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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亨通高压海

缆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缆藤仓电缆有

限公司、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扬州曙光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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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吴长顺、孙利、杨娟娟、黄宇、贾欣、陶君、徐建中、刘晓东、滕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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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薛建林、周忠义、刘焕新、许启发、卞佳音、朱智恩、陈杰、严有祥。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

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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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压电缆缓冲层烧蚀问题困扰了高压电缆界近二十年，标准参与单位组建的“高压电

缆缓冲层特性联合研究战略合作平台”，经过二年多时间的专心研究、反复试验验证、事

故调研和分析研究，对高压电缆缓冲层烧蚀的成因机理有了充分的了解。虽然 JB/T10259

《电缆和光缆用阻水带》标准中给出了一些性能项目和指标，但从二十几年的使用情况看，

高压电缆出现的缓冲材料发白、烧蚀、电缆击穿等故障现象，与对半导电聚酯纤维缓冲带

材料的特性了解不深入有关，特别是在高压电缆结构设计不合理或与其他材料相容性未掌

握，以及对缓冲层材料特性或性能指标及其测试条件未明确规定有关。仔细分析 JB/T10259

标准中阻水带的技术指标要求，其更侧重于通信电缆和光缆的要求，与高压电缆对缓冲层

材料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针对缓冲层材料和高压电缆结构研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

故障电缆的成因机理，作为编写制定此标准的依据，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适合高压电缆用

缓冲层材料的考核要求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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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26/35kV以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26/35kV以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的代号、型号、

规格及产品表示方法、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26/35kV以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的制造、验收

和使用。     

此标准中涉及到的考核指标不适用于取自成品电缆中的缓冲层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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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10  电工术语  电缆 

GB/T 2951.11-2008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1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厚度

和外形尺寸测量——机械性能试验 

GB/T 2951.12-2008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12部分:通用试验方法——热老

化试验方法 

GB/T 3048.3-2007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3部分: 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常态下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 

指针式测厚仪接触压力不超过0.005N/mm
2
下的半导电缓冲带厚度。 

3.2 负重状态下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 

指针式测厚仪接触压力在0.05N/mm
2
下的半导电缓冲带厚度。 

3.3 阻水速率 

阻水型半导电缓冲带在一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的阻水距离。 

3.4 表面电阻 

在一定测试条件下半导电缓冲带表面二电极之间施加直流电压与流过的电流之商。 

3.5 体积电阻率 

在一定测试条件下半导电缓冲带内直流电场强度与稳态电流密度之商。 

3.6 体积电阻率分散性系数 

    在半导电缓冲带一定面积上测得一组体积电阻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商。 

 



T/CAS XXX—201X 

2 

4 使用特性 

4.1 最高长期允许工作温度 

正常运行时，半导电缓冲带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90℃。 

5 代号、型号、规格和产品表示方法 

5.1 代号 

5.1.1 系列代号 

半导电缓冲带 …………………………………………………………………………………………BH 

5.1.2 类别代号 

非阻水型………………………………………………………………………………………………省略 

阻水型………………………………………………………………………………………………… Z 

单层非织造布………………………………………………………………………………………… D1 

双层非织造布复合…………………………………………………………………………………… D2 

非织造布与蓬松纤维层复合………………………………………………………………………… D3 

5.2 型号 

半导电缓冲带产品型号及名称见表1。 

表1 型号及名称 

型 号 名  称 

BH-D1 半导电缓冲带 

BH-D2 双层非织造布复合半导电缓冲带 

BHZ-D2 双层非织造布复合半导电缓冲阻水带 

BH-D3 非织造布与蓬松纤维层复合半导电缓冲带 

BHZ-D3 非织造布与蓬松纤维层复合半导电缓冲阻水带 

5.3 规格 

产品规格用产品的标称厚度×宽度〔单位均为毫米（mm）〕表示。 

5.4 表示方法 

产品应用型号、规格、盘长及本技术规范编号表示。 

示例：标称厚度1.50mm，宽度为40mm，长度600m的双层非织造布复合半导电缓冲阻水带，表示为

BHZ-D2 1.50×40-600 XXXXXXXX-2019。 

6 技术要求 

6.1 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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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电缓冲带应由半导电材料、非织造布或非织造布和蓬松型纤维材料复合而成或具有类似功能的

