G脚T 11785-1989((铺地材料临界辅射通量的测定 辐射热源法》。

    本标准与GB/T 11785-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火焰熄灭时临界辐射通量的概念，(见第3章)

    — 提出了最长试验时间30 min，并取火焰熄灭处的辐射通量值或试验30 min时火焰前端对应位

        置的辐射通量值作为临界辐射通量。(见第3章和第7章)

    — 箱体烟道内的风速改为((2.5士。. 2)m/s，原标准要求((1.22士。. 02)m/se(见第4章)

    — 校准板上的开孔位置从 110 mm开始，每隔 100 m。开一直径为(26士1) mm的孔，直到

        910二。处。不同于原标准从100 mm开始，到900 mm处。(见第4章夕

    — 试验装置中点燃试样的点火器长250 mm，由上下两排共35个小孔组成，原标准为开口孔径

        为(0.075士0.003) mm的市售文氏(Venturi torch)喷灯。

    — 试验程序中，没有要求具体的箱体温度值和黑体温度值，仅要求每次试验的箱体温度和黑体温
        度不能超过校准时温度的误差范围，并且要求的偏差范围不一样。(见第7章)

    — 增加了对拼块材料的安装要求。(见第5章)
    — 试验过程增加了测试箱体烟道中的烟气密度值。(见第7章)

    本标准的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7)归Q.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陕西省纺织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成刚、曾绪斌、马肤。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178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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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各国标准化团体(ISO团体成员)的一个世界性联合组织。国际标准的起

草制定是通过ISO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的，每个团体成员都有权参加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是政府

的还是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只要与ISO确立了联络关系，都可参加ISO工作。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IEO在电工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均保持了紧密的合作。

    国际标准的起草依据ISO/IEC编制规程第3部分的要求编写。

    技术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给各团体成员进行表决，并须至少获得75 团体成员的赞

同，才能出版为正式国际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ISO 9239-1的部分原理可能属于知识产权的范围，ISO组织并没有责任去鉴别个别
或所有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

    国际标准ISO 9239-1是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同ISO技术委员会中ISO/TC92“防火安全”委

员会中的SC1分委会“火灾的发生和发展’，共同协作完成的，并且 ISO和CEN是按照维也纳公约的规

定进行合作。

    在整个文本中“欧洲标准”就意味着“国际标准”。

    该版本为第二版，在技术内容上作了修订，代替并废止第一版ISO 9239-1:1997

    ISO 9239在通用标题“铺地材料的燃烧性能妇内容下包含以下两部分:
    — 第1部分:用辐射热源法测量燃烧性能;

    — 第2部分:在热辐射为25 kW/m“的情况下测量火焰蔓延情况。

    本标准中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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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前言

    EN ISO 9239-1;2002标准是由BSI CEN/TC 127“建筑火灾安全"技术委员会和ISO/TC 92"防火

安全”技术委员会共同制定。

    本欧洲标准最迟应于2002年7月前通过发布正式文件或书面认可的方式，获得国际标准的地位，
且相抵触的国际标准最迟应在2003年n月前撤消。

    按照CEN/CENELEC内部规章要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下列成员国必须执行本欧洲标准: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公国、

马耳他、荷兰、娜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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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地材料的燃烧性能测定 辐射热源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评定铺地材料燃烧性能的方法。该方法是在试验燃烧箱中，用小火焰点燃水平放置

并暴露于倾斜的热辐射场中的铺地材料，评估其火焰传播能力。

    本方法适用于各种铺地材料，如:纺织地毯、软木板、木板、橡胶板和塑料地板及地板喷涂材料。其

结果可反映出铺地材料(包括基材)的燃烧性能。背衬材料、底层材料或者铺地材料其他方面的改变都
可能影响试验结果。

    本标准适用于测试和描述在受控的试验室条件下铺地材料的燃烧性能。它不是单独用来描述和评

估铺地材料在实际火灾条件下的火灾危险性的方法。

  奈附录B给出了本试验方法准确性的验证情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EN 13238建筑制品燃烧性能试验 状态调节程序和选取基材的一般规定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辐射通A(kW/m2)  heat flux(kW/mz)
    单位面积的入射热，包括辐射热通量和对流热通量。

