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01.’’’
234!5"607.78.9$%%6

!"!#$%&’()
* .+,9()

() ):9-.;/0<12345=
5>?2@A>BC>4DE4CF42>G1HD@4.9-CF4F1

-CF4):9#DE4B2F4;IJIE2I<FA32KBILEA@23CFAEK42A>=

.’’’7’$7’/67 .’’’7’07’$89

’(+,-./01 6 7



!"#$%&%’()*+%,,,

! "

!" -........................................
/01!" 2......................................
3 #$ 3.......................................
4 %&’( 3.....................................
5 )*+,-./ 4..................................
6 )*01 4.....................................
7 234 5......................................
8 5678 5.....................................
9 9:;< 5.....................................
: =>? 5......................................
; )* 5.......................................
3< @A=B)*CD> 6.................................
33 EF;< 6.....................................
34 GHI#JKL+MN 6...............................

?



!"#$%&%’()*+%,,,

! "

!"#$%&’ -./012324356770()*8+,-"# 9:#;3<3=(61+6714>./.0123!
456789 67?@AB5:;<=67>?C@ABCDD

!"#EFGH -./"#IJKL8MNB 9:#;3<3=(61+6714OIPQRSIT>UV8W&
’,X"#YZ[\$]&’^_$%&’D

‘!"#abcde8%fgh 9:#;3<3=(61+6714D
!"#[i,./.01245jklmnopqlnrsD
!"#[i,./.01245tuH4567"#vjklmnwxD
!"#[:yz"#{|}~!e"D
!"##$e"P5%&E’()D
!"#*+,-. 6714/ 4083FFF/(J+CDD
!"#l1:yz"#{|}~!2345D

G



!"#$%&%’()*+%,,,

-./!"

012345!"#$%&’1()*!+#$%&’5234!+%&’1,-./01234,56
234.6.78#9:#;<=>?@234AB.!"CD7EF6234GHIJKL6MNO!"
237!"23%PQR%&’ST8UVW?XY.ABZ1[. 234!+%&’\]^_ST$
D7_ 234@‘a.!",56bc:dbc,5e]^_23ST$D7234_!"234,5

529:1fghijk?lT.mnopCD7
;1QR%&’.qrst?@@u!+%&’6vF6234uwQRAB.xkyjkz{|]

{3}~r!"#qrW@uAB.$%&’7
<1234().*n+,-../0*!126+23=QR34y56../NO6789$&:

;E*!%&’?<=7
>1E78!">$6* 234!+%&’?@8H!+23=~A123B|]{C2 234!"2

3623423:DE!+23y~A123FG.UVHI\E8JKBLM~NO7
?1234P@lTUV2QR]2S.TU6vFWVWXC 23423.UVYZ[\]^7
@1_‘Q&.(a23.bcde]{fghijAB6234k\]^lmU$y?@Fnhi

j7
!"23 234@AB;B?;) 234o ?CQR%&’5pqrs1.eQR%&’ ?CD59trs1ST7
a23.ouOvw7x 0EA>y.o$O6($z{|QR}~.Oa7
a23.!*+"#*nE$%F

5GH291&’23() rx34

?CD#<@<#GH29 ?CD#<I>#JKH

*3a23.+d,-]8;rNN.rx34B./7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 GB/T 2423.18--2000

IEC 68-2-52:1996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代替 GB /T 2423. 18一1985

Environmental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 Tests-

Test Kb:Salt mist,cyclic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1 范围

    本试验适用于预定耐受含盐大气的元件或设备，其耐受程度随选用的严酷等级而定。盐能降低金属

零件和(或)非金属零件的性能。

    金属材料盐腐蚀的机理是电化学腐蚀，而对非金属材料的降解作用却是由盐与材料复杂的化学反

应所引起的。腐蚀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试验样品表面供应的含氧盐溶液的量、样品的温度和环境

的温、湿度

    本试验除显示腐蚀效果以外，还可以显示某些非金属材料因吸收盐而劣化的程度。在下述试验方法

中，喷射盐溶液的时间是足以充分润湿整件试样。由于这种润湿在湿热条件下贮存之后重复进行(严酷

等级(1)和((2))，在某些场合下还要补充在试验用标准大气下贮存(严酷等级((3)至(6)),因此可以较有

效地重现自然环境的效应。

    严酷等级(1)和((2)适用于试验在海洋环境或在近海地区使用的产品。严酷等级(1)适用于试验在大

部使用寿命期间暴露于这种环境的产品(例如船用雷达、甲板设备)。严酷等级(2)适用于试验可能经常

暴露于海洋环境、但通常会受封闭物保护的产品(例如通常在船桥或在控制室内使用的航海设备)。

    此外严酷等级(1)和(2)通常在元件质量保证程序中用作普通腐蚀试验。

    严酷等级(3)至((6)适用于通常在含盐大气与千燥大气之间频繁交替使用的产品，例如汽车及其零

部件。

    因此，严酷等级((3)至((6)与严酷等级(1)和(2)相比含有一个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附加贮存

