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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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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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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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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风量吸油烟机油烟逃逸性能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恒风量吸油烟机油烟逃逸性能的的术语和定义、测试方法及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及类似用途外排式恒风量吸油烟机的性能测试与评价。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排式吸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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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706.2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吸油烟机及其他烹饪烟气吸排装置的特殊要求 

GB/T 17713  吸油烟机 

GB/T 18884.2  家用厨房设备 第 2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18884.3  家用厨房设备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 

GB/T 18884.4  家用厨房设备 第 4 部分：设计与安装 

GB/T 1236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性能试验 

JG/T 184  住宅整体厨房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713-20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恒风量吸油烟机  constant airflow rangehood 

按照本标准进行测试，符合第 4 章要求的吸油烟机。 

3.2  

标准厨房实验舱  standard kitchen chamber 

模拟住宅厨房环境，对吸油烟机有效风量和油烟逃逸性能进行测试的试验装置。 

3.3  

有效风量 effective airflow 

出口静压不为 0 Pa 时，吸油烟单位时间内输送的气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分钟（m³/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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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额定有效风量  rated effective airflow 

由制造商规定的，出口静压在 100-400Pa 范围内，吸油烟机的有效风量，单位为立方米/分钟（m

³/min）。 

3.5  

额定有效风量偏差 rated effective airflow deviation 

出口静压在 100-400Pa 范围内，最小有效风量与额定有效风量的差值，与额定有效风量的百分

比。 

3.6  

实测风量  Actual measured airflow 

在本标准 5.3 的实验条件下，吸油烟单位时间内输送的实际气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分钟（m³

/min）。 

3.7  

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  standard nozzle airflow test device 

用于测试吸油烟机在一定出口静压条件下出风口风量的装置。 

3.8  

平均油烟逃逸浓度 average smoke particle escape concentration 

按本标准规定的条件，多次实验平均油烟颗粒逃逸浓度的平均值。 

3.9  

最大油烟逃逸浓度 max smoke particle escape concentration 

按本标准规定的条件，多次实验最大油烟颗粒逃逸浓度的平均值。 

4 技术要求 

4.1 恒风量吸油烟机额定有效风量偏差 

恒风量吸油烟机的额定有效风量偏差应不超过±5%。 

4.2 吸油烟逃逸浓度 

恒风量吸油烟机在实测风量为 12±0.5m³/min 的条件下，平均油烟逃逸浓度、最大油烟逃逸浓

度性能指标应至少满足表 1 性能等级 5 的要求。 

表 1  吸油烟机特定风量条件下的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平均油烟逃逸浓度 Av（mg/m³） 最大油烟逃逸浓度 Mv （mg/m³） 

1 级 ≤2 ≤50 

2 级 ≤5 ≤100 

3 级 ≤1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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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 ≤20 ≤200 

5 级 ≤30 ≤300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如下： 

a）环境温度：20℃±5℃； 

b）相对湿度：40%~70%；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 

d) 粒径 0.1um 以上颗粒物浓度精度：≤0.05mg/m3； 

e） 电源要求：电压精度：≤0.2%。 

5.2 实验材料 

排风管道、风量调节阀、测试软管、发烟油等耗材。 

5.3 测试仪器与设备 

5.3.1 标准实验舱 

标准厨房实验舱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5.3.2 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 

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5.3.3 发烟系统 

发烟系统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 

5.3.4 颗粒物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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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仪精度要求：≤0.05mg/m³，量程要求：≥400mg/m³。。 

5.3.5 辅助变频风机 

辅助变频风机至少应克服标称有效风量下的排风管路系统阻力。 

5.4 试验方法 

5.5 吸油烟机安装调试 

将吸油烟机按说明书的要求，安装在标准厨房实验舱灶台的中间位置，安装高度为吸油烟机使

用说明书中标识的最小安装高度。按附录 C 将发烟系统依次连接组装完成，将喷烟机置于水平操作

台上，将烟雾均布喷头放置于发烟试验锅内，开启吸油烟机，并开启最大档，同时开启发烟系统，

检查油烟机工作是否有异常，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漏烟现象。 

5.5.1 实际风量测试 

测试吸油烟机在不同出口静压条件下的实际运行风量，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1) 调节厨房实验舱至测试要求环境，记录大气压力、舱内温湿度参数； 

2) 开启厨房实验舱连通外舱的门，保证有效补风； 

3) 吸油烟机额定电压供电，开启吸油烟机至最大恒有效风量档位，调节风量调节阀、辅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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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风机使吸油烟机出口静压至 100Pa； 