3.2

    熄灭时的临界辐射通f(CHF)  critical heat flux at extinguishment (CHF)
    试件表面火焰停止传播并熄灭的位置所对应的辐射通量(kW/m'),

3.3

    X分钟的辐射通f (HF-X)  heat flux at X min (HF-X )

    试验开始a分钟时，试件上火焰传播最远距离处所对应的辐射通量(kw/mz) o
3.4

    临界辐射通f    critical heat flux
    火焰熄灭处的辐射通量(CHF)或试验30 min时火焰传播到的最远位置处对应的辐射通量(HF-

30)，两者中的最低值(即火焰30 min内传播的最远距离处所对应的辐射通量)。

3.5

    辐射通f分布曲线图 flux profile
    辐射板表面自零点起各点的距离与辐射通量对应的关系曲线。

    辐射通量曲线中的零点对应子试件夹具热端的内边缘。

3.6

    持续火焰 sustained flaming
    试件表面或上方出现的持续有焰燃烧超过4s的火焰。

3.7

    火焰传播的19离 distance of flame spread
    在规定的时间内，持续火焰沿着试件长度方向传播的最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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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铺地材料 flooring
    铺设在地面的上表面，由背衬材料、随附的衬垫、中垫和/或粘结剂一起构成的表面装饰层。

3.9

    基材 substrate

    直接使用于产品下面并满足相应要求的材料。对铺地材料而言，就是指地面(地面上的铺设物)或

代表地面的材料。

4 试验装2

4. 1试验装置必须放在离墙和天花板至少。4m的地方，图2到图5给出了装置的尺寸。试验箱由厚
度(13士1) mm,标称密度650 kg/m，的硅酸钙板和尺寸为(110士10) mmx(1100士100) mm的防火玻

璃构成，防火玻璃安装在箱体前面，以便在试验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整个试件的长度，试验箱的外面可以
安装金属保护层。在观察窗口下方，安装一个可紧密关闭的门，由此能让试件平台移人或移出。

    从试件夹具内边缘起，试件两侧应分别安装刻度间隔为50 mm和10 mm的钢尺。

4.2 试验箱下面由可滑动平台构成，它能严格地保证试件夹具处于固定的水平位置(图1)。在试验箱

和试件夹具之间总的空气流通面积应是((0.23士0.03) .z，且平均分配子试件长边的两边。

1一一照明装盆。

2- 排烟管道;

3— 光接收器;

4- -烟翠;

5- 试验箱;

6— 辐射板;

7— 点火器喷出的引姗焰;

8— 钢尺子

9— 试件和试件夹具连同滑动平台卜

10— 试验箱下部的空气入口.

图， 试验装里透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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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李们00

》150: 妻150

11一一〔 w ‘。

1— 排烟管道;

2— 烟翠 ，

3— 试验箱，

4— 辐射板;

5— 试件及试件夹具;

6- 观察窗 口;

7— 试件进出门。

8— 辐射高温计;

9— 照明装置;

10一 校准滤光片槽奋

11— 光接收器;

12- 箱体烟通，

13-一 净化空气供给管.

a 图5为力一刀剖视图。

6 图4为A-A剖视图。

圈2 试验装2正视及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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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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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烟管道;

z- 照明装里 ;

3— 光测t系统用钢管;

4— 光接收器;

5— 橡胶环，

6— 校准滤光片榴、

7- 集烟翠;

8— 试件及试件夹具*

9— 试验箱;

10— 试件进出门;

11- 净化空气供给管.

