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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台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工EC 68-2-290987年第二版)《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

泄; 试验Et)和导则:碰撞》

    这样，使这项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同，以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需要

    本标准代替GB 2423. 6 -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f4,试验规程 试验Eh;碰撞试验方法》和GB

?424. 1-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碰撞试验 7̀则》。

    GB 2423. 6-81和GB 2424.4-81是参照IEC 68-2-29(1968年第一版)《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

部分 试验 试验Eb:碰撞》起草的。两者之间除内容和文字编排上有不同之处外，其主要区别在十:

      一在严酷等级中增加了:50 m/s2,16 ms;50 m/s2,11 ms;I00 m/s2,11 ms三个等级;

    一一将IEC 68-2-29一项标准的正文和附录分成了《碰撞试验方法》和《碰撞试验导则》两项标准。

    -一 增加了对结构和性能完全对称的试验样品的试验要求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编写格式和规则上都与IEC 68-2-29(1987)第二版完全相同。本标准与前版的

r要区别在于:

    一一 增加了引言;

        增加了第3章定义;

    — 对碰撞试验的脉冲波形及容差作r修改;

    一 对测量系统的频率特性要求作r修改;

    一 在rE酷等级中删去了:50 m/s', 16 ms; 50 m/s2,II ms; 100 m/s', 11 ms 个等级 增加了:

150 m/s',6 ms;l 000 m/s2,2 ms两个等级;碰撞次数及试验方法也作r修改;

    -一 将原 一个附录分为两个附录，即附录A和附录B，并在内容卜也作了补充修改。

    本标准是按GB/T 1. 1--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第一部分:标准

编写的基本规定》进行编写的，保留了该国际标准的前言.同时增加了“本国前言”

    f列4项标准与本标准均属撞击试验范畴，有关规范应恨据产品的使用和运输的具体情倪选择合

适的试验方法(见附录B)

    一 GIl/T 2423. 5-199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和导则:冲击;

    一 GB/T 2423. 7-199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I:c和导则倾跌与
        翻倒(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一一(G13/T 2423.8-199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自由跌落:

      --GB 2423. 39-9。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E。弹跳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上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II,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七院标准化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书富、盛祖尧、陈鹤年、金宝根、徐认义、王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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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 言

1)国际电上委员会((IEC')关于技术问题的IF式决议或协议，是山对该1q题特别关心的[li I家委员会

代表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它们尽可能地表达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的 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_h使用，在这种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川于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国际屯工委员会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在本国条件许f7的情if-

川IEC推荐标准作为他们的[l1J家标准。IEC推荐的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I', '1尽

在国家标准中明确地说明

育羹
本标准是由IEC第5。技术委员会(环境试验)的5oA分技术委员会(冲击和振功试验)制定的

这次出版的比c68-2-29的第二版代替1968年发行的第一版。其间。土982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83

年作r第_二次修改。

本标准是根据下列文件制定的:

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50A(中央办公室)工63 5()A(中央办公辛)170

50A(中央办公室)171 50A〔中央力、公室)174

    更详细的资料可查阅仁表所列的表决报告

    本标雕引NJ 1'列IEC标准:

    68-1(1982):笨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1部分:总则和导则

    682ii -r-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部分:试验

    68-2-27(1986)试验Ea和导则;冲击

    68 231(1969):试验Ec:倾跌与翻倒(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68-2-32.(1975):试验Ed:自由跌落

    68-2-47(1982):元器件、设备和其它产品在冲击(Ea),碰撞(Eb),振动(F。和Fa)和稳态加速度

(G)等试验中的安装和导则

    6825,,;试验E。和4-则:弹跳

    121 3--1第3部分 环境参数分类及其F酷程度分级 贮存

    721-3-5(1985)第3部分:环境参数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地面车辆用引用的其他标准:
    IS() 2041(1975);振动和冲击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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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 方法

试 验 Eb和 导 则 :碰 撞

    GB/T 2423

idt IEC 68-2-29

    了弋林GB 242:,

            丈二卜 }.,3q

6 1995

1g87

Environmental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Test methods

                Test Eb and guidance: Bump

引言

    术试验适用f元器件、设备和其他电工电子产品(以「简称样ut;，这些样品在运输或使用期问川一能

i受到I](复冲【!了碰撞试验也可作为确定样品在结构强度方!f1 iYJ满意设计的一种方法 或作为质1z:1_控制

0手段。碰憧试验基本f-:在于使样品在碰撞试验机上经受具有规定的峰值加速度fA持续时问的标准脉

冲的I_复冲，1-1.

