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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GB 13554-2008 «高效空气过滤器»代替GB 13554-92 «高效空气过滤器»。 

本标准与GB 13554-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全文的结构和编排方法根据GB/T 1.1-2000、 GB/T 1.2-2002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前言 

——将“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改为“1 范围” 

——增加了相关的附录 

——在引用标准中增加了GB 3280-92  «不锈钢冷轧钢板»、GB 912—89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

轧、冷轧薄钢板及钢带»、GB 8624—1997«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GB/T 451.3—2002 «纸和纸板厚度

的测定法»、GB/T 451.3—2002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法»、GB/T 453—2002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恒

速加荷法»  GB/T 3198—2003 «铝及铝合金箔»、GB/T 3880-1997 «铝和铝合金轧制板材»、GB/T 4857.10—

2005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0部分: «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GB/T 5849—2006 «细木工板»、GB/T 

9846.2-2004 «胶合板» 第 2 部分：«尺寸公差»、GB/T 9846.3-2004 «胶合板» 第 3 部分：«普通胶合板通用

技术条件»、GB/T 10335.1—2005 «涂布纸和纸板 涂布美术印刷纸（铜版纸）»、GB/T 12218 «空气过滤器» 

——将“3 术语”改为“术语、定义和缩略语”。并增加了多个术语和缩略语的解释 

——将“4 分类”改为“4 分类、分级与标记”。将“按耐火分级”中的内容用表3代替；将过滤器常用

规格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放在附录C中 

——将超高效过滤器的分类改为按效率的高低分为三类 

——将“5.2材料要求”中增加了对几种常见材料的要求 

——在“5.2.2 b．”中滤纸的抗张强度分为有隔板过滤器滤纸和无隔板过滤器滤纸两种不同要求。原来

的抗张强度值作为对有隔板过滤器滤料的要求，对无隔板过滤器则提出了应有的更高要求。 

——在“5.2.2 c.” 中增加了对滤料厚度的要求 

——在“5.2.6 密封垫”提出了密封垫材料应达到的硬度标准 

——在“5.3结构要求中提出对过滤器各组成部分结构的详细要求 

——在“5.4.1 检漏”中，增加了对D、E、F类超高效过滤器及对生物工程使用的A、B类高效过滤器的

检漏要求，并给出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方法。 

——在“5.5生产环境条件”中分别提出对高效过滤器和超高效过滤器生产环境的不同要求 

——在“6.4 效率”中增加了对不同检漏方法的说明。 

——在“6.9 耐振动”中用 GB/T 4857.10的方法作为标准试验方法代替了原来的包装运输件振动试验方

法。 

——在“7 检验规则”中提高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无论是出厂检验还是型式检验，有任何一项不合格，

都应判定产品不合格。 

附录中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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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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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长城空气净化设备工程公司、苏州蓝林净化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烟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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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效空气过滤器和超高效空气过滤器（以下统一简称过滤器）的分类、分级、技术要求、

质量检验规则以及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存放等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常温、常湿条件下送风及排风净化系统和设备使用的高效空气过滤器和超高效空气过滤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军用过滤器、核工业用过滤器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过滤器。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912—89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冷轧薄钢板及钢带 

GB 3280-92  不锈钢冷轧钢板 

GB 6165-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 效率和阻力 

GB 8624—1997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B/T 451.3—2002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法 

GB/T 453—2002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恒速加荷法） 

GB/T 3198—2003 铝及铝合金箔 

GB/T 3880-1997 铝和铝合金轧制板材 

GB/T 4857.10—2005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GB/T 5849—2006 细木工板 

GB/T 9846.2-2004 胶合板 第2部分：尺寸公差 

GB/T 9846.3-2004 胶合板 第3部分：普通胶合板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335.1—2005 涂布纸和纸板 涂布美术印刷纸（铜版纸） 

GB/T 12218 空气过滤器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3.1.1  高效空气过滤器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用于进行空气过滤且使用GB 6165 规定的钠焰法检测，过滤效率不低于99.9%的空气过滤器。  

3.1.2  超高效空气过滤器  Ultra low  penetration air filter 

用于进行空气过滤且使用GB 6165 规定的计数法检测，过滤效率不低于99.999%的空气过滤器。 

3.1.3  粒径  particle diameter 

指用某种测定方法测出的粒子名义直径。单位以μm表示。 

3.1.4  中值直径 median diameter 

    指气溶胶粒径累计分布占总量50％时所对应的粒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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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计数粒径  counting diameter 

本标准指用光学粒子计数器测出的粒径。 

3.1.6  易透过粒径   most penetrating particle size 

指用技术法进行检测时，粒径效率曲线 低点对应的粒径。 

3.1.7  效率  efficiency 

指过滤器捕集气溶胶微粒的能力。被过滤器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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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率  penetration 

    指过滤器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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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透过率P的关系为: 

