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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1.1 本操作规程因盐雾实验工程规范的需要先后进行了

五次修改。以下是它们以时间为顺序的发展历程。 

1.1.1 附件 A1 醋酸连续盐雾实验 

1.1.2 附件 A2 酸化盐雾循环实验 

1.1.3 附件 A3 海水酸化循环实验 

1.1.4 附件 A4 二氧化硫盐雾循环实验 

1.1.5 附件 A5 电解液稀释干燥/喷雾循环实验 

1.2 本标准不是描述实验修改的类型，实验样本或某一特

定产品暴露在盐雾环境中的时间，更不是对某一实验结果

进行解释。 

1.3 本标准并不意味着提出某一产品所有的安全特性，如

果某一产品有安全特性要求，还要联系它的用途来分析。

使用本标准的人有责任商议并建立合适和对人体无害的

操作规程，并在使用前确定有关参数合适的调节限度。 

2.参考文献  

2.1ASTM 标准： 

B117 盐雾实验操作规范 2 

D609 测试油漆、清漆、转化膜、和表面涂层产品的冷扎

钢板预备操作 3 

D1141 海水替代品工程标准 4 

D1193 反应水工程标准 5 

D1654 用于评价油漆或涂层样件在腐蚀环境下状况的实

验方法 3 

E 70 测定电极水溶液 PH 值实验方法 6 

3.意义与价值  

本操作规范适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同时也适用与有机

物和无机物涂层。当出现与 B117 中描述不同或更恶劣的 

 

1.本操作规程为 ASTM G-1 金属的腐蚀委员会管辖，并直接隶属与

G01.05 腐蚀实验室测试分会管辖。 

现行版本在 1998 年 10 月批准。1998 年 11 月出版发行。最早发行版

本为 G85-85，前一版本为 G85-94。 

2.ASTM 标准年度合定本，第 3 卷，第 2 章。 

3. ASTM 标准年度合定本，第 6 卷，第 1 章。 

4.ASTM 标准年度合定本，第 11 卷，第 2 章。 

5. ASTM 标准年度合定本，第 11 卷，第 1 章。 

6. ASTM 标准年度合定本，第 15 卷，第 5 章。 

 

环境时，在此描述的变异是非常有用的。 

 

4.仪器  

4.1 实验柜 

4.1.1 盐雾实验的仪器包括盐雾室，酸性溶液贮藏池，合适

的压缩气体供给系统，一个或多个雾化喷嘴，试件安放装

置，盐雾室加热装置，和必要的控制设备。实验柜的尺寸

和具体的构造是多样的，可自行确定，但提供的实验条件

满足本操作规范的要求。实验柜建造的材料应对腐蚀盐雾

不产生影响。合适的实验仪器应可以满足 B117 附录 A1

中描述的实验条件以及在每一个附加条目中所必须的改

动。 

4.1.2 设计实验柜时应使得积聚在实验柜天花板或盖子上

的溶液不会掉落在试件上。不要将从试件上掉落的溶液回

收到溶液贮藏池。 

4.1.3 给实验柜装配一个或多个定时装置，以便实现间断喷

雾或周期性输入气体，或同时实现两者。 

4.2 气体供给 

4.2.1 确保压缩空气可以供给到喷嘴或雾化酸性溶液的喷

嘴没有油污并且压缩空气的供给压力在 69 到 172kpa 之

间，约合 10 到 25 磅/每平方英尺。 

 

注解 1 - 空气的供给系统可以采取让空气通过一个湿式气体洗涤器

或通过长度至少为 610mm（约合 2 英尺）的清洁物质如石棉、羊毛

或者活性氧化铝（俗称矾土）。 

 

4.2.2 饱和塔 （泡罩塔）内的温度由不同的实验方法来决

定。 

 

4.3 盐雾室内的环境 

 

4.3.1 温度 – 盐雾暴露区的温度因实验方法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对于各种不同的实验方法，推荐的盐雾暴露区的温

度请参考附件。记录实验柜闭合后盐雾暴露区的温度每天

至少 2 次，每次至少间隔 7 小时（除了周末和节假日时，

盐雾实验不因为试件的暴露，重新排列、移除或对酸性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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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贮藏池的检查和补充而中断。 

 

