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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块 地 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拼块地毯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合成纤维、羊毛及羊毛混纺纤维为绒头的簇绒地毯背面粘合衬材加固层的拼块地

毯。以其他纤维材料为绒头的拼块地毯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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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1997 纺织品 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eqv ISO 1833:1977)

    GB/T 2911-1997纺织品 三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eqv ISO 5088:1976)
    GB/T 3920-1997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eqv ISO 105-X12:1993)

    GB/T 6529-1986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neq ISO 139:1973)
    GB/T 8427-199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氮弧((eqv ISO 105-1302:1994)
    GB/T 14768-1993 地毯燃烧性能 45“试验方法及评定
    QB/T 1087-2001机制地毯 物理试验的取样和试样的截取法((eqv ISO 1957)

    QB/T 1088-1991机制地毯在浸水和热干燥作用尺寸变化的试验方法(eqv ISO 2551:1981)
    QB/T 1090-2001地毯绒簇拔出力的试验方法 (eqv ISO 4919)

    QB/T 1188-2001地毯质量的试验方法(eqv ISO 8543:1998)
    ISO/TR 4918:1990 纺织铺地物一磨损的测定一脚轮椅试验

3 分类

    簇绒拼块地毯按绒头形状分为三个品种:

    a) 割绒;

    b) 圈绒;

    c)  Mi]绒圈绒组合。

4 要求

    拼块地毯的技术要求分为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

4.1 内在质f

    内在质量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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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日

  脚轮椅引起的宽度和长度变化率

由热和水引起的宽度和民度变化件

    由热和水影响引起的翘曲

介格指标 试验 方法

蕉
A 3

A 4

%

-
%

毛 15 A 5

自角/变   允差

标称值

  允差

割绒

  圈绒

< 0. l A.2

宽少夏和长度 A 1

+ 〔〕

李 13.0

绒簇拔出 力 QB/T 1090-2001
李24.0

%

一
N

一
N

-
级

到
一
粥

干

-
湿

          耐光色牢度

。寸{、。、色牢、 } 级

)5

纵向

-> 4 (浅) GB/T 8427一1998

GB/T 3920--1997

横 向

耐燃性能 (45̀法) 续燃、阴燃时间 尽 20 GB/T 14768一1993

石 100

10节1h1yT芥  "t,10     F mlffMYJIJi}.LÌI1GjE,k}35;zìa}E:
损毁最大长度

    标称值

h限允差

GB/T 2910一1997

GB/T 2911一1997

H 一段墓 I助位而积绒头质量
标称值

下 限允差

QB/T 1188-2001

    注:凡是没有列出特性的项目，均属数据待定的标准，应山供方提供待定数据。

    a沥青加固层的拼块地毯可以按-<0.25 %考核。

      割绒圈绒组合的地毯可以分别测试、考核。沥青加固层的拼块地毯绒簇拔出力:割绒310.0 N,圈绒>-20.0No

      “(浅)”的标定界限为(1/12标准深度

4.2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序号 外 观 疵 点 要 求

I 破损 不应有

2 污溃 不明显

3 修补痕迹 不明显

4 纵f i}向条痕 不明显

5 后背气泡 不应有

6 边缘气孔、毛边 不明显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QB/T 2755一2005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质量

      检验人员按表2要求对毯面、毯边、毯背进行目测和手感检验

  52 内在质量

5.2. 1试验条件 (另有规定的除外)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采用GB/T 6529-1986中规定的 _级试验用标准大气，温度(20士2)'C,

相对湿度(65士3)%。

5. 2.2 调湿处理 (另有规定的除外)

