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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 18-20 12/IEC 60068-2-52: 1996 

前 言

本部分为 GB/T 2423的第18部分。 GB/T 2423 标准的组成部分见资料性附录NA。
本部分按照GB/T 1. 1-2009 绘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 2423. 18 一200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

交变 ( 氮化纳溶液 沟。 本部分与 GBiT 24 23. 18-2000 相比主要 变化如下:
一一根据 GB/T 2423. 3-2006 ，将罢王羔贮存的相对湿度出原来的" (93 :;D %"改为" (93土3)%"; 

一一为与 IEC原文一致.本部分约旦2增加了一个注;

一一-为与 IEC原文一致，本部分的第10 章 规定了可按有关规范指定的其他方法对试样进行清洗

和干燥。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 采用!EC 50058-2 -52: 199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3试验 试验Kb:盐雾，交

变 ( 氮化锅溶液 门。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 件 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 件如下 z

GB/T 2424. 10-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大气腐蚀加速 试验的通用导则

( eqv IEC 60355 : 1971) 
本部分与 IEC 60068 -2 -52: 1996 相比，主要做了 以下 编辑性修改s
…一删除了 IEC 60068亿-52:1996 前言， 增加了国家标准 前言s

将第2 章的标题由"引用标准"改为" 规范性引用文 件"
一一将第10 章的标题由" 恢复〈在试验末尾)"改为" 恢复(试验结束)";
一一将第12 章的标题由" 有关规范应给出的资料"改为" 有关规范应给出的信息"
一一增加l资料性附录NA.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电 器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车汉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2423. 18-1985 、GB/T 2423. 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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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GB/T 2423. 18-20 12/IEC 60068-2-52: 199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铀溶液)

本试验适用于预定耐受 含 盐大气的元件或 设备，试验时 依据其耐受程度选用相应的严酷等级。
盐能降低金属材料和(或)非金属材料的性能。 金属材料盐腐蚀的机理 是电 化学腐蚀，而非金属材

料的劣化却是由盐与材料的综合化学反应所引起的。 腐蚀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试样 表面供应的
含氧盐溶液的最、试样的温度和环境的混度、湿度。

本试验除了显示腐蚀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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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充分润湿整件试祥。 由于这 种润湿在湿热条 件下贮存之后重复进行(严黯

等级(l)和(2) )，在某些场合下还要补充在试验标准大气下贮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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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或在近海地区使用的产品。 严酷等级(1)适用于试验在

大部分使用寿命期间 暴露于这 种环绕的产品(例如船用霄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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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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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大气与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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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戳等级(l)和(2)相比含 有一个在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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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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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的试祥建立一个综

合加速系数(参见IEC 60355: 1971)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 件对于本文 件的应用是 必 不可少的。 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目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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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 1-2008 电 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IEC 60068-1:1988，IDT) 
GB/T 2423. 3-2006 电 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IEC 60068-2-78:2001 ，IDT) 
IEC 60355 :1971 大气 腐蚀加速 试 验问题评定 (An appraisal of the problems of accelerated 

testing for atmospheric corrosion) 

3 试验的一般说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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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之间 ， 贮存条 件为温度(40土2)'C ，相对湿度(93士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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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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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 18-2012/IEC 60068-2-5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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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喷雾和湿热贮存之后再在试验标准大气

条件下贮存一个周期@ 喷雾的温度在 15 "C �35 "c 之间，湿热贮存条件为:温度(40士2)"C，相对湿度
(93土3)% ;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为:温度(23土2)'C ，相对湿度 45% �55%。

如果在不同的试验箱中进行 喷雾与贮存，在转移试样 时 应注意 避免损失附着 在试样 上 的盐溶液和
对试样 造成损害。

在喷雾期间 不应给试样 通电 ，在贮存窥 间 通常也不 通电。

4 试验设备

4. 1 盐雾箱

-、
a./ 

b) 

