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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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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青岛

康平高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铁源信工业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齐凯文、林鹏、史永达、刘效宙、石起龙、巩巧琴、方炅任、聂波、胡桂明、

包鸣、张宝、周光海、曾建、李明、倪庆博、程相勋、孙涛、黄庆者、张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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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玻璃钢制品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运输与贮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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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47 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49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51—2017 纤维增强塑料简支梁式冲击韧性试验方法

GB/T 1462 纤维增强塑料吸水性试验方法

GB/T 257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方法

GB/T 3854 增强塑料巴柯尔硬度试验方法

GB/T 3961 纤维增强塑料术语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TB/T 1451 机车、动车组前窗玻璃

TB/T 3139 机车车辆有害物质限量

EN 45545-2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的防火保护 第2部分：材料和部件的防火性能要求（Railway

applications—Fire protection on railway vehicles—Part 2: Requirements for fire behaviour

of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DIN 6701-3 轨道车辆与轨道车辆配件的粘结 第3部分：轨道车辆建造中的设计指南和粘结证明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玻璃钢（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glass fibre reinforced plastics

GFRP

以玻璃纤维为增强体，以聚合物为基体的复合材料。

http://www1.cccar.com.cn/bzxx9/affix_bzxx/158460/GB%20191-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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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961—2009，3.1.1，有修改]

3.2

树脂含量 resin content

复合材料或预浸料中树脂体积或质量所占总体积或总质量百分比。

[来源：GB/T 3961—2009，3.4.110]

3.3

树脂淤积 resin pocket

复合材料制品中局部区域存在树脂聚积过多的现象，是一种缺陷。

[来源：GB/T 3961—2009，3.4.112]

4 使用条件

玻璃钢制品在以下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海拔不超过 1400 m；

b) 环境温度在-25 ℃～45 ℃之间。允许在不低于-40 ℃的环境下存放；

c)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e) 应适应地下、地面和高架线路上的运营；

f) 应能承受空气中的盐雾、酸雨、灰尘及碳、铜、臭氧、硫化物、氧化物等化学物质的侵蚀；

应能预防虫蛀，防止啮齿类动物的侵害；应能防止霉变。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 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玻璃钢制品根据应用情况分类如下：

——类型Ⅰ：司机室玻璃钢外罩、裙板、导流罩等有一定承载结构件；

——类型Ⅱ：内装板、座椅、风道、司机室操纵台等功能件。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外观要求

6.1.1.1 产品表面清洁，不应存在直径大于1 mm小孔、表面裂纹、毛刺、皱纹、厚度不均、缺损、修

补痕迹、颜色不匀、变形、明显布纹、截面玻璃纤维裸露等缺陷,断面应做防水处理。

6.1.1.2 产品应有标志牌，标志应清晰、耐久。

6.1.1.3 玻璃钢表面如有胶衣处理要求，胶衣的依附性能应符合GB/T 9286的规定，其中有表面外观需

求的胶衣面应满足类型0要求，其余应满足类型3的要求；玻璃钢胶衣的厚度应介于300 µm～600 µm范围

内。

6.1.2 内部质量要求

产品内部不应存在分层、固化不良、浸渍不良、树脂淤积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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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尺寸公差要求

