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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S XXX-XXXX 

净化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净化式房间空气调节器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带有空气净化功能的房间空气调节器（以下简称“净化式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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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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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8801-2015 空气净化器 

GB 21551.1-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通则 

GB 21551.3-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

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25、GB/T 18801-2015中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净化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clean typeair  conditioner 

对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污染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有一定去

除能力的家用和类似功能的房间空气调节器，以下简称“净化式空调”。 

3.2 洁净空气量 clear  air  deliver  rate（CADR） 

净化式空调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目标污染物（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净化能力的

参数；表示净化式空调提供洁净空气的速率，单位：m³/h。 

3.3 累计净化量 cumulate  clean  mass（CCM） 

净化式空调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实验条件下，针对目标污染物（颗粒物污染物和气体污

染物）累计净化能力。 

3.4 净化能效 cleaning  energy  efficiency 

净化式空调在净化模式下（净化功能单独开启时）单位功耗所产生的洁净空气量，单位：

m³/（W.h）。 

3.5 净化噪音 cleaning  noise 



净化式空调在空调额定工况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洁净空气量实测值对应的噪音值(声

压级)，单位：dB(A)。 

3.6 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  

净化式空调在净化模式下（净化功能单独开启时）将最佳适用面积的空间净化一次所需

的时间，单位：min。 

4 技术要求 

4.1 通用要求 

4.1.1 净化式空调应符合 GB/T 7725的要求。 

4.1.2 净化式空调的净化功能不应对使用者的安全、健康、生命财产和所处的环境构成危

险和危害。 

4.1.3 净化式空调及其部件在使用、存储、运输、销售过程中不应成为污染源，不应在使

用过程中对人体造成危害或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1.4 净化式空调净化材料应能够更换或再生，净化装置能够清洗和消毒。 

4.1.5 净化式空调中用于过滤微生物的部件不应成为微生物的污染源。 

4.1.6 净化式空调本身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应符合表 1中的要求。 

表1  

有害物质 指标 

臭氧浓度（出风口5cm处） ≤0.10 mg/m3 

紫外线强度（装置周边5cm处） ≤5 µW/cm2 

TVOC浓度（出风口20cm处） ≤0.15 mg/m3 

PM10浓度（出风口20cm处） ≤0.07 mg/m3 

4.2 洁净空气量 

净化式空调针对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洁净空气量实测值不应小于标称值的90%。 

4.3 累计净化量 

累计净化量按实测值进行标称。 

4.4 净化能效 

净化式空调在单独净化模式下对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净化能效值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污染物 净化能效η（m3/(w*h) 

颗粒物污染物 η≥5.00 

气体污染物 η≥1.00 

4.5 净化噪声 

4.5.1 净化式空调开启净化功能使用时不应有异常噪声和振动。 



4.5.2 净化式空调工作时洁净空气量实测值对应的噪声值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洁净空气量（m3/h） 噪声（声压级）/dB（A） 

Q≤150 ≤42 

150< Q≤300 ≤45 

300< Q≤450 ≤52 

 Q > 450 ≤55 

4.6 微生物去除 

净化式空调的抗菌（除菌）功能，在模拟现场实验条件下运行1h，其抗菌（除菌）率应

大于或等于70%。 

4.7 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 

净化式空调的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以单次净化最佳适用面积的空间所需时间按表4

评价。 

表4 

净化等级 净化时间（min） 

A ≤15 

B ＞15-＜30 

C ≥30 

5 试验方法 

5.1 空调性能试验 

按GB/T 7725试验方法进行。 

5.2 净化试验条件 

5.2.1 除对试验环境条件另作具体规定的试验外，型式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 25±2℃相对

湿度为 50%±10%，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辐射作用的室内进行。 

5.2.2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和频率的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 

5.2.3 被测样机应在额定状态下，按照使用说明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3 净化标准污染物 

5.3.1 颗粒物：香烟烟雾（红塔山牌,经典 150），焦油量为 8mg。 

5.3.2 气态污染物：发生源产生的气体纯度大于 99%或二级标气以上。 

5.3.3 微生物：符合 GB 21551.3-2010的相关规定。 

5.4 有害物质释放量 

有害物质释放量试验按照GB 21551.3-2010第5章5.1项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5.5 洁净空气量 

