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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681-2000

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 877:1994((塑料一直接大气暴露、玻璃过滤日光大气暴露和Fres

nel镜反射日光强化大气暴露试验方法》，但等效于其中的方法A,

    本标准与工SO 877:1994的技术差异为:

    1.只采用了三种暴露试验方法中的大气暴露方法，技术内容相同;

    2 附录A中采用8级蓝色羊毛标准。

    3. ISO 877:1994中规定的实验室光源曝露试验方法的引用标准((ISO 4892)未作为本标准的引用
标准。

    本标准的前一版为GB/T 3681-1983((塑料自然气候暴露试验方法》。与前版相比，主要技术内容

增加了测定太阳辐射仪器、背衬的技术要求、附录A。对暴露角的规定由450及纬度角改为根据不同暴露

目的选取不同暴露角。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3681-1983,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老化方法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原化工部合成材料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在1983年5月首次发布，这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钟庆明、杨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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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 3681-2000

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各国标准团体(ISO成员团体)的世界性联合组织。制订国际标准的

工作通常由ISO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对技术委员会设立的项目感兴趣的成员团体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该
技术委员会。与ISO有合作的政府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参与此项工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至各成员团体表决。要求至少有75%的成员团体投赞成
票，方能作为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ISO 877是由ISO/TC 61塑料技术委员会，SC6防老化、耐化学及环境腐蚀分会制定的。

    经技术修订的第二版本取消并代替第一版本(ISO 877:1976)
    本国际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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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家 标 准

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GB/T 3681-2000
neq ISO 877:1994

    代替GB/T 3681-1983

Plastics-Test method of exposure to weathering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在太阳辐射下的自然气候直接暴露方法，目的是要评价塑料经过规定的暴露阶

段后所产生的变化。

    本标准规定了对试验方法所述的装置和操作程序的一般要求，同时规定了测定辐射量的方法。本标

准可适用于各种塑料材料、产品和自产品取样的试验。

    注 1:测定暴露后的性能变化的方法见GB/T 15596,

引用标 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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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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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995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idt ISO 105/A02:1993)

    GB/T 2918-199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dt ISO 291:1997)

    GB/T 6151-199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试验通则(eqv ISO 105-A01:1994)

    GB/T 8426-199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色牢度:日光(eqv ISO 105-BOI:1994)

    GB/T 9352-1988 热塑性塑料压塑试样的制备(neq ISO 293:1986)

    GB/T 11997-1989塑料多用途试样的制备和使用(eqv ISO 3167:1983)

    GB/T 15596-1995 塑料暴露于玻璃下日光或自然气候或人工光后颜色和性能变化的测定
                        (eqv ISO 4582:1980)

    GB/T 17037.1-1997 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第1部分:一般原理及多用途试样和长
                        条试样的制备(idt ISO 294-1:1996)

    ISO 2557-1:1989 塑料一无定型热塑性模塑材料一限定收缩量试样的制备一第1部分:样条
    ISO 2818:1994 塑料一 机械 加工试 样的制各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直接(光束)太阳光辐射 direct (beam) solar radiation
从以太阳为中心的一个小的立体角投射到与于该立体角的轴线相垂直的平面上的太阳光通量。

通常规定直接辐射的平面角约为60,

  自然气候老化 natural weathering
材料安装在固定角度或随季节变化角度的试验架上在自然环境中的长期暴露。

这种暴露通常用来评定环境因素对材料各种性能的作用。

  直射日射表 pyrheliometer

用于测量投射到与日光光线垂直的平面上的直接(光束)太阳光辐射的辐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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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 3681-2000

4 总日射表 pyranometer
  用于测量单位时间内直接照射到单位面积上的总日光能量的辐射计。

  所测量的能量包括直接辐射、散射能量及背景反射的辐射能。

原理

    将试样或能够由其切取试样的片材或其他形状的材料作为样品，按规定暴露于自然日光下。在经规

定的暴露阶段后，将试样从暴露架上取下，并测定其光学、机械或其他有效性能的变化。暴露阶段可以用

时间间隔表示或者用总太阳辐射量或太阳紫外辐射量表示。当暴露的主要目的是测定耐光老化性能时，

用辐射量表示是较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把太阳辐射因气候、位置和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对辐射性质和

