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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085{(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分为以下21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试验范围；

——第2部分：低温、高温、湿热；

——第3部分：机械作用力；

——第4部分：盐雾；

——第5部分：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

——第6部分：砂尘；

——第7部分：滴水、淋雨；

——第8部分：高压、低压、浸没；

——第9部分：太阳辐射；

——第10部分：振动(正弦)与高温、低温综合试验；

——第11部分：长霉；

——第12部分：污染；

——第13部分：冲击、碰撞或自由跌落与高温、低温综合试验；

——第14部分：露、霜、冰；

——第15部分：宽带随机振动(数字控制)与高温、低温综合试验；

——第16部分：弹跳或恒加速度与高温、低温综合试验；

——第17部分：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

——第18部分：湿热、低内压综合试验；

——第19部分：温度周期与正弦振动、随机振动综合试验；

——第20部分：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空气；

——第21部分：低压与大气温度、高温综合试验。

本部分修改采用ISO 9022-18：1994{(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第18部分：湿热、低内压综

合试验》。

本部分与IsO 9022-18：1994的主要差异为：

——删除国际标准的序言和前言；

——根据ISO 9022—18第1章及我国标准用语习惯对标准范围作了重新编写；

——“国际标准本部分”一词改为“本部分”；

——第2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现行国家标准替代；

——条件试验中悬置段加编号。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0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南京东利来

光电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粤显光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渡华光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梧州奥卡光学仪器公司、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贵阳新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光电仪器有

限公司、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章慧贤、冯琼辉、曾丽珠、叶慧、李唏、杨广烈、李弥高、王国瑞、徐利明、张景华、

胡森虎、胡清、夏硕、肖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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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湿热、低内压综合试验

GB／T 12085．18—201 1

1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湿热、低内压综合试验的试验条件、条件试验、试验程序及环境试验标记。

本部分适用于光学仪器、装有光学零部件的仪器和光学零部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2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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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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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2085．1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第1部分：术语、试验范围(GB／T 12085．1--

2010，ISO 9022—1：1994，MOD)

GB／T 12085．8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第8部分：高压、低压、浸没(GB／T 12085．8--

2010，ISO 9022—8：1994，MOD)

3试验条件

在综合作用力条件下对暴露的试样进行的测试，要比任一种单一环境条件试验更为严酷。

光学仪器抗湿热和内低压综合试验采用三种不同方法。

4条件试验

4．1总则

试样的各个部分都达到与试验箱(室)的温差在3 K之内开始试验。试样上允许出现凝露。各试验

步骤应按预定顺序依次进行。试验过程不允许中断。

4．2条件试验方法47：湿热和内低压，压差低

条件试验方法47湿热和内低压，压差低按表1和图1。

条件试验方法47适用于密封性制造要求低(抗压性低)的光学仪器。例如：符合GB／T 12085．8条

件试验方法81中严酷等级为01、02、07和08的仪器。

表1

严酷等级 01 02 03 04 05 06

试验箱(室)温度／℃ 55土2 63士2 70土2

步骤1 相对湿度／蹦 <40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内部空气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试验条件1

气候条件 40℃士2℃，相对湿度：90％～95％
步骤2

暴露时间／h ≥1

循环次数 6 12 6 12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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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试验箱(室)温度／'C 一10士3
试验条件2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试验箱(室)温度／'C 40士2

试验条件3 相对湿度／％ <40

暴露时间 宣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工作状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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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_j 持续时间／h

一 接表1持续时何

图1条件试验方法47，严酷等级01的循环曲线

4．3条件试验方法48：湿热和内低压，压差中

条件试验方法48湿热和内低压，压差中按表2。

条件试验方法48适用于密封性制造要求中等(抗压性低)的光学仪器。例如：符合GB／T 12085．8

条件试验方法81中严酷等级为03、04、09和lO要求的仪器。

裹2

严酷等级 ol 02 03 04 05 06

试验箱(室)温度／'C 40士2

步骤1 试验箱气压／kPa 80 65 50

暴露时间／h ≥1
试验条件1

气候条件 40℃土2℃，相对湿度：90％～95％
步骤2

暴露时间／h ≥1．5

循环次数 3 6 3 6 3 6

试验箱(室)温度／℃ 一10士3

试验条件2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试验箱(室)温度／℃ 40土2

试验条件3 相对湿度／％ <40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工作状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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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条件试验方法49：湿热和内低压，压差高

条件试验方法49湿热和内低压，压差高按表3。

条件试验方法49适用于密封性制造要求高(抗压性低)的光学仪器。例如：符合GB／T 12085．8条

件试验方法81中严酷等级为05、06、11、12和13要求的仪器。

裹3

严酷等级 01 02 03 04 05 06

气候条件 40℃士2℃，相对湿度：90％～95％

参考环境气压，试样内恒定压
试验条件1 20 35 50

降／kPa

暴露时间／h ≥2 ≥4 ≥2 ≥4 >／2 >／6

气候条件 40℃士2℃，相对湿度：90％～95％

试验条件2 恒定压降终止后的暴露时间(真

空泵断开)／h
≥4 ≥6

试验箱(室)温度／'C 一10土3
试验条件3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试验箱(室)温度／'C 40士Z

