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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4892-2:1994((塑料一暴露于实验室光源的方法 第2部分:氨弧灯光源》。

    本标准与ISO 4892-2;1994的技术项目要求完全相同。
    本标准对GB/T 9344-1988u塑料氛灯光源曝露试验方法》进行修订，技术内容不同于原标准之

处:本标准第4章4.1.3对波长290--800 nm之间的光源辐照度选择550 W/m'，原标准则规定在300

^890 nm波长间辐射强度为(1 000士200 )W/M2。本标准6.1选择两种黑标准温度(65士3)'C和(100土

3) C，而原标准规定黑板温度为(63土3'C) .

    本标准是GB/T 16422系列标准的第2部分。系列标准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氨弧灯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第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9344-19880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老化试验方法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合成材料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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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各国标准协会((ISO成员团体)的世界性联合组织。制订国际标准的工作

通常由ISO各技术委员会进行。对技术委员会设立的项目感兴趣的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该技术
委员会。与ISO有合作的政府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参加此项工作。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QEC)在所有

电工技术标准化项目上密切合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至各成员团体表决，要求至少有 75%的成员团体投赞成

票，方能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ISO 4892-2是由ISO/TC 61塑料技术委员会SC6防老化及耐化学和环境腐蚀分会制定
的。该标准与ISO 4892的其他部分一起.取消并代替ISO 4892:1981成为其技术修订本。

    ISO 4892以“塑料一暴露于实验室光源的方法”为总标题，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氨弧灯光源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第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

    ISO 4892的本部分的附录A仅作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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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实验室氛弧灯光源的暴露试验方法。通则在GB/T 16422. 1中给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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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5596-1995 塑料暴露于玻璃下日光或自然气候或人工光后颜色和性能变化的测定(eqv
                              ISO 4582:1980)

    GB/T 16422.1-1996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则(eqv ISO 4892. 1-1994)

原理

3.1 配备了合适滤光器的氛弧灯维护得当时，其产生的辐射类似于地面日光的紫外和可见区的光谱能

量分 布

把试样暴露于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的光源。

试验程序可以包括测定试祥表面的辐照度和辐照量。

建议采用一种已知性能的类似材料作为参考，与受试材料同时暴露。
不同型号的装置所得的试验结果不宜进行比较，除非受试材料在这些装置间的重现性已被确定

试验装置

3.2
33
3.4
35

4

4.1 光源

4.1.1 石英套管的氮弧灯的光谱范围包括波长大于270 nm的紫外光、可见光和红外辐射。

    为了模拟直接的自然暴露，辐射光源必须过滤，以便提供与地球上的日光相似的光谱能量分布(方
法A)，见表I.

    采用可减少波长320 nm以下光谱辐照度的滤光器来模拟透过窗玻璃滤光后的日光(方法B)，见表

2,

    当加热试样对光化学反应速度有不利影响，或在自然暴露下并不会引起热老化时，可以使用附加的

滤光器来减少非光化作用的红外能量。

    氛弧灯和滤光器的特性在使用时会因老化而变化，因此应定时更换。此外，氨弧灯和滤光器积聚污

垢时也会改变其特性，因此应定时清洗。氨弧灯和滤光器的更换和清洗应按制造厂家的说明进行

4.1.2 经滤光的氨弧灯光源的紫外光辐射分布和允差列于表1和表2。表1列出的适用于人工气候老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一09一16批准 2000一06一01实施

                                                                                                                                                                        1



GB/T 16422.2-1999

化(方法A)，表2列出的适用于透过窗玻璃日光的模拟暴露(方法B)o

4.1.3波长290-800 nm之间的通带，选择550 W/m“的辐照度用作暴露试验时参考 这不一定是首

选的辐照度。若经有关方面协商，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辐照度，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所选择的辐照度和

通带 。

4.1.4 在平行于灯轴的试样架平面上的试样，其表面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辐照度差别不应大于loo。如

果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应定期变换试样的位置，以保证试样在任意部位上有相同的暴露量。
    注:只要所用试验箱(4. 2)的设计准确，光谱辐照度可以是对时间的平均值。

                        表 1 人工气候老化的相对光谱辐照度(方法A)

波长 A

      n 们 】

相对光谱辐照度‘，

        写

290<A(800 100

  A(290

290<d-< 320

320<A毛 360

360<A( 400

    02'

0.6士0.2

4. 2士0.5

6. 2士1.0

1) 290̂-800 nm间的光谱辐照度定为 1000,

2)按方法A操作的氮弧灯光源发出少量低于290 nm的辐射，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引起试样在户外墓露时并不