辐射强度变化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评价辐射量的方法可以包括以下一种或多种。

    — 测定辐射的仪器方法和得出一个时间周期的光量的方法。

    — 对光暴露后颜色或其他规定的性能变化的物理标准的评价，其变化的等级表示光能量。

    除非另有规定，用于测定颜色和机械性能变化的试样应以无应变状态暴露。

    在试验过程中，要监测气候条件及其变化并和其他暴露条件一起列入试验报告。

试验装里

5.1 暴露试验设备

    暴露所用的设备是由一个适用的试验架组成。框架、支持架和其他夹持装置应该用不影响试验结果
的惰性材料制成。耐腐蚀的铝合金、不锈钢或陶瓷是适宜的，还可使用防腐蚀剂(如铜一铬一砷混合物)适

当地浸渍过的木材或那些已证明不影响暴露试验的木材。使用和上述材料热性能不同的材料会产生不

同的结果。试样不能接触铜、锌、铜锌合金、铁、不锈钢以外的钢、镀过的金属或不是上述列举的那些木

材。

    当装配时，使用的框架应能安装成所规定的倾斜角，并且试件的任何部分离地面或其他任何障碍物
的距离都应不小于。.5m。试样可以直接装在框架上，或先装在支持架上再固定在框架上。固定装置应

该是牢固的，但应尽可能使试样处于小的应力状态，并让试样自由收缩、翘曲和扩张。

    如果需要用背衬支撑试件，或者模拟试件使用条件，则应该用惰性材料作背衬。对于为防止下垂而

需要支撑，但又不希望因背衬而使温度升高的或不需实心背衬的试样，应该用细股线网状或者扩张槽状

的铝或不锈钢作背衬。

    注 2:对于制品试验，建议所用的固定装置尽可能模拟实际应用条件

    试验架的设计应适合样品的类型，但对于大多数用途来说，可以把一个平直的框架装于支架上，这

个框架应该由合适的木材或其他材料制成的横条构成。然后把样品或试样支持架固定在框架上。试验

固定装置的倾斜角和方位角应可以调整。

5. 2 测定气象因素的仪器

5.2.1 测定太阳辐射的仪器

5.2.1.1 总日射表

    总日射表应达到或超过世界气象组织(WMO)规定的二级仪器的要求。另外，仪器应该至少每年校

准一次，其校准因子可追溯到世界辐射测量基准(WRR) o

5.2.1.2 直射日射表

    直射日射表应该达到或超过世界气象组织(WMO)规定的一级仪器的要求。另外，仪器应该至少每

年校准一次，它的校准因子可追溯到世界辐射测量基准(WRR) e

5.2.1.3 紫外总日射表

    当用于确定暴露阶段时，紫外总日射表应有一光谱通带，该通带的最大吸收位于300̂400 mm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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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区域的辐射，并且应作余弦校正，以包括紫外天空辐射。对商品紫外总日射表要求每年校准一次。

5.2.1.4 窄谱带紫外日射表

    当用于确定暴露阶段时，窄谱带紫外日射表应该作余弦校正并且要求每年校准一次，如果需要保证

仪器常数的稳定性则应经常校准。

    日射表应与日射记录仪(包括积分器)配合使用.

5.2门.5 日晒牢度蓝色羊毛标准
    当用于确定暴露阶段时，应按照GB/T 8426的规定使用(见附录A),

5.2.2 其他气象测定仪

    测定空气温度、样品温度、相对湿度、降雨、潮湿时间和光照时数所需的仪器应该适合于暴露试验方

法并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

    注 3:潮湿时间测量仪通常采用原电池或类似的电测方法.

试样

6.1 形状和制备

    可用一块薄片或其他形状的样品进行暴露，在暴露后从样品上切取试样，试样的尺寸应该符合所用

试验方法的规定或暴露后所要测定的一种或多种性能的规范的规定。

    如果试验的材料是经挤出或模塑成型的颗粒状、薄片状或其他原始形态，试样应通过适当的方法直
接用它们制成，或可用适当方法切成片材，再从片材上切取试样。所使用的制样方法应由有关方面商定

