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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两种有效测试耐候性和光稳定性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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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阳光辐照是损害涂料、塑料、油墨及其他

988:/88 16 是引起老化损害的最主要原因 （如图 -

高分子材料的主要原因，这种损害包括失光、褪色、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紫外线的短波区域，即从

黄变、开裂、脱皮、脆化、强度降低及分层。即使是室

9;. 16 到太阳光的最低波段，!&’ 能很好地模拟太

内的光及通过玻璃窗透射的太阳光也都会使一些材

阳光，然而，对于长一点的波长它将无能为力。

料老化，比如引起颜料、染料等褪色或变色。

测试的最佳方法依赖于测试需要，每种方法都可

对许多制造商而言，产品的耐老化和耐光性是

能非常有效。应该根据被测产品或材料、
最终的应用条

极其重要的。加速检测老化和光稳定性的设备被广

件、
所考虑的降解模式和预算来选择合适的检测设备。

泛用于研究开发、质量控制和材料检定，这些检测设
备提供快速并且可重复的测试结果。近年来，低价位

7

且使用方便的实验室检测设备已经开发出来，包括

!&’ 紫 外 加 速 老 化 设 备 （符 合 ()*+ ,-./）和 !"
)01 氙灯试验箱（符合 ()*+ ,-..）。
测试抗老化和光稳定性的最佳方法经常引起争

老化的 8 要素
光照、高温和潮湿，这 9 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

会引起材料的老化损害，但它们往往同时发生作用，
所造成的危害将大于其中任一因素的单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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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论。几年来，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被应用过，现在大部

不同材料对光的敏感性不同。对于经久耐用的

分研究者使用自然曝露方法、
!")01 氙弧灯或 !&’

材料，如大多数涂料、塑料，紫外线的短波段是引起

加速老化试验设备。自然曝露测试方法有很多优点，

大部分聚合物老化的原因。然而，对于不是那么经久

实际、便宜、易于操作，然而大部分制造商不愿意等

耐用的材料，比如一些颜料和染料，紫外线的长波段

上几年的时间来观察一种新的改良的产品设计是否

甚至可见光也会使其产生严重的老化。

真的得到改进。

79:

高温

!")01 氙弧灯试验箱和 !&’ 紫外加速老化试

当温度升高时，光的破坏作用也将随之增大。尽

验箱是应用最广泛的加速老化检测设备，这两种检

管温度不影响主要的光致反应，但却影响次要的化

测设备的测试原理完全不同。!")01 氙灯试验箱模

学反应。实验室老化测试必须提供精确的温度控制，

拟太阳光的所有光谱，包括紫外线（
&’）、可见光和

通常还通过升温的方法来加速老化过程。

红外线（23 ），氙灯光谱在 45. 16 到 788 16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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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
露水、雨水及高湿度是引起潮湿危害的主要原

)01 被用来测试许多产品，这些产品对紫外线的长

因。研究表明，
放在室外的物品每天都将长时间（平均

波段、可见光及红外线较敏感。

每天 7:-4 <）
处于潮湿状态。研究发现，
由潮气形成的

辐照度 ? @·（
64·16）"-

基本上与太阳光的光谱相吻合 （如图 - 所示）。 !"

9>8

露水是室外潮湿的主要因素，露水造成的危害比雨水

4>.

更大，因为它附着在材料上的时间更长，引起更为严

4>8

重的潮湿吸收。当然，
雨水对材料的危害也很大，
雨水
将引起热冲击。比如一辆在炎热夏日里温度升高的汽

->.

车突然因阵雨而急剧降温，就会产生冲击现象。雨水

->8
8>.
8

4.8

9.8

!$%&’ 光谱
!"# 光谱

冲刷引起的机械侵蚀也会加速材料发生老化，如木材

太阳光谱

涂层因雨水冲洗去除了表面老化层，将未老化的里层

/.8

..8

;.8

=.8

波长 ? 16

暴露于太阳光下，
从而产生进一步老化。
对于室内材料，
湿气的主要作用往往是机械应力，

太阳光光谱与 !"# 和 !$%&’ 光谱之间的比较

它因材料试图与周围保持潮湿平衡而引起，材料所经

!&’ 不能模拟全光谱太阳光。它的原理是，对

受的湿气越大，
需要克服的应力也越大。湿气环境还是

于曝露在室外的经久耐用的材料，紫外线的短波段

室外材料发生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室外，
周围相对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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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将影响一种潮湿材料的干燥速度。

%&’ 和 %()*+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模拟光照、
高温和潮湿。

!%&

光眼光强控制器，这种精确的光控系统为使用者选
择辐照度提供了方便。利用日光眼的反馈循环系统，
可以连续、自动地控制且精确地保持辐照度，日光眼

"#$ 老化试验设备

!

