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FOG
循环腐蚀盐雾箱

腐蚀基本知识

为什么选择Q-FOG?

由于产品及基础设施的腐蚀，每年都会造成亿万美元的损失。
它会降低材料的使用特性，尤其是金属材料。
这种损失包括强度、
外观以及对气、液渗透性方面的损失。
在短短的几天或几周内，Q-FOG盐雾箱就可以重现户外几个月或几年才能发生的腐蚀。
你的产品经得起日晒雨淋吗？如果可以测试，请不要靠猜测！

真实模拟

循环腐蚀试验可以提供自然腐蚀的最佳实验室模拟环境。
最新的研究表明，循环腐蚀试验的结果在腐蚀结构、表面形态
和相对腐蚀速率等方面与户外自然腐蚀非常接近。
在循环腐蚀试验以前，通常把在35˚C条件下进行连续盐雾腐蚀试验作
为实验室模拟腐蚀试验的标准方法。
由于通常的盐雾腐蚀试验法无法模拟户外自然环境的干／湿环境条件，所以其试验
结果通常与户外实际结果的相关性较差。
Q-FOG盐雾箱可以实现大部分重要的腐蚀试验方法。
对于更复杂的试验循环，也可以方便地借助第四代Q-FOG控制器
进行循环试验程序设定，全新的第四代控制器是双全彩屏幕的，非常易于操作。

低成本

Q-FOG腐蚀盐雾箱经特别设计，具有业界最低的总购置成本。
其低购买价格、
高可靠性和低操作成本成为腐蚀试验箱的一
种新标准。
而CRH型号盐雾箱更是在相对湿度控制功能的腐蚀盐雾箱的性价比方面做出了突破。
目前，即使最小规模的实
验室也负担得起循环腐蚀试验了

易操作

Q-FOG循环腐蚀试验箱简单而先进的设计使其易于安装、
方便使用，并且几乎免维护。
>

双全彩触摸屏用户界面十分简洁，易于编程

>

自我诊断报警和维护提醒

>

工业

涂层

>

连续显示暴露条件

多色LED，便于远距离查看试验机状态

可靠、易维护

Q-FOG盐雾试验箱以其可靠性而闻名。
Q-Lab创新性的REPAIRPEDIA™在线检修指南可帮助用户快速诊断和处理试验机问
题。
所有Q-Lab客户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一工具。

Q-Lab经验丰富

Q-Lab公司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并领导ISO、
ASTM、
IEC、
GB和许多其他专业标准组织，不断努力改进现代腐蚀测试方法的
最新水平。

建筑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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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OG 型号

顶部摇摆喷淋杆

顶喷满足福特和沃尔沃测试标准的要求。
也可以选择中央安
装的喷淋模块作为替代选项。

多色LED灯

试验箱状态信息一目了然

每种型号都有两种尺寸

600升和1100 升，以满足少量试样和大量试样的试验要求

USB接口

便捷的数据传输及软件升级

内置溶液储槽

120 升的储槽容积可满足大多数试验一周或
更长时间的需要

两个全彩触摸屏

增强玻璃纤维结构

样品易于安装

全彩界面，17种语言可选

坚固、厚实的箱壁和顶盖具有良好的
保温性能，可以有效而精确地控制箱
内温度

低腰线设计和易于开启的顶盖

快速箱体温度循环

某些Q-FOG CRH 型号盐雾箱有快速升温
功能可实现快速升温，以满足日本汽车测试标准

调平脚轮

实验室空间有限时，方便维修和保养

相对湿度控制

Q-FOG CRH型盐雾箱可以通过空气预调节器精确控制相对湿
度，符合现代循环测试要求。

精确的盐雾扩散控制

满足标准收集和一致性要求

Q-FOG SSP 型盐雾箱

Q - F O G 盐 雾 箱 的 基 本 型 号 SS P 型 可 以 完 成 许 多 加 速
腐蚀试验，包括持续盐雾（ASTM B117 和 ISO9227）及
Prohesion(ASTM G85 附录5)等测试条件。
Prohesion测
试采取快速循环，快速温变，低湿度干燥循环和不同的腐
蚀解决方案，以提供一个现实的测试。SSP型盐雾箱是我
们最经济的机型，可以执行盐雾、静置和干燥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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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OG CCT 型盐雾箱

