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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化 工产 品 采样 通 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化工产品的采样技术、样品制备、采样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化工产品的采样。本标准不适用于气体中的固体悬浮物和浆状物的采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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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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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GB/T 3723-1999,idt ISO 3165:1976)

    GB/T 6678- 2003 化工 产品采样总 则

概 述

3.1 固体化工产品样品类型

    样品类型有部位样品、定向样品、代表样品、截面样品和几何样品。

    应根据采样目的、采样条件、物料状况(批量大小、几何状态、粒度、均匀程度、特性值的变异性分布)

确定样品种类 。

3.2 对样品的基本要求

3.2. 1 采样检验是通过检验样品而对总体物料的质量做出评价和判断的一种检验方法。样品必须能

够代表总体物料的特性。

3.2.2 采集的样品量应能够代表总体物料的所有特性，并能满足检验需要的最佳量 (按GB/T 6678)

3.2.3 采集的样品数:根据总体物料包装形式、物料的不均匀性，按GB/T 6678-2003中第7. 6条和

第n章决定采集的样品数，鉴于固体化工产品的特殊性，推荐采用下述方法决定采集的样品数。

3.2.3. 1 单元物料:按GB/T 6678-2003中7.6.1条和第11章的规定

3.2.3.2 散装物料

    a) 批量少于2. 5 t，采样为7个单元(或点);

    b) 批量为 2. 5 t-80 t，采样 为 :

    丫批量(t)X20个单元(或点)，计算到整数;

    c) 批量大于80 t，采样为40个单元(或点)。

3. 3 采样步骤

3.3. 1 确定采样目的(按GB/T 6678).

3.3.2 确定采样对象。

3.3. 3 制定采样方案

3.3.4 用适当的装置和技术采样。

3.3.5 制备样品。

3.4 采样方案

3.4. 1 采样前必须制定采样方案

3.4.2 制定采样方案的目的是以最低的成本，在允许的采样误差范围内获得总体物料有代表性的

样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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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制定采样方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主要是采样目的、总体物料特性值的差异性、允许的采样误差

和物料的包装及运输方式(按GB/T 6678的规定)。

3.4.4 制定采样方案的理论依据见GB/T 6678的规定。

3.4.5 采样方案的基本内容。

    采样方案的基本内容见GB/T 6678-2003中第6.2条的规定。

3.5 其他

3.5.1 固体化工产品种类繁多，采样条件千变万化，采样应根据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按照

实际情况及可能选择最佳采样方案和采样技术。

3.5.2 采样前应对待采样物料进行预检，根据双方制定的合约，检查物料名称、批号、数量、净含量、颜

色、外观受损情况，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和手段，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物料的性质，物料特性值的差异性及

包装情 况。应 对选用的采样方法和装置进行可行性实验 ，掌握偏差情况 。

4 采样技术

4.1 选择采样技术的原则

4.1.1 选择采样技术的原则应依据被采物料的形态、粒径、数量、物料特性值的差异性、状态(静止或

运动 )。

4. 1.2 采样技术应能保证在允许的采样误差范围内获得总体物料的有代表性的样品。

4. 1.3 采样技术不能对物料的待测性质有任何影响

4. 1.4 采样技术应完全、方便、成本低。

4. 1.5 要求特殊处理的固体和有危险性的固体，按有关规定选择适当的特殊技术采样。

4.2 对采样器和分样器的基本要求

4.2. 1 所用材质不能和待采样物料有任何反应;不能使待采样物料污染、分层和损失。

4.2.2 应清洁、干燥、便于使用、清洗、保养、检查和维修。

4.2.3 任何采样装置(特别是自动采样器)在正式使用前均应做可行性试验

4.2.4 采样器和分样器的型式参见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和附录E,

4.3 采样方法

4.3. 1 粉末、小颗粒、小晶体的采样

4.3. 1. 1 件装

    用采样探子或其他合适的工具，从采样单元中，按一定方向，插人一定深度取定向样品。每个采样

单元中所取得的定向样品的方向和数量依容器中物料的均匀程度确定。

4.3.1.2 散装

    a) 静止物料

    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及均匀程度，用勺、铲或采样探子从物料的一定部位或沿一定方向取部位样品或