〉
)
〉

c
-d

e
 

4. 1. 1 

4. 2 湿热箱

试验箱应符合 GB/T 2423.3-2006 的要求 ，应能保持相对湿度为(93士3)% ，温度为(40土 2)"C 。

4. 3 标准大气箱

试验箱应符合 GB/T 2421. 1-2008 中 5. 2 中 表1 的要求 ， 即在(23土 2)'C 的温度下保持 45% �
55%的相对湿度。

5 盐溶液

5. 1 5%氧化纳溶液(NaCI)

5. 1. 1 试验所用的盐应为高质量窍氧化销(NaCl)， 干燥时 ， 殃化铀 的含量 不 超过0.1% ， 杂质 的 总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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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 18-2012/IEC 60068-2-52，1996 

不 超过0. 3% 。
盐溶液的质量百分比浓度应为 (5土1)% 。
溶液应透过以下的方法 制备，将质量为 (5土1) 份的盐溶解 在质量为 95 份的蒸馆水 或者去离子

水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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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该规范中清楚说明，如模拟海洋环境的特殊

效应.

5. 1. 2 盐溶液的 pHu直 在温度为 (20士2)"c时应在 6.5�7. 2 之间 。 条件试验时，pH值应保持在该范

围内 。 为此，在保证 氮化纳浓度的前提下，可以使用稀盐酸或者氮氧化销洛液调节 pH值。 每一批新配

置的溶液都应测量 pH值。

6 严酷等级

6. 1 

在

20 h�22 h 
45%�55%) 

严酷等级

严酷等级(6)
6. 3 图1给出了

7 初始检测

试样应进行目视检查，如必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 进行电 性 能和 机械 性能检测.

8 预处理

周躯。

h的湿热贮存

"C ，相对湿度为

有关规范应规定 在试验前立即进行的清洁程序，也应说明是 否 需 要移除临时 性 表面保护层。
注.清洁方法不应影响盐雾对试样的作用，更不能引起二次腐蚀。 试验前应尽量避免用手接触试样表面.

9 试验

9. 1 将试样放人盐罢手箱，在15 "C �35 "c下喷盐雾2 h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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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18-20 12/IEC 60068-2-52: 1996 

9. 2 所 有的暴露区域都应维持盐皇军条件，用水平收集面积为 80 cm' 的 洁净收集器放置于暴露区域内

任意一 点，在 收集周期内平均每小时 收集1. 0 mL�2. 0 mL溶液。 至少应采用两个收集器 . 收集器应
放置在不被试样遮蔽 的 位置，并避免收集到 各类冷凝水 。

注2为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在校准试验箱的喷雾速率时，喷雾周期不应少于8 h. 

9. 3 严酷等级 (1)和(2)
每次喷雾周期 结束后，将试样转移到湿热箱中贮存，贮存条件按照GB/T 2423. 3-2006 的规定 :温

度为(40士2)'c ，相对湿度为(93士3)% 。

按9. 1 的规定 喷雾，并按9. 3的规定 贮存，组成一个循环2
严酷等级所要求 的循环次数与贮存时间按照6. 2 的规定，

9. 4 严酷等级 (3)至(6)
每次喷雾周期 结束后 .将试样转移到湿热辈辈甲贮存2号h-22 h，贮存条件按照GB/T 2423. 3-2006 

的规定 :温度为(40士2)'C，相对湿度为(93土3)% 。 将这一 循环再重复 三次。
然后，试样应在试验标准大气条件(温度为(2.2工0，亡?苍立莲，妄为 45%�55%)下贮存 3 d。
每个试验循环由四个喷雾周期 (见9. 1)和 9. 4规定 的湿热贮存 及之后在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下贮存

3 d所组成。

严酷等级所要求 的试验循环次数按照6. 2 的规定.
9.5 将试样从盐卖主箱转移到湿热箱 时 应尽量减少 试样上盐溶液的 损失。

注z如果盐�箱能保持GB/T 2423. 3-2006规定的温、温度条件，则在贮存阶段试样可继续保留在盐雾箱内.