注 术语“碰撞试验机”a穿于本标准，但并不排除施加碰撞的其他方法

有关规范的编写者将在第11章中得知在规范中所要给出的内容并在附录A中给出,1},要的指导

1 目的

    提世 一种确定样品承受规定严酷等级碰撞能力的标准试验方法。

2 一般说明

    本标准是根据用规定峰值加速度和持续时间的半正弦脉冲 炸规定重复次数的要求来 端写的，

    本议验的目的是为r确定由重复冲击所引起的累积损伤或所规定的性能是否下降、然后利用这此

资料并结合有关规范来决定产品是否接收「「在某些情况下，本试验也可用来确定样品结构的龙好性或作

t l61ic}% i11的手1s,(见A3章)

    本试验卞要是针对非包装样品 以及在运输箱中其包装可以看作产品本身一部分的样品

    碰撞试验不是用来重现在实际中所经受到的碰撞，在可能的情况下施加于样品的试验严酷等级应

能模拟在实际运输和上作环境中所经受到的碰撞效应，如果试验的口的是为了评价结构的完好性，4i1 G̀v

满足设计要不(见A3帝)。

    在条件试验期间，样品应始终紧固在夹具和(或)碰撞试验机_L。

    为犷便1一使用，木标准的正文部分列出r所要参阅的附录A的条目，正文部分的茶目也列入了阳

，x̀八，以供参阅

    本标准应与GB 2421 -89《电工电子产品一纂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一道使用。

3 定义

本标准所使川的名词术语采用GB/T 2298《机械振动与冲击术语》中的规定

就木标准向言，还需使用h列附加术语: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08-29批准 1996-08-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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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固定点 fixing point

    样Id')和夹k{_或与碰撞试验机台面相接触的部分 此处在使用中通常是固定样品地方

3.2检Mil点 。heck point
    最接近碰撞试验机台面中心的固定点.当到碰撞试验机台面具有更好的刚性连接的固定点时.则应

使用该点作检测点。

    注 本术语适用于仅有 一个指定检测点的情况 GB 2423Y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其乙标准中是用 1个以匕的检

        测点来对试验进行控制的

3.3 碰憧试验的严酷等级 bump severity

    碰撞试验的严酷等级由峰值加速度、标称脉冲持续时间和碰撞次数组成

3.4速度变化里 velocity change
    山于要施加规定的加速度而引起的速度突然变化的绝对值

    川_:如果速度变化发生的时间比所涉及到的激励脉冲基本周期短.则通常认为这样的变化是突然的

15 标准加速度 K.

    地球引力引起的标准加速度，它随着高度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变化。就本标准而言>g。的fft取

1Onlis '

4 试验设备描述

4. 1 特性要求

    当碰撞试验机和(或)夹具装上样品时.在检测点上所施加的碰撞应具有小列特性。

4 1.1 基本脉冲波形

    侮 半正弦脉冲的真值应在图1实线所示的容差范围内。

    甘::当不能获得落在规定容差范围内的脉冲波形时，有关规范应规定另一种可采用的方法(见a4章)

积分时间

    15口

一_2A.48A
立

+0.2A

一;“，
-0.2A

一 村.2A

一 日

一 ,,. 2A

0.4D 0.1D

2.4 D=叭

fiD二T.

