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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068-2-50:1983((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部分:试验Z/AFc:散热和非散热

试验样品的低温/振动(止弦)综合试验》《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代替GB/T 2423. 35一1986《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Fc:散热和非散热

试验样品的低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方法》，本次修订根据GB/T 1. 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 20000. 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的规则》，对标准进行格式编排。

    本部分与GB/T 2423. 35  1986的主要有下列差异:

    a)本部分的技术内容、编写格式及表达方法与 IEC 60068-2-50: 1983相一致。而
        GB/T 2423. 35-1986的编写格式与IEC 60068-2-50:1983有差异。

    b) 本部分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恢复了国际标准IEC 60068-2-50:1983中未被GB/T 2423.35-

        1986引用的有关标准和内容，如GB/T 2423. 43《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

        法 兀件、设备和其他产品在冲击(Ea)、碰撞(Eb)、振动((Fc和Fd)和稳态加速度(GO等动力

        学试验中的安装要求和导则》，删除了 GB/T 2423. 35 --1986增加而国际标准
        IEC 60068-2-50-1983中没有引用的有关标准和内容，如GB/T 2424. 22《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

        验规程 温度(低温、高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导则》。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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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瑜红、纪春阳。

    本部分于1986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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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 述

    本部分适用于散热和非散热试验样品的低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基本上是试验Fc:振动(正弦)

和试验A:低温的综合。

    本试验方法只适用于试验样品暴露在低温条件下达到温度稳定的情况。

    注: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程序不包括样品稳定在试验温度时的通电情况.对于非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程序，当在

        振动综合的条件下要求低温ill电时 可在整个试验期间进行指定的或连续的功能测试。

0.2 振动

    振动试验基本上等Irl1于试验Fe;可以采用试验F。的一个或多个耐久试验程序，但此综合试验中不

包括耐久条件试验之后的振动响应检查。

温度

    测试散热试验样品的温度条件是以与自由空气条件相fpl的方式使试验样品经受温度应力。

    由于在带振动台的试验箱中模拟自由空气条件的影响有困难，所以本试验通常使用强迫空气循环，

试验样品表面最热点作为温度的监测点，试验前，在规定环境温度的自由空气条件下，确定试验样品的

监测点和监测温度。

0.4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GB/T 2423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 B八、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IEC 60068-1:1988)

    GB/T 2422-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术语(eqv IEC 60068-5-2:1990)

    G川丁2423.1 --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idt IEC

60068-2-1:1990)

    GB/T 2423. 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和导则:振动(正弦)

(CB/T 2423. 10- 1995,idt IEC 60068-2-6:1982)

    GB 2423. 2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GB/T 2423. 22-

2002,IEC 60068-2-14:1984,IDT)

    GB/丁2423.4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元件、设备和其他产品在冲击

(Ea),碰撞(Eb),振动(F。和 Fd)和稳态加速度(Go)等动力学试验中的安装要求和导则

(GB/T 2423. 43--1996,idt IEC 60068-2-47:1982)

    GB/T 2424. 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高温低温试验导则(GB/T 2424. 1-1989, eqv IEC

6(〕()6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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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

方法 试验7/AFc:散热和非散热试验样

    品的低温/振动(正弦)综合试验

目的

    提供一个标准的试验程序以确定散热和非散热兀器件、设备或其他产品在低温与振动综合条件下

使用、贮存和运输的适应性

2 一般说明

    本试验是试验A:低温和试验Fc;振动(正弦)的综合试验。

    注:试验Ab和 Ad要求在条件试验的升温和降温过程中温度变化速率不超过 1 K/min(i min平均)。对于经受热

        冲击的试验样品〔通常是指经受试验Aa的、并能经受试验 Na和Nc快速温度变化的试验样品)，不受最大温度

        变化速率 1 K/min的限制 对丁这些试验样品，可以使用能满足试验 Aa(温度突变)条件的试验箱

    试验样品除非已进行过试验A和Fe(并记录其试验结果)，否则应首先在试验室温度条件下进行振

动试验，然后经受低温试验，达到温度稳定后，试验样品再经受振动和低温的综合试验。试验剖面见

图 1和图 2

    振动环境可 以是 以下一种或儿种 :

    a) 耐久扫频试验;

    b) 振动响应检查，以及由振动响应检查得出频率上的耐久试验;

    c) 雨 '}杨 W 卜的耐 伙,'t1S0 .