试验装ff A-A剖视 图(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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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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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速仪侧It位置，

2— 测盘光束，

3— 箱体烟道，

4- 热 电偶 ;

5— 试验箱，

6一一 辐射板，

7— 辐射面 ;

8— 点火器于

9— 试件及试件夹具;

10--一辐射高温计。

注 :a为试件基嘛面到辐射板末端边缘 的测量 尺寸

                                  图4 试验装It A-A剖视圈

4.3 辐射热源为一块安装在金属框架中的多孔耐火板，它的辐射面尺寸为(300士10) } X (450士10) mm
    辐射板应能承受900℃的高温，并且空气、燃气混合系统必须通过一个适当的装置来保证试验的稳

定性和重现性(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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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加热板安装于试件夹具上方，其长边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士1)0(见图5),

单位 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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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测A系统开w;

2- 箱体烟道;

3— 热电偶，

4— 试验箱;

5- 辐射板;

6— 辐射面，

7- 钢尺;

8— 试件及试件夹具;

9— 试件滑动平台，

10- 辐射高温计.

从零点(试件夹近端边缘)到试验箱内表面测试距离

辐射板边缘端到试验箱内表面的侧试距离。

圈 5 试验装 t B--B剖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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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晃

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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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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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 试件夹，

    2— 模拟样品;

    3— 固定夹，

    4一一零点。

                                图6 试件及试件夹具(没有钢尺)

4.4 试件夹具由耐火且厚度为((2.。士。. 1) mm的L形不锈钢材料做成，图6给出了它的尺寸。试件

的暴露面尺寸为((200士3) mmX (1015士10) mm，试件夹具两端用两螺钉将其固定在滑动钢制平台卜，

试件可通过各种方式固定在试件夹具上(如钢夹等)，夹具总厚度为((22士2) mm,

4.5 用于点燃试件的不锈钢点火器，内径为6。。，外径为10 mm，此点火器上有两排孔，中心线上平

均分布19个直径。7 mm成放射状的孔，中心线下600的线上平均分布16个直径0. 7 mm的放射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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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图 7)。

单位 为毫米

          61

-̀"毅一90
I i0̀

                                        A

                                            图 7 点火器

    试验中丙烷气流速应控制在((0.026士0.002) 1./s，点火器的放置位置应保证从下排孔产生的火焰

能在试件零点前(10士2) mm的地方与试件接触(见图8)。当点火器在点火位置时，它应在试件夹具边
缘上方3 mm的地方，当试件不需要点火时，点火器应能从试件零点位置移开至少50 mm，使用热值约

为83 MI/m'的商业丙烷气作为试验用燃气

    当丙烷气流量调节正常并且点火器在试验位置时，点火火焰高度应大致为(60.120)二(见图8)0
                                                                                                            单位为毫米

1— 点火器;

2- -，试件夹具 书

3-— 试件，

4— 丙烷;

5— 零点;

h— 引火火焰高度，见4.5

圈8 点火过程中点火器在试件上方的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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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排烟系统用于抽排燃烧 烟气 与箱体烟道小直接相连 。当辐 射板关闭 ，模拟样 品在 规足位置且 样

品出人门关闭时，箱体烟道内的气体流速应为((2. 5士。.2) m/S,

    排烟系统的排烟能力为(39-85) m'/min(250C),
4,7 测量排烟通道流速的风速仪精度为士0. 1 m/S，安装于箱体烟道上，其测量点正好在距离箱体烟道

下边缘上方(25。士10) mm的中心线上(见图4和图5)

4.8 为了控制辐射板的热输出，适合使用测试范围为(480-530)'C黑体温度)，精度为士0.3℃的辐射

高温计，它与辐射板距离约1. 4 m，能感温到辐射板上直径250 mm的圆面(见7.1.3和8.1)
    辐射高温计的灵敏度恒定在波长1pm至9 km的范围内。

