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 10357. 1一89

Tes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urnitur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tables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DIS-8019-1986《家具桌类强度和耐久性测定》。

1 主肠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家庭、宾馆、旅馆、饭店等场合使用的各种桌类家具的出厂成品.其他桌类家具也可参

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的强度和耐久性试验方法不限定试件的材料、结构和工艺。

2 引用标准

GB 10357.5 柜类家具强度和耐久性

3 原理和试脸分类

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是模拟家具在正常使用和习惯误用时，各部位受到一次性或重复性载荷的条件

下所具有的强度或承受能力的试验.

    根据产品在预定使用条件下的正常使用频数，可能出现的误用程度，按加载大小与加载次数多少把

强度和耐久性试验分为五级试验水平，见附录A(参考件)o
3.2 试验分类

3.2.1 静载荷试验— 用于检验产品在可能遇到的重载荷条件下所具有的强度。

3.2.2耐久性试验— 用于检验产品在重复使用、重复加载条件下所具有的强度。

3.2.3冲击试验— 用于检验产品在偶然遇到的冲击载荷条件下所具有的强度。

4 试驻设备和附件

4.1 试验设备

    试验所用的加力设备应能保证对试件正确加力。

4.2 试验附件

4.2.1 加载垫

    具有坚硬、光滑表面和边沿倒圆的100 mm X 100 mm的刚性物体。

4.2.2 冲击器

    冲击器由圆柱体、螺旋压缩弹黄组件和冲击头三部分组成。

    圆柱体的直径为200 mm，它通过螺旋压缩弹簧组件与冲击头相连接，并能沿着冲击头(中心区域)

轴线作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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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357门 一89

    圆柱体加上有关附件(不计弹簧)的质量为17士。. 1 kg;整个冲击器的质量(包括螺旋压缩弹簧组
件和冲击头)为25士0. 1 kg,

    螺旋压缩弹簧组件的额定弹性系数应为6. 9士1 N/mm，可相对运动部分总的摩擦力应为0.25-

0. 45 N。螺旋压缩弹簧组件的预压缩力为104。士。.45 N，其可再压缩量不应小于60 mm,

    冲击头加载表面搜以皮革材料，内装干燥细砂，外形扁平(见图9),

4.2.3 载荷

    标准祛码或经校准的金属块。如使用内装铅丸的织物布袋，应将铅丸布袋分割成小块，避免试验期

间铅丸移动。如果使用金属块，前排金属块应与试件表面前部边缘平齐。

4.2.4 试验位置地面要求

    试验位置地面应水平、平整、表面覆以层积塑料板或类似材料。

4-2.5 挡块

    用来防止试件移动，但不能限制试件倾翻的装置，其高度不大于12 mm。如因试件结构特殊，允许

使用较高的尺寸，但其最大高度应以刚好能防止试件移动为宜。

5 试件

    试件应为完整组装的出厂成品，并符合产品设计图纸的要求。

    拆装式家具应按图纸要求完整组装，组合家具如有数种组合方式，则应按最不利于强度试验和耐久
性试验的方式组装。

    所有五金连接件在试验前应安装牢固。

    采用胶接方法制成的试件，从制成后到试验前，应至少在一般室内环境下连续存放7天。

6 试验要求

6.1 试验环境

    标准试验环境的温度为15̂-25̀C，相对湿度为40%-70%.

6.2 加载要求

    强度试验时，加力速度应尽量缓慢，确保附加动载荷小到可忽略不计的程度，耐久性试验时，加力速

度应缓慢，确保试件无动态发热。

6.3 试验步骤

    试件应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步骤进行有关各项试验，耐久性试验可分别在不同的试件上进行;强度

试验应在同一试件上进行。

    试件上的抽屉和门的强度和耐久性试验应参照GB 10357.5进行。

    如因试件结构特殊不符合试验步熟，则试验尽可能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步骤进行，有关差异应记录

在试验报告中。

    如要测定产品的使用寿命，试验应逐级通过各试验水平，直室试件破坏为止。

    如要检查产品的力学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则试验可直接按相应等级的试验水平进行。
6.4 测量精度