                                  E=1-P 

3.1.9  阻力  resistance 

指过滤器通过额定风量时，过滤器前、后的静压差。单位以Pa表示。 

3.1.10  容尘量  dust loading 

用于体现过滤器使用寿命的参数。过滤器的容尘量用阻力达到表 1 或表 2 所规定的初阻力的 2 倍时，过

滤器表面沉积的尘粒质量来衡量。 

3.1.11  有隔板过滤器 separator-style filter 

    其滤芯是按所需深度将滤料往返折叠制成,在被折叠的滤料之间靠波纹状分隔板支撑着,形成空气通道的

过滤器。 

3.1.12  无隔板过滤器  minipleat-style filter 

其滤芯是按所需深度将滤料往返折叠制成,在被折叠的滤料之间用线状粘结剂或其它支撑物支撑着,形成

空气通道的过滤器。 

3.1.13  额定风量  rated air volume flow rate 

由过滤器生产厂家所规定，标识过滤器工作能力的技术参数，表示过滤器在单位时间内所处理的 大空

气体积流量，单位为m
3
/h。 

3.1.14  单分散气溶胶  monodisperse aerosol 

用分布方程描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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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分布方程描述时，粒径几何标准差σg>1.5的气溶胶为多分散气溶胶。 

3.2  符号与缩略语 

本标准中使用了下述符号与略缩语。 

CNC    凝结核计数器 

DEHS   癸二酸二辛酯，Sebacic acid-bis(2-ethyl-)ester（通用名 di-ethyl-hexyl-sebacate） 

DOP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Phthalic acid-bis(2-ethyl-)ester（通用名 di-octyl-phthalate） 

MPPS   易透过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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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     光学粒子计数器 

PSL      聚苯乙烯乳胶球 

 

4  分类和分级 

4.1 按结构分类 

按过滤器滤芯结构分类可分为有隔板过滤器和无隔板过滤器两类。 

4.2 按过滤器过滤效率和阻力性能分类 

4.2.1  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分类 

按 GB 6165 规定的钠焰法检测的过滤器过滤效率和阻力性能，高效空气过滤器分为 A、B、C 三类。其各

类别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                             

类 别 额定风量下的 

钠焰法效率（%）

20%额定风量下的 

钠焰法效率（%） 

额定风量下的 

初阻力（Pa） 

A 99.9 无要求 ≦190 

B 99.99 * 99.99 ≦220 

C 99.999 99.999 ≦250 

* 若用户提出其所需B类过滤器不需检漏，则可按用户要求不检测20%额定风量下的效率。 

4.2.2  超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分类 

按 GB 6165 规定的计数法检测的过滤器过滤效率和阻力性能，超高效空气过滤器分为 D、E、F 三类。其

各类别性能要求见表2。 

表2  超高效空气过滤器性能                             

类    别 额定风量下的 

计数法效率（%） 

额定风量下的初阻力 

（Pa） 

备    注 

D 99.999 ≦250 扫描检漏 

E 99.9999 ≦250 扫描检漏 

F 99.99999 ≦250 扫描检漏 

 

4.3 按耐火程度分级 

    根据GB 8624的规定，过滤器按所使用材料的耐火程度分为三级。其各级别性能要求见表3。 

                                 

表3  过滤器的耐火性能分级                             

级别 滤料的耐火级别 框架、分隔板的耐火级别 备注 

1 A A A:不燃材料 

2 A B2 B2:可燃性材料 

3 B3 B3 B3:易燃性材料 

 

4.4 型号规格的表示方法 

a. 过滤器外观见图1 

b. 过滤器外形尺寸表示及顺序为: 高(H)×宽(W)×深(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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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号规格代号见表4，规格型号的表示方法如下： 

 
图 1 过滤器型号规格表示方法 

 

表 4  规格型号代码                       

 
例：GY-A-3-484×484×220-1000 表示有分隔板高效过滤器，性能类别为A，额定风量下的效率≧99.9%，耐

火级别为 3 级，外形尺寸为 484×484×220，额定风量 1000m3/h。 

例：CW-D-2-610×1220×80-2400 表示无隔板超高效过滤器，性能类别为D, 额定风量下的效率≧99.999%，

耐火级别为 2 级，外形尺寸为 610×1220×80，额定风量 2400m3/h。 
常用型号规格见附录C。 

序号 项目名称 含      义 代     号 

1 产品名称 高效空气过滤器、超高效空气过滤器 G、C 

有分隔板结构，见 4.1 条 Y 
2 结构类别 

无分隔板结构，见 4.1 条 W 

3 性能类别 按效率、阻力高低分五类，见 4.2 条 A、B、C、D、E、F 

4 耐火级别 按结构耐火程度分三级，见 4.3 条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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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滤料；2—分隔板；3—框架；4—分隔物 

 
图 2  高效空气过滤器外观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过滤器的技术条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规定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进行生产。 

5.1.2 外观要求 

a.过滤器上不应有污染物（泥、油、粘性物）和损伤，不允许出现框架凹凸、扭曲或破裂、涂料层不均

匀及剥落； 

b.滤料、分隔物、防护网无变形、密封垫无松脱； 

c.密封胶齐整无裂纹，沿滤料和分隔板浸润高度不大于5mm。 

5.1.3 外形尺寸偏差的允许值如下： 

a. 端面 

边长大于500mm的，其偏差为0,–3.2mm； 

边长小于或等于500mm的，其偏差为0,–1.6mm。 

b. 深度  

深度尺寸的偏差为+1.6mm，0。                                              

c. 对角线 

过滤器每个端面的两对角线之差，当对角线长度大于700mm时，其偏差应小于等于4.5mm；当对角线长

度小于等于700mm时，其偏差应小于等于2.3mm。 

d. 垂直度 



 8

框架端面应与侧面垂直，其偏差不应大于±3°。 

e. 平面度 

过滤器端面及侧板平面度应小于等于1.6mm；两端面平行度偏差应小于等于1.6mm。 

f．分隔板的倾斜度 

滤芯分隔板和褶纹应垂直于框架的上下端板，其上下端板垂线偏差应小于等于6mm。 

5.2 材料要求 

5.2.1 基本要求 

材料的选用，应根据使用要求，本着适用经济的原则进行。 

各种材料的耐火性能应符合同类过滤器性能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和过滤器制造、贮存、运输、使用环 

