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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胶砂试体养护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胶砂试体养护箱(以下简称养护箱)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及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按GB/T 17671-1999进行强度检验的水泥胶砂试体养护箱:也可适用于指定采用本标

准的其他水泥试验方法用试体养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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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7671-1999 水泥胶砂强度试验方法(ISO法)(idt ISO 679:1989)

    JJG 205 《气象用毛发湿度表、毛发湿度计》检定规程

    JJG 718 《温度巡回检测仪》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水泥胶砂试体养护箱 Curing box for cement motar specimens
    一种人工气候试验箱。其功能是能使箱内每一区域的人工气候达到GB%T 17671-1999中4. 1对养护

温湿度的要求。

4 技术要求

4. 1 外观

    整洁，平整，无凹陷、掉漆、划痕和损坏，标识完整、清晰、明了。

4.2 结构

4.2.1 箱体的结构应能保证在取放试体时，能有效防止箱体外温湿度的影响。箱体内壁由耐锈蚀材料
或经防锈处理的材料制作。箱壁应有隔热层。启动养护箱，温度平衡后，其隔热效果应达到如下要求之

    a) 环境温度为00C-35℃时，控制温度20℃士1℃空载运行率应不超过70%;
    b) 环境温度为20℃士2℃时，控制温度20℃士1℃空载运行率应不超过50%,

4.2.2 箱内蓖板应呈水平放置。在额定试验容量内蓖板最大挠度不超过蓖板长度的1%,
4.2.3 空载运行24 h后，养护空间内无滴水现象。
4.3 电器性能

4.3.1 整机绝缘电阻大于2 MS2o

4.3.2养护箱工作时，制冷机和相关运转设备的工作噪声声压级应<-65 dB (A)，并无明显震动。
4.4 使用性能

4.4.1 在0'C -35℃的环境下 养护空间的温度能自动控制在20℃士1 0C，相对湿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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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在一个控温工作周期内，同一层左右两侧距内壁50 mm处的温度相差应小于0. 5 0C，最上层和最
下层之间的温度极差应小于0. 8 0C ,

4.4.3 温度显示值可通过人工校正，其显示值与温度传感器固定位置的实测温度相差应小于0. 5̀C,

4.4.4 具备湿度显示器的，其示值与箱内实测湿度的误差应在一3 % RH-5 % RH范围内。
4.5 耐运输颠簸性能

    养护箱在包装条件下，应能承受运输颠簸试验而无损坏。颠簸试验后，养护箱在开箱后静止4h以
上，不经修调仍应全面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5 检验方法

5.1检验条件
    检验应在本标准4.2.1所规定的温度条件下进行。

5.2检验用计量标准和辅助设备

    a) 温湿度检测仪:温湿度检测仪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b) 直尺:分度值不大于0.5mmo

    C) 水平仪:精度不低于0. 5/1000:

    d) 钟表:

    e) 声级计:

    f) 兆欧表:额定直流电压500 V.准确度不低于2.5级;

    9) 有关检验用的其它通用工具和量具。
5.3 对4.1外观的检查

    目测检查

5.4 对4.2结构的检测

5.4.1 对4.2. 1运行率的检测:用钟表检测4.2. 1中的a或b。当养护箱内的温度达到控制目标并稳

定后用钟表测出养护箱在环境温度下两个控温工作周期(恒温、工作、恒温、工作)的工作时间和总时间，
然后用工作时间除以总时间。

5.4.2 对4.2.2蓖板的检测:用水平仪、直尺和与试验容量相当质量的物体检测。

5.4.3 对4.2.3滴水现象的检查:目测检查。
5.5对4.3电器性能的检测
5.5.1 对4.3. 1绝缘电阻的检测

    用兆欧表进行。

5.5.2 对4.3.2噪声的检测

    a) 声级计传声器面向声源，且与水平面平行:

    b) 传声器距地面高度为1.5 m:

    C)传声器与养护箱间的距离为1 m;
    d) 沿养护箱周围的测量点应不少于六点，以各测量点中测得的最大值作为养护箱工作时的噪声。

5.6 对4.4使用性能的检测

    用温湿度检测仪检测。检测时将温湿度检测仪的传感器分别置于最上层的左右两点、最下层的左右

两点以及中间靠近养护箱的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的附近，读取检测仪的检测数据以及养护箱显示器的温湿
度值。同层温差以最大者计，上下层温差以最大极差计。

5.7 对4.5耐运输颠簸性能的检测

    养护箱的耐运输颠簸性能可使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
    a)养护箱的包装按正常的运输状态紧固安装在碰撞台的台面上，以近似半正弦波的脉冲波形进行
        碰撞试验，试验时选用的严酷等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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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加速度loom/s̀士10 m/s̀，脉冲持续时间llms士2 ms，脉冲重复频率60次/min-100次/min碰

撞次数1 000次110次:

    b) 养护箱包装件装到载重量不小于4t的载重汽车车厢后部，以25 km/h-40 km/h的速度在三级

        公路的中级路面上进行100 km以上的运输试验。

    养护箱经碰撞试验或运输顺簸试验后，不经调修，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全面检查，其结果应满足本

标准4.5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 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为第4章除4.5外的全部内容。出厂检验的主要项目的实测数据应记入随机文件中。

6.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第4章的全部内容。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检定:

    b) 产品正式生产后，其结构设计、材料、工艺以及关键的配套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
          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3 判定规则

6.3. 1 出厂检验

    每台养护箱均符合出厂检验要求时判为出厂检验合格。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判为出厂检验

不合格。

6.3.2 型式检验

    当批量不大于50台时，抽样两台，若检验后有一台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当批量大

于50台时，抽样五台，若检验后出现两台或两台以上的不合格品，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7 随机文件

随同养护箱提供下列文件: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产品出厂合格证;

c) 检验报告;

d) 装箱单。

标志 及包装

8.百 标志

8.1.1养护箱应具有铭牌，其内容包括:

    a) 养护箱名称;

    b) 养护箱型号;
    c) 生产日期;

    d) 生产编号;

    e) 制造厂家

8.1.2 包装箱上的收发货标志应符合GB/T 6388的规定。
8.1.3 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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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包装标志应不因时间久长或雨水冲刷而模糊不清。
8.2 包装

8.2.1养护箱应牢靠地固定在包装箱中，确保运输安全可靠。
8.2.2 包装箱所选用的材料和结构应能防止风砂和雨水侵入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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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温湿度检测仪

A.1 总则

    温湿度检测仪是检测水泥胶砂试体养护箱内的温度、温度场以及湿度的检测仪器。

A. 2 蓦本要求

    温湿度检测仪由温度传感器和测量仪表组成。温度传感器至少具有六根，能同时检测五点的温度和

一点的湿度。湿度的检测根据干湿球湿度计的原理进行。温湿度检测仪应具有巡检功能和打印功能，打
印结果为养护箱中间位置的温度、湿度以及上下同层温度差、上下层温度差.

A. 3 技术要求

A. 3. 1 温度测量范围:0'C-400C a

A. 3. 2 测温准确度:士0.20C>

A. 3. 3 测湿准确度:小于3% RHo

A. 4 校准周期

    一年或遇异常情况时校准后使用。

A. 5 计f、校准方法

A. 5. 1 温度按JJG 718《温度巡回检测仪》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
A. 5. 2 湿度按JJG 205《气象用毛发湿度表、毛发湿度计》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