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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816《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验方法》分为下列几部分：

  — 第1部分：抽样；

  — 第2部分：颗粒尺寸分布的测定；

  — 第3部分：硬度的测定；

  — 第4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

  — 第5部分：缺陷颗粒百分比和微结构的测定；

  — 第6部分：外来杂质的测定；

  — 第7部分：含水量的测定；

  — 第8部分：磨料机械特性的测定。

  本部分为GB/T 19816的第4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11125-4;1993《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验方法

第4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用顿号“、”代替作为分述的逗号“，”；

  d)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e） 在附录A中增加了与“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国际标准相对应的国家标准目录。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漆前金属表面处理及涂漆工艺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第十一研究所、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傅建华、刘冰扬、宋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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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验方法

                    第4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部分是有关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抽样和试验的国家标准GB/T 19816的一个部分。

    金属磨料的类型和对每种类型的要求均包含在ISO 11124的各个部分中。

    ISO 11124和GB/T 19816系列是有关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一套密切相关的标准。有关这两个

系列标准的所有部分的信息可参见附录A,

    GB/T 19816的本部分规定了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表观密度的测定方法。

    试验的目的是证实金属磨料的完好性。内部缩孔或中空的颗粒会降低表观密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981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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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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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 19816.1-2005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验方法 第1部分：

抽样（ISO 11125-1:1993 , IDT)

    ISO 3696:1987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定义

    GB/T 19816的本部分应用下列定义。

3.1

    表观密度 apparent density

    按GB/T 19816的本部分规定的比重瓶法测定的单位体积的金属磨料的质量。

4 材料

4.1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至少应为ISO 3696:1987规定的3级纯度。

5 设备

    除常规实验室仪器和玻璃器皿以外，还应包括以下设备。

5.1 比重瓶

    Gay-Lussac型,50 mL，带有毛细管的瓶塞。
5.2 天平

    称量精确到0. 01 go

6 抽样

    按GB/T 19816. 1-2005的规定抽取被测试产品的代表性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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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步骤

    取双份试样进行测定。

7.1 用天平（(5. 2)称清洁干燥的比重瓶（5. 1)的净重（m,)，精确到0.01 g,

7.2 加人大约100 g试样，再称重（m2).

7.3 把蒸馏水或去离子水（4.1）加人比重瓶，直至其完全充满为止。塞上瓶塞，然后轻摇比重瓶，去除

粘附在试料上的空气。移去瓶塞，注入水后再塞上瓶塞，通过毛细管压出多余的水。注意揩干比重瓶的

外部。确信比重瓶内无空气泡存在，再称比重瓶和其内容物（m3).

7.4 排空比重瓶里的水和试料，冲洗若干次以去除磨料的所有遗痕。再充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塞上

瓶塞，并保证无水泡存在。揩干比重瓶的外部后称重（M4)-

      注：应注意尽量不直接用手接触比重瓶，以防手对其加温。比重瓶、试料和水应尽可能在同样的室温下。

8 结果表述

    被测试产品的表观密度PA，单位以千克每立方米（kg/ms）表示，按公式（1)计算：
                                                                                        刀2， — 泞正T

                                            ’几 k M 4一 m ,少一 km3 一 m 2少

    式中：

    MI— 比重瓶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

    m2— 比重瓶和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9）；

    m3— 比重瓶、试料和水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9）；

    m4— 比重瓶和水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

    Pw— 在测定温度下水的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立方分米（kg/ dm3)o
    如果两次测定结果相差超过10Y（相对于高的结果），则按第7章规定步骤重复操作。

    计算两次有效测定结果的平均值，计算结果精确到100 kg/m3 a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按I50 11124(参见附录A）相应部分规定，标识被测试产品必需的所有细节；

    b） 本部分标准号（GB/T 19816.4-2005) ;

    c) 测试结果；

    d) 与规定的测试方法的差异；

    e） 测试日期；

    f) 测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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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国际标准

    ISO 11124和ISO 11125是有关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标准。

    ISO 11124在总标题《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下，由下列部

分组成：

    — 第1部分：导则和分类；

    — 第2部分：冷硬铸铁砂；

    — 第3部分：高碳铸钢丸和砂；

    — 第4部分：低碳铸钢丸：

    — 第5部分：钢丝段。

    ISO 11125在总标题《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验方法》下，由下列部

分组成：

    — 第 1部分：抽样；

    — 第2部分：颗粒尺寸分布的测定；

    — 第3部分：硬度的测定；

    — 第4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

    — 第5部分：缺陷颗粒百分比和微结构的测定；

    — 第6部分：外来杂质的测定；

    — 第7部分：含水量的测定；

    — 第8部分：磨料机械特性的测定。

    与“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国际标准相对应的国家标准目录：

    GB/T 18838. 1-2002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导则和分

类（ISO 11124-1：1993，MOD)；

    GB/T 19816. 1-2005/ISO 11125-1:1993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

验方法 第1部分：抽样（ISO 11125-1:1993 ,IDT) ;

    GB/T 19816. 2-2005/ISO 11125-2:1993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

验方法 第2部分：颗粒尺寸分布的测定（ISO 11125-2 :1993, IDT) ;

    GB/T 19816. 3-2005/ISO 11125-3:1993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

验方法 第3部分：硬度的测定（ISO 11125-3 :1993, IDT) ;

    GB/T 19816. 4-2005/ISO 11125-4:1993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试

验方法 第4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ISO 11125-4 :1993, ID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