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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ĭ
GB 13554-2008 ᝦህ效空气۴滤器ᝳ代

GB 13554-92 ᝦህ效空气۴滤器ᝳ。

本标准与 GB 13554-92 相比主®变化如下：
——将全文的结构和 排方法 据 GB/T 1.1-2000、 GB/T 1.2-2002 的®求܈行了修改
——增加了前ĭ
——将“1 主࿅内容与ܯ用范围”改为“1 范围”
——增加了相关的൱录
——在引用标准中增加了 GB 3280-92 «不వ冷ڔ »、GB 912—89 «碳素结构和低合ࣾ结构热
、ڔ冷ڔ薄 及带»、GB 8624—1997«建筑材料燃 性能分 方法»、GB/T 451.3—2002 ᝦ 和
的 定法ᝳ、GB/T 451.3—2002 ᝦ 和

厚度的 定法ᝳ、GB/T 453—2002 ᝦ 和

厚度

払张强度的 定（恒

加荷法ᝳ GB/T 3198—2003 «ఊ及ఊ合ࣾ箔»、GB/T 3880-1997 «ఊ和ఊ合ࣾڔ制 材»、GB/T 4857.10—
2005 «包装 ۀ۽包装件基本̂ᆹ» 第 10 ࠕ分: « 弦变྾振动̂ᆹ方法»、GB/T 5849—2006 «细木工 »、GB/T
9846.2-2004 «胶合 » 第 2 ࠕ分：«尺寸公差»、GB/T 9846.3-2004 «胶合 » 第 3 ࠕ分：« ݇胶合 ݇用
技术条件»、GB/T 10335.1—2005 «涂布 和

涂布美术印刷 （ఉ

）»、GB/T 12218 «空气۴滤器»

——将“3 术̚”改为“术̚、定义和缩略̚”
。并增加了多个术̚和缩略̚的Đࣷ
——将“4 分类”改为“4 分类、分 与标˝”
。将“按耐火分 ”中的内容用表 3 代 ；将۴滤器常用
ñ格的内容作为参考ѱ料放在൱录 C 中
——将Ҳህ效۴滤器的分类改为按效率的ህ低分为三类
——将“5.2 材料®求”中增加了对几种常î材料的®求
——在“5.2.2 b．
”中滤 的払张强度分为 ශ ۴滤器滤 和无ශ ۴滤器滤 两种不同®求。原来
的払张强度值作为对 ශ ۴滤器滤料的®求，对无ශ ۴滤器则 出了应 的更ህ®求。
——在“5.2.2 c.” 中增加了对滤料厚度的®求
——在“5.2.6 密封垫” 出了密封垫材料应۫到的硬度标准
——在“5.3 结构®求中 出对۴滤器各组成ࠕ分结构的̓细®求
——在“5.4.1 检漏”中，增加了对 D、E、F 类Ҳህ效۴滤器及对生物工程使用的 A、B 类ህ效۴滤器的
检漏®求，并给出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方法。
——在“5.5 生产 境条件”中分别 出对ህ效۴滤器和Ҳህ效۴滤器生产 境的不同®求
——在“6.4 效率”中增加了对不同检漏方法的̡明。
——在“6.9 耐振动”中用 GB/T 4857.10 的方法作为标准̂ᆹ方法代 了原来的包装ۀ۽件振动̂ᆹ方
法。
——在“7 检ᆹñ则”中 ህ了对产品的ѕࣼ®求。无˧是出厂检ᆹ܅是型式检ᆹ， 任何一ྦ不合格，
ࠪ应判定产品不合格。
൱录中൱录 A、൱录 B 为ñ范性൱录，൱录 C 为ѱ料性൱录。
1

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ࠕ标准定࿊研究所 出。
本标准ьѐҤ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ඏ
本标准参加Ҥ草单位：
（排名不分前后）清华大学 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ඏ、 苏州华泰空气۴滤器 ൽ
公司、河南 净洁净技术 ൽ公司、北京市信ࠪ净化˫备 ൽѐ任公司、 北京同创空气净化˫备厂、北京亚
ࠪ科技股份 ൽ公司、北京昌平ಬ城空气净化˫备工程公司、苏州蓝林净化空̰˫备制 ݍൽ公司、烟台宝
源净化 ൽ公司、河南省米净瑞发净化˫备 ൽ公司、天津津航净化˫备工程公司、山¬新华化工 ൽѐ任
公司、上

华空̰净化˫备 ൽ公司、ࣺ庆 ݍ工业˫ˎ研究ඏ

本标准的主®修ˏҤ草人：张益昭、江స、冯朝ൠ、刘卫洪、冯昕

2

1

范围
本标准ñ定了ህ效空气۴滤器和Ҳህ效空气۴滤器（以下统一简 ۴滤器）的分类、分 、技术®求、

ѕࣼ检ᆹñ则以及产品标志、包装、、ۀ۽存放等的基本®求。
本标准ܯ用于常温、常湿条件下ܮ及排净化系统和˫备使用的ህ效空气۴滤器和Ҳህ效空气۴滤器。
本标准不ܯ用于军用۴滤器、 工业用۴滤器及其他 特殊®求的۴滤器。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۴本ࠕ分的引用而成为本ࠕ分的条款。其 新 本ܯ用于本ñ范。
GB 191—2000 包装储۽图示标志
GB 912—89 碳素结构和低合ࣾ结构热、ڔ冷ڔ薄 及带
GB 3280-92 不వ冷ڔ
GB 6165-

ህ效空气۴滤器性能̂ᆹ方法 效率和൨力

GB 8624—1997 建筑材料燃 性能分 方法
GB/T 451.3—2002
GB/T 453—2002

和
和

厚度的 定法
払张强度的 定（恒加荷法）

GB/T 3198—2003 ఊ及ఊ合ࣾ箔
GB/T 3880-1997 ఊ和ఊ合ࣾڔ制 材
GB/T 4857.10—2005 包装 ۀ۽包装件基本̂ᆹ 第 10 ࠕ分: 弦变྾振动̂ᆹ方法
GB/T 5849—2006 细木工
GB/T 9846.2-2004 胶合

