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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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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１４１６—２００２《日用保温容器》。本文件与ＧＢ／Ｔ１１４１６—２００２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增加了不使用石棉填充物的规定（见４．１，２００２年版的Ａ２）；

———修改了产品主要类型和部位名称示意图（见４．２，２００２年版的３．２）；

———修改了小口保温容器保温效能指标，变更了小口保温容器保温效能测试时间（见５．２．１，２００２

年版的Ａ４．２．１．１）；

———改进对保温效能指标可以降６℃的产品的描述（见５．２．１，２００２年版的４．２．１．１）；

———增加了塑料材质外壳厚度要求（见５．４．３，２００２年版的Ｂ１．２）；

———增加了吊带连接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５，６．５．８，２００２年版的４．２．４）；

———修改了表面装饰层的附着性要求（见５．５，２００２年版的４．２．４）；

———增加了“螺旋固定口塞吻合度”要求及试验方法（见５．５，６．５．１３）；

———修改了对容量允许误差、倾倒试验方法的描述（见６．４．１、６．５．６，２００２年版的５．７、５．８）；

———增加了一头固定的单把保温容器的手把连接强度测试要求，并增加示意图（见６．５．７，２００２年

版的５．９）；

———修改了出厂检验（见７．１，２００２年版的６．２．３）；

———修改了不同容量瓶胆的口径和长度的公差要求，增加不同规格的瓶胆质量下限要求（见附

录Ａ的Ａ．１、Ａ．２，２００２年版的Ａ４．１．２）；

———删除了瓶胆外观的要求（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Ａ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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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９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嘉特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凤阳金星实业有限公司、国家眼镜玻

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万盛保温容器有限公司、宁波可逢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嘉许、邱靖涛、徐晓健、王贺兰、陈爱、乐世君、潘凤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８９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１４１６—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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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用 保 温 容 器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用保温容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主要部件名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志、包装、运输、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存放饮用水及其他食物的由真空面有镀层的双层玻璃真空瓶胆（以下简称瓶胆）与外

壳等组装而成的日用保温容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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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３２８０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６５４３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ＧＢ／Ｔ６５８２　玻璃在９８℃耐水性的颗粒试验方法和分级

ＱＢ／Ｔ２４２２　封箱用ＢＯＰＰ压敏胶粘带

ＱＢ／Ｔ３７２４　保温瓶瓶胆耐压性能测试方法

ＱＢ／Ｔ３７２６　保温瓶瓶胆保温效能测试方法

ＱＢ／Ｔ３７２７　保温瓶瓶胆耐热急变测试方法

ＱＢ／Ｔ３８２６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ＮＳＳ）法

ＱＢ／Ｔ３８３２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出水机构　犲犳犳犾狌犲狀狋犱犲狏犻犮犲

座式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中具有不用提取保温容器就能把容器内的液体引出到容器外的功能

部分。

３．２

内口径　犻狀狀犲狉犮犪犾犻犫狉犲

保温容器内胆口部的最小内径。

３．３

口塞　狊狋狅狆狆犲狉

用软性材料制成的容器口堵塞件。

３．４

保温效能　狋犺犲狉犿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瓶胆保持内容介质温度的能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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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类和主要部件名称

４．１　分类及结构特征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分类 结构特征

便携式保

温容器

座式保温

容器

普通型
便于携带，应有密封塞，一般还附有内外盖、

背带或吊带等部件

直饮型 打开容器盖后可以直接饮用

普通型
通常在外壳上安装了手把或提环，一般内有

口塞，开盖后将瓶体倾斜倒水

气压出水型

通常在外壳上安装了手把或提环，以手揿压

压盖或杠杆，借助气压出水机构出水。按盖

或杠杆应装有防误动的闭锁装置，金属制引

水管应装有保护圈

１）不应使用石棉填充物。

２）大于２Ｌ的保温容器壳

底应装有防松装置。

３）瓶胆的内口径大于瓶身

直径的三分之二的保温容

器为大口保温容器，其余为

小口保温容器。大口保温

容器瓶胆内应附有内衬

４．２　主要部位名称

４．２．１　主要类型及部件名称

日用保温容器的主要类型和部件名称如图１所示。

犪）　便携式普通型 犫）　便携式直饮型 犮）　座式普通型

图１　主要类型和部件名称示意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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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　座式普通型 犲）　座式气压出水型 犳）　大口保温容器

