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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浙江东亚手套有限公司、上海天健地坤防护科技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一鸣、俞清秀、柰芳、童遂放、商景林、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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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的要求、测试方法、标识及产品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保护穿戴者的手部免遭作业区域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危害的手套、可安装在永久

性密封箱室的手套，以及手套与永久性密封箱室之间的中间袖筒。不适用于医用辐射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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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41-2006 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 

GB/T 776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静态拉伸试验 

GB/T 12624-2009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GB 24541-2009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 28881-2012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 

EJ/T 1175.1-2004 密封箱室部件 第1部分：手套接盘、封袋接盘、手套孔盖、封袋孔盖、密封环

及可互换件 

EJ/T 1175.2-2004 密封箱室部件 第2部分：手套、焊封袋、剑式机械手护套及主从机械手护套 

YY 0292.1-1997 医用诊断X射线辐射防护器具  第1部分：材料衰减性能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射性污染物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存在于废弃或有害的物质或场所中的放射性物质。 

3.2  

电离辐射 ionizing radiation  

由直接或间接电离粒子或两者混合体构成的辐射，通常不包括紫外辐射。 

[ GB/T 10149-1988，定义2.1.1 ] 

3.3  

轫致辐射 bremsstrahlung 

带电粒子通过原子核或其他带电粒子的电场时，减速或加速产生的X射线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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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149-1988，定义2.1.2 ] 

3.4  

水蒸气渗透性  water vapour permeability 

在规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环境下，每24小时每平方米透过某材料的水蒸气重量。 

注：单位为克每平方米日（g/（m2·d）)。 

3.5  

密封箱室 containment enclosure 

防止内部介质中的物质向外部扩散，或者外部大气向内部介质渗透或者同时防止扩散和渗透之目的

的箱室。 

满足特定密封要求的箱室，其结构及系统设置可避免包容在其内的物质泄漏至外部环境或防止外部

环境的物质渗透入其内，或同时防止双向渗漏。 

[EJ/T 1108-2001，定义 3.2] 

3.6  

中间袖筒 intermediary sleeve 

配备于永久密封箱室的手套上，固定在手套与密封箱室间的部分。 

3.7  

手套接盘 glove port  

一个安装有圆珠或者沟槽的圆形项圈，安装在手套箱或者密封箱室的器壁上，可以接受带有同尺寸

圆珠的手套或者其它柔性附件通过。 

[ EJ/T 1175-2014，定义3.1 ] 

3.8  

环形接口 cell ring  

固定在密封箱室上的可组合的塑料或者金属环扣，在不破坏密闭性的情况下，可通过推动进行更换

的密闭配件。 

3.9  

支承环 support ring  

可更换的气密性环，其材料通常为金属合金或者塑料。配有凹槽，安装在环形接口上，与手套或者

其它塑料部件配套使用，通过同直径的圆珠、螺纹连接或者卡扣连接安装使用。 

[ EJ/T 1175-2014，定义3.3 ] 

4 要求 

4.1 总则 

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和密封箱室用手套应符合表1给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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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手套和密封箱室用手套的要求 