第 2 ࠕ分：尺寸公差

GB/T 9846.3-2004 胶合

第 3 ࠕ分： ݇胶合 ݇用技术条件

GB/T 10335.1—2005 涂布 和

涂布美术印刷 （ఉ

）

GB/T 12218 空气۴滤器

3 术̚、定义和缩略̚
3.1 术̚和定义
3.1.1 ህ效空气۴滤器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用于܈行空气۴滤且使用 GB 6165 ñ定的்焰法检 ，۴滤效率不低于 99.9%的空气۴滤器。
3.1.2 Ҳህ效空气۴滤器 Ultra low penetration air filter
用于܈行空气۴滤且使用 GB 6165 ñ定的ˎ数法检 ，۴滤效率不低于 99.999%的空气۴滤器。
3.1.3 粒径 particle diameter
指用某种 定方法 出的粒子名义直径。单位以μm 表示。
3.1.4 中值直径 median diameter
指气溶胶粒径累ˎ分布占总ࣼ 50％时所对应的粒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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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ˎ数粒径 counting diameter
本标准指用光学粒子ˎ数器 出的粒径。
3.1.6

易ܼ۴粒径

most penetrating particle size

指用技术法܈行检 时，粒径效率曲线 低点对应的粒径。
3.1.7 效率 efficiency
指۴滤器捕ෳ气溶胶微粒的能力。被۴滤器۴滤掉的气溶胶浓度与原始气溶胶浓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1.8 ܼ۴率 penetration
指۴滤器۴滤后的气溶胶浓度与原始气溶胶浓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效率 E 与ܼ۴率 P 的关系为:
E=1-P
3.1.9 ൨力 resistance
指۴滤器݇۴࿊定ࣼ时，۴滤器前、后的ຆ压差。单位以 Pa 表示。
3.1.10 容尘ࣼ dust loading
用于体 ۴滤器使用寿命的参数。۴滤器的容尘ࣼ用൨力۫到表 1 或表 2 所ñ定的初൨力的 2 倍时，۴
滤器表ຏ沉 的尘粒ѕࣼ来衡ࣼ。
3.1.11

ශ ۴滤器 separator-style filter

其滤芯是按所อ深度将滤料往܁扖叠制成,在被扖叠的滤料之ഡຍ波 状分ශ 支撑着,形成空气݇ހ的
۴滤器。
3.1.12 无ශ ۴滤器 minipleat-style filter
其滤芯是按所อ深度将滤料往܁扖叠制成,在被扖叠的滤料之ഡ用线状 结剂或其它支撑物支撑着,形成
空气݇ހ的۴滤器。
3.1.13 ࿊定ࣼ rated air volume flow rate
۴滤器生产厂家所ñ定，标˳۴滤器工作能力的技术参数，表示۴滤器在单位时ഡ内所处理的 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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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流ࣼ，单位为 m /h。
3.1.14 单分散气溶胶 monodisperse aerosol
用分布方程 ܝ时，粒径几何标准差σg <1.15 的为单分散气溶胶。几何标准差 1.15≤σg≤ 1.5 的气溶胶为
准单分散气溶胶。
3.1.15 多分散气溶胶 polydisperse aerosol
用分布方程 ܝ时，粒径几何标准差σg>1.5 的气溶胶为多分散气溶胶。
3.2 符号与缩略̚
本标准中使用了下ܝ符号与略缩̚。
CNC

凝结 ˎ数器

DEHS

癸二ࢥ二࢜ۈ，Sebacic acid-bis(2-ethyl-)ester（݇用名 di-ethyl-hexyl-sebacate）

DOP

ߨ苯二 ࢥ二࢜ۈ，Phthalic acid-bis(2-ethyl-)ester（݇用名 di-octyl-phthalate）

MPPS

易ܼ۴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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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

光学粒子ˎ数器

PSL

聚苯乙烯乳胶球

4 分类和分
4.1 按结构分类
按۴滤器滤芯结构分类可分为 ශ ۴滤器和无ශ ۴滤器两类。
4.2 按۴滤器۴滤效率和൨力性能分类
4.2.1 ህ效空气۴滤器的分类
按 GB 6165 ñ定的்焰法检 的۴滤器۴滤效率和൨力性能，ህ效空气۴滤器分为 A、B、C 三类。其各
类别性能®求î表 1。
表 1 ህ效空气۴滤器性能
类 别
A
B
C

࿊定ࣼ下的
20%࿊定ࣼ下的
்焰法效率（%） ்焰法效率（%）
99.9
无®求
99.99
* 99.99
99.999
99.999

* 若用户 出其所อ B 类۴滤器不อ检漏，则可按用户®求不检

࿊定ࣼ下的
初൨力（Pa）
≦190
≦220
≦250
20%࿊定ࣼ下的效率。

4.2.2 Ҳህ效空气۴滤器的分类
按 GB 6165 ñ定的ˎ数法检 的۴滤器۴滤效率和൨力性能，Ҳህ效空气۴滤器分为 D、E、F 三类。其
各类别性能®求î表 2。
表 2 Ҳህ效空气۴滤器性能
类

别
D
E
F

࿊定ࣼ下的
ˎ数法效率（%）
99.999
99.9999
99.99999

࿊定ࣼ下的初൨力
（Pa）
≦250
≦250
≦250

备

注

扫 检漏
扫 检漏
扫 检漏

4.3 按耐火程度分
据 GB 8624 的ñ定，۴滤器按所使用材料的耐火程度分为三 。其各 别性能®求î表 3。

表 3 ۴滤器的耐火性能分
别
1
2
3

滤料的耐火 别
A
A
B3

框架、分ශ 的耐火 别
A
B2
B3

备注
A:不燃材料
B2:可燃性材料
B3:易燃性材料

4.4 型号ñ格的表示方法
a.

