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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主要是以广东地方标准 DB44/T 402.4-2007《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风机总成》为基础

制定，与 DB44/T 402.4-2007 相比主要变化及原因见附录 C。 

本标准由顺德燃气具标准联盟提出。 

本标准由顺德燃气具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顺德燃气具商会、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

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携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基露亚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厨卫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广东金美达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神州燃气具有限公司、广东百威电子有限公

司、广东裕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金志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逊青、杨进科、蒋先志、张伯源、陈伟飞 

本标准 2015年 12 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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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风机总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风机总成的适用范围、分类和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交流电源电压不大于 250 V 的风机总成（以下简称“交流

风机”）和直流电源工作的风机总成（以下简称“直流风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 1236-85 通风机空气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GB/T 1236-2000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 

GB 1971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3667.1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1部分：总则 性能、试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和运行导

则 

GB/T 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分级 

GB 5013.4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GB 5023.3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固定布线用无护套电缆 

GB/T 5171.1 小功率电动机 第1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 6932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651 单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 10068 轴中心高为56㎜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 

GB/T 10069.1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1部分：旋转电机噪声测定 

GB 10069.3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3部分: 噪声限值 

GB 12350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GB/T 12665 电机在一般环境条件下使用的湿热试验要求 

GB 16914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GB/T 22719.1 交流低压电机散嵌绕组匝间绝缘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22719.2 交流低压电机散嵌绕组匝间绝缘 第2部分：试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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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597 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通用要求 

CJ/T 336 冷凝式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CJ/T 421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电子控制器 

JB/T 5276 小功率直流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JB/T 10563 一般用途离心通风机技术条件 

DB44/T 402.4-2007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风机总成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36、GB/T 5171.1、GB 6832、GB 12350和JB/T 10563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风机总成  

由风机和电动机组装的组件，部分类型可能包含驱动电机的电气装置。其中抽风型风机总成

还包含集烟罩、风道等组件。 

3.2 最高转速 

在短期运行条件下，电机可以达到的安全最高转速。 

3.3 风量 

单位时间内流过风机的气体容积，风机出口风量就是单位时间流过风机出风口截面的气体容

量。风机在额定转速下的风量为额定风量。 

3.4 风压 

气流在流道中对壁面形成的压力，又称静压。取样口风压是在风机蜗壳取样口（俗称“风嘴”）

所测得的静压。 

4 产品分类和型号 

4.1 分类 

a) 风机总成按电机类型分为电容运转电机风机、罩极电机风机和直流电机风机三大类。 

b) 风机总成按热水器排气方式分为抽风、鼓风型两种。 

4.2 型号 

 

 

 

 

 

 

 

示例：FYY1—A 表示为电容运转抽风机。 

5 要求 

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技术要求 

特征序号：由制造商自定。 

使用方式：抽风用代号“1”表示、鼓风用代号“2”表

示。 代号： 

FYY——电容运转电机风机； 

FYL ——罩极电机风机； 

FZW——直流电机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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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一般要求 

a) 风机总成应符合对应配套整机的产品标准的要求及《技术规格书》的规定 

b) 风机总成的风机应符合 JB/T 10563 的要求并符合本标准规定 

c) 风机总成的电动机应符合 GB/T 5171.1、GB 12350 的要求和本标准规定，

罩极异步电动机还应符合 JB/T 4269 的要求，直流电动机还应符合 GB/T 

21418 和 JB/T 5276 的要求 

— 

使用条件 

风机总成应在以下条件下正常使用，超出范围的条件要求由技术规格书规定： 

a) 环境温度：鼓风型-20℃～50℃，抽风型-20℃～70℃ 

b) 相对湿度：30％～95％，无结露 

c) 电源条件：电压偏差-15％～＋10％额定值，频率偏差±1Hz  

— 

技术规格书 制造商应向用户提供《技术规格书》，技术规格书的编制要求见附录A — 

外观 
a) 不能有影响风机总成质量的伤痕和污迹 

b) 铭牌和标志的内容准确、清晰，标贴无松脱 
6.4 

结构 

a) 风机总成的组成、风压采样口设置、出线方式及标记、接线及接线端子强

度、电源软线、护套要求、转动要求以及组件的完好性等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的要求 

