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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SH/T 1542—1993《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在空气中热氧化稳定性的测定 烘箱法》，与
SH/T 1542—199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热老化箱及试样架的技术内容，其中热老化箱风速从“0.5～1.0 m/s”更改为“0.75
m/s～1.0 m/s”，单轴转动试样架由“转速为 10～12 r/min”更改为“使气流冲击试样平面
的速度不大于 1 m/s”（见 5.1、5.3.3，1993 年版的 4.1、4.2b）；
b) 增加了监测温度均匀度、试验温度的建议、双轴和单轴试样架示意图，以及“风速仪”、“冲
刀”、“金属夹”的技术内容（见 5.2、图 1、图 2、5.4～5.6）；
c) 更改了“试样制备”的压塑制备条件（见 6.1，1993 年版的 5.1）；
d) 删除了“采用其他形状和尺寸的试样”及“薄型试样”的有关内容（见 1993 年版的 5.2）；
e) 更改了“状态调节”的条件（见第 7 章，1993 年版的 6.1）；
f) 更改了“试验条件”中 对“150℃少于 7 天”试样降温进行试验的内容（见第 8 章，1993 年
版的 6.2）；
g) 增加了重要提示，去除油迹以及观察固定式试样架的方法（见第 9 章）；
h) 更改了试样间距，从“20 mm”改为“30 mm”（见 9.1，1993 年版的 7.1）；
i) 更改了评价试样失效的内容（见第 10 章，1993 年版的第 8 章）。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4577:2019《塑料 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 在空气中热氧化稳定性的测定 烘
箱法》。
本文件与ISO 4577:2019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 5 章对应 ISO 4577:2019 的第 5 章，其中 5.3.2～5.3.3 对应 ISO 4577:2019 的 5.3.1～5.3.2，
增加了 5.3.1；
——第 6 章对应 ISO 4577:2019 的第 6 章，增加了 6.1、6.2。
本文件与ISO 4577:2019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2918 替换了 ISO 291，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修改，以适应我
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2546.2 替换了 ISO 19069-2，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修改，以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温度传感器可代替水银温度计使用以及非固定式试样架中温度传感器位置的建议（见
5.2），温度传感器是检测试验温度的常用工具；
——增加了风速仪的技术要求（见 5.4），增加可操作性；
——在“冲刀”中将“50 mm×10mm”更改为“（50±2）mm×（10±0.2）mm” （见 5.5），增
加模具尺寸精度以提高制样的可操作性；
——在“试样尺寸和数量”中将“宽 10 mm”更改为“宽（10±0.2） mm”，将“长 50 mm”更
改为“长（50±2） mm”，同时增加了选用试样要求（见 6.2），增加试样的可操作性及可
靠性；
——在警示中增加了“或与金属部件直接接触”（见第 9 章），增加试验操作的规范性；
——增加了观察固定式试样架中试样的方法（见 9.2），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失效时间的单位“小时（h）”及排除异常情况的建议（见第 10 章），增加可操作性；
——在“试验报告”中将“注 1”更改在 c）中，将“注 2” 更改在 d）中，同时删除注 1、注 2
（见第 11 章的 c）、d）），从而与“试验条件”的要求一致，增加规范性；
——将记录试样“厚度”更改为“尺寸”（见第 11 章的 f）），从而与试样长、宽要求一致；
——增加了记录“试验箱型号”（见第 11 章的 g）），使报告信息更完整。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塑料 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在空气中热氧化稳定性的
测定 热老化箱法》；
——增加了资料性引用 GB/T 7142（见第 4 章注），借助阿伦尼乌斯方程作图推算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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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热老化箱温度的技术要求（见 5.1 的 c））便于选用设备；
——增加了用风速仪检查热老化箱工作状态的注释（见 5.4 注），提高试验设备的可操作性、消
除歧义；
——增加了 5.4～5.6 的条标题（见 5.4～5.6）使同层次条标题设置保持一致；
——增加了关于试样制备的补充信息（见 6.1 注），满足特定材料的制备需求；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1632.3 替换了 ISO 1628-3（见 9.2 注）；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3682.1 替换了 ISO 1133-1（见 9.2 注）；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2546.1 替换了 ISO 19069-1（见参考文献）；
——增加了举例说明（见第 11 章的 b)）解释“鉴别信息”；
——增加了“失效时间范围”的解释（见第 11 章的 d））以便理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化塑料树脂产品分会 (SAC/TC15/SC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燕山石化高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苏州旭光聚合物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玫、杨黎黎、曹豫新、曲静波、杨纯儿、王海利、王浩江、郑慧琴、高祥、
彭卫玲。
本文件于1993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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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在空气中
热氧化稳定性的测定 热老化箱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简称丙烯类塑料）模塑试样在强制通风热老化箱中进行加速热
氧老化试验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评定丙烯类塑料的热氧化稳定性，也适用于推算丙烯类塑料制品的使用寿命。
本文件测定的热氧化稳定性与丙烯类塑料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使用的适宜性无直接对应关系。
注：通常，对于热氧化稳定性较高的丙烯类塑料，在本文件规定的严苛温度下能在适当的时间内失效；对于热氧化
稳定性较低的丙烯类塑料，能用较低的温度进行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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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 2918—2018，ISO 291:2008，MOD）
GB/T 2546.2 塑 料 聚 丙 烯 (PP) 模 塑 和 挤 出 材 料 第 2 部 分 ： 试 样 制 备 和 性 能 测 定 （ GB/T
2546.2—2022，ISO 19069-2:2016，MOD）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理