    如无其他规定，小于1 m的尺寸测量应精确到士。. 5 mm，大于等于1 m的尺寸测量应精确到

士1 mm，力的测量应精确到士5%;质量的测量应精确到士1%0

7 试验步软

了.1 强度试验

7.，1 垂直静载荷试验

7.1.1.1 主桌面垂直静载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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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357. 1一89

    在桌面易于发生破坏的位置，按表中所规定的力，通过加载垫，垂直向下重复施加to次(见图1),
每次加力至少应保持10 s,

    如果桌面有几个易于发生破坏的位置，则应在每个位置上加力10次，但最多只能选三个位置加力。

    试验结束后，测量经加载的桌子整体结构的最大挠度值，并按第s章规定评定缺陷。

图 1 主桌面垂直静载荷试验

7.1.1.2 副桌面垂直静载荷试验

副桌面指桌类家具上可向外伸展的延伸桌面部分。不需要时，此部分可收折起来。

    按表中规定的力，通过加载垫，按7.1.1.1条的方法试验副桌面(见图2)。如果试验时桌子可能发

生倾翻，则适当加载主桌面，使桌子保持平稳。

试验结束后，测量经加载的副桌面和桌子整体结构的最大挠度值，井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图2 副桌面垂直静载荷试验

7.1.1.3 桌面持续垂直静载荷试验

    在试验环境内按表中规定的力在桌面均布加载7天。

    在加载前和加载7天后尚未卸载荷时，测量桌面的挠度，并按二支承间跨距的百分比记录挠度值。

    试验结束后，检查桌子的整体结构，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了.，.2 水平静载荷试验

    用挡块围住腿1和腿2(见图3)如果桌子装有脚轮，应用挡块限制脚轮活动。把平衡载荷均布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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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357. 1一89

在桌面上，载荷质量应以刚好能防止桌子在试验时倾翻为宜，但最重不能超过loo kg。然后把表中规定

的力，在桌面中心线一侧部位A，水平加力10次(见图3)，每次加力应至少保持10s。如果桌面均布载

荷达100 kg，试验时桌子仍会倾翻，则应把所加的力减小到刚好不致使桌子倾翻的程度，并记录实际所
加的力。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加载及卸载时，分别测量加载点的位移值。(见图3),

    挡块不动，在部位B加力10次，并测量位移值e.

    用挡块围住腿2和腿3，以同法分别试验和测量加载部位C和D。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分别检查桌

子的损坏程度，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一 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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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水平静荷试验

7.1.3 桌面垂直冲击试验

    按表中规定的高度即冲击器底面距被试桌面的垂直高度，使冲击器(图见9)自由跌落，分别冲击支

承桌面部位和桌面跨距中心部位各一次。

    试验结束后，检查桌子的整体结构.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7.，.4 桌腿跌落试验

    在试验场地上，将方桌任意一腿端部或长方形桌子窄向的一腿端部提升到表中规定的高度，自由跌

落10次(见图4),

    层盈式桌子仅对一腿做跌落试验，受试一腿端部与对角一腿端部的连线同地面夹角为20度。

    试验结束后，检查桌子的整体结构，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图4 桌腿跌落试验

了.2 耐久性试验

7.2.1 桌面水平耐久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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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357 1一89

    用挡块围住所有桌腿，如果桌子装有脚轮，应用挡块限制脚轮活动.把载荷均布在桌面上(见图5),

载荷质量应以刚好能防止桌子在试验时倾翻为宜，但最重不能超过100 kg,
    然后按表中规定的次数把150 N力，通过加载垫，按a,b,c,d顺序，依次沿水平方向施加在桌面距

一端边缘 50 mm部位(见图5),

图5 桌面水平耐久性试验

    每次加力应在不小于 is的时间内完成从零到 150 N再返回到零的加力过程。每次循环

(a-b-c-d)的早计延续时间至少为2s。为便于在加载期间测量试件结构的位移值，每个力保载的最

长持续时间应为1 min。如果桌面均布载荷达loo kg，试验时桌子仍会倾翻，则应把所加的力减少到刚好
不致使桌子倾翻的程度，并记录实际所加的力。如果主桌面一端附有一个副桌面，在主、副桌面上均布的