b) 电机接地：绝缘措施仅为基本绝缘的电机应可靠接地，接地措施应符合

GB 12350-2009 第 16 章的要求；在电机与风机之间采取附加绝缘措施的

电机，以及额定电压不超过 42V 的电机，不应设置接地装置 

c) 抽风型风机的烟道应能够耐受 260℃以上的高温 

d) 烟道表面的耐腐蚀性能应经过验证。材料表面采用涂料涂覆防腐处理的，

可允许经受 GB/T 9286 规定的划格试验后在切口交叉处有少许涂层脱落，

但交叉切割面积受影响不能明显大于 5％；材料表面采用电镀和化学防腐

处理的，主要表面经受 48h 盐雾试验不得出现白色、灰黑色、棕色等颜色

的腐蚀物 

e) 风机总成应能承受运输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热应力和机械冲击不发生变

形 

f) 内嵌有电机驱动控制电路的，电路应符合 GB/T 30597 或 CJ/T 421 的要求 

g) 配有电容器的，电容器应符合 GB/T 3667.1 的要求，其耐温值不得低于电

动机的耐温值 

6.5 

转向标记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转向”规定 6.6 

外壳防护等级 电动机应不低于 GB/T 4942.1 的 IP00 要求，其中鼓风型应符合 IP20 要求 6.7 

输入电流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输入电流”规定 
6.8 输入电压 直流风机：应为额定电压值偏差  5 %（制造商明示值） 

输入功率 应为额定功率值偏差  10 %（制造商明示值） 

接地电阻 ＜0.1Ω 6.9 

低电压起动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规定 6.10 

空气动

力性能 

风量 额定值  ±5 %（DB44/T 402.4-2007 规定） 

6.11 
风压 

采样风压在额定风量的 25％±10％、50％±10％和 75％±10％时的测量值与

明示值的偏差为±5％以内 

转速 
在额定风量以及额定风量的 25％±10％、50％±10％和 75％±10％时转速的

测量值与明示值的偏差为±5％以内 

风机运行平稳性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规定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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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绕组 

温升 

抽风型 

A 级绝缘：≤30 K  

E 级绝缘：≤45K  

B 级绝缘：≤50K  

F 级绝缘：≤75K 

H 级绝缘：≤95K 
6.20 

鼓风型 

A 级绝缘：≤50K  

E 级绝缘：≤65K 

B 级绝缘：≤70K  

F 级绝缘：≤95K  

H 级绝缘：≤115K 

绕组绝缘电阻 
环境温度下：≥50MΩ 

工作温度下：≥5MΩ 
6.13 

泄漏电流 ≤0.25 mA（按 DB44/T 402.4-2007 规定） 6.14 

电气强度 绕组的电气强度应符合 GB 12350-2009 第 20 章的要求 6.15 

匝间绝缘介电强度 按 DB44/T 402.4-2007 规定 6.16 

运转电容器端电压 
电容运转电机风机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电容的端电压应不超过电容器标示的

额定值的 95％ 
6.17 

噪声 
a) ＜59 dB(A)（额定输入功率＜32W） 

b) ＜62 dB(A)（额定输入功率 32 W～80W） 
6.18 

振动 

加速度 

＜3000 r/min 
a) ≤0.25G（额定输入功率＜32W） 

b) ≤0.28G（额定输入功率 32 W～80W） 6.19 

≥3000 r/min ≤0.28G（额定输入功率＜80W） 

轴承温度 

a) 在规定运行条件下，鼓风型风机总成的电机轴承温度不应超过80℃；抽风

型风机总成的电机轴承温度不应超过100℃ 

b) 当运行环境温度高于70℃时，抽风型的电机轴承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应不

超过30K，且轴承的允许最高运行温度应高于轴承最高温度20K  

6.20 

低温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规定 6.21 

高温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规定 6.22 

运输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表 1 “振动试验”规定 6.23 

湿热试验 

风机总成经受恒定湿热试验后检测： 

a) 绝缘电阻：直流电机≥0.22MΩ，交流电机≥1.0MΩ 

b) 泄漏电流：≤0.25 mA 

c) 电机绕组对风机外壳及绕组相互间的绝缘耐压强度在 85%的试验电压

下，历时 1min 无击穿或闪络现象，跳闸电流应不大于 30 mA  

6.24 

盐雾试验 
采用电镀和化学防腐处理的表面，经历 48h 盐雾试验后，主要表面不得出现

白色、灰黑色、棕色等颜色的腐蚀物 
6.25 

高温运行试验 

风机总成经受连续4小时高温运行试验后，电机绕组及轴承温升符合如下要

求，其他部件无异常，所有样品合格 

a) 绕组温升不超过规定限值＋3℃ 

b) 轴承温度不超过规定限值＋3℃ 

6.26 

 

