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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参照JC/T 936-2004 标准，开发了渗油性测试方法（附录C）。 

本标准由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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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的分类、原材料、技术要求、试样及试件制备、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多元醇和多异氰酸酯为主要原料的气雾罐装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简称PU填

缝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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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T 936-2004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 

GB/T 6343 泡沫塑料和橡胶 表观（体积）密度的测定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 8811硬质泡沫塑料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 13042 包装容器 气雾罐 

3 术语和定义 

类别 

PU填缝剂按包装结构分为枪式（Q）和管式（G）。 

级别 

PU填缝剂按拉伸粘结强度、剪切强度和发泡倍数的大小高低分为I级、II级、III级。 

次级别 

PU填缝剂按燃烧等级分为B1、B2、B3次级别。 

产品标记 

产品按下列顺序标记:名称、类别、级别、次级别、标准号。  
示例：I 级、B2、枪式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标记为: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 Q-I-B2-T/CPUIA 00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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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外观 

PU填缝剂的各级产品在气雾罐中为液体，喷射出的物料为颜色均匀的泡沫体，无未分散的颗粒、杂

质，固化后为泡孔均匀的泡沫塑料。 

物理性能 

PU填缝剂的物理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PU 填缝剂的物理性能要求 

 

 

 

 

 

 

 

 

 

 

 

 

 

 

 

 

 

 

 

5 试样及试件制备 

一般要求 

5.1.1 试验室标准试验条件 

试验室的标准试验条件为: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5.1.2 试样处理 

试件成型前试样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预处理24h。 

5.1.3 工具 

PU填缝剂试验用枪或管应由供方提供。 

制样后枪应立即用配套清洗剂清洗。 

试件制备 

拉伸粘结强度，剪切强度，发泡倍数，密度，渗油性试件按照附录内的要求制备；尺寸稳定性，导

热系数试件制作见JC/T 936-2004标准内 6“试样及试件制备”的内容；燃烧性试件制作见GB 8624内 5

“试样”。 

产品类型 I 级 II 级 III 级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密度，kg/m³ ≥10 

2 导热系数，35℃，W/（m·K） ≤0.050 

3 
尺寸稳定性（23±2）℃，

48h，% 
≤5  

4 燃烧性
a)
 级  符合标示等级 B1、B2 或 B3 

5 
拉伸粘结强度

b)
，

kPa 
枪式 ≥85 ≥60 ≥45 

6 剪切强度，kPa 枪式 ≥80 ≥70 ≥55 

7 发泡倍数，倍 
枪式 ≥50 ≥40 ≥30 

管式 ≥45 ≥35 ≥25 

8 渗油性 不渗油 

注：表中第 4 项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a)
燃烧性只测 B1、B2 级产品。 

b)
拉伸粘结强度采用铝板作为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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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外观 

目测，在试件制备时进行。 

密度 

按GB/T 6343 规定进行。 

尺寸稳定性 

按GB/T 8811 规定进行。试验条件为（23±2）℃，制样后72h测试。 

导热系数 

按GB/T 10294规定进行。试验点平均温度35℃。 

燃烧性 

按GB 8624规定进行，按平板材料类测试，采用边缘点火。 

拉伸粘结强度 

按附录A进行。 

剪切强度 

按附录A进行。 

发泡倍数 

按附录B进行。 

渗油性 

按附录C进行。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生产厂应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每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 

a）外观；  

b）密度；  

c）发泡倍数。 

7.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涉及本标准所有检验项目：  

a）  新产品试制或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c）  产品的原料、配比、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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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批与抽样规则 

以同一配方、同批原料、同一规格生产的100000支PU填缝剂为一批，不足100000支也为一批。从中

随机抽取六支，其中三支供试验用，三支留样。 

判定规则 

7.3.1 单项判定 

燃烧性、发泡倍数每个试件符合要求时，判该项目合格；其余项目算术平均值符合要求时，判该项

目合格。 

7.3.2 综合判定 

检验结果符合第4章全部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外观质量若不符合4.1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检验结果中，若有二项或二项以上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允许在同批产

品中加倍取样进行单项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每支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标有：  

a） 产品名称； 

b） 产品标记； 

c） 标示容量和发泡倍数； 

d） 生产日期，保质期； 

e） 商标；            

f） 厂名、厂址；  

g） 有害物质和易燃品标志； 

h） 使用方法； 

i） 安全注意事项。 

包装 

8.2.1 包装材料 

产品用耐压金属罐包装，其技术性能应符合GB 13042的要求，其中变形压力不小于1.5MPa，爆破压

力不小于1.8MPa。 

8.2.2 包装规格 

规格可为:500ml/支、750ml/支，也可根据用户需要确定。 

运输 

运输时严禁剧烈颠簸和碰撞，避免阳光直射，装卸时严禁抛摔和倒置。 

贮存 

8.4.1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15-35）℃的通风库房内，并远离火源、热源和易燃物品，严禁倒置。 