　　标引序号说明：

　　１———盖；

２———肩；

３———密封圈；

４———底；

５———开关；

６———提环；

７———阀杆；

８———背带；

９ ———口塞；

１０———外壳；

１１———瓶胆；

１２———底螺丝；

１３———杠杆；

１４———出水管；

１５———气囊；

１６———手把。

图１　主要类型和部件名称示意图 （续）

４．２．２　瓶胆部位名称

瓶胆部位名称见图２。

犪）　小口瓶胆 犫）　大口瓶胆

图２　瓶胆主要部位名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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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产品整体稳定，部件安装牢固，不易脱落。

５．１．２　活动部件（如带螺纹的盖杯、气压出水型保温瓶的上盖、可旋转的底圈等）应平滑灵活，螺纹不滑

牙，确保运作正常。

５．１．３　大口保温容器中的内置容器（饭盒或汤罐）应易放入和取出。

５．２　保温效能

５．２．１　小口保温容器口塞直接密闭于容器口内者，保温效能应不低于表２所示数据；对于无独立内塞

的小口保温容器，其保温效能可按表２的规定６℃以内（含６℃），且公称容量０．２Ｌ以下（含０．２Ｌ）的

保温时间为６ｈ，其余保温时间均为１０ｈ。

表２

公称容量

Ｌ

保温效能

℃

瓶胆内口径

２８ｍｍ～３４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３４ｍｍ～４４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４４ｍｍ

＜０．２ ４４ —

０．２～＜０．４ ４６ ４４

０．４～＜０．６ ５４ ５０ ４８

０．６～＜０．８ ６８ ６４ ６２

０．８～＜１．０ ７１ ６５ ６４

１．０～＜１．２ ７３ ６６ ６５

１．２～＜１．４ ７６ ７０ ６９

１．４～＜１．６ ７６ ７１ ７０

１．６～＜１．８ ７８ ７２ ７１

１．８～＜２．０ ８０ ７４ ７３

２．０～＜２．２ ８２ ７５ ７４

２．２～＜２．４

２．４～＜２．８

２．８～＜３．２

≥３．２

—

７７ ７５

７８ ７６

８０ ７７

８２ ７８

５．２．２　大口保温容器保温效能应不低于表３所示数据，且公称容量０．４Ｌ以下（含０．４Ｌ）的保温时间为

４ｈ，其余保温时间为６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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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公称容量

Ｌ

保温效能

℃

瓶胆内口径

５６ｍｍ～

８０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８０ｍｍ～

９５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９５ｍｍ～

１１０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１１０ｍｍ～

１２５ｍｍ

瓶胆内口径

＞１２５ｍｍ～

１４５ｍｍ

０．２５～＜０．４

０．４～＜０．８

０．８～＜１．２

１．２～＜１．６

１．６～＜２．０

２．０～＜２．４

≥２．４

４０

—

—

５３

５７

６０

—

—

５１

５４

５７

６２

６４

６６

—

５０

５４

５６

５８

６３

—

６１

５．３　外观

５．３．１　应平整，表面光洁，不应有碎裂、生锈、氧化、缺口及碰瘪等明显缺陷。

５．３．２　塑料配件应塑化均匀，不应有色泽不匀和异色点等，不应有严重擦毛、缩印和变形等影响装配的

缺陷。

５．３．３　涂漆、电镀及其他涂饰的表面处理良好，色泽均匀。表面图案应对版准确，层次分明，不应有主

花漏喷、漏印、主体模糊等缺陷。

５．３．４　有出水口的口塞，其出水部位应指示明显，不易擦消。

５．４　规格尺寸

５．４．１　容量

容量允许误差应为公称容量的±５％。

５．４．２　瓶胆尺寸和质量

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５．４．３　外壳厚度

外壳材料的厚度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单位为毫米

材料类型 镀锡薄钢板 不锈钢薄板 铝、铝合金 塑料

厚度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４ ≥１．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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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　背带长度