  发生的降解反应。

表 2 透过窗玻璃的日光的相对光谱辐照度(方法B)

波长 A

      n m

相对光谱辐照度1、

        %

300<A镇800 100

    A镇300

300< A( 320

320<A5360

360<A簇400

      0

  < 0. 1

3.0士0.5

6. 0士1.0

1) 300--800 nm间的光谱辐照度定为100%

4.2 试验箱

    试验箱内有一个框架，该框架能按需要带动试样架转动，使试样表面空气流通以便温度的控制。

    应相对于试样来确定辐射光源的位置，使试样表面的辐照度符合4.1.3和4.1.4的规定。

    如果氮弧灯在工作时产生臭氧，应把灯与试样和操作人员隔离。如果空气流中存在臭氧，应抽风把

它直接排出户外

    为了减少灯的偏心影响，或者在同一个试验箱中为增加辐照度而使用多支灯时，为改进暴露的均匀

性，可以让框架携带试样围绕光源转动。如有需要，可定期变换每件试样的位置。
    可以让试样架也围绕其自身的轴心转动，以使试样架上本来并不直接暴露的面能够直接暴露在光

源的辐射下

    可以设定程序利用熄灭光源而得到黑暗循环，以模拟无日光辐射时的受控暴露条件

    无论使用何种操作方式或设定程序，都应在报告中详细说明

4.3 辐射仪

    使用的辐射仪应符合GB/T 16422.1-1996中5.2的规定。

4.4 黑标准温度计或黑板温度计

    使用的黑标准温度计或黑板温度计应符合GB/T 16422.1-1996中5.1.5的规定。
4.5 控湿装置

    试样表面流通空气的相对湿度应予以控制，并用适当的仪器进行测量，该仪器在箱内应不受灯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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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4.6 喷水系统

    在规定条件下，可用蒸馏水或软化水间歇地喷淋试样表面。喷水系统应由不污染用水的惰性材料制

成。喷水不应在试样面上留下明显的污迹和沉淀物，水的固体含量小于1 mg/L或水的电导率小于

5 Ks/cm。使用蒸馏、去离子和反渗透方法能得到符合质量要求的水。在试验报告中要说明水的pH值

4.7 试样架

    试样架可以是有背板或无背板形式。应采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例如铝合金或不锈钢)制

成 与试样接触的物件不应使用黄铜、钢或铜。使用有背板的暴露，可能会影响试验结果，特别是对透明

试样，因此应由有关方面商定。

4.8 评定性能变化的设备

    用于评定试样暴露后性能变化的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见GB/T 15596)

试样

参见GB/T 16422.1,

6 试验条件

6门 黑标准温度或黑板温度

    选择以F两种黑标准温度用作暴露试验时参考:

                                    65℃士3℃或100℃士3'C

    注:较高的温度是为特殊试验而设，它有可能使试样更加容易经受热降解而影响试验结果。

    以上温度并不一定是首选的试验温度，当有关方面协商一致时，也可以选择其他温度，但应在试验

报告中说明。

    如果使用喷水，在无水周期内应保持温度恒定。如果温度计不能达到规定温度，应在试验报告中说

明在无水期间所达到的最高温度。

    暴露装置即使以交替方式工作，黑标准温度计也应以连续方式进行测量。

    如果使用黑板温度计，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温度计的类型、安置方式和所选择的工作温度。

6.2 相对湿度

    试验所用的相对湿度应由有关方面商定.但是，最好选用以下任一种条件:

                                      (50士5)%或(65士5)%

    注 因为不同颜色和厚度的试样的温度不同，所以试脸箱内侧得的相对湿度不一定等于试样表面邻近空气的相对

        湿度

6.3 喷水周期

    试验所用的喷水周期应由有关方面商定。但是最好选用以下的喷水周期:

    每次喷水时间:18 min士0. 5 min
    两次喷水之间的无水时间:102 min士0. 5 min

6.4 黑暗周期

    6.1和6. 3所规定的条件适用于连续光照的试验。黑暗周期可选用更复杂的循环周期，比如具有较

高相对湿度的黑暗周期，在该周期内提高试验箱温度并形成凝露。

    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黑暗周期循环试验的具体条件。

试验步骤

试样固定

将试样以不受任何外加应力的方式固定于试样架上，每件试样应作不易消除的标记，标记不应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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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试验要用的部位上。为了检查方便，可以设计试样放置的布置图。

    如果必要，在试样被用于测定颜色和外观的变化试验时，在整个试验期间可用不透明物遮盖每个试

样的一部分，以比较遮盖面与暴露面，这对于检查试样的暴露过程是有用的。但试验结果应以试样暴露

面与保存在暗处的对照试样的比较为准。

了.2 暴露

    在试样投入试验箱前，应保证设备是在所选定的试验条件下运转(见第6章)，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