注解 2 – 记录温度合适的方法是一个可以连续对温度进行记录的装

置或一个可以在实验柜外对盐雾暴露区温度进行读数的温度剂。在盐

雾室闭合的情况下来记录温度的数据，以避免盐雾室打开时对湿球温

度计产生影响，从而使得读数偏低。 

 

4.3.2 盐雾的雾化和数量 – 在盐雾暴露区安装至少两个清

洁盐雾收集器并使得试件上的溶液点滴或其他源头的溶

液点滴不被盐雾收集器收集到。将收集器安置在接近试件

处，一个在喷嘴旁，另一个远离喷嘴。确保在水平方向上，

每 80cm2 区域，盐雾沉积在收集器中每小时 收集的量为

1.0 到 2.0ml 溶液。该数值是基于每天平均至少 16 小时的

连续喷雾的基础上的。 

 

注解 3 – 合适的收集装置是玻璃漏斗，它的漏管插入标有刻度的圆柱

形容器或结晶器皿中。漏斗和器皿的直径为 100mm，面积约为 80cm2。 

 

4.3.3 引导或阻塞喷嘴，使得喷出的气雾不直接喷在试件

上。 

 

5.试件  

5.1 确定试件的类型和数目以及在包括在材料和产品的工

程标准中测试结果的评估标准或由顾客和供应商共同商

定。 

5.2 试件的准备 

5.2.1 清洁金属和金属涂层试件。清洁的方法因试件表面性

质和污染物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当使用不含研

磨剂成分的方法清洁时，除了纯氧化镁软膏外，也不可以

使用那些会形成腐蚀或抑制表面薄膜的溶液。如果顾客与

供应商达成协议，那么用硝酸溶液对不锈钢试件进行化学

清洁或钝化是可以的。注意试件在清洁后不要因为多余的

或粗心的搬运而造成再度污染。 

5.2.2 依照实验材料的适用工程标准或顾客与供应商达成

的协议来准备用于评估涂料和其他有机涂层的试件。另

外，确保由钢材料制成的试件符合 D609 操作规程的要求；

依照 D609 操作规范中的适用程序对试件涂层进行清洁和

准备。 

5.2.3 当需要确定涂料或有机涂层磨损区域腐蚀的形成过

程时，可在实验前用锋利的器械将表面涂层刮掉或划线，

使得涂层下的金属材料暴露出来。使用在实验方法 D 1654

中定义的刮擦条件，或采用由顾客和供应商达成的协议中

的规定。 

5.2.4 用那些在实验条件下稳定的涂层来保护镀层、涂层或

复式材料的切边区域、标识区域或与实验架或支架接触的

区域，例如纯蜡，或另外有说明。 

 

注解 4 – 实验时，如果试件需从零件整体上切下或用来渡层，应用涂

料，石蜡、线带或其他有效的介质来保护切口，以便对这些切边和相

连的渡层或涂层金属表面受到的腐蚀和电解电流影响进行有效的保

护。 

 

6.盐溶液  

6.1 除非在附件中另有说明，否则都可依照工程标准 D 

1141 合成海盐或依照 B 117 操作规程中对氯化钠的规定，

来制作盐溶液。制造蒸馏水或去除水离子，使之符合 D 

1193 工程标准中水类型 IV的要求（除本操作外，对氯离

子和钠离子的限制可以忽略）。 

6.2 合成海盐溶液 

6.2.1 依照工程标准 D 1141，制作海盐溶液，使得每升溶

液中含有 42g海盐溶质（参看注解 5）。 

6.3 氯化钠溶液 

6.3.1 准备盐溶液，每 95 克蒸馏水中溶解 5±1克氯化钠或

水中溶质含量不大于 200ppm（参看注解 5）。氯化钠应不

含镍和铜元素，含有的干燥成分不得大于氯化钠总量的

0.1%，杂质总量的0.3%。一些盐含有的添加剂将会充当腐

蚀抑制剂；应特别注意盐中各种成分的含量。如果顾客和

供应商达到一致，那么就应对盐中的成分进行分析，建立

成分的含量的限度标准。 

 

注解 5 – 溶液在摄氏 25 度（华氏 77 度）时，比重在 1.0255 到 1.0400

之间的话，那么它就达到了 6.2.1和 6.3.1 的浓度要求了。建议每天都

要对浓度进行检查。 

6.4 盐溶液的 PH 值随实验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溶液

雾化之前，使之没有悬浮颗粒物（参看注释 6）。依照实验

方法 E 70 的要求，在摄氏 25 度（华氏 77 度）环境下，

用一个盛满饱和氯化钾电桥溶液的玻璃器皿配合电解测

量装置对 PH 值进行测量。 

 