8.4.2 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不少于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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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拉伸粘结强度与剪切强度测试方法的补充细则 

 

A.1 范围 

本文件是作为JC/T 936-2004标准中拉伸粘结强度与剪切强度测试方法的补充，增加了试件制备与

测试方法的部分细则。 

A.2 试验装置 

A.2.1 试验室 

环境为标准试验条件：温度 （23±2）℃；相对湿度（50±5）%。 

A.2.2 打磨设备 

往返振动式小型平板砂光机，如图A.1。 

 

图A.1 小型平板砂光机 

A.2.3 基材 

LD30（材质6061）牌号铝板。 

拉伸粘结强度所用铝板规格：75mm×50mm×3mm。 

剪切强度所用铝板规格：100mm×25mm×3mm。 

铝板表面用120#砂纸充分打磨（采用A.2.2打磨设备）。打磨时，施加100-150N的力，每块拉伸粘

结强度所用铝板打磨时间约1min，剪切强度所用铝板约30s；打磨过程中，注意观察砂纸的磨损情况，

及时更换砂纸；打磨好的铝板边用水冲洗，边用棉布擦拭，确保无铝粉残留，晾干或烘干后，再用丙酮

或者无水乙醇冲洗，干燥后在标准环境下分散放置至少1h。 

A.2.4 隔离物 

拉伸粘结强度试件隔离物：由硬木、PE或铝合金等不易变形的材料构成，表面做防粘处理，尺寸为

50mm×12.5mm×12mm。 

剪切强度强度试件隔离物：PE材质垫块，长宽≥25 mm，厚度2mm；或铜丝、铁丝，直径2mm。 

A.2.5 夹具 

夹子或强力胶圈。 



T/CPUIA 0001—2021 

6 

A.2.6 砝码 

500g砝码。 

A.2.7 拉力试验机 

精度不大于2N，负荷范围（0-1000）N，带有专用拉伸夹具，拉伸速度可调至5mm/min。 

A.2.8 游标卡尺 

精度0.02mm。 

A.3 拉伸粘结强度 

A.3.1 准备 

试样及试验装置等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至少放置 24 h。 

A.3.2 组装 

取两块表面清洁干燥的基材和二块隔离垫块按图A.2所示组装，两端用夹子或强力胶圈固定垫块，

制作5个试件，其内部空腔尺寸为: 50mm×50mm×12mm。 

 

图A.2 拉伸粘结强度试件 

A.3.3 试件制备 

组装好的试件竖直放在垫有报纸的实验台上，空腔内不喷水，取在标准条件下放置至少24h的样品，

振摇料罐60次，装上枪或喷管后倒转料罐，弃去前面的（30-50）g泡沫。 

将PU填缝剂注入试件的空腔（以适中的速度注入泡沫，途中不可中断，如果中断超过15s，则弃去

枪内或管内的20g左右的泡沫），至其深度约2/3处停止，2h后切除多余物料，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水平放

置7d后拆除垫块，进行试验。 

注：后膨胀小的PU填缝剂可100%填充，保证基材面完全与泡沫接触。 

A.3.4 试验 

用游标卡尺测量粘结部分的尺寸，至少测量两次求平均值；装入拉力机拉伸夹具拉伸至破坏，记录

其破坏载荷（N）。拉力机拉伸速度设置：5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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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试验结果计算 

拉伸粘结强度𝑃按式（A.1）计算： 

𝑃 =
𝐹

𝑆
× 1000 ····························································  (A. 1)  

式中： 

P       拉伸粘结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F       破坏载荷，单位为牛顿（N） 

S       试件粘结部分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试验得到五个试件的数据后，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试验结果取其余三数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小

数点后一位。 
 

A.4 剪切强度 

A.4.1 准备 

试样及试验装置等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至少放置 24h； 

A.4.2 试件制备 

A.4.2.1 以金属丝作为隔离物 

将振摇好的样品，弃去（30-50）g，分别在两块基材上注胶（每块铝板注胶泡沫条 1条，覆盖两条

标线之间的面积至少 90%），完成后进行搭接，快速将两根金属丝横放在一块基材上泡沫端部，将另一

块基材错位搭接，上压 500g 砝码（如图 A.3 所示），搭接过程要求一次成功，保证平行对齐。弃去枪

内或管内 20g 泡沫，继续重复上述的制样过程，依次完成第 2组到第 5组的试件制作。制作过程中，试

料在平面方向上自由发泡，确保泡沫层厚度为 2mm。 

 

