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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删除了臭氧老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碳弧灯)试验方法和附录 A～附录 G(见 2000 年版的第 5
章、第 7 章和附录 A～附录 G)；
——参考 ISO 4892-2:2013《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氙弧灯》重新编写了人
工气候加速老化-氙弧灯(见第 6 章；2000 年版的第 6 章)；
——参考 ISO 4892-3:2016《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荧光紫外灯》重新编写
了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荧光紫外灯(见第 7 章；2000 年版的第 8 章)。
本文件参考采用了 ISO 4892-1:2016《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ISO
4892-2:2013《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氙弧灯》和 ISO 4892-3:2016《塑料 实
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荧光紫外灯》，与 ISO 4892-1:2016、ISO 4892-2:2013 和 ISO
4892-3:2016 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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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热空气老化、人工气候加速
老化-氙弧灯、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荧光紫外灯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工程用防水卷材和防水涂料的热老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性能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GB/T 528—2009 EQV ISO
37:2005)
GB/T 11026.4 电气绝缘材料耐热性 第 4 部分：老化烘箱单室烘箱
ISO 4892-1:2016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
ISO 4892-2:2013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氙弧灯
ISO 4892-3:2016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荧光紫外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照物 control
(气候老化)一种与试验材料有相似成分和结构，并同时暴露后与其进行比较的材料。
注：例如当需评价的配方与当前使用配方不同时则需用对照物，这种情况下由原始配方的材料作为对照物。

[来源：ISO 4892-1:2016，3.1]
3.2
存放样品 file specimen
存放在稳定的条件下，用来比较暴露前后性能变化部分的试验材料。
[来源：ISO 4892-1:2016，3.2]
3.3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 artificial accelerated weathering
将材料暴露在实验室气候老化装置中，参照比较户外或实际使用条件，进行周期性或者增强性
的环境调节。
注1：本过程包括实验室辐照源、热和湿(相对湿度或水喷淋、冷凝或浸润等形式)来试图更快的产生一个和在户
外暴露相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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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设备可以提供控制和/或模拟光源和其他气候参数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包括暴露在特殊条件下，例如用以
模拟工业气体的影响的酸雾。

[来源：ISO 4892-1:2016，3.3]
3.4
人工加速辐照 artificial accelerated irradiation（indoor）(建议删除，本标准没有采用窗玻璃滤光器。)
将材料暴露在实验室辐射源用以模拟透过玻璃窗的太阳光辐射或者内部光源辐射，并使试件
所处的环境产生相对微小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变化，使其更快的发生与室内环境中试件相同的变化。
[来源：ISO 4892-1:2016，3.4]
3.5
参照材料 reference material
一种已知性能的材料。
[来源：ISO 4892-1:2016，3.5]
3.6
参照样品 reference specimen
用来暴露的参照材料的一部分。
[来源：ISO 4892-1:2016，3.6]
4

一般规定
警示——试验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避免高温、紫外线辐射产生伤害。

4.1

标准试验条件
实验室试验条件：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 40％～60％。
标准试验条件：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样应在温度(23±2)℃，相对湿度 40％～60％的暗室内存放。
试验前样品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至少 24 h。

