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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烟机捕集性能测试与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吸油烟机捕集性能测试与评价方法（标准厨房实验舱法）的术语和定义、

原理、测试仪器与设备、试验步骤、结果处理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外排式吸油烟机的捕集性能测试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713  吸油烟机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4.2  家用厨房设备 第 2部份：通用技术要求 

GB/T 18884.3  家用厨房设备 第 2部份：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 

GB/T 18884.4  家用厨房设备 第 4部份：设计与安装 

GB 29539  吸油烟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JG/T 184  住宅整体厨房 

3 术语和定义 

3.1  
外排式吸油烟机  air-extraction range hood 

通过管道将气体排向室外的吸油烟机。 

3.2  
标准厨房实验舱  standard kitchen chamber 

模拟真实住宅厨房环境，对外排式吸油烟机的捕集效率进行测试的试验装置。 

3.3  
特征污染物  specific pollutant 

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吸油烟机捕集性能测试所采用的替代污染物。 

3.4  
稳定释放装置  stably releasing device 

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用于控制特征污染物稳定释放的试验装置。 
3.5  

排风量  exhaust air rate 

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吸油烟机单位时间内输送的气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分钟

（m3/min）。 

3.6  
风量测试装置  air flow test device 

用于测试吸油烟机排风量的装置。 

3.7  
辅助风机  auxiliary fan 

调节吸油烟机至某规定试验流量所需提供额外动力的风机。 

3.8  
散发量  releas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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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稳定释放装置规定时间内所释放的特征污染物总量。 

3.9  
捕集量  capture volume 

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吸油烟机规定时间内捕集到稳定释放装置所散发特征污染物的

总量。 

3.10  
捕集率  capture efficiency（CE） 

本标准规定检测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吸油烟机捕集量与稳定释放装置散发量的比值。 

4 原理 

首先，将被测试的吸油烟机根据相关要求（满足安装高度等要求）安装在标准厨房实验

舱内，调节吸油烟机风量 Q1，将稳定释放装置安放在吸油烟机正下方 10cm处，保证稳定释

放装置所释放的特征污染物全部被吸油烟机排出，稳定后连续测试 30min内特征污染物的排

风管浓度及标准厨房舱内背景浓度，计算得到稳定释放装置的散发量。然后，调节吸油烟机

至某规定测试风量 Q2，将稳定释放装置安放在吸油烟机正下方的灶台上，稳定后连续测试

30min 内特征污染物的排风管浓度及标准厨房舱内背景浓度，计算得到吸油烟机的捕集量。

吸油烟机捕集率按照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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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E——吸油烟机捕集率； 

Q1——散发量测试时，吸油烟机的排风量； 

Q2——捕集量测试时，吸油烟机的排风量； 

C0——标准厨房实验舱内特征污染物的背景浓度； 

Cp1——散发量测试时，排风管内的特征污染物浓度； 

Cp2——捕集量测试时，排风管内的特征污染物浓度； 

t1——散发量测试时，特征污染物浓度达到稳定的时刻； 

t2——捕集量测试时，特征污染物浓度达到稳定的时刻。 

5 捕集性能评价 

吸油烟机捕集性能以 3个规定风量运行下的捕集率来分级。捕集性能等级分为 4级（见

表 1），其中 1级捕集性能最高。各等级产品的捕集率应符合表 1的规定。同时，捕集性能

2级以上的产品，相应的能效值应满足 GB 29539-2013规定的节能评价值；捕集性能 4级以

上的产品，相应的能效值应满足 GB 29539-2013规定的能效限定值。 

表 1  吸油烟机捕集性能等级 

捕集性能等级 
捕集率 

6 m3/min 8 m3/min 10 m3/min 
1 ≥85% ≥90% ≥95% 
2 ≥80% ≥85% ≥90% 
3 ≥75% ≥80% ≥85% 
4 ≥70% ≥75% ≥80% 