6.1.3.1 玻璃钢制品厚度未注尺寸公差要求应符合表 1。

表1 厚度尺寸及公差

厚度尺寸（t）
mm

公差尺寸

mm

t＜1.5 -0.20～+0.10

1.5≤t＜3 -0.10～+0.30

3≤t＜6 -0.30～+0.45

6≤t＜12 -0.50～+1.0

t≥12 -1.0～+1.5

6.1.3.2 玻璃钢制品线性基本未注尺寸公差要求应符合表 2。

表2 基本尺寸及公差

基本尺寸（L）

mm

公差范围

mm

L＜50 ±0.5

50≤L＜100 ±1

100≤L ±1.5

6.1.3.3 用于装配的表面平面度不应大于1 mm/1 m，轮廓度偏差不应大于2 mm。

6.1.4 重量要求

玻璃钢制品重量应在图样规定重量的±3%内。

6.1.5 环保要求

玻璃钢制品应为环保材料，符合TB/T 3139的环保要求。

6.1.6 防火要求

玻璃钢制品应为阻燃材料，按照玻璃钢最终成品状态进行防火测试，符合EN 45545-2的防火要求，

其中等级不低于HL2。

6.1.7 粘接要求

玻璃钢制品主体结构及预埋件粘接应符合DIN 6701-3的要求。

6.2 主要性能要求

6.2.1 力学性能要求

玻璃钢制品力学性能应满足表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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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测试项目
性能指标

类型Ⅰ 类型Ⅱ

1 拉伸强度 ≥150 MPa ≥100 MPa

2 弯曲强度 ≥180 MPa ≥150 MPa

3 冲击韧性 ≥200 kJ/m
2

≥150 kJ/m
2

4 巴氏硬度 ＞40 HBa ＞25 HBa

5 吸水率 ≤0.5 % ≤0.5 %

6 树脂含量 45 %～60 % 40 %～60 %

6.2.2 抗冲击性能要求

类型Ⅰ玻璃钢制品中的外罩部件应符合TB/T 1451规定的要求。样件经过抛射体的冲击后，不应被

穿透，且仍位于其框内。

6.2.3 冲击及振动要求

玻璃钢制品冲击及振动应满足GB/T 21563要求，其中类型Ⅰ玻璃钢制品满足GB/T 21563的A类要求，

类型Ⅱ玻璃钢制品满足GB/T 21563的B类要。试验后外观结构应完好，无变形断裂等机械损伤，无裂纹，

无纤维裸露、层间剥离以及预埋件松动、脱落等缺陷产生，螺纹处防松标识无松动。

6.2.4 耐落球、砂袋冲击要求

玻璃钢制品被冲击面经落球冲击表面涂层不应有剥落、裂纹，且变形深度不应大于0.4 mm；经砂袋

冲击表面不应有裂纹，且变形深度不应大于0.4 mm。

6.2.5 静态载荷要求

对于玻璃钢座椅应进行静态载荷试验，在正常的载荷下，玻璃钢座椅面及边缘不应有永久变形，座

椅不应有功能丧失，应有足够的刚度，不会产生突起。

注：本条只对玻璃钢座椅适用。

6.2.6 疲劳强度要求

在玻璃钢座椅的中央施加循环载荷，不应有永久变形或功能丧失。

注：本条只对玻璃钢座椅适用。

7 检验方法

7.1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查

7.1.1 表面检查

目测检查产品表面质量及标识牌是否符合6.1.1.1和6.1.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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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胶衣的厚度按照GB/T 13452.2进行检测，使用经过计量检测合格的的量具及弧形样板进行外

形尺寸检测，玻璃钢胶衣的附着力按照GB/T 9286进行检测，检测是否符合6.1.1.3的要求。

7.1.2 内部质量检查

使用取样剖切检查内部质量，检查是否符合6.1.2的要求。

7.1.3 尺寸检查

使用经过计量检测合格的的量具及弧形样板进行外形尺寸检测，检查是否符合6.1.3的要求。

7.2 重量检查

使用经过计量检测合格的器具进行称重检测，称重3次后取平均值，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3的要求。

7.3 环保性能试验

环保性能验按TB/T 3139的规定进行，检查是否符合6.1.4的要求。

7.4 防火性能试验

防火性能试验按EN 45545-2的规定进行，检查是否符合6.1.5的要求。

7.5 粘接性能试验

按DIN 6701-3规定进行粘接性能试验，检查是否符合6.1.6的要求。

7.6 拉伸性能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1447 的规定进行。

7.7 弯曲性能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1449 的规定进行。

7.8 冲击韧性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1451 的规定进行。

7.9 巴氏硬度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3854 的规定进行。

7.10 吸水性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1462 的规定进行。

7.11 树脂含量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GB/T 2577 的规定进行。

7.12 抗冲击试验

试件制备、试验装置选择、试验步骤等按 TB/T 1451—2017 中 6.8.1 规定的进行。

7.13 冲击与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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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与振动试验按 GB/T 21563 的规定的进行。