    试验前在6.2.1规定的试验川标准大气条们日等毯面朝上，‘卜整单块地放咒，至少保持调湿24h

5.23 试样

    按QB/T 1087-2001规定截取试样(另有规定的除外)。
5.2.4脚轮椅引起的宽度和长度的尺寸变化

      按附录A(规范性附录)中A.3测定

5.2.5 热和水引起的尺寸变化

    按附录A(规范性附录)中A.4测定。

5.2.6热和水引起的翘曲

    按附录A(规范性附录)中A.5测定。

527 直角度

    按附录A(规范性附录)中A.2测定

5.2} 8 宽度和长度尺寸

    按附录A(规范性附录)，卜A.1测定。

529 绒簇拔出力

    按QB/T 1090-2001试验。
5.2. 10 耐光色牢度:氛弧

    按GB/T 8427一1998试验

5.2. 11 耐摩擦色牢度 (干、湿)

    按GB/T 3920-1997试验。

5.2. 12 耐燃性能:450法

    按GB/T 14768一1993试验。

    试样的选择和截取:抽取六块最终样品，每块样况卜截取 个试样，在生产方向或垂直于生产方向
各截取三块220 mm X 400 mm试样

5.2.13 毯面纤维类型及含量

    需纤维含量分析时，应按GB/T 2910-1997或GB/T 2911一1997试验
5.2. 14 毯面上单位面积绒头质量

    按QB/T 1188-2001试验。

6 检验规则

6. 1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川 出厂检验 (交收检验)

    产品出)前，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司出厂。

    a) 外观质量应进行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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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内在质量按批 (产品的原材料、品种或工艺有重大改变时)按表3规定进行抽检。

6.1.2 型式检验(例行检验)
    有下列情况时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a) 停产后复生产;

    b)产品的原材料、品种或工艺有较大改变;
    c) 合同规定。

6.2 检验项目

6.2. 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3执行。

                                                表 3

序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 2规定 5.1

2 宽度X长度尺寸 应符合表 1规定 A. l

3 毯面纤维类型及含量 应符合表 1规定 5.2.13

4 毯基上单位面积绒头质量 应符合表 1规定 5.2.14

注:合同地毯可以按合同要求进行检验。

6.2.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下述规定。

    a) 对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按表2、表1规定检验:

    b) 对有合同规定的按合同要求检验。

6.3 抽样规定

    抽样按批以箱为单位随机抽取，其批量大小和样本大小见表40

                                                表 4 单位为箱

批量大小 〔 100 > 100

样本大小 3 5

    a) 外观质量检验，对随机抽取的样本全数检验。

    b) 内在质量检验，依据检验项目所需样品数量从样本中随机抽取至少巧块。

6.4 判定规则

6.4. 1内在质量检验结果判定
    以批为单位，全部达到表1要求为内在质量合格，其中有一项达不到要求为内在质量不合格。

6.4.2 外观质量检验结果判定
    以块为单位，全部达到表2要求为外观质量合格，合格样本中允许有两块较明显的疵点。如超过两

块以上，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不合格。

6.4.3批质量检验结果判定
    当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都合格时，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6.5 复验规则

6.5. 1外观质量检验项目中，只有三块不合格时允许从该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如复验仍有一块较明显

疵点时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不合格。

65.2 内在质量如有一项不合格，可加倍对该批产品的不合格项进行复验，如复验合格则可以判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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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品内在质量合格:如仍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内在质量不合格。

7 标志、标签

7.1 产品标签

    产品标签应标明:

    a) 生产企业名称和详细地址、商标:

    b) 产品名称、品种;

    c) 毯面纤维类型和含量;

    d) 尺寸规格:

    e) 毯基上单位面积绒头质量;

    f) 产品采用的标准编号;
    B) 产品质量等级:

    h) 生产日期;

    i) 附加信息。

7.2 外包装箱标志

    外包装箱应标明:

    a) 生产企业名称;

    b) 产品名称、品种:

    c) 尺寸、规格;

    d) 产品质量等级;
    e) 成箱日期;

    f) 提示语:防潮、勿重压等。

8 包装、运输、贮存

0.1 包装

    拼块地毯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能防污、防潮，便于储存和运输。

8.2运翰、贮存

    拼块地毯在运输和贮存时应避免雨淋、长期曝晒，注意防潮、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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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拼块地毯内在质量试验方法