                一标称脉冲线;一容差范围线;1)一标称脉冲的持续时间;A一标称脉冲的峰值加速度;

                T: 用常规碰撞试验机产生碰撞时、应对脉冲进行监测的最短时间;

                        Ta用电动振动台产生碰撞时，应对脉冲进行监侧的最短时问

                              图1 碰撞试验的脉冲波形(半正弦)

4.，.2 重复频率

    4i复频率应使二次碰撞之间样品内部的相对运动摹本上为零。而且检测点f加速度值应在图1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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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极限内(见A6章)。

    注 每秒碰撞 1̂-3次的速率通常是合适的

4.13 速度变化量容差

    实际的速度变化量应在相应的标称脉冲值的+ 20%以内。

    当速度变化量用实际脉冲的积分来确定时，应从脉冲前的0. 4D积分到脉冲后的〔〕一11).此处1>是

标称脉冲的持续时间

  注:如果由于没有精确的装置而不能取得速度变化容差时，有关规范应规定另 一种可采用的方法‘见今1举、、5章 -

4.1.4 横向运动

    在检测点上 垂直于预定方向的正的或负的峰值加速度应不超过预定方间is的标称脉冲峰值加速

度的30 "/o。而且测量系统应符合4.2(见A4章的规定)

    注:如果横向运动的容差不能达到，有关规范应规定另一种可采用的方法(见A9章)

4.2 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的特性应能确定在检测点的预定方向上所测得的实际脉冲的真值在1.1.1所要求的容差

范围内。

    包括加速度计在内的整个测量系统的频率响应对测量精度有明显的影响，因此.整个测is系统的频

率响应在图2所示的界限内(见A4章)。

as+I
I
!
I
I
!

!
I

124dB/oct

f, f, 了(Hz,

脉冲持续时间
低截止额率

      H沉

高截止频率

    kHz

    二

响应超过 1 6B的频率

            kHb,

f.

飞O

1

  9

几

一加

儿

一2

1

图2 测量系统的频率特性

4.3 安装
    在条件试验期间，样品应按它的正常安装方法通过夹具或直接固定到碰撞试验机台面 L, ft安装v

求见GB/T 2423. 43-199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f乙件、设备和其他产}{。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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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Ea),碰撞(Eb),振动(Fc和Fd)和稳态加速度(Ga)等动力学试验中的安装要求和导则》中的规定。

5 严酷等级

    有关规范应规定合适的碰撞F酷等级，除另有规定外，应选用5.1表1中同 一行的 组加速度和持

续时间.再从5.2 ,扣选取碰憧次数(见A3章)。

5.1 脉冲加速度和持续时间

                                  表 1 脉冲加速度和持续时问

峰值加速度A 相应标称脉冲持续时间D 相rw的速度变化址△v

m1,2  (A}) n、5 们1/沁

  100(1())

  15()(15)

  2511(25)

  刁00(90)

1 000(100)

16

6

6

6

2

l. 0

0.6

(〕.9

1. 5

1.2

5. 2 每方向的碰撞次数

      100士5:

      1 000士10:

      4 00()士10,

6 预处理

    有关规范可以提出预处理要求。

了 初始检测

    按有关规范的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测。

8 条件试验

8门 碰撞的施加

8.，.1  )创牛型样品

    除有关规范另有规定外，应在样品的寸个互相垂直轴线的每一方向上施加规定的碰撞次数

    当试验许多相同的样品时，它们可以进行适当的定向安装以使样品能同时承受上述各轴线和方向

上的碰撞(见A6章)

8.1.2 设备V样品

    如果样品的使用和运输安装姿态已知，而且由于碰撞通常是在一条轴线的一个方向(通常是垂}1方

向、卜最显著，所以规定的碰撞次数仅应施加到该方向和该姿态上。如果样品的使用和运输安装姿态未

知，则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在每一方向上施加所规定的碰撞次数(见A6章)

8.2 工作方式和功能监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

    a)样品在碰撞试验期间是否要工作和是否要进行功能监测;和(或)

    b)是否要经受住碰撞。
    对上述两种情况，有关规范应给出接收或拒收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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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恢复

有关规范可以提出恢复要求。

最后检测

按有关规范的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测。

有关规范应给出接收或拒收的判据。

有关规范应给出的内容

当有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时，应给出下列详细内容:

a)特殊情况下的容差(见4.1.1,第A4章);

b)特殊情况下的速度变化(见4.1.3、第A5章);

c)特殊情况下的横向运动(见沈1的;

d)安装方法(见4-3);

e)严酷等级(见5.1,5.2、第A3章);