注解 6 – 新配置的盐溶液注入到溶液贮藏池或通往喷雾器的试管末

端前要经过过滤或沉淀，喷雾器还应被双层的粗棉布或其他合适的非

金属过滤棉布覆盖，以防喷嘴堵塞。 

 

7.程序  

7.1 实验过程中试件的安置 

7.1.1 除非另有说明，将安置或悬挂时试件应与垂直方向夹

6 到 45 度的倾角，或者将试件主要测试平面与盐雾室内主

要盐雾流向-水平方向平行。注意，实验随着试件与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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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倾角的角度增加，而更严格。 

7.1.2 不允许试件间彼此接触，试件与其他金属材料接触， 

或与其他任何有毛细作用的物质相接触。 

7.1.3 安置试件，使得盐雾可以在试件表面自由沉积。建议

试件间的最小空间距离应大于 30mm。 

7.1.4 不允许盐溶液从一个试件上滴落到另一个试件上。 

7.1.5 建议对于重复抽样的试件，应采用完全随机化的布

置，以避免由不同的喷雾方式带来的偏差。出于同样的原

因，同一试件每天也应旋转其安置方向。 

7.1.6 搁物架和支撑物的合适材料是玻璃，橡胶，塑料，或

有适当表面涂层的木材。不要使用赤裸的金属。对于试件

从底部或侧面来进行支撑比较合适。开槽的木材，塑料薄

板或惰性塑料条合适做平面面板的支撑物。只要可以将试

件安置到需要的放置位置，可以用玻璃挂钩或蜡绳进行悬

挂，同时，如果需要，开以采取一切方法在试件底部进行

对试件进行二次支撑。 

7.2 实验的连续性 

7.2.1 除非在涉及材料或产品的工程规范中另有说明，允许

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是连续进行的。连续进行意味着

除每天对试件进行的检查，重新安置，或移除，和对溶液

贮藏池的检查和补给外，实验柜一直都是关闭的。 

7.3 实验周期 

7.3.1 实验周期是依照涉及材料或产品的工程标准或顾客

与供应商双方达成的协议来决定的。建议暴露在盐雾环境

下的周期是 24 小时的倍数。 

7.4 试件的清洁 

7.4.1 除非在涉及材料或产品的工程规范中另有说明，在实

验结束后，试件应轻轻的洗净或浸入摄氏 38 度（华氏 100

度）流动的温水中，去除在试件表面的酸性沉积物，并立

即脱水。使用干净的压缩空气来干燥试件。 

 

注解 7 – 对于铝金属试件不宜采取压缩空气来干燥试件，以防表面腐 

 

 
 
 
 
A1.1 盐溶液： 

A1.1.1 依照 6.3 节要求配置氯化钠溶液。 

A1.1.2 依照实验方法 E 70，通过添加醋酸来调节溶液的

PH 值，使其在 3.1 到 3.3 之间。 

 

注解 A1.1 – 溶液最初的 PH 值也许可调节到 3.0 到 3.1 之间，我们期

望收集到的盐雾的 PH 值在也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以在配置合乎浓度 

蚀层的脱落。 

 

8.实验结果的评估  

8.1 立即对干燥后试件的腐蚀程度和其他在材料或产品的

工程规范或顾客及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议中规定的失效模

式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 

 

9.报告  

9.1 除非在涉及材料或产品的工程规范中另有说明，需记

录以下信息： 

9.1.1 在准备盐溶液时，记录盐和水的类型， 

9.1.2 在实验柜内盐雾暴露区，所有的温度读数， 

9.1.3 每周盐雾收集装置的数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9.1.3.1 80cm2盐雾收集面积，每小时收集到的酸性溶液体

积（毫升）， 

9.1.3.2 收集到的酸性溶液在摄氏 35 度（华氏 95 度）时的

浓度或比重（参看注解 8）， 

9.1.1.3 收集到的酸性溶液在摄氏 35 度（华氏 95 度）时的

PH 值。 

9.1.4 试件的类型和尺寸，或数量或对零件的描述， 

9.1.5 在实验前后清洁试件的方法， 

9.1.6 在盐雾实验腔内，支撑和悬挂试件的方法， 

9.1.7 对 5.2.5 节要求的保护措施进行的描述， 

9.1.8 暴露周期 

9.1.9 在实验过程中，中断实验的原因和时间长度。 

9.1.10 检查观测到的结果 

 