定向样品 。

    b) 运动物料

    用自动采样器、勺子或其他合适的工具从皮带运输机或物质的落流中随机的或按一定的时间间隔

取截面样品

4.3.2 粗粒和规则块状物的采样

4.3.2. 1 件装

    直接沿一定方向，在一定深度上取定向样品。应注意用采样探子采样有可能改变物料的粒径

4.3.2.2 散装

    a) 静止物料

    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及均匀程度，用勺、铲或其他合适的工具在物料的一定部位取部位样品或沿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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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取定向样品。

    b) 运动物料

    用适当的工具或采用分流的方法，从皮带运输机上或从落流中，随机的或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取截面

样品。

    如果能用适当的装置粉碎物料，粉碎后按4.3.1中的方法采样。

4.3.3 大块物料的采样

4.3.3. 1 静止物料

    根据物料状况可分别取部位样品、定向样品、几何样品或代表样品。分述如下:

    a) 部位样品

    用合适的工具从所需部位取一定量的物料，若物料坚硬，用钻或锯在要求的部位处理物料。收集所

有的钻屑或锯屑做为样品。处理对热敏感的物料时应用适当的惰性冷却剂对工具进行冷却。

    b) 定向样品

    对于单块或连续大块的物料，沿要求的方向把大块物料破成两块。切削新暴露的表面，收集所有切

屑做为样品。

    若物料坚硬，用钻或锯沿要求的方向处理物料，收集所有的钻屑或锯屑做为样品。

    c) 几何样品

    对于单块或连续大块的物料，用锤子和凿子，或用锯从物料上切下所要求的形状和重量的物料做为

样 品。

    d) 代表样品

    如果不要求保持物料的原始状态，可以把大块物料粉碎至可充分混合的粒度，再用适当的采样方法

从总体物料中取出样品。

    如果物料系在溶剂中使用，溶液不影响物料的待测特性，可把物料溶解后按溶液的采样方法采样

4.3.3.2 运动物料

    随机或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取截面样品。

    如果可粉碎物料，粉碎后按4.3.1中的方法采样。

4.3.4 可以切割的固体的采样

    用刀子或其他合适的工具(如金属线)在物料的一定部位取截面样品或一定形状和重量的几何

样品 。

4.3.5 要求特殊处理的固体

4.3.5. 1 要求特殊处理的固体是指同周围环境中一种或多种成分有反应的固体及活泼或不稳定的

固体

4.3.5.2 进行特殊处理的目的是保护样品和总体物料的特性，不因所用的采样技术而产生变化。

4.3.5. 3 有放射性的固体及有毒固体的采样，按GB/T 3723和产品标准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3.5.4 和周围环境有反应的固体的采样

    a) 和氧气、水、二氧化碳有反应的固体，应在隔绝氧气、水、二氧化碳的条件下采样，如果固体和这

        些物质的反应十分缓慢，在采样精确度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快速采样的办法。

    b) 其他污染物

    不能受灰尘或其他气体污染的固体，采样应在清洁空气中进行

    不能受真菌或细菌污染的固体，应在无菌条件下采样。

    c) 受光影响的固体

    易受光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固体，应在隔绝有害光线的条件下采样。

    d) 组成随温度变化的固体

    此类固体应在其正常组成所要求的温度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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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5 活泼或不稳定的固体

