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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

主要应用于平板式、使用长弧脉冲型风冷氙灯的

老化箱箱体中。它公开了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是

规则的中空等边梯形立方体，工作室的内表面是

反光板，工作室的顶部上方有贴近放置的氙灯灯

管，氙灯灯管下方的工作室顶部相应位置是滤光

片，氙灯灯管被弧形镀膜反光罩罩住，镀膜反光

罩外有灯罩，工作室后侧板上与氙灯灯管尾端在

同一垂直线上的位置处设置有辐照度传感器，工

作室的中下部水平设置有辐照托盘。本发明的优

点是使老化箱的工作室内曝晒面上的辐照度更

加均匀，使样品的老化测试结果更加可靠，更具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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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包括灯箱冷却模块、温度控制模块和湿度控制模块，

其特征在于：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是规则的中空等边梯形立方体，工作室的内表面是反光

板，工作室的顶部上方有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氙灯灯管下方的工作室顶部相应位置是滤

光片，氙灯灯管被弧形镀膜反光罩罩住，镀膜反光罩外有灯罩，工作室后侧板上与氙灯灯管

尾端在同一垂直线上的位置处设置有辐照度传感器，工作室的中下部水平设置有辐照托

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工作室的内表面

和镀膜反光罩均是95%以上反射率的反光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工作室内表面的

反光板和镀膜反光罩是95%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铝板，或是95%以上反射率的纳米反光涂层

板，或是95%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银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工作室顶部上方

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数目为一根，其位置在工作室顶部中间，工作室后侧板的中间位置有

一个辐照度传感器，或工作室顶部上方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数目为三根，其位置分别在工

作室顶部中间和左右两侧边沿，三根氙灯灯管彼此平行设置，工作室后侧板上与所述三根

氙灯灯管尾端在同一垂直线上的位置处分别设置有一个辐照度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灯箱冷却模块包

括灯箱、灯箱冷却风管、灯箱冷却风机和灯箱排气管，灯箱位于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上方，

氙灯灯管置于灯箱内，灯箱底部连接有灯箱冷却风管，灯箱冷却风管连接灯箱冷却风机，灯

箱顶部有灯箱排气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湿度控制模块包

括湿度传感器、加湿器、新鲜风进风风机、工作室循环风机、工作室循环风管、工作室与工作

室排气管的连接管和位于工作室顶部的工作室入风管，加湿器位于工作室下方，加湿器连

接新鲜风进风风机，新鲜风进风风机连接工作室循环风管，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到工作室

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连接工作室入风管，工作室循

环风管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上安装有温度与湿度传感器

安装板，湿度传感器安装在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温度控制模块除

了前述共用的湿度控制模块，还包括温度传感器、加热器、止回阀和工作室出风口、工作室

排气管，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上，加热器安装在工作室循环风管上，

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机，工作室的后侧板下方有工作室出风口，工作室出

风口和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连接，止回阀安装在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

管和工作室排气管之间，工作室排气管设置在工作室的后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室的两

等边所在侧面与工作室底面成76±2度，工作室后侧板与工作室底面成82±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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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灯老化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氙灯老化箱，它的辐照度很均匀，主要应用于平板式、使用长弧脉

冲型风冷氙灯的老化箱箱体中。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结构主要有鼓式与平板式两种。平板式氙灯老

化箱采用长弧脉冲型的风冷氙灯，其辐照效率比鼓式氙灯老化箱高，但由于平板式氙灯老

化箱通常是采用一支或三支氙灯作为光源，并且不像鼓式氙灯老化箱一样可以围绕着光源

旋转，这导致了暴晒面上的辐照非常不均匀。因此，有必要设计出一种辐照度均匀的平板式

氙灯老化箱以便克服辐照不均匀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平板式氙灯老化箱的辐照不均匀性，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辐照度均匀的氙

灯老化箱，其结构可以使老化箱工作室内的辐照不均匀度大大降低，使工作室内曝晒面上

的辐照度更加均匀。

[0004] 在三支氙灯作为光源的情况下，工作室内暴晒面的辐照不均匀度可以降低至5%以

下。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灯箱冷却模块、温度控制模块和湿度控制模块，

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是规则的中空等边梯形立方体，工作室的内表面是反光板，工作室的