    实际上，在中断工作的期间，例如在周末，可能出现干燥大气 在严酷等级((3)至(6)中包含的这一于

燥阶段导致了可能与恒定湿热条件下完全不同的腐蚀机理‘

    试验方法与使用条件相比较是加速的。但这种试验方法不可能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样品建立一个综

合加速系数(参见IEC 3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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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idt IEC 68-1:1988)

    GB/T 2423. 3-199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eqv IEC 68-2-3:1985)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2000一01一03批准 2000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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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4.10-199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大气腐蚀加速试验通用导则

                        (eqv IEC 355:1971)

3 试验的一般说明

    严酷等级(1)和(2)将试验程序分成若干个规定的喷雾周期，每个喷雾周期之后接一个湿热贮存周
期;喷雾温度在15 C ---35℃之间，贮存条件为温度为40℃土2C，相对湿度(93泥)%。

    严酷等级((3),(4),(5)和((6)将试验程序分若干规定的试验循环。每个试验循环的组成为:先是四个
喷雾周期，每个喷雾周期之后都紧跟着一个湿热贮存周期，在喷雾和湿执贮存之后再在试验用标准大气

条件下贮存一个周期。喷雾的湿度在15 Ĉ -350C之间;湿热贮存条件为:温度为40Cf2C，相对湿度

(93共)%;试验用标准大气压为:温度230C士2C，相对湿度450o-550o0

    如果喷雾与贮存在不同的试验箱(室)中进行，则应注意避免在转移试验样品时损失附着在样品上

的盐溶液和对样品造成损害。

    在喷雾期间决不应给样品通电，在贮存期间通常也不通电。

月 试验设备

4.1 盐雾箱

    盐雾试验箱(室)应由不影响盐雾腐蚀效果的材料构成。

    盐雾试验箱(室)的细部结构，包括产生盐雾的方式是任选的，但要满足以下条件:

    8)盐雾箱内的条件应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b)盐雾箱具有足够大的容积，具有恒定而均匀的条件(不受湍流的影响)，并不受试验样品的影响;

    c)试验时盐雾不得直接喷射到被试样品上;

    d)凝结在盐雾箱顶板、侧壁及其他部位上的液体不得滴落在样品上;

    e)盐雾箱应设有适当的通风孔以防箱内气压升高并使盐雾均匀分布。通风孔的排气端应能避免强

抽风，以免在盐雾箱内形成强气流。

4.1.1 喷雾器

    喷雾器的设计和结构应能产生微小分散、湿润、浓密的盐雾。制造喷雾器的材料不应与盐溶液产生

任何反应。

4.1.2 喷雾用过的盐溶液不应重复使用。

4.1.3 气源

    如用压缩空气，则空气在进入喷嘴时基本上应不含一切杂质，如油、灰尘等。

    应提供能加湿压缩空气的装置，使压缩空气的湿度满足试验条件的要求。空气的压力应适于产生细

小分散的浓密盐雾。

    为保证喷雾器的喷嘴不被盐的析出物阻塞，喷嘴处的空气相对湿度应不低于85 。一个令人满意

的方法是使空气以细小气泡的形式通过一个自动保持水位的水塔，水塔中的水温不得低于盐雾箱的温

度。

    空气压力应能调节，以保证9.2所规定的收集率。

4.2 湿热箱

    湿热箱应符合GB/T 2423.3的要求，即保持相对湿度为(93+x) % ,温度为40'C士20C,

4.3 标准大气箱

    试验箱应满足GB/T 2421-1999中5.2(表中第2行，宽度范围)的要求，即在23C士2'C的温度下

保持450o-55%的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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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盐溶液

5.1  500氯化钠溶液(NaCl)

5.1.1 试验用盐应为高质hi的氯化钠(NaCI), T重中碘化钠的含量不超过al/，总杂质含量不超过

0.3%。

    盐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士1% ,
    制备盐溶液时，应将(5士1l份盐(按质量)溶解在95份蒸馏水或去离f-水(按质V).
    注:有关规范可以要求其他盐溶液、其成分与特性(浓度.pH值等)应在该规范中清楚地说明，如模拟海洋环境的特

          殊效应

5.1.2 盐溶液的pH值在温度为20 C士2〔时应在6. 5与7. 2之间。在试验期间，pH值应保持在这 -

范围内;为此，可用稀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但抓化钠的浓度仍要在规定的范围内。tki配制一

批新溶液都必须测定pH值

6 严酷等级(severities)

6.1 严酷等级定义如下:

    严酷等级(1)和(2):
    指喷雾周期数和接在征个喷雾周期后的湿热贮存持续时间的组合。

    严酷等级(3)至(6);
    指试验循环数。一个试验循环有四个喷雾周期和紧跟在每个喷雾周期之后的湿热贮存周期，在四个

喷雾周期和湿热贮存周期后还有一个在试验用标准大气压下的附加贮存周期。

6.2 有关规范应指定应使用下述六种严酷等级的哪一个:

    严酷等级(1):四个喷雾周期，每个2h，每组喷雾周期后有一个为期7天的湿热贮存周期。

    严酷等级(2):三个喷雾周期，每个2h，每个喷雾周期后有一个为期20 h--22 h的湿热贮存周期。

    F-酷等级(3):一个试验循环含有四个喷雾周期，每个2h;每个喷雾周期之后有一个20 h-22 h的

湿热贮存周期，此后.有一个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温度23 C士2C,相对湿度为45%-55%)下为期三天

的贮存周期

      严酷等级(4):严酷等级((3)所规定的两个试验周期

    严酷等级(5):严酷等级((3)所规定的四个试验周期

    严酷等级(6):严酷等级(3)所规定的八个试验周期。

6.3 图]给出了所有试验严酷等级的综合时标示意图。

7 初始检测

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如需要，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检测

8 预处理

有关规范应规定在试验前才立即进行的清洁程序，也应说明是否应除去临时表面保护层
注:所用的清洁方法不应影响盐雾对样品的作用，更不能引起二次腐蚀。在试验前 应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受试样品

    的表面

9 试验

91 将试验样品放入盐雾箱内，在15C一35 C下喷盐雾2h

9. 2 雾应充满盐雾箱内所有暴露空间

一点，平均在侮个收集周期内侮小时收集

.用水平收集面积为80 cm
].0 ml- -2. 0 ml的溶液

艺的干净收集器放t"1.于空间内任意

最少要用两个收集器。收集器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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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不被试验样品遮盖的位置并避免来自各个方向的冷凝物进人收集器

    注:为得到精确的测觉结果，在校准试验盆雾箱的喷雾速率时，喷劣周期最小不应少干sh

9.3 严酷等级(1)和(2)

    每次喷雾结束后将试验样品转移到湿热箱中贮存.贮存条件按照GB%T 2423. 3的规定:温度为

40 C士2(’‘相对湿度为(93褪)%

    按9. 1的规定喷雾并按9. 3的规定贮存，构成 一个循环。

    严酷等级所要求的循环次数与贮存时间应按6. 2的要求确定。

9.4 严酷等级(3)至(6)

    句次喷雾结束后，将试验样品转移到湿热箱中 在GB/T 2423. 3规定的条件下(温度40'C上2C，相

对湿度(93:;盆)州贮存20 h-v22 h，将这一过程再重复三次

    然后，试验样品应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温度23C土2C,相对湿度为4500̂ 55肠)贮存3天

    在四个喷雾周期(见9. 1)和9. 4的湿热贮存周期之后，接着在试验用标准大气下贮存3天构成一

个试验循环。

严酷等级所要求的试验循环次数按6. 2的规定。

9.5 在将试验样品从盐雾箱转移到湿热箱时应尽量减少样品上盐溶液的损失.
注:如果盐雾箱能保持GB/T2423. 3规定的湿度与温度条件 在贮存阶段样品可继续保存在盐雾箱内

9.6

触，

如果试验样品由不止一个零件组成，则这些零件之间或这些零件与其他金属零件之间不得彼此接

它们的排列应不互相影响

恢复(在试验末尾)

    有关规范应说明是否应清洗样品，如要清洗 则应在流动的自来水中清洗5 min，再用蒸馏水或去

离子水漂洗，然后用手摇晃或用水流吹去水珠，在55C-r2C的条件下干燥1h，接着在控制的恢复条件

下(GB/T 2421-1999中的5.4.1)冷却1 h-2 h,清洗用水的温度不应超过35 C.

11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接受有关规范规定的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测

    有关规范应提供据以接收或拒收试验样品的依据。

12 有关规范应给出的资料

    当有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时，应尽可能按适用程度给出下列细目。有关规范应提供下列章所要求的信

息，特别标有(，)的章，因为这些章是必备的。

                                                      章号

    a)盐溶液，如果与5.1.1所述不同时. 5

    b)适当的严酷等级’ 6

    c)初始检测 7

    d)预处理 e

    e)恢复 10

    f>最后检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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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等级 睡还二从声二多习-一 一一月

湿热贮存

(1)
1周期=7天

tz> 、下蔽业飞石菇事一
3周期乙3天

一短升一 一诬图一-

一1f_ } J--ZV 4}l}}t一
(3)

4周期二4天

1试验周期!7天

(4) 2试验周期

(5) 4试验周期

{6) 8试验周期

试验起始点 吸刁一喷雾阶段:’“ 时r"I

图1 不同试验严酷等级(1)一(6)的时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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