度（光强）很有必要。大多数型号的 %&’ 都装备有日

靠调整灯的功率来自动补偿因灯管老化和其他因素

阳光模拟

造成的光强变化。在仅仅几天或几周内，
%&’ 能模

%&’ 利用荧光紫外线灯模拟太阳光来对耐久性

拟在室外几个月甚至几年所造成的损害。

材料造成损害。紫外灯在电学原理上与普通照明用的
灯很相似，
但它主要发射紫外光而非可见光或红外线。

在 %&’ 内部，因荧光紫外线灯固有的光谱稳定
性，发光控制系统相对简单。随着灯管的老化，所有

不同的应用条件需要的不同光谱，进而需要不

光源的输出都会发生衰减，然而，不像大多数其它类

同类型的灯管。&’.(/0" 灯管对太阳光的紫外短波

型的灯管，紫外灯的光谱不会随时间变化，这也提高

段模拟效果好，其光谱 能 量 分 布 （
)12）在 太 阳 光 的

了测试结果的重复性，也是使用 %&’ 进行测试的一

截止点到大约 /#" +3 范围内与太阳光谱吻合得非

个主要的优点。

常好（如图 ! 所示）。

图 0 所示为在 %&’ 中使用过 ! 5 的灯管和使
用过 6 #"" 5 的灯管辐照度控制之间的比较，可以

夏天正午太阳光谱

看出，新灯管和长时间使用过的灯管光谱之间的差

#$()’*+ 光谱

别几乎难以辨别。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光眼照度控制

9:"

器用来维持光强，另外，因为紫外灯固有的光谱稳定
性，光谱能量分布几乎保持不变。已取得专利的太阳

":6

眼控制系统易于校准，符合 7)8 标准可追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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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与夏天正午太阳光谱比较

&’(4 型灯管（如 图 / 所 示 ）在 %&’ 中 也 被 广
泛 应 用 。 它 们 比 &’(. 型 灯 管 引 起 更 快 的 材 料 老

":0

":!

"
!#"

化，但它比太阳光截止点更短的波长量可能会对许

图*

图 ! 所示的 &’.(/0" 灯管在已有灯管中对太阳
的灯管利用紫外线的短波段达到最快加速老化的目
的，
对特别经久耐用材料的检定或质量控制非常有用。

"#$ 的日光眼控制系统利用

!%’

潮湿模拟
测试室底部的水槽被用来加热产生蒸汽，在较

高的温度下，热蒸汽使测试室内保持 9""! 的相对湿

太阳光谱

度。在 %&’ 中，测试样品实际上形成测试室的侧壁，

#$/)’&’ 光谱
01)*+ 光谱

样品的另一面暴露在室内周围的空气中。室内相对

!

辐照度 = >·（
3·+3）

(9

/0" /#" /$" 0""

改变灯的输出功率保持光谱稳定

光紫外短波段的模拟效果是最佳的。图 / &’(4 类型

9:"

!$" /"" /!"

波长 = +3

多材料产生不切实际的结果。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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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较冷的空气使得测试样品的表面比测试室内热蒸汽
样品表面液态形式的水慢慢地凝结 （如图 6 所示）。
"
!;" !<"

图’

!%!