9.6 如果试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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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相互接触，

并且它们 的 排列不应互相影响。

10 恢复(试验结束〉

有关规范应说明是否清洗试样，如要清洗， 则应在流动的自来水 中清洗5 min，再用蒸馅水 或去离
子水漂洗，用手摇晃或用气流吹去水珠，然后在温度(55士2)'C 的条件下干燥 1 h，接着 在规定的 恢复条
件下(GB/T 2421. 1-2008 中的 5. 4. 1)冷却1 h�2 h. 

如必要， 有关规范应指定清洗和干燥试样的其他 方法，并在 规定 的 恢复条件下 (GB/T 2421. 1 
2008 中的5. 4. 1)贮存 1 h�2 h。 清洗用水的混度不应超过35 'c。

11 最后检测

试样应按照有关规范进行目视、尺寸和功能检测 。
有关规范应提供可接受或 不可接受的试样的 判据。

12 有关规范应给出 的 信息

有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时 ， 应对下述各项作出适当的规定 。 有关规范应提供下列条款所要求 的信息，

特别是标记了〉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是必需的。

a) 盐溶液 ， 如果与 5. 1. 1 所述不同-

b) 适当 的 严酷等级·
c) 初始检测
d) 预处理

4 

条款号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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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恢复

。 最后 检测·

GB/T 2423.18-20 12/IEC 60068-2-52: 1996 

10 
11 

医盔二二二"二二盟一一 一----f}Z}一 一�一一 一斗

(1) 

(2) 

湿热贮存

1周期白7d

园ζ严边去 �周期式
混热贮存

寸雨EZ「

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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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 18-2012/IEC 60068-2-52，1996 

附 录 NA

(资料性附录〉
GB/T 2423 标准的组成部分

除本部分外，GB/T 2423 标准的组成部分如下=
GB/T 2423. 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IEC 60068-

2-1 ，2007， IDT) 
GB/T 2423. 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EC 60068-2-

2，2007，IDT) 

GB/T 2423. 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Cab 恒定湿热试验

(IEC 60068-2-78，2001 ，IDT) 
GB/T 2423. 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 湿热(12 h+ 

12 h循环)(IEC 60068-2-30，2005， IDT) 
GB/T 2423. 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荡试验 第二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Ea 和导则=冲击

(IEC 60068-2-27，1987， IDT) 
GB/T 2423. 6一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绕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b 和导则=碰撞

(IEC 60068-2-29，1987， IDT) 

GB/T 2423. 7-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2试验方法 试验Ec和导则g倾跌与翻
倒(主要 用于设备型 样品)(IEC 60068-2-31，1982， IDT) 

GB/T 2423. 8-1995 电工电子 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 分=试验方法 试 验 Ed， 自 由 跌落
(IEC 60068-2-32，1990， IDT) 

GB/T 2423. 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IEC 60068-2-6，1995， IDT) 

GB/T 2423. 1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Ga 和导则. 稳态加速

度(IEC 60068-去7，1986，IDT) 
GB/T 2423. 16一2008 电工电子 产品环境试验 第2 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J 和导则. 长霉

(IEC 60068-2-10，2005， IDT) 
GB/T 2423. 17-2008 电 工 电 子 产 品 环 境 试 验 第 2 部 分= 试 验 方 法 试 验 Ka， 盐 雾

(IEC 60068-2-11， 1981 ，IDT) 
GB/T 2423. 2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试验 M，低气压试验方法(IEC 60068-2-13， 

1983，IDT) 

GB/T 2423. 22-2002 电 工 电 子 产品环挠试验 第 2 部 分z 试验方法 试验肌温度变化

(IEC 60068-2-14，2009， IDT) 

GB/T 2423. 23-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试验Q，密封

GB/T 2423. 24-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Sa，模拟地 面 上 的太
阳辐射(IEC 60068-2-5，1975，IDT) 

GB/T 2423. 2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Z/AM，低温/低气压
综合试验(IEC 60068亿-40，1976，IDT)

GB/T 2423. 2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Z/BM，高温/低气压
综合试验(IEC 60068-2-41，1976， IDT) 

GB/T 2423. 27-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Z/AMD，低温/低气

压/湿热连续综合试验(IEC 60068-2-39，1976，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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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18-20 12/IEC 60068-2-52: 1996 

