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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行业标准
TB/T 2689.3-96

铁路货物集装化运输一次性集装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使用集装袋的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运输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内装粉状 粒状 块状和小包装货物的集装

袋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在标准出版时 所示

版本均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 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

能性

    GB 2828-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GB 10454 89  柔性集装袋

    TB/T 2459-93  一次性沥青集装袋

3  形式与规格

3.1  外形

    集装袋形式与外形尺寸应符合 GB 10454和 TB/T 2459的规定

3.2  载重

    集装袋额定载重量不大于3t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要求

    集装袋表面应平整 无明显缺少经纬和破绽 袋体印刷图案清晰 位置准确

4.1.1  尺寸极限偏差

    集装袋的长 宽 高尺寸公差均为 30mm

4.1.2  缝制要求

    无脱针断线 无浮针 吊针 吊带长度等长

4.1.3  材料

    集装袋采用聚烯烃纺织材料制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1996-05-10 批准                         1996-11 10实施

10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TB/T 2689.3-96

4.2  基布的技术要求

4.2.1  内装粉状 粒状和体积质量大于1.1g.cm3块状 小包装货物时 基布的物理指标应符

合表1规定

4.2.2  内装体积质量小于等于1.1g/cm3块状 小包装货物时 基布物理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4.3  吊带

    吊带抗拉力和伸长率必须符合表3规定

4.4  缝制技术要求

4.4.1  缝针密度应大于10针/100mm 缝线强度不小于120 主体连接部和底部连接部缝制道

数一般不少于3道 且应与加强筋相连

表1

袋  体  基  布 进 出料口或

1t 2t 3t 翻盖

抗拉力 经向 1470 1646 1960 828

N/50mm 纬向 1470 1646 1960

密度 经向 14 8

根/25mm 纬向 14 8

伸长率 经向 40 40

% 纬向 40 40

耐热性 无  异  常

耐寒性 无  异  常

表2

袋  体  基  布 进 出料口或

3t 翻盖

抗拉力 经向 800 500

N/50mm 纬向 800 500

密度 经向 12 8

根/25mm 纬向 12 8

伸长率 经向 40 40

% 纬向 40 40

耐热性 无  异  常

耐寒性 无  异  常

表3

抗拉力

N/根

F W/n 4

伸长率

%

负荷为抗拉力F的30%时伸长率为25%以下

式中 抗拉力 /根

      最大载重量

      n 吊带 吊绳 根数 环形连接为2n

      4 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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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主体连接部的抗拉力必须达到基布抗拉力的67 以上 底部连接的抗拉力必须达到基

布抗拉力的42 以上

4.4.3  缝制要求平直 无脱针断线 无浮线 吊针 起针和落钱处回针不小于3针 吊带长度

要等量 搭缝处要均匀 平直

4.4.4  吊带搭接长度不小于200mm 并应采用 型缝制

5  测试方法

5.1  尺寸的测定

    将集装袋自然摊平 圆形集装袋测量两个不同部位的折径并取平均值 然后再根据折径换

算成所需的直径 方形集装袋测量两个相邻面的上边和下边 然后求其边长平均值 集装袋高

度是测量袋主体的上底至下底的两个不同部位高度 并求其平均值

5.2  基布测试方法

5.2.1  基布 吊带测试方法

5.2.1.1  取样方法

    从制造集装袋的基材或在袋体上取试料 如发生争议 以后一种方法为准

5.2.1.2  抗拉力及伸长测试

    试验在温度为20 2c 相对湿度为65 5 的状态下进行 试片必须在试验前一小时就

放在上述条件下

    从试料的纵 横向上取宽60mm 长300mm的试片5块 再精确到50mm,宽 如遇到最后一根

超过半根则留之 否则应除去 在中心划上100mm的标线 在标线外各约25mm的位置装在抗拉

试验机的夹具上 以约200mm/min的速度拉伸 直到试片断裂为止 测出此时的最大负荷和这

时的标线间距 伸长率可根据下式计算 并用纵 横向各自5块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伸 长 率 ( % ) = − ×L 1 0 0
1 0 0

1 0 0

式中 表示最大负荷时的标线间距 mm

5.2.1.3  耐寒性试验

    从试料的纵 横方向上取宽20mm 长100mm的试片各2块 把该片放在 35 的恒温箱内2h

以上 将试片拿出对着长度方向折成180 查看基布材料有无损伤 裂痕及其他异常情况

5.2.1.4  耐热性试验

    从试料的纵 横方向上取宽20mm 长30mm的试片各2块

    将其表面重叠起来 在上面施加9.8 lkgf 的负荷 放入80 的烘箱内1h 取出后立

即将2块重叠试片分开 检查表面有无粘着 裂痕等异常情况

5.2.2  吊带 吊绳测试方法

5.2.2.  试验的一般条件

    试验必须在温度为20 2 相对湿度为65 5 的状态下进行 试样必须在试验前一小

时放置在上述条件下 并至少取出三件以上试样

5.2.2.2  抗拉力的测试

    将试样装在夹具间距为220mm的抗拉试验机上 以约100mm/min的速度拉伸 测出断裂时的

抗拉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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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伸长试验