高聚物材料。 

半导电缓冲阻水带应由半导电材料、高吸水材料、非织造布或非织造布和蓬松型纤维材料复合而成

或具有类似功能的高聚物材料。 

半导电缓冲带或半导电缓冲阻水带应与铝、铜、铅等金属材料和电缆绝缘屏蔽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 

6.2 外观 

半导电缓冲带或半导电缓冲阻水带应表面平整、无皱褶和折痕、幅边无裂口、无分层，成盘后应卷

绕紧密、盘面光滑。 

6.3 厚度、宽度和长度 

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宽度和长度见表2。 

表2 厚度、宽度和长度 

型号 标称厚度及公差（mm） 宽度（mm） 长度及公差（m） 

BH-D1 0.50±10%  

 

推荐值：35、40、45、50，

60，80，也可以供需双方

商定。 

 

 

 

推荐值：500±5、600±5、700±5、

800±5，也可以供需双方商定。 

BH-D2 1.00±10% 

BHZ-D2 1.00±10% 

BH-D3 1.50±10% 

2.00±10% 

BHZ-D3 1.50±10% 

2.00±10% 

常态下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不超出产品的标称厚度及公差范围，负重状态下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不

大于标称厚度（含上公差）的80%（BH-D1型除外）。 

6.4 其他性能要求 

6.4.1 体积电阻率及分散性 

产品的平均体积电阻率应不大于5.0×10
3
Ω•cm，分散性系数不大于5。 

6.4.2 表面电阻 

产品的表面电阻应不大于350Ω。 

6.4.3 酸碱度 

产品的pH值不超出7.2±0.3。 

6.4.4 热冲击 

产品经280℃、3min.热冲击后，不应出现明显的收缩、分层、卷边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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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判据图： 

 

原始试件                        热处理后试件 

不合格判据图： 

 

 

             原始试件                        热处理后试件 

6.4.5 阻水速率 

阻水型半导电缓冲带材料的平均阻水速率不应大于20mm/h。 

6.4.6 含水率 

成品的含水率不大于7%。 

6.4.7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及其变化率 

当产品标称厚度≤1.50 mm时，抗张强度应≧3.2 N/mm；当产品标称厚度 >1.50 mm时，抗张强度应

≧4.0 N/mm。在100℃、168小时处理后抗张强度变化率不超出±20%。 

6.4.8 耐卷绕性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卷绕，展开后不应出现皱褶等痕迹。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检查 

取大约3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平直展开，在自然光线下，用正常视力检查样品的正反面。 

7.2 常态下厚度测量 

取大约3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沿着试样长度方向距边缘至少10mm的地方，用指针式测厚仪

测量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每边至少测量5点，取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指针式测厚仪的



T/CAS XXX—201X 

5 

矩形平测头的尺寸为长8.0±0.1mm，宽5.0±0.1mm，接触压力不超过0.005N/mm
2
。如果试件是由蓬松纤

维层组成，那么测量时矩形平测头应与蓬松纤维层接触。 

7.3 负重状态下厚度测量 

取大约3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沿着试样长度方向距边缘至少10mm的地方，用指针式测厚仪

测量半导电缓冲带的厚度，每边至少测量5点，取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指针式测厚仪的

矩形平测头的尺寸为长8.0±0.1mm，宽5.0±0.1mm，接触压力不超过0.05N/mm
2
，施加压力要平稳，指

针停稳后读数。如果试件是由蓬松纤维层组成，那么测量时矩形平测头应与蓬松纤维层接触。 

7.4 宽度测量 

取大约3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沿着试样长度方向用精度至少为0.02mm的游标卡尺，测量3

点，取3点的平均测量值作为试验结果。 

7.5 长度测量 

在23±5℃、湿度不大于60%的环境中，从防潮包装中取出被试样品，用精度为1mm的钢尺，测量并

切取(500±2)mm长的被试样品，用最小分度为0.1g的天平秤其重量，记作W1；在最小分度为100g的磅秤

称一盘半导电缓冲带的净重，记作W2。长度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L—缓冲层带的长度，单位为米（m）; 

      W1—500mm长半导电缓冲带的试样重量，单位为克（g）; 

      W2—一盘半导电缓冲带的净重，单位为千克（kg）。 

7.6 体积电阻率及分散性系数测量 

取大约10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沿着试样长度方向大约相距250mm的三个地方作为测量段，