平衡载荷总计重f不能超过loo kg(见图6),

                              图6 副桌面水平面耐久性试验

    在第一次循环及最后一次循环加力和卸力时，分别测量加载部位的位移值。(见图7)。第一次及最
后一次的循环加力和卸力的时间至少为to s,

    试验结束后，检查桌子的整体结构，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7.2.2 独脚桌垂直耐久性试验

    把载荷均布在桌面上(见图8),载荷质量应以刚好能防止桌子在试验时翻到为宜，但最重不能超过

loo kg。然后按表中规定的次数，通过加载垫.把150 N力施加在主桌面或副桌面上预计最容易变形的
部位(见图8)。加载垫中心位置离桌面任何一边不能小于50 mm,

    每次加力应在约1:内完成从零到150 N再返回到零的加力过程。如果桌面均布载荷达100 kg，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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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357. 1一89

验时桌子仍会倾翻，应把力减小到刚好不致使桌子翻倒的程度，然后按减小的力进行试验，并记录实际

所加的力。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加力时，测量桌面偏离水平线的挠度值。(见图8),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加力至
少保载10 s,

    试验结束后，检查桌子的整体结构，并按第8章规定评定缺陷。

[M 7 桌面水平耐久性试验位移值MR方法 图8 独脚桌垂直耐久性试验

图 9 冲击器

8 试验结果评定

试验开始前，应实测试件的外形尺寸，仔细检查试件的质t，记录零、部件和结合部件缺陷(主要用

来区别试件经试后产生的缺陷)。

试验结束后，重新测量试件的外形尺寸，检查试件的质量，并按下列要求评定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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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10357 1一89

零、部件是否断裂或豁裂;

用手撇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是否出现永久性松动;

零、部件是否出现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五金连接件是否出现松动，

活动部件(包括门夹装置)的开关是否灵便。

压

阮

乙

d.

么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e. 选用何级试验水平，

b.试件试脸前的有关技术数据及其缺陷，
c.每项试验和全部试脸结束后试件出现的缺陷，
d. 任何不同于本标准规定的试验细节;

e.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r.试验日期。

                                试验项目汇总表

试 脸 项 目 加峨要求
试 脸 水 平

1 2 3 4 5

?1强度试脸

7.卜1垂直静艘荷试脸

7.1.1.1主桌面垂直静续荷试脸 力N  10次 500 750 1 000 1 250 2 X 900"

7.1.1.2副桌面垂宜静峨荷试脸 力N  10次 125 250 350 500 750

7.1.1.3桌面持续垂直静峨荷试脸 kg/dm'
  7夭

1.0 1.0 1.5 2.0 2.5

7，工2水平静狡荷试脸

    (最大平衡救荷为100 kg)

力N

10次
175 300 450 600 900

7.1.3桌面垂直冲击试脸
跌落高度

(mm) 2次 _
80 140 180 240

7.1.4桌姗跌落试脸
跌落高度

(.m)10次
100 150 200 300 600

7.2耐久性试脸

7.2.1桌面水平耐久性试脸

    (最大平衡趁荷为100 k砂

循环次数

力150 N
5 000 10 000 15 000 30 000 60 000

7.2.2独脚桌垂直附久性试脸

    (最大平衡俄荷为100 kg)

循环次数

力150 N
500 2 500 10 000 30 000 60 000

注:1)这二个力的加力中心应间陇5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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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10357. 1一89

  附 录 A

试验水平选择农

    (参考件)

表A1

试 脸 水 平 家 具 预 定 的便 用条 件

1 不经常使用、小心使用、不可能出现误用的家具，如供陈设古玩、小樱件等的架类家具

2 轻毅使用、误用可能性很小的家其，如高服旅馆家具、高级办公室家其等

3
中曦使用、比较奴繁使用、比较易于出现误用的家其，如一般卧房家其、一般办公家具、
旅馆家具等

4
宜峨使用、族盆使用、经常出现误用的家具，如旅馆门厅家具、饭厅家其和某些公共场所

家具

5 使用极奴诀、经常超峨使用和误用的家其如候车室、影剧院家具稼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质t检侧中心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和上海市家具研究所共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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