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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土工合成材料系列产品技术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包括土工格栅、土工膜、土工排水板

(带)等产品标准，现已发布的标准有:

    JT/T 480-2002 交通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格栅

    JT/T 513-20(”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网
    JUT 514-2004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有纺土工织物
    JT/T 515-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模袋

    JT/T 516-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格室

    JT/T 517-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加筋带

    JUT 518-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膜
    仃/T 519-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JT/T 520-2004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短纤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JT/T 521-20(”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塑料排水板(带)

    本标准由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重庆交通学院、重庆百田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凌天清、李昌铸、夏晓霞、郑智能、周吉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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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土工格室常常用于公路路堤加筋、软土路基处理、边坡防护等工程中。由于土工格室力学性能好、
施工方便和造价低等特点，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的前景。为进一步规范我国

交通行业所用土工格室产品质量，促进土工格室产品标准化、系列化，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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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格室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土工格室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结构、规格系列与尺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工程用土工格室。港口、水运、铁路、水利等工程用土工格室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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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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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4(〕塑料拉伸性能实验方法
    GB/T 2918 塑料式样状态调节和实验的标准环境(idt ISO 291)

    GB/T 4357 碳素弹簧钢丝(neq JIS G3521)

    GB/T 8170 数字修约规则
    GB/T 9344 塑料氨灯光源曝露方法

    GB/T 11116高密度聚乙烯树脂
    GB/T 12023塑料打包带
    GB/T 13021 聚乙烯管材和管件炭黑含量的测定热失重法(neq ISO 6964)
    GB/T 16422.1塑料试验室曝露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则((eqv ISO 4892.1)
    GB/T 16422.3塑料试验室曝露试验方法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eqv ISO 4892-3)

    GB/T 16422.4塑料试验室曝露试验方法 第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eqv ISO 4892.4)

    GB/T 18371连续玻璃纤维纱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格室高度height of geocell
格室的高度为格室产品展开后的高度，就是组成格室的格室片的宽度。

4 产品分类与结构

4.1 分类

    土工格室可分为塑料土工格室和增强土工格室两种类型。

4.2 结构

    单组土工格室的示意图见图to

4.2.1 塑料土工格室

    塑料土工格室由长条形的塑料片材，通过超声波焊接等方法连接而成，展开后是蜂窝状的立体网

格。

    长条片材的宽度即为格室的高度。格室未展开时，在同一条片材的同一侧，相邻两条焊缝之间的距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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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单组土工格室示京图

                          A一焊接距离;H-格室高度;G格室间格室片的边缘连接

                          处;4单组格室展开后的长度;b格室间格室片的中间连

                          接处;W-单组格室展开后的宽度

离为焊接距离。

4.2.2 增强土工格室

    增强土工格室是在塑料片材中加人低伸长率的钢丝、玻璃纤维、碳纤维等筋材所组成的复合片材，
通过插件或扣件等形式连接而成，展开后是蜂窝状的立体网格。格室未展开时，在同一条片材的同一

侧，相邻两连接处之间的距离为连接距离。
4.2.3 原材料名称代号

    原材料名称代号见表to
                                    表1 原材料名称代号

名 称 代 号 }一 名 称 代 号

聚乙烯 PE } 聚丙烯 PP

钢丝 GSA } 钢丝绳 (;SB

玻璃纤维         }
4.3 型号

    型号表示方式:

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

室片厚度，mm

接距离，mm

材料名称代号

室高度，功口

                  一 — 产品荆 :土工髓 鹅 GC

    示例1:

    聚乙烯为主要材料，其格室高度为l00mm,焊接距离为340mm，格室片厚度为1.2mm，塑料土工格室

型号:GC一100一PE一340一1.20

    示例2:

    钢丝为受力材料(裹覆聚乙烯)，其格室高度为150mm,焊接距离为400mm，格室片厚度为1.5mm，增

强土工格室型号:GC一150一GSA一400一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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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规格系列与尺寸偏差

5.1 规格

5.1.，土工格室的高度一般为50mm一300mmo

5.1.2 单组格室的展开面积应不小于4m x 5m.

5.1.3 格室片边缘接近焊接处的距离不大于l00mmo

5.2 尺寸偏差

5.2.1 塑料土工格室的尺寸偏差见表2.