 

 

6 试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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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验项目中未规定风机总成安装在整机上试验的，均为风机总成作为独立产品进行试验。 

6.1 试验条件 

本章试验项目中未对试验条件进行规定的，均按DB44/T 402.4-2007第5.1条规定的试验条件执

行。 

6.2 试验用仪器及设备 

试验用检验仪表仪器及设备在 DB44/T 402.4-2007表 2的基础上补充如表 2的相关设备，允许

和鼓励试验方使用更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 

表 2  试验用检验仪器仪表及设备（补充） 

试验项目 名称 量程、规格 准确度 

交变湿热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箱 
10℃～55℃ 

30％RH～98％RH 

±2℃ 

±3％RH 

风量 
标准风室 — — 

简易化进出气试验装置 — — 

 

6.3 检验顺序和样品 

a) 湿热试验应在型式检验项目通过后进行。 

b) 样品的数量和状态应按相应的试验项目规定准备，若没有具体规定，样品数量为 2台。 

6.4 外观检查 

用目测检查。 

6.5 结构检查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5 条方法检查。 

6.6 转向检查 

转向检查在风轮平衡试验中进行，在电机启动瞬间观测。 

6.7 电机外壳防护试验 

将风机总成样品按其安装方位放置，按 GB/T 4942.1 规定进行试验，试验结束时立即清除表面

水滴，拆开电机检查内部进水情况。 

本项试验允许仅对电机进行，除非电机与风机的装配关系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6.8 输入电流和输入功率测定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8、5.9 条执行。 

6.9 接地电阻测定 

接地电阻按 GB 12350-2009 第 16.6 条规定，利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端子与风机总成金

属结构件之间的电阻值。 

6.10 低电压起动试验 

a) 交流风机 

先测取在50%额定电压下的工作转速，再次测取风机在50%额定电压作用下从静动状态起动到

达到工作转速的过程时间，测量值应符合表1规定。 

b) 直流风机 

在静止状态下施加风机低速电压，电机应正常起动并快速达到转速值，用秒表记录起动时间，

起动时间应符合表 1 规定。 

6.11 空气动力性能测试 

风机空气动力特性测量在组装为风机总成状态下进行。 

6.11.1 风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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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标准化风道方法、简化方法和风速计方法进行。标准化风道法为推荐性使用方法，且

当出现几种方法测量结果不一致时，按此法判定。风速计法用于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验。 

a) 标准化风道法 

按照GB/T 1236-2000附录A（标准的附录）《小型风机气流特性试验方法》规定测定空气动力

特性，包括风量、风压（非蜗壳风压采样点静压）和转速等参数，具体见附录B。 

b) 简化法 

推荐采用GB 1236-85附录A（补充件）《几种特殊结构试验装置》的第A.3.4条规定的测量装置

进行测量。 

c) 风速计法 

按 DB44/T 402.4-2007第 5.11条方法进行。 

6.11.2  采样风压测试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12 条方法进行。 

6.11.3  转速测试 

将风机总成连接到电源上，调整电源电压至风机额定工作电压，启动工作至平稳运行后，用

频闪式转速表测量叶轮转速，测试3次，取平均值。 

6.12 风轮运行状态检查 

风机总成从静止状态，以下列方式起动和运行 2min 以上，用目测和听辨方法检查风轮的运行

情况，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a) 交流风机全压启动并连续运行。 

b) 直流风机额定输入启动，以 2 倍额定转速或 1.2 倍最高转速中的最高值连续运行。 

6.13 绕组绝缘电阻测定 

按GB 12350-2009第20.1条进行测量。 

6.14 泄漏电流测定 

在电机不连接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按 DB44/T 402.4-2007 第 5.15 条方法进行。 

测量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应在绕组温升试验后立即进行。 

6.15 电气强度试验 

电气强度试验按DB44/T 402.4-2007第5.16条方法进行。 

6.16 匝间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17 条方法进行。 

6.17 电容器端电压测定 

电容运转风机在额定频率和1.10倍额定电压下，用万能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副绕组回路中的电容

器端电压值。 

6.18 噪声测试 

测试前把风机总成放置于弹性缓冲板上，按 DB44/T 402.4-2007 第 5.18 条方法进行测试。 

6.19 振动测试 

振动的测定按 GB 10068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试前，把风机总成固定在弹性支架上，并选取风