境中应保持性能稳定、不产尘。当有耐腐蚀要求时，所有材料都必须具有相应的防腐性能。 

允许使用符合本标准的其他材料。 

5.2.2 滤料 

a. 透过率、阻力应符合GB 6165 中同类过滤器滤料的性能要求； 

b. 抗张强度：应按GB/T 453规定的方法测定。 

有隔板过滤器的滤纸：纵向大于等于0.3kN/m，横向大于等于0.2kN/m； 

      无隔板过滤器的滤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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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方法测量，不宜超过 0.40mm，滤料应均匀，不应含有硬块，表面不应有

裂纹、擦伤、针孔、色斑等； 

d. 其他性能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5.2.3 框架 

    制做框架的材料应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材料的厚度应根据材质和边长选定，以满足框架强度和刚度的

要求。当采用以下材料时，应符合相关标准，并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防锈或防腐措施。 

a. 冷轧钢板，厚度应为 1.0mm～2mm，成型焊接后镀锌、喷塑或采取其他防锈措施。材料符合 GB/T 912

的规定； 

b. 铝合金板，厚度应为1.5mm～2mm。材料符合GB 3880的规定；  

c. 木板、胶合板，厚度应为15mm～20mm。应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刷漆等相应防腐处理。材料符合GB/T 5849

及GB/T 9846的规定； 

d. 不锈钢板, 厚度应为1.0mm～2mm。材料符合GB 3280的规定； 

f. 其他强度和刚度符合要求的材料。 

5.2.4 分隔物 

    有隔板过滤器的分隔板，常见的有铝箔、塑料板、胶版印刷纸； 

无隔板过滤器的分隔物，常见的有热溶胶、玻璃纤维纸条、阻燃丝线等。 

a. 铝箔应符合GB/T 3198的规定； 

b. 采用纸隔板时，可采用表面经浸胶处理的纸隔板或120g/m
2
的双面胶版印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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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采用塑料隔板时，耐温应不低于50º； 

d. 其他符合要求的材料。 

5.2.5 粘结剂和密封胶 

粘结剂用于滤料的拼接、修补及密封垫与框架的粘接，其剪力强度和拉力强度应高于滤料。密封胶用于

滤芯与框架的密封，应能在常温、常压下固化，且能保证过滤器在10倍初阻力条件下运行时不开裂、不脱胶

并具有弹性，粘结剂和密封胶的耐火性能应满足同类过滤器性能要求。应选用无毒无有害气体散发的环保产

品。 

5.2.6 密封垫 

a. 密封垫应选用有弹性不易老化的闭孔材料； 

b. 密封垫硬度为30-50mm，（用邵氏硬度W性硬度计测试）,压缩永久变形：130℃，24小时，应小于60%。 

5.2.7 防护网 

可用不锈钢拉板网、冲孔板、点焊镀锌铁丝网、点焊不锈钢丝网或喷塑钢板网。 

5.3 结构要求 

5.3.1 滤芯 

a. 有隔板过滤器的滤芯 

当滤芯固定在框架中时，分隔板应露出滤料褶痕为3～5mm，分隔板缩入框架端面为5～8mm。分隔板应平

行于框架中心线，分隔板与中心线倾斜偏差不大于6mm，且不得发生突变性偏差。 

滤料的褶纹和分隔板应垂直于框架的上下端板,从任一褶或分隔板的一端引一铅垂线，该褶或分隔板另一

端偏离铅垂线不大于9mm。褶纹和分隔板不应弯曲，从任一褶或分隔板两端连一直线检查，弯曲造成的偏离不

大于6mm。 

b. 无隔板过滤器的滤芯 

当滤芯固定在框架中时，滤料和分隔物应缩入框架端面为 3～5mm。相邻褶幅高度偏差不大于 0.5mm。在

300mm范围内分隔物的直线度偏差不大于1mm。分隔物应与褶痕垂直，每条分隔物形成的直线与褶痕垂直度偏

差不大于2mm；分隔物间距的偏差不大于3mm。 

5.3.2 框架 

5.3.2.1 框架结构应坚固，应有足够的刚性和整体稳定性。 

5.3.2.2 框架的四个角和拼接处不得松动，粘结剂和密封胶不应脱胶、开裂，滤料在框架中不应松动和变形。

框架边宽15mm～20mm。对边长小于600mm 的过滤器，框架边框宽度宜大于等于15mm, 对边长大于等于600mm

的过滤器，框架边框宽度宜为20mm。 

5.3.3 密封垫 

a. 密封垫断面采用长方形（宽度应大于 15mm 且不超出边框，厚度 5～8mm）或半圆形（直径为 15mm），

长方形断面密封垫的粘接面和密封面应去皮。 

b. 密封垫用整体或拼接成形，拼接应在拐角处，拼接时宜采用 Ω 型或燕尾型连接等方式，连接处应用

粘接剂粘接牢固。整个密封垫的拼接不应超过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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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密封垫与框架应粘接牢固，密封垫的内外边缘不得超过框架的内外边缘。 