4.9 在铺地材料辐射试验箱中应安装一支直径为3. 2 mm的K型不锈钢恺装热电偶，该热电偶需要

有绝缘和非接地的热接点。该热电偶应安装在箱体顶板下25 mm,箱体烟道内壁后 100 mm，试验箱垂

直面的纵向中心线上。

    第二个热电偶插在箱体烟道中间，距离箱体烟道顶部(15012) mm。每一次试验后要清洁热电偶

4. 10 用于测量试件辐射通量的热通量计应选用无开口，直径25 mm的热通量计(如Schmidt-Boetter

型)。它的量程为((0-15) kW/m'，校准时应在辐射通量为((1 0-15) kW/m，的范围内操作 使用时须

为热通量计准备温度为(15一25)℃的冷却水源。

    热通量计的精度为士3%

4. 11 校准板是由厚(20士1) mm,密度(850士100) kg/m"无涂覆层的硅酸钙板制成，尺寸为长(1 050

士20) mm，宽(250生10) mm(见图6) 沿着中心线从试件零点开始，在110 mm,210 mm，直到910 mm

的位置开有直径为((26士1) mm的圆孔

4. 12 如果需要进行烟气测量，测烟装置在附录A中作了说明。

4. 13 辐射高温计、热通量计和测烟系统的输出信号应通过适当的方法记录下来。

4. 14 时间记录装置精度为秒，lh的计时误差为1。。

5 试件

5.1铺地材料试件应能代表其最终使用的情况。

5.2 制取6个尺寸为((1 050士5) mm X(23015) mm的试件。一个方向制取3个(如生产方向)，在该

方向的垂直方向再制取另外3个试件。

    如果试件厚度超过19 mm，长度可减少至(1 025士5) mmo

5.3 试件应该用同实际使用方式相同的方法安装在模拟实际地面的基材上(见EN 13238)0

    试件使用的粘合剂与实际应用的相比应具有一定代表性，如果实际应用时要使用某种特定的枯合

剂，那么应在试验准备时选用该种粘合剂，否则应在报告中注明。

    作为试件的一部分背衬材料也应具有实际使用时的代表性。

    如果试件由小块拼接而成，那么安装时应把接点放在离零点250 mm的地方，如果此小块不是枯合

在一起的，那么试件边缘应该通过机械方式固定在基材上。

    对于那些试验时会收缩而从试件夹具框上脱离的铺地材料，它会因不同的安装方法而产生不同的

试验结果。因此处于热辐射场中有热收缩趋势的铺地材料，应特别注意使用可靠的安装方法。

    对干安装的补充细节，应参照相关产品的说明书。

5.4 当需检验铺地材料燃烧性能的耐久性时，进行材料的清洗和洗涤处理应参照相关产品说明书中规

定的程序进行 。

6 状态调节

试件应按EN 13238的规定进行状态调节

对于粘合在基材上的铺地材料，它的养护时间至少应为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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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程序

7.1 校准程序

7.1.1 每个月或每次装置有大的变动时，应按下面的校准程序进行校准，如果连续校准都没有变化，可

将校准周期延长到6个月。

7.1.2 在试验箱中，将滑动平台、模拟样品及夹具放置在试验位置，在排气扇打开、试件出人门关闭情

况下测量箱体烟道内的气体流速，并调节使其满足(2.5士。.2)m/5，然后点燃辐射板。让辐射板加热至

少lh，直到试验箱体温度稳定，在此过程中点火器应关闭。

7.1.3 用热诵量计在410mm的位置测量辐射通量。插人热通量计.让它的探测表面与模拟样品面平

行并高出Zmm~3mm，305后读数，如果辐射通量为(5.1士。.2)kw/mZ，就可以进行辐射通量曲线的

校准了 如果达不到，则需要调节辐射板的燃气/空气流量。热通量计在每一次新的读数前应让辐射板

的燃气流量稳定至少10min。

川 ，4 测量辐射通量曲线的方法

    依次在每个孔中插人热通量计，起始点为110 om，终点为91omm 确保热通量计的探测面和测

试时间满足7.1.3的规定要求。在91omm点测量完毕后，再在41omm点测量辐射通量，检验在此测

试过程中辐射通量是否在允许范围以内。

川 .5 将辐射通量值和校准板上的每个长度值作为一组相关数据函数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点仔细

地画一条平滑曲线，这条曲线就是辐射通量曲线(见图9)。

万}
    } l

， 3一 祠尸·—

    4一刁卜

      5 二 公卜-

『月:

刃
��户J

厂黔
刃r‘
‘.州
‘

石r
川}
‘月r

，」盯“
1山日断“
」压·- 一

巨
l0l0 9l0 8l0 7l0 6lD 5l0 410 31D 210 l10 10

1— 辐射通最(kW/m日);

2— 到零点的距离(mm);

3 一 上限，

4— 名义值，

5— 下限.