4) 测试记录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的喷嘴压差及喷嘴前静压，计算得到 100Pa 出口静压条件

下的吸油烟机标态风量； 

5) 调节吸油烟机出口静压至 200Pa、300Pa、400Pa，重复步骤 4），依次测试计算得到对应出

口静压下的吸油烟机标态风量。 

5.5.2 油烟逃逸测试 

1）最大油烟逃逸点确定 

   按照 5.4.3第 2条的方法进行布点，确定最大油烟逃逸点。 

2）测试点布点 

测试点应位于距离油烟机最大逃逸点水平或垂直平面距离为 100mm处的平面上。见图 1。 

 

图 1-a 欧式吸油烟机测试点选取示意图 

 

图 1-b 侧吸式吸油烟机测试点选取示意图 

3）逃逸测试 

a) 调节出风口静压，使油烟机出风口的标态实测风量为 12±0.5m³/min，并稳定 30分钟。 

  b）在两个试验用锅中添加深度为 20±2mm水，将发烟系统搭建好，将颗粒物检测仪探头布置

在最大油烟逃逸点处。 

      注：在锅中心位置测量水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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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开启左右燃气灶，将火力调至最大，等待两锅中水均呈沸腾状态。 

  d）读取颗粒检测仪此时的示数：平均值 a0, 最大值 m0，平均值 a0应≤0.2mg/m³。 

e）开启喷烟机，使发烟量稳定 30s，然后开始计时。 

f）120s后，再次读取检测仪示数，得到平均示数：a1；最大示数 m1。 

g）重复步骤 c）-f）10次，并记录每次的平均值和最大值。 

 

5.6 结果处理 

5.6.1 额定有效风量偏差计算 

5.6.1.1 按照公式（1）计算得到吸油烟机的实测风量： 

𝑄1 = 𝛼𝜀
𝜋

4
𝑑2√2∆𝑝 𝜌1⁄                       （1） 

𝜌1 = (𝐵 + 𝑝1)/𝑅g(𝑡1 + 273.15)              （2） 

式中： 

Q1--吸油烟机的实测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³/h）； 

α--流量系数，无量纲，见附录 B； 

ε--流束膨胀系数，无量纲，见附录 B； 

d--标准喷嘴直径，单位为米（m）； 

Δp--标准喷嘴前后压差，单位为帕（Pa）； 

ρ1--实际状态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B--实际状态下的大气压力，单位为帕（Pa）； 

p1--喷嘴前静压，单位为帕（Pa）； 

Rg--干空气的气体常数，287 J/kg•K； 

t1--实际状态下的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5.6.1.2 按照公式（3）计算得到吸油烟机的标态实测风量： 

𝑄0 = 𝑄1(𝐵 + 𝑝1)(𝑡0 + 273.15)/𝐵0(𝑡1 + 273.15)      （3） 

式中： 

Q0--吸油烟机的标态实测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³/h）； 

B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101325Pa； 

t0--标准状态下的空气温度，20℃。 

5.5.1.3 按照公式（4）计算额定有效风量偏差 T 

               T=
𝑄0−𝑄𝑟

𝑄𝑟
∗ 100%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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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额定有效风量与实测有效风量的最大偏差比，单位%。 

Qr--说明书规定的标态最大额定有效风量。单位 m³/s。 

5.6.2 油烟逃逸浓度计算 

5.6.2.1 按照公式（5）计算平均油烟逃逸颗粒浓度 Av 

Av=∑ （𝑎𝑖 − 𝑎0）
𝑖
1 /8                                      （5）  

式中： 

Av--平均油烟逃逸浓度，单位 mg/m³； 

ai--每次实验结束后，仪器上显示的平均油烟逃逸颗粒浓度，单位 mg/m³； 

a0--每次实验前，仪器上显示的室内油烟颗粒平均浓度，单位 mg/m³； 

注：实验结果中数据最大和最小的两组数据需要去掉。 

5.6.2.2 按照公式（6）计算最大油烟逃逸颗粒浓度 Mv 

Mv=∑ （𝑚𝑖 −𝑚0）
𝑖
1 /8                                      （6）  

Mv--平均油烟逃逸浓度，单位 mg/m³； 

mi--每次实验结束后，仪器上显示的最大油烟逃逸颗粒浓度，单位 mg/m³； 

m0--每次实验前，仪器上显示的室内油烟颗粒最大浓度，单位 mg/m³； 

注：实验结果中数据最大和最小的两组数据需要去掉。 



T/CAS XXX—20XX 

7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厨房实验舱要求 

A.1 标准厨房实验舱 

标准厨房实验舱如图 A.1 所示，实验舱的长×宽×高为 3.5m×2.7m×2.5m。待测吸油烟机应安

装在实验舱长度为 3.5m 的墙壁中线位置，安装高度依据厂家推荐确定，并按图 A.1 在吸油烟机两侧

布置橱柜。厨房操作台及门的安装位置如图 A.1 所示。厨房门与外舱连通，用于补风。 

 