A. 1 宽度和长度尺寸测定 (5.2.8)

A.1.1 量具

    能测量长度尺寸的量具:游标卡尺等量具，精确到0. 05 mm o

A.1.2 试样

    选取拼块地毯最终完整样品三块。

A.1.3 测量方法

    a) 将试样放置在平整光滑的台面上

        对侮块试样按图 A.1所示，在背面沿宽度和长度方向，分别划出纵横各三条为标记的测量线

          (AB, EF, AB', EP均距试样每 边缘为10 inm, CI)和CD，为两条中心线)。

    b) 用量具按试样上的测量线方向测量宽度、长度尺寸，单位为毫米，精确到0. 05 nun.测量时试

        样有翘曲，应将试样放在平板上压平后再测量，测量时不要将绒头夹在里面。

                                                                                                单位为毫米

  !

飞“’

D，(中线)

  D
(中线 )

                            图A. 1 宽度和长度的测量位置标记示例

A.1.4 结果计算
    a) 计算每块试样，实测宽度或长度尺寸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精确到小数点后 位。

    b) 用“a)”计算的平均值计算三块试样宽度或长度尺寸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精确到小数

        点后一位。

A. 2 直角度测定 (5.2.7)

A. 2. 1 侧量器具

    试验可采用下列器具之一: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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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带测微计直角形钢制测量器和直尺

        1) 直角形钢制测量器 (垂直度的精度按GB/T 1184-19%至少二级)比拼块地毯试样边长

            要大，并能固定 0.01 mm精度的两个测微计 (白分表)，(其固定位置应距试样两边缘各

              10 mm 处)。

        2) 金属直尺 (用于校准测微计 “零位”)。

    b) 直角形钢制测量器和塞尺

        1) 直角形钢制测量器 (垂直度的精度按GB/T 1184-1996至少二级)比拼块地毯试样边长

              要大。

        2) 塞尺:精度范围为0. 02 mm-2 mm o
A.2.2 试样

    选取拼块地毯最终完整样品三块

A. 2.3 测量方法

    a) 使用测微计力法:见图 A.2所不，在带测微计的测量器角边的内侧，用直尺压紧，调整测微

        计 “零位”。然后取下直尺，将试样贴靠在测量器另一内侧边轻轻压住，向带有测微计的一边

        移动，当试样一角边接触到内侧边时，通过测微计刻度表，读出测量的间隙值，单位为毫米，

        精确到0. 01 mm(测试三块试样)。

    b) 使用塞尺方法:见图A.3所示，将试样贴靠在测量器角边的内侧，轻轻压住，向另一边移动，
        当试样 角边接触到测量器内侧边时，用塞尺测量间隙值，单位为毫米，精确到0.01 mm 测

        试丫块试样)

                                                                                                        单位 为毫米

百角形钢制洲晕器 白角形钢制测量器

试 样 试 样

,,椒

汇
舞
三

乍
琶
[己务0

图A.2 使用测微计测量间隙方法

A 24 结果计算

    计算直角度的值，先将三块试样，四个边的最大间隙值求出，然后，再计算三块试样最大问隙值的

平均值，单位为毫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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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直角形钢制测量器 直角形钢制测量器

//

试 样 试 样

划
邃
亘冷

}-一 '一51a

  图 A.3 使用塞尺测量间隙方法

A. 3

A.3.1

脚轮椅引起尺寸变化的测定 ((5.2.4)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见ISO/TR 4918:1990中，"3 设备”的规定。