    此类固体应按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采样。

5 样 品制备

5. 1 样品制备的目的

    从较大量的原始样品中获取最佳量的、能满足检验要求的、待测性质能代表总体物料特性的样品。

5.2 样品制备 的原则

5.2. 1 原始样品的各部分应有相同的概率进人最终样品。

5.2.2 制备技术和装置在样品制备过程中不破坏样品代表性，不改变样品组成，不使样品受到污染和

损失

5.2.3 在检验允许的前提下，为了不加大采样误差，应在缩减样品的同时缩减粒度

5.2.4 应根据待测特性、原始样品的量及粒度以及待采样物料的性质确定样品制备的步骤及应采用的

技术 。

5.3 样品制备阶段

    一般包括粉碎、混合、缩分三个阶段。应根据具体情况一次或多次重复操作，直至获得最终样品。

5.4 样品制备技术

    粉碎、混合、缩分均可根据情况及可能，选用手工或机械方法进行。

5.4. 1 粉碎

5.4.1.1 手工方法

    用研钵或锤子等手工工具粉碎样品。

5.4.1.2 机械 方法

    用适当装置和研磨机械粉碎样品。

5.4.2 混合

5.4.2. 1 手工方法

    根据样品量的大小，选用合适的手工工具(如手铲等)混合样品。

5.4.2.2 机械方法

    用合适的机械混合装置混合样品

5.4. 3 缩分

5.4.3. 1 手工方法

    常用的方法有四等分法和交替铲法。选用何种方法应根据物料状况而定。

5.4.3.2 机械 方法

    用分样器、分格缩分铲或其他适当的机械分样器缩分样品。

5.5 最终样品的量及其保存

5.5. 1 最终样品的量应满足检测及备考的需要。把样品一般等量分成两份。一份供检测用，一份留作

备考。每份样品量至少应为检验需要量的三倍

5.5.2 应根据样品及贮存时间选择对样品呈惰性的包装材质及合适的包装形式。

5.5.3 样品包装容器按GB/T 6678的规定

5.5.4 容器在装人样品后应立即贴上写有规定内容的标签(按GB/T 6678的规定)。

5.5.5 样品制成后应尽快检验。备检样品贮存时间一般为六个月。根据实际的需要和物料的特性，可

以适 当延 长和缩短。

6 采样报告

按 GB/T 6678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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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采 样 探 子

    此装置适用于粉末、小颗粒、小晶体等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采样探子分为末端开口的采样探子，末

端封闭的采样探子，可封闭的采样探子和关闭式采样探子(见图A.1,图A.2和图A. 3).

单位为毫米

末端开口的采样探子

A一A剖面

一 任三三习画
末端封闭的采样探子

末端开口的采样探子的改进设计

图 A. 采样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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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935

875

                A-A翻面

窗二a#
图A.2 可封闭的采样探子

外管

2个槽

刀 B剖 面

内管

图 A. 3 窗口关闭式 采样探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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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探子是由一根金属管构成，材质是钢、铜、合金等，依需要而定。管子的一端有一个T形手柄，

另一端有一个锥形钝点，管子的一侧切掉，使金属管成U形，其长度依需要而定。

    采样时采样探子按一定角度插人物料，插人时，应槽口向下，把探子转动两三次，小心地把探子抽

回，并注意抽回时应保持槽口向上，再将探子内物料倒人样品容器内

    可封闭的采样探子是由两根紧密配合的金属管构成，外管的一侧切一槽子，内管的一侧相应地切开

一组槽子，关闭式采样探子的内管的另一侧远离手柄的一端切两个槽，可用来采部位样品(见图A.2)o

槽宽至少应为所采物料最大直径的三倍，固定两管的手柄用的套管上有标记，并应和槽子的中心线相

对应。

    当内外管线上的标记成一线时，槽开启。如果要取代表或定向样品时，旋转内管，使所有的槽相配

合，如果要取部位样品，并使较下面的槽相配合以便取样。如果物料粒子堵在两管之间而有碍两管间的

相对运动，可用一根比外管长150 mm的金属棒或木棍代替内管与外管一起插人物料，若采代表样或定

向样品，将棒全部抽出。若取部位样品，则只抽出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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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采 样 钻

    采样钻适用于较坚硬的固体采样(见图B.1),

    关闭式采样钻是由一个金属圆筒和一个装在内部的旋转钻头构成。

    关闭式采样钻的使用方法是牢牢地握住外管，旋转中心棒，使管子稳固地进人物料，必要时可稍加

压力，以保持均等的穿透速度。到达指定部位后，停止转动，提起钻头，反转中心棒，将所取样品移进样

品容器 中。

单位 为毫米

样 品钻 头

管25的辐射边

图B. 1 窗板关闭式采样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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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 性附录)