4.2

试件制备

4.2.1 建筑防水材料老化性能的评价项目：
——非破坏性项目：外观、色差、质量变化、尺寸变化、硬度、光泽度、软化点、针入度等；
——破坏性项目： 低温性能(低温柔性、低温弯折性、冷脆点)、拉伸性能及其保持率、变化率
等。
4.2.2 每个试验项目试件的组数：平行比对试验的试件不应少于三组。三组试件中，一组开始试验
时对规定的性能进行试验；一组进行老化试验；另一组在实验室试验条件下暗室内存放，在老化试
验结束时进行同龄期比对试验。根据老化试验周期和性能试验需要，可增加试验组数。
4.2.3 试件制备、试件形状、尺寸、取样方法按相关产品标准进行；若产品标准无相关规定，则
试件制备参考相关产品生产商规定。除了非破坏性评价项目，其他试验项目宜采用可包含多个最
终试验试件的大块试样进行老化试验，然后裁取最终试验的试件，裁取的试件宜距暴露试验样品
或固定夹具边缘至少 20 mm，大块试样数量至少为 3 个。作为性能比较的存放试样，应在实验室试
验条件下暗室内存放，与老化试验试件同龄期试验，采用相同的尺寸、数量、取样方向的试件。
4.2.4 匀质产品的拉伸性能试件宜采用符合 GB/T 528 要求的哑铃 1 型试件，对于非匀质试件试件
宽度宜为 25 mm 的直条形试件，试件长度应满足试件夹具间距离为 70 mm。同一方向力学性能试件应
从至少 3 个暴露试样上裁取，每个暴露试样裁取的同一方向最终试件不超过 2 个，每类试验试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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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应少于 5 个。低温性能最终试件宽度宜为 25 mm，长度根据试验需要，不应低于 100 mm，每个单
面不应少于 3 个试件。
4.2.5 非破坏性试件的最小尺寸为 100 mm×50 mm。每组试件不应少于 3 个；破坏性试验每组试件
不应少于 5 个。
4.2.6 贮存期对性能可能产生影响的产品，应使用在实验室试验条件下暗室内放置的同龄期试件试
验结果计算老化处理后的保持率和变化率。
4.3

保持率和变化率结果计算
处理后性能保持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精确到 1％：

Rr =

T1
× 100 ....................................(1)
T

式中：
Rr——试件处理后性能保持率，％；
T——与处理试件同龄期暗室内存放试件的性能；
T1——试件处理后性能。
处理后性能变化率按公式(2)进行计算，精确到 1％：

Rc =

T1 - T
× 100 ..................................(2)
T

式中：
Rc——试件处理后性能变化率，％；
T——与处理试件同龄期暗室内存放试件的性能；
T1——试件处理后性能。
注：当贮存期对产品性能的影响较小时，可采用初始性能代替同龄期暗室存放试件的性能。

5

热空气老化

5.1

原理

将试验材料暴露在热、氧环境的加速老化试验箱中，通过测定老化前后材料性能的变化，评价
材料的耐热空气老化性能，建议将一种已知性能的对照物与试验材料同时暴露以提供标准比对。
5.2

试验装置

热空气老化试验箱应符合 GB/T 11026.4 规定。
对于材料挥发性低、无相互影响的防水材料，可采用 GB/T 11026.4 不控制换气率设备。其他情
况应采用 GB/T 11026.4 强制换气设备，换气率 10 次/h。
不同类型材料应使用单独的老化箱进行试验。
5.3
5.3.1

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

除非另有规定，沥青基防水材料试验温度宜采用 70℃；高分子防水材料宜采用 80℃，其中热塑
性聚烯烃、三元乙丙橡胶防水材料宜采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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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不超过 100℃时，温度允许偏差为±1℃，超过 100℃时，温度允许偏差为±2℃。
5.3.2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应根据材料特性确定，一般以性能发生明显变化确定试验的时间。
建议的试验周期时间为 7 d、10 d、14 d、28 d、56 d、90 d、112 d、224 d。试验周期不大于 28 d
时，允许的时间偏差不应超过 4 h；试验周期大于 28 d 时，允许的时间偏差不应超过 6 h。
5.4

试验步骤

5.4.1

试件安装

试验前，试件需编号，编号方式不应影响材料性能试验。
试件可用衬有或包有惰性材料的合适金属夹或金属丝，将其安装在试验架上。根据产品标准确
定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悬挂，应根据产品特性确定上下表面放置时的朝向要求，对于表面有非永久
性隔离材料的产品，应根据产品特点确定表面非永久隔离材料是否去除进行老化处理，永久性隔离
材料不应去除。
试件的总体积不超过老化箱有效容积的 10％，试件间距不应小于 10 mm，试件与老化箱壁的间
距不应小于 50 mm，试件不应影响箱体的气体流动和温度均匀性。互有影响的试样不应在同时在一个
箱内进行试验。
5.4.2