5.3.5 液槽密封 

    对采用液槽密封方式的过滤器,过滤器边框的一面应沿周长设一圈刀口。固定过滤器的框架上根据过滤器

密封面尺寸设一圈沟槽。安装时，将刀口插入填充非牛顿流体材料的沟槽中进行密封。非牛顿流体密封材料

（如：凝胶状石油混合物、硅酮、聚氨酯等）性能应保证在工作温度下不流淌，柔韧。刀口高度应与液槽深

度相匹配，以保证密封的严密性。刀口高度、液槽深度由过滤器使用情况下的面风速或过滤器终阻力确定。  

5.3.4 滤料拼接和修补 

a. 有分隔板的 A、B 类过滤器，每台过滤器的滤料允许有一个拼接接头；C、D、E、F 类过滤器的滤料不

允许有拼接接头； 

b. 用搭接方式拼接两块滤料，搭接宽度不应小于13mm； 

c. 搭接接口不应设置在滤料折叠的转弯处； 

d. 每个修补面积不应超过13cm
2
，修补的总面积不应超过过滤器端面净面积的1%。 

5.4 性能要求 

5.4.1 检漏 

对 C、D、E、F 类过滤器及用于生物工程的 A、B 类过滤器应在额定风量下检查过滤器的泄漏。过滤器厂

商可选择定性试验（如大气尘检漏试验）或者定量试验（局部透过率试验）来确定过滤器是否存在局部渗漏

缺陷。表5给出了定性以及定量试验下的过滤器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标准： 

表 5  定性以及定量试验下的过滤器渗漏的不合格判定标准 

类   别 
额定风量下的效率 

（%） 

定性检漏试验下的局部渗漏限值 

粒/采样周期 

定量试验下

的局部透过

率限值 

% 

A 99.9（钠焰法） 1 

B 99.99（钠焰法） 0.1 

C 99.999（钠焰法） 

下游大于等于 0.5μm 的微粒采样计数超过

3（上游对应粒径范围气溶胶浓度须不低于

3×104） 0.01 

D 99.999（计数法） 0.01 

E 99.9999（计数法） 0.001 

F 99.99999（计数法） 

下游大于等于 0.1μm 的微粒采样计数超过

3（上游对应粒径范围气溶胶浓度须不低于

3×106） 0.0001 

在大多数情况下，宜选择扫描检漏来判断过滤器是否存在局部渗漏缺陷。而当过滤器的形状不便于进行

扫描检漏试验时，可采用其它方法（如检测 100%风量和 20%风量下的效率测试、烟缕目测检漏试验等）进行

检漏试验。 

5.4.2 效率 

    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检验，过滤效率应符合表1、表2的规定。  

    在型式检验时，各类过滤器在运输振动试验后，其效率仍应满足上述相应类别的效率要求； 

 在型式检验时，各类过滤器在耐压试验后，其效率仍应满足上述相应类别的效率要求。 

5.4.3 阻力 

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检验，阻力应符合表1、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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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容尘量 

过滤器的容尘量用阻力达到初阻力（表1或表2给出的）2倍时所捕获的气溶胶质量来衡量。 

5.4.5 滤芯紧密度 

按6.7条的方法检验时，置于滤芯上的木块位移不得超过3.2mm。 

5.5 生产环境条件 

过滤器的生产环境条件应保证过滤器生产全过程（至装箱时）不受污染。高效过滤器组装车间室内的空

气洁净度应达到ISO 8。超高效过滤器组装车间室内的空气洁净度应达到ISO 7。 

 