7.14 耐落球冲击试验

样件规格为 700 mm×700 mm，在样件中间部位的上方，用一个重量为 112 g±1 g（直径为 30 mm）的

钢球，从 2 m 的高度自由落下，反复 5 次，然后检查有无裂纹和变形。

7.15 耐砂袋冲击试验

样件规格为700 mm×700 mm，在样件中间部位的上方，用质量为7 kg的砂袋（由帆布和半个排球制

作，里面装有干砂，上部扎紧，半球部朝下），从1 m的高度自由落下，反复5次，检查有无裂纹和变形。

7.16 静态载荷试验

静态载荷试验按照如下方法进行：

a) 在座椅面中央处垂向施加 1 kN 的力,作用在（380×220）mm2的面积上，作用于每个座位座椅

面的中央位置，检查座椅面有无永久变形；

b) 在座椅面坐垫的前端边缘垂直施加 1.2 kN 的力，检查座椅面及边缘有无永久变形；

c) 每个人位座椅整体均能够承受 150 kg 的载荷，检查座椅有无永久变形或功能丧失；

d) 对于多座位的座椅,载荷应同时施加在每个座位上。

7.17 疲劳强度试验

在每个座椅中心预加60 kg载荷，然后在座椅的中央位置（380×220）mm2的面积上施加100 kg的疲

劳载荷，分别在30万、50万、80万、100万次记录变形量，保持同步循环100万次后，检查确认是否存在

永久变形或功能丧失。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型

玻璃钢制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检查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4。

8.2 出厂检验

对每件出厂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查。检验合格产品应有产品合格证。检验过程中，任意一项

不合格，均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停产 2 年以上再生产时；

d） 已定型产品转场生产时；

e） 连续生产 5 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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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和尺

寸检查

外观 √ √ 6.1.1 7.1

厚度、长度、曲面吻合度 √ √ 6.1.1、6.1.3 7.1

内部质量检查 √ - 6.1.2 7.1

2 重量检查 √ √ 6.1.4 7.2

3 环保试验 √ - 6.1.5 7.3

5 防火试验 √ - 6.1.6 7.4

6 粘接试验 √ - 6.1.7 7.5

7 拉伸性能试验 √ - 6.2.1 7.6

9 弯曲性能试验 √ - 6.2.1 7.7

10 冲击韧性试验 √ - 6.2.1 7.8

11 巴氏硬度试验 √ - 6.2.1 7.9

12 吸水率试验 √ - 6.2.1 7.10

13 树脂含量试验 √ - 6.2.1 7.11

14 抗冲击试验
a

√ - 6.2.2 7.12

15 冲击及振动试验 √ - 6.2.3 7.13

16 耐落球冲击试验 √ - 6.2.4 7.14

17 耐砂袋冲击试验 √ - 6.2.4 7.15

18 静态载荷试验
b

√ - 6.2.5 7.16

19 疲劳强度试验
b

√ - 6.2.6 7.17

注：“-”表示非必须项，“√”表示必须项。

a
仅针对类型Ⅰ中的外罩；

b
仅针对玻璃钢座椅。

9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9.1 标志

9.1.1 标牌

出厂的玻璃钢制品应附一个耐久性标牌，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b） 项目名称；

c） 图样代号；

d） 制造日期（月份及年份的最后两位数）；

e） 序列号。

9.1.2 合格证

出厂的玻璃钢制品应附一个质量合格证。

9.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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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包装应防潮、防尘、防震，外露面应防摩擦、防磕碰、防划伤。内部应附有合格证。

9.2.2 包装内应附有装箱单，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代号、数量、生产单位、生产日期。

9.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在包装箱外应设置防止剧烈振动、挤压、雨淋、化学品腐蚀以及标记重心的相应标

志，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4 贮存

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介质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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