温度

为了减少温度不均匀性的影响，可周期交换试件的位置。
整个试验期间，应控制老化箱温度在规定的温度允许偏差范围内。
5.4.3

暴露后性能测定

试验完成后试件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24 h，再进行相关性能测定。
5.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执行标准；
b) 试件名称、型号、规格及制备方法；
c) 试验箱型号、试验架形式；
d) 试验周期；
e)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调节的温度和时间、试验温度和时间、温度偏差范围、试验箱风速、
换气率及旋转试验架转速；
f) 性能评价项目及试验方法；
g) 试验结果(试验样品与对照物的对比)；
h) 试验人员、日期及地点；
i) 与本标准的任何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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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氙弧灯

6.1

4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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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规定了试件在潮湿环境下暴露于氙弧灯下以模拟气候影响(温度，湿度和/或潮湿)的试
验方法，该方法用于模拟材料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暴露于日光或经窗玻璃过滤后的日光下的自然老化
效果。
6.2

原理

6.2.1 配备了滤光器的氙弧灯，用来模拟日光中紫外区域和可见光区域的光谱分布。
6.2.2 在可控环境条件下，将试件暴露在光、热、相对湿度以及水的不同状态中(6.2.4)。
6.2.3 暴露条件因以下选择而变化：
a) 滤光器；
b) 辐照度；
c) 光暴露过程中的温度；
d) 当暴露条件需控制湿度时，在光照和暗周期过程中试验箱的空气相对湿度；
e) 试件润湿方法(6.2.4)；
f) 水温和润湿周期；
g) 光照和暗周期的相对时长。
6.2.4 润湿条件通过采用去离子水喷洒试件、将试件浸入水中或在暴露试件表面形成冷凝水汽三种
方式实现。
6.2.5 试验过程包括试件表面的紫外线辐照度和紫外辐射暴露量的测量。
6.2.6 建议将一种已知性能的相似材料(对照物)与试验试件同时暴露作为对比标准。
6.2.7 在不同类型设备中暴露的试验结果不宜进行比较，除非在用于特定材料暴露的设备间已建立
了适当的统计学关系。
6.3

总则

试件在控制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应包括暴露试件表面所需的辐照度测
定方法和辐照度的测定结果，以及所用的白板和黑板传感器的温度，以及试验箱的空气温度和相对
湿度。
6.4

意义

6.4.1 当利用实验室光源进行暴露试验时，考虑加速试验条件模拟与被试验材料实际使用环境条件
十分重要。另外，在进行暴露试验和说明人工加速辐照和人工加速辐照的试验结果时，考虑加速试
验与实际暴露间差异的影响非常必要。
6.4.2 没有一种实验室暴露试验能完全模拟实际使用条件。只有当特定被测材料的等级相关性已建
立并且降解类型和机理相同时，才能认为这些实验室人工加速辐照和人工加速辐照暴露试验的结果
能反映实际使用暴露的特征。因为不同的紫外辐射、湿润时间、相对湿度、温度、污染及其他因素
的影响，实际使用条件中材料的相对耐久性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因此，虽然根据本标准相关部分
进行暴露试验产生的结果对于比较材料暴露于某一特定环境中的相对耐久性是有用的，但不能认为
该结果对于预测相同材料在不同环境中的相对耐久性同样有效。
6.4.3 虽然实验室人工加速辐照以及人工加速辐照试验中“x”小时或兆焦辐照量与实际暴露“y”
月或年相关的“加速因子”的计算很有诱惑力，但不推荐。这些加速因子不适用有几个原因：
a) 加速因子对材料有依赖性，会随材料的不同或相同材料而配方不同产生明显差别。
b) 实际使用和实验室加速暴露试验中降解速率的差异能够对加速因子的计算产生很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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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速因子的计算以实验室光源与日光(甚至在使用相同的频带的情况下)间的辐照度比率为
基础，没有考虑因实验室光源与日光之间温度、湿度和光能量分布的差异而产生的影响。
注：尽管在本部分中已有提示，但如果仍希望使用加速因子，那么加速因子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材料，而且这些
加速因子是基于足够数量的独立户外或户内环境试验与实验室加速暴露试验数据以确保能够用统计方法分
析每个暴露中的破坏和时间关系。