的温度低好几度，这一温度差产生冷凝循环现象，在

":6

所形成的冷凝物是非常稳定、纯度很高的蒸馏水，这
/9"

//" /6"
波长 = +3

/;" /<"

#$/)’&’ 及 01)*+ 光谱与太阳光谱比较

辐照度控制
为了获得精确且可重复的测试结果，控制辐照

!""# 年第 $ 期

种高纯的蒸馏水增加了测试结果的可重复性，也简
化了 %&’ 的安装和操作。
因为材料在室外经受潮湿侵蚀的时间很长，所
以 %&’ 要达到相同的效果，它的冷凝循环过程至少
( /; (

张

恒：012 和 0/34, 两种有效测试耐候性和光稳定性方法的比较

产生的一种光谱与透过玻璃的太阳光光谱非常相
室内空气冷却

似。

12 紫外灯

测试样品

某些测试标准要求一种光谱包含短波紫外线，

测试样品

比太阳短波截止点（!8( ,-）还短的波长，
0 + 9 过滤
蒸汽

测试室翻盖门

器提供这种光谱。尽管这种过滤器提供不切实际的
紫外线短波段，但它们往往提供更快的测试结果。

热水

图+

辐照度控制

’(*

氧气排气口
低柜

氙弧灯试验箱一般装备有辐照度控制系统，0/

热水加热器

34, 使用的日光眼系统如图 8 所示。

",- 通过一个逼真的冷凝系统来模拟室外的潮湿侵蚀

在氙弧灯测试系统内，辐照度控制非常重要，因

需要 # 5。另外，冷凝过程是在一较高温度（一般为

($ 6）下进行的，这大大加速了潮湿侵蚀。用 012 的

为氙弧灯本身的光谱稳定性不如荧光紫外灯的好。

长时间的热凝结循环过程来模拟户外的潮湿侵蚀比

图 %$ 展示了一只新灯和一只已使用过 % $$$ 5 的灯

其他一些方法，如溅水、浸水或高湿度都更有效。除

光谱之间的差异。很显然，除控制点光强不变，在长

了标准的冷凝功能，
012 还可用水喷淋来模拟雨水

波段，光谱随时间发生严重的变化。
因灯管老化而产生光谱漂移是氙弧灯固有的特

来产生潮湿循环并伴随紫外线，这一模拟与自然老

性，然而，有些方法可用来补偿这一变化。例如，为了

化非常相似。

减小灯老化的影响，可以定期更换灯管。同时，控制

氙弧灯试验箱可最好地模
拟太阳光的所有光谱，可产生
紫外线、
可见光和红外线。氙弧

!"$

%"$

%"&
%"!
$"’

"#$%& 光谱

$"#

太阳光谱

$
!($

光灯光谱有两个影响因素：滤

)($

光系统和光源稳定性。
图!

氙弧光灯产生的光谱必须

器的使用取决于被测材料和材
料的最终使用条件，不同过滤
器过滤的光谱中紫外线短波段

辐照度 + .·（
-!·,-）/%

光器可得到不同的光谱。滤光

段的一些光谱的放大图。
日光过滤器通常被用来
模拟户外暴露。被设计用来测
试室内光稳定性，这种过滤器
/ )’ /

$"&

"#$%& 光谱
太阳光谱

$"#
$"!
$
!&$ !’$ )$$ )!$ )#$ )&$ )’$ #$$
波长 + ,-

配备有日光过滤器的 "#$%& 光谱和太阳光谱之间的比较
%"!

$"’

"#$%& 光谱

$"#

太阳光谱

$
!($

图.
!"#
辐照度 + .·（
-!·,-）/%

!8(7#$$ ,- 之 间 紫 外 线 短 波

$"’

*($

%"!

使用的滤光器有 ) 种类型：日

产生的光谱，同时也展示了

&($

%"&

影响老化的速度和类型。经常

图 &7 图 ’ 展 示 了 这 些 滤 光 器

(($
波长 + ,-

!"$

的量不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

光、窗玻璃、紫外延伸过滤器。

#($

!"#

经过过滤来减少不需要的光谱
成分，使用不同类型的玻璃滤

辐照度 + .·（
-!·,-）/%

太阳光模拟

%"!