图9 辐射通t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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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辐射通量曲线在表1规定的范围内，那么试验装置的校准和辐射通量曲线标定就完成了。

如果不在规定范围内，则需要调节燃气流量，并至少稳定10 min确保试验箱体温度稳定。再按程序重

复校准直到辐射通量曲线满足表1的要求。

    要调节试件热端的辐射通量，通常是只需改变燃气流量，而调节试件冷端的辐射通量，可能需要同

时改变燃气和空气的流量。

                                表1 校准热辐射通t分布要求

测试位置/mm 辐射通量/(kW/m') 允许误差/(kW/m')

110 10.9 士0, 4

210 9,2 士0.4

310 7.1 士04

410 5. 1 士0.2

510 3. 5 士0.2

610 2.5 士0,2

710 1,8 士0.2

810 1.4 土0,2

910 1.1 士0.2

7.1.6 移走模拟样品.关闭样品出人门，5min后测量辐射板的黑体温度和试验箱体温度.记录校准值。

7.2 标准试验程序

7.2， 根据7.1.2设定排烟系统的空气流量，移走模拟样品，关闭试样出人门，点燃辐射板，让装置预

热至少1小时，直到箱体温度稳定。

7.2.2 测量辐射板黑体温度。与按7.1.6校准时记录的温度相比较，黑体温度的偏差应在1 50C范围

内，箱体温度偏差应在士10℃范围内

    如果黑体温度和箱体温度超出了给定的温度范围，那么应调整辐射板燃气/空气的输人量。在新的

温度测试之前，试验装置需稳定至少15 min,当试验温度达到给定温度要求时，就可进行试验了。
    如果要测量烟气，那么调节测烟系统，使其输出值等于100 。在试验之前，保证测试系统的稳定，

否则进一步调整。用净化空气检查光源和观察系统，如果有必要可进一步调节使其满足要求.
7.2.3 将试件(包括它的底层材料和基材)安装在试件夹上。然后在组合件背后添加钢夹并紧固螺钉，

或者根据样品特性及使用说明书使用其他方法安装。对于多层纺织地毯的试验，可在试验前使用真空

吸尘器进行表面清洁，然后把试件安装在夹具内，再放在滑动平台上。

    点燃点火器，让它离试件零点至少50 mm，将滑动平台移人试验箱并立即关上样品出人门，试验开

始，开启计时和记录装置。

    保持点火器离试件零点至少50 mm,预热2 min后，按4.5中的规定让点火器火焰与距试件夹具内

边缘10 mm的试件接触。让点火火焰与试件接触10 min，然后移开点火器，让它离零点至少50 mm,熄

灭点火火焰。在试验过程中，辐射板燃气和空气应保持稳定。

7.2.4 试验开始后，每隔10 min观测火焰熄灭时火焰前端与试件零点前10 mm间的距离，观察并记

录试验过程中明显的现象，比如闪燃、熔化、起泡、火焰熄灭后再燃时间和位置、火焰将试件烧穿等。
    另外，记录下火焰到达每50 mm刻度时的时间和该时刻火焰前端到达的最远距离，精确到10 mm.