6.4.4
a)
b)
c)
d)
e)
f)
g)
h)
6.5

诸多因素都可能降低实验室光源加速试验与户外暴露间的相关性：
实验室光源与日光光谱分布的差别；
高于实际使用条件的光照强度；
实验室光源连续暴露周期试验没有任何暗周期；
高于实际温度的试件温度；
导致与事实不符的深浅色试件之间温度差异的暴露条件；
导致试件温度频繁高低循环或造成不切实际的热效应的暴露条件；
偏离实际使用条件的湿度；
生物因素和污染物或酸性降雨或冷凝水的缺乏。

实验室光源加速老化试验的应用

6.5.1 按此标准有关部分实施的人工加速老化或人工加速辐照暴露试验的结果最好用于比较材料
的有关性能。材料在相同时间、同样的暴露设备中进行才能进行比较。结果可以通过比较材料的特
定性能下降到某一特定水平所需的暴露时间或辐照量来表示。一种常见的应用是确定不同批次材料
的质量水平与已知性能的对照物是否相同。
1) 为了比较试验材料与存放样品的性能，着重推荐每个试验至少有两组存放样品。所选存放
样品必须具有相同的组成和结构以使其失效模式与被测材料相同。本标准中采用与试验材
料同一种材料存放样品作为对照物，试验时，制备三组试样，一组在开始进行人工气候加
速老化试验时测定其性能，另一组进行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第三组在标准试验条件下
暗室内存放，在规定暴露周期进行老化试验性能测定时，存放试样同时进行并行试验；
2) 为获得统计估算结果，每一组存放试样和被评价的试验材料的平行试验数量要足够多。除
非另有规定，否则全部试验材料和存放试样至少要进行三次平行试验。进行破坏性试验测
试材料性能时，每个暴露周期都需要一组独立的试件。
6.5.2 在某些特定试验中，试验样品性能的评价是在一组规定条件的试验周期下，经过特定暴露时
间或辐照量后进行的。除非一个特定暴露周期作用的再现性和性能测试方法的再现性已被确定，否
则按照本标准其他部分进行的任何加速暴露试验结果均不能与根据指定暴露时间或辐照量达到后的
特定性能水平来确定材料的“合格或不合格”。
6.6

试验装置
设备应符合 ISO 4892-2:2013 规定，采用日光滤光器的氙弧灯试验装置。

6.7

暴露条件

6.7.1 除非另有规定，按表 1 的条件来控制辐照度。其他的辐照条件可由相关方商定使用，辐照度
及其对应的带宽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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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使用日光滤光器的氙弧灯暴露试验条件
辐照度

黑标温度
黑板温度 试验箱温度 相对湿度
宽带(300 nm～400 nm)
窄带(340 nm)
℃
℃
℃
％
W/m2
W/(m2·nm)
102 min 干燥
60±2
0.51±0.02
65±3
63±3
38±3
50±10
18 min 喷淋
60±2
0.51±0.02
－
－
－
－
注1：表中给出的辐照度、黑标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正负偏差是在平衡状态下给定参数的允许波动范围。不表示给
定值可在允许的范围内任意加减。
注2：对于不要求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暴露试验,需要在暴露试验报告中注明这两个测量值。
暴露周期