机蜗壳上的最大振动处安装振动传感器，如图 1 所示。测试时，在风机最大风量运转状态下测量其

振动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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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温升试验 

风机总成的温升测量方法有两种，绕组温升用电阻法，轴承温度等其他部位温升用温度计法。 

试验时，选择0.90 UN～1.10 UN中对电动机最不利的电压进行。 

试验前的准备、测试和计算方法等按DB44/T 402.4-2007第5.14条规定进行。 

6.21 低温试验 

风机总成在试验环境下存放 8h，试验方法按 DB44/T 402.4-2007 第 5.20 条规定。  

6.22 高温试验 

风机总成在试验环境下存放 8h，试验方法按 DB44/T 402.4-2007 第 5.21 条规定。 

6.23 运输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23 条规定的振动试验方法进行。 

6.24 湿热试验 

本项试验允许仅对电机进行，除非电机与风机的装配关系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试验样品数量不少于2台。若有1台不合格，应将样品数量加倍再次进行试验，若全部样品合格

判定为合格。 

a) 恒湿热试验 

按 DB44/T 402.4-2007 第 5.24 条规定进行，样品在试验箱内存放 2 天。 

b) 交变湿热试验（12h＋12h循环） 

本项试验作为推荐性使用，适合鼓风型风机选用。 

试验按GB/T 2423.4的规定进行，将样品按正常安装方位安装于试验支架上不通电，高温温度

选用55℃±2℃，试验周期为6天。试验中降温阶段相对湿度应不低于85％。在最后一个循环的低温

高湿阶段保持4h后进行检测，测试时的温度为25℃土3℃，相对湿度不低于95％。取出箱外，在正

常试验条件大气下恢复2h，进行绝缘耐压试验应符合表1规定。 

6.25 盐雾试验 

按 GB/T 2423.17 规定进行 48h 试验。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试样表面盐沉积物，再

在蒸馏水中漂洗，洗涤水温不得超过 35℃，然后在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恢复 2h 后检查试验结果。

盐雾试验的样品为 3 件，试验结果的评定以结论相同的 2 件。 

6.26 高温运行试验 

风机总成样品不少于2台，在温度为最高环境温度±5℃ 的试验环境放置4h以上，然后在额定

供电条件下运转，试验时间按表1规定。风机在试验箱内的放置应使其进、出口至少在一个风叶直

径范围内无障碍物。运行过程不少于4h，运行状态稳定后测量绕组温升和轴承温度等数据。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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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风机总成应经制造商质检部门检验合格方可出厂，每台合格产品均应有清晰的合格标志。若需

方提出要求，供方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 

7.1 例行检验 

例行检验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 100％的检验规则。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 

a) 外观； 

b) 结构； 

c) 转向； 

d) 低电压起动； 

e) 电气强度； 

f) 绝缘电阻； 

g) 接地电阻； 

h) 标志、包装。 

7.2 出厂检验 

对连续批量生产的产品的出产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式。 

7.2.1 检验项目 

除7.1规定内容外，还应检验如下项目： 

a) 外壳防护； 

b) 匝间绝缘耐压强度； 

c) 绕组温升； 

d) 轴承温度； 

e) 电容端电压； 

f) 空气动力性能，包括风量、风压、转速； 

g) 额定输入功率、电流； 

h) 噪声、振动。 

7.2.2 检验方案 

检验方案按 GB/T 2828.1 确定，其中批量的划分、抽样方案、检查水平以及合格判定等内容，

由制造商自行规定，或与用户商定。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c)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或地方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检验项目 

按第5章要求。 

7.3.3 检验方案 

检验方案按GB/T 2829确定，采用判别水平Ⅰ的一次抽样方案，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中随机抽取，每批抽样3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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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判定规则 