在强制通风型热老化箱内通过加热使试样在热空气环境下加速老化，目测试样外观变化，确定材料
的失效时间。
在本文件规定的条件下，试样发生降解的速率取决于被测丙烯类塑料的热氧化稳定性。
本文件以试样出现局部开裂、破碎并且（或者）变色的现象所经历的时间（小时或天）作为材料的
失效时间。
如需进一步评估丙烯类塑料的热氧老化寿命与温度的关系，可在几种温度下进行试验并用阿伦尼乌
斯（Arrhenius）方程处理数据，即通过失效时间的对数对开尔文温度（K）的倒数作图。为此，推荐在
100 ℃～150 ℃的温度范围内以每相隔10 ℃的温度进行试验。
注：用阿伦尼乌斯方程作图的方法参见GB/T 7142。

5

仪器设备

5.1

热老化箱

热空气老化箱应是强制通风型，通过调节进气和排气控制空气循环，并装有试样架和温度控制系统。
经校准的热老化箱符合以下条件。
a) 空气置换率：每 10 min 至少置换空气一次。
b) 风速：0.75 m/s～1 m/s，在热老化箱内放置试样的任何位置。
注：热老化箱中的风速取决于热老化箱的设计，一般比较稳定。必要时在室温下用风速仪在热老化箱中部检查鼓风
机和其他运转部件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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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2

温度：工作范围从室温至 200 ℃并且控温精度达到 1 ℃；150 ℃时，热老化箱工作空间内的温
度波动度不大于 1 ℃，或整个热老化箱内温度分布均匀度不大于 1.5 ℃；应有超温保护器，推
荐使用温度记录仪。

温度计

温度计量程应达200 ℃，分度值为1 ℃或更精确。每支水银温度计都应检查是否正常，并应在150 ℃
进行校准。可用经校准的温度传感器代替温度计。
为对照热老化箱内温度均匀度，推荐至少使用两支温度计，一支在热老化箱工作空间的上部，另一
支在下部。试验温度取其平均值。
对于非固定式试样架的热老化箱，也可把温度计或温度传感器设在距离热老化箱顶部内衬约80 mm
靠近排气口处，监测温度。
5.3

试样架

5.3.1

通用要求

应使试样处于相对速率为0.75 m/s～1 m/s的空气气流中，试样架可是双轴转动、单轴转动或是固定
的。
适用于双轴和单轴转动的试样架装置分别见图1和图2。
双轴转动增加了所有试样在同等条件下暴露的可能性。如有争议，应采用双轴转动试样架。
5.3.2

双轴转动试样架

双轴转动试样架，见图1。试样架的水平轴与垂直轴的转速均为1 r/min～3 r/m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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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3.3