Q-FOG CCT型盐雾箱除了具有SSP型的所有功能外，还增
加了95-100%湿度的功能。
Q-FOG CCT型号可以满足许
多汽车腐蚀试验方法的要求，这些方法要求将试样暴露
在盐雾、高湿度、低湿度干燥和环境条件的重复循环中。
此外，CCT型号能够运行铜加速醋酸盐雾（CASS）测试，如
ASTM B368 或 ISO 9227 CASS。

Q-FOG CRH 型盐雾箱

Q-FOG的CRH型盐雾箱在RH控制式腐蚀盐雾箱的性价比方面做出了真正的突破。
除了具有CCT型的全部功能外，还可以
通过使用创新的空气预调节器来实现全面的可变湿度控制。
它符合绝大多数重要的汽车腐蚀试验标准，如GMW 14872,
SAE J2334以及来自Ford（福特汽车）、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GB/T, VW（大众汽车）、
Volvo（沃尔沃）、
Chrysler（克莱斯勒）
、
Renault（雷诺）等的标准。
此外，该机型还包括可选进行程序设定的喷淋功能，这种先进喷嘴清洗功能可以避免普通盐雾
箱常会发生的喷嘴堵塞现象。快速升温功能使得Q-FOG CRH在箱体满载的情况下也能满足快速的升温和转换，就像JASO
M609、
CCT-I、
CCT-II和CCT-IV等标准中所要求的那样。
选配的顶部摇摆喷淋功能满足福特和沃尔沃要求的顶部喷淋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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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测试功能

潮湿功能（仅限CCT型）

潮湿功能下，CCT型盐雾箱通过将热的水蒸汽导入盐
雾箱内使试验箱内保持95-100%的相对湿度。
需要去
离子水以进行正常操作。
蒸汽发生器的加热器可保持
设定的箱内温度。
畴⛮沲

Q-FOG CRH 型号使用RH控制，替代了高湿功能。

喷雾功能（所有型号）

•
•
•

将内置储槽内的腐蚀溶液输送到喷嘴

压缩空气在由鼓泡塔通往喷嘴的途中被润湿
喷嘴将腐蚀溶液雾化成腐蚀性的汽雾
箱内加热器将保持设定的箱内温度

巖尔⤴嗔

喷淋功能（CRH型号可选功能）

鵠곽

畴⛮沲
劫⿁

䫝⯆

鵠곽

畴⛮沲

䫝⯆

劫⿁

巖尔⤴嗔

렺㖍

ⷭ籔狝妰鲽⪍

ㅂ㈞

畴⛮ⱶ懷

렺㖍
ㅂ㈞

畴⛮ⱶ懷

ⷭ籔狝妰鲽⪍

嬇

蠕婎榟

䫝⯆

劫⿁

巖尔⤴嗔

在喷雾循环期间，腐蚀盐雾箱进行常规操作：
•

⸼熊㯹姢

鵠곽

렺㖍

喷淋功能用于某些汽车腐蚀试验规范。
用户可调流量的溶液通过特
ㅂ㈞
畴⛮ⱶ懷
别固定的喷嘴均匀地喷淋到试样上：
• 相比喷雾功能下被雾化的液雾，喷淋液滴更大、流
速更高、喷淋时间更短。
• 喷嘴要么安装在样品上方的摇杆上（1100L型号）
，
要么安装在箱体中央（图中未显示）。
安装在箱体中
央的喷淋模块很容易拆除，以执行喷雾循环。

ⷭ籔狝妰鲽⪍

顶部摇摆喷淋杆

嬇

巖尔⮽嬇
样品

• 可以直接设定喷淋的开／关时间，以便更好地控
制腐蚀速率。

快速温变模块
喷淋泵

巖尔⮽嬇

嬇

干燥&静置

在干燥功能下，鼓风机将由空气加热器加热的箱外
空气送入试验箱内。
由此在试验箱内形成低湿环
境，使试样干燥。
箱内温度由箱内加热器和空气加
热器来控制。
在静置功能状态下（图中未标出）
，只有箱体加热器
控制箱体空气温度。

熊䑐儬

相对湿度功能（仅限CRH型）

巖尔⮽嬇

狝妰ⱶ懷
렺곽儬

CRH型盐雾箱通过使用空气预调节器、鼓风机模块和雾化加湿喷嘴，可使箱内的相对湿度和温度逐步上升至并保持在一个
设定的值。
正常工作需要去离子水。
可选Q-FOG 快速升温模块（如下图所示）可以满足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温度和爬坡时间。
有关相对湿度/温度功能与实验室条件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手册。

