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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目的

本标准用于考核材料及其防护层的抗盐雾腐蚀能力，以及相似防护层的工艺质量比较，也可用

来考核某些产品抗盐雾腐蚀能力。

本标准不作为通用的腐蚀试验方法。

2 试验设备

2.1 用于制造试验设备的材料必须是抗盐雾腐蚀的和不影响试验结果的。

2.2 试验设备中的条件应该保持在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限度之内。
2.3 盐雾不得直接喷射到试验样品上。

2.4 试验设备内部的顶和壁等部位所聚集的水珠不得滴落在试验样品上。

2.5 试验设备内外气压必须平衡。

3 试验条件

3.1 盐溶液采用氯化钠(化学纯以上)和蒸馏水配置，其浓度为5±0.1%(重量)。物化后的收集液，除
挡板挡回部分外，不得重复使用。

3.2 雾化前的盐溶液的PH值在6.5~7.2(35℃)之间。配置盐溶液时，允许采用化学纯以上的稀盐酸或
氢氧化钠水溶液来调整PH值，但浓度仍须符合地3.1条的规定。

3.4 用面积为80cm2
的漏斗收集连续雾化16h的盐雾沉降量，有效空间内任一位置的沉降率为：

1.0~2.0ml / h.80cm2
。

3.5 本标准采用连续雾化，推荐的标准试验时间为16、24、48、96、168、336、672h。
3.6 雾化时必须防止油污、尘埃等杂质和喷射空气的温、湿度影响有效空间的试验条件。

4 试验程序

4.1 初始检测

试验前，试验样品必须进行外观检查，以及按有关标准进行其它项目的性能测定。试件样品表

面必须干净、无油污、无临时性的防护层和其它弊病。

4.2 条件试验

试验样品不得相互接触，它们的间隔距离应是不影响盐雾能自由降落在试件样品上，以及一个

试验样品上的盐溶液不得滴落在其它试验样品上。

试验样品放置位置由有关标准确定，一般按产品和材料使用状态放置(包括外罩等)；平板试验
样品需使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30°角。
试验样品放置后按第3章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条件试验，试验持续时间按有关标准规定从第3.5
条的规定中选取。

4.3 恢复

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试验样品表面盐沉积物，再在蒸馏水中漂洗，洗涤水温不得超

过35℃，然后在标准的恢复大气条件下恢复1~2h，或按有关标准规定的其它恢复条件和时间。
4.4 最后检测

恢复后的试验样品应及时检查记录，检查项目、试验结果评定和合格要求均由有关标准规定。

4.5 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对下列项目作出具体规定：

a.初始检测  b.安装细节  c.试验持续时间  d.恢复  e.最后检测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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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言

抗盐雾性能和在其它介质中的抗蚀性之间很少有直接关系。因为种种因素影响着腐蚀过程，如

保护膜的形成随所初的条件而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试验所获得的结果不能作为被试覆盖层在

所使用它的环境中抗蚀性的直接指南。同样，试验中不同覆盖层的性能也不能直接指导这些覆

盖层的相对耐蚀性。

1 应用范围

本国际标准规定了评价按覆盖层或产品规范要求所制备的金属覆盖层的质量而进行的铜加速醋

酸盐雾试验所使用的设备、试剂和方法。

本试验是为了评价装饰性Cu+Ni+Cr或Ni+Cr镀层质量而设计的，也适用于铝的阳极氧化层。除
了另有规定外，本试验仅适用于上述覆层。本试验对于比较Cu+Ni+Cr镀层与Ni+Cr镀层是不可
靠的，因为，Cu+Ni+Cr镀层铜腐蚀产物的加速作用被试验溶液中存在的铜离子的作用所掩盖。
本国际标准对试件的类型、特定产品的暴露周期或结果的解释不作规定。这些细节由适当的覆

盖层或产品规范中提供。

2 试验溶液

2.1 试验溶液的制备是将氯化钠溶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使浓度为50±5g/L，氯化钠必须是白色
的，溶于水中得到无色的溶液。氯化钠中原则上不能含有铜和镍，且含碘化钠量应少于0.1%，
折干盐计算的总杂质不超过0.4%。如配置的溶液的PH在6.0~7.0范围外，应检查盐中或水中二
者中的有害杂质。

2.2 在盐溶液中需加入足够量的二氯化铜(CuCl2·2H2O)，使其浓度为0.26±0.02g/L
（等于0.205±0.05g/L CuCl2·2H2O）。

2.3 在盐溶液中需添加足量的冰醋酸以保证试验箱内收集的盐雾溶液样品的PH在3.1~3.3之间。如果
最初制备的溶液PH值是3.0~3.1，则喷雾溶液的PH值多半会在此范围内。所有的PH值应在25℃
时用电测量仪测定。但能读出0.3PH增减量的、并经电测量对照校核过的精密PH试纸，可用于
日常检验。可添加分析纯级冰醋酸或氢氧化钠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

