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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 17514:2004《计时仪器  光致发光涂层  试验方法和要求》。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6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泰坦

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格雅表业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金霸王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山东康巴

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卓越电子有限公司、漳州市英姿钟表有限公司、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新源

光学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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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仪器  光致发光涂层  试验方法和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计时仪器的各种光致发光涂层的试验方法及其相关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B/T 1988—2007  计时仪器的辐射发光规定（ISO 3157:1991，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致发光涂层  photoluminescent deposit 

涂敷在载体上可以蓄积能量并以光的形式释放能量的非放射性物质。 

3.2  

亮度  luminance 

对远距离观察者而言单位面积内的发光强度。 

注：用纳坎德拉每平方厘米（ncd/cm2）表示。 

3.3  

亮度衰减系数  luminance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亮度随时间减弱的关系函数。 

3.4  

易读性  legibility 

可以清晰分辨发光部件的程度。 

3.5  

易读性极限  legibility limit 

可以清晰分辨发光部件的最低发光强度。 

3.6  

发光强度  luminous intensity 

对远距离观察者而言光的强度。 

注：用 nc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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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和要求 

4.1 样品试验 

4.1.1 试验样品 

应将（30±1）mg 的光致发光涂层均匀涂敷在白色覆盖的金属载体末端面表面，涂覆面积为

（1±0.03）cm
2。 

白色应是 RAL（Reichsausschuss für Lieferbedingungen）色域中的安全白 No. 9003。 

4.1.2 颜色 

标准颜色应是在QB/T 1988—2007 中4.2.1定义的颜色。颜色的检查应在无太阳光直射环境下目测。

也可选择采用CIE 1976 L*a*b*中的测量方法。 

4.1.3 发光强度和亮度 

试验样品的发光强度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查： 

a） 在环境温度下，将试验样品放置在黑暗环境中至少 8 h； 

b） 将试验样品用 D65 标准光源在 200 lx 照度下照射 30 min 或 400 lx 照度下照射 20 min，然后将

样品放入黑暗环境中； 

c） 样品放置 30 min、90 min 和 180 min 时，分别使用光度计测量发光强度。如需达到易读性极限

所需的时间或需要亮度衰减系数时，曲线可以外推至亮度 40 ncd/cm
2。 

在 b）和 c）的整个试验期间，环境温度应为（23±2）℃，相对湿度应为（50±15）% 。 

4.1.4 耐老化 

试验样品的耐老化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按 4.1.3 测量试验样品的发光强度； 

b） 将试验样品暴露于 QB/T 1988—2007 中 4.4.2 所述的紫外线、湿度和温度环境中，暴露时间应

延长至 48 h； 

c） 目测检查试验样品，不应有变色、裂纹、损伤、断裂和脱落现象； 

d） 在黑暗环境中放置 24 h 后再次测量发光强度（按 4.1.3），发光强度损失应小于 10 %。 

4.1.5 耐高低温 

试验样品的耐高低温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按 4.1.3 测量试验样品的发光强度； 

b） 将样品放置在温度为（80±5）℃和相对湿度为（50±15）%的黑暗环境中 1 h； 

c） 再将样品放置在温度为（－20±5）℃的黑暗环境中 1 h；从（80±5）℃到（－20±5）℃所经

历的时间应至少为 30 min； 

d） 目测检查试验样品，不应有变色、裂纹、损伤、断裂和脱落现象； 

e） 再次测量发光强度（按 4.1.3），发光强度损失应小于 10 % 。 

4.2 零件试验 

4.2.1 总则 

当在一组零件上进行试验时，试验可以仅在一个零件或一组零件或整个计时仪器上进行。 

4.2.2 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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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敷光致发光涂层零件的易读性应按下列步骤检查： 

a） 在环境温度下，将光致发光涂层覆盖的零件放置在黑暗环境中至少 8 h； 

b） 将光致发光涂层覆盖的零件用 D65 标准光源在 200 lx 的照度下照射 30 min 或在 400 lx 的照度

下照射 20 min，然后将其放置在黑暗环境中； 

c） 放置 3 h 后，在暗室中对光致发光涂层覆盖零件的易读性进行目测检查，之后每小时检查一次，

易读性的判定标准应为： 

1） 时针、分针应清晰可辨（可视并可区分）； 

2） 表盘/盘面上 12 时符方向应清晰可辨（可视并可区分）。 

在规定时间后，易读性极限应符合 QB/T 1988—2007 中 3.2.1 的 d）、e）和 f）所规定的测量发光强

度的 ncd 标值。 

在整个 b）和 c）的试验期间，环境温度应为（23±2）℃，相对湿度应为（50±15）%。 

易读性取决于检查者的视觉灵敏度，并可用光度计进行测量。建议检验员在准备进行目测检查前至

少提前10 min进入暗室。推荐目测检查距离为：手表25 cm，台钟50 cm，挂钟150 cm。 

4.2.3 附着力 

应在按照 QB/T 1988—2007 中 4.5.1 和 4.5.2 进行的试验前和试验后，通过目测对零件上的光致发光

涂层附着力进行检验。光致发光涂层中不应有裂纹、损伤、断裂和脱落现象。 

注：在 ASTM D3359—1997 中所述的胶带试验经常用于实际附着力试验。 

4.2.4 镂空零件试验 

4.1.4 和 4.1.5 中定义的试验可以用于一些特殊的例子，特别是当光致发光涂层填充镂空部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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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包括下列信息： 

a）样品的标识，包括来源、接收日期和制作日期； 

b）抽样方法； 

c）对本标准的引用； 

d）测量值和观察结果； 

e）试验步骤带来的偏差（如有必要）； 

f）检查期间观察到的异常情况； 

g）试验日期； 

h）操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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