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塑料实验室光源曝露试验方法 
第 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 

GB/T 16422.4-1996 
Plastics-Methods of exposure to laboratory light sources-Part 4:Open flame carbon arc lamp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4892.4:1994《塑料—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第 4 部分：开放
式碳弧灯》。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开放式碳弧灯（简称“碳弧灯”）为光源，模拟和强化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

的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塑料在碳弧灯光源曝露条件下进行耐候性评定，也适用于同类材料之间的耐候

性对比试验。 
2． 引用标准 
GB/T 16422.1 塑料实验室光源曝露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通则 
GB/T 15596-1995 塑料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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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理 
试件曝露于规定的环境条件和实验室光源下，通过测定试件表面的辐照度或辐照量与试件性

能的变化，以评定材料的耐候性。 
进行试验时，建议将被试材料与已知性能的类似材料同时曝露。曝露于不同装置的试验结果

之间不宜进行比较，除非是被试材料在这些装置上的试验重现性已被确定。 
4．试验装置 
4．1 光源 
4．1．1 碳弧灯光源由上、下碳棒之间的碳弧构成，光源的规定见附录 A。碳棒的安装和更
换须按设备厂家的说明进行。 
4．1．2 碳弧光经滤光后辐射到试件表面。在实施中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滤光器，使用前在特
定波段有不同的透光率（见表 1），各种滤光器的详细资料见附录 B。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滤光器的透光性能会因玻璃的老化和积垢等而改变，因此，需定时清

洗和更换（见 7．2．2）。 
表 1  滤光器使用前在特定波段的透光率 

型号 1 型号 2 型号 3 
波长 nm 透光率% 波长 nm 透光率% 波长 nm 透光率% 

255 ≤1 275 ≤2 295 ≤1 
302 71~86 320 65~80 320 ≥40 
≥360 ＞91 400~700 ≥90 400~700 ≥90 

4．2 试验箱（参见附录 C） 
试验箱包括一个用于放置试样可使空气通过试样表面以便控制温度的转鼓（试样框架）。转

鼓围绕光源转动，标准直径为 96cm。若经有关方面协商，也可使用其他直径的转鼓。 
转鼓可直接放置板状试样或放置用试验架固定的试件，其形状可为垂直形式或倾斜形式。 
箱体应有在操作范围内编制循环曝露条件程序的控制装置。 
4．3 辐射仪 
使用的辐射仪应符合 GB/T 16422.1中 5.2规定。 
4．4 黑板温度计或黑标准温度计 
使用的黑板温度计或黑标准温度计应符合 GB/T 16422.1中 5.1.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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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控湿装置 
箱内应有测量和控制相对湿度的装置，该装置应避免光照。根据需要控制箱内空气的相对湿

度。 
4．6 喷水系统 
4．6．1 喷水系统通过试验箱内的喷嘴将试样表面均匀喷湿和迅速冷却。喷水管道应由不与
水反应和不污染水的不锈钢、塑料或其他材料制成。 
为了满足水的纯度要求，可在喷水系统上连接水质处理装置，如过滤器和水质软化器等。 
4．6．2 在规定条件下，可用蒸馏水、软化水或去离子水间歇喷淋试样表面。水内固体含量
小于 20ppm[ISO 4892.4:1994中对水质要求较高，规定水内固体含量小于 1ppm，电导率小于
5μS/cm]。喷水不应在试样面上留下明显的沉淀物和污迹。在试验报告中要说明水的 PH值。 
4．6．3 若进行凝露曝露试验，可将喷水系统设计为用喷咀喷淋试样背板以冷却试件、形成
凝露。 
4．7 试样架 
试样架可以是有背板或无背板形式。它应由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制成。例如铝合金、

不锈钢等。在试样附近不能有黄铜、钢铁或铜的存在。 
有背板的曝露形式，特别是对透明性的试样，可能会影响试验结果，因而应经有关方面协商

后才能采用。 
4．8 评定性能变化的仪器 
用于评定试样曝露后性能变化的仪器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参见 GB/T 15596-1995。 
5 试样 
参照 GB/T 16422.1。 
6 试验条件 
6．1 黑板温度或黑标准温度 
除非另有规定，黑板温度一般为(63±3)℃。在试验报告中应说明黑板温度计的类型和固定
型式。如果使用黑标准温度计，在报告中要说明所选择的温度。 
对于有喷水循环的试验，温度是表示干周期末箱内的温度。 
6．2 相对湿度 
除非另有规定，相对湿度一般为(50±5)%。 
6．3 喷水周期 
选用的喷水周期应由有关方面协商，但是最好选用以下的喷水周期： 
喷水时间/不喷水时间为 18min/102min或 12min/48min。 
6．4 暗周期循环 
6.1~6.3 所规定的条件适用于连续光照的试验。可选用更复杂的暗周期循环曝露程序，在试
验箱内有较高的相对湿度，并在试件表面形成凝露。 
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暗周期循环试验的具体条件。 
7 试验步骤 
7．1 试样固定 
将试样以不受应力的状态固定于试样架上，在非测试面处作易于辨认的标记。如有必要，当