并且应与用户对材料的加工方法接近。试样的制备要符合GB/T 9352,GB/T 11997,GB/T 17037.1和

ISO 2557-1的规定。

    如果被试材料是挤出材料、模塑材料或片材等形式，则可以在暴露前或暴露后用这些材料制备试
样，这取决于试验的特殊需要和材料的性质。例如，对因自然气候老化会明显脆化的材料，应该以它们进

行测试的形状暴露，因为暴露后难以进行机械加工。另一方面，对于在边缘可能分层的材料(如层压材

料)应该以片材形式暴露，在暴露后切取试样。

    注4 用机械加工制取试样的方法见ISO 2818

    当确定特定产品的性能时，应尽可能以制品暴露。这种制品或部件的大小足以满足试验目的时，则

应以其原件暴露，如果暴露片状材料，在暴露后用它来切取试样，那么不能除去暴露表面。从暴露过的片
材上取切试样时，应该在与样品边缘及固定装置或支持架(这个支持架不是为了模拟材料使用条件)的

距离不少于20 mm之处切取。在制备试样时，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从暴露表面除去任何材料。

    用于对比试验的试样，应具有相同暴露面积和相同的暴露阶段。

6.2 试样数量

    为了测定暴露后的一种或多种性能，每个试验条件或暴露阶段的试样数量至少都应达到相应的试

验方法所规定的数量。
    注 5对于机械性能的测定，推荐被暴露试样的数量为有关国家标准中所规定的数量的二倍(由于侧定“气候老化后

          的”塑料的机械性能中会出现大的标准偏差).

    所需的试样总数将取决于初始值和每个暴露阶段后性能值的测定的需要。

63 贮存和状态调节

    如果试样是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得到的，并且为制备试样必须进行预处理的话，就应该详细记录预处

理的条件。

    试验前，应该按照适当的材料规范和符合试验程序的要求对试件进行处理。应该按照GB/T 2918

相应的要求记录所使用的处理程序。如果所用的处理期未达到GB/T 2918规定的最短时间且会对后续

试验产生明显影响时(例如试件测试性能对湿气很敏感和/或试件已暴露于极端气候条件下)，则应该记

录所用的最短处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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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的样品应该在正常的试验条件下贮存于暗处，最好贮存在GB/T 2918中给出的一种标准环境

条件下。

    注 6:某此材料贮存在 暗外时套夺伍 .特别47-白狄气忙奢让 后的材 9sl _

试验条件

  暴露方法

暴露方向应面向正南固定，并且根据暴露试验的目的按下列条件之一选择一个与水平面形成的倾

a)为得到最大的年总太阳辐射，在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与水平面形成的倾斜角应该比纬度角小

b)为得到最大年紫外太阳辐射的暴露，在北纬40。以南的地区，与水平线形成的倾斜角应为5。到

1

角

7.

斜

10

10

    注 7:在赤道到中纬度沙漠地区，半纬度角暴露量比较接近总太阳紫外辐射的最大年暴蜷量。

    c)与水平面成10。和900之间的任何其他特定的角度。

    注8:对于特殊目的，选择c)可以用来得到有关特殊用途的结果.例如，直角暴露可模拟建筑物表面的条件，45。或当

          地纬度角1」暴露可用来与建立的数据库相比较。

7.2 暴露地点

    暴露试验地点应该在远离树木和建筑物的空地上。对于向南450倾斜角的暴露，在东、西、南方向仰

角大于20。及在北方向仰角大于45。范围内没有任何障碍物，包括附近的框架。对于小于30。倾斜角的暴

露，则在北方向大于20。的仰角范围内不应有任何障碍物。除非应用条件有其他要求，推荐保持自然土

壤覆盖，例如，气候温和地区的草地，或沙漠地区稳定的沙地。有植物生长则应该经常割短。
    此外，对于某些应用，可能需要暴露于包括丛林或森林的阴暗地区，以评价生物生长、白蚁和腐烂草

木的影响。选择这样的地区时要注意确保:

    a)阴暗地点真实代表了整个试验环境。

    b)暴露设施和通道不会显著影响或改变该环境

    注 9 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结果，大气暴露试验应该在多个不同环境地点进行，特别是在接近那些预期的使用条件的

          地点。至于气候条件的指导见 10.2

了.3 试样的说明

    除非另有规定，用于测定颜色和机械性能变化的试样应以无应变状态暴露。
    除非需要用背衬去支持试样或者模拟使用条件(见5.1)，试样应该在没有背衬或支持(不是为保持