۴滤器外ïî图 1

b.

۴滤器外形尺寸表示及ྦྷ序为: ህ(H)×宽(W)×深(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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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号ñ格代号î表 4，ñ格型号的表示方法如下：

图 1 ۴滤器型号ñ格表示方法

表 4 ñ格型号代码
序号

ྦ目名

1

产品名

2

结构类别

3
4

含

义

ህ效空气۴滤器、Ҳህ效空气۴滤器

代

号

G、C

分ශ 结构，î 4.1 条

Y

无分ශ 结构，î 4.1 条

W

性能类别

按效率、൨力ህ低分五类，î 4.2 条

A、B、C、D、E、F

耐火 别

按结构耐火程度分三 ，î 4.3 条

1，2，3

例：GY-A-3-484×484×220-1000 表示 分ශ ህ效۴滤器，性能类别为 A，࿊定ࣼ下的效率≧99.9%，耐
火 别为 3

，外形尺寸为 484×484×220，࿊定ࣼ 1000m3/h。

例：CW-D-2-610×1220×80-2400 表示无ශ Ҳህ效۴滤器，性能类别为 D, ࿊定ࣼ下的效率≧99.999%，
耐火 别为 2

，外形尺寸为 610×1220×80，࿊定ࣼ 2400m3/h。

常用型号ñ格î൱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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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滤料；2—分ශ ；3—框架；4—分ශ物
图 2 ህ效空气۴滤器外ï
5 技术®求
5.1 基本®求
5.1.1 ۴滤器的技术条件应符合本标准的®求，并按ñ定批准的图 和技术文件܈行生产。
5.1.2 外ï®求
a.۴滤器上不应 污 物（泥、油、 性物）和损伤，不允˥出 框架凹凸、扭曲或破裂、涂料层不均
匀及剥落；
b.滤料、分ශ物、ൟ 网无变形、密封垫无 脱；
c.密封胶ᙽ整无裂 ，沿滤料和分ශ

润ህ度不大于 5mm。

5.1.3 外形尺寸偏差的允˥值如下：
a. 端ຏ
ۦಬ大于 500mm 的，其偏差为 0,–3.2mm；
ۦಬ小于或等于 500mm 的，其偏差为 0,–1.6mm。
b. 深度
深度尺寸的偏差为+1.6mm，0。
c. 对ÿ线
۴滤器每个端ຏ的两对ÿ线之差，当对ÿ线ಬ度大于 700mm 时，其偏差应小于等于 4.5mm；当对ÿ线ಬ
度小于等于 700mm 时，其偏差应小于等于 2.3mm。
d. 垂直度
7

框架端ຏ应与侧ຏ垂直，其偏差不应大于±3°。
e. 平ຏ度
۴滤器端ຏ及侧 平ຏ度应小于等于 1.6mm；两端ຏ平行度偏差应小于等于 1.6mm。
f．分ශ 的倾斜度
滤芯分ශ 和褶 应垂直于框架的上下端 ，其上下端 垂线偏差应小于等于 6mm。
5.2 材料®求
5.2.1 基本®求
材料的ܶ用，应 据使用®求，本着ܯ用经济的原则܈行。
各种材料的耐火性能应符合同类۴滤器性能®求，所使用的材料和۴滤器制、ݍћ存、、ۀ۽使用
境中应保持性能稳定、不产尘。当 耐腐蚀®求时，所 材料ࠪ必ྨ具 相应的ൟ腐性能。
允˥使用符合本标准的其他材料。
5.2.2 滤料
a. ܼ۴率、൨力应符合 GB 6165 中同类۴滤器滤料的性能®求；
b. 払张强度：应按 GB/T 453 ñ定的方法 定。
ශ ۴滤器的滤 ：纵向大于等于 0.3kN/m，横向大于等于 0.2kN/m；
无ශ ۴滤器的滤 ：纵向大于等于 0.7kN/m，横向大于等于 0.5kN/m；
c. 厚度应按 GB/T 451.3 ñ定的方法 ࣼ，不宜Ҳ۴ 0.40mm，滤料应均匀，不应含 硬块，表ຏ不应
裂 、擦伤、வ孔、色斑等；
d. 其他性能应符合 关标准的®求。
5.2.3 框架
制做框架的材料应 一定的强度和刚度。材料的厚度应 据材ѕ和ۦಬܶ定，以满Ӡ框架强度和刚度的
®求。当ࣴ用以下材料时，应符合相关标准，并 据อ®，ࣴ取相应的ൟవ或ൟ腐措施。
a. 冷ڔ ，厚度应为 1.0mm～2mm，成型焊接后౭హ、喷塑或ࣴ取其他ൟవ措施。材料符合 GB/T 912
的ñ定；
b. ఊ合ࣾ ，厚度应为 1.5mm～2mm。材料符合 GB 3880 的ñ定；
c. 木 、胶合 ，厚度应为 15mm～20mm。应 据用户®求܈行刷漆等相应ൟ腐处理。材料符合 GB/T 5849
及 GB/T 9846 的ñ定；
d. 不వ , 厚度应为 1.0mm～2mm。材料符合 GB 3280 的ñ定；
f. 其他强度和刚度符合®求的材料。
5.2.4 分ශ物
ශ ۴滤器的分ශ ，常î的 ఊ箔、塑料 、胶 印刷 ；
无ශ ۴滤器的分ශ物，常î的 热溶胶、玻璃纤

条、൨燃丝线等。

a. ఊ箔应符合 GB/T 3198 的ñ定；
2

b. ࣴ用 ශ 时，可ࣴ用表ຏ经 胶处理的 ශ 或 120g/m 的双ຏ胶 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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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用塑料ශ 时，耐温应不低于 50ᝲ；
d. 其他符合®求的材料。
5.2.5