恒定 。

    试样暴露应达到规定的暴露期。如果需要，可将辐照度测定装置同时暴露。最好是经常变换试样的

位置，以减少任何暴露的局部不均匀性。变换试样的位置时，应保持试样初始固定时的取向。

    如果需要取出试样作定期检查，应注意不要触摸或破坏试样表面。检查后.试样应按原状放回各自

试样架或试验箱，保持试验表面的取向与检查前一致。

7.3 辐射暴露的测量

    如果使用光剂量测量仪，它的安装应使辐射计能够显示试样暴露面上的辐照度。

    对于所选择的通带，在暴露周期内的辐照度，用在暴露平面上单位面积的人射光谱辐射能量表示，

单位是焦耳每平方米。

了4 试样暴露后性能变化的测定

    按GB/T 15596的规定进行。

8 试验报 告

参照GB/T 164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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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E 弧 灯 装 置

Al空气冷却氨弧灯装置

Al. 1 说明及使用条件

Al. 1.1所用的试验装置配备有一支或多支空气冷却氨弧灯作为辐射光源。在不同规格和类型的装置
中，使用不同类型和规格的灯，这些灯具有不同的工作功率范围。

    在不同类型的暴露装置中，灯的功率可能是不同的。当试样在试样架上暴露时，试样暴露面上的辐

照度应处于规定的水平。

Al. 1.2 辐射系统由一支固定在试验箱中心的氛弧灯或者对称排列的三支灯组成，这视装置的类型而

定。吸热系统可以使用以下一种或者全部组件构成:一个空气或水冷的吸热器(紫外和可见光反射镜可

与吸热器相连以反射光辐射)，一个或多个石英套管可使压缩空气循环流过内套管，水流过同心石英套

管之间。所有冷却空气应排到实验室建筑物外。也可在石英套管的内表面涂复一层红外反射涂层，以进

一步减少灯发出的热量并防止部分热量进入试验箱。

    人工气候老化试验方法(方法A)要求对光源进行滤光，使试样接受到与地面日光相近的光谱低端

截止值的光照。配备一支氮弧灯的装置，使用石英滤光器，该滤光器上涂有特种涂层，外面套上限制紫外

光的套管。配备三支灯的装置，在两个同心石英套管外面加上特种紫外玻璃，这些特种紫外玻璃滤光器

各排列在三分之一的圆柱面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圆柱状外套，处于中心的光学系统和试样架之间。

    透过窗玻璃日光试验方法(方法B)要求对来自光源的光进行滤光，使试样接受到与透过窗玻璃的

日光相近的光谱低端截止值的光照。配备一支灯的装置，使用上面所述的红外吸收滤光器，或者使用特

种涂层涂复在石英滤光器上，该涂层能使紫外截止值约等于透过窗玻璃的日光的紫外截止值，滤光器上

还要配以外套管。配备三支灯的装置在两个同心石英套管外面加上窗玻璃。这些窗玻璃滤光器各排列

在三分之一的圆柱面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圆柱状外套，处于中心的光学系统和试样架之间。

    红外吸收滤光器和窗玻璃滤光器的透光率都会随使用时间而变化。因此，这些滤光器使用4 000 h

以后应报废，或者要按照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加以处理。

    在配备一支或多支空气冷却的赢弧灯的试验装置中，使用各种滤光器的组合有可能产生超出

GB/T 16422本部分规定范围的各种时均光谱分布

    在所述类型的试验装置中，通过几种方法可以达到4.1.3提出的供参考用所选定的辐照度。有的装

置要求试样架绕其垂直轴心转动，依照GB/T 16422. 1所述装配在试样平面上的辐射计测得290-

400 nm紫外光范围内的辐照度的均值，在方法A的情况下要达到60 Wjm̀ ;在方法B的情况下要达到

50 W/m'。以试样绕其垂直轴转动和试样不动这两种方式运转的具有内部可调控辐照度的装置.不管是
一支或三支灯的，都应达到上述辐照度。当所规定的辐照度值不再能达到时，氨弧灯就应报废。

    对于灯的功率可以在大范围内改变的装置，不管试样架转动与否，紫外辐照度规定值的调节与操作
方式无关。当设定的光谱辐照度不再能通过自动控制达到时，氨弧灯就应报废。

Al. 1. 3 按本标准使用的装置配有倒数计时器来控制暴露时间。有些装置还配有辐射计，当设定的辐

射暴露达到时，就关闭该装置。

Al. 2 温度和湿度控制

Al. 2门 由于有些塑料对温度敏感，在采用本标准进行的试验中，准确和严密地控制温度是极为重要

的 温度由黑标准温度计测量，此温度计装在转动的试样架上，其表面与试样处于相同的相应位置上，并

受到相同的试验影响。

Al. 2.2 通风系统提供稳定的空气流流经试验箱和试样，通过试验箱中暖空气与箱外的冷空气混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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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循环进入箱内而自动控制空气的温度。在一些装置中，选用黑标准温度来进行自动控制。