注解 8 – 同样建议记录那些被雾化，未与试件接触，但被回收到酸性

溶液贮藏池中的酸性溶液的浓度和比重。 

 

10.关键词  

10.1 酸性盐雾；腐蚀；盐雾 

 

 

 
 
 
要求溶液过程中对 PH 值初步的调节为基础，维持收集到溶液的 PH

值。如果需要使用小于 0.1 或大于 0.3%的结晶状醋酸来达到特定的

PH 值，则表明水或盐的纯度不符合要求或两者同时不符合要求。 

 
A1.2 饱和塔内的环境： 

A1.2.1 确保饱和塔（泡罩塔）内的温度为摄氏 47±1 度（华

氏 117±2 度）。 

附 件  
（ 强 制 资 料 ）  

A 1 .  醋 酸 连 续 盐 雾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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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盐雾室内的环境： 

A1.3.1 温度-保持醋酸盐雾喷雾腔内的温度为摄氏 35+1.1

或-1.7 度（华氏 95+2 或-3 度）。 

 

 

 
A2.1 盐溶液： 
A2.1.1 依照 6.3 节要求配置氯化钠溶液。 
A2.1.2 通过添加醋酸来调节溶液的 PH 值，使其在 2.8 到

3.0 之间。 

A2.2 饱和塔内的环境： 

A2.2.1 确保饱和塔 （泡罩塔）内的温度为摄氏 57±1 度

（华氏 135±2 度）。 

A2.3 盐雾室内的环境： 
A2.3.1 温度  - 保持醋酸盐雾喷雾腔内的温度为摄氏

49+1.1 或-1.7 度（华氏 120+2 或-3 度）。 

A2.3.2 湿度 – 尽管该实验最适宜的湿度未被确定，但在

实际操作时应使盐雾室内底部保持潮湿（也就是，确保在

盐雾实验的内腔底部有厚度为 1 英寸或更多一点的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腔内不变的很干燥，从而使得腐

蚀的速度下降。（然而，在测试那些不需如此恶劣的腐蚀

环境，如 2000 系列铝合金和油漆涂层时，建议在盐雾室

内底部保持干燥。）7 

A2.3.3 实验柜 – 给盐雾室装备一个定时器，并且使得它 

可以用于以下的以 6 小时为周期的重复实验：3/4小时喷洒  

 

 

 

A3.1 盐溶液： 

A3.1.1 依照 6.2 节，每升溶液添加 10ml 晶状醋酸，合成海

盐溶液。 

A3.1.2 调节盐溶液的 PH 值，使之在 2.8 和 3.0 之间。 

A3.2 饱和塔内的环境 –确保当实验柜的盐雾室内温度为

摄氏 35 度（华氏 95 度）时，饱和塔内的温度为摄氏 47

±1 度（华氏 117+2 度）；当实验柜的盐雾室内温度为摄氏

49 度（华氏 120 度）时， 饱和塔内的温度为摄氏 57±1

度（华氏 135+2 度）。 

A3.3 盐雾室内的环境： 

A3.3.1 温度 – 在实验柜内，盐雾暴露区的温度可以自行

调节来满足被测试的材料。具体的温度范围，由涉及材料

或产品的工程标准决定，或由顾客和供应商之间共同商

定。参看注解 A3.1 一些材料推荐的盐雾暴露区温度。 

 

注释 A3.1 – 本实验特别适合用做 2000，5000 和 7000 系列铝合金在 

注释 A1.2 – 本实验特别适合研究分析改变电镀工艺参数对钢板镀铬

或压铸件镀锌的影响，也适合来评估产品质量。因为在正常的实验中，

通常最短为 16 小时，但是一般都持续 144 到 240 小时，这样就给了

实验人员大量的机会来观察细小参数的改变对产品产生的实际影响。 

 
 
