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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材料自然环境暴露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内装饰材料的自然环境暴露试验方法，包括玻璃下间接暴露试验、遮蔽棚下试验、
百叶箱或窗式试验棚试验、模拟建筑试验。
本文件适用于评价室内装饰材料在自然环境间接暴露条件下的性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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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 塑料 自然日光气候老化、玻璃过滤后日光气候老化和菲涅尔镜加速日光气候老化的暴
露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暴露试验场

暴露试验场的环境条件应选择能代表气候类型的典型环境条件或与受试产品实际使用环境条件相
一致并相对稳定的典型环境条件。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及分布见附录A。
暴露试验场应是四周开阔、地面平整、无积水、无杂草的泥土或沙土地面，或允许定期修剪、保持
规整的草坪地面，草高不超过0.2 m。生长缓慢的灌木和植物的存在也影响试验场温度和湿度的分布，
因此宜去除或控制其高度不超过0.3 m，也可把试样架放置在排水良好的地面或沙砾、混凝土铺砌地基
上。如果在试样架附近用化学物质控制植物生长，应防止化学物质与任何试样发生接触，并采取安全防
范措施。
暴露试验场附近不允许有能遮挡试样或影响主导风向的建筑物、树木等，周围障碍物至暴露场边缘
的距离，至少是该障碍物高度的三倍以上。环境因素（大气污染物成分和气象因素）应相对稳定，避免
局部大气污染。
5

装置

5.1
5.1.1

玻璃下间接暴露装置
玻璃下间接暴露装置，以下统称试验箱，具体类型见表 1。
表1 玻璃下间接暴露装置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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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名称

特点

Ⅰ

非密封型试验箱

箱体底部为通风网格设计，防止试样滑落

Ⅱ

密封型试验箱

箱体完全密封，没有隔热层，没有温度控制

Ⅲ

控制温度型试验箱

箱体完全密封，箱体四周和底部具有隔热层，并具有温度控制装置

Ⅳ

控制温度湿度型试验箱

箱体完全密封，并具有温度、湿度控制装置

5.1.2

试验箱通用要求如下：

5.1.2.1 试验箱应安装在适当支架或者支座上，暴露面朝向正南方，在 0°～90°可以任意调节暴露
角度。参考箱体尺寸为 667 mm×940 mm×1818 mm，箱体材料宜为铝合金框架和铝合金面板。隔热层宜
为聚氨酯发泡材料，并用铝箔包裹。如有特殊尺寸要求，可特殊定制试验箱。
5.1.2.2 用作试验箱盖的玻璃应平滑、透光且无缺陷。推荐使用 2 mm～3 mm 厚的薄玻璃，该玻璃在
370 nm～830 nm 波长范围内的可见光透光率大约 90%，在 300 nm～310 nm 及更短波长的透光率小于 1%。
其他玻璃或透光材料可以按照相关方的约定使用。
5.1.2.3 试验箱内应配备与玻璃盖平行的试样架，试样可直接或用适当的夹具固定在试样架上。如无
特殊规定，试样架和玻璃盖的最小距离应为 75 mm。
5.1.2.4 温度控制系统由温度传感器、中央控制处理器、空气循环系统组成。试样最高温度控制点可
设置，一般设置为 50 ℃、70 ℃，也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他温度点。温度限值由参考黑板背面测得。黑
板为 0.61 mm×100 mm×125 mm 钢板，钢板涂有黑色底漆和黑色面漆，安装在 13 mm 厚黑色胶合板上。
监控过程应保证热电偶紧邻钢板背面。空气循环系统采用串联切向进气离心风扇作为环流空气源。均匀
空气流通过箱体后面平行风口吹到箱盖，流过黑板表面和试样主要暴露表面。当温度到达温度设置点，
启动风扇，温度低于设置点 3℃时关闭风扇。系统具备温度过保护装置，温度控制失败，超过设置温度
6℃时，自动落下遮阳卷帘。试验期间每天检查设备，观察任何温度限值系统异常情况，应保存好异常
记录。
5.1.2.5 试验箱湿度控制，主要适用沙漠气候类型，具有加湿装置，保证一天内最热时相对湿度为(35
±5)%，最冷条件下相对湿度为(85±5)%。
5.2
5.2.1