它的位置所要求的)的情况下暴露，并且它们的背面应该裸露于大气中。如果试样的背面使用背衬或支
撑物，受暴露样品应被视作由试样加背衬或支持物组成。

    注 10 背衬和整个支撑物会明显影响暴露样品的温度，因为背衬影响试样非暴露侧的热绝缘。

    当材料预期的用途要求它必须在与特殊的衬垫材料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暴露，则可以改变试验以考
虑这个要求。

暴露阶段

    不论暴露试验地点如何，试样经相同暴露阶段后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变化。所规定的暴露阶段仅被

看作该暴露所引起的材料性能变化程度的一种表示。通常认为暴露结果与暴露地点的特征有关。
    测定试样性能变化的暴露阶段是按以下方法之一规定的。

8.1 暴露期

采用说明:

11 ISO 877:1994中只提及450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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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另有规定，暴露阶段应使用从下面选出的暴露期

    月:1,3,6,9

    年:1,1.5,2,3,4,6

    少于一年的暴露试验其结果取决于这一年进行暴露的季节。较长的暴露阶段，季节的影响被均化
了，但试验结果仍然取决于开始暴露的季节(例如始于春季还是始于秋季)。

8.2 太阳辐射量

    在进行大气老化暴露时，由于太阳辐射是塑料老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暴露阶段可以按试样接

受的太阳辐射量而定。尽管用总太阳辐射量确定暴露阶段仅是可选方法之一，但在本标准规定的暴露试
验里，每个暴露阶段都应该测定和报告总太阳辐射能。

8.2.1 用仪器测定太阳辐射能量的方法

    用来测定辐射能量的仪器应该安置在样品暴露试验架区的附近。
8.2.1， 太阳辐射总暴露量

    对于暴露试验，太阳辐照度应该用总日射表测定(见5.2.1.1)，其接受器的平面平行于暴露试验架

的平面。太阳辐照度经记录并积分给出每个暴露阶段所接受的总太阳辐射暴露量，以J/mz表示。如果

在与水平线大于10。的角上安置总日射表，要注意确保不容许有物体反射不均衡的太阳光到接收器上，

并且确保总日射表与暴露试样的前景尽可能匹配。总日射表的玻璃圆顶应该每天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清洗，并且用柔软的擦镜纸擦干。

8.2.1.2规定的波长范围内的辐射能量
    用来测定总太阳辐照度的总日射表和直射日射表除测量紫外辐射和可见光辐射外，还测量所有红

外部分的太阳辐射。尽管红外部分的能量确实会影响暴露样品的温度，但对塑料的大气老化没有任何直

接光化学效应，所以最好把太阳辐射测量限制在有光化学活性的波长范围内，这主要是太阳光谱的紫外

部分。

    例如，用符合5.2.1.3规定的紫外总日射表可测定在300 mm至400 mm宽谱带波长范围内的太

阳紫外辐射。另一种方法是用符合5.2.1.4规定的窄谱带紫外日射表来跟踪暴露阶段。在这两种情况
下当紫外日射表用作确定或者监测暴露阶段时，要按照8.2.1.1中的方法来安置和保养

    紫外辐射暴露量的测量和记录应该以J/mz表示。

8.2.2 日晒牢度蓝色羊毛标准

    按GB/T 8426的规定用日晒牢度蓝色羊毛标准评价耐光色牢度。
    注11:在干燥状态下，最好用有覆盖和未畏盖的蓝色羊毛标准进行对比试验来检查盖子对入射光是透明的

    目前检测仪器或标准材料还没有理想的灵敏度可用于监控所有材料的暴露。虽然大多数材料对太

阳光谱的紫外区的短波端特别敏感，但不同材料对光的细微敏感特性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其化学组成和
添加物的性质。

9 程序

9.， 样品安置一般程序

    用惰性材料的夹持装置把试样装在框架上或者装在支持架上。确保连接件之间和板条之间有足够

的空间，以便为暴露后的光学测试和机械测试留出一个足够尺寸的未遮盖的测试区。确保用于机械测试

的试样按照其形状的不同，例如有缺口的、带状的等，适当加以固定，确保不会因固定方法而对试样施加

应力 。

    在每个试样的背面作上不易消除的记号以示区别。要避免记号划在可能影响机械测试结果的部位

为检查方便，可以保留试样安放的布置图。

    如果需要，可在试验期间用耐老化的不透明物盖住每个试样的一部分，在暴露区的旁边形成一个未
暴露的遮盖区以进行相互比较。这种方法可用于检查暴露试验的进程。但报告数据应以试样与贮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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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暴露的对比试样的比较为准。

    注 12:常用一种或多种已知性能的材料制成的试样，在相同时间内暴露，监控暴露的严酷程度.