附有背带的便携式保温容器，背带长度应达４０ｃｍ以上，且可调节长短。

５．５　其他性能

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项目 要求 备注

口塞气味及容器内热水异味
经６．５．１试验后口塞无明显的气味且

容器内热水无明显异味

耐冲击性 经６．５．２试验后瓶胆无碎裂等异常

表面装饰层的附着性
经６．５．３试验后在１００个棋盘格中保

留９２个以上

电镀层

金属坯表面

经６．５．４．１试验后镀层光泽良好，经中

性盐雾试验连续喷雾２４ｈ，不低于

６级

塑料坯

表面

结合强度
经６．５．４．２．１试验后镀层光泽良好，

在１００个棋盘格中保留９７个以上

冷热循环
经６．５．４．２．２试验后镀层表面不应有

起壳现象
适用直接接触食品部位

口部垫圈耐热水性
经６．５．５试验后不发粘，外观无明显

变化
适用直接接触食品部位

防倾倒性 经６．５．６试验后不倾倒 适用于座式保温容器

手把、提环的连接强度 经６．５．７试验后无异常

背带、吊带强度 经６．５．８试验后无异常

自然溢水 经６．５．９试验后不溢水 适用于座式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

首次出水量
公称容量≥２Ｌ ≥２５０ｍＬ

公称容量＜２Ｌ ≥２００ｍＬ

适用于座式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

热水、冷水泄漏

便携式保温容器
经６．５．１１．１和６．５．１１．２试验后无热水

和冷水泄漏现象

座式保温容器
经６．５．１１．３试验后热水不漏入外壳

内侧
适用于普通型保温容器

出水机构耐久性
经６．５．１２试验后出水机构动作无异

常，且无自然溢水现象
适用于座式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

螺旋固定口塞吻合度
经６．５．１３试验，瓶塞松开后倒水不

脱落

适用于座式和便携式普通型保温容

器，且采用螺旋固定口塞的保温容器

耐压性 经６．５．１４试验后瓶胆不破裂
仅适用于拉底工艺生产的瓶胆，瓶胆

直径小于９０ｍｍ的不进行此项检验

耐热急变性 经６．５．１５试验后瓶胆不破裂

玻璃颗粒耐水性 优于ＧＢ／Ｔ６５８２中 ＨＧＢ３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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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要求

手感和目测。

６．２　保温效能

按ＱＢ／Ｔ３７２６进行保暖试验。试验中需采用产品口塞，配齐附件，正立状态放置规定的保温时间。

６．３　外观

手感和目测，必要时辅以通用或专用检验工具。

６．４　规格尺寸

６．４．１　容量允许误差

在（２２±５）℃的环境温度下，使用精度不低于０．１ｇ的台秤，带瓶胆内衬的保温容器测量时不取下

内衬，取出饭盒等其他配件（若有），先称取空容器和口塞的质量犿１；然后向正立状态放置的容器内灌满

室温水，至满溢后塞上成品塞，擦干容器外表面，称取其质量犿２。将犿２和犿１之差换算成容量（１ｇ水换

算为１ｍＬ），再按公式（１）计算与公称容量的误差百分率。

δ＝
犿２－犿１

ρ
×
１

犞
×１００％ …………………………（１）

　　式中：

δ　———容量允许误差百分率；

犿１ ———空容器与口塞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 ———容器内灌满室温水至满溢后塞上口塞，擦干容器外表面后称取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ρ ———水的密度，按１克每毫升（１ｇ／ｍＬ）计算；

犞 ———公称容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６．４．２　瓶胆尺寸和质量

瓶胆尺寸用分度值为０．０２ｍｍ的游标卡尺测量。瓶胆质量用精度不低于０．１ｇ的台秤称取。

６．４．３　外壳厚度

用分度值为０．０２ｍｍ的测厚仪器测量。

６．４．４　背带长度

用通用长度测量工具测量，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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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背带长度测量示意图

６．５　其他性能

６．５．１　口塞气味及容器内热水异味

将（９５±１）℃的热水灌满保温容器，塞上洗净的口塞，配齐附件，正立状态放置３０ｍｉｎ后，打开口

塞，检查口塞的气味是否有明显的改变，瓶内热水有无异味。

如有争议时，应由５名检查人员中至少３人的结果相同判断为准。

６．５．２　耐冲击性

６．５．２．１　摆动试验

适用于有背带保温容器。

在常温下将附有背带的保温容器灌满室温水并密封，将背带长度调节为４０ｃｍ。将配齐附件的试

样挂起，再将试样拉到与厚度３ｃｍ以上、垂直固定的硬质木板成３０°（如图４），松开试样，使试样向木板

撞击，检查瓶胆有无异常现象。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图４　摆动冲击试验示意图　　　　　　　　　图５　坠落冲击试验示意图

６．５．２．２　坠落试验

适用于无背带保温容器，公称容量≥２Ｌ时适用于瓶胆采用腰接工艺的产品。

在常温下将配齐附件的保温容器灌满室温水并密封，如图５挂起，在静止状态下断开悬挂绳，使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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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从１０ｃｍ高度处垂直向厚度３ｃｍ以上水平固定的硬质木板坠落，检查瓶胆有无异常现象。