6.7.2 用于仲裁时，试验温度采用黑标温度，对于常规的试验，黑板温度计可以代替黑标温度计使
用。表 1 中规定的黑板温度计和黑标温度计都是常用的，但是，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因此两个温
度计的试验结果没有可比性。
如果使用黑板温度计，应测量与黑标温度计的实测温度差别，并根据差别设定温度，补偿由于
两个类型温度计热导率的差异。对黑板温度计的黑板材料、温度传感器的类型及其在平板上的安装
方式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经相关方商定可采用其他温度，但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如果使用喷淋，对温度的要求适用于干燥周期末期。如果在短时的喷淋过程中温度未达到稳定，
应测试经过较长干燥周期后是否能达到规定的温度，并考虑是否采用较长的干燥周期。
注1：如使用黑板温度计，在典型的暴露条件下显示的温度会比黑标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低 3℃～12℃。
注2：对于特定暴露条件，如果用到比表 1 中规定的更高温度，试件产生热降解的趋势会增加，并可能影响试验
结果。
注3：在周期的水喷淋阶段，所用水的温度接近黑标温度或黑板温度。

6.7.3 暴露过程中可将箱体中的空气控制在规定的温度，如有其他规定，也可以允许其保持在自然
状态，不予控制。
注：可能的试件表面温度作为试件周边的空气温度(如箱体温度)的下限，把规定的黑标温度作为上限。假设实
际试件的温度处在上下限之间。

暴露过程中可将箱体内空气控制在规定的相对湿度，也可以允许其保持在自然状态，不予控制。
6.7.4 采用喷淋周期优先采用表 1 的规定，也可应由相关方商定其它喷淋周期。
6.7.5 表 1 中的条件适用于连续辐照的试验。可使用更复杂的循环，这些循环可包括高湿度和/或
在试件表面产生凝露的暗周期，应在暴露试验报告中注明详细的其他试验条件。
6.8
6.8.1

试验步骤
试件安装

将试件受检区域在不受任何应力的条件下固定在设备中的试件架上。试验前应去除试件光照表
面的防粘材料，每个试件应在非暴露面作不易被消除的标记，此标记的位置不应影响后续的试验。
为便于检查，可以设计试件放置的布置图。
如有需要，对用来测定色差和外观变化的试件，可在试验过程中用不透明的遮盖物来遮住试件
的一部分，以比较邻近暴露区和非暴露区。这有利于检查暴露试验进程，但试验数据应以避光保存
试件为基准。
对于铝箔面防水卷材等有可能发生光反射的产品，在试件安装时应选择合适的位置，注意避免
直接反射到其他试件表面和光传感器探头。
矿物颗粒面产品宜在试件下部设收集矿物脱落物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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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暴露

在试验箱内放置试件前，要保证设备能在要求的条件(6.5)下运行。按选定的暴露条件对设备进
行设置，使其按要求的循环次数持续运行。在整个暴露过程中保持试验条件不变。应尽量减少设备
检修和试件检查引起的试验中断。
设定周期的暴露试件在必要时，按 ISO 4892-1:2016 的规定在暴露过程中更换试件的位置。
如有必要取出试件做定期检查，应注意不要触摸或以任何方式改变暴露面。检查完后，应按之
前的试验暴露面同样的方位将试件放回试件架或试验箱。
6.8.3

辐照暴露的测量

如果需要，安装辐照仪测量试件暴露面的辐照度。
进行辐照暴露时，暴露间隔以暴露面单位面积上所受辐照能量来表示，当波长范围为 300 nm～
2
2
400 nm 时，单位为 J/m ；当波长为一选定值时(如：340 nm)，单位为 J/(m ·nm)。
6.8.4

累计辐照能量与累计辐照时间的换算

试验过程中辐照度恒定时，累计辐照能量与累计辐照时间按公式(3)进行换算。
He=Ec × t …………………………………………（3）
式中：
2
He——累计辐照能量，宽带(300 nm～400 nm)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J/m )；窄带(340 nm)单
2
位为焦耳每平方米每纳米[J/(m ·nm)]；
2
Ec——辐照度，宽带(300 nm～400 nm)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 )；窄带(340 nm)单位为瓦每
2
平方米每纳米[W/(m ·nm)]；
t——累计辐照时间，单位为秒(s)。
6.8.5