在样品的每个测量段处大约在30mm长、样品宽度的矩形面积上不同部位测量十次。按附录A的方法进行

半导电缓冲带的体积电阻率试验和分散性系数的计算。 

打开试样防潮包装后，所取试件应在（23±5）℃、湿度在（50±5）%的环境中保持不超过2小时的

条件化处理。 

7.7 表面电阻测量 

取大约1000mm长的被试半导电缓冲带，沿着试样长度方向大约相距250mm的三个地方作为测量段，

在样品的每个测量段处截取大约80mm长、样品宽度的矩形试件。按附录B的方法进行半导电缓冲带的表

面电阻试验。 

打开试样防潮包装后，所取试件应在（23±5）℃、湿度（50±5）%的环境中保持不超过2小时的条

件化处理。 

7.8 酸碱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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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品半导电缓冲带材上大约相距500mm的二处地方分别剪取约100cm
2
的试件，按附录C方法进行pH

值的测量。 

7.9 热冲击测量 

从成品半导电缓冲带材上取长（55±1）mm、宽（25±1）mm的长方形试件。 

采用GB/T2951.41-2008第11.2条规定的设备，将管式电炉加热并恒温在（280±3）℃内，通入空气

流量（50±10）mL/min,把长方形半导电缓冲带材试件用细铜丝固定在瓷舟上，把带有试件的瓷舟推送

到石英燃烧管中部，开始计时，3分钟后取出带样品的瓷舟，观察试件的表观。 

7.10 阻水速率测量 

在（23±5）℃、湿度（50±5）%的环境中，从防潮包装中取出约3米长的被试样品，按附录D的规

定进行试验。 

7.11 含水率测量 

从防潮包装带中取出半导电缓冲带材截取大约长50mm三片，每片相距1米左右，作为被试样品，立

即按附录E的方法进行含水率测量。 

7.12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测量 

从防潮包装带中取出半导电缓冲带材大约长1m试样，按附录F的方法进行老化前后抗张强度测量。 

7.13 耐卷绕性测量 

从防潮包装带中取出半导电缓冲带材大约长3m试样，将试样的一端用胶布固定在外径50mm左右的光

滑圆棒上（或110kV交联聚乙烯绝缘400mm
2
的绝缘线芯），另一端用带有一定张力的手进行50%搭盖率方

式进行缠绕，至少缠绕20圈，然后再回放展开，目测样品表观。  

8 检验规则 

8.1 一般要求 

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每交货批至少抽取1件试样，也可由供需双方协议规定抽样数量。同一批号原材料、同一生产线生

产的产品为一批。 

8.2 检验类别 

8.2.1 抽样试验 

8.2.1.1 抽样原则 

在同一批次中，每一吨产品为一抽样单元，若生产批少于一吨则按一个单元计算。抽样时应在交货

批中随机抽取。 

8.2.1.2 抽样检测项目 

产品抽样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3规定。 

抽样检验项目的结果不合格时，应加倍取样进行第二次试验。仍不合格时，应对整批产品逐一进行

试验。 

产品试验项目、试验类型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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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型式试验 

8.2.2.1 型式试验样品选择原则 

应从产品批中随机抽取，样品数量应能满足全部试验项目的要求。 

8.2.2.2 型式试验检测项目 

产品型式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3规定。 

型式试验项目应全部符合标准要求。  

8.2.2.2 型式试验实施原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投产后，如原材料、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c)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抽样试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买方要求时。 

表3 产品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要求条文号 试验类型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查             6.2        T、S         目测 

2 厚度             表 2        T、S       第 7.2 条和第 7.3条 

3 宽度 表 2  S 第 7.4条 

4 长度  表 2  S 第 7.5条 

5 体积电阻率及分散性 6.4.1 T、S 第 7.6条 

6 表面电阻 6.4.2 T、S 第 7.7条 

7 酸碱度 6.4.3 T、S 第 7.8条 

8 热冲击 6.4.4 T、S 第 7.9条 

9 阻水速度 6.4.5 T、S 第 7.10条 

10 含水率 6.4.6       T、S 第 7.11条 

11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 6.4.7 T、S 第 7.12条 

12 耐卷绕性 6.4.8 T、S 第 7.13条 

   

