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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是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包括：

— GB/T 3098. 1-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 GB/T 3098. 2-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粗牙螺纹；

— GB/T 3098. 3-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紧定螺钉；
— GB/T 3098. 4-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细牙螺纹；

— GB/T 3098. 5-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攻螺钉；

— GB/T 3098. 6-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 GB/T 3098. 7-2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挤螺钉；

— GB/T 3098.8-199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耐热用螺纹连接副；

— GB/T 3098. 9-2002 紧固件机械性能 有效力矩型钢六角锁紧螺母；

— GB/T 3098. 10-1993 紧固件机械性能 有色金属制造的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 GB/T 3098. 11-200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钻自攻螺钉；

— GB/T 3098. 12-1996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锥形保证载荷试验；

— GB/T 3098. 13-1996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与螺钉的扭矩试验和破坏扭矩 公称直

                              径1一10 mm;

— GB/T 3098. 14-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扩孔试验；

— GB/T 3098. 15-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

— GB/T 3098. 16-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紧定螺钉；

— GB/T 3098. 17-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检查氢脆用预载荷试验 平行支承面法；

— GB/T 3098. 18-2004 紧固件机械性能 盲铆钉试验方法；

— GB/T 3098. 19-2004 紧固件机械性能 盲铆钉；

— GB/T 3098. 20-2004 紧固件机械性能 蝶形螺母 保证扭矩。

本部分是GB/T 3098的第18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14589:2000((盲铆钉 机械试验））（英文版）。

本部分代替GB/T 12619-1990《抽芯铆钉技术条件》中的第9章。

本部分与GB/T 12619-1990第9章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制定独立标准，并增加了击芯铆钉的机械性能试验方法（见第1章）；

— 对剪切和拉力试验各规定了常规与仲裁两种试验方法及夹具，并调整补充了有关内容（见第3章）；

— 增加钉头保持能力试验（见第4章）；

— 增加铆接前的钉芯拆卸力试验（见第5章）；

— 增加钉芯断裂载荷试验（见第6章）；

— 取消铆接试验（见1990年版的9.3)0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85)归口。

本部分由机械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上海安字实业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2619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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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固件机械性能

                        盲铆钉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盲铆钉（即抽芯铆钉和击芯铆钉）的机械性能试验方法，包括：

    — 剪切试验（见第3章）；

    — 拉力试验（见第3章）；

    — 钉头保持能力试验（见第4章）；

    — 钉芯拆卸力试验（安装前）（见第5章）；

    — 钉芯断裂载荷试验（见第6章）。

    试验环境温度为100C -35 *C e

    适用于公称直径至6.4 mm的抽芯铆钉和击芯铆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3098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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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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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 3722-1992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GB/T 16491-1996 电子式万能试验机

    JB/T 9375-1999 机械式拉力试验机 技术条件

3 剪切和拉力试验

3.1 试验原理

    对固定在试验夹具中的抽芯铆钉或击芯铆钉试件，施加剪切载荷或拉力载荷，直至损坏。

3.2 试验夹具

    对两种试验方法规定了两种试验夹具。3. 2. 1. 1和 3. 2. 2. 1规定的夹具可用于常规试验。

3.2.1.2和3.2.2.2规定的夹具也可用于常规试验，但有争议时是决定性和仲裁的试验夹具。

3.2. 1 剪切试验夹具

3.2.1.1 常规剪切试验

    常规剪切试验夹具的基本尺寸见图to

    试验板应由硬度不低于420 HV30的钢制成。用适当的钢螺栓将试验板固定在试验机上，使在载

荷作用下试验板变形的影响减至最小。

    当装铆钉的通孔呈现非圆形、有磨损的痕迹，或损坏或者其尺寸超出表2规定的最大直径时，则该

试验板应予报废。

    试验板厚度和通孔直径见3.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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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一粉盛参剔                                                              口 一

    一滩嘟 b－
      表面粗糙度Ra=1.6 JAM.