王)预处理(见第6章);

9)初始检测(见第了章);

h)仅在特殊情况下的碰撞方向和次数(见811、第A6章);

1)工作方式和功能监视(见8.2);

7)接收和拒收的判据(见8.2、第to章);

k)恢复(见第9章);

1)最后测量(见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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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入

(标准的附录、

    导则

A1 引言

本试验提供 一种在试验室内能模拟实际环境效应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样1甘听产‘}的效价叭'). + ' l

品在运输和上作期间实际所经受到的效应相比拟。本试验的基本目的小是为1R现_̀i

为了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试验室所进行的试验能获得 致的结果，本试验给出卜{，参壮址价怀准化

的，并给出合适的容差 数值的标准化可以使元器件按其能经受本标准所给出的试验严酷井级一叮走力来

分类。

为」力一便使用.本附录列出了标准正文的有关条目号。

A2 试验的适用性

    本试验是模拟在陆地运输的车辆上使用和被运输的样品上所产生的效少、讯 陆地运输所产尘的派复

J隆碰撞和颅簸通常是严酷的，并巨在不同的时间周期_L.呈现复杂的和随机的性质. ffil 11,取决I-.路程的t<

短、路面的条件、卡车和拖车的类型等。铁路运输期间的重复性碰撞主要是山f铁轨灼一不工级所弓}小‘的·

并且具有中等强度 铁路车辆的调车、挂钩等也会产性更强的碰撞 对非暇复性摊IIi.用〔脚}-,i25.弓

1995《电t一电]’产品环境试验 第z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更合适‘见附录你。

    碰撞试验适用于安装在车辆卜使用和被运输的样品，样品在运输过程卜{‘的放;?状态又分为紧固和

散装两种情况，对于散装状态卜运输的样品，应考虑采用另一种试验，即G13 2-12弘”一， ILl砚Ii子扩

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Ee:弹跳试验方法》〔见附录卜)。

    碰I#试验是将样品通过夹具或直接刚性地固定到碰撞机台面1一，使其经受到从到妇划 \为受-

碰撞脉冲来进行的。

    凡采用本试验的规范编写者应参考第1I章“有关规范应给出的内容’‘，以确探对;I勺’、，弃月要iL (,;

作出规定

A3 试验严酷等级

    在f,]一能的情况h施加于样品的试验严酷等级应与样品，在其运输或使用期{州'1I经交抽ijj厂一坑 i ,.·

如果试验的「I的是为了评价样品的结构完好跳.则试验严酷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

    运输环境往往比工作环境更严酷，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择的试验严酷等级需要与，:坏万环娜们(漪介

样品总是要经受住运输环境 如果样品需在l一作环境『运行·则不但需要按J愉环峭茶州阴要川立‘洲币

撞试验，而日还需要按仁作环境条件的要求进行碰撞试验 在进行前者的试验}!寸，下t m: j试验 越 一月

能检测;在进行后者的试验时，在试验过程，}，需进行功能检测

    在确定所采用的试验严酷等级时，必须考虑在试验}ti.酷等级和真实环境之间结:} T, 勺。长份

    当真实的t -作和运输环境未知时，应从表Al ,卜选择合适的严酷等级 此表给出厂适川，备忡「别孟

和使用环境的试验严酷等级。表中对各种应用情况所给出的严酷等级不11有强制性、租V汁和典S:'"i.

