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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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JB/T 7499—2006 《涂附磨具  耐水砂纸》，与JB/T 7499－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a) 增加了“缺复胶”“背面胶边”的术语及定义（见第 3章，2006年版的第 3章）； 

b) 更改了产品标记的表述方式（见第 5章，2006 年版的 4.4）； 

c) 更改了外观的规定（见 6.5，2006年版的 5.5）； 

d) 增加了尺寸检测的测试条件（见 7.2，2006年版的 6.2）； 

e)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 8章，2006年版的第 7章）； 

f) 增加了耐水砂纸卷应有方向标示的规定（见 9.1.1）。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锋芒复合

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淄博理研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华明、何媛、卞振伟、李振强、孟强、张良、孙红斌、郭巍、包华。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B/T 7499—1994、JB/T 74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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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附磨具  耐水砂纸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耐水砂纸的产品分类、产品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耐水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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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  普通磨料  代号 

GB/T 2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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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9258.1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分析  第1部分：粒度组成 

GB/T 9258.2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分析  第2部分：组磨粒P12～P220粒度组成的测定 

GB/T 9258.3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分析  第3部分：微粉P240～P2500粒度组成的测定 

GB/T 15305.1  涂附磨具  砂页 

GB/T 15305.2  涂附磨具  砂卷 

JB/T 7424  涂附磨具  抗拉强度和伸长率测定方法 

JB/T 10043  分离涂附磨具磨料的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砂团  reunion grain 

高出砂面的磨料团聚物。 

3.2  

缺砂  lacking grain 

砂面某一部位缺少磨料。 

3.3  

胶斑  spot/resin lump 

砂面局部磨料被胶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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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缺复胶  lacking compound glue 

砂面无胶。 

3.5  

背面胶边  resin on the back side 

产品背面边缘有胶。 

3.6  

折印  wrinkles 

砂面与砂面或背面与背面折叠所造成的痕迹。 

3.7  

破裂  gap 

产品某部位破损或开裂。 

4 产品分类 

4.1 按形状分类其代号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形状分类及代号 

形状 砂页 砂卷 

代号 S R 

4.2 按基材分类其代号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基材分类及代号 

定量  g/m2 70～100（不含） 100～120（不含） 120～150（不含） ≥150 

代号 A B C D 

4.3 按磨料分类其代号应符合 GB/T 2476的规定。 

5 产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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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记方法如下： 

△ △ △ △ △×△ △ △ 

磨料粒度 

磨料种类 

长度 

宽度 

基材代号 

形状代号 

本标准号 

产品名称 

示例：砂页、C 型纸基、宽度 230mm、长度 280mm、棕刚玉磨料， P80 粒度的耐水砂纸标记为： 

耐水砂纸 JB/T 7499-XXXX S C 230×280 A P80 

6 技术要求 

6.1 磨料粒度组成 

磨料粒度组成应符合GB/T 9258.1的规定。 

6.2 尺寸及极限偏差 

耐水砂纸页尺寸及极限偏差应符合GB/T 15305.1的规定；耐水砂纸卷尺寸及极限偏差应符合GB/T 

15305.2的规定。 

6.3 抗拉强度 

耐水砂纸卷的抗拉强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耐水砂纸卷抗拉强度 

基材 

抗拉强度 

KN/m（N/5cm） 

纵向 横向 

A ≥4.8（240） ≥2.6（130） 

B ≥7.0（350） ≥3.5（175） 

C ≥9.0（450） ≥4.5（225） 

D ≥15.0（750） ≥6.0（300） 

6.4 湿抗拉强度 

耐水砂纸卷湿抗拉强度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耐水砂纸卷纵向湿抗拉强度 

基材 
纵向湿抗拉强度 

KN/m（N/5cm） 

A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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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4（120） 

C ≥3.0（150） 

D ≥5.0（250） 

6.5 外观 

6.5.1 耐水砂纸卷 

6.5.1.1 不应有直线尺寸大于 5 mm 的砂团、缺砂、胶斑、缺复胶、破裂及长度超过 0.5 m 的折印，

单边不应有宽度大于 10 mm 的背面胶边。 

6.5.1.2 直线尺寸 2 mm～5 mm 的砂团、缺砂、胶斑、缺复胶、破裂及长度不超过 0.5 m 的折印等缺

陷的总数每卷平均每 5 m2 不应超过一处（不足 5 m2 按 5 m2 计），在任意 5 m2 面积上不应超过三处。 

6.5.1.3 开剪或接头应符合表 5的规定。 

6.5.1.4 产品标志应正确、清晰。 

表5 耐水砂纸卷开剪或接头要求 

耐水砂纸卷长度 25 000mm 50 000mm 100 000mm 

开剪或接头数量 不应有 ≤1 ≤2 

短段长度 — ≥10 000mm 

6.5.2 耐水砂纸页 

6.5.2.1 不应有砂团、缺砂、胶斑、缺复胶、背面胶边、折印、破裂等缺陷。 

6.5.2.2 产品标志应正确、清晰。 

7 试验方法 

7.1 磨料粒度组成 

磨料粒度组成的检测按JB/T 10043规定的方法对磨料进行分离后，按GB/T 9258.2或GB/T 9258.3

的规定进行。 

7.2 尺寸 

在GB/T 15305.1和GB/T 15305.2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用钢直尺和钢卷尺检测。 