图A.3 剪切强度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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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 以 PE 垫块作为隔离物 

将铝板a标上相隔5cm的标线，将垫块放置于其中①号标线的外侧，用夹子夹住。 

将铝板b放置于铝板a之上，顶住夹子。将垫块放置于铝板a的②号标线的外侧，用铝板b将垫块夹住，

再用夹子夹住垫块和铝板b。最后分开配对放置（见图A.4），共制作5组试件。 

 

图A.4 剪切强度试件 

将振摇好的样品，弃去（30-50）g，分别在两块基材（铝板）上注胶（每块铝板注胶泡沫条1条，

覆盖铝板两条标线之间的表面至少90%），迅速将铝板顶住夹子错位搭接，铝板上压500g砝码，整个过

程要求一次成功，保证对齐。 

弃去枪内或管内20g泡沫，继续重复上述制样过程，依次完成第2组到第5组的试件制作。 

以上两种制样方法任选其一，制作5个试件。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7d后移去砝码和垫块，切去多余物料后测试。 

鉴于操作有难度，建议制作有两根间隔5cm左右，竖直的有足够长度钉子的基材，让两块铝板倚靠

钉子操作（如图A.5），或制作其它能够帮助操作的装置保证两块铝板对齐。 

 

图A.5 剪切强度试件制作辅助工具 

A.4.3 试验 

将养护好的试件用游标卡尺准确测量粘结部分的长、宽的尺寸，尺寸至少测量两次求平均值；装入

拉力机进行拉伸剪切试验，记录其破坏载荷（N）。拉力机拉伸速度设置：5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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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试验结果计算 

剪切强度 τ 按式（A.2）计算： 

𝜏 =
𝐹

𝑆
× 1000 ····························································  (A. 2)  

式中： 

τ        剪切强度，单位为千帕（kPa） 

F       破坏载荷，单位为牛顿（N） 

S       试件粘结部分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试验得到五个试件的数据后，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试验结果取其余三数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小

数点后一位。 

 



T/CPUIA 0001—2021 

10 

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发泡倍数与密度的测试方法的补充细则 

B.1 范围 

本文件是作为JC/T 936-2004 标准内发泡倍数与密度测试描述的补充，增加了部分试件制备与测

试的细则。 

B.2 试验装置 

B.2.1 试验室 

环境为标准试验条件：温度 （23±2）℃；相对湿度（50±5）%。 

B.2.2 试验箱 

带有紧固、可拆卸装置，内部尺寸约为400 mm×400mm×400mm。 

B.2.3 垫纸 

报纸或牛皮纸。 

B.2.4 喷水壶 

可控制喷出水雾精度为1g的水壶。 

B.2.5 电子秤 

精确度为0.1g。 

B.2.6 秒表 

精确度为0.1秒。 

B.3 准备 

待测料罐、喷枪、喷管在标准测试环境下至少放置24 h。 

B.4 试件制备 

待用垫纸称重质量M1，在模框底部及内壁垫以报纸或牛皮纸，在其表面均匀喷少量水雾（喷水量控

制在20±5g）。 

取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至少24 h的样品，以大约2次/秒的速度振摇料罐30s，装上枪或管，调节

气门。 

启动秒表计时，将喷嘴沿模框底部逐行进行注胶（胶条宽度约30mm）；枪式每层12-14条（每条注

胶时不留缝隙），管式每层10-12条（每条之间留1cm的间隔），每层注胶时间控制在40-50s，注意填满

模框，不要留有空隙。 

注完一层后喷少量水雾（每层10g左右，保证充足的水分让泡沫固化，时间控制在（5±2）s，使表

面均匀润湿，迅速（间隔不超过5s）以与第一层垂直的方向注第二层胶。 

依此程序注后面几层，最上层的胶条上方喷少量水雾（未注新胶条的部分，不喷水雾）。注胶完毕

后，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24 h后拆模，继续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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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取泡沫体（含纸）的质量M2，用M2 - M1计算得到泡沫体的质量M，精确至0.1 g，撕去表面

粘覆的纸张，分别在泡沫体上、中、下部位共取5块试件（试件的取样位置离泡沫任一表面的距离大于

2cm，取样位置和数量如图B.1所示），试件不应有直径大于1cm的孔洞。尺寸为100mm×100mm×50mm。 

图B.1 取样位置示意图 

B.5 测量和称重 

试件尺寸测量：单位为mm，每个尺寸（长、宽、厚）至少测量三个位置，分别计算其平均值，计算

得到试件体积。测量时建议使用平头的千分尺，以减小误差。 

试件称重：单位为g，精确至0.1g。 

B.6 试验结果计算 

B.6.1 密度 

由式 （B.1） 计算表观密度，取其平均值，并精确至 0.1 kg/m
3
。 

                  