暴露后性能测定

试验完成后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24 h，进行相关性能测定。
6.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执行标准；
b) 试样名称、型号、规格及准备方法；
c) 试验箱型号、氙弧灯型号、滤光器类型；
d)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调节的温度和时间，试验氙弧灯暴露温度和时间，相对湿度、辐照度、
喷淋周期；
e) 性能评价项目及试验方法；
f) 试验结果；
g) 试验人员、日期及地点；
h) 与本标准的任何偏离。

7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荧光紫外灯

7.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试件在试验箱中暴露于荧光紫外辐射、热和水中的试验方法，该方法用于模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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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暴露于日光或窗玻璃过滤后的日光下发生的自然老化效果。
试件在可控的环境条件(温度、湿度和/或水)下暴露于荧光紫外灯下，可通过不同类型荧光紫外
灯来满足不同材料的试验要求。
7.2

原理

7.2.1 荧光紫外灯按照供应商的建议进行维护和/或运转时，可以用于模拟日光中紫外区域的光谱
辐照度。
7.2.2 在可控的环境条件下，将试件暴露于不同的紫外辐照度、温度及湿润(7.2.4)环境中。
7.2.3 暴露条件因以下选择而变化：
a) 荧光灯的类型；
b) 辐照度；
c) 紫外暴露过程中的温度；
d) 润湿类型(7.2.4)；
e) 润湿温度和循环；
f) 光/暗循环的时间长度。
7.2.4 润湿通常由暴露试件表面形成冷凝或用去离子水喷洒试件产生。
7.2.5 试验步骤可包括试件表面上辐照度和辐射暴露量的测量。
7.2.6 建议将一种已知性能的相似材料(参照物)与试验试件同时暴露来提供标准比对。
7.2.7 试件暴露于不同类型仪器或不同类型灯下所得到的结果不宜进行比较，除非在用于材料测试
的设备间已建立了适当的统计学关系。
7.3

总则
见 6.3。

7.4

意义
见 6.4。

7.5

实验室光源加速老化试验的应用
见 6.5。

7.6

试验装置

7.6.1 符合 ISO 4892-3:2016 规定的荧光紫外灯试验装置，除非另有规定，采用 UVA-340(1A 型)荧
光紫外灯。
7.6.2 荧光灯会随着持续使用而显著老化。如果没有使用自动辐照度控制系统，则按照设备制造商
给出的操作程序调整以保持所需的辐照度。
7.6.3 辐照度的一致性应与 ISO 4892-1:2016 中的要求一致。当暴露区域的辐照度低于辐照度峰值
的 90％时对试件周期性位置调整的要求见 ISO 4892-1:2016 中所述。
7.6.4 试验箱应按规定条件在试件正面安装间歇凝露或间歇喷淋的装置。凝露或喷淋应在试件
表面均匀分布。喷淋系统应由不会污染喷淋水的耐腐蚀材料制备。喷到试件表面水的电导率应低于
5 Us/cm，不溶物含量小于 1 μg/g，且在试件表面不留下可见的污迹或沉积物。硅含量应保持在
0.2 mg/L(0.2 ppm)以下。可利用去离子和反渗透作用相结合来制备所需质量的水。
7.6.5 试件架应由不会对暴露结果产生影响的惰性材料制造。背板的存在及背板所用材料会对试件
产生影响，因此背板的使用应由相关方商定，若无规定，宜采用不锈钢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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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暴露条件

7.7.1 除非另有规定，按表 2 的辐照条件来控制辐照度。也可由相关方商定使用其他的辐照条件。
辐照度及其测试波长带宽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表2
循环序号