5.5.1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的试验方法按照 GB/T 18801-2015附录 B进行。 

5.5.2 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的试验方法参考 GB/T 18801-2015附录 C进行。 

5.6 累计净化量 

5.6.1 针对颗粒物累计净化量的试验方法按照 GB/T 18801-2015附录 D进行。 

5.6.2 针对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的试验方法按照 GB/T 18801-2015附录 E进行。 

5.7 净化能效 

5.7.1 输入功率测量 

连接净化式空调与电参数测试仪器，接通电源，仪表进入测量状态；净化式空调在净化

模式（仅净化功能开启时）状态下稳定运行至少30min后，开始读取测量值。 

在超过30min的时间，测量的功率变化小于1%，可以直接读取测量值作为额定功率。如

果在此期间内功率变化不小于1%，则联系测量延至60min，用耗电量除以测试时间来计算平

均功率，即为输入功率。 

5.7.2 净化能效计算 

按照GB/T 18801-2015中6.8.2计算。 

5.8 净化噪音 

按GB/T 7725-2004中附录B测试方法进行净化功能开启时噪音试验。 

5.9 微生物去除 

净化式空调对微生物的去除性能参照GB 21551.3-201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10 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计算 

在测试房间内（分体壁挂式20㎡；分体落地式40㎡，层高≤2.7m）点燃红塔山烟，使初

始浓度为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重度污染（AQI>300）对应的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µm）

浓度>420µg/m3,开启空调净化功能，每5分钟记录房间状态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µm）浓

度，直至房间浓度下降到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良好时（AQI<100）对应的颗粒物（粒径

小于等于10µm）浓度<150µg/m3。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按式1计算： 

𝑇 = SH
60Q

   …………………………………………………… 式1 

其中： 

T:净化时间，min； 

S：最佳适用面积，㎡； 

 H：层高，m； 

Q：洁净空气量，m³/h。 

6 标志 

6.1 标志原则 



净化式空调器标识应符合GB21551.1中第5.1条及GB/T7725标准中关于标志的要求 

6.2 净化式空调器的功能标志 

6.2.1 符合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净化式空调，可在包装箱上印有本标准号。 

6.2.2 符合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净化式空调，铭牌可标注洁净空气量（CADR目标污染物）。 

6.2.3 符合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净化式空调，使用说明中可标明以下信息： 

--净化功能、特点等的介绍； 

--净化能效指标； 

--净化噪音指标； 

--累计净化量指标（选标） 

--净化滤网建议更换时间周期及更换、清洗时的注意事项等。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要求 

空调器产品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4706.32的规定，其性能要求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7.2 产品检验 

7.2.1 每台空调器须经制造厂质量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

用说明书，保修单，装箱清单等。 

7.2.2 空调器检验一般分为出厂检验、抽查检验和型式检验。 

7.2.3 出厂检验 

凡提出交货的空调器，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见表4序号（1～8）项为产品必检项目。 

7.2.4 抽查检验 

产品抽查检验的项目见表4的序号（9～19）项目。抽查检验项目的抽样可按GB/T 2828.1

进行，逐批检验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可由制造厂质量

检验部门自行决定。 

7.2.5 型式检验 

7.2.5.1 空调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试制的新产品； 

b）间隔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c）连续生产中的产品，每年不少于一次； 

d）当产品在设计、工艺和材料等有重大改变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2.5.2 型式检验内容包括表 5所列各项和 GB 4706.32中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其抽样可

按 GB/T 2829 进行，采用判别水平Ⅰ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见表 6，

并按表 6进行判定。 



7.3 检验判定 

7.3.1 出厂检验项目中安全项目属致命缺陷性质，只要出现一台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

不合格。经出厂检验和抽查检验后，凡合格的样品可作为合格品交订货方。 

7.3.2 型式检验的安全项目属致命缺陷，安全项目判定要 100%合格，若发现一台项不合格

则判定该周期产品不合格。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合格的成品中随机抽取，型式检验的样品一