    6通孔的棱角处不得有毛刺。

      沉头角应等于钉体头的公称角度，其公差为一；·。

    d试件周围最小圆形面积的直径D=25 mmo

                                    圈 1 常规剪切试验夹具

3.2. 1.2 仲裁剪切试验

    图3试验夹具中使用的衬套应符合图2给出的尺寸和表面粗糙度。

    衬套应由淬火并回火的钢制成，其最低硬度为700 HV30。装人铆钉试件的夹具应安装在试验机

中，并能自动定心。

    对每一仲裁试验项目应使用新的衬套。

    图3的试验夹具如用于常规试验，当装铆钉的通孔呈现非圆形、有磨损的痕迹，或损坏或者其尺寸

超出表2规定的最大直径时，则该试验衬套应予报废。

    衬套的厚度和通孔尺寸见3.2.3.

3.2.2 拉力试验夹具

3.2.2.1 常规拉力试验

    常规拉力试验夹具的基本尺寸见图40

    注：适用的试验夹具示例见附录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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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二2d,d— 铆钉公称直径。

b通孔的棱角处不得有毛刺。

  沉头角应等于钉体头的公称角度，其公差为＿；．。

                            图2 突头和沉头铆钉用试验衬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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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宽度50 mm,

                                图3 仲裁剪切试验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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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头角应等于钉体头的公称角度，其公差为一；．。

    b 试件周围最小圆形面积的直径D=25 mm.

                                    图4 常规拉力试验夹具

    试验板应由硬度不低于420 HV30的钢制成。用适当的钢螺栓将试验板固定在试验机上，使在载

荷作用下试验板变形的影响减至最小。

    当装铆钉的通孔呈现非圆形、有磨损的痕迹，或损坏或者其尺寸超出表2规定的最大直径时，则该

试验板应予报废。

    试验板厚度和通孔直径见3.2.3.

3.2.2.2 仲裁拉力试验

    3.2.1.2规定的技术要求均适用于图5试验夹具中使用的衬套。

3.2.3 试验板或衬套厚度和通孔直径

    对所有试验夹具，试验板或衬套厚度均应符合表1规定，通孔直径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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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1— 衬套（详见图2)0

      宽度50 mm,

    b试验较长的铆钉可增加衬垫。

                                    图5 仲裁拉力试验夹具

                        表 1 盲铆钉的类型与试验板或衬套厚度的关系

一一门



GB/T 3098.18-2004八SO 14589:2000

                                  表2 试验板或衬套通孔直径

一打套
3.2.4 试件铆接成型

    将两个相同厚度的试验板或试验衬套用铆钉试件铆接成铆接试件。该铆钉应当用铆接工具或抓取

机构，按铆钉制造者推荐的安装程序进行铆接。

    铆接试件的总厚度不应超过对铆钉试件规定的最大铆合长度。

3.3 试验程序

    将铆接试件安装在符合GB/T 3722或GB/T 16491或JB/T 9375的试验机上。

    夹具在拉力试验机上应能自动对中，并应保证沿着剪切试件的剪切平面或拉力试件的中心线，直线

地施加载荷。

    应当持续地施加载荷，试验速度不应低于7 mm/min、且不大于13 mm/min，直至试件损坏。

    最大载荷值应予记录，作为铆钉的最大剪切或拉力载荷。

    如在规定的最小剪切或拉力载荷之前铆钉试件损坏，则该铆钉不能通过本试验。

3.4 短铆钉的试验

    对铆钉最大铆合长度短于表1规定的2 tpmin或2 tcmin时，试验板或试验衬套的组合厚度应等于铆钉试
件规定的最大铆合长度。

    试件铆接成型和试验程序应符合3.2的有关规定。试验的评定取决于试验板或试验衬套是否能承

受铆钉试件的最大剪切或拉力载荷。所以，对短铆钉的试验数据有下列几种情况：

    a) 直至铆钉损坏，试验板或试验衬套保持完好无损，则最大载荷数据是该铆钉损坏时的最大剪切

        或拉力载荷。如该载荷等于或超过规定的最小剪切或拉力载荷，则该铆钉通过本试验。

    b) 当载荷等于或超过规定的最小剪切或拉力载荷时，铆钉保持完好无损而试验板或试验衬套损

          坏，则该铆钉通过本试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确定铆钉的最大剪切或拉力载荷。

    c） 当载荷小于规定的最小剪切或拉力载荷时，铆钉保持完好无损而试验板或试验衬套损坏，则该

        铆钉是否接收可由供需双方协议。

    d) 在达到规定的最小剪切或拉力载荷之前，铆钉损坏，则该铆钉不能通过本试验。

4 钉头保持能力试验

4.1 试验原理

    从铆钉的钉体头一侧沿钉芯轴向加载，直至钉头移动。

    注：本试验不适用于封闭型、击人式、扩口型和开槽型盲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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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试验夹具