9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9.1 标识 

在检验合格的半导电缓冲带最小包装物上应贴有标签，其上应注明： 

a)产品型号、规格； 

b)产品的商标或生产企业名称； 

c)产品执行标准； 

d)生产日期； 

e)生产企业的联系方式。 

9.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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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或由多盘半导电缓冲带组成发货单元的产品应装入塑料包装袋内，并进行抽真空、密封处置。

无论采用什么类型的包装，都必须具有防潮措施。发货的包装物上应有明显的运输箱牌，其上应标明： 

a)到货地址; 

b)收货单位； 

c)产品批号； 

d)产品名称、型号和规格； 

e)件数、毛重和净重； 

f)生产日期； 

g)生产商地址、电话和联系人信息。 

包装物应有明显的“防潮”、“小心轻放”等字样和标识。 

9.3 运输 

产品运输时应采取防潮、防水措施，并不应与易燃品同车运输。 

9.4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干燥的不受污染的仓库内，防止雨淋与曝晒，不应与易燃品、强氧化剂一起堆放。储

存期应为生产之日起的半年，超过半年存储期的，应重新按本标准第6.4.6条进行考核，检验合格后方

可投入使用。 

 

 

 

  



T/CAS XXX—201X 

9 

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体积电阻率试验方法和分散性系数计算方法 

A.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半导电缓冲带材体积电阻率的测量和体积电阻率分散性系数的计算方法。 

A.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半导电电阻测试仪的要求：用数字式万用表或符合GB/T3048.3要求的半导电电阻测试仪器； 

2）电极要求：下电极为20×20×（5-10）mm的铜板电极，上电极为8×5×5（左右）mm的铜矩形电

极； 

3）电极上的负荷：在上电极上施加的负荷为210g（约0.05N/mm
2
）; 

4) 绝缘垫板：至少60×40mm，绝缘电阻大于10
12
Ω。 

A.3 试验步骤 

A.3.1 试验回路 

按图A1所示，将下铜板电极置于绝缘垫上，按第7.6条的要求选择试样的测试部位并置于下铜板电

极上，然后将上矩形铜电极置于试样上（如样品由蓬松纤维层组成，则蓬松纤维层朝上），并与下铜板

电极相对应，再在上矩形电极上施加规定的负荷。 

 

A.3.2 数据测量 

每个测量点按图A1所示的设置，随后进行电阻测量，共计测量30次。 

A.4 结果计算方法 

A.4.1 体积电阻率计算 

体积电阻率按公式（A.1）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A.1)  

式中：ρ—体积电阻率，单位为欧姆厘米（Ω• cm）; 

      R—测得的试样体积电阻，单位为欧姆（Ω）; 

      A—上电极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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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试样负重状态下的厚度，单位厘米（cm）。 

  取30个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A.4.2 体积电阻率分散性系数计算 

   选取 30 个测量数据中最大的 ,记作 ；选取 30 个测量数据中最小的 ,记作 ，那么体积电

阻率分散性系数α用公式（A.2）进行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A.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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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表面电阻试验方法 

B.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具有半导电缓冲带材表面电阻的测量。 

B.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半导电电阻测试仪的要求：用数字式万用表或符合GB/T3048.3要求的半导电电阻测试仪器； 

2）电极要求：二个铜材质平行电极，二个相邻边间距30mm，电极尺寸长为30，宽度为5mm，为了保

证电极的压强，负荷尺寸见图B2所示。二个电极用绝缘件连接，确保二电极间的绝缘电阻大于10
12
Ω。 

3）绝缘垫板：至少60×40mm，绝缘电阻大于10
12
Ω。 

B.3 试验步骤 

B.3.1 试验回路 

按图B1所示，按第7.7条的要求选择试样的测试部位并将试件置于绝缘垫上（如样品由蓬松纤维层

组成，则蓬松纤维层朝上），然后将矩形铜电极（含负荷）置于试样上，测量试样长度方向上的表面电

阻。 

 

B.3.2 数据测量 

每个测量点按图B1所示的设置，随后进行电阻测量，共计在不同的试样部位测量3次。 

B.4 结果计算方法 

三个试件测量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为半导电缓冲带的表面电阻，单位为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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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pH值的试验方法 