条款 

手套 密封箱室用手套 

防放射性污染物 
防放射性污染物且

防电离辐射 
防放射性污染物 

防放射性污染物且

防电离辐射 

要求 a 

4.2.1 ● ● ● ● 

4.2.2 ● ●   

4.3  ●  ● 

4.4 ● ●   

4.5 ● ● ● ● 

4.6 ○ ○ ○ ○ 

4.7.2   ● ● 

4.7.3   ● ● 

4.7.4   ○ ○ 

a 本表中对特定分类要求的适用性说明如下： 

●：要求应符合。 

○：如产品信息中有相应要求，则要求应符合。 

4.2 通用要求 

4.2.1 总则 

手套应能满足GB/T 12624-2009中相应要求。 

手套可由一层或多层材料组成。材料的选择取决于手套的用途。 

防电离辐射手套可由含有起衰减作用的铅（PbO、Pb3O4）或者其他重金属元素的单层或多层材料组

成。 

在明确特殊用途的情况下，可参照附录A设计特殊用途测试。 

4.2.2 手套规格与尺寸 

手套的规格尺寸应满足GB/T 12624-2009的5.1要求。密封箱室用手套应满足4.7.2.2要求。 

4.3 防护材料的衰减效率及分布均匀性 

铅当量厚度应按5.1中所给出的方法之一进行测试。 

手套材料辐射吸收效率是引用铅当量厚度来表示。手套的防护材料应有至少0.05 mm的铅当量厚度。 

除非有特殊设计（见4.7.2），否则手套防护材料的分布均匀性应满足以下要求：任何单一测量值

应不小于规定的铅当量厚度值。在每个测试条件下，所得到的四个测量值取最小值作为铅当量厚度的测

试结果，单位为mm。 

铅当量厚度的表示应包括测试辐射的性质和能量（见第6章和第7章）。 

注：明确告知使用者，如果有其他的放射性元素，手套的特性有可能不同。 

4.4 手套的气密性 

手套按照GB 28881-2012中5.3规定的方法测试时，应不发生泄漏。 

4.5 抗机械危害防护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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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只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其所具备的抗机械危害防护性能等级应由制造商在其

提供的产品信息中加以说明。机械性能应包括下述4项： 

——耐磨擦性； 

——耐切割性； 

——耐撕裂性； 

——耐穿刺性。 

按照GB 24541-2009中第5章规定的测试方法，至少有一项抗机械危害防护性能应不低于表2中的1

级。否则，应在手套的使用说明中明示：“本手套不具有抗机械危害防护性能”。 

表2 抗机械危害防护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耐磨擦性/周期 100 500 2000 8000 — 

耐切割性/指数 1.2 2.5 5.0 10.0 20.0 

耐撕裂性/N 10 25 50 75 — 

耐穿刺性/N 20 60 100 150 — 

4.6 化学品的防护要求 

当按照GB 28881-2012中5.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时，手套应能满足GB 28881-2012中4.3.2的要求。 

4.7 密封箱室用手套的特殊要求 

4.7.1 总则 

密封箱室用手套应满足4.1、4.2、4.3及4.4的要求。 

如制造商在产品信息中明确给出了水蒸气渗透性的指标，则可参照附录B进行水蒸气渗透性测试。 

4.7.2 密封箱室用手套的设计 

4.7.2.1 基本要求 

手套应符合EJ/T 1175.2-2004规定的有关要求。 

如金属元素的分布不均匀，制造商应根据第6章和第7章标记并提供相应的信息。 

4.7.2.2 手套的规格和尺寸 

在手套安装在密封箱室上时，应满足EJ/T 1175.1-2004和EJ/T 1175.2-2004的要求。 

如果使用者在使用安装在密封箱室的手套前需预先佩戴手套,则安装在密封箱室的手套尺寸规格应

考虑由此带来的尺寸规格的变化。 

注：EJ/T 1175.1-2004和EJ/T 1175.2-2004中详细给出了标准手套以及手套接盘、支承环、环形接口的规格尺寸。 

4.7.2.3 手套的配件 

4.7.2.3.1 配有支承环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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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永久密封箱室中，手套可以配备一个支承环。支承环应作为手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整

体装备应按照4.7.3在带有环形接口的测试平台上进行测试，不应发生泄漏。 

4.7.2.3.2 袖筒 

安装在永久密封箱室的手套可以配备“中间袖筒”，固定在手套与密封箱室之间。该袖筒不是手套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袖筒应满足本标准的所有相关要求，且能与手套配套使用。 

