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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对QB/T 3812.8-1999《皮革 收缩温度的测定》的修订。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3380:2002《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直到100℃的收缩温度的测定》(Leather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tests-Determination of shrinkage temperature up to 1000C )，该国际标准基于
国际皮革工艺师和化学家联合会 (QULTCS )标准IUP 160
    QB/T 3812.8一1999等同采用ISO 3380:1975, ISO 3380己经修订，ISO 3380:2002代替了ISO

3380:19750

    本标准根据ISO 3380:2002重新起草。

    本标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采用ISO 3380:2002国际标准时进行了以下技术性修改:

    —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将原引用的ISO标准，改写为引用我国的相关标准;

    — 为防止在使用中对标准不正确的理解，删除了5.3中参考性“注1”，保留了“注2";
    — 取消了参考性附录A(仪器的来源)。

    本标准还进行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 删除了ISO标准的前言;
    — 将“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

    本标准与QB/T 3812.8-19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2“规范性引用文件，’;

    — 增加了5“取样和试样的准备”:

    — 取消了原标准中6. 7章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立国。

    本标准于1984年10月首次发布为原国家标准(3B 4689.8-1984, 1999年4月转化为轻工行业标

准QB/T 3812.8一1999，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原国家轻工业局发布的轻工行业标准QB/T 3812.8-1999《皮革 收缩

温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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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收缩温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收缩温度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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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6682一1992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QB/T 2706-2005 皮革 化学、物理、机械和色牢度试验 取样部位(ISO 2418:2002, MOD)
    QB/T 2709-2005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厚度的测定(ISO 2589:2002, MOD)

3 原理

    试样放在水中加热，水以规定的升温速度升温，试样突然收缩，这时的温度称作收缩温度。

4 装里

4.1收缩温度仪
    收缩温度仪(见图1)应包括以下部件:

4.1.1 容器，最小容积500 ML，最小工作深度 110 mm，可在超过100℃的温度下使用。

4.1.2 试样固定物，小钉或夹子，在容器底部上方(30士5) mm处。
4.1.3 测试钩，可移动的钩或夹子，一端连接在试样顶部，另一端连接在穿过滑轮的连接线上，连接

线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比移动钩重39的负重块。
4.1.4 指示器，监测移动情况，测试钩的任何移动情况通过滑轮、指示器的传递和显示，至少能被放

大5倍在指示器上显示出来。
4.1.5 温度计，刻度分度为1 0C，准确度土0. 50C，传感器放于靠近试样中部的位置，其量程范围适合
被测试的样品。

4.1.6 燕馏水或去离子水，符合GB/T 6682一1992中三级水的规定。

4.1.7 加热器，能够以((2土0.2) 0C/min的速度加热容器中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4.1.8 搅拌器，有效地搅拌容器中的水，使试样顶部和底部的温度温差不超过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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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轮;2一负荷 (3妇;3-指小器;4-温度计;s-试样固定物;6一容器;7一试样;s-测试钩

图1 收缩温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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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 /T 2709- 2005 A成ir:.,-
。黑以抽真奎南蓉幕
。霭爪命丙祷振器中的真空度减少至低于4 kPa o
I}J1 L U 012) mm,。刁、高、100 mm
取样和试样的淮备

5. 1取样
    按QB/T'2706-2005的规定进仃。

52厚度的测定
  按QB/T 2709-2005的规定测量样品的厚度。

53试样的制备
    切取4个试样，2个试样的长边平行于背脊线，2个试样的长边垂直于背脊线。如果样品的厚度小

于等于3 min，切取矩形试样的尺寸为(5012) mmX(3.010.2) mm。如果样品的厚度大于3 mm，切取

知形试样的尺寸为(50士2)mmX(2.010.2)mm

    注:这只没有要求样品在标雕空气，}，进行调节或在标准空气 F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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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干试样按6.1-6.3进行操作，湿的试样省略6.1-6.3操作。

6. 1 在玻璃试管((4.5)中加入((5.5士0.5)m工J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将试样浸入其中，必要时，口1用

  根玻璃棒压住试样，保证试样的浸润。

6-2 将试管放入卜燥器(4.3)中，使试管保持合适的状态。将干燥器抽真空并保持真空度在4 kPa以下
1 min-2 min.

6.3 让空气进入千燥器，继续保持试样浸润在水中1 h-6 h.
6.4 将试样的 端固定在试样固定物((4.1.2)上，另一端连接在测试钩((4.1.3)上，调整线、滑轮和负

重块，使试样能够被正常拉伸。
6. 5将足够的温热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加入到容器中，使水面至少超过试样顶部30 nun。如果预先知
道收缩温度或预计收缩温度小于600C，则加入的水至少比预测的收缩温度低10 0C o

6.6 加热水，并保持水的升温速度为(2士0.2)℃min. _
6. 7何隔30s记录一次温度和相应的指示器的读数，直到试样明显地收缩或水剧烈地沸腾或达到预期
的温度 如果水沸腾了，记录此时的温度。

6.8检查记录数据或指示器与相应温度所形成的曲线，找出试样从最大长度收缩0.3%时的对应温度，
记录这个温度作为收缩温度。 几
6. 9 如果在6.8中测定的收缩温度不超过最初加入容器的水的温度5 *C，则放弃这个结果，用更低温
度的水重复6.1-6.8.

试验报告

试验报1-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样品名称、编号、类型;
C) 样品的详细信息，取样与QB/T 2706-2005不一致的情况:
d) 每个方向收缩温度的平均值(℃);
e) 实际操作与本标准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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