顶部上方有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氙灯灯管下方的工作室顶部相应位置是滤光片，氙灯灯

管被弧形镀膜反光罩罩住，镀膜反光罩外有灯罩，工作室后侧板上与氙灯灯管尾端在同一

垂直线上的位置处设置有辐照度传感器，工作室的中下部水平设置有辐照托盘。

[0006] 进一步地，工作室的内表面和镀膜反光罩均是95%以上反射率的反光板。

[0007] 工作室内表面的反光板和镀膜反光罩可以是95%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铝板，可以是

95%以上反射率的纳米反光涂层板，也可以是95%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银板。

[0008] 当工作室顶部上方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数目为一根时，可将其设置在工作室顶部

正中间，工作室后侧板的中间位置设置有一个辐照度传感器，辐照度传感器在氙灯灯管尾

端正下方；当工作室顶部上方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数目为三根时，其位置分别在工作室顶

部中间和左右两侧边沿，三根氙灯灯管彼此平行设置，工作室后侧板上与所述三根氙灯灯

管尾端在同一垂直线上的位置处分别设置有一个辐照度传感器，三个辐照度传感器分别位

于氙灯灯管尾端正下方。

[0009] 老化箱使用时，有温度和湿度的使用要求，为保证使用效果，设置有灯箱冷却模

块、温度控制模块和湿度控制模块。其中，灯箱冷却模块包括灯箱、灯箱冷却风管、灯箱冷却

风机和灯箱排气管，灯箱位于氙灯老化箱的工作室上方，氙灯灯管置于灯箱内，灯箱底部连

接有灯箱冷却风管，灯箱冷却风管连接灯箱冷却风机，灯箱顶部有灯箱排气管。

[0010] 湿度控制模块包括湿度传感器、加湿器、新鲜风进风风机、工作室循环风机、工作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211765 A

3



室循环风管、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和位于工作室顶部的工作室入风管，加湿器

位于工作室下方，加湿器连接新鲜风进风风机，新鲜风进风风机连接工作室循环风管，工作

室循环风管连接到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连接

工作室入风管，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上

安装有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湿度传感器安装在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上。

[0011] 温度控制模块除了前述共用的湿度控制模块，还包括温度传感器、加热器、止回阀

和工作室出风口、工作室排气管，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上，加热器安

装在工作室循环风管上，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机，工作室的后侧板下方有

工作室出风口，工作室出风口和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连接，止回阀安装在工作

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和工作室排气管之间，工作室排气管设置在工作室的后面。

[0012] 为使氙灯老化箱工作室内的辐照不均匀度进一步下降，可将工作室的两等边所在

侧面与工作室底面设置成76±2度，工作室后侧板与工作室底面设置成82±2度。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使老化箱的工作室内曝晒面上的辐照度更加均匀，使样品

的老化测试结果更加可靠，更具可比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氙灯老化箱工作室的构造示意图（无灯罩）。

[0015] 图2是本发明氙灯老化箱工作室背面的构造示意图（无灯罩）。

[0016] 图3是本发明氙灯老化箱工作室的正视图（无灯罩）。

[0017] 图4是本发明氙灯老化箱的构造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氙灯老化箱的又一构造示意图。

[0019] 图6是图5的侧视图。

[0020] 其中，1-工作室排气管，2-灯箱排气管，3-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4-工

作室，5-工作室入风管，6-灯罩，7-灯箱，8-灯箱冷却风管，9-加热器，10-工作室循环风管，

11-灯箱冷却风机，12-工作室循环风机，13-新鲜风进风风机，14-加湿箱，15-辐照度传感

器，16-止回阀，17-湿度与温度传感器安装板，18-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19-工作室出风

口，20-工作室后侧板，21-工作室两侧面，22-镀膜反光罩，23-循环风管连接管，24-工作室

正面边板，25-辐照托盘，26-滤光片，27-氙灯灯管，29-反光板，30-湿度传感器，31-温度传

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图1-3示出了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的构造，由图中可见：工作室4的形状规则，是一