试验设备

3. 1试验箱的要求

3.1.1 非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

    这类试验箱应满足试验Aa或八b中给出的要求(见第2章注)

3. 1.2 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

    温度监测点的选择和监测温度的确定，可在满足下述条件。)或者b)的试验箱(或室)中进行。

    a) 通常提供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箱，能在低温条件下模拟“自由空气”条件的影响，并满足试验A

        中试验Ad的“试验设备”中给出的要求

    b) 能保护试验样品不受太阳辐照及通风干扰的试验箱(或室)(见5.1.2)

    这种试验使用的试验箱，通常应有强迫空气循环。应满足试验Ad GB/T 2423. 1-2001中的25.1
和试验Ab GB/T 2423. 1-2001中的第14章所给出的要求(见第2章注)

3.2 振动系统的要求

3.2.1 安装

    应满足试验Fc中给出的安装要求。然而，如果振动台台面温度因试验样品散热而与试验箱的环境

温度不同，则振动台上试验样品的安装件应具有低的热传导性，最好是绝热的。

    注 1;参照试验 I":中安装在绝热体上的试验样品的安装要求及安装指南;

    注2:加上绝热装置时应注意，在所采用的试验频率范围内不v使试验样品和it验样品安装件的动力学特性有显

          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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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振动 系统

    振动系统应满足试验F。中给出的要求。

4 严酷等级

    振动幅值、频率范围和持续时间的严酷等级，应从试验Fc所给出的优选数值中选取，温度应从试验

A中所给出的优选数值中选取。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时就开始耐久试验 。

5 温度监测点的选择和监测温度的确定(仅适用于散热试验样品)

5. 1 无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5.1.1 使用在低温条件下能模拟“自由空气条件”影响的试验箱。

5. 1.，.1 将试验样品放进满足3.1.2规定的试验箱内并通电。

5. 1.1.2 然后将试验箱内的温度调节到相应的试验严酷等级上，并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

      注1:环境温度的定义见GB/T 2422-1995中的4.4;

    注 2;温度称定的定义见GB/T 2422-1995中的4.8.

5. 1. 1.3 只要有可能就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测定试验样品暴露于周围空气中的最热点，并把它选作温

度监测点，记录这一点的温度，并确定监测温度。

      注 1:如果试验样品有多种工作方式，可以引起不同的表面温度 通常根据在工作状态下的最高温度来确定监测点

          和监测温度。

    注2;确定温度监测点的费用会很高，如具有复杂结构的大型试验样品，费用就更昂贵，对于这种情况，推荐采用有

          关标准中规定的温度监测点

5. 1.2 使用仅在试验室温度下才能模拟“自由空气条件”影响的试验箱(室)。

    如果试验箱在低温时不能模拟“自由空气条件”的影响，则可以在试验室温度下使用下述程序选择

温度监测点和确定监测温度

5. 1.2. 1 试验样品应该放进满足3. 1. 2b)规定的试验箱内，并通电。

5. 1.2.2 要保证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然后确定样品暴露到周围空气中的最热点，并作为温度监

测点

    测量该点的温度 和试验箱 (室)的环境温度

5. 1.2.3 用GB/T 2423. 1-2001附录A的“环境温度校正计算图”确定试验的监测温度。

5，2 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5. 2. 1 一般防护措施、术语等见试验Ad的对应条款.

