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www.moderninstrs.org.cn

2013 年 第 19 卷 第 1 期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器颗粒物净化效果评价的研究 *
Research of evaluation about particle purification of
air cleaner for ventilation system
摘

要

空气净化器是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中一类常见空气净化装置，颗粒物净化效

率是其重要评价指标，科学评价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的净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以 1
台静电式空气净化器为研究对象，选择 KCl 气溶胶和黄土尘为检测尘源，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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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源类型、尘源浓度和风速对颗粒物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 ：当采样黄土尘为

2

尘源时，净化效率略高，PM10 计重效率与≥ 0.3μm 颗粒物计数效率比较接近，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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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对计重效率影响很小，风速则是影响净化效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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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cleaner is one of common air purification devices for central air condition（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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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ventilation system. Purifying efficiency of particulate matter is one of the most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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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evaluation index for air cleaner.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purify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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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rticulate matter scientifically. The effect of dust source, dust concentration and wind

(1.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Beijing 100013; 2.Beijing

speed on particulate purifying efficiency of electrostatic air cleaner was studied respectively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in the case of KCl aerosol and loess dust as detecting dust sour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Beijing

the purifying efficiency was more higher in the case of loess dust as detecting dust source

100029)

than that KCl aerosol as dust source, the purifying efficiency of PM10 and particulate with
particle size more than 0.3 μm were very close,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dust on the
result was little but the effect of wind speed on the result was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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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楼、城市地铁站等都安装空气净化装置。我国每年空气

言

净化器行业的总产值达几十亿元，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集中空调系统以其制冷 / 热快速、使用方便、无噪声

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和谐的声音，有些产品华而不实，存在

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它以机械方式创建适宜的人工环境，

着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更为严重者是有些产品质量不过关，

满足人们对室内环境舒适性要求，但是其卫生安全问题也

还会引起 2 次污染。2011 年上海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不容乐观。2003 年 SARS 盛行爆发和与空调相关的各类

中心在空气净化器产品抽检中，发现部分产品的臭氧严重

不良建筑综合症的出现，引起社会各界对公共卫生安全的

超标。2012 年国家空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举办空气净化

广泛关注，为此，2003 年 8 月卫生部紧急制定《公共场

器全国统检，参加单位多为行业内知名企业，大多数企业

[1]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规范对空调送风质量

产品能够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但是少数产品也存在不尽如

和空气净化装置提出严格要求，随后空气净化器等空气净

人意的地方。因此，采取适宜检测手段控制空气净化器的

化类产品开始广泛应用。近年来，空气净化装置在许多大

质量，对于规范和促进空气净化器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型公共建筑中广泛使用，如奥运场馆、世博园区、机场航

颗粒物净化效果是考核空气净化器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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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机构和专家也把颗粒物净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取
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13]。本文针对通风系统用空气

1

净化器颗粒物净化效果检测方法做细致研究，希望能对生

1.1 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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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部分
空气净化器检测装置通常是由风道系统、污染物发生

产厂家或检测单位有所帮助，并且为今后空气净化器的标

装置和测量设备 3 部分组成（见图 1）。风道系统由风机、

准编制提供参考。

图 1 检测台示意图
1. 风机送风进口 ；2. 空气进口风管 ；3. 污染源发生装置 ；4. 扰流板 ；5. 受试空气净化器前风管 ；6. 静压环 ；7. 受试空气净化器安装段 ；8. 压力
测量装置 ；9. 受试空气净化器后风管 ；10. 化学保护净化器 ；11. 化学保护净化器后风管 ；12. 天圆地方 ；13. 流量测量装置前风管 ；14. 流量测量装置 ；
15. 流量测量装置后风管