C.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高压电缆半导电缓冲带材的pH值。 

C.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梅特勒多参数测试仪（pH测试）或类似的测量仪器 ； 

2）30cm钢直尺，精度1mm； 

3）1000mL的烧杯； 

4）硅胶或类似材料的干燥器 

C.3 试验 

C.3.1 试验步骤 

C.3.1.1 将半导电缓冲层带材放入干燥器中进行大约24h的干燥处理，然后裁取80cm
2
大小的试样，剪切

成大约30*30mm大小的方块，如果试样是二层含阻水粉的复合结构，剪切时注意不要使内部阻水粉脱落。 

C.3.1.2 梅特勒多参数测试仪或类似的仪器校准，采用4.01和7.00缓冲剂两点校准。 

C.3.1.3 量取500ml的去离子水，把制取的缓冲层材料和去离子水放入烧杯中，每隔20分钟搅拌一次，1

小时后测量pH值。 

C.3.2 数据测量 

共计测量二个试件。 

C.4  结果计算方法 

二个试件测量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为半导电缓冲带的pH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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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半导电缓冲带阻水速率试验方法 

D.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高压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带材在一定条件下的阻水速率。 

D.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阻水速率测量装置，如图D1所示，由产生水压的装置、皱纹铝护套结构模拟装置等组成； 

2）米尺，精度1mm； 

3）计时器。 

D.3 试验 

D.3.1 试验步骤 

D.3.1.1 从防潮包装中取出成品半导电缓冲带，剪取三个试件，每个长度1000mm。 

D.3.1.2 将三个试件重叠放置于阻水速度试验装置的槽内，如果试件有蓬松纤维层，则应朝上。 

D.3.1.3 用厚度调节旋钮调节上夹具的位置，使得上夹具与槽底板的间距为2倍的试样标称厚度。 

D.3.1.4 调节阻水速率试验装置处于水平状态，在水压装置中加去离子水，使得水液面距离上夹具高度

为1000mm，立刻计时。 

D.3.1.5 24h后，去除水压装置或关闭供水，打开上夹具,测量单边水渗透的最大距离L(mm)。 

 

                                 图D1：阻水速率试验装置 

D.4  结果计算 

阻水速率 V=L/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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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含水率试验方法 

E.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高压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带材的含水率的测试，也适用于存储一定时间后的半

导电缓冲带材的含水率测试。 

E.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分析天平，精度0.1mg； 

2）自然通风烘箱； 

3）干燥器皿； 

4）计时器。 

  

E.3 试验 

E.3.1 试验步骤 

E.3.1.1 将截取的三片50mm长半导电缓冲层带材试样放入干燥器中进行干燥处理，大约持续4h，然后从

干燥器中取出后立即剪取并称重约10克左右，精确到0.1mg，分别记作W01、W02、W03。 

E.3.1.2 将三片试件放入100℃的烘箱中处理24小时，三个试件在烘箱中放置的距离大于20cm。 

E.3.1.3 从烘箱中取出试件，在10分钟内分别称重，精确到0.1mg，分别记作W11、W12、W13。  

E.4  结果计算方法 

 

 

 B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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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老化前后抗张强度试验方法 

F.1 概述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高压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带材的老化前后抗张强度测试。 

F.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如下： 

1）非金属材料拉力试验机，精度1N； 

2）游标卡尺；   

F.3 试验 

F.3.1 试验步骤 

F.3.1.1 在截取的1米样品上，沿长度方向用裁剪刀剪切10个试件，试件尺寸为长60mm，宽25mm，5个试

件用于老化前、5个试件用于老化。  

F.3.1.2 按GB/T2951.12的要求和方法进行老化试验，老化条件为100℃/168小时。老化结束后放置16

小时与原始试件一起进行拉伸试验。 

F.3.1.3 拉伸试验，按GB/T2951.11的要求进行拉伸试验，拉伸速度100±10mm/min.,拉力单位为N。  

F.4  结果计算方法 

F.4.1 计算方法 

   抗张强度σ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σ为抗张强度，N/mm； 

             F 为拉力,N。 

抗张强度老化前后变化率ε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ε为抗张强度老化前后变化率，%； 

             σ1、σ2分别为老化前、后抗张强度,N/mm。 

F.4.2 试验结果 

取 5个试件测试数据的中间值作为抗张强度试验结果。计算的ε作为抗张强度变化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