6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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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环境温度：20℃±5℃； 

b）相对湿度：40%~70%；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 

7 试剂或材料 

高纯 CO2（99.9%）或 SF6（99.9%）气体，作为捕集率实验的特征污染物。 

8 测试仪器与设备 

8.1 标准厨房实验舱 

标准厨房实验舱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8.2 稳定释放装置 

稳定释放装置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8.3 特征污染物浓度测试仪 

对于单点浓度采样测试仪，测试需要至少 2台以上浓度测试仪，应保证各测试仪的一致

性，测试仪之间的浓度偏差应小于 1%。 

采用 CO2 作为特征污染物时，测试仪精度要求 1ppm，量程要求 10000ppm。 

采用 SF6 作为特征污染物时，测试仪精度要求 0.01ppm，量程要求 500ppm。 

8.4 流量测试装置 

流量采用标准喷嘴进行测量，应保证喷嘴喉部风速在 15.0-35.0m/s。喷嘴箱构造应满

足相关标准设计要求。用于喷嘴前后压差及喷嘴前静压测试的压力仪表，测试仪表精度要求

1Pa，量程要求 2000Pa。 

9 试验步骤 

9.1 吸油烟机外观检查 

吸油烟机运送至实验室后，应先拆开包装进行外观检查，查看吸油烟机壳体、排烟管是

否完好无缝隙。若有缝隙，应采用铝箔胶带或者硅胶进行密封处理。 

查看吸油烟机进风口过滤网是否有异物堵塞。若有，应立即清除且保护过滤网完好。 

9.2 吸油烟机安装调试 

吸油烟机外观检测完毕后，将吸油烟机安装在厨房实验舱灶台的中间位置，安装高度距

灶台 800mm；安装完毕后检测吸油烟机是否安装稳固。 

接通吸油烟机电源，开启电源按钮，切换吸油烟机至不同档位，观测吸油烟机是否正常

运转。若有异常，应当立即关闭吸油烟机；正常运转后进行后续试验。 

吸油烟机正常运转后，检测吸油烟机排风管是否存在漏风现象。若存在漏风，应立即进

行密封处理。 

9.3 稳定释放装置散发量测试 

(1) 关闭标准厨房实验舱的门窗，开启标准厨房实验舱灶台下侧的机械补风口和地面自

然补风口。 

(2) 调节吸油烟机风量至 Q1（Q1≥10m3/min），通过补风口开启面积调节控制补风口

气流速度在 0.5m/s 以下，使厨房实验舱内形成稳定流场，同时使标准厨房舱体内

特征污染物浓度稳定在低浓度水平。 

(3) 将稳定释放装置安放在吸油烟机正下方 10cm 处，保证稳定释放装置所释放的特征

污染物全部被吸油烟机排出。 

(4) 开启稳定释放装置，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和加热反馈调节装置产生稳定的特征污染

物释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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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启特征污染物监测仪，监测特征污染物排风管浓度和标准厨房实验舱内的背景浓

度；待浓度稳定后，持续监测 30min。 

9.4 吸油烟机捕集量测试 

(1) 关闭标准厨房实验舱的门窗，开启标准厨房实验舱灶台下侧的机械补风口和地面自

然补风口。 

(2) 调节吸油烟机风量至某规定测试流量 Q2，通过补风口开启面积调节控制补风口气

流速度在 0.5m/s以下，使厨房实验舱内形成稳定流场。 

(3) 将稳定释放装置安放在吸油烟机正下方的灶台上，并重复步骤 7.3.4、7.3.5。 

9.5 浓度测点布置要求 

9.5.1 排风管浓度 

排风管浓度监测断面选择在吸油烟机排风口下游 10cm 的排风管处，浓度监测断面上应

均匀布置 3个以上的浓度测点。 

9.5.2 标准厨房实验舱背景浓度 

标准厨房实验舱背景浓度测点位于实验舱中心距地 1.0m高度处。 

10 结果处理 

10.1 稳定释放装置散发量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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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测试报告 

1） 测试报告中应包括以下信息： 

2） 厨房实验舱参数； 

3） 被测吸油烟机生产厂商、生产日期和生产地址、运输信息； 

4） 测试单位名称、地址、检测人员姓名； 

5） 测试程序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及测试持续时间； 

6） 测试条件和方法的简短描述； 

7） 其他项目的描述（例如有关不符合本标准程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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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厨房实验舱要求 