    试验应在进行30 min后结束，除非委托方要求更长的试验时间

7.2.5 若有需要，应按附录A进行烟气测试。

7.2.6 测试某一方向和与这一方向垂直的两块试件。比较CHF和/或 HF-30值，在测试值最低的那

个方向再重复两次试验，总共需作4次试验。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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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黑体温度和箱体温度未达到7. 2. 2要求时，不能进行下一个试验。试验夹具在安装新试件时应

达到室温 。

8 试验结果

8.1 根据辐射通量曲线，将观察到的火焰传播距离换算成 kW/m2，计算临界辐射通量，精确到

0.2 kW/耐。试件没有点燃或火焰传播没有超过110 mm，它的临界辐射通量>11 kW/m' ,试件火焰

传播距离超过910 mm的，它的临界辐射通量镇1. 1 kW/m'。由试验人员在试验30 min时将火焰熄灭

的试件没有CHF值，它只有HF-30值。

8.2 报告的结果由4次试验(见7.2.6)的CHF和/或 HF3。值，以及确切的现象描述共同来表示。

对在同一个方向的3块试件，从试验数据中计算临界辐射通量平均值。

    当计算上面所述3块试件的临界辐射通量平均值时，CHF和HF-30值都应被包括

8.3对于试验持续时间超过30 min的试件，记录火焰熄灭时间和火焰传播的最远距离，并转化成
CHF值 。

8.4 为了确定HF-X值，如HF-10, HF-20, HF-30,需按照7. 2. 4的叙述，记录火焰到达每50 m。刻

度时的时间和每隔10 min火焰传播的距离，同时记录火焰熄灭时间和火焰传播的最远距离。

8.5 若有要求，根据附录A的A,6做出烟气测量结果报告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明确区分委托商送样日期和试验室检验日期

a) 本试验标准完整编号;

b) 与该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

c) 试验室名称和地址;

d) 报告的日期和编号;

e) 委托商名称和地址;

f) 如果知道，分别给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9) 样品到达日期;

h) 产品证明;

i)相关产品取样程序;

!) 检验产品的总体描述，包括产品密度、单位面积质量、试件厚度以及它的结构形式，

k) 状态调节的详细情况;

l) 试验日期;

m) 按第8章的要求表述试验结果;

n) 试验过程中的现象;

o) 陈述“本试验结果得出的产品燃烧性能是在特殊条件下的检验结果。在实际应用中，它们不能

    单独作为评价该产品潜在危险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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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烟 气 测 t

A。1 总则

除本标准正文规定的必要条件外，如果需要，可按本附录的叙述进行烟气测量。

A. 2 性能要求

    烟气的光密度是通过测量光的衰减来确定的。该系统由一个光源，一组透镜，一个通光孔和一个光

电池构成(见图A.1)。该系统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设置，是为了确保试验过程中沉积的烟灰不会导致光

的穿透值下降超过2 0/n e

    光源类别应为白炽灯，色温(2 900士100) K。光源采用稳定的直流电供电，波动范围生。5%.