６．５．２．３　落球试验

适用于内口径≥５６ｍｍ的大口保温容器。

在常温下使直径（５０±２．５）ｍｍ、质量（８０±４）ｇ的橡木球或相同质量的木球于静止状态下（如

图６所示）落于竖直放置的大口瓶瓶胆内衬的中央，检查瓶胆有无异常现象。

图６　落球冲击试验示意图

６．５．３　表面装饰层的附着性

用锐利的刀以与被测试样表面装饰层约３０°的方向在表面装饰层上切割１ｍｍ２的棋盘格１００个

（１０ｍｍ×１０ｍｍ），刀刃深达基坯，在其上贴上符合ＱＢ／Ｔ２４２２要求的压敏胶粘带，然后以与试样表面

成直角的方向快速揭下胶粘带，计算残留的棋盘格数。文字装饰除外。

６．５．４　电镀层

６．５．４．１　金属坯表面电镀层

按ＱＢ／Ｔ３８２６进行电镀层耐腐蚀试验，并按ＱＢ／Ｔ３８３２中简易１０级判定。

６．５．４．２　塑料坯表面的电镀层

６．５．４．２．１　结合强度

用锐利的刀以与被测试样电镀层约３０°的方向在电镀层上切割１ｍｍ２的棋盘格１００个（１０ｍｍ×

１０ｍｍ），刀刃深达基坯，在其上贴上６．５所述的压敏胶粘带，然后以与试样表面成直角的方向快速揭

下胶粘带，计算残留的棋盘格数。

６．５．４．２．２　冷热循环

将试样放置在（７０±２）℃环境下１ｈ后，移至常温下３０ｍｉｎ；然后将试样移至０℃环境下１ｈ后，再

置于常温下３０ｍｉｎ。如此作为一个循环。共进行３个循环后，检查电镀层表面的情况。

６．５．５　口部垫圈的耐热水性

将试样放入如图７所示的装有循环冷却器的容器内，煮沸４ｈ后取出，检查其有无发粘。然后在室

温下放置２ｈ，再检查试样外观有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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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口部垫圈耐热水性试验装置示意图

６．５．６　倾倒试验

将配齐附件、灌满室温水的保温容器在正常使用状态下静置在与水平面成１５°倾斜的防滑平直木

板上，观察是否有倾倒的现象。

６．５．７　手把、提环的连接强度

通过手把或提环将保温容器挂起，并将灌满室温水的保温容器（包括口塞及附件）质量的６倍作为

负荷慢慢地加载于容器身部，保持５ｍｉｎ（如图８所示）。取下负载后检查试样有无异常。

图８　手把、提环强度试验示意图

６．５．８　背带、吊带强度

将附有背带或吊带的保温容器通过背带或吊带挂起（背带应先展开至最长处），并将灌满室温水的

保温容器（包括口塞及附件）质量的１０倍作为负荷慢慢地加载于容器身部，保持５ｍｉｎ（如图９所示）。

取下负载后检查试样有无异常。

０１

犌犅／犜 ×××××—２０２×



图９　背带、吊带强度试验示意图

６．５．９　自然溢水

向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内灌入９０℃以上、约公称容量５０％的热水，以容器底部为支点，左右摇动

１０ｓ，振幅约１０ｃｍ，振速约为１００次／ｍｉｎ，检查出水口是否有水流出。

６．５．１０　首次出水量

在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中灌满（８０±２）℃的热水，取量杯置于出水口下，按压压盖或杠杆直到出水

口的水首次断流止，读取量杯水量数据，并记录。

６．５．１１　热水、冷水泄漏

６．５．１１．１　便携式保温容器热水泄漏

将９０°以上热水灌入便携式保温容器，灌入水量约为公称容量的５０％，塞紧密封塞，盖好壳盖（若

有），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瓶口向上，大幅度上下晃动１０次，然后横向放置（１０±０．５）ｍｉｎ后，打开内、外

盖检查有无热水泄漏，再取出瓶胆检查外壳内壁有无水迹。

６．５．１１．２　便携式保温容器冷水泄漏

将室温水灌入便携式保温容器，灌入水量至瓶塞的最下端处，塞紧密封塞，盖好壳盖（若有），在正

常使用状态下，瓶口向上，大幅度上下晃动１０次，然后横向放置（１０±０．５）ｍｉｎ后，打开内、外盖检查有

无冷水泄漏，再取出瓶胆检查外壳内壁有无水迹。

６．５．１１．３　座式保温容器热水泄漏

将９０℃以上热水灌满至座式保温容器口部垫圈上部，放置（３０±０．５）ｍｉｎ后，将热水倒出，旋开壳

底，取出瓶胆，观察瓶胆和外壳之间有无漏水。

６．５．１２　出水机构耐久性

除去气压出水型保温容器的引水管，灌满室温水。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将试样和容器（水槽或量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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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１０所示安放，然后以６次／ｍｉｎ的速度反复按压压盖或杠杆１００００次以后，检查引水机构有无异常