熊䑐儬
狝妰ⱶ懷
렺곽儬

熊䑐儬

狝妰ⱶ懷

ⱶ嵸

空气预调节器

렺곽儬

Q-FOG CRH 型号使用RH控制，替代了干燥和静置。

ⷭ籔狝妰
⸼熊㯹姢

ⱶ嵸

렺곽儬嘗㐉
ⷭ籔狝妰
⸼熊㯹姢

ⱶ嵸

隀荣狝妰

调节空气

렺곽儬嘗㐉

隀荣狝妰

ⷭ籔狝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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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㯹姢
렺곽儬嘗㐉
隀荣狝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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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试验

循环腐蚀试验

限制更加严格的试验，如ASTM B117，提供条件不变的连续试验环境。
相比之下，暴露于自然环境下的材料会经受潮湿、温度、日
照和腐蚀溶液浓度方面的周期性变化。
循环环境下的腐蚀与连续条件下的腐蚀差别很大，无论是化学反应方面还是材料类型方
面，循环环境下的腐蚀都会提供最佳防腐性能。

循环腐蚀试验将试样暴露于重复循环的一系列不同环境中。
简单的试验可由两种条件组成的循环构成：喷雾循环和干燥循环。
更为复杂的试验步骤（尤其是汽车盐雾试验）则要求包括潮湿、盐雾或盐水喷淋功能以及干燥在内的多步骤循环。

Prohesion试验和传统盐雾试验

Q-FOG SSP型盐雾箱可以完成许多加速腐蚀试验，包括Prohesion, ASTM B117, ASTM G85, BS 3900 F4和F9, DIN 50.021, ISO
9227, GB/T 10125等试验方法，这里仅列几例。

Prohesion 试验. 此试验方法利用1小时盐雾和1小时干燥、快速的温度变化和各种腐蚀溶液来确保更为接近实际的自然环境。
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试验非常适用于工业防护涂料的检测。
传统盐雾。 即连续盐雾，广泛用于零件和涂料的防腐能力测试。
其应用包括：电镀件和油漆件、航空和军用部件、以及电力和电
子系统等。

这些试验大部分符合标准的要求和规定，如ASTM B117（盐雾）和BS 3900 F4等。
这类试验广泛用于相对腐蚀测试。
它们一般是
在高温下进行，但不结合干燥循环。
喷雾时需要预热的潮湿空气。

因此，许多汽车腐蚀试验方法通常要求将试样重复暴露于盐雾、高湿、低湿干燥以及室温等循环测试条件下。
这些试验条件原先
是在实验室内借助繁重的人工操作实现的。
最新的汽车循环腐蚀试验，如GMW 14872，都结合了湿度条件控制，这在许多实验
室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
这些试验方法有时要求流量比通常的盐雾更高的喷淋／雨淋条件。
通常还要严格控制温、湿度转换时
间。

结合紫外线的循环腐蚀试验

QUV®加速老化试验机和Q-FOG循环腐蚀盐雾箱都有其各自的突出优
势。
但在二者结合使用时，是一种革命性的腐蚀试验方法，尤其对于桥梁
工业防护漆和其它基础设施应用。
涂料的耐紫外光稳定性是其防腐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在
QUV加速老化试验机内一周，然后在循环腐蚀盐雾箱内一周，这样交替
进行腐蚀循环试验，其结果比传统盐雾喷淋或CCT或CRH单独进行都更
加接近实际的试验条件。
更多详情，请参见ASTM D5894 。

潮解

电解质或盐的存在从多个方面影响腐蚀行为测试。其中一种机制被称
为潮解，即在相对湿度小于100%的情况下，在盐的存在下形成液态水。
液态水的存在会增强腐蚀，在干燥环境下，盐的存在也会加剧腐蚀。此
外，盐溶于水，产生参与腐蚀化学反应的离子。
这些现象使得评估中等湿度阶段（既不完全干燥也不完全湿润）下的腐蚀行为至
关重要，以充分捕捉户外环境中经历的复杂腐蚀行为。