暴露周期
8 h 干燥
4 h 凝露
8 h 干燥
0.25 h 喷淋
3.75 h 凝露

1
2

UVA-340(荧光紫外灯)灯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辐照条件
灯型

辐照度

黑板温度
2

UVA-340(1A 型)灯
UVA-340(1A 型)灯

340 nm 时 0.76 W/(m ·nm)
关闭光源
2
340 nm 时 0.76 W/(m ·nm)
关闭光源
关闭光源

(60±3)℃
(50±3)℃
(50±3)℃
不控制
(50±3)℃

7.7.2 不同于太阳辐射，荧光紫外设备中试件表面的加热主要靠穿过平板的热空气的对流作用。因
此，黑板温度计、黑标温度计、试件表面与试验箱内空气的温度相差一般小于 2℃。
7.7.3 为便于参考，表 2 列出了黑板温度。经相关方协商同意也可采用黑标温度计用来代替黑板温
度计。
经所有相关方商定可使用其他的温度，但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如使用凝露周期，温度的要求适用于凝露周期的平衡状态。如果使用喷淋，对温度的要求适用
于干周期末期。如果在短时间内温度未达到稳定，应在没有喷淋的条件下维持规定的温度，并记录
干周期内的最高温度。
注：试件的表面温度是一个极重要的暴露参数。通常，降解过程随着温度升高而加快。加速暴露试验所允许的
试件温度取决于受试材料和所考虑的老化评价标准。

凝露和喷淋循环推荐使用表 2 中列出的两种循环，除非另有规定，优先选用第一种循环。也可
应由相关方商定其他循环，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试验的详细条件。
7.8
7.8.1

试验步骤
试件的安装

在不受任何应力的状态下将试件受检区域固定在设备中的试件架上。每个试件应作不易被消除
的标记，此标记的位置不应影响后续的试验。为了检查方便，可以设计试件放置的布置图。
如有需要，对用来测定色差和外观变化的试件，可在试验过程中用不透明的遮盖物来遮住试件
的一部分，以比较暴露面和非暴露面。这有利于检查试验进程，但试验数据应通过与贮存在暗室中
的试件对比得到。
为保证暴露条件一致，暴露区域应放满试件。如有需要，使用空白平板。
7.8.2

暴露

在试验箱内放置试件前，确保设备能在要求的条件(7.6)下运行。按选定的试验条件对设备进行
设置，使其在选定的整个暴露周期内持续运行。选择的试验条件应由所有相关方商定并在所用设备
条件范围之内。在整个暴露过程中维持试验条件不变，应尽量减少设备检修和试件检查引起的试验
中断。
暴露试件需要定期对辐照度进行测量，必要时按 ISO 4892-1:2016 的规定在暴露过程中对试件
进行换位，保证所有暴露强度的均匀性。
如有必要取出试件做定期检查，注意不应触摸或扰动试验面。检查完后，应按之前的试验暴露
面方位将试件放回试件架或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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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辐照暴露的测量

如果需要，安装辐照仪测量试件暴露面的辐照度。
紫外辐照仪可以用于测量窄波段(如 340 mn)或宽波段(如 290 nm～400 nm)的测量。
进行辐照暴露时，暴露间隔以暴露面单位面积上所受辐照能量来表示，当波长为一选定值时(如：
2
340 nm)，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纳米[J/(m ·nm)]。
7.8.4

累计辐照能量与累计辐照时间的换算

试验过程中辐照度为恒定时，累计辐照能量与累计辐照时间按公式(3)进行计算。
7.8.5

暴露周期内累计试验时间的计算

累计试验时间按公式(4)进行计算

ta = t + tc ……………………………………(4)
式中：
ta——累计试验时间，单位为秒(s)；
t——累计辐照时间，单位为秒(s)；
tc——累计凝露时间，单位为秒(s)。
7.8.6

暴露后性能变化的测定

试验完成后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 24 h，进行相关性能测定。
7.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执行标准；
b) 试样名称、型号、规格及准备方法；
c) 试验箱型号、荧光紫外灯型号；
d) 试验条件：试验状态调节的温度和时间，试验紫外光暴露温度和时间、辐照度、喷淋周期、
冷凝暴露温度和时间；
e) 性能评价项目及试验方法；
f) 试验结果；
g) 试验人员、日期及地点；
h) 与本标准的任何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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