盐雾；2 小时干燥空气洗涤；31/4 小时浸泡在相对湿度高

的环境下。 

A2.3.4 净化 – 在喷雾后，立即对空气雾气进行净化是本

实验最独特的特征。干燥试件上的水滴，干燥遭到腐蚀的

产品，他们的表面会呈现白色，而不是湿灰色。通过电动

操作，将气流接入旁路饱和塔和抽吸器管嘴，允许气流以

一定的角度进入实验腔内 120分钟，从而将腔内雾气清除，

并从实验柜的尖顶形的盖子处排除。这样做可以将相对湿

度从 40%降到 7%左右，具体的相对湿度数值还取决于周

围空气的气候环境。在净化后，试件仍应放置在关闭的盐

雾腔内，直到下一周期喷雾。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验要求盐

雾腔的底部保持潮湿，所以在实验的过程中，湿度也逐渐

从 65%上升到 95%。 

A2.3.5 盐雾的雾化和数量 – 在测试循环之间，一段特定

时间内收集连续喷雾的雾气。通过监控在玻璃贮藏池中的

溶液量，来确定溶液的消耗量。 

 
 
7 私人交流，Alcoa 技术中心，新凯信顿，宾夕法尼亚 

 

 

 

热处理中表皮剥脱的生产控制。8 它也同样适合用于不同热处理参数

与材料耐腐蚀能力的开发研究工作。出于这样的目的，建议盐雾暴露

区的温度为摄氏 49 度（华氏 120 度）。对于测试在多种不同金属底层

上有机涂层，建议盐雾暴露区的温度为摄氏 24 度到摄氏 35 度之间，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温度高于摄氏 35 度时，会引起油漆表层起泡。 

A3.2.2 湿度 - 尽管该实验最适宜的湿度未被确定， 多个

实验室的实验结果表明，进行该实验，盐雾暴露区底部非

常有必要是潮湿的。（也就是，确保在盐雾实验的内腔底

部有厚度为 1 英寸或更多一点的水）。因此，要确保盐雾

实验的内腔底部不会变干，腐蚀速度不会因此而下降。 
A3.3.3 实验柜 - 给盐雾室装备一个定时器，并且使得它 

可以用于以下周期实验： 90 分钟浸泡在相对湿度高于

98%的环境下，然后喷洒盐雾 30 分钟。 

 

8 Ketcham，S.J 和 Jeffery，P.W.，“金属腐蚀失效的局部原因”ASTM 

STP516，ASTM，1973，PP，27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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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本实验有在盐雾实验基础上，将二氧化硫气体周期

性的直接通入盐雾实验腔内。 

 

A4.2 盐溶液： 

A4.2.1 依据相关的涉及被测材料和产品的工程规范来确

定盐溶液，或由顾客与供应商共同商定，来决定采用的盐

溶液。 

A4.2.2 如果特别规定了采用合成海盐溶液，依照 6.2 节进

行准备。 

A4.2.3 如果特别规定了采用氯化钠溶液，依照 6.3 节进行

准备。 

 

A4.3 饱和塔内的环境： 

A4.3.1 确保饱和塔 （泡罩塔）内的温度为摄氏 47±1 度

（华氏 117±2 度）。 

 

A4.4 盐雾室内的环境： 

A4.4.1 温度 - 保持盐雾暴露区的温度为摄氏 35+1.1，-1.7

度（华氏 95+2，-3 度）。 

A4.4.2 SO2（二氧化硫）气体 – 配备制备 SO2气体的材料

和将 SO2气体通入实验柜的装置。如下： 

A4.4.2.1 SO2气缸 

 
 
 
 
 
 
 
 
 
 
 
 
 
 
 
 
 
 
 
 

 
 
A4.4.2.2 可以测定 SO2气体流量的，精度为 1cm3/min·ft3

的流量计，实验柜的总容量为 35cm3/min·m3；以及 SO2

气体不起化学反应的联接材料。 

A4.4.2.3 定时器 

A4.4.2.4 两通电磁阀，阀体材料不于 SO2气体起化学反应。 

A4.4.2.5 SO2气体联结管路和接头，材料不于 SO2气体起

化学反应。SO2气体接入示意图见图 A4.1。 

 

注释 A4.1 – 将 SO2 气体引入盐雾实验腔内最好的效果是可以将 SO2

气体在腔内均匀散布开。如果实验柜装备有中央散布塔，可以在塔的

上方，聚乙烯导流板上钻几个孔，使得气体从八个同样地，相互隔开

的端口排出。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使得气体在腔内均匀散布开。然

而，要尽量避免气体通过一个或两个管道，从 盐雾实验腔的侧面接入。 

 

