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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出版物
第三版 确定电气绝缘材料耐
热性的导则 第 部分 老化烘箱 第 节 单室烘箱 制定的 在技术内容上与其等同
确定电气绝缘材料耐热性的导则 包括下列 部分
第 部分 制定老化试验方法和评价试验结果的总规程
第 部分 试验判断标准的选择
第 部分 计算耐热性特征参数的规程 正在考虑制定
第 部分 老化烘箱
第 部分 耐热性特征参数实际应用的指导 正在考虑制定
本标准与
在编写上的差异如下
在引言部分 本标准按
系列标准的引言对应编写了
系列标准的引言 删
掉了
引言中的注
在引用标准方面
是把被引用的两标准写在其前言中 而在制定本标准时 根据
把引用标准列入正文第 章并删去原
引用的
家用及类似电器的
安全 这个标准 因为正如
第 章中的注所述的 本标准不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 有关安全
方面信息可以从
中获悉 那样 既然与本标准内容无关 没有必要将其列入引用标准 因此删
去注的内容
上述两处改动 从技术内容及编写格式上都不影响本标准等同采用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起草人 于龙英
本标准
年 月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全国绝缘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前言
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 是由对这些技术问题特别关切的各国家委员会代表组成
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对其中所研究的问题 尽可能地表达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这个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为了促进国际统一
准的文本作为其国家标准

希望各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应该采用
推荐标
推荐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尽可能在相应国家标准

中清楚地指出
以前的出版物

第二版已被废止

按照

系列重新调整后的结构

第三版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以前不同的 有关标准结构详见引言部分 本标准内容源于下列文
件
六月法草案

表决报告

中办

中办

在上表所指出的表决报告中可以获悉投票赞成本标准的全部信息
本标准引用下列
出版物
家用及类似电器的安全
电缆绝缘及护套材料的通用试验方法
节 热老化方法

第

部分 一般使用的方法

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确定电气绝缘材料耐热性的导则
第

部分 老化烘箱

单室烘箱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作为电气绝缘耐热性评定用的排气 电热的单室烘箱 带或不带强迫空气循环 的最
低要求 还规定了老化烘箱的验收试验和运行中的控制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在比环境高出

直到

的整个或部分范围内运行的烘箱

注 对多室烘箱的技术要求正在考虑中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括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电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部分 通用试验方法 第 节 热
老化试验方法
定义
排气速率
按
的规定测得的每小时的换气量 必要时可通过排气孔和风门来调节
温度波动
烘箱内同一点温度在一定期间内的变化
注 温度波动与如下因素有关 如所用的控制器的灵敏度和类型 开 关式或比例调节加热方式 以及对应于表面积
的加热器的数量

温度梯度
在同一时间烘箱内不同点处的温度变化
注 温度梯度与如下因素有关 如加热器温度的均匀性 烘箱内加热器的分布以及烘箱内的气流图形

温度偏差
由于温度波动和温度梯度共同作用引起的温度偏差
时间常数
是将处于室温的标准试样加热到烘箱温度的任一百分数的速率的一种量度

决定此升温速率的烘

采标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安全问题 删去了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引用标准

批准

实施

箱的主要性能是烘箱内的空气循环速率
设计要求
烘箱应使用牢固的合适材料构成 所有的电气的和其他的辅助设置应易于维护
烘箱内部应由合适耐腐蚀的 不吸收的材料组成 制造时应使所有联接点无渗漏 不受腐蚀 内表面
易于清洁
烘箱门框和烘箱的正面应以足够的压力封闭 以保证在关门时烘箱的内部和外部的大气有效的密
封 必要时可用密封垫圈
烘箱备有附加的断开装置 以便当实际烘箱温度显著地超过设定温度时可断开电源 避免老化数据
意外损失
当供货合同中有规定时 应使由受控气源提供的空气和 或其他气体能够从入口气孔进入烘箱
试验方法和运行要求
排气速率
排气速率是通过计测气孔打开时维持设定温度所需要的电能与气孔关闭时维持同一温度所需要的
电能之差来确定的
在下述的每一个温度下试验烘箱
烘箱可能用到的最高温度
密封所有的排气孔 门 热电偶孔 尤其要密封在鼓风机轴通入烘箱那部分周围的空隙
将电度表联接到烘箱电源线 表的最小分度读数为

或更小

注
在大多数场合下 自粘性压敏粘带很有用 如果不能单独密封鼓风机轴 则可能需要包封整个鼓风机马达 对于
短时间的试验 这样做不会引起过热 如果这个泄漏源不完全密封好将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对于三相供电的烘箱 如果加热器在整个三相线路上均匀分布 可以只采用一只单相电度 表测 出一 相线路 上的
耗电量