手套与袖筒以及袖筒与密封箱室的固定方法应在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详细说明。 

袖筒应与相应的手套配合且应根据4.7.3进行气密性测试。 

按5.4测试所得的结合强度不应小于100 N。 

4.7.3 密封箱室用手套的特殊气密性 

密封箱室用手套的特殊气密性测试应按5.2中所述进行空气泄漏测试。压力下降应不大于初始压力

的一半，否则认为发生泄漏现象。初始压力如果不是3 kPa，制造商应在提供的产品信息中加以明确说

明。 

4.7.4 耐臭氧龟裂（静态拉伸） 

暴露在臭氧环境（臭氧浓度≥50 pphm）中的手套，应进行耐臭氧龟裂测试。 

按照5.3中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性能等级应至少满足表3中的1级。 

表3 耐臭氧龟裂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测试结果 

1 10%伸长率时出现龟裂未断裂 

2 10%伸长率时未出现龟裂 

3 20%伸长率时未出现龟裂 

4 100%伸长率时未出现龟裂 

5 测试方法 

5.1 铅当量厚度和均匀性的测定 

5.1.1 概述 

本标准给出了几种铅当量厚度测定方法。铅当量厚度的测定结果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结果，其结果

与辐射源及辐射能量频谱有关，因此，结果是一个相对值。同时，铅当量厚度应在不同条件下进行测试

（见5.1.3）。 

各测试方法应给出当量结果。如进行仲裁试验，应按照5.1.7方法进行测试。 

5.1.2 取样 

应至少取两个试样。 

每个试样上应至少进行4次测量。取样位置依次如下： 

——在手套的手掌侧中心线上，在手掌中心位置； 

——在手套的手掌侧中心线上，距离袖口 10 cm 的位置； 

——在手套的手背侧中心线上，在手背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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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套的手掌侧中心线上，手掌和袖口之间的中点。 

5.1.3 测试条件 

用于测定铅当量厚度和均匀分布的测试方法5.1.5、5.1.6和5.1.7应在YY 0292.1-1997规定的测试台上

进行，且在以下X射线光束质量下进行测量： 

——X射线管电压为 70 kV带 0.10 mm的铜滤件； 

——X射线管电压为 100 kV带 0.25 mm的铜滤件； 

——X射线管电压为 120 kV带 0.40 mm的铜滤件； 

——X射线管电压为 150 kV带 0.70 mm的铜滤件。 

5.1.4 结果的表达 

不同测试条件下所获得的各测试点的测试值取铅当量厚度的最小值作为最终的测量结果，单位为

mm。 

5.1.5 方法 1  X 射线胶片法 

5.1.5.1 原理 

铅当量厚度的测量应由一个标准的X射线管源进行。手套应与校准铅楔进行比对。 

本方法中，将X射线胶片置于手套的不同部分之下，手套与校准铅楔相邻放置。使用带有特定X射

线管电压及过滤的X射线管对整个系统进行曝光，得到的X射线胶片，用光密度计进行测读。 

应采用YY 0292.1-1997中图1的试验台（大光束几何测试台）。 

5.1.5.2 设备及耗材 

设备及耗材至少应包含以下： 

a) 可提供在 70 kV，100 kV，120 kV 和 150 kV 下持续的 X 射线的发生装置； 

b) 适当的铜滤件（分别为 0.10 mm 铜，0.25 mm 铜，0.40 mm 铜和 0.70 mm 铜）； 

c) 校准铅楔； 

d) 试验台各部件：发生装置的瞄准设备，测试台支架； 

e) 适当的 X 射线胶片； 

f) 光密度计； 

g) 必要的冲洗 X 射线胶片的实验室装置。 

5.1.5.3 测试方法 

5.1.5.3.1 测试步骤 

每个测量点能被认作是约5 cm
2
面积（直径约2.5 cm）的圆形表面。围绕测量点，按垂直于纵向轴

线的方向在手套上进行分区段剪取试样。 

测试材料试样被放置在合适测试台上的一张X射线胶片上。相应厚度的校准铅楔被置于手套试样边

上。测试系统在5.1.3中某一特定测试环境中暴露于一个持续X射线发生装置之下。 

暴露时间取决于X射线源的强度以及手套的衰减效率。选择暴露时间及电流，使得X射线胶片可在光

密度计上可读。然后再冲洗X射线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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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胶片的映像通过使用光密度计进行光密度测量。在每个测量点，进行5次光密度测量，并取其