    通过透镜系统应产生直径(d)至少为20 mm的平行光束。

    通光孔应该置于透镜L:的焦点处(见图A. 1)，其孔径(d)的选择和透镜L:的焦距(f)有关，d和f

的比值(d1f)必须小于0.04,

    光电池的分散光谱响应度应该与CIE的V(l)函数(CIE光电曲线)一致，其精度至少应为士5肠。

    光接收器输出值应放大至少20倍，并呈线性，其波动范围在测试值3%之内或绝对值1%之内。这

可以通过滤光片进行校正。系统的噪声和漂移均应小于初始值的0.5%0

    在本附录中，给出了检查烟气测量装置的精度和稳定性的相应的程序。

A. 3 仪器

    光测量系统应置于箱体烟道的纵轴上 光电池和光源应置于排烟系统外的独立的框架上。该框架

与排烟系统只作点连接。在试验箱的箱体烟道和排烟罩之间，应安装几根内径50 mm的钢管。这些管

子与净化空气连通 在试验中发现，每根管子中的净化空气的流蛋为25 L/h较适宜。光测量系统的布

置见 图 3至图 5

A4 光测系统校准

A. 4. 1 总则

    光测系统应该在试验前，调整、维护、修理后或烟气测量系统的支撑架、排气系统的一些主要部件更

换后以及至少每6个月应进行一次校准。校准包括两个部分:输出稳定性检查和滤光片检查。

A.4.2 稳定性检查

    在测量系统运行时进行下列校准步骤，辐射板不应开启。

    a) 设置排气系统的空气流量为((2.5士。.2)m3/s

    b) 开始计时，并以30 min为周期记录下光接收器的信号。

    c)用最小二乘法拟合程序，通过各数据点画出一条相匹配的直线来测量漂移。这条线性趋势线
        在。min和30 min时的读数之差的绝对值表示漂移。

    d) 通过计算线性趋势线的附近点的均方根偏差来确定噪声值。

A.4.3 检查烟气测f系统的滤光片

    校准光系统时，至少应使用5块光密度范围在。. 05到2. 0透光率为89肠-1%)的中性滤光片进

行校准，光密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d=一log(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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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式中，I表示。到1范围内的透光率(1对应100%的透光率)?

A. 4. 4 滤光片检查

    光系统可以采用下列步骤进行校准.

    在测量系统运行时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校准。

    a) 将一块遮光片插人滤光片夹中，调整为0;

    b) 移出遮光片，调整光接收器的信号至100%;

    c) 开始测量，并且以2 min为周期记录下光接收器的信号;

    d) 插入每张中性滤光片，并至少记录1 min内相应的信号值;

    。) 停止数据采集，计算每个滤光片的平均透光率。

A.5 试验程序

    按本标准第7章的规定进行试验。同时在试验过程中连续地或者不超过10。间隔地记录下箱体烟

道中的光衰减值。

A.6 结果的表达

    记录下光衰减的最大值和整个试验时间内的光衰减曲线，并用积分计算出整个试验时间内的烟气

总值，表达成: o X   min,

币因
团
﹄4

1— 通光孔;

2— 一光源 ;

3— 透镜 书

4- 光接收器

图A. 1 光通f测f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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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方法的验证

    本标准的建立过程中，用了10种铺地材料来验证，13家实验室参加了这次论证会，得出了下面的

结果

HF-30/

(kW八nl)

重 现性 复现性

标准偏差

    S, S,/m(%)
标准偏差

    S� Sa/m(%)
颗粒板 4.4 O' l 3.4 0.6 12.6

木地板 7.8 1.6 19.9 1.9 24. 7

PVC 10.7 0. 2 2.3 0 6 5. 6

橡胶板 6. 4 0.8 13. 0 1, 5 23. 9

尼龙地毯(纺织背衬) 3. 8 0.4 10.5 0.8 21. 3

尼龙地毯(阻燃纺织背衬) 7. 6 1. 1 14,8 1.8 23.6

尼龙地毯(橡胶背衬) 3. 7 0.8 20.5 1.0 27. 1

丙纶地毯 2. 7 0,2 6，5 0, 4 13.4

丙纶地毯(针刺地毯) 5. 2 1. 1 21. 4 2.4 47. 2

羊毛/尼龙混纺地毯(80/20) 7. 8 0. 8 10.0 1. 5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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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最)

姗气和 空气 的供应

    供给辐射板的嫩气和空气必须经过适当的压力、流量调节阀、安全装置和流量计。一个适当的供给

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天然气、甲烷或丙烷的供应中流量至少为0. 1 L/s，并有足够的压力克服供给系统中在调节器、

        控制阀、流量计、辐射板等上的摩擦损失。

    b) 空气的流量至少为4. 5 Us，压力要能足够克服供应系统内的摩擦损失;

    c) 燃气和空气分别有单独的控制阀;

    d) 燃气供给线路中有单向阀和压力计;

    e) 一个电力控制阀，当断电、点火器表面空气压力或温度降低时能自动关闭燃气的供给;

    f) 提供空气供给中的过滤器和流量控制阀;

    B)在常温常压下，天然气、甲烷或丙烷宜用量程为。.1 L/s到1. 0 L/s,精度为1%或更好的流
        量计;

    h) 在常温常压下，空气适合用量程1 L/s-10 L/:的流量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