即可很容易计算出总耗电量

若加热器在整个三相内并非均匀分布 例如 只在两相均匀分

布 或其联接方式与设定的温度有关 则需要用三相电度表

将烘箱加热到试验温度 在距烘箱
处某一点测量室内温度 该点处于与烘箱的进气口近似
同一水平 并距任何固体物质至少
当烘箱温度稳定后 测量大致
期间消耗的电能 在周期性
温度变化的相应点下开始和停止试验 例如 当采用 开 关 控制的情况下 在温度自动调节器接通加热
电源的那个时刻开始和停止试验
拆除所有的密封材料 打开排气孔和通风口至估计规定要求的换气量 与上述一样 测量大约
内的电能消耗 如果需要 重新调节通风口 并重复试验 直至获得在所要求范围内的排气速率
按下式计算烘箱内的排气速率
式中

每小时换气次数
不排气时的平均电能消耗量 以
验时间

表示 它是从电度表上的读数测得的电能消耗除以试

得到的

排气时的平均电能消耗量 以

表示 与上述同法计算得到

试验箱的内体积
试验期间 试验室内空气密度
烘箱和试验室内空气间的温差 以

在一个 大气压及
表示

条件下 的空气密度为

在两个试验温度下 排气速率应为每小时换气量
定时 也可使用另外的换气量

之间 当产品标准或供货合同中另有规

注 关于烘箱内的空气流速对电气绝缘热老化试验的影响的导则 正在考虑中

可使用任何其他具有相同准确度的方法 例如
温度偏差
将空烘箱的排气孔和气流调节器设置到需要的排气速率
换气量
在其间放入 个标
的铁 康铜或铬 镍铝丝组成 其接点尺寸不大于
长 在
定过的热电偶 热电偶由直径为
烘箱 个拐角的每一个拐角 离每壁
处放置一个热电偶 第 个热电偶放在烘箱加热室的几何
中心周围
内 在烘箱内每个热电偶丝的最小长度为
以使从热电偶的热传导减到最小
注 如果买不到标定好的热电偶 则 也可使用同一盘上热电偶丝制成的
内时 只要测出温度相差不超过

个热电偶 当把 它们放 在

的试 验箱

就可以

将烘箱加热到最高运行温度且让其稳定至少
在一个完整的温度变化周期中测试 个热电
测量次数要能足以确定每一个热电偶在一个周期内的最大 最小及平均温
偶的温度 准确到
度 在测试过程中 环境室温总的变化不大于
计算

个平均温度的平均值 准确到

烘箱的电源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并记录该值作为烘箱的设定温度

注
从这些读数中能很容易地计算出在一点上的温度波动和在一个时间内的温度梯度
也可以用图表记录仪或数据处理器来进行计算
可使用某种数据记录仪进行这项操作

计算根据
中测得的最高的最大温度值和最低的最小温度值之间的差 并记录它作为温度
偏差 它应不超过表 中规定的值
将烘箱温度在同样的温度下保持
在此期间 环境室温和电源电压应在
规定的极限
内 根据
和
每天测量一次温度偏差 它不应超过表 规定的值 在 个测量周期的每个周
期中 按

测定烘箱的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的最大偏差应不超过表 给定值
表
温度范围

温度偏差

时间常数
用实心黄铜圆柱体制作一个标准试样 其直径
长
将差示热电偶的一个接点焊
在该试样上
将烘箱加热到
且让其稳定至少
让标准试样在室温下稳定
使加热器仍通电但断鼓风机和风扇 打开烘箱门 若有可能将门开到
位置 用一根直径不大
于
的耐热绳子将标准试样尽快地垂直吊于烘箱的中央 务必使热电偶的自由端接点悬挂在离
标准试样
处 烘箱门的开启时间为
然后关上门 接通鼓风机 每
记录一次热电偶
两接点间的温度梯度直至出现最大值 然后改为每
记录一次 直至温度梯度降到最大值的
画
出记录的温度梯度值与时间 的关系图
将最大的温度梯度分为 等分且记录为
然后从温度梯度与时间的关系图上取相对于温度
梯度达到

的时间

作为时间常数

该时间常数应不超过

报告
烘箱的供货者应至少提供下列资料
电源电压和消耗功率
内部尺寸
外部尺寸
重量
按照

和

在每次试验中得到的数据

用户在运行监控中须知事项
每年应进行两次常规试验 可以安排在需要改变老化温度点时做这项试验较好
这些试验的目的在于测量规定老化温度下的设定温度和温度偏差 如果可能 最好还应对装有试样
的烘箱重复同样的程序
按
放置标定好的 个热电偶
将烘箱加热到规定的老化温度
按照
测定设定温度
按照
测定温度偏差
该设定温度记录为老化温度 温度偏差应在表 规定的极限内
后重复测量 这时的温度偏差应该还在表 规定的极限内
报告
进行试验的实验室应至少提供如下资料
设定温度
在该设定温度下的温度偏差
在
内烘箱试样室中心的温度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