个中空的等边梯形立方体，工作室4的正面四周有边板24，工作室4的两等边所在侧面21与

工作室4底面成76度，工作室后侧板20与工作室4底面成82度，这两个角度都允许有正负2

度。工作室4的整个内表面是反光板29，工作室4的顶部上方有贴近放置的氙灯灯管27，氙灯

灯管有三根，分别设置在工作室4顶部中间和左右两侧边沿，三根氙灯灯管27彼此平行，工

作室后侧板20上与三根氙灯灯管27尾端在同一垂直线上的位置处分别设置有一个辐照度

传感器15，辐照度传感器15安装在工作室后侧板20的中部。氙灯灯管27下方的工作室4顶部

相应位置是滤光片26，滤光片26是石英玻璃，氙灯灯管27被弧形镀膜反光罩22罩住，镀膜反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9211765 A

4



光罩22外有灯罩6，工作室4的中下部水平设置有辐照托盘25，辐照托盘25为暴晒区，样品放

置在辐照托盘25上。工作室4顶部的三根氙灯灯管27之间平行设置有工作室入风管5，工作

室后侧板20的下部设置有多个工作室出风口19。

[0022] 为取得最好的辐照均匀度，本最佳实施例的反光板29和镀膜反光罩22均采用95%

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铝板，当然了，满足95%以上反射率的其他材料板也是可以的，例如95%以

上反射率的纳米反光涂层板，或是95%以上反射率的镜面银板。

[0023] 图4-6示出了本发明氙灯老化箱的构造示意图，灯箱7位于工作室4的上方，氙灯灯

管27和其外的灯罩6以及工作室入风管5置于灯箱7内，灯箱7底部连接有灯箱冷却风管8，灯

箱冷却风管8连接灯箱冷却风机11，灯箱7顶部连接有灯箱排气管2。加湿器14位于工作室4

的下方，加湿器14连接新鲜风进风风机13，新鲜风进风风机13通过循环风管连接管23与工

作室循环风管10连接，循环风管连接管23连接至工作室入风管5，工作室循环风管10连接到

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3，工作室循环风管10还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机12，止回阀

16安装在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3和工作室排气管1之间，工作室循环风管10上安

装有加热器9，工作室循环风管10连接有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18，工作室循环风管连接管

18上安装有温度与湿度传感器安装板17，湿度传感器30和温度传感器31分别安装在温度与

湿度传感器安装板17上。工作室出风口19和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3连接，工作室

排气管1设置在工作室4的后面。

[0024] 三支长弧氙灯灯管27集中在灯箱7里面，灯箱冷却风机11吸取环境的新鲜风经过

灯箱冷却风管8连通给灯箱7散热，热空气通过灯箱排气管2排出。

[0025] 加湿箱14内置超声波加湿器，湿气被新鲜风进风风机13带入工作室循环风管10，

经过工作室与工作室排气管的连接管3进入工作室入风管5，最后进入工作室4内。湿度大小

通过调节超声波加湿器的加湿量控制。

[0026] 工作室4内的温度也通过调节新风的进入量进行调节，过程为：工作室循环风机12

持续工作，维持温度与湿度的均匀，起到整个工作室4及风管内循环的作用。温度通过新鲜

风进风风机13吸入的新风，控制新风的风量进行降温调节，并且通过加热器9进行温度补

偿，新风通过加湿器14被风机吸入。当新风进入时，把工作室内热气通过止回阀16排到工作

室排气管1，向机外排出。

[0027] 在以上的最佳实施例情况下，氙灯老化箱的辐照不均匀度可降低至5%以下，例如

3%。但，有时对氙灯老化箱的辐照不均匀度要求不那么高，此时，可将氙灯灯管27的数目减

至一根，放置在工作室4的顶部中间位置，相应位置的辐照度传感器也减至一个即可。反光

板29和镀膜反光罩22也可采用低于95%反射率的其他材料板。工作室4的形状也可以调整。

总之，要将以上最佳实施例进行改劣，以上都是可实施的手段。

[0028] 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思路和技术思想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

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原理，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所改变，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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