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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吕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0345:1971《绝缘材料在高温下电阻和电阻率的试验方法》(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国际标准的序言和前言;

b) 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C) 图按GB/T 1. 1-2000标注。

本标准代替GB/T 10581-1989《固体绝缘材料在高温下绝缘电阻和体积电阻率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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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先锋。

本标准于1989年2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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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材料在高温下电阻和电阻率的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绝缘材料在800℃及以下的绝缘电阻和体积电阻率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耐高温的绝缘材料电阻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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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2006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IEC 60093:1980,IDT)

    GB/T 10064-2006 测定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IEC 60167:1964，工DT)

    GB/T 10580-2003 固体绝缘材料在试验前和试验时采用的标准条件(IEC 60212,1971，工DT)

3 电极和试样的准备

    测量绝缘电阻时，试样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尺寸和形状，见GB/T 10064-2006 测量体积电阻率

时，最好采用圆板试样及三电极系统。其中有一个电极是保护电极。试样任何两处的厚度偏差不应大

于平均厚度的5% 电极最好是圆形的 由烧熔导电涂料或经蒸发或喷涂于试样表面而制成的导电覆

层组成电极。金或铂是合适的电极材料。银不能用，因为高温下银要迁移。薄层的金在较高温下会产

生烧结作用，从而降低导电率。对多孔的试样不应采用蒸发或喷镀电极，为了减小试样边缘表面的影

响，若不用保护电极，推荐电极至试样边缘的最小距离为5 mm.

4 试验设备

4. 1 电阻测量(见图1)

    应采用灵敏度和精确度符合要求的合适装置进行测量(见GB/丁1410-2006)

4.2 加热室

    应采用合适的电热烘箱或电炉加热试样，其结构应能使整个试样均匀受热，温度的波动要尽M-小。

用合适的隔热罩遮蔽试样，避免试样受到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隔热罩可以用陶瓷做成，例如氧化铝或

类似于这类的材料。烘箱内要安装银、不锈钢或类似材料的接地金属屏蔽，防止加热回路与测量回路之

间发生漏电流。在试样电阻很高的情况下，测量期间必须断开加热兀件电源，以免测量受到十扰

4.3 试样架

    试样应紧密地放在加热室内两块金属电极之间，金属电极及它的引线用耐高温抗氧化及足够机械

稳定性的金属或合金制成，如不锈钢等。此外，试验也可在惰性气体中进行，两块电极应具有足够的厚

度，以防翘曲并保证试样和两块电极温度均等。两块电极的接触面的尺寸等于试样上的电极尺寸，其中

一块可以移动，以使试样可插人或取出。

4.4 测量导线

    为防止泄漏电流影响试验结果，采用带有绝缘的测量导线穿过高电阻的陶瓷绝缘子而进人加热室

内，绝缘子应处在冷的区域中并要有合适的保护。

    注:也可以通过炉顶或炉墙上的孔引人接线(炉身应接地).若用硬导线作接线.则导线能依附在支撑物上，接线仅

          与支撑物接触，该支撑物是较冷的.可用任何硬质绝缘材料制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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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温度控制