平均值为该测量点的测量结果。在每个校准铅楔上测量至少3个光密度值，取其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校

准铅楔的测量结果。此步骤在每个样品每个测量点重复进行。 

持续X射线发射装置应在测量前预热达到充分稳定。可以通过进行几次空白曝光来确认其稳定性。 

5.1.5.3.2 重要说明 

X射线胶片的放置固定装置应特别注意。固定装置应由高原子序数的材料制成或者被覆盖（例如铅），

从而尽可能减少反向散射。 

在胶片两边都可以照射的情况下，上述的固定装置应由低原子序数的材料再次被覆盖（例如树脂玻

璃），从而避免在固定装置中从铅层脱离出来的电子对X射线胶片的影响。 

当将样品置于X胶片上时，应尽可能注意将样品材料平铺，以免褶皱造成不均匀且具有尽可能小的

张力。 

5.1.5.3.3 报告与计算 

通过测量校准铅楔（铅当量厚度关于光密度的函数）获得的回归曲线，计算测量点的铅当量厚度。

同时应给出其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本方法也可用于检测材料的缺陷（例如撕裂、气泡等等）。如果观察到此类缺陷，报告中应给出精

确位置、性质以及相应的铅当量厚度。 

5.1.6 方法 2  数字胶片法 

除用于测定的是数字胶片例如光激励胶片或等同装置代替X射线胶片外，本方法与5.1.5中描述的测

试方法相同。其胶片的测读则采用合适的数字处理设备。 

5.1.7 方法 3  电离室法 

5.1.7.1 原理 

测试方法按照YY 0292.1-1997。通过利用发射平行光束的持续X射线发射装置来对校准铅楔和手套

试样进行连续曝光，进而连续测量所产生的衰减。X射线管的几何要求应符合YY 0292.1-1997。测量衰

减率应使用一台已给出空气比释动能率的电离室。 

测量点是一个约3.5 cm
2
的圆形表面，直径为（20±1）mm。 

5.1.7.2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应按照5.1.3中要求的测试条件，依据YY 0292.1-1997中测定铅当量（窄波束几何测试台）

的方法进行。 

5.1.7.3 报告与计算 

通过测量校准铅楔（空气比释动能率关于铅当量厚度的函数）获得的回归曲线，计算测量点的铅当

量厚度。同时应给出其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5.2 手套气密性测试（空气泄漏测试） 

5.2.1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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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气密性测试是在接近手套使用条件下检查密封箱室用手套的气密性。手套安装在一个垂直的手

套接口（单件环形接口），在其固定使用环境下，向其内部充入环境空气。手套会由于内压而升起至水

平位置，然后可以检查其泄漏情况。 

对于带袖筒的手套，袖筒也应进行完整性测试。袖筒与手套应一同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应注意

生产商在产品信息中给出的固定方法。 

5.2.2 取样 

至少取2个样品。 

5.2.3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是一个配备有各种用于密封箱室手套的对应直径口径的手套接口（单件环形接口）的垂直

面板。垂直面板将手套的开口密封，配备有自带一个充气阀和一个压力表的各种尺寸口径的手套接口（单

件环形接口）。压力表的测量范围为0～10 kPa，精度等级不低于2.5级。设备应另配备一个计时器。测

试设备示例图见图1。 

 
                     a）手套接口测试                                        b）环形接口测试                 

说明： 

1——手套接口或环形接口 

2——测试手套 

3——面板 

4——计时器 

5——输入气流（10 kPa） 

6——密闭阀 

7——压力表（0～10 kPa） 

8——密闭面板 

图1 手套气密性测试（空气泄漏测试）装置示例图 

5.2.4 测试步骤 

待测试的手套（或带袖筒的手套）被安装在与手套开口（单件环形接口）相同直径的手套接口（单

件环形接口）上。手套（或带袖筒的手套）在环境温度下充气至3 kPa。此压力应能使手套（或带袖筒

2 1 

7 7 

6 

5 5 

3 

4 4 

1 

2 

8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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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套）维持在水平位置（此压力比使用压力要高）。如果手套（或带袖筒的手套）由于圆珠的原因（归