律不能作为合格品交付订货方。 

7.4 产品验收 

7.4.1 订货方有权检查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交货时订货方可按出厂检验项目验

收。 

7.4.2 根据订货方的要求，供货方可提供一年内完整的型式检验报告，验收的质量指标和

抽样方案可由双方共同商定，抽样方案也可按 GB/T 2829进行，如订货方对产品质量有疑问

时，可与供货方和生产方共同商定，并可增加型式检验中部分项目或全部检验项目，如有争

议应由法定部门进行仲裁。 

7.4.3 产品储存超过两年再出厂，必须重新按出厂检验项目检查验收。 

表 4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GB/T 7725 GB 4706.32 本标准 不合格分类 
致命 

缺陷 
技术要

求 

试验方

法 

技术

要求 

试验方

法 

技术

要求 

试验 

方法 
A B C 

1 一般检查 5.1 视检       √  

2 标志 8.1 视检 7章 7章      √ 

3 包装 8.2 视检       √  

4 电气强度(冷态)   附录A 附录A      √ 

5 泄漏电流(冷态)   16章 16章      √ 

6 接地电阻   附录A 附录A      √ 

8 制冷剂泄漏 5.2.1 6.3.1     √    

8 运行性能 等效5.2 自定     √    

9 制冷量 5.2.2 6.3.2     √    

10 制冷消耗功率 5.2.3 6.3.3     √    

11 制热量 5.2.4 6.3.4     √    

12 制热消耗功率 5.2.5 6.3.5     √    

13 
电热制热消耗功

率 
5.2.6 6.3.6     √    

14 
能效比（EER）、

性能系数（COP） 
5.2.16 

6.3.2~ 

6.3.5 
    √    

15 
季节能源消耗效

率
 a
 

附录E.9      √    

16 噪声 5.2.14 6.3.14     √    

17 防水   15章 15章      √ 

18 防触电保护   8章 8章      √ 



19 电源线   25章 25章      √ 

注a：  定频型空调器不强制要求。 

 

表 5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GB/T 7725 本标准 不合格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A B C 

1 制冷系统密封 5.2.1 6.3.1 
 

 √   

2 制冷量 5.2.2 6.3.2 
 

 √   

3 制冷消耗功率 5.2.3 6.3.3 
 

 √   

4 制热量 5.2.4 6.3.4 
 

 √   

5 制热消耗功率 5.2.5 6.3.5 
 

 √   

6 电热制热消耗功率 5.2.6 6.3.6 
 

 √   

7 最大运行制冷 5.2.7 6.3.7 
 

  √  

8 最小运行制冷、冻结 5.2.8 6.3.8 
 

  √  

9 冻结滴水 5.2.9 6.3.9    √  

10 最大运行制热 5.2.10 6.3.10    √  

11 最小运行制热 5.2.11 6.3.11    √  

12 凝露和凝结水排除能力 5.2.12 6.3.12    √  

13 自动除霜 5.2.13 6.3.13    √  

14 噪声 5.2.14 6.3.14 
 

 √   

15 能效比(EER)、 性能系数(COP) 5.2.15 
6.3.2~3 

6.3.4~5  
 √   

16 待机功率 5.2.16 6.3.15     √ 

17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a
 E.5.2.17 附录E 

 
 √   

18 包装 5.3.1 6.3.16     √ 

19 运输 5.3.2 6.3.17     √ 

20 耐候性能 5.3.3 6.3.18     √ 

21 外观检查 5.1 视检     √ 

22 通用要求 
  

4.1 5.1、5.4  √ 
 

23 洁净空气量 
  

4.2 5.5  √ 
 

24 累计净化量 
  

4.3 5.6  √ 
 

25 净化能效 
  

4.4 5.7  √ 
 

26 净化噪音 
  

4.5 5.8  √ 
 

27 微生物去除 
  

4.6 5.9  √ 
 

28 最佳适用面积净化时间计算   4.7 5.10  √  

 
安全检查 GB4706.32      

a   
定频型空调器不强制要求。 

                                          表 6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 

A类 B类 C类 



RQL=40 RQL=80 RQL=120 

Ac Re Ac Re Ac Re 

Ⅰ 一次 n=2 0 1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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