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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净化用活性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空气净化用活性炭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木、竹、果壳、煤等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用于室内空气净化的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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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2496.3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灰分含量的测定

GB/T 12496.4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水分含量的测定

GB/T 12496.6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强度的测定

GB/T 12496.8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碘吸附值的测定

GB/T 12496.16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四氯化碳吸附值的测定

3 技术要求

3.1 外观为黑色颗粒状、无味。

3.2 室内空气净化用活性炭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质量指标

项 目

指标

A类 B类

甲醛吸附率 Formaldehyde Adsorption Capacity， mg/g， ≥ 300 200

苯吸附率 Benzene Adsorption Capacity， mg/g， ≥ 400 300

四氯化碳吸附率 Carbon Tetrechloride Activity， %， ≥ 50 35

碘吸附值 Iodine Number， mg/g， ≥ 700

水分Moisture Content， %， ≤ 15

强度 Hardness Number， %，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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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

4.1 甲醛吸附率

4.1.1 方法提要

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使载有甲醛的氮气流通过已知质量的活性炭样品，直至样品质量不再增加，

视为吸附饱和。样品的甲醛吸附率以每克活性炭吸附甲醛的毫克数表示（mg/g)。

4.1.2 试剂

4.1.2.1 甲醛（GB/T 685）分析纯，甲醛含量 37.0 ~ 40.0%。

4.1.2.2 高纯氮（GB/T 8979）。

4.1.3 仪器与设备

4.1.3.1 氮气气体流量计，流量范围 60 mL /min ~ ¬600 mL/min。

4.1.3.2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4.1.3.3 恒温水浴装置，温控范围 RT ~ 99 ℃。

4.1.3.4 电热恒温干燥箱，温控范围 RT+10 ~250 ℃。

4.1.3.5 吸附管：由工业用白色玻璃制成，外观要求无气泡及其它明显缺陷。玻璃熔接处不应有较多

的熔接堆及皱折，塞子为磨口连接。吸附管在使用前须进行气密性检测。在管体刻度内的各处内径为

10±0.3 mm，见图 1。

图 1 吸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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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多孔式气体洗瓶，容量为 250 mL。

4.1.3.7 混合瓶，球内径 60 mm二球连壳式。

4.1.3.8 温度调节用蛇管，长度不小于 1 m。

4.1.4 实验条件及装置图

4.1.4.1 实验条件

氮气流量：500±10 mL/min。
吸附温度： 25±1.0 ℃。

4.1.4.2 实验装置及安装说明

按照图2所示将实验所用的仪器和设备连接好。在试验开始前，通过调节氮气流量计确保整个系统

具有稳定且持续的气体流量。

图 2 甲醛吸附试验装置图

4.1.5 测试步骤

4.1.5.1 测试准备

试验样品颗粒度需保持或处理至0.25 ~ 2 mm范围内，并将其在105 ~ 110℃烘干至恒重，置于干燥

器中备用。将吸附管（连同管塞）擦净后称量为m1（精确至1 mg）。准确称量准备好的试样1.0 g（精

确至1 mg），装入吸附管。吸附管（连同管塞）和试样总质量称量记为m2（精确至1 mg）。称量完毕，

将吸附管垂直插入恒温水浴中。

4.1.5.2 甲醛气体发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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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甲醛溶液从进口管加入到多孔气体洗瓶中，在瓶中高度约10 cm。将多孔气体洗瓶与系统连通，

垂直放入恒温水浴（25±1.0℃）中。

4.1.5.3 操作流程

准备就绪后，接通氮气通过装有甲醛溶液的多孔气体洗瓶，调节流量计直至气体流量稳定为500±10
mL/min，然后通过吸附管并计时。每间隔30 min，取出吸附管擦净后称量，记录质量。然后将吸附管再

接入装置，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吸附饱和（两次称量的质量差不大于1 mg）为止，记为最终质量m3（精

准至1 mg）。关闭氮气，试验结束。

4.1.5.4 结果计算

甲醛吸附率按下式（1）计算:

1000
12

23 




mm
mmA ……………………(1)

式中：A— 甲醛吸附率，mg/g；
m1— 吸附管的质量，g；
m2— 吸附前吸附管加活性炭的质量，g；
m3— 吸附后吸附管总质量，g。

4.1.6 结果表示

为两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

4.1.7 允许误差

甲醛吸附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5%。

4.2 苯吸附率

4.2.1 方法提要

将试样置于充满苯蒸汽的吸附仪中，在（25±1）℃下恒温吸附24 h，以试样增加质量与原试样质量

的比值表示吸附率。

4.2.2 试剂

苯，分析纯。

4.2.3 仪器

4.2.3.1 吸附仪：由工业用白色玻璃制成，外观要求无气泡及其它明显缺陷。玻璃熔接处不应有较多

的熔接堆及皱折，塞子为磨口连接。吸附仪在使用前须进行气密性检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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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吸附仪

4.2.3.2 恒温恒湿箱，温度范围 0~150℃，温度波动度±0.5℃。

4.2.3.3 高型称量瓶，25mm×40mm。

4.2.3.4 分析天平，感量 0.1mg。

4.2.4 操作方法

称取干燥试样1g（准确至0.1mg），放入预先恒重的高型称量瓶中，试样在高型称量瓶的底面厚度

要均匀。

准确量取100mL苯加入到吸附仪中。将装有试样的高型称量瓶放入吸附仪的格栅上，并将吸附仪置

于恒温恒湿箱在（25±1）℃条件下吸附24h，取出高型称量瓶称重。同时做空白试验。

4.2.5 结果计算

苯吸附率按下式（2）计算：

2 1 3m 1000m mX
m

 
  ………………………（2）

式中：X—苯吸附率， mg/g；
m1—吸附前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 g；
m2—吸附24h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 g；
m3—空白试验称量瓶增加的质量， g；
m—试样的质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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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结果表示

为两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

4.2.7 允许误差

苯吸附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5%。

4.3 四氯化碳吸附率

按照GB/T 12496.16进行测定。

4.4 碘吸附值

按GB/T 12496.8进行测定。

4.5 水分

按GB/T 12496.4进行测定。

4.6 强度

按GB/T 12496.6进行测定。

5 检验规则

5.1 组批单元

每批的质量不超过1 kg。

5.2 抽样规则

5.2.1 每批样品数

按GB/T 6678执行。选取采样单元数的规定见表2。

5.2.2 样品量

每批所抽样品量不少于100g。
将抽取的样品充分混匀，以四分法缩分样品，选取100 g 分别装入两个具磨口塞的清洁干燥的玻璃

瓶中，瓶上粘贴标签，注明制造厂名称、产品型号、等级、批号、抽样日期，一瓶进行检验，一瓶留存

备检。

5.2.3 抽样器须洁净无锈，顺着包装件的对角方向插入其深度四分之三处。

5.3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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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中有一项不合格指标要求，应重新自二倍量的包装中选取试样进行检验，复检结果仍不合

格，则本批产品判为不合格品。

表 2 采样单元数

总体物料的单元数 选取的最少单元数

1~10

11~49

50~64

65~81

82~101

102~125

126~151

152~181

182~216

217~254

255~296

297~343

344~394

395~450

451~512

全部单元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5.4 判定结果表述

根据检测结果，对照表1中质量指标，判定样品为A类或B类，结果表述为：样品在保质期内、未被

开封使用情况下，属于A类或B类。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商标、产品型号及标记、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产

品的主要参数、产品净重。

6.2 包装

内层应密封防潮，并加适当的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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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输

运输中应防止雨淋，注意轻装、轻卸。

6.4 贮存

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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