结剂和密封胶
结剂用于滤料的拼接、修补及密封垫与框架的 接，其剪力强度和拉力强度应ህ于滤料。密封胶用于

滤芯与框架的密封，应能在常温、常压下固化，且能保ˮ۴滤器在 10 倍初൨力条件下۽行时不开裂、不脱胶
并具 弹性， 结剂和密封胶的耐火性能应满Ӡ同类۴滤器性能®求。应ܶ用无毒无 害气体散发的 保产
品。
5.2.6 密封垫
a. 密封垫应ܶ用 弹性不易老化的ച孔材料；
b. 密封垫硬度为 30-50mm，
（用ߢ氏硬度 W 性硬度ˎ ̂）,压缩永久变形：130℃，24 小时，应小于 60%。
5.2.7 ൟ 网
可用不వ拉 网、冲孔 、点焊౭హ௮丝网、点焊不వ丝网或喷塑 网。
5.3 结构®求
5.3.1 滤芯
a.

ශ ۴滤器的滤芯

当滤芯固定在框架中时，分ශ 应出滤料褶痕为 3～5mm，分ශ 缩入框架端ຏ为 5～8mm。分ශ 应平
行于框架中心线，分ශ 与中心线倾斜偏差不大于 6mm，且不得发生突变性偏差。
滤料的褶 和分ශ 应垂直于框架的上下端 ,从任一褶或分ශ 的一端引一௲垂线，̒褶或分ශ 另一
端偏离௲垂线不大于 9mm。褶 和分ශ 不应弯曲，从任一褶或分ශ 两端܋一直线检查，弯曲ݍ成的偏离不
大于 6mm。
b. 无ශ ۴滤器的滤芯
当滤芯固定在框架中时，滤料和分ශ物应缩入框架端ຏ为 3～5mm。相ߨ褶幅ህ度偏差不大于 0.5mm。在
300mm 范围内分ශ物的直线度偏差不大于 1mm。分ශ物应与褶痕垂直，每条分ශ物形成的直线与褶痕垂直度偏
差不大于 2mm；分ශ物ഡԊ的偏差不大于 3mm。
5.3.2 框架
5.3.2.1 框架结构应坚固，应 Ӡ够的刚性和整体稳定性。
5.3.2.2 框架的四个ÿ和拼接处不得 动， 结剂和密封胶不应脱胶、开裂，滤料在框架中不应 动和变形。
框架ۦ宽 15mm～20mm。对ۦಬ小于 600mm 的۴滤器，框架ۦ框宽度宜大于等于 15mm, 对ۦಬ大于等于 600mm
的۴滤器，框架ۦ框宽度宜为 20mm。
5.3.3 密封垫
a. 密封垫断ຏࣴ用ಬ方形（宽度应大于 15mm 且不Ҳ出ۦ框，厚度 5～8mm）或半圆形（直径为 15mm）
，
ಬ方形断ຏ密封垫的 接ຏ和密封ຏ应去皮。
b. 密封垫用整体或拼接成形，拼接应在拐ÿ处，拼接时宜ࣴ用 Ω 型或燕尾型܋接等方式，܋接处应用
接剂 接牢固。整个密封垫的拼接不应Ҳ۴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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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密封垫与框架应 接牢固，密封垫的内外ۦ缘不得Ҳ۴框架的内外ۦ缘。
5.3.5 液槽密封
对ࣴ用液槽密封方式的۴滤器,۴滤器ۦ框的一ຏ应沿周ಬ˫一圈刀口。固定۴滤器的框架上 据۴滤器
密封ຏ尺寸˫一圈沟槽。安装时，将刀口插入填充牛ྫྷ流体材料的沟槽中܈行密封。牛ྫྷ流体密封材料
（如：凝胶状石油混合物、硅࢛、聚氨࢜等）性能应保ˮ在工作温度下不流淌， ༔。刀口ህ度应与液槽深
度相匹ࡺ，以保ˮ密封的严密性。刀口ህ度、液槽深度 ۴滤器使用情况下的ຏ或۴滤器终൨力确定。
5.3.4 滤料拼接和修补
a.

分ශ 的 A、B 类۴滤器，每台۴滤器的滤料允˥ 一个拼接接头；C、D、E、F 类۴滤器的滤料不

允˥ 拼接接头；
b. 用 接方式拼接两块滤料， 接宽度不应小于 13mm；
c.

接接口不应˫置在滤料扖叠的ڙ弯处；
2

d. 每个修补ຏ 不应Ҳ۴ 13cm ，修补的总ຏ 不应Ҳ۴۴滤器端ຏ净ຏ 的 1%。
5.4 性能®求
5.4.1 检漏
对 C、D、E、F 类۴滤器及用于生物工程的 A、B 类۴滤器应在࿊定ࣼ下检查۴滤器的泄漏。۴滤器厂
商可ܶ择定性̂ᆹ（如大气尘检漏̂ᆹ）或者定ࣼ̂ᆹ（局ࠕܼ۴率̂ᆹ）来确定۴滤器是否存在局ࠕ渗漏
缺ඤ。表 5 给出了定性以及定ࣼ̂ᆹ下的۴滤器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标准：
表 5 定性以及定ࣼ̂ᆹ下的۴滤器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标准

类

别
A
B
C
D
E
F

࿊定ࣼ下的效率
（%）
99.9（்焰法）
99.99（்焰法）
99.999（்焰法）
99.999（ˎ数法）
99.9999（ˎ数法）
99.99999（ˎ数法）

定性检漏̂ᆹ下的局ࠕ渗漏ൽ值
粒/ࣴ 周期
下游大于等于 0.5μm 的微粒ࣴ ˎ数Ҳ۴
3（上游对应粒径范围气溶胶浓度ྨ不低于
3×104）
下游大于等于 0.1μm 的微粒ࣴ ˎ数Ҳ۴
3（上游对应粒径范围气溶胶浓度ྨ不低于
3×106）