及有无６．５．９所述的自然溢水现象，再按６．５．１０检查出水量是否符合要求。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０　出水机构耐久性试验示意图

６．５．１３　螺旋固定口塞吻合度

试验时使试样处于正立状态，可先注入５０％的室温水，然后使瓶塞从闭合状态下旋开２７０°，检查倒

水时（使容器口与垂直向上方向倾斜约１３５°）口塞有无脱落。

６．５．１４　耐压性

按ＱＢ／Ｔ３７２４进行。瓶胆直径在９０ｍｍ～１１４ｍｍ 时，所加垂直负荷为２９４Ｎ；瓶胆直径大于

１１４ｍｍ时，所加垂直负荷为４９０Ｎ。

６．５．１５　耐热急变性

按ＱＢ／Ｔ３７２７进行，试验温差≥９３℃。

６．５．１６　耐水侵蚀性

按ＧＢ／Ｔ６５８２进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７．１．１　出厂检验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规定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需要时也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协定。

７．１．２　出厂检验提交验收批产品的项目、检验水平和接受质量限（ＡＱＬ）见表６。

表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水平 ＡＱＬ

１ 使用性能 Ⅱ ４．０

２ 保温效能 Ｓ４ １．５

３ 外观 Ⅱ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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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每批检验，７．１．２所列项目均需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应由生产部门整改后，重新提交，按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规定的加严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检验，重新交验的产品若仍不符合要求，则判该批为不

合格。

７．２　型式检验

７．２．１　当设计新产品、改进老产品及生产技术条件有较大改变时，应进行型式检验。在生产一定的时

间或形成一定的产量后，需进行型式检验。

７．２．２　型式检验时，应从最初批量生产的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每个项目抽取３个

以上（含３个）产品作为样本，热水、冷水泄漏试验项目可抽取８个以上（含８个）产品作为样本，并按第

４章和第５章所列全部项目逐项检验，全部项目符合本文件，判定为该批合格。如有不合格项目，判定

为该批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个产品或其包装上应有明显的标志标明该产品的名称、材质、容量、制造厂名和厂址、商标等，

并应附有产品说明书与合格证。

８．１．２　说明书应写明产品的名称、材质、容量、内口径、制造厂名和厂址、电话、执行的文件、质量保证、

拆装方法及其他需说明的条款；并注明使用方法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８．１．３　在产品或销售包装醒目处应有“玻璃易碎”“小心轻放”“向上”等警示用语。

８．１．４　运输包装应标明制造厂名、货号、数量、包装箱体积（长×宽×高）、质量（净重、毛重）、装箱日期

及收发货标志。

８．１．５　运输包装箱上应有易碎物品、怕雨、向上等字样及标志。

８．１．６　应注明“食品接触用”或类似用语。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包装分为销售包装与运输包装。

８．２．２　保温容器应先用塑料薄膜等防潮包装套装后再装入销售包装盒。

８．２．３　运输包装应采用符合ＧＢ／Ｔ６５４３要求的单瓦楞纸箱或双瓦楞纸箱。

８．２．４　成品装箱时应瓶底向下直装，封箱时箱底及箱盖应加封条，并用封箱带封牢，捆扎时捆扎带应松

紧适度。

８．３　运输

８．３．１　运输时应避免受潮、雨淋和剧烈震动。

８．３．２　运输时应轻搬轻放，不任意坐、踏，严禁抛扔。

８．４　储存

８．４．１　储存处应干燥、通风、无雨雪侵袭，防止受潮。

８．４．２　储存时堆放高度不应超过３．５ｍ，存放中避免与油类、酸碱类物质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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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瓶胆规格要求

犃．１　尺寸要求

与公称尺寸对比，允许误差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公称容量范围

Ｌ

内口径

ｍｍ

瓶口外径

ｍｍ

瓶胆长度

ｍｍ

≤０．２５ ±１．５ ±１．２ ±２

＞０．２５ ±１．２ ±１．２ ±４

犃．２　质量要求

应符合表Ａ．２的规定。

表犃．２

公称容量范围

Ｌ
≤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３．２ ≥３．２

质量

ｇ

腰接工艺 ≥１３０ ≥２００ ≥２９０ ≥４９０ ≥６８０

非腰接工艺 ≥１００ ≥１７０ ≥２６０ ≥４７０ ≥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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