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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舌

    本标准参考ISO 105-1306:1992《纺织品高温耐光色牢度:氨弧灯试验》，其「}，水冷式氛弧灯与美
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标准SAE J 1885:1992保持一致，空冷式氨弧灯与国际皮革工艺师和化学家
联合会 (IULTCS)标准IUF 402保持一致。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卡森实业有限公司、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小松、徐怀海、祝妙凤、施杰。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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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 色牢度试验 耐光色牢度:氖弧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的颜色耐人造光源及耐热能力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具有耐光和耐高温要求的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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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995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730-199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和耐气候色牢度蓝色羊毛标准
    GB/T 8432一1987 耐光色牢度试验仪用湿度控制标样

3 原 理

    试样与蓝色羊毛标准一起在人造光源下按规定的条件进行曝晒，当试样曝晒至规定的辐射能量后，

将试样与所用的蓝色羊毛标准或灰色样卡进行对比，评价试样的耐光变色程度。

4 装置和材料

4.1标准材料

4.1.1 蓝色羊毛标准，符合GB 730-1998的规定

4.1.2 湿度控制标样，符合GB/T 8432一1987的规定。

4.1.3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符合GB 250-1995的规定。

4.1.4 遮盖物，用不透明材料，如内黑外白硬卡、薄铝片等制成。

4.2 装置

4.2.1 空冷式氛弧灯

    空冷式氛弧灯，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光源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曝晒仓内，光源为一个或多个氨弧灯，其个数和大小取决于所用仪器的

        形式;

    b) 滤光片(窗玻璃)置于光源与试样及蓝色羊毛标准之间，以使紫外光谱稳定衰减。所用滤光玻

        璃的透射比在 380 nm-750 nm至少为 90%，对具有吸收滤光片的装置，透射比在 310 nm-

        320 nm时应降为0;

    c) 滤热片，氛弧光谱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红外辐射，需用吸收滤热片使之减弱;

    d) 湿度控制标样，试样表面上的有效湿度是低的，按GB/T 8432-1987规定的湿度控制标样的

        耐光色牢度应大于等于6级，此数据是用5一8级蓝色羊毛标准测得的;

    e) 试样和蓝色羊毛标准一起在空冷式设备中曝晒，受照面上的光强度的变异不应超过平均值的士

          10%;

    f) 氛弧灯离试样和蓝色羊毛标准表面的距离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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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水冷式氦弧粗
  水冷式氨弧灯，应(7合下列条件;
光源垂直位于试样架的中心轴，试样架以(C1士0. 1) r/min的速度转动，试样架为两层或三层倾
斜型排列;

氢弧燃烧器装配石英内滤光器和S型硅澳外滤光器;

能够自动控制温度水相对湿度及在 340m 波长时的发光度

用冷却水i殉整kJ渴.应提供足够冷却但防止灯件上出现冷凝:

a)

日

动

d)

    e)用于保湿和冷却一的水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不含硅，水不溶物总含量不大于20 mg/kg o

4.2.3辐照度监宇空许
    由于试样表面的辐照度随氛灯、光强度和氨灯至试样的距离函数而变化，应通过辐照度监控计来控

制曝晒的一致性，即曝晒建立在辐照度(单位面积入射能)的水平上，以测试试样架上平面中的一点实

现

4. 2.4  }r,}. Fi )}fsi1 (BSTS)Tt4T* mlXil d1  lf;=}}}'t,4fl#Le }JhJi;, z}l }i c  (tA f3h}1 'I }G #F}7 ̀}  },f}9 !}J  }'#1ALJi t-   -tltti}.                      RP'WXEi-SyFCXNPMUkJ}ll--}K},[ 95/ Ju
L匕。

试 样

    试样尺寸应满足仪器自带的试样夹尺寸，试样的尺寸随试样的数量以及仪器提供的试样夹尺寸和形

状}(ii变动，超过这些尺寸的试样会得出不正确的曝光结果。试样的尺寸和形状应与蓝色羊毛标准相同，
以兔评级时产生误差

6 程 序

6.1

6.2

6.3

6.4 i'x鬓     $  T r. }':f P 7j-蒸麟                        Jit XJ Ooif hi}i 4, }l 4 ,_,F't'}t91 t rl, I-i IkTA5Aj%̀tPUT};P]q 7> rF7 FPAtY'Bi)-l $Um}4p f#1
期限需进ii :,iii?::
65 曝硒穷已美升_

试徉用不透米盖条放在试样二分之 一处，在预定的条件下，对试样(或一组试样)和所需蓝色羊毛
标准同Nfi行曝牌9,其方法和时问要以能否对照标准完全评价出每块试样的耐光色牢度为准。

牛芳法狱 曝晒终点由试样的变色来确定。
通过检查规定为最低限度级标准来控制曝晒周期。

曝晒终 点 为 j定的曝晒辐 射量

7耐光色牢度的评定

7. 1 #趟Xt }i04eu lI}rlirtlr7MItITIEfli;9fr1i It, Ea;一}}hs碧    .hF}-<}N}?N!ySJC}I}.0.o }x0,iil}'7!>}eA,}J.4}-F的、黑黑、RP EW4  fk#l711W16b
7.1.1 按方法 1试验后的评定

    试样的耐光色牢度级数，用蓝色羊毛标准评定。如试样和变化相当于蓝色羊毛标准的某一级，即为

该试样的等级数，如6级、7级。如果试样所显示的变色镜在两个相邻蓝色羊毛标准的中间级数，则应

给予一个中间级数 例如5-6级。二次曝晒的对比色差程度得出小同的评级，则可取其算术平均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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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样的耐光色牢度。以最接近的半级或整级3*表示 当级教的肇}冰牢和道为典软之一或四分之二时，
则评定应取其邻近的高半级或整级。

7.1.2 按方法2试验后评定

牢度rWz彗A-,, ,户  A ME t)}T'Itg黯 !i<UFl?''LL}r a11i  "TAia'缈 ’“耐光色
7.1.3 按方法3试验后评定

7. 2 ,}  I a T蕉蒸17fY7̀1"ftyJ;L (̀J 'h Munsell NS) NitC11 0, i.)  ,  f}}7.3 )7fg-       }- -i gf7     },N$rTn Ji f }, Pxìz'1 r; '[̀, 11}+i= }f L},+, ni F;'.!.M     }i
下置于暗处24 ho

7.4如果试样具有光致变色性，则耐光色牢度级数后库力百丰安个括号，括号内写遥当汾1箕叁字和光致变
色试验的级数，例如6 (P3-4L

75 “变色’，一词包括色相、饱和度、亮度的变化或这些r i}i fr}.特征的仟何r合V-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本标准编号;

b) 样品名称、编号、类型、厂家(或商标);

c) 试验条件 (温度、湿度、试验时间、曝晒辐射量);

d) 试验结果;

e) 试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f)实测方法与本标准的不同之处;
9) 试验人员、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