图 A.1  标准厨房实验舱示意图 

A.2 待测吸油烟机风量测试系统 

待测吸油烟机风量测试系统如图 A.2 所示，主要由标准厨房实验舱、待测吸油烟机、排风管、

喷嘴箱、风量调节阀、辅助变频风机及变频器构成。待测吸油烟机风量采用标准喷嘴进行测量，应

保证喷嘴喉部风速在（15.0～35.0）m/s。喷嘴箱构造应满足相关标准设计要求。辅助变频风机至少

应克服标称有效风量下的排风管路系统阻力。 



T/CAS XXX—20XX 

8 

 

图 A.2  待测吸油烟机风量测试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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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要求 

B.1 组成 

标准喷嘴风量测试装置：喷嘴箱体、接收室、排出室、标准椭圆喷嘴、扩散导流板、静压取压

口、测压连接软管、数字微压计。 

B.2 连接方式 

气流先从排风管进入接收室，经扩散导流板整流后进入标准椭圆喷嘴，节流后经过扩散导流板

整流后由排出室进入管道，最终由辅助变频风机排出室外。气流经标准椭圆喷嘴节流后产生压差，

通过静压取压口、数字微压计测试得到喷嘴前后压差，计算出空气流量。 

B.3 标准椭圆喷嘴 

标准椭圆喷嘴应按照标准规定方法制作而成，喷嘴有多种规格尺寸（φ10-φ500 不等），本标准

根据标称有效风量范围（10-14 m3/min），选取φ100 标准椭圆喷嘴，保证喷嘴喉部风速在 15.0-35.0 

m/s 间。 

B.4 扩散导流板 

扩散导流板应按照标准规定要求制作，上游导流板距喷嘴入口应不小于 1.5 倍喷嘴直径，下游

导流板距喷嘴出口应不小于 2.5 倍喷嘴直径。 

B.5 喷嘴箱体 

喷嘴箱体尺寸应满足相关标准规定要求，喷嘴箱材质选用碳钢或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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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油烟逃逸率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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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喷嘴流量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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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喷嘴膨胀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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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发烟系统 

C.1 组成 

发烟系统由烟雾发生系统和加热系统两部分组成。 

C.2 烟雾发生系统 

烟雾发生系统由喷烟机、耐高温管、铜管、烟雾均布喷头和发烟锅连接组成。如图 C.1 所示。 

 

1——喷烟机 

2——耐高温管 

3——铜管 

4——烟雾均布喷头 

5——发烟锅 

图 C.1 烟雾发生系统示意图（主视图） 

C.2.1 喷烟机 

烟雾产生装置为额定功率 400w 的喷烟机，通过加热发烟油，产生稳定的可见烟雾。发烟油成分

见表 C.1。 

表 C.1 试验用发烟油成分表 

化学物名称 重量百分比（%） 

丙二醇 55 

水 38 

丙三醇 7 



T/CAS XXX—20XX 

14 

C.2.2 烟雾均布喷头 

为使锅中能产生均匀烟雾，增加烟雾均布装置，如图 C.2 所示，此出烟装置可使烟雾从 7 个不

同方向出烟，其中侧面 6 个出口为直径为 ø20.8mm（内径 ø15.2mm）的圆形出口,朝下出口为内径

ø24mm 的六通阀,此装置最大外形直径为: ø302 mm。 

 

图 C.2 烟雾均布喷头示意图（仰视图） 

C.2.3 连接管 

连接管由外径 ø30，内径 ø19 的耐高温管,以及 ø21（外径）的铜管连接而成。 

C.2.4 试验用锅 

有发烟系统的试验锅为出口直径 320mm，深度大于 90mm 的无涂层平底炒锅。 

无发烟系统的试验锅为出口直径为 240mm,深度大于 140mm 的 304 不锈钢汤锅，实验过程中，

不带锅盖。 

C.2.5 加热系统 

加热系统采用燃气灶具，气源为天然气（12T），选择两头灶进行试验， 额定热负荷不低于 4.2kw， 

燃气供气压力为 2000Pa，安装到位后的尺寸如图 C.3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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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燃气灶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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