7.3 抗拉强度 

抗拉强度检测按JB/T 7424的规定进行。 

7.4 湿抗拉强度 

先将试样置于20℃±2℃水中浸泡2 h后用滤纸去除多余的水分，立即进行抗拉强度试验，试验方法

同7.3。 

7.5 外观 

用目测检查和钢直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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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不合格分类 

产品不合格分类见表6。 

表6 不合格分类 

产品种类 不合格分类 项目 

砂纸卷 
A 类不合格 砂团、缺砂、胶斑、缺复胶、破裂、折印、背面胶边、抗拉强度、湿抗拉强度 

B 类不合格 开剪或接头、尺寸、产品标志 

砂纸页 
A 类不合格 砂团、缺砂、胶斑、缺复胶、折印、破裂、背面胶边 

B 类不合格 尺寸、产品标志 

8.2 出厂检验 

8.2.1 抽样方案 

按GB/T 2828.1的规定进行随机抽样。抽样方案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8.2.2 耐水砂纸卷 

A类不合格的检验采用特殊检验水平S-2；B类不合格的检验采用特殊检验水平S-1。 

A类不合格接收质量限（AQL）为6.5，B类不合格接收质量限（AQL）为25。 

8.2.3 耐水砂纸页 

检验水平使用一般检验水平Ⅰ。A类不合格接收质量限（AQL）为4.0，B类不合格接收质量限（AQL）

为25。 

8.2.4 判定 

按上述抽样方案抽取样本后，对样本实施全数检验。当样本不合格数不大于Ac时判定为合格接收。

对于A类不合格，Ac和Re均按品数（不合格品数）计；对于B类不合格，Ac和Re均按项数（不合格项数）

计。 

对于各类不合格应分别作出判定结论。当各类全部判定为合格接收时，该批产品才最终判为合格；

若各类中有任意一类或多类为不合格拒收时，则该批产品最终判为不合格。 

8.3 监督性检验 

8.3.1 耐水砂纸卷 

8.3.1.1 检验批的形成 

将已检验合格入库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的同一品种、规格（尺寸、粒度、材质）汇集成批。提交检

验批的大小可根据各个具体品种规格的产量按检验部门规定执行，一般批量为10～50卷。 

8.3.1.2 抽样方案 

随机抽取1卷。 

8.3.1.3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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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A类不合格项目必须全部合格，B类不合格项目的不合格数不超过2个为合格。 

8.3.2 耐水砂纸页 

8.3.2.1 检验批的形成 

将已检验合格入库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的同一品种、规格（尺寸、粒度、材质）汇集成批。提交检

验批的大小可根据各个具体品种规格的产量按检验部门规定执行，一般批量为100～200个。 

8.3.2.2 抽样方案 

按GB/T 2829—2002的规定从形成的检验批中随机抽样。抽样方案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判别水平使

用判别水平Ⅲ。不合格质量水平（RQL）按表7规定。 

表7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不合格分类 A 类不合格 B 类不合格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1.0 40 

按GB/T 2829—2002的表4检索抽样方案，确定抽取样本和判定数组见表8。 

表8 样本量及判定数组 

样本量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类型 
A 类不合格 B 类不合格 

Ac  Re Ac  Re 

10 Ⅲ 一次 0   1 1   2 

8.3.2.3 判定 

按8.2.4的规定对样本进行判定。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应有以下标志： 

a) 生产厂名称或其注册商标； 

b) 磨料、粒度； 

c) 耐水砂纸卷应有方向标示。 

9.1.2 包装箱标志内容： 

a) 生产厂名称； 

b) 注册商标； 

c) 产品名称、形状、磨料、粒度； 

d) 数量； 

e) 包装箱体积（长×宽×高）； 

f) 毛重； 

g) 生产日期； 

h) 防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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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包装 

产品用纸盒、牛皮纸及其他材料包装；产品应附有合格证；包装应牢固可靠，符合交通运输的有关

规定。 

9.3 运输 

运输时注意防火、防雨、防碰伤，切勿损坏包装。 

9.4 贮存 

砂纸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