A.1  尺寸 

厨房标准实验舱推荐采用Ⅱ型，净宽不小于 2100mm、净长不小于 3000mm、净高不小于

2500mm。 

A.2  舱体材料 

内壁采用低吸附的不锈钢材料，如 06Cr19Ni10或 06Cr17Nil2Mo2不锈钢材料。 

A.3  标准厨房实验舱系统 

A.3.1  组成 

标准厨房实验舱系统主要由厨房实验舱体、机械排风系统、机械补风系统、自然补风系

统等组成。 

 
说明： 

1-厨房实验舱体； 

2-机械补风系统； 

3-自然补风系统； 

4-机械排风系统； 

5-外室房间； 

i-室外新风； 

o-厨房舱内废气排出室外。 

图 A.1  标准厨房实验舱示意图 

A.3.2  机械排风系统 

机械排风系统主要由待测吸油烟机、排风管道、流量测试装置、辅助风机、流量变频控

制装置构成的排风系统。机械排风量采用标准喷嘴进行测量，应保证喷嘴喉部风速在

15.0-35.0m/s。喷嘴箱构造应满足相关标准设计要求。机械排风系统应保证吸油烟机可以最

大风量运行，同时保障厨房实验舱的换气次数达到 50 以上，以保证捕集率试验结束后，厨

房实验舱内特征污染物快速降低至稳定背景浓度。 

A.3.3  机械补风系统 

机械补风系统最大补风量不宜小于机械排风系统最大排风量的 60%。机械补风量采用标

准喷嘴进行测量，应保证喷嘴喉部风速在 15.0-35.0m/s。喷嘴箱构造应满足相关标准设计

要求。机械补风应采用灶台下侧补风形式，补风口面积可调节，以保证机械补风出口气流速

度在 0.5m/s以下，使厨房实验舱内形成稳定流场。机械补风入口安装在厨房实验舱外墙上，

与机械排风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避免补风、排风短路。机械补风口应装设防雨防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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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补风管道应装设初效过滤装置，减少室外空气污染对厨房实验舱空气品质的影响。 

A.3.4  自然补风系统 

自然补风系统不应采用外门/外窗补风形式，避免横向补风气流对吸油烟机吸气气流的

干扰。自然补风系统推荐采用地板自然补风形式，补风口面积可调节，以保证自然补风出口

气流速度在 0.5m/s 以下，使厨房实验舱内形成稳定流场。自然补风入口安装在厨房实验舱

外墙上，与机械排风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避免补风、排风短路。自然补风口应装设防

雨防虫百叶，补风管道应装设初效过滤装置，减少室外空气污染对厨房实验舱空气品质的影

响。 

A.4  实验舱气密性 

在实验舱内外压差为 5-10Pa 条件下，实验舱系统的总漏风量不大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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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稳定释放装置要求 

B.1  组成 

稳定释放装置：特征污染物气瓶、一级减压阀、二级减压阀、质量流量控制器、释放管、

风机、风管、喷嘴箱、电加热器、耐高温管、散发锅体、均流板、温度传感器、特征污染物

浓度传感器。 

B.2  连接方式 

特征污染物气瓶、一级减压阀、二级减压阀、质量流量控制器依次由释放管连接，特征

污染物由释放管进入风管，与风机提供的环境空气在风管内混合；混合气体通过喷嘴箱、电

加热器依次进行流量测量及加热后，经耐高温管进入散发锅体的底部空间，最后穿过均流板

稳定释放；均流板水平安装在散发锅体的中间高度位置；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释放气体温度，

并反馈控制电加热器的加热功率；特征污染物浓度传感器用于监测释放气体的特征污染物浓

度，并反馈控制质量流量控制器在合适范围，以保证释放特征污染物稳定在较高浓度水平。 

B.3  质量流量控制器 

质量流量控制器的量程为 50L/min，精度要求 0.001L/min，质量流量控制器通过特征污

染物浓度传感器进行反馈调节。 

B.4  风机 

风机应采用低风量高压头离心风机，风量 30m3/h内，压头 1000Pa。 

B.5  喷嘴箱 

喷嘴箱需装设 ø6、ø8、ø15、ø20 四种型号喷嘴，用于不同散发强度下的特征污染物释

放。 

B.6  电加热器 

电加热器采用加热带进行加热，加热功率控制在 2.5kW，加热器通过温度传感器进行反

馈调节。 

B.7  耐高温管 

耐高温管采用 ø30 内纤外胶管，温度范围-60℃~＋200℃，短时可达＋1000℃。 

B.8  散发锅体 

散发锅体为一圆柱形不锈钢体，锅体直径 300mm，锅体高度 160mm，锅体顶面敞开，以

接近真实油烟气散发场景。 

 
说明： 

1-特征污染物气瓶； 

2-一级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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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级减压阀； 

4-质量流量控制器； 

5-释放风管； 

6-风机； 

7-风管； 

8-喷嘴箱； 

9-电加热器； 

10-耐高温管； 

11-散发锅体； 

12-均流板； 

13-温度传感器。 

图 B.1  稳定释放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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