    将试样装在抗拉试验机上 施加20kg的涨紧负荷 使夹具间距为220mm 并划出200mm的间

距的标线 以约100mm/min的速度拉抻 当负荷达到抗拉力 的30 时 测出标线的间

距 伸长率可由下式算出

伸长率 (%) = − ×L 200
200

200

式中 表示负荷达到抗拉力F的30 时标线的间距 mm

5.2.3  连接部测试方法

5.2.3.1  试验的一般条件

    试验必须在温度为20 2c 相对湿度为65 5 的状态下进行 试验片必须在试验前一

小时就放置在上述条件下

5.2.3.2  连接部的抗拉力测试

    从缝制试样上取缝向宽60mm 垂直缝向长300mm 耳部宽25mm的试片5块 在剪取耳部及试

片中央部分时 要注意不可切断缝线 也不可出现伤痕 再精确到50mm宽 如遇到最后一根

超过半根则留之 否则应除去 试验片如图1 然后将试片装在夹具上 夹具间的距离为

200mm 拉伸速度为200mm/min 测出断裂力精确到0.98 0.1kgf 并取5次试验的平均

值

图1

5.3  整袋测试

5.3.1  整袋测试方法

5.3.1.1  周期性提吊试验

    将内容物均匀地装入集装袋至2倍额定载荷 以18/min的速度起升吊离地面2m 保持1min

平稳落地至吊带完全松懈 反复30次

5.3.1.2  垂直跌落试验

      将满负荷集装袋起升吊离地面0.8m以上 然后向坚硬平整的地面一次垂直落下

5.3.1.3  超载试验

    将内装物装入被测集装袋至额定载荷 然后将另一同样载荷的集装袋置于被检测袋上 起

吊被测集装袋至完全离开地面 停留5min 然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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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正位试验

    使满负荷集装袋旁侧横卧在地 用起吊设备挂上集装袋的一个或二个吊耳 如果有四个吊

耳 至少以0.1m/s的速度吊提到直立位置 并使之充分离地 在此项试验中 集装袋的袋体以

及袋体和吊带的缝接部分不发生异常情况即表示集装袋通过此项试验

5.3.2  整袋测试合格标准

5.3.2.1  内装粉状 粒状货物时 袋体基布 缝线 内衬袋均无开裂或断线 内装物不能泄

漏

5.3.2.2  内装块状 小包装货物时 基布 缝线开裂处不得多于3处 每一开口不应使货物掉

出 但开裂长度最大不能超过100mm

5.3.2.3  经整袋测试后 吊带处缝线不断 吊带无损坏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4章内容进行

6.1.2  评判原则

    表1 表2和表3所含项目中如有一项不合格 则该批集装袋判为不合格

    此项测试报告应由具有国家计量质量认可单位的第三方提供 4.1  外观要求中有一项不

合格 视该集装袋不合格

6.1.3  最后按表4规定的二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中的特殊检查水平二 3 抽样方法 按

合格质量水平 6.5 判定该批集装袋是否合格

表4

批  量 第一批 第二批

抽样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抽样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500 5 0 2 5 1 2

501 3200 8 0 3 8 3 4

3201 35000 13 1 3 13 4 5

35000以上 20 2 5 20 6 7

6.1.4  连续抽样五次均合格者 可采取放宽抽样方案

6.1.5  当过程平均低于合格质量水平 6.5时 采取加严抽样方案

6.2  型式试验

6.2.1  型式检验原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一般应进行形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 材料 工艺有较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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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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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时

6.2.2  形式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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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4 5章规定执行 试样数量应能满足所需试验要求

7  标志 包装 运输 储存

7.1  集装袋装成品的主侧面应按图2印刷标志

7.2  集装袋成品出厂包装的方法和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7.3  集装袋成品包装袋内应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7.4  集装袋成品应仓库贮存 仓库应通风良好

说明 1.图中边框尺寸750mm 580mm 也可根据袋体尺寸进行适当调整

      2.边框可不在集装袋上印刷

      3.字体尺寸不做具体规定 但产品名称字体应大一些

      4.准运证由铁道部运输局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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