    应采用一种温度控制措施，温度公差按GB/T 10580-2003的要求。推荐用两支热电偶或温度计，

其中一支放在加热室内用来控制温度，另一支用来直接测量试样温度。

    测量试样温度用的热电偶，应放在离试样尽可能近的地方，并使在测量电阻时不产生电场干扰。例

如热电偶可直接插到电极的孔中，孔的底部尽可能接近试样(见图1)。可在电极的反面垂直于试样表

面钻孔，或在垫板的侧面平行于试样表面钻孔。热电偶装在电极内时，必须很好绝缘否则测量时应把热

电偶断开或拿出。

4.6 测贵期间要点

    因接线的绝缘在烘箱内承受热，使绝缘电阻降低而影响测量 由于，电流测量仪表和电源之间的回

路是接地的(试样的两边都对地绝缘)，若在电源上构成一个不太大的电流流失，则高电位接线和地电位

之间的电导可忽略 低电位接线和地电位之间的电导组成一个电流测量仪器并联的分流器。测量电极

的对地电阻应比电流测量仪表的输人电阻高10-100倍(对最灵敏的电流测量仪表而言，其输人电阻可

高达10" d2)。泄漏电阻必须在每个温度下分别测定，若不同的金属用在接线和电极架上时，不同金属

之间的热电偶电势能引起测量误差，用一个短路回路代替电源，测量电流便能指示出该热电偶电势效应

大小。

5 条件处理

试样条件处理由材料规范规定，或从(iB/T 10580-2003表1所列的条件中选择。

6 试验程序

6. 1 连续升温(方法A)

    本方法适用快速获得在很宽温度范围内试样电阻和温度之间关系的试验，且只适用于介电吸收‘，

作用可以忽略的材料或者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

    试样上施加规定的电压，并以一定速度升温，升温速度取决于材料的厚度，且不大于5̀C/min,

    随着温度的升高，为了很好地确定电阻和温度之间关系，要进行足够次数的电阻测量

6.2 分段升温(方法B)

    本方法适用于比连续升温更精确的电阻和温度之间关系的试验。对于有介电吸收作用的试样也能

采用。若要对几个试样进行测量时，最好每个试样都能在不打开加热室的情况下提供测量端，则可避免

等候每个试样达到热平衡的时间。

    将试样放人两金属电极之间并保持紧密接触，试样的温度应尽快地从室温升到所要求的试验

温度2，。

    当电极的温度稳定在所要求的试验温度的士2℃或士1%(按较大值计)温度范围内，按材料规范要

求在试样上施加规定的电压1 min(或按规定的其他时间)，然后再升温到下一个试验温度测量电阻

测量完成后，应除去电压，并把高压极、测量极和保护极(如必要时)互相短接(短路)

    应选择不少于5个试验温度来确定所要求的温度范围内电阻和温度之间的关系。在较低温度时，

选择温度间隔小，例如10'C ,随着试验温度的升高，温度间隔适当增大

    注:电阻和温度的关系以电阻t电阻率)的对数与温度的倒数的关系表示.

6.3 注意事项

    由于介电吸收问题，在规定的测量时间里电流不能达到稳定时，就需要测出电阻与时间的函数关

系，从而估算出稳态下的电阻值。

1) 介电吸收在有些情况下可使短时电阻降低到正常电阻值的1/100

2) 调节加热室的温度应使电极底板的温度不超过所要求的试验温度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GB/T 10581-2006/IEC 60345:1971

    当被试材料的电阻相对低时，需要降低电压进行测量，避免试样的发热效应。

    对于那些有极化效应的试样，由于电荷集中在一个或两个电极上，其试验结果易出现误差。

    除非对热降解影响有特殊要求外，试样在试验温度下应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达到热平衡。按试验

所要求的时间间隔或更长时间间隔，用另一个试样定时地测量其电阻值((1 min电化时间)，再比较这些

测量值，从而决定暴露于试验温度下的最大允许时间

    在一系列逐级升温下试验后，还要在起始温度上再进行测量，以便观察试样暴露在高温下是否产生

永久性变化

7 结果表示

7. 1 绝缘电阻

    取测得的电阻R值作为绝缘电阻，单位为欧姆(n)。

7.2 体积电阻率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体积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n·M).

      An

Pv=了Ay

式中:

Rv— 体积电阻，单位为欧姆(n);

A 测量电极的有效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p

  h— 试样在面积A以内的平均厚度，单位为毫米(mm).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项目:

a) 材料名称、规格、生产单位;

b) 试样尺寸;

c) 电极型式、材料、尺寸;

d) 电阻的测量方法;

e) 试验电压和电化时间;

f) 升温的方法:即A法或 B法;

9) 测量时的温度;

h) 每一温度下的个别值;
i) 体积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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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度指示仪;

  热电偶 ;

  试样;

一电极板;

  金属屏蔽罩 ;

一电源;

一电阻测量装置

  烘箱臂。

图 1 电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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