5.2.2 冷却系统与试验箱分开

    按5.1.1确定温度监测点和监测温度，在此情况下不能用5. 1. 2中的备选方法。

52. 3 冷却系统与试验箱不分开

    应按5.2.2选择温度监测点和确定监测温度，所不同的是从试验箱进人试验样品的空气进气点应

是温度监测 点，而该点测得的温度应 是监测温度 。

6 预处理

有关标准可 以要求预处理 。

初始检测

有关标准要求时，试验样品应进行目检以及电气与机械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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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试验

    有关标准应规定在试验样品的一个轴向或几个轴向上进行振动。当在整个条件试验过程中规定在

几个轴向上振动时，应在每一规定轴向重复整个试验程序。

    如果试验样品有冷却系统，当试验样品在条件试验期间的任一阶段上加电时，同时要用上冷却

系统。

    如果没有进行试验A和试验Fc，或没有记录其试验结果，则应遵循8.1和8,2给出的程序。

8. 1 在试验室温度卞进抒振动试验

    试验样品安装到振动台上，若有关标准要求时，则对试验样品通电

    达到温度稳定以后，试验样品加上规定量值的振动。若有关标准要求时，则对试验样品进行性能

检测 。

    进行规定的耐久扫频试验，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进行一次扫频循环。

    在振动响应检查所得频率上进行规定的耐久试验，应在振动响应检查期间，进行规定频率范围的一

次扫频循环，其振幅应由振动响应检查所得频率上的耐久试验来确定

      注:为了简化低温时的振动响应检查，则可在试验室温度下研究与扫频试验有关的振动响应。

    在预定频率上进行规定的耐久试验时，应在预定的频率上保持规定的振幅，但持续时间要比规定的

试验持续时间短。

8.2 无振动的低温试验

8.2. 1 非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

    试验箱的温度要调整到规定的值 ，并使试验样 品达到温度稳定

8.2.2 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

    试验样品通电，试验箱的温度调整到使监测点温度达到第5章所确定的监测温度士2℃内。

8.2,3 如有关标准要求，可在达到温度稳定后进行性能检测。

    注:如果试验样品有多种工作方式，可引起不同的表面温度，则功能检测应在引起监测点最高温度的工作状态下

          进 行

8.3 温度/振动综合试验

8.3. 1 按8. 2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以后，按规定量级和持续时间进行振动，有关标准应规定在本试

验期间，试验样品是否通电工作

8.3.2 有关标准应规定必须采用试验F。的试验程序。

    a) 耐久扫频试验;

    b) 由振动响应检查所得到的频率上的耐久试验，这就要求在耐久条件试验之前，必须进行振动

        响应检查;在条件试验结束时不要求做振动响应检查，但可以推荐做此试验 在此情况下，试

        验样品的有关标准应说明这一点。在耐久条件试验期间，激励频率必须调整，以保证得到最大

        的响应 ;

    c) 预定频率上的耐久试验。

    注:如果有关标准要求试验样品进行不同工作方式的运行，这些运行会引起不同的表面温度，则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8.2所叙述的试验部分所达到的等级上

8.3.3 然后停止振动，如试验样品在条件试验期问是通电工作的，此时应切断电源。试验样品应保留

在试验箱里，温度升高到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的温度。最后，试验样品应在试验箱内或按有关标准的规

定经受恢复程序。

9 中间检测

见试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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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恢复

见 试验 A,

11 最后检测

按有关标准的要求，对试验样品进行目检和电气、机械性能检测。

失效判据

失效判据应由有关标准规定。

有关标准应具有的内容

当有关标准采用本试验时，必须给出试验A和试验Fe所要求的以下细节:

a) 温度变化速率:突变(试验Aa)或渐变(试验Ah或Ad)，见第2章

h) 安装和支撑的细节，见3.2.1

c) 严酷等级:温度、振幅、试验持续时间和频率范围或预定频率，见第4章

d) 预处理，见第6章。

。) 初始检测，见第7章。

幻 振动的轴向，见第8章。

g)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的状态。见第8章;8. 1和8. 3. 1
h) 性能检测，见8. 1和8. 3,1

;) 振动试验程序(耐久扫频试验，在响应频率卜的耐久试验，在预定频率上的耐久试验)，见8.3.2

注;见8. 3. 26)所允许的选择方案

I) 非标准的恢复，见第10章口

k) 条件试验期间的检测和负荷 见第9章。

1) 最后检测，见第11章

m) 失效判据，见第12章

中国可靠性网 http://www.kekaoxing.com

http://www.kek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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