9.2 辐射仪和标准材料的安置

    按照8.2的规定安置辐射仪或标准材料。按照9.1中安置试样的方法安置蓝色羊毛标准，并且要靠
近试样，确保满足附录A的要求。
    注13:为纺织品试验而提出的蓝色羊毛标准已应用于塑料试验。当用来确定塑料的暴露阶段时.人们承认这个方法

            有严重的局限性，

9.3 气象的观察

    记录所有的气象条件和会影响试验结果的变化。

9.4 试样的暴露

    除非应用规范有要求，在暴露期间不应清洗试样。如果需要清洗，要用燕馏水或等效纯度的水清洗，

小心以免擦伤损坏试样表面。

    应定期地检查和保养暴露地点，以便记录试样的一般状态和修复损坏或破坏的设备，并重新固定松
动的样品，特别是在暴风雨后。

9.5 性能变化的测定

    试祥经过一个或多个暴露阶段后，从试验装置上取下，并按GB/T 15596和适当的测试方法测定外
观、颜色、光泽和机械性能的变化。

    暴露后要按照状态调节要求的期间尽快进行测试，并记录暴露终止和测试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
    根据早期的试验结果考虑是否调整后续的试验周期。

10 试验结果的表示

10.1 性能变化的测定

    按国家标准的程序和试验方法(见GB/T 15596)测定所需的性能变化。
10.2气候条件
10.2.1 气候的分类

    我国气候分为六种类型(见附录B),

    所给出的气候分类法是根据气候条件对塑料的大气老化性能的影响来确定的，预料各种不同气候

条件的影响会有明显不同。

    作为对这个区域分类的关键影响，海洋和工业条件可能会对本区域的基本气温条件产生明显不同
的影响。这些特殊条件构成了试验地点的小气候。例如，在沿海地区，那里的大气可能含有微量盐，却常

常是干净的，受暴露的样品可接受到较大量的太阳辐射，其老化可能比非沙漠的内陆地区更快。在工业
区内，大气污染和留在样品上的灰尘减少了太阳辐射的影响，尽管污染和灰尘同时又会使湿气的影响更

为明显。

10.2.2 气候的观察

    地区气候一般要按类型和特殊条件作说明，还应通过以下细节的观察作补充。

10.2.2.1 温度

    a)日最高温度的月平均值;

    b)日最低温度的月平均值;

    c)月最高温度和月最低温度。

10.2-2.2 相对湿度

    a)日最大相对湿度的月平均值;

    b)日最小相对湿度的月平均值;
    c)月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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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 暴露阶段的程度(数值)

    a)经过时间(月、年);

    b)太阳辐射总暴露量，用J/mz表示。

10.2.2.4 雨量

    a)月总降雨量，用mm表示;

    b)凝露而成的月总潮湿时间，用h表示;

    c)降雨而成的月总潮湿时间，用h表示。

10.2-2.5 潮湿时间

    a)日潮湿时间百分率的月平均值;

    b)日潮湿时间百分率的月变化范围。

10.2-2.6 其他观察

    其他观察如风速和风向，任何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和性质，总紫外辐射暴露量(如果测量过)以及任
何特殊的地方特征也都应记录。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该包括以下资料:

    a)样品的详细说明

      1)样品和它的来源的详细说明;

      2)配料的详细说明，如固化时间和温度(当有此操作时);

      3)试样的制备方法。

    b)使用的试验方法

    c)试验详细情况

      1)暴露方式(例如倾斜和方位定向);

      2)暴露场地的位置和详细说明(例如纬度、经度、高度、每年的气候特征等等);

      3)引自附录B的气候类型，给出参考依据;
      4)遮盖物、背衬、支持架和连接物，如果使用了则应说明;