其他暴露装置
遮蔽棚

遮蔽棚暴露试验是将试样置于遮蔽构造物下，在避免日光、雨雪直接作用的状态下暴露。遮蔽棚应
由抗腐蚀、耐候性好的材料制成，如铝合金等。遮蔽棚的构造和尺寸应根据试样的形状和尺寸，且便于
试样安装和操作来确定或按客户要求。
5.2.2

百叶箱（窗式试验棚）

百叶箱或窗式试验棚形式既能防止大气尘埃、阳光辐射及风、雨的影响，又能使空气自由流通。百
叶箱包括箱体、纱窗、试样架等部分，选用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制作。箱顶应防雨、雪渗透，并适当地倾
斜，设有檐和排水沟槽。内部尺寸应根据搁置试样的数量选择，一般不小于1000 mm×1200 mm×1400 mm，
箱底部距离地面不低于500 mm。百叶窗门的大小应保证箱内试验区空气自由循环，不允许产生微气候区。
百叶箱的内外壁及百叶窗门均应漆成白色。百叶箱应放在试验场的开阔地区，百叶箱之间的距离是箱高
度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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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模拟建筑
2

模拟建筑应能遮蔽雨雪，可由砖混结构、钢结构或其它轻质板材建造，建筑面积不宜低于12 m 。
建筑应为南北朝向，南侧墙开窗，窗墙面积比不宜低于0.4。窗玻璃推荐使用2 mm～3 mm厚的透明玻璃，
其太阳光透射比一般不低于0.87，可见光透射比一般不低于0.83。室内试样架与窗玻璃平行安装，如无
特殊规定，试样架和窗玻璃的最小距离应为1 m。
5.3

环境监测设备

暴露场内应设置气象要素观测和大气介质分析设备，以长期连续观测记录主要的气象要素和定期测
定环境周围的大气成分。环境因素测量仪器要求符合GB/T 3681的有关规定或相关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
暴露场内除通用气象设备外，还应具有不同暴露角度玻璃下间接太阳辐射能量接受装置等设备。适用于
玻璃下间接暴露试验设备如下：
a）总辐射计。安装在与试验箱体相同玻璃下（相同暴露角度），能够测量波长范围 295 nm～2800 nm，
记录并提供小时辐射量和时域以上积分累计辐射能量；
b）紫外辐射强度计。安装在与试验箱体相同玻璃下（相同暴露角度），能够测量波长范围 295 nm～
385 nm，记录并提供小时辐射量和时域以上积分累计辐射能量；
c）试验箱内空气温度测量设备；
d）试验箱内空气湿度测量设备；
e）黑板温度和玻璃下温度校正太阳总辐射量值的测量设备。
6

试样

6.1

试样数量

试样可以是实际产品或部件，也可以是从实际产品或部件上截取的典型试板。试样的总量由测试
初始值和每个暴露周期后的性能值所必需的数量决定。
6.2

试样标记

每件试样上应标有唯一的在整个暴露期间清晰耐久且不影响试验结果评定的标记，标记可以采取
数字编码、缺口、孔洞等方式进行，也可使用其他标记方法。
6.3

比对试样贮存

比对试样贮存环境应通风、干燥、不受光照，还应避免机械损伤和与其他试样接触，应可控温度，
且相对湿度不大于65%，必要时也可贮存在含有干燥剂的干燥器或密封塑料袋中。
7

试验程序

7.1

试验周期设定
2

试验周期可依据暴露持续时间（月、年）、试样表面实际接受的太阳辐射量（MJ/m ）或试样的老化
程度设定。除考虑试样类型、用途及试验目的外，还要考虑能够正确地掌握试样性能劣化的历程。
7.2

试样安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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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惰性材料夹具将试样安装在试样架上或适合的支架上。确保附属装置间以及夹条间存在足够的空
间，以便为完成必要的性能测试留出足够尺寸的未遮盖区域。确保将机械性能测试所需的试样按照诸如
缺口、带状物等形状进行适当固定，并确保固定方式不会对试样施加额外的应力。
当进行玻璃下间接暴露时，为了减小试验箱顶部和边缘的遮蔽，试样应放置在距离边缘至少两倍于
试样与玻璃的距离。
试样如有测量温度要求，则应在试样上安装热电偶。试样是软表面、叠层复合材料时，可将热电偶
安装在表皮下和填料界面处；试样是硬表面时，可用小滴灰色不透明粘接剂如环氧树脂将电偶固定在试
样表面，确保热电偶与试样表面接触，并被粘接剂覆盖。
7.3