6  试验方法 

6.1外观质量 

用目测检查。 

6.2 尺寸偏差 

6.2.1 长度用游标卡尺检查，其分度值不大于0.1mm。 

6.2.2 平面度用平板和塞尺检查，平板精度为3级，塞尺厚度范围为0.02mm～0.5mm。 

6.2.3 垂直度用角度规检查，其分度值不大于0.5´。 

6.3  检漏 

6.3.1  检漏方法的选择 

可用计数扫描法、光度计扫描法、烟缕目测法对过滤器进行检漏。计数扫描法适用于各类过滤器。光度

计扫描法、烟缕目测法仅适用于高效过滤器的检漏。 

6.3.2  计数扫描法 

计数扫描法的试验装置及试验过程详见附录A。 

计数扫描法的尘源采用液态或固态气溶胶。例如：DEHS、DOP、聚苯乙烯小球、大气尘等。 

可对被试过滤器的局部透过率进行试验，通过衡量其是否超过所允许的限值来判断过滤器是否存在局部

渗漏缺陷。 

也可使用光学粒子计数器对高效及超高效过滤器进行定性扫描检漏。扫描过程中，光学粒子计数器计数

显示任一点在所观察的粒径档（高效过滤器为≧0.5µm；超高效过滤器为≧0.1μm）出现“非零”读数（超过

3粒/采样周期），即说明此处为漏点。当大气尘浓度足够大时（对于高效过滤器，上游≧0.5µm的气溶胶浓度

须大于等于 3×10
4
粒/采样周期；对于超高效过滤器，上游≧0.1µm 的气溶胶浓度须大于等于 3×10

6
粒/采样

周期。）,可选择大气尘作为定性扫描检漏试验的测试气溶胶。 

检漏试验应在过滤器额定风量下进行，采样口与过滤器端面应保持1cm～5cm的距离。当检漏采样流率大

于2.83L/min时，扫描速度不应超过8cm/s；当检漏采样流率小于等于2.83L/min时，扫描速度不应超过2cm/s。

对整个过滤器被检面扫描。     

6.3.3  烟缕目测法 

通过烟缕试验，可用目测观察高效过滤器有无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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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过滤器水平放在风口上，四周密封，用喷雾器发生气溶胶，使气溶胶粒子质量平均直径为0.3µm ～1.0µm,

质量浓度宜为1.5g/m
3
。使含气溶胶的气流以约1.3m/s的速度向上流过被试过滤器。 

用灯光垂直照射过滤器出风面，过滤器四周及观察背景应是黑暗的，注意屏蔽掉过滤器周围的干扰气流。 

观察出风面，若出现烟缕说明有渗漏，看不到烟缕说明无渗漏。 

6.3.4  光度计扫描法 

使用光度计扫描法，其试验装置及试验过程详见附录B。 

用喷雾器发生气溶胶，使气溶胶粒子质量中值直径为0.7µm，其上风侧浓度应为10μg/L～90μg/L。 

6.3.5  局部渗漏缺陷的修复 

可对扫描检漏试验发现的局部渗漏缺陷进行修复，但所进行修复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用于修补渗漏缺陷的材料应为过滤器用户所接受； 

b. 对每只过滤器，修补总面积不应大于过滤器滤芯面积的1%，对于单点修补，修补面积不应大于13cm
2
； 

在修补完成，并且经足够时间供修补用密封胶充分固化后，应对渗漏处及临近区域再次进行扫描检漏试

验。 

6.4 效率 

在效率试验前，C、D、E、F 类过滤器必须先在过滤器的 2 倍额定风量下进行空抽，空抽时间为 30min。

空抽的进风必须过滤，其过滤器对1μm粒子的过滤效率大于等于70％。 

6.4.1  高效过滤器按GB6165 规定的方法测定额定风量下的效率。 

6.4.2  超高效过滤器按 GB 6165  规定的方法，用固体或液体单分散气溶胶或多分散气溶胶为尘源；用凝结

核计数器（CNC）或光学粒子计数器(OPC)测定过滤器额定风量下的效率。 

6.5  阻力 

按GB 6165规定的方法试验。 

6.6 容尘量 

    按GB 12218规定的方法试验。 

6.7 滤芯紧密度 

将组装好的过滤器端面向上平放在平台上，把一块 102mm×152mm 的木块背面粘上一块与木块同面积厚

6.4mm的闭孔海绵氯丁橡胶。粘橡胶的面放在过滤器滤芯的中心心使152mm的那一边与滤料褶痕平行。木块正

面放一个 2.7kg 的重物，在木块侧面中心处施加一个 15.7N±0.9N 的力，这个力平行于过滤器端面且与滤料

褶痕垂直。测量施力后木块由原来位置的位移。 

6.8 耐压 

各类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效率和阻力检验合格的过滤器，应经受10倍初阻力的风量通过过滤器并持续

60min，重新确认过滤器各部分没有损坏和变形后，再重复效率和阻力的试验。 

6.9 耐振动 

   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效率和阻力检验合格的过滤器，按国标GB/T 4857.10 进行试验。经运输试验后的

过滤器按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效率和阻力的要求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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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必须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如表7所列序号1～6项。 

表7 过滤器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本标准所属条款 

1 外观质量 5.1.2，6.1 

2 尺寸偏差 5.1.3，6.2 

3 检漏（非用于生物工程的A、B类过滤器不需检漏） 5.4.1，6.3 

4 效率 5.4.2，6.4 

5 阻力 5.4.3，6.5 

6 包装、标志 8.1，8.2 

7 滤芯紧密度 5.4.5，6.7 

8 耐压 5.4.2，6.8 

9 运输振动试验 5.4.2，6.9 

7.1.2 型式检验 

7.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结构和制造工艺、材料等的更改对性能有影响时； 

c. 产品停产超过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批量生产时，每两年应进行一次；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1.2.2 型式检验项目如表7所列序号1～9项。 

7.1.2.3 型式检验抽样方法 

在制造厂提供的合格产品中按每批滤纸组装过滤器台数的5%抽样，但抽取数量不应少于5台。 

7.2 判定规则 

7.2.1 出厂检验 

在表7的1～6项中出现任意一个缺陷，产品为不合格品。 

7.2.2 型式检验 

在表7的1～9项中出现任意一项不合格，产品为不合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台高效过滤器必须在垂直于褶和隔板的外框的表面明显处设有标志(标签或直接印刷体)，标志应牢固

固定于过滤器的外框,标志上字迹清楚,不易擦洗掉。标志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14

a. 制造商的名称及符号； 

b. 过滤器型号、规格尺寸及编号； 

c. 额定风量；以m
3
/h表示； 

d. 额定风量下的效率或透过率；并注明其检测方法； 

e. 额定风量下的初阻力；以Pa表示； 

f. 指示气流方向的箭头； 

g. 产品出厂年、月、日； 

h. 产品合格证。 

8.2 包装 

8.2.1 包装要求: 