      5)测定暴露阶段的方法;

      6)总太阳辐射量、紫外总辐射量，包括测量使用的方法;

      7)清洗细节(如果有清洗则应说明)。

    d)试验结果

      1)样品投放时间、使用的暴露阶段以及从暴露架上取下样品到性能测定之间的时间间隔;

      2)气象数据;

      3) GB/T 15596要求的结果表示。
    e)试验 日期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www.freebz.net
www.freebz.net


GB/T 3681-2000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使用蓝色羊毛标准测t光能11

A1 概述

    蓝色羊毛标准由纺织物试验发展而来，由于它的有效性，历史上也应用于塑料。因为塑料比那些常

规的纺织物光加速试验需要更长的暴露时期，所以在连续使用情况下引入8级标准。
    由于蓝色羊毛标准和塑料对光敏感性存在差异，蓝色羊毛标准在塑料的应用很值得怀疑，然而它们

现成的有效性和根据它们的数据积累证明这依然是应用于塑料暴露试验的一种需要。

A2 步骤

    同时暴露一组蓝色羊毛标准(GB/T 8426)，包括一组从1至8的带条。

    根据表A1通过用灰卡4级(GB 250)比较暴露和未暴露蓝色羊毛的色差，决定辐射量(暴露阶段)。

因此，当标准1和灰卡4级的色差相等时，达到暴露阶段 1/1;当标准2和灰卡4级的色差相等时，便是

达到了暴露阶段2/1;以此类推到灰卡4级的暴露阶段8/1,

    为确定各暴露阶段到达时间，应对日晒色牢蓝色标准作经常性的检查。

    当达到暴露阶段8/1时，弃掉第一组蓝色标准，安放上第二个新的标准8，连续暴露直至第二个标

准8与未暴露的标准8比较表现的反差等于灰卡4级为止，此时的暴露阶段为8/20

    然后弃掉第二个标准8，安放上第三个新的标准8，当此标准又表现出4级时，即是达到了暴露阶段

8/3,

    根据需要重复进行，得到暴露阶段8/4,-·一 ，直到81N(见表All,

    注:只有当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8级标准

                                      表A1 暴露阶段

            阶 段 { 描-一 采

    蓝色标准1变化至灰卡 4级

    蓝色标准 2变化至灰卡4级

    蓝色标准 3变化至灰卡4级

    蓝色标准 4变化至灰卡4级

    蓝色标准 5变化至灰卡4级

    蓝色标准 6变化至灰卡4级

    蓝色标准 7变化至灰卡4级

第一个蓝色标准 8变化至灰卡4级

第二个蓝色标准 8变化至灰卡4级

第N组蓝色标准 1变化至灰卡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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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我 国主要的气候 类型

表 BI 我国主要的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 特 征 地 区

热带气候

        气候炎热，湿度大

年太阳辐射总量5 400̂ 5 800 MJ/m'

        年积温>8 000̀C

      年降水量>I 500 mm

雷州半岛以南

    海南岛

台湾南部等地

亚热带气候

    湿热程度亚于热带，阴雨天多

年太阳辐射总量3 300̂ 5 000 MJ/m'

      年积温8 000̂-4 500̀C

    年降水量 1 000̂-1 500 mm

长江流域以南

  四川盆地

台湾北部等地

温带气候

      气候温和，没有湿热月

年太阳辐射总量 4 600̂-5 800 MJ/m'

      年积温4 500̂ 1 6000C

      年降水量 600̂-700 mm

秦岭、淮河以北

  黄河流域

东北南部等地

寒温带气候

        气候寒冷，冬季长

年太阳辐射总量4 600̂-5 800 MJ/m'

        年积温<1 6000C

      年降水量 400̂ 600 mm

    东北北部

    内蒙古北部

新疆北部部分地区

高原气候

气候变化大，气压低，紫外辐射强烈

年太阳辐射总量6 700̂-9 200 MJ/m'
        年积温<2 000 C

        年降水量<400 mm

青海、西藏等地

沙漠气候

气候极端干燥，风沙大，夏热冬冷，温差大

年太阳辐射总量6 300̂-6 700 MJ/m'

          年积温<4 000 C

        年降水量<100 mm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

内蒙西部等沙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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