进行试样的颜色和外观变化试验时，为了便于检查试验的进展情况，可用不透明物盖住每个

试样的一部分，以比较盖面与曝露面之间的变化差异。但试验结果应以试样曝露面与贮存在

暗处的对比试样的比较为准。 
7．2 曝露 
在试样投入试验箱前，将设备调试并稳定在选定的试验条件（参见 6）下运转，并在试验过
程中保持恒定。 
7．2．1 将试件固定在转鼓上，位于辐射源中心水平线的上方和下方。为了使每个试件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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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到均匀的辐射，应以一定次序变换试样在垂直方向的位置。 
当试验时间不超过 24h时，应使每个试样与光源的距离相同；当试验时间不超过 100h时，
建议每 24h变换试样位置一次。经有关双方协商后，也可使用其他变换试样位置的方法。 
7．2．2 按设备厂家的推荐条件，用干净、无磨损作用的布或毛巾定时清洗滤光片。如有必
要，也可用洗涤剂清洗。滤光片的使用寿命为 2000h，如出现变色、模糊、破裂时，应立即
更换。 
为了尽可能使滤光器长期保持一致的透光性，建议每 500h以一对新滤光片替换一对使用时
间最长的滤光片，因此需标记每块滤光片的使用时间和位置，以便按顺序进行撤换。 
7．3 辐照量测定 
如使用仪器法测量辐照量，辐射仪的安装位置应使它能显示试样曝露面的辐射。 
在选定的波段范围内，曝露阶段最好用单位面积的入射光能量（单位：Jm-2）表示。 
7．4 试样曝露后性能变化的测定 
按 GB/T 15596-1995的规定进行。 
8 试验报告 
参照 GB/T 16422.1。 
 
 
 
 

附录 A  光源的性能和规定（补充件） 
表 A1  光源 

项目 内容 
光源型式 
灯数 
弧电压 
弧电流 

开放式 
1 

交流电压范围 48~52V；设定值(50±1)V 
交流电流范围 58~62A；设定值(60±1.2)A 

 
表 A2  碳棒的外形尺寸 

型号 上碳棒直径和长度 下碳棒直径和长度 
A Φ23mm×305mm或Φ22mm×305mm Φ13mm×305mm或Φ15mm×305mm 
B Φ35mm×350mm或Φ36mm×350mm Φ23mm×305mm 
C Φ36mm×410mm Φ23mm×410mm 

碳棒芯内含铈，表面涂覆金属层，如铜等。碳棒应不弯曲且无裂纹。 
 
 
 

附录 B  碳弧灯滤光器（参考件） 
型号 1：柯瑞克司(Corex)7058或其等效物（属透紫外玻璃） 
型号 2：派瑞克司(Pyrex)7740或其等效物（属硼硅玻璃） 
型号 3：耐热玻璃 
柯瑞克司 7058和派瑞克司 7740是有商品供应的产品。碳弧灯光源必须经滤光后才能进行试
验。型号 1是多数碳弧箱习惯配用的玻璃滤光器，如需改用型号 2或 3的滤光器，则应经有
关方面协商。型号 1滤光器透过部分日光中所缺乏的较短波紫外辐射，可能引起试验出现大
气曝露所没有的降解反应；型号 2 滤光器能吸收通常不出现于日光中的短波辐射；型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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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光器是模拟 1.8~2.0mm 厚的窗玻璃的透光性。这三种型号的滤光器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改
变碳弧灯光谱与日光紫外区的差异。 
 
 

附录 C  典型的试验设备（参考件） 

 

配电盘 
光源 
空气调节器 
 
滤光器 
 
喷水管 
试样架 
冷却管 
试样 
转鼓 
 
 
 
 
鼓风机 

黑板温度计

上碳棒

下碳棒

 
碳弧稳定器

 
转鼓转动器

典型试验设备示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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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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