2.4 为了去除使喷雾设备喷嘴堵塞的任何物质，溶液在盛入设备贮水槽前必须过滤。

3 设备

3.1 设备包括下列部件

3.1.1喷雾箱，用抗喷雾溶液腐蚀的材料制造或衬里。箱的容积不小于0.2m3
，最好不小于0.4m3

，因

容积太小，难以保证喷雾的均匀分布。盐雾箱顶部应做成这样的形状，使聚集在其上的液滴不

致落在试件上。

箱的形状和尺寸应使得在箱内收集溶液的量在6.2节指出的范围内。
3.1.2热量供应和控制方法，热量眼能维持箱内各部分达到规定的温度(见6.1)。温度由放置于箱内离

金属覆盖层-铜加速醋酸盐雾试验
( CASS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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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壁至少100mm的或放置于水套内的恒温元件进行控制。无论是哪种情况，温度计应放在箱内
离箱壁至少100mm处，并能从箱外读数。

3.1.3盐溶液喷雾方法，包括一个控制了压力和湿度的洁净空气气源。一个贮备喷雾溶液的贮水槽以

及一个或几个用抗喷雾溶液腐蚀材料制成的喷雾器。

供给喷雾器的压缩空气必须通过过滤器以除去所有油迹或固体杂质，其压力应为70~170KPa。
为了防止从喷雾小水滴中水的汽化，空气在进入喷雾器之前应通过装有水的、其温度比箱子温

度高数度的饱和塔使空气湿化。合适的温度随使用的压力及喷嘴的型式而定，并调节到使箱内

喷雾收集速度喷雾和收集浓度保持在规定范围内(见6.2)。盛喷雾溶液的贮槽是用抗盐水溶液的
材料制造的桶，并须装有维持贮槽内一定液位的装置。

喷雾器应用惰性材料制造，例如玻璃或塑料。用挡板防止盐雾直接冲击试验，使用可调挡板有

助于全部箱内喷雾均匀分布。

3.1.4至少有两个适当的收集器，收集器是有玻璃或其它化学惰性材料的漏斗并将颈插入量筒或其它

容器中，漏斗直径为100mm，收集面积约为80cm2
。  收集器置于箱内放试样的区域内。其一靠

近喷嘴入口，另一远离喷嘴入口。它们放置的位置要求收集的只是盐雾，而不是从试样或箱内

其它部分滴下的液体。

3.2 如果设备已经作过盐雾试验，或为其它目的而作过不同于本试验规定的溶液的试验，则在使用

前必须充分清洗。

4 试件

4.1 试件的类型和数量，它们的形状和尺寸应根据受试覆层或产品的规范来选定。无此规范时，关

于试样的细节需经有关方面相互同意。

4.2 试验前试件必须充分清洗，使用的清洗方法视表面情况和污物的性质而定。不能使用任何会浸

蚀试样表面的磨料和溶剂。

试样清洗后必须注意不要因过多的或粗心的摸触而再受污染。

4.3 如果试样是从较大的镀覆工件上切割下来的，必须使切割附近区域的覆层不被破坏。除另有规

定外，切边必须用覆层充分地保护，这些覆层是一种在试验条件下稳定的适当的材料，例如油

漆、石蜡或粘结胶带。

5 试样的暴露方法

5.1 试样在箱内不能放置在雾粒从喷嘴出来的直接进程上。可用挡板防止喷雾溶液直接冲击试样。

5.2 试样在箱内暴露的角度是很重要的。原则上表面应平整，被试面朝上并尽可能与垂线成20°角，
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个角度应在15°~30°之内。
在表面不规则的情况下，例如整个工件应尽可能作到接近这些规定。

5.3 试件应这样排列，使试样之间不互相接触，也不与箱体接触。同时使被试表面暴露在喷雾的自

然环流中。试样可以放在箱内不同的水平面上，只要溶液不从上层的试样或支架落在下层的试

样上。

5.4 试样支架必须用惰性的非金属材料制造，如玻璃、塑料或适当涂覆过的木材。如果试样需要悬

挂，则挂具材料不能用金属，必须用人造纤维、棉纤维或其它惰性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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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条件

6.1 喷雾箱内温度为50±2℃，在整个试验周期间波动应尽可能小。
6.2 每个收集器内所收集的溶液其浓度应为50±10g/L(见3.1.4)，PH值应在3.1~3.3的范围内(见2.3)。