    在一些类型的装置中，可以调节风扇转速使黑标准温度和试验箱温度之间的差值保持恒定，即使紫

外辐照度不同时也保持恒定。

Al. 2.3 试样架可以是垂直的或者是倾斜的，装在一个转动的圆柱形框架上。框架以((2-7)r/min(依

装置类型而定)转速绕灯转动，灯位于各试样架暴露区的水平及垂直的轴心上。
Al. 2.4 根据不同类型的装置，试验箱的空气调节可通过用超声增湿器把湿气加入空气中，或者用喷
雾器把水雾喷入空气流。在试验箱中的相对湿度可用电容式传感器或者接触式湿度计测量和控制

A2水冷却氮弧灯装皿

A2.1说明及使用条件
A2.1.1 所用的试验装置配备有一支水冷却氨弧灯作为辐射光源。虽然所用的氨灯都属于同种类型，

但是在各种不同规格和类型的装置中，所使用的不同规格的灯有不同的功率范围。在各种型号的暴露装
置中，每一种装置的试样框架的直径、灯的规格和灯的功率都可能是不同的。当试样在试样架上暴露时，

试样表面上的辐照度应处于规定的水平。

A2.1.2 使用的氛弧灯是由一支氦弧灯管，一个内层玻璃滤光罩和一些必要的配件组成。对于人工气

候老化(方法A)，使用硼硅玻璃内外滤光罩，使试样上的辐照度的光谱低端的截止值与地面日光的值相

近。对于透过窗玻璃的日光的试验方法(方法B),使用的是一个硼硅玻璃内滤光罩和一个钠钙玻璃外滤

光罩，使试样上的辐照度的光谱低端的截止值与透过窗玻璃的日光的值相近。也有其他的玻璃滤光翠

具有不同的光谱截止值。由于透光率会变化(日晒作用)，外滤光罩使用2 000 h后应报废，而内滤光翠

只能用40o h,
    在方法A的情况下，当340 nm的光谱辐照度选定为。.50 W/(m'·nm)时，在方法B的情况下，在

420 nm的光谱辐照度选定为1.25 W/(m' " nm)时，可以达到4.1.3所提出的辐照度，即在290 nm(A

簇800 nm的波长范围内为550 W/m',

    由于光强度随使用时间而降低，当规定的光谱辐照度不能再通过自动控制达到时，氮弧灯管就应报

废 。

A2.1. 3 所有类型的氨弧灯暴露装置都配备有合适的触发器、电抗变压器和指示及控制设备来手动或
自动控制灯的功率。对于手动控制的装置，灯的功率应周期性地调节，以保持规定的光谱辐照度

A2.1-4 为了冷却氖弧灯，用燕馏水或去离子水以至少378. 5 L/h的流量流经灯的部件。为了防止污

染及减少形成沉积物，可用一个贴近灯前部的混合床式去离子器把水纯化。灯的再循环冷却水用热交换
器冷却并防止污染，可用自来水或制冷剂作为热交换介质。

A2.1. 5 本标准使用的装置配备有一个倒数计时器来控制暴露时间。有些装置还配有一个光监控器，
使预设的辐射暴露一达到就马上关闭装置。

A2.2 温度和湿度控制

A2. 2. 1 由于有些塑料对温度敏感，在按照本标准进行的试验中，准确和严密地控制温度是至关重要

的。温度的测量和控制使用黑标准温度计或黑板温度计。温度计装在转动的试样架上，其表面与试样处
于相同的相应位置上.并受到相同的试验影响。

A2.2.2 暴露装置置于隔热箱中，以减少任何室温变化的影响。通风系统提供稳定的空气流流经试验

箱和试样，空气的温度由再循环的试验箱中暖空气与箱外的冷空气混合而自动控制

    为了达到规定的黑标准温度或黑板温度并保持规定的千球温度恒定，必要时可以调节和控制风扇

转速 。

A2.2.3 试样架装在一个垂直或倾斜的圆柱形框架或转动架上，转动架以1 r/min转速绕灯转动，灯位

于试样架暴露区的水平及垂直的轴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