试验条件4 相对湿度／％ <40

暴露时间 直到试样温度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

工作状态 1

5试验设备

5．1适用于条件试验方法47

5．1．1带空气环流的气候试验箱(室)。

5．1．2带空气环流的加热或冷冻或类似试验箱(室)。

5．1．3应选择试验箱的尺寸及试样的布局，以确保所有试样的试验条件一致。如果产生凝露，应避免

水滴落到试样上。

5．2适用于条件试验方法48

除具备条件试验方法47的试验设备外(见5．1．1)，还需要一个低压容器。

5．3适用于条件试验方法49

除具备条件试验方法47的试验设备外(见5．1．1)，还需要一个连接器用于排气及压力测量，如

GB／T 12085．8中的规定。

6试验程序

6．1总则

试验应符合相关标准和GB／T 12085．1的要求。

6．2条件试验方法47的试验程序

6．2．1初始试验1

在试验开始前，应检查所有试样因装配时湿度过大导致的潮湿。

试样应在温度为一10℃的试验箱内充分冷却，试样各部分均应达到试验箱(室)温差3 K以内。然

后，立即将试样放入预热过的温度约40℃左右的试验箱内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应仔细观察试样，如果

3

http://www.bzsoso.com


GB／T 12085．18—201 1

其内部出现任何水雾湿气，均应立即除去。

6．2．2初始试验2

为了建立内部空气循环期间的温升时间，需在试样内部空气间隔一定距离安装数量合适的传感器。

这种测量的时间周期即加热试验箱的内部空气从步骤2到步骤1的按规定所达到试验箱温差3K以

内。这一时间周期被认为是步骤1的暴露时间。如果用了几个传感器，则各测量的平均值为暴露时间。

6．2．3试验条件1

按初始试验2的步骤1规定的暴露时间应保持在士10％，以避免由于过度暴露时间使仪器烘干。

对于小于20 mia的暴露时间，允许公差为士2 rain。从步骤1到步骤2或反之的切换应足够迅速，

以确保试样受到的温度变化不大于3 K。在试验开始时，应记录从室温到40℃所需的升温时间。

6．2．4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

在试验条件1结束后，应立即将试样置于试验条件2中，并切换到试验条件3。在条件3(中间检

测)升温期间，应不断地观察试样，以便于确认仪器内部光学表面的湿气程度以及出现湿气所需时间。

6．3条件试验方法48的试验程序

6．3．1初始试验

按6．2．1所述进行初始试验。

6．3．2试验条件1

装有试样的低压容器应直接装于湿度箱内。将湿度箱设置到步骤2中所述气候条件。然后在低压

容器内设置与所需严酷等级相应的低压值，并在步骤1所要求的暴露时间中维持这一低压。在切换到

步骤2时，低压箱内的排气将用湿度箱内的空气循环实现。当低压箱打开时，应使试样维持在步骤2中

所述气候条件下的规定暴露时间。以上步骤重复2次或5次(3个或6个循环)。

6．3．3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

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应按6．2．4所述进行。

6．4条件试验方法49的试验程序

6．4．1初始试验

按6．2．1所述进行初始试验。

在达到试验条件1的试验温度后，对试样进行排气。在持续规定的暴露时间后，应将试样密封，并

存放在与试验条件2所规定的暴露时间相同的气候条件下。

6．4．2试验条件3和试验条件4

按6．2．4中试验条件2和试验条件3所述进行。

6．5初始和最后检测

将试样对着暗背景放大6X或10X目视检测。检测用的照明采用带反光镜及聚光镜的卤素灯(功

率至少100 w)组成的光源装置，或形成平行光的类似仪器。试样在室温下存放24 h以后，用放大率

150×或更大倍率，采用合适的光源(如功率为7．5 W的氙灯)，在入射光暗场中对被拆光学元件的表面

进行检测，观察在其光学表面出现的任何特性变化及变化程度。

7环境试验标记

环境试验标记应符合GB／T 12085．1的有关规定。

示例：光学仪器抗湿热和内低压综合环境试验，压差高，条件试验方法49、严酷等级03、工作状态1的标记为

环境试验GB／T 12085—49—03 1

8有关标准应包括的内容

a)环境试验标记；

b)试样数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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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温度传感器在试样上的位置

d)预处理；

e)初始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f)试样时间的确定；

g)恢复；

h) 最后检测的内容和范围；

i)评价判据；

j)试验报告的内容和范围。

GB／T 12085．1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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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注 释

A．1条件试验方法47

条件试验方法47是用来形成试样经历的类似条件，例如，在强阳光与强降雨之间频繁变换的气候

条件。密封性差的仪器特别遭受风险是由于湿气的渗透。内低压就是由于温度变化所致。

A．2条件试验方法48

条件试验方法48是用来模拟试样经历的环境条件，例如，试样在空运中的环境条件。在飞机飞行

过程中，货物舱内的气压可低达50 kPa，当飞机在高度潮湿环境着陆时，仪器内部气压平衡会引起湿气

渗透，尤其会进入中等密封的仪器。

A．3条件试验方法49

条件试验方法49不是用于模拟自然界的环境条件，其主要用于确认在密封性要求很高的仪器中密

封性与湿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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