相对湿度

连续盐雾、Prohesion和湿/干循环试验都会对样品产生腐蚀，但不能重现在中等湿度阶段下观察到的腐蚀行为。
由于潮解和电
偶腐蚀等现象会导致在这些条件下产生显著不同的腐蚀产物和腐蚀速率，因此控制相对湿度是先进的腐蚀测试的一个关键特
征。

腐蚀试验

许多现代汽车测试标准要求对相对湿度值进行精确控制和转换，以真实地捕捉户外经历的所有腐蚀行为。
Q-FOG
足这些技术更复杂的标准中要求的条件，这些标准可以提高实验室测试与户外曝晒的相关性。

CRH能够满

Q-FOG盐雾箱可测试各种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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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模拟

试样放置

水分的存在对任何腐蚀测试都至关重要。
干燥材料很少产生明显的腐蚀现象，即使在存在电解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实验
室测试需要重现材料使用过程中的水分。

Q-FOG盐雾箱的低腰线设计和易于开启的顶盖，更加方便样品放置。可提供各种架板托架，以适应各种扁平试样板的尺寸要
求。它们均开有至少6度或15度倾角的槽。挂杆可方便安置较小的三维部件以及其它不规则形状的试样。鼓风口位置或托架位
置放置格栅可安置非常大体积的部件，可承载总重量高达544kg（1200磅）。

盐雾

100多年来，在腐蚀试验中一直以盐雾的方式对样品施加盐溶液。
最早的
简单连续盐雾到现代腐蚀测试，至今盐雾在这些标准中仍广泛使用。
在Q-FOG盐雾箱中，使用压缩空气和溶液泵产生细雾。
盐雾的量和分布
可以通过改变空气压力和溶液泵速度来控制，以满足测试标准中要求的
量和均匀性要求。

喷嘴

喷淋

许多现代腐蚀测试标准，尤其是针对汽车应用的标准要求通过直接喷洒
或喷淋的方式施加电解质溶液。
与喷雾相比喷淋的盐溶液量大得多，这
些喷淋步骤会重新润湿样品并且比传统盐雾步骤更快地施加盐溶液。
Q-FOG CRH盐雾箱能够根据需要实现盐雾和喷淋功能（但不是同时提
供）。
Q-FOG CRH盐雾箱通过位于箱体中央的固定喷淋模块来施加适当
量和均匀性的喷淋。
这些Q-FOG型号用“-S”表示。

可提供标准的测试板托架，以适应各种
扁平试样，如Q-PANEL®标准底板。
每个
托架可支持最高113kg（250磅）
，并开有
与纵向成6度或15度角的插槽。
600升型
Q-FOG盐雾箱可通过8个托架容纳最多
160个板样，尺寸规格为75 x 150毫米（3
x 6英寸）。
1100升型采用10个托架，可容
纳最多240个板样。

挂杆套件

标准的挂杆套件可用于放置较小的
试样、
三维试样以及不规则形状的试
样。
每个直径20毫米的挂杆可支持最
多45公斤（100磅）的重量，安装非常
方便。
600升型Q-FOG盐雾箱有6根挂
杆，而1100升型有8 根挂杆。
可以用
简单的挂钩或铁来放置试样。

安装格栅

对于非常大或非常重的三维物体（如金
属轮辋、
引擎部件等）
，可以使用托架级
或鼓风机级格栅。
Q-FOG盐雾箱坚固的
结构可承受最多544公斤（1200磅）重
的均匀分布的总荷重，确保满足即使最
重的汽车和其他元器件的试验要求。

固定式淋浴模块

试样放置方便

顶部摇摆喷淋杆

Q-FOG盐雾箱的低腰线设计和
易于开启的顶盖，更加方便样
品放置。

尽管Q-FOG“-S”型号可以有效地提供合适的电解质溶液，但一些汽车测
试标准特别要求喷淋模块固定在顶部安装交付。
顶部摇摆喷淋杆（
“-T”
型，是“TOP”顶部的缩写，目前仅适用于CRH 1100L型号）
，满足这一要
求的同时，也和固定安装的喷淋模块一样喷淋覆盖范围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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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用户应该每半年对Q-FOG盐雾箱的箱内温度传感器（和CRH的相对湿度传感器）进行一次校准，以确保结果准确且一致。
校准温
度传感器和相对湿度传感器只需几分钟时间。
只需要几样简单的工具，一个校准过的参考温度计和一个绝热容器。

Q-FOG盐雾箱符合大多数重要的试验标准，包括Prohesion, ASTM B117, GMW 14872, SAE J2334以及来自Ford（福特汽车）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GB, VW（大众汽车）、Volvo（沃尔沃）,Chrysler（克莱斯勒）、Renault（雷诺）等的其它标准。
Q-FOG CRH
盐雾箱在箱体满载的情况下也能满足这些严苛的国际测试标准的快速升温和湿度控制要求。
下图显示了Q-FOG CRH 盐雾箱执
行JASO M609的情况。
为了方便用户，部分标准出厂时已经预先设定好。
更全面的列表，请参阅技术公告LF-8131.