每个收集器收集溶液的平均速度，至少经24h后测量，就每80cm2
面积而言应为1~2ml/h。

6.3 已经喷雾过的溶液不在使用。

注：为了比较不同试验室或不同日期的试验条件，可用镍板校准，镍板尺寸为100×75mm2
，放

在箱内四个角的每一个角上暴露24h的试样失重应为3~70mg，试样按附录A中所述方法处理。

7 试验周期

7.1 试验的时间应按被试覆层或产品的规范而定，当无规定时,试验的周期需经有关方面相互同意。
推荐的暴露时间为：2、6、24、48、96、240、480、720h。

7.2 在规定的试验周期内喷雾不得中断，只有在需要就地短暂目测试样和必须补充箱内贮水槽中的

盐水而又不能从箱外补充时，才能打开盐雾箱。

7.3 如果试验的终点是取决于最初腐蚀点的出现，试样应经常检查。为此，这些试样就不要同其它

另有预定试验周期的试样一起试验。

7.4 对预定周期的试验，可根据周期安排检查，但在试验过程中试样表面不能被损坏，并且检查和

记录任何可观察到的变化所需的开箱时间应尽可能短。

8 试验后试样的清洗

试验结束后，从箱内取出试样，为了减少去除腐蚀产物的危险，试样在清洗前干燥0.5~1h。试
样检查前，从试样表面小心除去喷雾溶液的残留物。适当的方法是将试件在温度不超过40℃洁
净的流动水中轻轻地清洗或浸泡，然后立即将试样放置在离压力不超过200KPa的压缩空气 (气
流约300mm)处干燥之。

9 结果的评价

为了满足特殊的要求，可以采用许多不同试验结果评价标准。例如质量变化，用显微镜观察所

显示出的变化，或机械性能的变化。通常适当的标准是，由被试覆层或产品规范中提出，多数

试验的常规记载仅需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 试验后的外观；
(2) 去除腐蚀性产物后的外观；
(3) 腐蚀缺陷的分布和数量，即点蚀、裂纹、气泡等。这些可以很方便地根据ISO-1462 (金属覆
     层-对底金属为非阳极镀层-加速腐蚀过程-结果的评价方法) 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4) 开始出现腐蚀前所经历的时间。

10 试验报告

10.1 试验报告必须表明根据规定的结果评价标准所得到的结果，必要时，应指出每个试样和每组平

行试样所得到的平均结果。若有必要，还须附有试样的照片。

10.2 报告必须包括试验方法的资料。此资料可根据试验目的和为它所规定的说明而异。不过一般详

细项目大致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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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试覆层产品的说明；
(2) 试样的形状和大小，试验表面的面积和性质；
(3) 试样的制备，包括使用的清洗处理和试样边角或其它特殊部位的保护；
(4) 覆层的已知特征及表面处理的说明；
(5) 代表每种覆层或产品提供试验的试样数量；
(6) 试验后试样采用的清洗方法，并在适当时说明由清洗引起的失重；
(7) 试验时，表面的倾斜角度；
(8) 试验温度；
(9) 试验周期；
(10) 为了检验工作条件的准确性，而特地放在箱内的任何试板的性质及所得到的结果。

附录A  试验条件的校准

A.1 一般
本附录描述了评价喷雾箱内给出的条件下腐蚀效果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可和不同实验室或在同

一实验室而不同时间所得到的试验条件进行比较。

A.2 试验试样
试样应从含Ni不低于99.%，C≤0.15%，S≤0.01%，Fe≤0.4%和Cu≤0.25%的商业纯镍板切割。
板厚大约1mm，试样尺寸为100×75mm2

。

试样在第一次使用时，应按4.2条规定的一般方法进行清洗，然后在温度为21~24℃的1:4(体积
比)的盐酸溶液中浸泡2分钟，在热的流动水中冲洗，于105℃的烘箱内干燥，室温冷却并称重,
在试验中试样可以重复使用。  试验结束去除腐蚀产物的方法希望得到一个良好的表面，以便
后面的试验再用。

A.3 试样的放置
称重的试样应竖着放在试验箱内, 并与垂直方向呈30°倾斜角，朝上表面应面向喷雾入射方向。
支架应由惰性材料如塑料制造或涂覆。试样上面边沿应与喷雾收集器的顶部同一水平。

A.4 失重的测定
试验24h后，试样用冷水冲洗以除去残留的盐雾，然后在温度为21~24℃的1:4(体积比)的盐酸
溶液中浸泡2分钟除去腐蚀产物，  取试样的钳子必须用镍或蒙耐尔合金或接触试样的部分用
惰性材料覆盖，然后每一个试样在水中冲洗，在150℃的烘箱内干燥，冷却至室温再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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