定ࣼ̂ᆹ下
的局ࠕܼ۴
率ൽ值
%
1
0.1
0.01
0.01
0.001
0.0001

在大多数情况下，宜ܶ择扫 检漏来判断۴滤器是否存在局ࠕ渗漏缺ඤ。而当۴滤器的形状不便于܈行
扫 检漏̂ᆹ时，可ࣴ用其它方法（如检

100%ࣼ和 20%ࣼ下的效率 ̂、烟 目 检漏̂ᆹ等）܈行

检漏̂ᆹ。
5.4.2 效率
按本标准的®求܈行检ᆹ，۴滤效率应符合表 1、表 2 的ñ定。
在型式检ᆹ时，各类۴滤器在ۀ۽振动̂ᆹ后，其效率仍应满Ӡ上ܝ相应类别的效率®求；
在型式检ᆹ时，各类۴滤器在耐压̂ᆹ后，其效率仍应满Ӡ上ܝ相应类别的效率®求。
5.4.3 ൨力
按本标准的®求܈行检ᆹ，൨力应符合表 1、表 2 的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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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容尘ࣼ
۴滤器的容尘ࣼ用൨力۫到初൨力（表 1 或表 2 给出的）2 倍时所捕获的气溶胶ѕࣼ来衡ࣼ。
5.4.5 滤芯紧密度
按 6.7 条的方法检ᆹ时，置于滤芯上的木块位移不得Ҳ۴ 3.2mm。
5.5 生产 境条件
۴滤器的生产 境条件应保ˮ۴滤器生产全۴程（ 装箱时）不受污 。ህ效۴滤器组装ړഡ室内的空
气洁净度应۫到 ISO 8。Ҳህ效۴滤器组装ړഡ室内的空气洁净度应۫到 ISO 7。

6 ̂ᆹ方法
6.1 外ïѕࣼ
用目 检查。
6.2 尺寸偏差
6.2.1 ಬ度用游标卡尺检查，其分度值不大于 0.1mm。
6.2.2 平ຏ度用平 和塞尺检查，平 精度为 3

，塞尺厚度范围为 0.02mm～0.5mm。

6.2.3 垂直度用ÿ度ñ检查，其分度值不大于 0.5。
6.3 检漏
6.3.1 检漏方法的ܶ择
可用ˎ数扫 法、光度ˎ扫 法、烟 目 法对۴滤器܈行检漏。ˎ数扫 法ܯ用于各类۴滤器。光度
ˎ扫 法、烟 目 法仅ܯ用于ህ效۴滤器的检漏。
6.3.2 ˎ数扫 法
ˎ数扫 法的̂ᆹ装置及̂ᆹ۴程̓î൱录 A。
ˎ数扫 法的尘源ࣴ用液态或固态气溶胶。例如：DEHS、DOP、聚苯乙烯小球、大气尘等。
可对被̂۴滤器的局ࠕܼ۴率܈行̂ᆹ，݇۴衡ࣼ其是否Ҳ۴所允˥的ൽ值来判断۴滤器是否存在局ࠕ
渗漏缺ඤ。
也可使用光学粒子ˎ数器对ህ效及Ҳህ效۴滤器܈行定性扫 检漏。扫 ۴程中，光学粒子ˎ数器ˎ数
显示任一点在所ï察的粒径档（ህ效۴滤器为≧0.5ᝮm；Ҳህ效۴滤器为≧0.1μm）出 “ร”̨数（Ҳ۴
3 粒/ࣴ 周期）
，即̡明 处为漏点。当大气尘浓度Ӡ够大时（对于ህ效۴滤器，上游≧0.5ᝮm 的气溶胶浓度
4

6

ྨ大于等于 3×10 粒/ࣴ 周期；对于Ҳህ效۴滤器，上游≧0.1ᝮm 的气溶胶浓度ྨ大于等于 3×10 粒/ࣴ
周期。
）,可ܶ择大气尘作为定性扫 检漏̂ᆹ的 ̂气溶胶。
检漏̂ᆹ应在۴滤器࿊定ࣼ下܈行，ࣴ 口与۴滤器端ຏ应保持 1cm～5cm 的Ԋ离。当检漏ࣴ 流率大
于 2.83L/min 时，
扫 度不应Ҳ۴ 8cm/s；
当检漏ࣴ 流率小于等于 2.83L/min 时，
扫 度不应Ҳ۴ 2cm/s。
对整个۴滤器被检ຏ扫 。
6.3.3 烟 目 法
݇۴烟 ̂ᆹ，可用目 ï察ህ效۴滤器 无渗漏。
11

将۴滤器水平放在口上，四周密封，用喷ห器发生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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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ᆹñ则
7.1 检ᆹ分类
7.1.1 出厂检ᆹ
每台产品必ྨ܈行出厂检ᆹ，出厂检ᆹྦ目如表 7 所列序号 1～6 ྦ。
表 7 ۴滤器检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检ᆹྦ目名

本标准所属条款
外ïѕࣼ
5.1.2，6.1
尺寸偏差
5.1.3，6.2
检漏（用于生物工程的 A、B 类۴滤器不อ检漏） 5.4.1，6.3
效率
5.4.2，6.4
൨力
5.4.3，6.5
包装、标志
8.1，8.2
滤芯紧密度
5.4.5，6.7
耐压
5.4.2，6.8
ۀ۽振动̂ᆹ
5.4.2，6.9