风管、静压室、流量测量装置等组成，提供检测所需风速

电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 ；调节风速至测试风速，然后在净

（量）和测试平台。发尘器为大粒径气溶胶发生器（美国

化设备上游用发尘器发生气溶胶颗粒物 ；待发尘均匀稳定

TSI 公司）和人工尘螺旋发尘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

后，用尘埃粒子计数器和粉尘测试仪测试空气净化装置上

制），气溶胶发生器用于产生 KCl 气溶胶，人工尘螺旋发

下游浓度，从而求出其净化效率。

尘器用于将黄土尘产生气溶胶。颗粒物测量设备有激光尘

1.4 试验样品

埃粒子计数器（型号 8220，美国 TSI 公司）和粉尘测试仪（型

测试选用的空气净化器为一台静电式空气净化器，规

号为 AM510，美国 TSI 公司），它们分别适用于计数效率

格为 670mm×610mm×170mm ；电压为 220VAC，功率

和计重效率检测。

为 39W。

1.2 尘源
选用 GSS27 号黄土尘和 KCl 气溶胶作为检测尘源，
GSS27 号黄土尘由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提供，主要成分
为西北黄土尘，这 2 种尘源的粒径分布（见表 1），GSS27
号黄土尘化学成分（见表 2）。
0.3~0.5

结果与讨论

2.1 尘源类型的影响
大气尘是指大气环境中的悬浮微粒，是一种既包含固
态微粒，同时也包含液态微粒的多分散气溶胶。大气尘计

表 1 各尘源粒径分布（%）
尘源 (μm)

2

数法是以大气尘作为尘源来检测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率的

0.5~1

1~2

2~5

5~10

一种方法，自上世纪末在我国广泛使用。大气尘计数法存

GSS27 黄土尘

0

2.5

14.0

64.0

19.5

在着明显不足之处 ：由于大气尘浓度和粒径分布受室外污

KCl

56.2

31.2

11.1

1.4

0.0

染源、风速风向、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很大波动，粒子浓度和粒径分布

表 2 黄土尘组成成分
Al2O3
(%)

CaO
(%)

Fe2O3
(%)

K2O
(%)

MgO
(%)

SiO2
(%)

其他
(%)

GSS27 黄土尘 13.2

4.91

26.12

2.37

2.75

38.87

11.78

成分

现在大多数实验室都采用 KCl 气溶胶作为尘源。
KCl 气溶胶是我国空气过滤器检测的主要测试尘源，
尘源粒径范围在 0.3~10μm，可以全面覆盖空气净化器作

1.3 测试方法
空气净化装置颗粒物净化效率检测主要依据 GB/T
14295-2008《空气净化器》

很难控制，造成不同实验室间的测试结果无法比较。因此，

[14]

用对象，所以本实验将 KCl 气溶胶作为一种尘源。另外，

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

还选择一种 GSS27 黄土尘，该黄土尘和 KCl 气溶胶粒径

风系统卫生规范》。颗粒物净化效果评价有计重效率和计

分布差别很大，黄土尘粒径大部分位于 2~5μm，而绝大

数效率 2 种评价方法，计重效率是指 PM10 一次通过的净

部分 KCl 气溶胶粒径≤ 2μm。选择这 2 种尘源可以比较

化效率，计径计数效率是指净化设备对某一段粒径的颗粒

出净化设备对不同粒径段粒子的作用效果。

物净化效果。测试时，首先将样品安装在测试风道上，通

在 2.5m/s 风速下，空气净化器 PM10 计重效率检验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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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3）
，计数效率检验结果（见表 4）
。从表 3 可以