包装应确实能保护出厂检验合格的过滤器在装卸、运输、搬运、存放直到用户安装就位前免受因外力引 

起的损伤和毁坏； 

8.2.2 包装方法: 

a． 装箱前过滤器应装在塑料袋中，过滤器的气流截面方向应增加硬纸板保护,外包装箱可采用硬纸板； 

b． 包装箱上应注明与所包装过滤器相一致的型号规格、制造厂名以及数量，并按GB 191规定应用文字

或图例标明“小心轻放”、“怕湿”、“向上”及堆码极限的标志。 

8.3 运输 

a．在运输过程中过滤器按包装箱上标志放置，堆放高度以不损坏或压坏过滤器为原则( 大堆放高度应

不超过三层，或采用托盘).不宜跟其它货物混合运输； 

b. 过滤器在运输中应采取固定措施,当固定物跨过箱体折角时,应用软质材料将固定物与箱体隔开,保护

好箱体； 

c. 在装卸或搬运过程中,操作人员应戴好手套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搬运过程中过滤器滑落。 

8.4 贮存 

a. 过滤器存放地点,应在温度、湿度变化小,清洁干澡且通风系统良好的环境中，严禁露天堆放； 

b. 贮存时应用垫仓板把过滤器与地面隔开,防止过滤器受潮； 

c. 过滤器应按箱体标识放置, 堆放高度以不损坏、压坏或造成倒塌危险为原则.( 大堆放高度不宜超

过三层,)以免过滤器受重压变形和再次搬运时的损坏； 

d.  贮存期超过三年以上的过滤器应进行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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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计数扫描检漏试验 

（规范性附录） 

A.1 计数扫描法试验过程描述 

计数扫描检漏试验通过粒子计数来检测过滤元件（过滤器）是否存在局部渗漏缺陷。 

计数扫描检漏试验中，被试过滤器被安装在试验台上，在额定风量下进行试验。被测过滤器应首先完成

额定风量下的阻力测试并被清吹后进行本项试验。测试风道系统中应设有足够长的混合段，使得被引入的测

试气溶胶与试验空气充分混合，进而实现气溶胶在扫描风道截面上的均匀分布。 

过滤器厂商可根据自身情况或与用户之间的协议，选择对过滤器进行定性检漏试验或者定量检漏试验（局

部透过率试验）。二者的试验装置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对试验参数以及对渗漏缺陷的判定方式。 

计数扫描检漏试验中，可通过自动行走机构或者手动对被测过滤器出风侧的粒子浓度场进行扫描检测，

并判断所测区域是否存在渗漏缺陷。如有渗漏，则应记录渗漏处的坐标位置。 

在对被测过滤器出风侧进行扫描检漏时，应采用本标准所描述的采样头配合粒子计数器进行。试验过程

中，探头在靠近过滤器出风侧的位置以确定的速度移动，扫描中探头所覆盖的轨迹间应无空隙或略有重叠。

当采用多个并排的测量系统（多个探头与多台粒子计数器联合使用）同时测量时，可以缩短扫描的时间。 

根据探头坐标以及探头移动速度，在扫描过程中通过对粒子浓度进行测定，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渗漏进

行定位。而后将探头对该处及邻近区域进行重复试验，以判断该处是否存在渗漏缺陷。 

当采用定量检漏试验时，可通过过滤器下游的局部透过率平均值来计算该过滤器的计数法效率。 

计数扫描检漏试验可使用单分散相或多分散相气溶胶，但测试气溶胶粒径分布应满足本标准规定。 

当采用单分散相气溶胶时，可使用总计数法，检测仪器为凝结核计数器（CNC）或光学粒子计数器（OPC）。 

当采用多分散相气溶胶时，应使用光学粒子计数器进行检测。 

 

A.2 试验装置 

A.2.1 试验装置的构成 

    附图B1为试验装置构成的示意图。这种装置既适用于单分散相气溶胶检漏试验也适用于多分散相气溶胶

试验，二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测试气溶胶的发生技术和测量方法。 

A.2.2 试验风道系统 

A.2.2.1 试验空气的调节 

试验空气在与试验气溶胶混合前应经过预处理，应配置合适的预过滤器（如选用性能符合国标规定的粗

效、中效以及高效过滤器）来保证其洁净度（应至少为 ISO7 级） 

A.2.2.2 风量调节 

    试验风道应有风量调节措施（如改变风机转速或者使用风量调节阀），测试过程中，试验风量应能维持在

被测过滤器额定风量的±3%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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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过滤器；2—软连接；3—风机；4—阀门；5—高效过滤器（大气尘定性试验不需要）； 

6—测试气溶胶注入；7—稳定段；8—孔板流量计；9—压差计；10—上游采样； 

11—被试过滤器；12—下游扫描采样机构；13—围挡 

 

图A1  计数扫描法试验台原理示意图 

 