辐照度 + .·（
-!·,-）/%

’()

!"#

)($

#($

(($
波长 + ,-

&($

%"$
$"’

"#$%& 光谱

$"&

太阳光谱

$"#
$"!
$
!&$ !’$ )$$ )!$ )#$ )&$ )’$ #$$
波长 + ,-

*($

配备有窗玻璃过滤器的 "#$%& 光谱和透过玻璃的太阳光谱之间的比较
%"!
辐照度 + .·（
-!·,-）/%

"#$%& 氙灯试验箱

’

辐照度 + .·（
-!·,-）/%

影响，比如热冲击或机械侵蚀。使用者可操作 012

!"$
%"&
%"!
$"’

"#$%& 和 " 0 1 光谱

$"#

太阳光谱

%"$
$"’
$"&

"#$%& 和 " 0 1 光谱
太阳光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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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配备有 " 0 1 扩展紫外线过滤器的 "#$%& 光谱和太阳光谱之间的比较

#($

(($
波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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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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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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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034 和 0/12. 两种有效测试耐候性和光稳定性方法的比较
%&"
辐照度 + ,·（
-!·.-）/(

操作者选择适宜的辐照度水平
（设定值），控制系统显示每个灯
管的实际辐照度水平
太阳眼辐照度
控制系统将辐
照度的测量值
与设定值进行
比 较 ，然 后 调
节通往灯管的
电 流 ，从 而 使
辐照度维持在
设定值
太阳眼的内
置式探头测
量光辐照度
后 ，将 数 据 传
输到太阳眼
控制系统

图)

!&’
!&"
(&’
(&"
控制点

"&’
"
!’"

灯管 (

灯管 !

灯管 %

探头 (

探头 !

探头 %

探头测定的辐照度数据
试件

)’"

’’"

#’"

*’"

波长 + .-

图 !"

使用 ! """ # 后氙弧光灯的光谱输出

性方面做得非常好。

&%’

测试室大小
当评估一个试验箱的价格时，应该考虑到它的

*+,-. 的日光眼照度控制器
自动地控制和维持被选 择的光强

%’"

! """ #
"#

容积。一个 034 + 67 和一个 0/12. 87/( 在购买时
价格相当，但它们的容积相差很大，
034 大约是 0/

%)" .- 或 )!" .- 处的照度，那么在一个特定区域，
光谱的变化量将减到最小。尽管因灯管老化会引起
光谱漂移，氙弧灯在抗老化和光稳定性测试中已被
证明是一种切合实际的光源。

12. 87/( 容积的 ’ 倍。034 的容积比 0/12. 87/%
的也大，
0/12. 87/% 仅提供 034 容积的 *!!。
&%$ 三维测试样品
0/12. 可测试样品的类型比较灵活，除了可测

潮湿模拟

试平面试样外，还可测试三维部件、试管及玻璃皿。

大多数氙弧光灯检测设备通过水喷淋或湿度控

温度也将随之降低，这就可能减慢了老化的速度，然

034 可安装相对较薄的平板或样品。
&%& 易于使用和维护
034 和 0/12. 的使用和维护都很方便，这两种试
验设备可以全自动一天 !) 5 连续工作，一周 * 9 连续

而，水喷淋可以很好地模拟热冲击和机械侵蚀。在测

工作，
定时器可使测试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停止。利用已

试系统中，为了防止水对样品的污染，使用高纯度的

获得专利的自动校正系统和辐照度校正仪来进行校准

水是非常必要的。

也很简单，当仪器光强稳定时按下按钮，校准即完成，

$%$

制系统来模拟潮湿的影响。水喷淋的局限性是，当温
度较低的水喷淋到温度较高的被测样品上，样品的

因为湿度会影响某些室内使用物品 （比如纺织
品或油墨）发生老化的类型和速度，在许多测试标准

在此过程中，
测试样品和光源均处于待工作状态。

中都建议控制相对湿度。0/12. 氙灯试验箱可选配

0/12. 氙灯试验箱和 034 加速老化试验箱设
计得非常人性化，
0/12. 的 前 门 、034 两 边 的 翻 盖

相对湿度控制。

门，使得灯管和样品安装都很容易。

实际需要考虑的事项

&

当然，一种测试装置不管如何有效，如果购买价
格和运行成本太高的话，那它也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购买价格、运行成本、维护费用是一些
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的原因，在考虑一种检测设备
的优点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

购买价格
一般地，
034 比 0/12. 便宜，具体情况取决于

您所购买的产品类型和型号。

&%(

维护费用

034 和 0/12. 的维护费用都较低。0/12. 每年
更换灯管的 费 用 比 034 + 67 和 034 + 6:;<= 高 得 多 ，
0/12. 的电能消耗也较多。另外，034 + 67 和 034 +
><6?@ 可用一般的自来水，而 0/12. 要求去离子水。
总之，
034 每年的使用费用比 0/12. 少得多。