双轴转动试样架示意图（摩天轮式）

单轴转动试样架

单轴转动试样架，见图2。转鼓圆周线速度应使气流冲击试样平面的速度不大于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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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4

单轴转动试样架示意图（转鼓式）

风速仪
无定向、防绕线风速仪，测量范围0 m/s～10 m/s，分辨率0.01 m/s，可固定在试样架上。

5.5

冲刀
可冲切（50±2）mm×（10±0.2）mm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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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金属夹
用氟塑料薄膜或其他不影响丙烯类塑料热氧化稳定性的材料做内衬。

6

试样

6.1

试样制备
按GB/T 2546.2规定，用颗粒或其它均质模塑材料压塑制备试片，应从试片上冲切试样。
注：对于高熔体流动速率的丙烯类塑料，为制备指定厚度的试片，能适当降低模塑温度，如（200±5）℃，但可能
影响其热氧化稳定性能。

经相关方协商，也可用注射成型制备的试样或直接从丙烯类塑料制品上切取的试样。
6.2

试样尺寸和数量

试样应宽（10±0.2） mm、长（50±2） mm，厚（1.0±0.05）mm。必要时应修整边缘，去除冲裁
引起的缺陷。
经相关方协商可采用其他厚度的试样。
试样应厚度均匀一致，表面清洁无污损、无气泡或穿孔。
每次试验应不少于5个试样。
7

状态调节
试样一般不需进行状态调节。如有争议，试样应按GB/T 2918规定的标准环境进行状态调节至少40 h。

8

试验条件

推荐试验温度为150 ℃。在试验过程中，热老化箱工作空间内同一位置上测得的温度差应在±1 ℃
范围内，或整个热老化箱内测得的温度差应在±1.5 ℃范围内。
如果试样在150 ℃平均失效时间少于7天，试验报告应注明“150 ℃少于7天”，并应在（140 ±1）℃
或更低的相隔10 ℃的温度重复试验，直到失效时间达到7天以上。
注：对于热氧化稳定性在150 ℃耐久7天以上的材料，如果选用140 ℃进行试验，在试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9

试验步骤

注意：务必小心处理试样，避免污损或与金属部件直接接触。
9.1 金属夹（5.6）及内衬应先用三氯乙烯或其他适宜的溶剂清洁去除油迹，再用带内衬的夹子将 5
个试样垂直悬挂在试样架（5.3）上。
将试样安置在热老化箱（5.1）中试样架时，各试样间距至少30 mm，试样与箱壁相距至少50 mm。
安置完毕后，启动热老化箱并使试样架旋转。
9.2 每天至少观察一次试样，直至最后一个试样失效为止。观察非固定式试样时，应停止试样架转动；
观测固定式试样时，如有遮挡可小心拉出部分试样架以便观测。
注：目测试样表面是一种可靠的评价耐氧老化方法，丙烯类热塑性塑料的氧化一般发生在材料的表面再向内部扩散。
通过目测确定多种试样失效时间有争议时，亦能测量经某一规定老化时间后的试样黏度（参见GB/T 1632.3）和
（或）熔体流动速率（参见GB/T 3682.1）的相对变化率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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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示

记录失效时间，即试样出现可视的局部变色和（或）碎裂所经历的时间，用小时（h）或天（d）表
示。本评定对离金属夹5 mm以内的区域不应作考核，并排除因试样污损等原因造成的异常情况。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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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6

注明参照本文件，即 SH/T 1542—××××；
试样的完整鉴别信息，例如名称、牌号等；
5 个试样在 150 ℃的平均失效时间，单位用小时（h）或天（d）表示。如在 150 ℃的平均失效
时间小于 7 天，报告“150 ℃少于 7 天”，并报告在 140 ℃或其他温度的平均失效时间；
试样在 150 ℃的失效时间范围，即取 5 个试样中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为范围，单位用小时（h）
或天（d）表示。如在 150 ℃的平均失效时间小于 7 天，报告“150 ℃少于 7 天”，并报告在 140 ℃
或其他温度的失效时间范围；
试样的制备方法、工艺条件或历程；
试样的尺寸；
试验箱型号及试样架类型；
记录非 150 ℃时的试验温度；
如有，记录状态调节的温度及湿度信息，见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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