A4.4.3 收集到溶液的 PH 值应在 2.5 到 3.2 之间。 

A4.4.4 周期 – 根据涉被测材料或产品的相关工程规范来

确定循环周期，或由顾客与供应商共同商定。一些可能的

循环周期如下： 

A4.4.4.1 持续喷雾并接入 SO2气体 1 小时，每天 4 次（每

6 小时一次循环） 

A4.4.4.2 1/2小时盐雾喷洒，1/2小时通如 SO2气体，2 小时

浸透在盐雾环境下。 

 

 

 
 
 
 
 
 
 
 
 
 
 
 
 
 
 
 
 
 

A 4 .  二 氧 化 硫 盐 雾 循 环 实 验  



      G 85 

6          浙江 XX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项目一室 XX 译 
2005-5-16 

   

 
 
A5.1 本实验有两个循环组成，分别是 1 小时干燥脱水和 1

小时盐雾喷洒。电解液是氯化钠与硫酸铵混合溶液，它比

起传统的盐雾，已得到了很大的稀释。喷雾是在室温下进

行的，而干燥是通过提高温度来实现的。另外，喷洒的雾

化气体也不好似饱和水溶液。 

 

注释 A5.1 – 本实验特别适用于钢材料表面喷漆。 

 
A5.2 盐溶液： 

A5.2.1 准备一份浓度为 0.05%的氯化钠溶液和大量的浓度

为 0.35%的硫酸铵溶液。水和化钠溶液都应满足第 6 节中

的纯度要求。硫酸铵溶液含有的杂质不大于 0.3%。 

 

A5.3 盐雾室内的环境： 

A5.3.1 潮湿/干燥循环 - 循环由 1 小时盐雾喷洒和 1 小时

干燥脱水组成。 

 
注释 A5.2 – 经验表明较长的循环时间使得实验降格。 

 

A5.3.2 盐雾温度 – 在喷雾循环中，不可以对实验柜进行

加热。盐雾暴露是在室温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 

 

注释 A5.3 – 周围的环境是指在室内的大气环境下，并且无污染。为

满足这样的环境条件，温度应被控制在摄氏 24±3 度（华氏75±6 度）

范围内，相对湿度小于 75%。不同的室温下，得到的实验结果也不同。 

 

A5.3.3 收集到的溶液的 PH 值应在 5.0 到 5.4 之间（参看

4.3.2 和 6.4 节）。 

A5.3.4 干燥温度 – 盐雾暴露区的温度应在从喷雾循环转

向干燥循环的 45 分钟内，达到并保持摄氏 35±1.5 度（华

氏 95±3 度）。 

 

 

 

 
 
 
 
 
 
 
 

 
 
A5.3.4.1 干燥的过程是向盐雾实验腔内吹入新鲜空气，使

得在 45 分钟内，所有可以肉眼看见的水气从试件上消失。 

 

A5.4 实验柜的修改 – 为达到本附件规定的温度，依照操

作规程 B117，可能需要修改或增加一些仪器。这些修改

包括： 

A5.4.1 盐雾暴露腔 

A5.4.2 温度控制装置 

A5.4.3 气流设备 

A5.4.4 绝缘 

A5.4.5 对在盐雾腔的加热空气或绝缘护套蒸汽管内的水

进行各种调节的方法。 

A5.4.6 请教实验柜的生产商，以便得到更多的信息或建

议。 

 

A5.5 饱和塔 – 本实验不使用潮湿的空气。使用以下列出

的几种方法中的一种来避免空气潮湿。 

 

A5.5.1 清空饱和塔，确保饱和塔的加热器是关闭的。 

A5.5.2 安排用来喷舞的管道设备，使雾化气体不经过饱和

塔，而直接通往喷嘴。 

 
注释 A5.4 – 在循环从潮湿到干燥的过程中，试件所处的环境，溶液

浓度的变化是在潮湿循环开始时的非常稀的浓度逐步转到水气蒸发

前非常高的浓度。不要将雾化气体充满水气，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

溶液始终保持一个规定的浓度。 

 
A5.6 盐雾的雾化和数量 -在测试循环之间，一段特定时

间内至少 16 小时，收集连续喷雾的雾气。正常的喷雾时

间 1 小时，因为不够长，而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盐雾，以准

确的确定沉积的速度。参看 4.3.2 节盐雾收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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