2.3 风速的影响

看出，空气净化器对黄土尘的计重效率略高于 KCl 气溶

风速是影响颗粒物净化效果的因素之一。采用 KCl

胶，黄土尘的粒径比 KCl 气溶胶要高，所以空气净化器

气溶胶作为测试尘源，分别在 1.0m/s，2.5m/s 和 3.0m/s 3

对 2~5μm 粒径段的粒子净化效果要高于 0.3~1μm 粒径

种风速下，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净化效率检测结果（见

段的粒子 ；除与粒径大小有关外，与尘源的物理化学性

表 6）。从表 6 中可看出，风速对净化效率的影响很大，

质也不无关系。从表 4 也可看出，采用黄土尘作为尘源，

当风速由 1.0m/s 升高至 2.5m/s 时，PM10 净化效率下降约

计数效率略高一些，粒径越高的颗粒物净化效果越好。

16.6%，≥ 0.5μm 粒子净化效率也降低 13.3% ；当风速升

从表 3 和表 4 对比可看出 PM10 净化效率与≥ 0.3μm 粒

高至 3.0 m/s，PM10 净化效率下降 26.0%，≥ 0.5μm 粒子

子净化效率检测结果比较接近，计数效率检测结果略高，

净化效率降低 24.3%，计数效率和计重效率呈现相同规律。

对于同一台空气净化器而言，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计

风速直接影响着颗粒物通过空气净化装置的时间，风速

重效率和计数效率应该相同或相近，二者存在差别是因

快，则颗粒物通过空气净化装置时间就短，被捕获的几率

为 PM10 为小于 10μm 的所有粒子，
除包括≥ 0.3μm 粒子，

就小。另外，风速较高的情况下，空气中颗粒物运动速度

还包括≤ 0.3μm 的粒子，计数效率仅是指≥ 0.3μm 粒子

更高，动能更大，更容易穿透玻纤或滤纸等过滤材料。不

净化效率。

同的空气净化装置因为安装位置不同，其对风速要求也不
同，空调回风口风速较小，通常 1.0m/s 左右，而在风机

表 3 PM10 净化效率
尘源

净化前浓度
(mg/m3)

净化后浓度
(mg/m3)

净化效率
(%)

KCl

0.560

0.137

75.5

GSS27 黄土尘

0.595

0.120

79.8

箱中风速很高，一般为 2.5m/s 或者 3.0m/s，不同空调系统，
风速略有差别。因此，在检测中，就要根据净化装置安装
位置不同，合理选择风速。
表 6 不同风速下颗粒物净化效果检测结果

表 4 各粒径段颗粒物净化效率

风速 (m/s)

PM10 净化效率 (%)

≥ 0.5μm 颗粒物净化效率 (%)

尘源

≥ 0.3(%)

≥ 0.5(%)

≥ 1.0(%)

≥ 2.0(%)

1.0

90.0

98.8

KCl

79.5

89.6

90.0

95.3

2.5

75.5

86.6

GSS27 黄土尘

82.3

90.2

92.6

97.0

3.0

66.7

74.8

2.2 尘源浓度的影响
采用黄土尘和 KCl 气溶胶为检测尘源，分别控制在 3

3

结论

个不同浓度水平，当测试风速为 2.5m/s 时，空气净化器

本文以静电式空气净化器为研究对象，以 KCl 气溶

PM10 计重效率（见表 5）。对于计重效率，当使用同一尘

胶和 GSS27 黄土尘为尘源，分别研究尘源类型、尘源浓

源时，从表 5 可以看出，不论是黄土尘，还是 KCl 气溶

度和风速对颗粒物净化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

胶，当浓度相差几倍时，净化效率检测结果偏差很小，且

不论是计重效率，还是计数效率，以 GSS27 黄土尘为尘

不成规律变化，这说明浓度对净化效率影响很小。在一些

源时，与 KCl 气溶胶相比，净化效率略高，对 PM10 净化

标准中，对颗粒物浓度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比如《公共

效率与对粒径≥ 0.3 颗粒物净化效率检测结果比较接近；(2)

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中规定净化设备上游尘

不论采用哪种尘源（KCl 气溶胶和 GSS27 黄土尘），尘源

源浓度范围为 0.45~1.50mg/m ，浓度范围要求很宽，GB/

浓度对 PM10 计重效率影响很小 ；
（3）风速对于颗粒物净

T14295-2008《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浓度仅要求粒子数

化效率检测结果影响很大。在样品选型时，可以根据安装

目不要超过检测仪器的检测上限，没有对粒子数目做出具

位置不同和空气净化装置的净化效果要求，合理选择所需。

3

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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