于高压）无法维持在测试面板上的话，可以使用附件（胶带、夹持环）来确保试样固定在测试面板上。

如果有这种情况，则生产商应在产品信息里明确说明可使用的附件以及相应的性质。 

然后关闭空气压力阀，1 h后测量手套内部压力。 

某些手套（或带袖筒的手套）由于其材料、厚度及形状，不能充气至3 kPa。在此情况下，则手套

被充气至尽可能高的压力。测试压力应在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信息里明确说明。 

5.2.5 结果报告 

应在报告中说明测试手套（或带袖筒的手套）的数量，使用的附件，以及测试环境。 

5.3 耐臭氧龟裂的测定（静态拉伸法） 

5.3.1 测试条件 

测试应在温度（40±2）℃，臭氧浓度（100±10）mg/m
3的环境下进行。测试持续时间应为4 d。 

5.3.2 取样 

至少取2个样品。 

5.3.3 测试方法 

按照GB/T 7762进行测试。 

5.3.4 结果表述 

结果应以表3中给出的性能等级的形式给出。 

5.4 连接部件拉力测试（袖筒与手套） 

根据生产商的说明书安装相应连接部件。如果手套本身不能承受100 N的拉力，则使用可以满足要

求的替代品。将连接部件的一头连在固定夹具上，另一头连在可移动的夹具上。沿纵向提升拉力至100 N。 

记录100 N时各部件及整体是否完好。 

6 标识 

防护手套的标识应符合GB/T 12624-2009中的标识要求。同时，相应的图形标识（图2和图3）也应

标注。图形标识应有本标准号与年号。其他手套上或者最小包装上的标识应由生产商自行设计（如：材

料性质：丁基合成橡胶）。 

防化学品手套应标注GB 28881-2012中的图形标识。 

注：手套的参考信息可遵循EJ/T 1175.2-2004中的信息条款。 

对于防放射性污染物的手套，应使用图2所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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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防放射性污染物图形标识 

对于防电离辐射的手套，应加上图3所示标记。该标识应说明铅当量厚度（单位mm），并说明测试

条件（举例：“X-70 kV-0.10 mm Cu； X-100 kV-0.25 mm Cu； X-120 kV-0.40 mm Cu；X-150 kV-0.70 

mm Cu”）。对于在不同部位有不同铅当量厚度的手套，应明确标准各部分对应的铅当量厚度。 

 

图3 防电离辐射图形标识 

7 产品信息 

7.1 产品信息应满足GB/T 12624-2009中的信息要求。同时，还应提供以下的信息： 

a) 手套的适用场合； 

b) 使用限制； 

c) 防护材料的铅当量厚度； 

d) 依据 GB 24541-2009 的机械性能等级； 

e) 依据 GB 28881-2012 的化学品防护种类及穿透测试结果； 

f) 对于密封箱室使用的手套的特别说明如下： 

1) 带有圆珠的手套：圆珠直径、袖口直径或可固定手套的手套接口的直径； 

2) 对于有支承环的手套：支承环的直径或者支承环可配套使用的环形接口直径，支撑袖管的

直径； 

3) 如有必要，水蒸气渗透性的结果（信息）； 

4) 如有必要，完整性测试中使用的配件； 

5) 完整性测试的测试压力； 

g) 防电离辐射的防护手套的信息应包含： 

1) 应增加特别的警告，说明不能使用高原子序数材料的手套来防护高 β能量的辐射，以避免

产生轫致辐射。 

2) 对于在不同部分有不同铅当量厚度的手套，各部分铅当量厚度应详细说明。 

h） 暴露在臭氧环境下的防护手套的信息应有耐臭氧龟裂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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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手套，应告知用户应在手套有效期内，进行检查以确保手套的防护能力或者防护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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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特殊用途测试 