(

技术总结
到底选择哪种测试老化及光稳定性的设备 （尤

其是初次选择时），下面给出一些选择建议，见表 ( 。

由图 (" 可见，使用 ( """ 5 后，氙弧光灯的光谱
输出发生变化，但是控制器在控制点维持光谱稳定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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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整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迫
使整车生产企业调整与零部件厂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降低采
购成本的同时，通过提高国产化
率、加大国内采购比例等渠道降
低生产成本。从如何更好地融入
零部件本土化体系中获得生存和
发展，这给汽车零部件企业研发
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契机。
本刊：在企业自主研发方面，
富奥公司具体有哪些举措？
王绍春部长：富奥公司按照
系统开发、模块化配套发展的趋
势，积极适应系统化、模块化供货
的要求。要与整车企业建立长期
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自主开发
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介入主机厂
的前期开发过程，具备同步开发
的能力，为主机配套。目标要具备
为多品种汽车系统供货和模块供
货的能力。
尽管与整车相比，零部件技
术研发尚显薄弱，尽管外资已对
中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形成技术市
场的围堵之势，但自主研发是我

们企业的终极目标。
谈到自主研发，自然要谈到
研发投入。跨国公司企业研发投
入平均在销售收入的 %! 左右，而
我们企业研发投入相对而言要低
很多。研发经费的不足，直接导致
研发设施落后，造成研究开发能
力弱。我们也正逐步有计划、有步
骤地增加研发投入。
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
时，我们更主要的是抓住国家支
持自主创新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
汽车产业转移的契机，利用已有
基础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加快
企业零部件产品研发阵地的建
设，进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和提
高开发能力，满足整车发展、国际
&’( 和市场的需求。
富奥公司在企业自主研发方
面的具体举措有：
走产学研相结合之路，与科
研院所、高校紧密联合。
采取公司总部与各分公司二
级研发布局。公司总部研发将形
成系统和模块开发的高新技术创

新团队，各分公司形成零部件产
业化研发阵地。
在消化吸收国产化零部件产
品技术、采集研习汽车零部件专
利信息技术 （包括域外非中国注
册汽车零部件专利信息 技 术 ）的
基础上，寻求技术创新。
对本企业产品研发按 )*+*
产品研发流程，以商用车、经济型
乘用车为突破口，积极参与整车
企业的产品开发，不断提高富奥
汽车零部件公司的产品研发水
平，在企业逐步建立、完善零部件
生产体系，同时逐步建立、完善产
品标准体系，形成零部件系统化、
模块化配套能力，并不断进行研
发数据积累。
汽车零部件工业要全面提升
产业竞争力，
不能再走单纯靠投资
拉动增量、
靠大集团建立封闭零部
件制造体系、
靠过度依赖国外技术
和整车企业的发展道路。奋起突
围、自主创新，是我们中资零部件
企业的明智选择与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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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老化监测设备
+0123 氙灯试验箱
)14( 56%6
)14( 56%6
)14( 56%<
)14( 56%%
常规产品
>81 ; "!"%
1)’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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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涂层
JG@BA3 1EA3FA@F? (%-$06--"
7)K’ 1EA3FA@F 4(0"60$<
7811)7 ("""=
.1 5GLB@3MB3E，N’;014;0
6<6I
)14( K!<H,%H,6
)14( K6<<!
)14( K6<<!
)14( ;-"<
粘合剂
)14( ;%!6%
1PA3D?O 1EA3FA@F .7’ 6"<0
!$60$$
)718 K%=H6!H!$
)14( ;!%#%
)718，)6<H%
)14( ;<<%)14( ;<,!)14( ;<6"6
)14( ;<#=<
)14( ;%"=6
塑料制品
)14( ;%!"$
)14( ;6!<$
;87 %, ,$<
81& <$-!0!
81& <$-!
1PA3D?O 1EA3FA@F ，.7’ %,H6"<

部分标准

屋面材料

+./ 加速老化监测设备
)718 9 :() 8*:0606--"
)14( ;<=-)1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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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氙灯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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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油墨 9 艺术
家所用材料

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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