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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ZB N61 001-86(真空干燥箱》的修订。修订时;对原标准作了编辑性修改，主要技术内容

没有变化。

    原标准的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指标低于基本安全要求值，本次作了修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 N61 001-86,
    本标准由长沙科学仪器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长沙科学仪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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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困

本标哇规定了真空干燥箱的型式、技术要求、试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与贮存。

本标窟适后于物料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加热千操处理用的真空干燥箱(以下简称真空箱)。

2 引用尽霞

    下列n.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育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1-199(〕包装旅运图示标志
    GB/1998-1982 低压电器基本试验方法

    GB/1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f 13306-1991标牌

    GB/7 15464--1995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P 5520-1991干操箱技术条件
    JB/18282-1999远红外线干燥箱

    JB/T 9329-1999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荃本环境条件及试脸方法

3 型 式

真空q按工作室几何形状分为方型和圆型。

4 技术要求

4.1 工作环遣条件

    真空箱在下列环货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A度为5℃一40T;

    b)相对湿度不大于85%;

    c)  a源:交流三相380V t 30V，单相220V t 20V,频率为50HZ t 0. 5Hz;

    d)真空箱周围无强烈展动及腐蚀性气体影响。

4.2 温度波功度
    真空箱温度波动度应不大于10C o

4.3 温赏稳定度

    在不改变真空箱试验温度的情况下连续运行24h所测得的温度稳定度应不大于2̀G

44 真空密封性

一遥丛空笙的真空度达到267Pa(2nanH妒后，在环境温度下保持24h的真空度应不低于Wa(6QnmH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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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升温时间
    真空箱工作空间的温度从20℃升至最高工作温度的时间应不超过表1规定。

                                                  表 1

最高工作沮度

      ℃

升温时间

    功 ，n

‘3加

‘5田 100180
4.6 表面温度
4.6.1最高工作温度不超过 200℃的真空箱，表面温度应不大于室温加35T,

4.6.2最高工作温度超过200℃的真空箱，表面温度按式(1)确定:
                                TgT+35十(几一200) /10 .....·········............................. (1)

式中:了一 真空箱表面温度;

      T— 室温，℃;

      T— 真空箱最高工作温度，℃。

4.7 绝缘电阻

    真空箱带电部位对箱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IMO，箱体应设有良好、明显的接地标志。

4.8耐电压强度
    真空箱加热器端子(包括引线)与控制系统开路时，对箱壳应能承受电压1500V、交流50Hz历时lmin

的耐电压强度试验，其绝缘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4.9 搁板平均载荷

    真空箱搁板平均载荷应不小于450Pa(45kg/n?)o

4.10 连续工作时间

    真空箱连续工作时间应不小于72h，其温度波动度、温度稳定度应符合4.2,4.3的规定。

4.11 外观

4.11.1 金属镀涂层及化学处理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得有露底、起层、起泡、斑痕或有裸伤和较深的划痕;

4.11.2 油漆层表面应光洁平整，色泽均匀，不得有起泡、起皱、脱皮和显见的划痕等缺陷。

4.12 抗运输环境性能

    真空箱经抗运输环境性能试验后，应能满足4.2一4.11各项技术要求。

4.13 其他

    真空箱应设里观察窗和超温保护装置。

5 试验方法

5.1试验环境条件
    a)温度为10℃一13'C,

    b) 相对湿度不大于95%;

    。) 电源:交流三相380V士30V，单相220V士20V,频率50Hz土0.5Hz,

    d) 真空箱周围无强烈震动及腐蚀性气体影响。

5.2温度波动度侧试
5.2.1测试仪器:标准水银温度计或热电偶，精确度不低于士0.1 ̀c;

5.2.2 在真空箱工作空间温度达到测试温度2h后，每隔2min测一次，30 nin共测16个温度值;
5.2.3测试结果按JB方8282中附录B的方法进行整理，该点的平均最商温度和平均最低温度之差为温

度波动度。



一 _⋯ _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三正/T3545匕1999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3 温度稳乞度测试
5.3.1测试仪器:标准水银温度计或热电偶，精确度不低于t 0.190,
5.3.2 真空箱在设定温度范围内，首先按5.2.2规定测试一个试点的温度值，并求其温度为基准温度。

5.3.3每隔2h测试一次，共测12次，每次在5min内用等间隔时间读六个温度值，并求其平均温度;