7.1.2 型式检ᆹ
7.1.2.1

下列情况之一，必ྨ܈行型式检ᆹ：

a. 新产品或老产品ڙ厂生产的̂制定型ড定；
b. 产品结构和制ݍ工艺、材料等的更改对性能 影响时；
c. 产品停产Ҳ۴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ᆹ结果与上次型式检ᆹ ڰ大差异时；
e. 批ࣼ生产时，每两年应܈行一次；
f. 国家ѕࣼ监督机构 出܈行型式检ᆹ的®求时。
7.1.2.2 型式检ᆹྦ目如表 7 所列序号 1～9 ྦ。
7.1.2.3 型式检ᆹ抽 方法
在制ݍ厂 供的合格产品中按每批滤 组装۴滤器台数的 5%抽 ，但抽取数ࣼ不应少于 5 台。
7.2 判定ñ则
7.2.1 出厂检ᆹ
在表 7 的 1～6 ྦ中出 任意一个缺ඤ，产品为不合格品。
7.2.2 型式检ᆹ
在表 7 的 1～9 ྦ中出 任意一ྦ不合格，产品为不合格品。

8 标志、包装、ۀ۽和ћ存
8.1 标志
每台ህ效۴滤器必ྨ在垂直于褶和ශ 的外框的表ຏ明显处˫ 标志(标签或直接印刷体)，标志应牢固
固定于۴滤器的外框,标志上字ܦ清楚,不易擦洗掉。标志的内容 少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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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ݍ商的名 及符号；
b. ۴滤器型号、ñ格尺寸及 号；
3

c. ࿊定ࣼ；以 m /h 表示；
d. ࿊定ࣼ下的效率或ܼ۴率；并注明其检 方法；
e. ࿊定ࣼ下的初൨力；以 Pa 表示；
f. 指示气流方向的箭头；
g. 产品出厂年、 、日；
h. 产品合格ˮ。
8.2 包装
8.2.1 包装®求:
包装应确实能保 出厂检ᆹ合格的۴滤器在装卸、、۽ 、ۀ۽存放直到用户安装就位前免受因外力引
Ҥ的损伤和毁坏；
8.2.2 包装方法:
a． 装箱前۴滤器应装在塑料袋中，۴滤器的气流截ຏ方向应增加硬

保 ,外包装箱可ࣴ用硬

；

b． 包装箱上应注明与所包装۴滤器相一 的型号ñ格、制ݍ厂名以及数ࣼ，并按 GB 191 ñ定应用文字
或图例标明“小心ڨ放”
、
“怕湿”
、
“向上”及堆码极ൽ的标志。
8.3 ۀ۽
a．在ۀ۽۴程中۴滤器按包装箱上标志放置，堆放ህ度以不损坏或压坏۴滤器为原则( 大堆放ህ度应
不Ҳ۴三层，或ࣴ用托盘).不宜Ԍ其它є物混合；ۀ۽
b. ۴滤器在ۀ۽中应ࣴ取固定措施,当固定物ԕ۴箱体扖ÿ时,应用ڜѕ材料将固定物与箱体ශ开,保
好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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൱录 A ˎ数扫 检漏̂ᆹ
（ñ范性൱录）
A.1 ˎ数扫 法̂ᆹ۴程 ܝ
ˎ数扫 检漏̂ᆹ݇۴粒子ˎ数来检 ۴滤元件（۴滤器）是否存在局ࠕ渗漏缺ඤ。
ˎ数扫 检漏̂ᆹ中，被̂۴滤器被安装在̂ᆹ台上，在࿊定ࣼ下܈行̂ᆹ。被 ۴滤器应Ⴣ先完成
࿊定ࣼ下的൨力 ̂并被清吹后܈行本ྦ̂ᆹ。 ̂ހ系统中应˫ Ӡ够ಬ的混合段，使得被引入的
̂气溶胶与̂ᆹ空气充分混合，܈而实 气溶胶在扫 ހ截ຏ上的均匀分布。
۴滤器厂商可 据自ט情况或与用户之ഡ的协˛，ܶ择对۴滤器܈行定性检漏̂ᆹ或者定ࣼ检漏̂ᆹ（局
ࠕܼ۴率̂ᆹ）
。二者的̂ᆹ装置基本一 ，区别在于对̂ᆹ参数以及对渗漏缺ඤ的判定方式。
ˎ数扫 检漏̂ᆹ中，可݇۴自动行ҝ机构或者手动对被 ۴滤器出侧的粒子浓度场܈行扫 检 ，
并判断所 区域是否存在渗漏缺ඤ。如 渗漏，则应˝录渗漏处的坐标位置。
在对被 ۴滤器出侧܈行扫 检漏时，应ࣴ用本标准所 ܝ的ࣴ 头ࡺ合粒子ˎ数器܈行。̂ᆹ۴程
中，探头在ຍ۾۴滤器出侧的位置以确定的度移动，扫 中探头所³盖的ܦڕഡ应无空ෆ或略 ࣺ叠。
当ࣴ用多个并排的 ࣼ系统（多个探头与多台粒子ˎ数器联合使用）同时 ࣼ时，可以缩短扫 的时ഡ。
据探头坐标以及探头移动度，在扫 ۴程中݇۴对粒子浓度܈行 定，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渗漏܈
行定位。而后将探头对̒处及ߨ۾区域܈行ࣺ复̂ᆹ，以判断̒处是否存在渗漏缺ඤ。
当ࣴ用定ࣼ检漏̂ᆹ时，可݇۴۴滤器下游的局ࠕܼ۴率平均值来ˎ算̒۴滤器的ˎ数法效率。
ˎ数扫 检漏̂ᆹ可使用单分散相或多分散相气溶胶，但 ̂气溶胶粒径分布应满Ӡ本标准ñ定。
当ࣴ用单分散相气溶胶时，可使用总ˎ数法，检 仪器为凝结 ˎ数器（CNC）或光学粒子ˎ数器（OPC）
。
当ࣴ用多分散相气溶胶时，应使用光学粒子ˎ数器܈行检 。