                              表2 塑料土工格室的尺寸偏差 单位 :ffim

序号

MIKAfgE HV#1,          IRAH}_100           t1100< H,_200    t2200<H}_ 300     t2.5
增强土工格室的尺寸偏差见表30

                          表 3

    格室片厚度T

标称值 一 偏差

焊接距离 A

标称值 偏差

十0 3 34旧~S00

5.2.2

增强土工格室的尺寸偏差 单位:Imtt

序号

格室高度 H 格室片厚度 T 焊接距离 A

标称值 偏差 标称值 偏差 标称值 偏差

1 100

士2 1.5 +0.3 400 - &洲) 土2

2 巧0

3 2哎1】

4 300

6 技术要求

6.， 力学性能
6.1， 塑料土工格室

    塑料土工格室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塑料土工格室的力学性能

序 号 测 试 项 目
材质为PP的

  土工格室

材质为PE的

  土工格室

1 格室片单位宽度的断裂拉力，N/cm )275 办220

2 格室片的断裂伸长率，% X10 -.10

3 焊接处抗拉强度，N/- 3100 3100

4
  格室组间连接处抗拉强度，

N/-

格室片边缘 3120 3120

格室片中间 3120 31205

6.1.2 增强土工格室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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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土工格室的格室片力学性能见表50
                            表5 增强土工格室的力学性能

序号 型 号
格室片单位宽度

的断裂拉力，N/-

格室片的断裂

  伸长率，%

格室片间连接处连接件的

      抗剪切力，N

1 GCl00

妻300 (3

}_ 3仪旧

2 口;150 )4500

)6日3 CC2(旧

a 90004 GC300

6.2 光老化等级

    塑料土工格室的光老化等级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塑料土工格室的光老化等级

光 老 化 等 级 I II III IV

  紫外线辐射强度为550W/m2照射150h，格室片的

拉伸屈服强度保持率吕，%
< 50 50-80 80-95 > 95

碳黑含量b，% ,2.0土0.5

注:a.对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边坡绿化，才需要做紫外线辐射试验。其他情况该指标仅作参考。

  b.采用其他抗老化外加剂的土工格室无指标要求

6.3 原材料
6.3.1塑料材料应使用原始粒状原料，严禁使用粉状和再造粒状颗粒原料，并且聚乙烯应满足GB/T

11116的要求，聚丙烯应满足GB/T 12023的要求。

6.3.2 钢丝应符合GB/T 4357规定的要求。
6.3.3 钢丝绳应符合GB/T 4357规定的要求。

6.3.4 玻璃纤维应符合GB/T 18371规定的要求。

6.4 外观质f

6.4.，塑料土工格室片为黑色或其他颜色聚乙烯塑料制成的片材，增强土工格室片用黑色聚乙烯塑料

裹覆筋材制成的片材，其外观应色泽均匀。

6.4.2 塑料土工格室的表面应平整、无气泡。
6.4.3 增强土工格室片不应有裂缝、损伤、穿孔、沟痕和露筋等缺陷。

7 试 验方法

7.1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制备好的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照GB/T 2918的规定，在温度23℃士29C ,湿度
50%土5%条件下，状态调节至少40h，最多不超过%ho

7.2 格室片拉伸屈服强度

7.2.1 试样

    在距焊接处大于20mm的格室片上沿长度方向切取试样，试样尺寸符合GB/T 1041〕规定的H型试

样，试样的厚度为格室片的厚度。

7.2.2 试验

    试验按GB/T 1041〕规定进行，拉伸速度为50mm/min。记录试验中的最大负荷，单位为N。试验结

果以格室片单位宽度的最大负荷来表示，单位为N/cm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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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焊接处的抗拉强度