气动和真 空探针

    气动和真空探针适用于粉末和细小颗粒等松散物料的采样(见图C. 1和图C.2),

    气动探针是由一个软管将一个装有电动空气提升泵的旋风集尘器和一个由两个同心管组成的探子

构成的(见图C.1)。开动空气提升泵，使空气沿着两管之间的环形通路流至探头，并在探头产生气动而

带起样品，同时使探针不断地插人物料。

    真空探针是由一个真空吸尘器通过装在采样管上的的探针把物料插人样品容器中。容器的盖上装

有一个金属网过滤器，组织空气中的飞尘进人真空吸尘器。探针是由内管和一节套筒构成，一端固定在

采样管上，另一端开口。套筒可在内管上自由滑动，但受套筒上伸人内管的销子的限制，套筒允许行程，

恰能使其上的孔完全开启和关闭。套筒的上部带一个凸缘，采样时由于物料的阻力，使探针处于关闭状

态，提取采样管，使内管后滑，由于物料堵住凸缘，套筒不动，使孔开启，把采样管上端连到玻璃样品容器

上，使用真空吸尘器，把样品吸人容器中。

                                                                                                      单位为毫米

图 C. t 典型 的气动 采样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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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抽吸式采样装置

(b) 容器上的空气过滤器的分布图

凸组

(c) 抽吸采样装置用的典型采样探子剖面图

图C. 2 真空采样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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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分 样 器

    分样器用于缩分样品。有格槽式分样器(见图D.1)，固定锥形分样器(见图D.2和图D.3)，格形分

样器(见图D.4).

图 D.1 典型的格植式分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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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槽式分样器适用于粒径在2.5 mm和5 mm之间的固体，是一种非机械型分样器。它把物质流

分成数个纵向单元，这些单元的物料互相交错，一部分成为样品，一部分丢弃。

    固定锥形分样器是一种静止分样器。槽子分布在一个圆周上，产品均匀分布在所有槽子中，这种装

置必须注意减少系统误差。

    格形分样器可把。.5m”样品缩减至。.05 m'。其构造是一个有64个通道的格子，按8X8行分布，

任一行上的格子相间按反方向倾斜，格子下方有一个九个格的槽子，有一个可使物料在格子均匀分布的

旋转门，使用时将待分样品装人漏斗，盖上盖子，打开旋转门，待全部样品分别进人两个接受器后，取一

舍一，按同样方法循环操作，直至达到符合要求的量。

单位为毫米

0175

    {

-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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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 2 固定锥形分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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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 3 固定锥形分样器攀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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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4 格形分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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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自动采样器

    自动采样器分为间歇式自动采样器、连续式自动采样器、输送带用的自动采样器(见图E. 1、图E. 2

和图 E.3).

    间歇式自动采样器(见图E. 1)，利用一个斜槽工作。此斜槽运动切过产品流，把产品流分出一部分

作为样品。在导轨上有一个变向架，此变向架按预定间隔在导轨上前后运动。切割臂牢牢地固定在变

向架上，斜槽又和切割臂相连。

I
采样操作机械

进 料

样品 出料

样品斜槽

采样操作机械

““ IiI
图 E. 1 间歇式 自动采样器

    连续式自动采样器(见图E. 2 )，带筒仓斜槽的吊桶升降机和螺旋输送机的连续式自动采样器，在物

料产生压力的地方，例如筒仓底部，提取器的管子有一块防护板，样品提取器的管子配有和欲采样物料

类型相适合的孔，依靠弹簧装置把振动传给管子，使物料通过管子，沿着管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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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振动样品用的振动容器

振 动器

样品容器

产品

样品容器

产品

样品容器

图 E.2 连续 式自动采样装 置

    输送带用的自动采样装置(见图E.3)，有一个绞接刮刀曲柄，此曲柄通过一个链环机械螺旋管驱

动，链环机带有一个横跨带的刮刀，此刮刀可移走一个截面的物料并送到位于侧边的一个斜槽内，刮刀

的下部是绞接的，这样可使刮刀返回时从物料的上方走过，而不碰到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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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尼 龙配套

样品斜槽

图E. 3 输送带用的自动采样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