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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靠性试验报告 



 

产品信息： 项目编号：  PM201308116-01 产品名称： ZigBee 模块 

产品型号： 

ZM5168P0-2C 、

ZM5168P0-2 、

ZM5168P2-2C 

产品版本： V1.00 

工作电压：  不通电 

委托单位：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品

质部 
联系方式： 

试验要求： 立项指标 产品转产

试验项目： 低温试验 高温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

温度循环试验 振动（正弦）试验

测试场地：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可靠性实验室 

开始测试： 2014.4.2 

结束测试： 2014.4.3 

测试结果： Pass Failure

报告声明： 本测试报告只对被测样品负责，未经本实验室书面认可不能部分复制本报告。 

测试（Operator）： 
2014.4.2 郑炎潮 

Date Name Signature 

2014.4.4 李绵岳 

审核（Reviewer）： Date Name Signature 

批准（Approver）： 
2014.4.4 陈勇志 

Date Name Signature 

试验报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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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试验标准 

试验项目 采用标准 试验结果 

低温试验 GB/T2423.1 Pass Failure

高温试验 GB/T2423.2 Pass Failure

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3 Pass Failure

交变湿热试验 GB/T2423.4 Pass Failure

温度循环试验 GB/T2423.22 Pass Failure

振动（正弦）试验 GB/T2423.10 Pass Failure

1.2 试验仪器 

试验项目 试验仪器 型号 生产厂家 

低温试验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ESL-02KA/04KA ESPEC 

高温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 

温度循环试验 

振动（正弦）试验 电磁式振动试验台 HG-V4 

1.2.1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1) 外观

ESL-02KA/ESL-04KA 型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的外观，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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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参数 

ESL-02KA/ESL-04KA 型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1  ESL-02KA 试验箱主要

技术参数所描述。 

表 1  ESL-02KA 试验箱主要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 -70℃～150℃ 湿度范围 25％--98％RH 

温度波动度 ±0.5℃ 温度偏差 ±2℃ 

相对湿度偏差 ±3.0%RH 电源电压（V/Hz） 三相 380V/50Hz 

容积 200（L） 冷却方式 风冷 

内部尺寸（mm） 50×70×70 cm（W×H×D） 外部尺寸（mm） 91×173×117.3 cm（W×H×D） 

 

1.2.2 电磁式振动试验台 

1) 外观 

HG-V4 型电磁式振动试验台的外观，如图 2 所示。 

 

图 2  电磁式振动试验台 

2) 技术参数 

HG-V4 型电磁式振动试验台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2  HG-V4 试验台主要技术参数所描述。 

表 2  HG-V4 试验台主要技术参数 

最大试验负载（Kg） 40 设时范围 0.01s～99.99h 

手动调频范围（Hz） 5～200 工作台面尺寸（mm） 450×450×46 

自动扫频范围（Hz） 5～200 工作台体尺寸（mm） 450×450×450 

空载位移幅值（mm） 0～5 控制箱尺寸（mm） 450×330×750 

振动方向 垂直 段源电压（V/Hz） 220/50 ±5% 

振动波形 正弦波 消耗功率（KV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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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调频/自动扫频（线性） 冷却方式 风冷 

2 环境可靠性试验 

2.1 温度循环试验 

 

2.1.1 试验说明 

试验温度： -40℃~+85℃ 测试台数： 3 PCS 

测试时间： 2014.4.2   

 

2.1.2 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1℃/70% 温度范围 -40℃~+85℃ 

 试验总时间 12 H 测试工程师 郑炎潮 

性能判据要求 A 测试日期 2014.4.2 

试验曲线图如下： 

 

试验步骤 

1 将 ZM5168P0-2C、ZM5168P0-2、ZM5168P2-2C 放入试验箱，不通电 

2 
启动试验箱预置程序，试验温度变化范围为-40℃～+85℃，在-40℃温度下工作 2H,在 85℃

温度下工作 2H为 1个循环，通电工作 2个循环 

3 在试验完成后，取出样机，送往 FQC 项目组进行功能测试，其测试结果为通过 

4  

试验结果 

1 试验样机：3 pcs； 

2 正常工作样机：3 pcs 

3 ZM5168P0-2C、ZM5168P0-2、ZM5168P2-2C 通过本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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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 Pass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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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现场图片 

 

图 1  试验品测试环境-1 

 

图 2  试验品测试环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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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试验现象和试验结果仅适用于受试产品，最终解释权归广州致远电

子有限公司“环境可靠性实验室”。为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该实验室会不

定期地与第三方权威检测认证结构进行试验数据的比对，以保持试验结果的可对比性。 

 

其他相关注意事项： 

1. 如果该报告没有签名或盖章，则视为无效； 

2. 如果发现该报告有任何涂抹或擦除等痕迹，则视为无效； 

3. 对于该报告的任何拷贝，必须重新盖章，否则视为无效； 

4. 未经本公司许可或书面授权，不得擅自部分及全部复制本报告； 

5. 如果您对该报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在收到报告之后的 7 个工作日内，

按照下面的电话或邮件，及时与我们联系。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品  质  管  理  部  

 

 

 

邮政编码：510660 

联系电话：+86（020）2887-2446 

传    真：+86（020）3860-1440 

电子邮箱：chenyongzhi@zlg.com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 7 栋 2 楼 

公司网站：http://www.embedcontrol.com；http://www.embedtools.com 

 

http://www.embedcontrol.com/
http://www.embedtoo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