A.2.2.3 风量测试 

    风量测量应采用标准或经过标定的方法（如利用孔板、喷嘴、文丘里管的压降测试风量）。 

大测量误差不应超过测量值的5%。 

A.2.2.3 气溶胶混合风道 

    试验风道中应设置混合段，混合段的长度应能保证测试气溶胶在测试段达到足够的浓度均匀性。在上游

风道紧靠被测过滤器的断面上，至少布置 9 个均匀分布的测点上进行测量，其中任一点的气溶胶浓度不得偏

离平均值超过10%。 

A.2.2.4 被测过滤器安装台 

被测过滤器的安装机构应能保证过滤器的可靠密封。 

A.2.2.5 被测过滤器 

用于渗漏试验的过滤器不应存在任何可见损伤或其他异常，过滤器可以按要求装在试验台上并有良好密

封。试验过程中，过滤器的温度应与试验空气的温度相同。被测过滤器的搬运与装卸要小心，被试过滤器上

应有清晰的永久性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 

a、 过滤器的名称； 

b、 过滤器风向标记； 

A.2.2.6 压差测量孔 

    压差测量孔所能测出的压差值为被试过滤器上游气流测量断面静压平均值与周围环境空气的压差，上游

压力测量断面应位于流速均匀的区域。 

 

A.3 测试气溶胶 

A.3.1测试气溶胶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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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效以及超高效过滤器计数扫描检漏的气溶胶可以为DOP，DEHS，PSL等，但不局限于这些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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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发生哪种气溶胶，应保证所发生气溶

胶的浓度以及粒径分布在测试过程中保持稳定。 

当采用单分散相气溶胶进行计数扫描检漏试验时，测试气溶胶的计数中径与滤料 MPPS 的偏差不应超过

10%。当采用多分散相气溶胶进行检漏试验时，测试气溶胶的计数中径与滤料MPPS的偏差可以达到50%。当无

法确知滤料的MPPS时，由过滤器买卖双方协商确认所采用的气溶胶计数中值直径。 

A.3.2 测试气溶胶的浓度 

为了获得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在上游浓度不超过计数器浓度测量上限的前提下，下游的采样粒子数应

足够大。当进行定量分析时，依据被测过滤器的效率以及所需下游 小计数（不低于10粒/采样周期）确定，

但不应超过1×10
7
粒/cm

3
。 

当进行定性分析时，对于高效过滤器，以大于等于0.5μm 的微粒为准，上游气溶胶浓度须大于等于3×

10
4
粒/采样周期；当检测超高效过滤器时，以大于等于0.1μm的微粒为准，气溶胶浓度需大于等于3×10

5
粒

/采样周期期。 

A.3.3 气溶胶测试仪器 

当选用单分散相气溶胶进行计数扫描检漏试验时，既可选择光学粒子计数器，也可以选择凝结核粒子计

数器对被测过滤器下游粒子浓度进行测量。 

工作不正常的气溶胶发生器可能产生大量粒径远小于滤料MPPS的粒子，而这些粒子都将被凝结核计数器

统计为正常粒子，这将导致实验结果的误差。因此，但当选用凝结核粒子计数器进行测量时，应保证不会出

现这种情况。 

当选用多分散相气溶胶进行检漏试验时，应选用离散式光散射粒子计数器（如：光学粒子计数器）对被

测过滤器下游进行测试。 

 

A.4 扫描系统 

过滤器生产商可以选择自动扫描机构，也可以选择人工手动扫描的方式进行过滤器扫描检漏试验。 

但是，手动扫描方式无法保证扫描过程的平稳和均匀，而对于扫描过程中粒子数的记录也比较麻烦。因

而，手动扫描不宜用于需对测量结果进行定量分析的场合，本标准的介绍将以自动扫描装置为主。 

A.4.1  下游采样探头 

    采样探头的开口面积为8～10cm
2
，形状宜为正方形。当采用矩形探头时，边长之比不应超过15：1。选取

探头的采样流量时，应保证探头开口处流速与过滤器面风速相差不大于25%。 

    使用并列的几只探头（几台计数器并用）可缩短测量时间。 

    探头距过滤器出风表面10～50mm。 

   A.4.2 探头臂 

  下游采样探头固定在一个可移动的探头臂上。 

A.4.3 气溶胶输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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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的气溶胶输送管应尽快且无损失地将粒子送入粒子计数器的测量室。因此，输送管应尽可能短，沿

途无死弯。管路材料表面光滑，不散发粒子。 

A.4.4 扫描行走机构 

    扫描行走机构应包括驱动、导向与控制，他们使探头以垂直于气流的方向匀速移动。探头的移动速度可

调，但 高不应超过8cm/s。实际行走速度与设定值的偏离不应超过10%。扫描机构可以测定探头移动过程中

的坐标及对漏点进行定位以及标记，探头机构在过滤器下游断面任一点的回位精度宜至少为1mm。 

 

A.5 隔离措施 

被测过滤器的下游应与周围环境的污浊空气隔离。此外，对过滤器边缘漏点定位时也需要隔离。隔离措

施的实例包括：用足够长度的围挡包围被试过滤器。 

     

A.6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1、 被测过滤器：型号、尺寸、额定风量； 

2、 试验气溶胶：物质、中值直径、几何标准偏差； 

3、 上、下游粒子计数器：型号、操作数据； 

4、 下游采样：探头形状及尺寸、探头移动速度、探头距离、轨迹重叠情况等； 

5、 渗漏信号设定； 

6、 试验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7、 确认被测过滤器无渗漏的证明； 

8、 过滤器修补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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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光度计扫描检漏试验 