A.2 ̂ᆹ装置
A.2.1 ̂ᆹ装置的构成
൱图 B1 为̂ᆹ装置构成的示意图。܆种装置既ܯ用于单分散相气溶胶检漏̂ᆹ也ܯ用于多分散相气溶胶
̂ᆹ，二者之ഡ的区别仅仅在于 ̂气溶胶的发生技术和 ࣼ方法。
A.2.2 ̂ᆹހ系统
A.2.2.1 ̂ᆹ空气的̰节
̂ᆹ空气在与̂ᆹ气溶胶混合前应经۴ྱ处理，应ࡺ置合ܯ的ྱ۴滤器（如ܶ用性能符合国标ñ定的
效、中效以及ህ效۴滤器）来保ˮ其洁净度（应 少为 ISO7

）

A.2.2.2 ̰ࣼ节
̂ᆹހ应 ̰ࣼ节措施（如改变机ڙ或者使用̰ࣼ节ഭ）
， ̂۴程中，̂ᆹࣼ应能 持在
被 ۴滤器࿊定ࣼ的±3%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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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ህ效以及Ҳህ效۴滤器ˎ数扫 检漏的气溶胶可以为 DOP，DEHS，PSL 等，但不局ൽ于܆些物ѕ。所
发生的气溶胶可以为单分散相气溶胶也可以为多分散相气溶胶，但无˧发生哪种气溶胶，应保ˮ所发生气溶
胶的浓度以及粒径分布在 ̂۴程中保持稳定。
当ࣴ用单分散相气溶胶܈行ˎ数扫 检漏̂ᆹ时， ̂气溶胶的ˎ数中径与滤料 MPPS 的偏差不应Ҳ۴
10%。当ࣴ用多分散相气溶胶܈行检漏̂ᆹ时， ̂气溶胶的ˎ数中径与滤料 MPPS 的偏差可以۫到 50%。当无
法确知滤料的 MPPS 时， ۴滤器买卖双方协商确ˑ所ࣴ用的气溶胶ˎ数中值直径。
A.3.2

̂气溶胶的浓度

为了获得具 统ˎ意义的结果，在上游浓度不Ҳ۴ˎ数器浓度 ࣼ上ൽ的前 下，下游的ࣴ 粒子数应
Ӡ够大。当܈行定ࣼ分析时，依据被 ۴滤器的效率以及所อ下游 小ˎ数（不低于 10 粒/ࣴ 周期）确定，
7

3

但不应Ҳ۴ 1×10 粒/cm 。
当܈行定性分析时，对于ህ效۴滤器，以大于等于 0.5μm 的微粒为准，上游气溶胶浓度ྨ大于等于 3×
4

5

10 粒/ࣴ 周期；当检 Ҳህ效۴滤器时，以大于等于 0.1μm 的微粒为准，气溶胶浓度อ大于等于 3×10 粒
/ࣴ 周期期。
A.3.3 气溶胶 ̂仪器
当ܶ用单分散相气溶胶܈行ˎ数扫 检漏̂ᆹ时，既可ܶ择光学粒子ˎ数器，也可以ܶ择凝结 粒子ˎ
数器对被 ۴滤器下游粒子浓度܈行 ࣼ。
工作不 常的气溶胶发生器可能产生大ࣼ粒径܉小于滤料 MPPS 的粒子，而܆些粒子ࠪ将被凝结 ˎ数器
统ˎ为 常粒子，܆将导 实ᆹ结果的̜差。因 ，但当ܶ用凝结 粒子ˎ数器܈行 ࣼ时，应保ˮ不会出
܆种情况。
当ܶ用多分散相气溶胶܈行检漏̂ᆹ时，应ܶ用离散式光散射粒子ˎ数器（如：光学粒子ˎ数器）对被
۴滤器下游܈行 ̂。

A.4 扫 系统
۴滤器生产商可以ܶ择自动扫 机构，也可以ܶ择人工手动扫 的方式܈行۴滤器扫 检漏̂ᆹ。
但是，手动扫 方式无法保ˮ扫 ۴程的平稳和均匀，而对于扫 ۴程中粒子数的˝录也比ڰᗨ 。因
而，手动扫 不宜用于อ对 ࣼ结果܈行定ࣼ分析的场合，本标准的介绍将以自动扫 装置为主。
A.4.1 下游ࣴ 探头
2

ࣴ 探头的开口ຏ 为 8～10cm ，形状宜为 方形。当ࣴ用矩形探头时，ۦಬ之比不应Ҳ۴ 15：1。ܶ取
探头的ࣴ 流ࣼ时，应保ˮ探头开口处流与۴滤器ຏ相差不大于 25%。
使用并列的几只探头（几台ˎ数器并用）可缩短 ࣼ时ഡ。
探头Ԋ۴滤器出表ຏ 10～50mm。
A.4.2 探头臂
下游ࣴ 探头固定在一个可移动的探头臂上。
A.4.3 气溶胶ܮۀ管
17

下游的气溶胶ܮۀ管应尽快且无损失地将粒子ܮ入粒子ˎ数器的 ࣼ室。因 ，ܮۀ管应尽可能短，沿
݁无死弯。管Ԝ材料表ຏ光滑，不散发粒子。
A.4.4 扫 行ҝ机构
扫 行ҝ机构应包括ᆞ动、导向与控制，他们使探头以垂直于气流的方向匀移动。探头的移动度可
̰，但 ህ不应Ҳ۴ 8cm/s。实൲行ҝ度与˫定值的偏离不应Ҳ۴ 10%。扫 机构可以 定探头移动۴程中
的坐标及对漏点܈行定位以及标˝，探头机构在۴滤器下游断ຏ任一点的回位精度宜 少为 1mm。

A.5 ශ离措施
被 ۴滤器的下游应与周围 境的污 空气ශ离。 外，对۴滤器ۦ缘漏点定位时也อ®ශ离。ශ离措
施的实例包括：用Ӡ够ಬ度的围挡包围被̂۴滤器。

A.6 检
检

告
告的内容应包括：

1、 被 ۴滤器：型号、尺寸、࿊定ࣼ；
2、 ̂ᆹ气溶胶：物ѕ、中值直径、几何标准偏差；
3、 上、下游粒子ˎ数器：型号、操作数据；
4、 下游ࣴ ：探头形状及尺寸、探头移动度、探头Ԋ离、ࣺܦڕ叠情况等；
5、 渗漏信号˫定；
6、 ̂ᆹ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7、 确ˑ被 ۴滤器无渗漏的ˮ明；
8、 ۴滤器修补情况̡明。