A.1 总则 

应特别注意测试条件与作业场所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手套的老化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 

——与化学品接触； 

——机械打击； 

——电离辐射。 

为确保设备性能等级没有下降，使用者应在使用期内定期进行检查。 

另外，如果有特殊用途需要说明，则应按照B.2及B.3进行相应的特殊用途测试。 

B.2给出了抗化学测试的详细要求。 

B.3给出进行抗电离辐射的特殊用途测试的基础。这些测试建议在手套需要暴露在高等级辐射下的

前提下进行。由于手套的材料以及辐射性质的多样性，建立一种通用的模拟电离辐射环境下的测试条件

就变得非常复杂。因此，本附录给出了在开始此项测试前必须确定的基本参数。 

A.2 特殊用途测试：抗化学品 

A.2.1 本附录给出了包括手套在化学试剂中的老化性能的特别化学测试，以满足使用者的相应需求。 

A.2.2 测试的形式取决于手套材料的性质以及危害的种类（酸、氯化溶剂、芳香族溶剂、电离物质等

等）。测试利用初始拉伸强度和伸长、以及最终拉伸强度和伸长，来衡量老化程度。或者利用其它客

户要求的某种参数的百分比。测试条件应由危害种类以及防护等级来确定。 

A.3 特殊用途测试：抗辐射 

本要求仅针对于可能处于高强度辐射条件下的手套（如在密封箱室中的手套），此类手套的机械性

能有可能会有所调整。在此前提下，应优先考虑通过辐射测试检查材料的抗辐射性都而非选择手套材料。

测试条件应在考虑以下因素后确定： 

——辐射的性质与能量； 

——空气中的放射剂量率； 

——测试剂量； 

——外部环境； 

——温度； 

——机械压力等； 

——样品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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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蒸气渗透性的测试 

B.1 概述 

使用于密封箱室的手套在无水环境中作业时，经常会有要求抗水或者水蒸气的隔水层。水蒸气渗透

性的测定可以作为手套选择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本附录通过给出测试方法，提供了对手套渗水性的评

估方法。 

注：本附录给出的方法适用于有一定抗水蒸气通过能力的隔水材料，不同于在GB/T 12624-2009中测定皮革渗水性的

测试方法。 

B.2 测试方法 

B.2.1 原理 

本测试的目的是确定弹性材料的水蒸气渗透性。在本方法中，一定量的干燥剂由一片测试材料密封

在一个盘状容器中。盘状容器极其配件置于调试好的大气环境中。水蒸气的透过率则由盘状容器整体增

重率来计算。 

B.2.2 设备与材料 

B.2.2.1 测试盘 

使用尺寸可以便于使用于天平上的浅口铝盘。 

测试盘（见图B.1）应准确保证试样的通气面积，并且在铝盘与浅盘接触面上用蜡封来保证水蒸气

不会从试样边缘渗透通过。 

图中盘与盖的尺寸均为内径，仅整体尺寸为外径尺寸（见表B.1）。 

表 B.1 测试盘的尺寸 

测试面积 d1（cm） d2（cm） d3（cm） d4（cm） d5（cm） 

50 cm2 8.0 9.0 7.98 7.8 9.6 

25 cm2 5.7 6.6 5.64 5.4 7.2 

测试面积尺寸为 50 cm2 及 25 cm2。 

推荐材料：20标准线规（0.914 mm）铝板 

B.2.2.2 称重盖 

如果测试盘需从实验柜或实验室中移出，则每个测试盘应有铝盖盖上，以最低程度地降低试样离开

控制大气环境后发生的重量变化。 

图A.1给出了切割及密封样品可行的测试盘及其模板的设计。使用给出的尺寸，测试面积50 cm2可

以得到。测试盘及其盖盘应使用20标准线规（0.914 mm）铝板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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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cm 