（规范性附录） 

B.1 光度计扫描法试验过程描述 

光度计扫描检漏试验适用于检测高效过滤器的泄漏和密封情况。 

高效过滤器渗漏指认的标准透过率为0.01%，即扫描探头在过滤器出风面某点处静止不动时测出的透过率

大于0.01%即认为是渗漏。 

气溶胶应与试验空气混合均匀，确保被测过滤器整个迎风面上的试验气溶胶浓度均匀（空间一致性），还

要保持在整个试验期间气溶胶浓度恒定（时间一致性）。 

B.2 试验装置与材料 

B.2.1 试验装置的构成 

试验装置主要包括气溶胶发生器、风机、管道、风量调节装置、静压箱和光度计等(试验系统的示意图见

附图C1)。气溶胶发生器为一个或多个工作压力为138kPa的Laskin喷嘴，气溶胶物质可为DOP、DEHS等，气

溶胶的质量中值直径约0.7µm，几何标准差约1.8，计数中值直径约0.4µm。 

B.2.2 试验装置的风道系统 

风道系统进风量大小可通过调节风机频率或风量调节阀开度调解，若从室外进风宜设加热器。 

B.2.3 屏蔽措施 

试验装置中的静压箱在与被测过滤器连接时，要求接口处严密、不泄漏。同时被测过滤器出风面的边缘

要求有屏蔽，防止扫描过程中，受到外界的气流干扰。（可采用一定高度的、带有密封垫片的矩形框架夹紧固

定来进行屏蔽，某些场合也采用“风幕”方式来屏蔽。） 

风机

气溶胶发生器 静压箱

风量调节阀
旁通调节阀 待测过滤器

屏蔽层

气流方向

 

图B1  扫描检漏试验系统示意图 

 

B.3 试验步骤 

B.3.1  试验中通过调节阀门，使被测过滤器的出风面的平均风速为0.45±0.05m/s。 

B.3.2  使用线性或对数刻度光度计进行扫描检漏试验。 

B.3.3  使用线性光度计时，将被测过滤器上游气溶胶的浓度调整到 10～20mg/m
3
之间，用光度计采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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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计指针至满刻度，然后，让光度计吸入无尘空气，调整0.01%挡的零点。完成上述调整，即可以进行扫描

试验。 

B.3.4  使用对数光度计时，将被测过滤器上游气溶胶的浓度调整到零点之上 小刻度的1.0×10
4
或更高，然

后按厂家说明对光度计进行校准和调零。 

B.3.5  光度计的采样流量为 2.83l/min±10%。注意扫描探头的尺寸，保证采样口处的风速等于或略高于

0.45m/s的过滤器试验风速。 

B.3.6  扫描探头的采样口距被测过滤器出风侧表面的距离约10～50mm。 

B.3.7  矩形扫描探头的扫描速度不大于5cm/s，矩形扫描探头的面积扫描速度不大于1.55cm/s。 

B.3.8  扫描路线应覆盖整个被测过滤器的表面。沿过滤器周边另设一条独立的扫描路线，用于检查滤芯与边

框的密封情况。探头往复行走的覆盖区域可略有重叠。 

B.3.9  渗漏不合格的判定：透过率超过0.01%即判定为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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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高效过滤器常用规格型号 

（资料性附录） 

C.1  有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常用规格见表C1 

C.2  无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常用规格见表C2 

 

表C1  有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常用规格表 

序号 常用规格 额定风量(m3/h) 
序

号 
常用规格 额定风量(m3/h) 

1 484×484×220 1000 13 484×484×150 750 

2 484×726×220 1500 14 484×726×150 1000 

3 484×968×220 2000 15 484×968×150 1300 

4 630×630×220 1500 16 630×630×150 1000 

5 630×945×220 2250 17 630×945×150 1500 

6 630×1260×220 3000 18 630×1260×150 2000 

7 610×610×292 1500 19 610×610×150 1000 

8 610×915×292 2250 20 610×915×150 1500 

9 610×1220×292 3000 21 610×1220×150 2000 

10 320×320×292 500 22 610×610×220 1200 

11 320×320×220 400 23 592×592×292 1500 

12 320×320×150 300 24 630×630×292 2000 

 
表C2  无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常用规格表 

序号 常用规格 额定风量(m3/h) 序号 常用规格 额定风量(m3/h) 

1 305×305×69 250 10   

2 305×305×80 300 11 570×1170×69 1500 

3 305×305×90 350 12 570×1170×80 1700 

4 610×610×69 1000 13 570×1170×90 2000 

5 610×610×80 1500 14 610×1220×69 2000 

6 610×610×90 1800 15 610×1220×80 3000  

7 610×915×69 1500 16 610×1220×90 3600  

8 610×915×80 2250 17   

9 610×915×90 2700 18   

 

说明： 

端面相同的有隔板过滤器和无隔板过滤器额定风量不同，在风量相同的情况下，阻力相差很大，比如 

484×484×220 有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阻力小于 220Pa（B 类），而 484×484×90 无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在

1000m3/h 风量下的阻力在 350Pa 左右，因此要符合高效过滤器阻力要求，相应额定风量需定为 600m3/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