必须指出的是.实际存在着经受到的严酷等级与表Al中所给出的数值不同的情况

    需要强调的是，碰撞试验是 1种经验试验，并且是一种在强度方面给出一定i'1:佑呀的伏验 已价亡

  精确模拟真实环境的试验

    在确定试验严酷等级时，有关规范的编写者应考虑<:B 9796《电眨电子产W!环特笼kY 二幼卜口旅解

  I度分级》标准.}，的有关内容.以及川、1798.1(电1.电子产品应用环境茶件 44: }f乡川‘)曰 、.几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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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电广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地面车辆使用》等标准的有关规定，应当记住的是曰空这些标准所列出的是

实际中所经受到的冲击长 f f ,而本标准为了尽可能产生与实际使用期间所造成的效应相 致的试验,1 fil

时碰rT.脉冲iT行 r标准化

A4 容差

    当脉冲波形、速度变化虽 .重复频率和横向运动的容差满足要求时，本标准所叙述的方),就具有高

的再现性

    然而，对具有高反作用负载的样品，即质敬和(或)动态特性会彩响到碰撞试验机特性的徉品.仁述

这些容差可能满足不r本标准的要求。这种情况卜·希望有关规范将容差的规定放宽或将‘州}ur所获得的

容差记录在试验报击，!，(见4. 1. 1,4. 1. 3,1.1. 4)

    气试验具有.''} j反作用负载的样品时，必须进行顶调，以检查装仁负载后碰撞台的特性 对廷杂的样

}fi +由于能提供试验的样品可能只有一个或数壁有限，因此正式试验前的重复碰撞.特别她对较少碰掩

次数的试验.可能会导致过试验或无代表性的累积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话，建议用 一个有代表t

的样品‘例如不合格样品)，当没有这种样品时.则必须用一个具有准确质觉和重心位'}N.的模T5来进行碰

撞预调检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模型不可能具有与真实样品完全相同的动态响应。

    如果使用低通滤波器，它的截止频率应这样选择，以致于使基木脉冲的失真可以忽略不计。高频响

应的潜在损伤由前面的其它方法确定，例如振动试验

    图2所示具有滤波要求的测量系统的频率响应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几(-3 dB点)应不低一于:

                                      J.=1. 5/D

式中:/，一截止频率 ,kHz;

      刀一一脉冲持续时问，ms

    包括加速度计在内的整个测量系统的频率响应对达到所要求的脉冲波形和严酷等级是一个重要因

素，因而需要在图2所示的容差范围内。为了减少加速度计固有的高频共振影响，必须要使用低通滤波

R9。为避免通过该测量系统再产生波形失真，则必需考虑测量系统的振幅特性和相位特性(见42)0

A5 速度变化量(见4. 1-3)

    就本试验而言，必须确定实际的速度变化壁。确定速度变化虽的方法很多，其中有:

        对不会引起回弹运动的脉冲，山碰撞速度来确定。

    一 一由加速度 ·时间曲线的积分来确定。

    当规定积分方法时，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实际速度变化量应从脉冲开始前的。41)到脉冲结束后

n. 11)之问的积分来确定.刀是标称脉冲的持续时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使用电积分方法来确定速度

变化's':可能是困难的，并且要使用精确的装置，因此使用这种方法前应考虑试验费用。

      规定速度变化及其相应容差要求的一个目的就是促进试验室达到与标称脉冲相同的碰撞脉冲，即

  脉冲在容差带的巾心部位(见图 1)‘在这种情况下，试验才能保持高的再现性。

    规定速度变化的另一个目的是与冲击响应谱有关，即当归一化频率1L)-- 0.2时州是冲击啊应谱

  的共振频率,1)是脉冲持续时间)，残余响应谱近似干与脉冲的速度变化坛成比例。关1立这方面,i+详细

  的资料见UB/T 2123. 5-1995中的附录Bn

  A6 条件试验(见8D

      试验所选择的轴线和方向，应尽可能代表样品在运输或使用中将会遇到的轴线和方向。

      特别在试验无器件时，允许用最少的碰撞次数来满足规范巾的要求，这主要取决户训门I-试验的{11

  一种样1f11的数枯和安装排列 例如，如果有六个卞r- ill },可用于试验，它们可以按六个不同方向‘交装，从向使

  ,;W撇台仪丫一个}川句卜施加碰撞就可以满足规范的要求 如果有三至兀个徉.钳，，则只需在两份方间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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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样品施加碰撞。同样，如果有两个样品，则应在三个方向卜对样品施加碰撞。对只有一个样品，则需

在六个方向上施加碰撞(见8.1.1)