 

 

图 B.1 水蒸气渗透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B.2.2.3 天平 

天平精度应不低于±0.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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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4 测试柜 

测试柜应有柜架以支撑测试盘，并有给出相对湿度（50±5）%，温度（25±2）℃的流通气流的空气

调节装置。 

特别应注意测试柜可以保证水份摄取的程度不会导致相对湿度降低至允许范围之下。 

B.2.2.5 干燥剂 

所用的干燥剂，应能使测试盘内的相对湿度在测试期间上升小于2 ％。无水氯化钙是合适的，并应

以细颗粒状的形式使用，为10〜20目大小为宜。 

B.2.2.6 蜡 

密封用蜡应能确保与试样表面以及测试盘贴合紧密。蜡在室温下应不易碎裂。蜡的相对稳定性以及

不吸水性在本测试中非常重要，50 cm
2
的蜡表面面积暴露于90 ％相对湿度和38℃下24 h，重量变化应

小于1 mg。 

B.2.2.7 厚度测量设备 

试样厚度测量应精确到mm，测试设备参照GB/T 2941-2006。 

B.2.3 试样 

至少取2片试样。 

B.2.4 步骤 

测试样品使用一个模板固定进行测试，该模板直径可达测试盘环形凹槽的中间位置。 

样品厚度根据GB/T 2941-2006测得。 

测试盘中装填有距支承环1 mm至3 mm的干燥剂，试样在支承环与测试盘之间。对于多层手套，外表

面置于测试盘的内部，内表面向外。密封蜡注于测试盘与试样之间。熔融的蜡注于环形槽内，直至蜡与

模板上表面齐平。如蜡中有气泡，则应使用小型空气枪打破。当蜡硬化后，移去模板。 

检查测试盘，确保密封符合要求，并去除在外侧多余的蜡。将测试盘的装填与密封需尽可能快，以

最大程度减少从大气中吸收的水蒸气。应小心不要破坏测试面积，不要使干燥剂与试样直接接触。可以

使用凡士林薄膜在密封前贴在斜面边缘上，以帮助模板从蜡上取出。在下表面残余的薄膜应去除。 

准备好所需的测试盘后，置于湿度控制箱。应在合适间隔中进行充分次数的连续称重，直至盘内相

对湿度超过2 %。将每个测试盘的增重累积（精确至mg），与其在湿度控制箱中的暴露时间作为坐标两

轴。当有3个点，最好是4个点的位于一条直线上时，停止测试。2次连续称重的重量差应小于1%。如有

可能，将实验柜与天平置于一个房间内以保持恒定的温湿度环境。约八个测试盘从实验柜（即湿度控制

箱）中同时取出并盖上相应的盖子。测试盘应冷却至与室温基本相同。 

完成称重后，移除盖子，并将测试盘立即重新放入实验柜中。在连续称重过程中，应严格保持同样

的测试路线与时间表。 

B.2.5 报告、计算与结果 

水蒸气渗透性应以24小时内在温度25℃，相对湿度50 %的环境条件下每平方米增重克数表示。同

时应给出试样厚度。 

渗透性由之前所作关于增重与暴露时间的坐标图的斜率计算而得。该斜率是能穿过各记录点的最佳

直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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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渗透性则按式(B.1)计算： 

240 x
P=

A y




   ············ (B.1) 

式中： 

P——渗透性，单位是g/（m
2
·d）； 

X——单位时间间隔的增重量，单位是mg； 

Y——间隔时间，单位是h； 

A——暴露面积，单位是cm
2
。 

对应的测试结果由制造商提供的信息给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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