GB/T 2423.28-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T:锡焊(IEC 60068-

2-20: 1979， IDT) 

GB/T 2423. 30-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XA和导则.在清洗

剂中浸溃(IEC 60068币2-45:1993 ，IDT) 

GB/T 2423. 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Ta:润湿称量法可焊
性 (IEC 60068-2-54 :2006， IDT) 

GB/T 2423. 3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ca:高浓度 二氧化

硫试验
GB/T 2423. 34-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挠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爱Z!AD:温度/湿度组

合循环试验(IEC 60068-2-38: 1974， IDT) 
GB/T 2423.35-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过整ZlAFc:散热和非散

热试验样品的低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IEC 60068-2-50: 1983， IDT) 

GB/T 2423.36-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去垒方兰这连Z.'3Fc:散热和非散
热试验样品的高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IEC 60068-2-51:1983，IDT) 

GB/T 2423. 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 分·试爱方法 试建L沙尘试验

(IEC 60068-2-68: 1994， IDT) 
GB/T 2423. 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挠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R:水 试验方法和导

则 (IEC 60068-2-18: 2000， IDT) 
GB/T 2423. 39-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绕试验 第2部分3试验方法 试验Ee:'1单跳(IEC 60068-

2-55 :1987 ，IDT) 

GB/T 2423. 40-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CX:未饱和高压蒸汽
恒定 湿热 (IEC 60068-2-66: 1994， IDT) 

GB/T 2423. 41-1994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捷试验规程 风压试验方法

GB/T 2423.43→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振动、冲击和类似动力学

试验样品的安装(IEC 60068-2-47: 2005， IDT) 
GB/T 2423.4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Z/ABD M:气 候顺序

(IEC 60068-2-61: 1991 ，IDT) 
GB/T 2423. 47-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Fg:声振(IEC 60068币

2-65: 1993， IDT) 

GB/T 2423. 4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 f:振动 时间历程法

(IEC 60068-2-57: 1999 ，IDT) 
GB/T 2423. 49-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 e:振动 正弦拍

频法 (IEC 60068-2-59: 1990， IDT) 

GB/T 2423. 50-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y 恒定 湿热主要 用
于元件的加速 试验(IEC 60068-2-67: 1995， IDT) 

GB/T 2423. 51-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e:流动混合气 体腐

蚀试验(IEC 60068-2-60: 1995， IDT) 
GB/T 2423. 52-2003 电工电子产品环绕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77:结构强度与撞击

(IEC 60068-2-27: 1999 ，IDT) 
GB/T 2423. 5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Xb:由手的摩擦造成

标记和印刷文字的磨损(IEC 60068-2-70 :1995 ，IDT) 
GB/T 2423. 54-2005 电工电子 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z 试 验 方 法 试验 Xc: 流体污染

(IEC 60068-2-74: 1999，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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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23. 18-2012;IEC 60068-2-52: 1996 

GB;T 2423. 55一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 分 z环境泌试 试验Eh:锤击 试验

(IEC 60068-2-75: 1997 ，IDT) 
GB;T 2423. 56-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Fh:宽带随机振动

(数字控制)和导则 (IEC 60068-2-64: 2008， IDT) 
GB;T 2423. 5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81部分 z试验方法 试验Ei: 冲击 冲击

响应谱合成(IEC 60068-2-81: 2003， IDT) 
GB;T 2423. 5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80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到:振动 混合模

式(IEC 60068-2-80: 2005 ，IDT) 
GB;T 2423. 59-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Z/ABMFh:温度 (低

温、高温) ;低气压/振动〈随机〉综合 (IEC 60068-2-80: 2005 ，IDT) 
GB;T 2423. 6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建Uz引主袭至整体安

装件强度 (IEC 60068-2-21: 2006， IDT) 
GB;T 2423. 10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z试验方法 运主=候条舌芸芸
GB;T 2423. 10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绕试验 第2部分z试验方法 试验=温度(低温、高温) ;

低气压/振动(正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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