18

൱录 B 光度ˎ扫 检漏̂ᆹ
（ñ范性൱录）
B.1 光度ˎ扫 法̂ᆹ۴程 ܝ
光度ˎ扫 检漏̂ᆹܯ用于检 ህ效۴滤器的泄漏和密封情况。
ህ效۴滤器渗漏指ˑ的标准ܼ۴率为 0.01%，即扫 探头在۴滤器出ຏ某点处ຆ 不动时 出的ܼ۴率
大于 0.01%即ˑ为是渗漏。
气溶胶应与̂ᆹ空气混合均匀，确保被 ۴滤器整个ۻຏ上的̂ᆹ气溶胶浓度均匀（空ഡ一 性）
，܅
®保持在整个̂ᆹ期ഡ气溶胶浓度恒定（时ഡ一 性）
。
B.2 ̂ᆹ装置与材料
B.2.1 ̂ᆹ装置的构成
̂ᆹ装置主®包括气溶胶发生器、机、管、ހ̰ࣼ节装置、ຆ压箱和光度ˎ等(̂ᆹ系统的示意图î
൱图 C1)。气溶胶发生器为一个或多个工作压力为 138kPa 的 Laskin 喷嘴，气溶胶物ѕ可为 DOP、DEHS 等，气
溶胶的ѕࣼ中值直径

0.7ᝮm，几何标准差

1.8，ˎ数中值直径

0.4ᝮm。

B.2.2 ̂ᆹ装置的ހ系统
ހ系统܈ࣼ大小可݇۴̰节机྾率或̰ࣼ节ഭ开度̰Đ，若从室外܈宜˫加热器。
B.2.3 屏蔽措施
̂ᆹ装置中的ຆ压箱在与被 ۴滤器܋接时，®求接口处严密、不泄漏。同时被 ۴滤器出ຏ的ۦ缘
®求 屏蔽，ൟ 扫 ۴程中，受到外界的气流干扰。
（可ࣴ用一定ህ度的、带 密封垫 的 㑭

䦂

䩡

剜 军 ᥚϬ

ᖂ

ᖂŭ

呢

呝

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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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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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ˎ指வ 满刻度，然后，˖光度ˎ吸入无尘空气，̰整 0.01%挡的ร点。完成上̰ܝ整，即可以܈行扫
̂ᆹ。
4

B.3.4 使用对数光度ˎ时，将被 ۴滤器上游气溶胶的浓度̰整到ร点之上 小刻度的 1.0×10 或更ህ，然
后按厂家̡明对光度ˎ܈行校准和̰ร。
B.3.5 光度ˎ的ࣴ 流ࣼ为 2.83l/min±10%。注意扫 探头的尺寸，保ˮࣴ 口处的等于或略ህ于
0.45m/s 的۴滤器̂ᆹ。
B.3.6 扫 探头的ࣴ 口Ԋ被 ۴滤器出侧表ຏ的Ԋ离

10～50mm。

B.3.7 矩形扫 探头的扫 度不大于 5cm/s，矩形扫 探头的ຏ 扫 度不大于 1.55cm/s。
B.3.8 扫 Ԝ线应³盖整个被 ۴滤器的表ຏ。沿۴滤器周ۦ另˫一条独立的扫 Ԝ线，用于检查滤芯与ۦ
框的密封情况。探头往复行ҝ的³盖区域可略 ࣺ叠。
B.3.9 渗漏不合格的判定：ܼ۴率Ҳ۴ 0.01%即判定为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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൱录 C ህ效۴滤器常用ñ格型号
（ѱ料性൱录）
C.1

ශ ህ效空气۴滤器常用ñ格î表 C1

C.2 无ශ ህ效空气۴滤器常用ñ格î表 C2

表 C1

ශ ህ效空气۴滤器常用ñ格表

序号

常用ñ格

࿊定ࣼ(m3/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84×484×220
484×726×220
484×968×220
630×630×220
630×945×220
630×1260×220
610×610×292
610×915×292
610×1220×292
320×320×292
320×320×220
320×320×150

1000
1500
2000
1500
2250
3000
1500
2250
3000
500
400
300

序
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常用ñ格

࿊定ࣼ(m3/h)

484×484×150
484×726×150
484×968×150
630×630×150
630×945×150
630×1260×150
610×610×150
610×915×150
610×1220×150
610×610×220
592×592×292
630×630×292

750
1000
1300
1000
1500
2000
1000
1500
2000
1200
1500
2000

表 C2 无ශ ህ效空气۴滤器常用ñ格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常用ñ格
305×305×69
305×305×80
305×305×90
610×610×69
610×610×80
610×610×90
610×915×69
610×915×80
610×915×90

࿊定ࣼ(m3/h)
250
300
350
1000
1500
1800
1500
2250
2700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常用ñ格

࿊定ࣼ(m3/h)

570×1170×69
570×1170×80
570×1170×90
610×1220×69
610×1220×80
610×1220×90

1500
1700
2000
2000
3000
3600

̡明：
端ຏ相同的 ශ ۴滤器和无ශ ۴滤器࿊定ࣼ不同，在ࣼ相同的情况下，൨力相差很大，比如
484×484×220

ශ ህ效空气۴滤器൨力小于 220Pa（B 类）
，而 484×484×90 无ශ ህ效空气۴滤器在

3

1000m /h ࣼ下的൨力在 350Pa 左右，因 ®符合ህ效۴滤器൨力®求，相应࿊定ࣼอ定为 600m3/h。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