试样暴露

暴露试验时，标记面均作为背面，而未标记面作为暴露面，除非另有规定，在暴露过程中不清洁试
样。如果需要清洁，应使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并注意不要因摩擦而破坏试样表面。
当进行玻璃下间接暴露时，每个月清洗一次或根据需要清洗玻璃内外表面，清洗时避免清洁剂污染
试样表面。暴风雨后立即清洗玻璃盖沉积的灰尘、砂和碎屑。
定期检查和维护试验场地，加固松动的试样、记录试样的状态、并修复破损或老化的装置，在暴风
雨、台风、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后需增加检查和维护一次。
7.4

试样检查

投试第一年内，每月检查一次外观；超过一年后，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外观。也可使用试样表面接受
的太阳累积辐照量划分试验周期。当天气骤变时，应增加一次检查，如有异常现象应做记录或拍照。
试样投放前和定期检查时均需进行目视检查。试样目视检查内容主要包括：试样的辐照表面是否出
现脱皮、斑点、剥落、裂痕等现象，装饰层与基材之间是否出现分离或分层，标记是否完好，必要时拍
照记录，并保存记录结果。
取出试样作定期外观检查时，应注意不要触摸或破坏试样表面，避免影响以后的试验结果，同时注
意切口处是否完好，可拍照存档。检查后，试样应按原状放回各自试样架，保持试验表面取向与检查前
一致。
7.5

性能变化的测定

试验有关方应商定在暴露前、暴露过程中和暴露后试验项目以及采用标准，试验结果的评价标准，
通常参考被试材料或产品标准。
暴露后的试样按照要求进行状态调节后尽快进行测试，并记录暴露结束点和测试起始点的时间间
隔。测试前，可用软毛刷轻轻刷掉试样表面的灰尘及脏物，不得用刀刮、砂纸打磨或有机溶剂清洗，必
要时可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冲洗样板。
7.6

试验环境因素数据记录
记录暴露场地所属的气候带和气候类型，期间环境气象数据和箱体内环境数据。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样的描述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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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厂家；
2）样品名称；
3）出厂状态；
4）试样规格和试样数量；
5）表面处理情况。
b）试验的描述如下：
1）暴露方位（例如倾斜和方向）
2）暴露场所的位置和细节（例如经度、纬度、海拔高度、经年气候特点等）
；
3）设备型号和玻璃型号；
4）确定暴露周期的方法；
5）试验期间环境气象数据和箱体内环境数据：总辐射量、紫外辐射量、温度等数据；
6）清洗的细节（如果有）
；
7）参照标准。
c）性能评定结果；
d）试验开始、结束和评价日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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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我国典型气候环境分类及推荐试验场地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及分布见表A.1，对于在以下气候区应用的材料，推荐在表A.1所列对应试验场
进行自然环境暴露试验。
表 A.1 我国气候环境分类及推荐试验场
气候类型

特征

地区

气候炎热、湿度大
2

热带气候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5400 MJ/m ～5800 MJ/m
年积温大于等于 8000℃

湿热程度亚于热带，阴雨天多
亚热带气候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3300 MJ/m ～5000 MJ/m
年积温 8000℃～4500℃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温带气候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4600 MJ/m ～5800 MJ/m
年积温 4500℃～1600℃

长江流域以南
四川盆地

广州、武汉

秦岭淮河以北
黄河流域

气候寒冷，冬季长
寒温带气候

万宁

北京、沈阳

东北南部地区

年降水量 600 mm～700 mm
2

琼海、定安、

台湾北部等地

年降水量 1000 mm～1500 mm
2

海南岛
台湾南部地区

年降水量大于 1500 mm
2

雷州半岛以南

推荐试验场

东北北部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5400 MJ/m ～5800 MJ/m
年积温小于 1600℃

内蒙古北部

漠河

新疆北部部分地区

年降水量 400 mm～600 mm
气候变化大，气压低，紫外辐射强烈
2

高原气候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6700 MJ/m ～9200 MJ/m
年积温小于 2000℃

青海、西藏等地

拉萨

年降水量小于 400 mm
气候极端干燥，风沙大，夏热冬冷，温差大
2

沙漠气候

2

年太阳辐射总量 6300 MJ/m ～6700 MJ/m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

年积温小于 4000℃

内蒙古西部等沙漠地区

敦煌、吐鲁番

年降水量小于 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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