    对于设备型样品，它们总是按它们的正常安装底座安装在车辆上使用或运输的，因此仅需在该基座

上安装的情况下经受碰撞试验。在运输期间，可能有一个以上安置面的样品.应在有关规范规定的每一

抽线和方向上进行试验。根据试验经验.进行三个互相垂直方向的试验通常就足够自见8.1.2)

    为了保证试验的再现性，要求在两次碰撞之间内部的任何相对运动基本卜为零。否则在样品共振衰

减的不同阶段上会产生共振的再激励，以致会使相同的样品得出不同的试验结果

    注:为了确定上述规定的条件是否被满足，试验工程师可以利用F列公式计豹最高的重复频率。然而该公式不仃

        算供 一般使用，并R.不应纳入规范中

R幻   /._ ./10

式芡
重复频率，次/5;

最低共振频率,Hz

    当不能观察到样品内部的相对运动时，例如封闭式样品，有关规范应指出需采取的措施。在许多情

况下，特别对元器件，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见4.1.2)0

表A1 应用于各种场合的碰撞试验严酷等级典型示例

严 酷 等 级

元 器 件 用 设 备 用峰值加速度

m/s2(9。)

持续时间

      且1】s

每规定方向的

  碰撞次数

100(10 16 1 000
由公路运输的易碎样品，但

不包括越野运输

基本强度试验以及安装在非

越野的轮式车辆 卜使用的设

备或紧固在上述车辆上运输

的设备

150(15) 6 4 000
在运输中出现最大机械负荷

的通用样品的最低强度试验

在固定式的控制设备上或在

重型移动机械中安装的设备

例如在发电厂附近

250(25) 6 1 000

安装在重型越野车上可靠位

置上使用或以紧固状态在卜

述车辆上运输的产品 安装

在机械装卸设备上的产品，

例如码头起重机、叉式起重

机

400(40) 6 1 000
在非便携式设备上使用的运

输的样品

在散装情?R下在轮式车辆

(公路或铁路)卜作临时运输

的产品，例如交货

400(40) 6 4 000 在运输设备L使用的样品

在散装情况下，在任何t̂1式

的公路，铁路，越野午辆上反

复运输的产品

1 000(100) 2 4 000
灯泡和簧片式接触器件，例

如电话机和交换机

注:标称质量低于100 kg的样品，建议只用250 m/s'和400 m/s'的二个试验严酷等级，对100 kg以卜的样品.通常

    采用100 m/s“的试验严酷等级更合适。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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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各撞击试验之间的比较

    试验Ea和导则;冲击(GB/T 2423.5-1995,IEC 68-2 27)

    该试验是模拟元器件和设备在使用中和运输期间可能经受到的非重复性冲击的效应

    试验Eb和导则:碰撞((;B /T 2423.6--1995,IEC 68-2-29)

    该试验是模拟元器件和设备在运输期间或当安装在各种类型的车辆中使用时可能经受到的重复性

冲击的效应
    试验He和导则:倾跌与翻倒，主要对设备型样品(GB /T 2423.7-1995,IEC 68-2-all

    该试验是模拟设备型样品在维修工作期间或在工作台上由于粗率操作时，可能经受到的敲击或撞

击效应的 一种简单试验。
    试验Ed:白由跌落(GB /T 2423.8-1995,IEC 28-2-32方法 1:自由跌落)

    该试验是模拟产品由于粗率搬运而可能经受到的跌落效应的简单试验 该试验也适用于验证产品

的强度等级。

    试验Ed;重复自由跌落(GB /T 2423-8-1995,IEC 68-2-32方法二:重复白由跌落)

    该试验是用来模拟某些元器件型样品，例如使用中的连接器，可能受到的重复冲击的效应。

    试验He:弹跳(GB 2423.39-90,IEC 68-2-55)

    该试验是模拟产品作为散装货物装载在轮式车辆L，在不平的路面上运输时.可能经受到的随机冲

击的效应
    冲击和碰撞试验是将样品固定在试验台上进行的 而进行倾跌与翻倒、自由跌落、重复自由跌落和

弹跳试验时，样品是不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