7.3.1 试样

    在焊接的两片格室片上沿长度方向切取试样。试样的长度为220mm,焊接在试样的中间，试样的宽
度为格室片的宽度(格室高度)，见图20

220.m

                                  图2 格室片焊接处抗拉强度试样的示意图

7.3.2 试验

    将焊接一侧的两片试样分开，用夹具夹住试样的中间部位，夹具夹样面的宽度为200mm。夹具间距

离为l00mm。试验按GB/T 104(〕规定进行，拉伸速度为50mm/min。试验进行到将焊接的两片格室片断
开为止，记录试验中的最大负荷，单位为No

    试验结果以N/cm表示。

7.4 土工格室组间连接处的抗拉强度
7.4.1 试样

    格室片边缘连接处抗拉强度的试样长度为160mm，宽度为格室片的宽度(格室高度)。

    格室片中间连接处抗拉强度的试样的切取与焊接处抗拉强度试样相同，将焊接改为连接处即可。
7.4.2 试验

    连接处的抗拉强度的试验与焊接处抗拉强度的试验步骤相同。试验时连接处一侧的试样并起来放

在夹具中，拉伸速度为50mm/min，试验进行到负荷达到最大值为止。
    记录试验中的最大负荷，单位为N。记录试验中连接处是否脱开。试验结果以N/cm表示。

7.5 增强土工格室连接件的抗剪切力

7.5.1 试样

    在增强土工格室连接处两端两格室片各取150mm，试样的宽度为格室片的宽度(格室的高度)。共
五件。

7.5.2 试验设备

    试验用设备包括:

    a) 万能试验机;

    b)夹具:一对夹持试样的夹具，大子或等于试样的宽度，其钳口面要有一定的约束力，防止试样在
钳口内打滑，同时要防止试样在钳口内被破坏。
7.5.3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用上夹具夹住试样同一格室片的两端，格室片间应垫一块表面粗糙的垫铁片，具体见图30

    b) 下夹具夹持方法与上夹具相同。

    c)开动试验机，同时启动记录装置，直到连接处的连接件被剪切破坏为止，方可停机。
    d)五个试样测完后，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此格室连接件的抗剪切力，也即是连接处的抗剪切力。

7.6光老化试验

    光老化试验按GB/T 9344,GB/T 16422.1,GB/T 16422.3,GB/T 16422.4和GB/T 13021的规定进行。

7.7 土工格室尺寸

7.7，将土工格室展开在平整的场地上，用精度为5mm的卷尺测量土工格室展开后边缘的最大长度，
单位用m表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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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焊接距离(A)和格室高度(H)用精度为0.5mm的钢直尺测量，单
位用mm表示。

7.7.3 格室片厚度(T)用精度为O.Olmm的千分尺测量，单位用rnm表
不 。

7.7.4 格室片展开后边缘尺寸、焊接距离A、格室高及格室片厚度分别
以测量五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结果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

数字修约。

8 检验规则

    产品需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土工格室的产品以批

为单位进行检验及验收。

8.1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大类。

8.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5,6.1和6.4中规定的内容。

8.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夹具

格室片

夹具

    a)新产品投产时或老产品转厂作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式生产后，因原材料、配方、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土工格室性能时;
    c)正常生产后，如出现异常情况，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或累计一定产量后进行例行检验时;

    d)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型式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5和6中的各项内容。

8.2 组批

    以同一批原料、相同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10000澎。如果生

产七天不足10 00om2，则以七天的产量为一批。

8.3 抽样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抽样，每次抽取五个试样进行检测。

8.4 判定及复检
    土工格室尺寸质量判定按5.2的规定进行。其他性能的检验结果若有某项达不到规定指标时，可

重新抽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复检时，抽样数应为原抽样数的两倍。以复检结果作为该批产品的质量

判定依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盖有质检专用章和检验员的章。合格证上应有下列标
志 :

    a)产品名称及注册商标;
    b)型号、规格;
    。) 产品标准号;

    d)检验员代号;
    e) 厂名及厂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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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出厂日期及批号。

9.2 包装

    土工格室以组为单位，用塑料打包带进行捆扎。要求捆扎紧凑、平整。其他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商

定。

9.3 运输

    土工格室为非危险品。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得重压，严禁使用铁钩等锐利工具装卸，避免划伤。

运输时应有遮篷等措施以防日晒雨淋。

9.4 贮存

    土工格室产品应贮存在库房内，远离热源，距离应不小于5m。并防止阳光直接照射。若在户外贮

存时，需用苫布盖上。
    严禁与化工腐蚀物品一起堆放。

    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一般不超过 12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