610
v

m ···················································（B.1） 

式中 

ρ     表观密度（表观总密度或表观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     试件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试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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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低密度 PU 填缝剂（如密度小于 15 kg/m
3
的材料），空气浮力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产生误

差，在这种情况下表观密度应采用式（B.2） 计算: 

610



v

mm a
a

 
···················································（B.2） 

式中： 

ρa——表观密度（表观总密度或表观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kg/m
3
）； 

m ——试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a
1）

 —— 排出空气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 试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
3
）。 

B.6.2 发泡倍数 

求出 5 个样块密度的平均值 ρ，根据下方公式（B.3）计算发泡倍数 f，精确至整数位。 

𝑓 =
𝑉

𝑉
=

𝑀

𝜌𝑉
··················································· （B. 3） 

式中： 

f  —— 发泡倍数； 

Vf  —— 泡沫体体积，单位是升（L）； 

M —— 泡沫体重量，单位为克（g）； 

ρ —— 泡沫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V0 —— 气雾罐标示容量，单位为升（L）。 
 

 
1)
注:ma，指在常压和一定温度时的空气密度（g/mm

3
）乘以试件体积（mm

3
），当温度为 23℃、大气压为 101325Pa（760mm

汞柱）时，空气密度为 1.220×10
-6
g/mm

3
；当温度为 27℃、大气压为 101325Pa（760mm 汞柱）时，空气密度为 1.1955×

10
-6
g/m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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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渗油性测试方法 

C.1 范围 

本测试方法适用于测定PU填缝剂固化后的泡沫是否渗油。 

C.2 试验装置 

C.2.1 试验室 

环境为标准试验条件：温度 （23±2）℃；相对湿度（50±5）%。 

C.2.2 烘箱 

可调节温度至60℃的烘箱，精确度±1℃。 

C.2.3 基材 

尺寸：200mm×100mm×10-12mm（基材承受1 kg砝码不变形，基材重量：100±20 g）。 

C.2.4 垫块 

PE垫块或者其它与PU填缝剂不粘的材料制成的垫块，尺寸：100mm×20 mm×30mm。 

C.2.5 夹具 

螺丝夹或强力胶圈，能够起到固定装置的作用。 

C.2.6 透明胶带 

透明胶带粘在基材上，便于拆除泡沫试件。 

C.2.7 砝码 

500g砝码。 

C.2.8 纸张 

A4纸：规格70 g/m2 ；颜色为白色。 

C.3 试件 

C.3.1 准备 

将待测料罐、装置等置于测试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下至少24h。 

C.3.2 试件制备 

将基材的其中一面粘上透明胶带，不留空隙，方便拆下泡沫试件。 

两块基材平行放置，粘胶带的一面向内，基材两端夹以垫块，用螺丝夹或强力胶圈固定住，空腔尺

寸为160mm×100mm×30mm，共制作3个。 

摇晃料罐60次，安装喷管或喷枪，弃去前面30-50g泡沫。 

装置水平放置（如图C.1，不喷水），在空腔内填充PU填缝剂，枪式填满空腔，管式填充空腔体积

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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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试件水平放置图 

养护24h后，拆除螺丝夹或强力胶圈，用美工刀切除多余的泡沫，拆除垫块，获得试件。  

将泡沫试件的四周分别裁去1cm宽的泡条（如图C.2沿标线切割），得到的试件尺寸为140mm×80mm

×30mm。 

 

图C.2 泡沫试件裁切示意图 

C.4 试验 

A4纸沿长度方向裁切为三等分的纸张，标注纸张编号（料罐编号+上/下）。 

将标注为“下”的纸张放置于1块基材之上，依次放置泡沫试件、标注为“上”的纸张、1块基材和

500g的砝码2个（如图C.3），操作完成后放置于60℃的烘箱内。整个装置内纸张、泡沫试件与基材对齐，

砝码放置要确保整个面受力均匀。 

 

图C.3 泡沫试件测试示意图 

72h后，取出泡沫试件，在室内自然光线充足或白色荧光灯光线充足的位置，用眼观察上下纸张有

无油斑，记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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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判定标准 

a）单张纸，如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即判定为渗油：（i）油斑数量≥3；(ii)油斑宽度≥1cm或

油斑长度≥1cm。 

b）单个试件上下有一张纸判定为渗油则判定此试件渗油。 

c）三个试件中，如有两个以上（包含两个）试件不渗油则判断该PU填缝剂不渗油，两个以上（包

含两个）试件渗油则判定该PU填缝剂渗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