可拆卸的侧面盖板，可以方便您直接进行主要的维护或维修项目。
Q-FOG盐雾箱内所有元器件的布局和位置都经过精心设计，
方便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Q-FOG控制器具有完备的自我诊断功能， 包括报警信息和自动安全关机。
通俗易懂的用户手册，方
便进行大多数故障排除工作，即使是新手也可操作。

温度（°C）

Q-FOG盐雾箱配备了一个常规维护计时器。
每工作1000小时，就会显示一条提示信息：
“Perform Routine Service（执行日常维
护）”。
在日常的预防性维护期间，鼓泡塔（用于饱和压缩空气以便雾化盐溶液）应排空并重新加注。
此时，应清洗空气过滤器和水
过滤器。
同时还建议冲洗箱壁和加热器。
每年更换一次过滤器和蠕动泵管，只需几分钟而已。

相对湿度%

维护保养与校准

盐雾

维护简单

Q-FOG盐雾箱内所有元器件的布局和位置都经过精心设
计，方便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操作

干燥

湿润

时间

Q-FOG循环腐蚀盐雾箱的操作非常简单。
几个特别设计的试样架使
得试样放置非常简单。
设定非常直观。
所有型号的盐雾箱都是全自动
的，可以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

Q-FOG第四代控制器既实用又易于操作，可用17种语言进行编程。
用户可以在内存中编程和存储多达10个测试循环。
Q-FOG盐雾箱自
动记录关键性能数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虚拟条形码（VSC）远程查
看。
可以通过方便的USB端口更新软件及访问虚拟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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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及可选件

总结
功能

有2种尺寸规格（600升型和1100升型）

执行Prohesion试验和其它盐雾／干燥循环
执行常规连续盐雾

执行要求95-100%湿度的汽车循环试验

执行要求可变湿度控制的汽车循环试验
内置盐溶液储槽（120升）

启动盐包

可提供方便的启动盐包，其中包含预先测定和规定数量的NaCl

（530克）
，这样便可以运行ASTM B117和ISO 9227 试验要求。
要
得到5%浓度的溶液，只需添加推荐用量的水即可。

腐蚀测试底板

Q-PANEL腐蚀测试底板可以确保实验室腐蚀试验的可重复性和可

再现性，并且可以测量质量损失，以满足GMW 14872 GM9540P、SAE

J2334、SAE J2721 、ASTM B117、ISO 9227和VDA-233-102的、要求。

箱内加热器，用于快速温度循环
防腐蚀增强纤维玻璃结构

用户界面非常简单，方便程序设定
17种用户可选的语言

带自我诊断、错误信息和安全关机功能的控制器

自动的虚拟数据记录，通过以太网/USB端口提供盐雾箱诊断
通过可变速蠕动泵实现盐雾
干燥（通过风机控制温度）

静置（不通过风机控制温度）
观察窗及内窥灯

可编程温湿度转换速率

带自清洗喷嘴的喷淋模块
顶部摇摆喷淋杆

使用快速升温功能执行汽车测试

墙壁清洗套件（用于满足雷诺ECC1标准）

外置盐雾沉降收集器

接入端口

进行盐雾收集。这样收集的盐溶液的量、浓度和pH值与内部收集到

的样品或设备。
这样可以对被测样品进行腐蚀测试。

选配的外置盐雾收集器可以在不打开箱体盖，不中断测试的情况下
的非常一致。

100 mm的接入端口可用于将电缆从箱体外部的设备连接到箱体内

试样测试板托架、挂杆和安装格栅

用于GMW 14872、
ASTM B117、
ISO 9227等测试标准的Q-PANEL CX腐蚀测试底板
外部盐雾沉降收集器

接入端口（直径100mm，是箱体布线通道）
水增压泵

ASTM G85附件2和附件3的湿底适配器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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