    钉头保持能力试验夹具见图60

        ｛ ｛

  d,                                                                         dpL}                                                                          I L}      -
                                              d

翱 dmsd}          1       2                                                     d}          1       2
      1— 钉芯；

    2— 试验垫板。

                                  图6 钉头保持能力试验夹具

    铆接件可用一块或多块钢板组成，但其总厚度应等于铆钉试件规定的最大铆合长度。单板厚度不

得小于1. 5 mm。试验板应有一定的宽度，以保证试件周围最小圆形的直径D=25 mm,

    试验板装人铆钉的通孔（dh2）直径应按表2规定。

    铆钉应使用铆接工具或抓取机构，并按铆钉制造者推荐的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冲头直径d。应比钉芯直径d。小0. 25 mm,

    试验垫板上的孔（铆接件置于其上）应能放入盲铆头，但其直径dh3不得大于2倍的铆钉公称直径

(dh3镇2 d)。

4.3 试验程序

    将试验夹具安装在符合GB/T 3722或GB/T 16491或JB/T 9375的试验机上。该试验机应装有

如图6所示的压力冲头。

    将载荷持续而无冲击地沿着钉芯轴线直接施加于钉芯断口，并持续到钉头对铆钉体开始移动。试

验速度不应低于7 mm/min、且不大于13 mm/min。钉头开始移动之前的最大载荷应予记录，并作为该

铆钉的钉头保持载荷。

5 钉芯拆卸力试验（铆接前）

5.1 试验原理

    从铆钉的钉体头一侧沿钉芯轴向加载，直至推出钉芯。

    注：本试验不适用于封闭型和击人式盲铆钉。

5.2 试验夹具

    钉芯拆卸力试验（铆接前）夹具见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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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试验垫板。

                                  图7 钉芯拆卸力试验夹具

    铆接件可用一块或多块钢板组成，但其总厚度应为tto, > 10 mm。单板厚度不得小于1. 5 mm。试

验板应有一定的宽度，以保证试件周围最小圆形的直径D=25 mm.

    试验板装人铆钉的通孔直径（dh2）应按表2规定。

    试验垫板上孔（试验板和铆钉试件置于其上）的直径dh4不得比铆钉杆最大直径大1 mm,

5.3 试验程序

    将试验夹具安装在符合GB/T 3722或GB/T 16491或JB/T 9375的试验机上。该试验机应装有

如图7所示的压力冲头。

    将载荷持续而无冲击地沿着钉芯轴线直接施加于钉芯末端，直至钉芯对铆钉体开始移动。试验速

度不应低于7二 ／min、且不大于13 mm/min。出现的最大载荷应予记录，并作为该盲铆钉的钉芯拆卸

载荷。

6 钉芯断裂载荷试验

6.1 试验原理

    对试验夹具中的钉芯施加拉力载荷，直至钉芯断裂。

6.2 试验夹具

    钉芯断裂载荷试验夹具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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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试验板；

    2— 试验夹具见图5(仅是一部分）；

    3— 试验衬套。

      孔径dh。二dm丰；．；mma

                                  图8 钉芯断裂载荷试验夹具

    试验夹具应由硬度不低于700 HV30的一个钢试验板或衬套组成。试验板或试验衬套中置人钉芯

的孔，应等于试件钉芯的公称直径，其公差为丰：：；mm。试验板或试验衬套的厚度不得小于5 mm，并应
能承受试验载荷而无塑性变形。

6.3 试验程序

    将试验夹具安装在符合GB/T 3722或GB/T 16491或JB/T 9375的试验机上。该试验机应装有

能夹紧钉芯的夹具。

    将拉力载荷持续而无冲击地沿着钉芯轴线直接施加于钉芯，并持续到钉芯破坏。试验速度不应低

于7 mm/min、且不大于13 mm/min。出现的最大载荷应予记录，并作为该铆钉的钉芯断裂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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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铆钉拉伸适用试验央具示例

    用铆钉试件铆接符合3.2.2规定的厚度和通孔的两块试验板，如图A. 1所示。

    将铆后的试验板置于图A. 1所示的试验夹具中，该试验夹具应置于试验机的压头之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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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圈A. 1 铆钉拉伸试验夹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