A. 3.2试样、准备及操作

    a) 选取拼块地毯最终完整样品三块‘

    b)按A.1.3测量方法对试样宽度和长度尺寸进行测量。
    c) 在圆形试验台的中央将试样放好，再将与试样相同材料如图A.4所示在试样的周围将空隙填

        平 。

单位为毫米

4一填充材料A
M 2:1

沐几
/

试验台

图A.4 试样的放1方法

d) 试验台上的试样和填充料的固定，采用((5015) mmX (5015) mm 的两面胶带，将其四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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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

    e) 将脚轮椅试验机的配重安放好，使圆形试验台转动2000转。
    f) 然后，从试验台上取下试样，放置5 min后，按A.1.3对试样宽度和长度尺寸进行测量。

A.3.3 结果计算
    计算脚轮椅引起的尺寸变化量和变化率:

    a) 一块试样的变化量按公式(A.1)计算:

ALI = L-一L, (A. 1)

    式中 :

  从 — 宽度或长度尺寸的变化量，单位为毫米(nun)，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编 — 试验后的宽度或长度尺寸，单位为毫米(mm),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Lc— 试验前的宽度或长度尺寸，单位为毫米(mm)，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b) 计算三块试样的宽度和长度尺寸变化量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精确到小数点后二

    位。

c) 一块试样的尺寸变化率按公式(A.2)计算:

一
ALR}=L- -三= X100

  L.

    式中:

  ALA— 宽度或长度尺寸的变化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d) 计算三块试样的宽度或长度尺寸的变化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A. 4 热和水作用下尺寸变化的测定 (5.2.5)

A. 4. 1 装1和器具
    热风式烘干箱和器具见QB/T 1088-1991中第4章“仪器、设备”规定。

A. 4.2 试样

    选取拼块地毯最终完整样品三块。

A. 4.3 试验程序
    见QB/T 1088-1991中第7章“试验程序”的规定。试验时，对QB/T 1088-1991作如下修改:

    a)  7.2第一次干燥和7.3浸水后都不测量试样宽度和长度尺寸:
    b)  7.5 "...0.48h”改为 “̂"""28h",然后仍按本标准A.1.3测量宽度和长度尺寸。

A. 4.4 结果计算
    a) 一块试样遇热和水的作用下引起尺寸变化率，按公式(A.3)计算:

△乙R。L,-4 x 100 .................................⋯⋯(A.3)

    式中:

  ALR0 宽度或长度尺寸的变化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几— 试验后宽度或长度尺寸，单位为毫米(mm)，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Lu— 试验前宽度或长度尺寸，单位为毫米(mm),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b) 计算三块试样遇热和水的作用下引起尺寸变化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

A. 5 翘曲的测定 (5.2.6)

A. 5. 1装1和器具
    a) 热风式烘干箱和器具见QB/T 1088一1991中第4章“仪器设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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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测隙采用A.2.1中使用的塞尺。

A. 5.2 试样

    选取拼块地毯最终完整样品三块。

A.5.3 翘曲的测量程序

    a) 标准状态下的翘曲: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温度((204-2)℃、相对湿度(65士3)%〕，将试样放

      置在水平的6 mm厚玻璃板上或3 mm厚钢板上调湿24h后，移至水平的试验台上，按曾A.5
        所示的方法用塞尺测量试样的四角和试验台的间隙，精确到0. 05 mm,

一，//
一/了

图AS 翘曲的测量方法

    b) 遇热和水的作用卜引起的翘曲:测定完 “a)”之后，将试样放在(6012)℃的热风烘干箱内，

        烘 )2h，再放入(2012)℃的水中浸泡 2h。然后，将试样从水中取出，去掉水分后，在

        (60士2) 0C烘干箱内，烘卜24h，再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放置24 h,随后，放在水平试验台上，
        按图A.5测量试样的四个角和试验台的间隙，精确到0. 05 mm.

A. 5. 4 结果计算

    求出 一块试样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四角翘曲和在遇热和水的作用下引起的四角翘曲的最大间隙值，
冉计算三块试样的最大间隙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精确到小数点后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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