5.3.4 比较12个平均温度与基准温度之差，取其最大差值为温度稳定度。

5.4 真空密封性测试

5.4.1测试叹器和设备:真空表、胶管、真空泵。
5.4.2用真空胶管连接真空箱与真空泵的吸气口，使整个真空系统处于密封状态。

5.4.3 开启真空泵，当真空度达到267Pa(2m nHg)时，继续运行1I1后将真空泵吸气口与真空箱出气口连

接胶管卡紧吏气路处于断路状态，同时关闭真空泵，24h内保持真空度应不低于8kPa(60mcnHg)o

55 升温时司测试

5.5.1测试仪器:工业玻璃温度计和计时钟表。
5.5.2真空箱在真空状态下，全功能加热，工作室沮度从20℃升至第一次读到最高工作温度的时间为升

温时间。

5.6 表面温夏测试

    按JB/f 5520 9定的方法进行。

57 绝缘电阻侧试

    按GB/: 998规定方法进行。
5.8 耐电压强度试验

    按GB/-1 998规定方法进行。
5.9 搁板平均载荷试验

    按4.9规定，在真空箱搁板上均匀放置试样。试样与搁板的接触面积应占搁板面积的1/2 - 2/3,30min后

取出试样.振板不得有显著变形。

5.10 连续二作时间试验

    真空箱诬续工作72h，每隔24h按5.2规定测试温度波动度，每隔24h按5.3的规定测试温度稳定度，

应符合要求:

5.11 外观仓查

    用目测法进行检查。

5.12 抗运输环境性能试验

    按JB/P 9329中附录A进行。

6 检验规买

6.1检验分类

    真空箱s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真空箱必须由制造广质1t检验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准出厂，并应附有产品质盆合格证明文件。

6.2.1产吕出厂检验中逐台试验项目为:4.4,4.7,4. 119
6.2.2产吕出厂检验中抽样试验项目为:4.2,4.5,4.60

6.2.3 出厂检验中抽样方法按GB/f 2828的规定进行，其中:

    检查水平:一般检查水平n;

    AQL:交收检验中由用户与制造厂方协商确定。
6.3 型式检验

6.3.1 产吕在下列情况下应洪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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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试制的新产品(包括老产品转厂);

    b》 当产品的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更改，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c) 质且升级、创优或行业检验评定时;

    d) 产品停产一年以后再次生产时;
  e)对成批、大童生产的产品，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定期抽检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

5.2- 5. llo

6.3.3

6.3.4

型式检脸抽样一般不少于三台。
检验结果评定

    成批产品若一次抽查未全部合格，可以加倍抽查，按第二次抽查结果进行统计和评定。允许加倍抽查

的条件是:第一次抽查的不合格总项次不能超过两个(抽查台数为两台或两台以上)，同时这两个项次只

限于两台产品的不同的两个项次(如抽查一台时只限一个总项次)，超过两个项次不允许加倍抽查，并判

作不合格品;第匕次抽查若全部合格时，仅将第一次抽查的不合格品退修;第二次抽查若仍有一个项次不
合格，则判为全部不合格。经型式检验后的真空箱允许出厂，但应作必要的检查和适当的修复。

6.4 仲裁试验

    如制造厂与用户在确定产品是否合格的伺题上发生争执时，应进行仲裁试验。仲裁试验仅验证制造
厂提供用户所规定的技术指标，按本标准相应条文的试验方法仲裁。若仲裁试验产品不合格时渗叼于4.13
的规定 。

7 标志、包装与储存

7.1标志
    每台真空箱应在适当醒目位置，固定产品铭牌。产品铭牌应符合GBfr 13306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商标;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额定电压及功率;

    d) 使用温度范围:

    e) 最高工作温度;
    f) 真空度;

    9) 工作室尺寸;
    h) 出厂编号及出厂日期。

7.2 包装

    真空箱包装应符合GB 191和GB/T 15464的要求，包装型式采用防雨包装。包装箱外璧应标明:
    a) 产品名称;

    b) 制造厂名称、商标;
    。》 包装箱“长x宽x高”尺寸及毛重，净重;

    d)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e) 安全注愈标志，如“小心轻放”、“切勿受瀚.、“向上”等字样或标志。

7.3 储存

    包装完备的真空箱应储存于干燥、通风的库房中。库房中不得有腐蚀性气体和腐蚀性化学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