7.4.1 不合格分类 

不合格项目分类按表3。 

表 3  不合格分类 

项    目 A类不合格 B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 

外观 — — ○ 

外壳防护等级 ○ — — 

结构 ○ — — 

转向 — ○ — 

转速 — ○ — 

输入电流 — ○ — 

输入功率 — ○ — 

低电压起动 — ○ — 

风量 ○ — — 

风压 ○ — — 

风机运转状态 ○ —  

绕组温升 ○ — — 

泄漏电流 ○ — — 

绝缘电阻 ○ — — 

接地电阻 ○ — — 

电气强度 ○   

电容端电压 — ○ — 

轴承温度 — ○ — 

噪声 — ○ — 

振动 — ○ — 

低温试验 — ○ — 

高温试验 — ○ — 

运输试验 — ○ — 

盐雾试验 — ○ — 

湿热试验 ○ — — 

高温运行 — ○ — 

运输试验 — ○ — 

标志、包装 — — ○ 

注：适用为“○”，不适用为“—”。 

7.4.2 判定规则 

在检验的样品中有下列情况之一，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a) 1个或1个以上A类不合格； 

b) 2 个 B 类不合格或 1 个 B 类 2 个 C 类不合格； 

c) 3 个或 3 个以上 C 类不合格。 

7.5 库存 2年以上的产品应按 7.2 规定复查。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电动机的线端标志及旋转方向应符合 GB 1971的要求，外壳应有风机旋转方向的箭头标志。 

风机总成的标志应包含型号、规格、电机铭牌、接线图、接地端子的接地符号“ ”、箭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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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风机旋转方向等，标志应设置在外壳的适当部位且有合理的耐久性，标志的字迹、图形应清晰

且易于识别。 

电机铭牌应符合 GB 12350-2009第 4.1条规定，电机铭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或商标；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c)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d) 认证标志； 

e) 电源性质：交流用符号“～”表示，直流用符号“—”表示； 

f)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g) 额定输出功率； 

h) 电容器容量和耐压值（适用于电容运转电机）； 

i) 防护等级（IP00可以不标注）； 

j) 运行温度（运行温度为70℃可以不标注）。 

8.2 包装 

8.2.1包装应牢固、可靠、便于运输。 

8.2.2包装箱应有如下标记：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注册商标等； 

b) 生产厂名、地址； 

c) 出厂日期或出厂编号； 

d) 产品数量； 

e) 毛质量,(kg)； 

f) 净质量,(kg)； 

g) 外形尺寸：长×宽×高； 

h) 防潮、向上、小心轻放、堆码层数等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i) 执行产品标准信息。 

8.3 运输 

风机总成包装箱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和敲击，严禁与酸碱等腐蚀物质放在一起。 

8.4 贮存 

风机总成应存放在环境温度为-25℃～70℃、相对湿度不大于 95％且不结露，清洁通风良好的

库房内，空气中不得含有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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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技术规格书 

A.1 产品概况 

A.1.1 名称 

A.1.2 型号 

A.1.3 规格 

A.1.4 标准符合性 

A.1.5 认证资格 

A.2 使用条件 

A.2.1 运行环境 

a) 温度； 

b) 湿度； 

c) 气压（海拔高度）。 

A.2.2 电源 

   表 A.1 

电机类型 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 

电源参数 

电压 工作电压 

相数 速度指令电压 

频率  

A.2.3 储运环境 

a) 温度； 

b) 湿度。 

A.3 设计参数 

A.3.1 电机 

a) 相数/极数； 

b) 转速范围； 

c) 旋转方向； 

d) 绝缘等级； 

e) 防护等级； 

f) 工作方式； 

g) 额定输入功率； 

h) 额定扭矩； 

i ) 额定转速； 

j ) 额定电压； 

k) 额定电流； 

l ) 电容器规格。 

A.3.2 风机 

a) 空气动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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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2 

转速 (r/min)     

取样风压(Pa)     

静压 (Pa) 0    

风量 Q (L/min) 
100%QN 75％±10%QN 50％±10%QN 25％±10%QN 

    

b) 空气动力性能曲线图 

 

A.3.3 总成 

a) 安装方位； 

b) 风机总成结构图。 

A.4 电气性能 

A.4.1 电压范围 

A.4.2 电流范围 

A.4.3 转速 

A.4.4 控制特性 

A.4.5 绝缘耐压 

A.4.6 绝缘电阻 

A.5 机械性能 

A.5.1 外观 

A.5.2 净质量 

A.5.3 引线拉力 

A.5.4 寿命 

a) 起动次数； 

b) 运行时数。 

A.5.5 振动 

A.5.6 噪声 

A.6 检验条件 

A.6.1 电源 

 表 A.3 

电机类型 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 

电源参数 

电压 工作电压 

相数 速度指令电压 

频率  

A.6.2 负载条件 

A.6.3 环境条件 

a) 温度； 

b) 湿度； 

c) 气压。 

A.7 生态设计 

A.8 其他 

A.9 制造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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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风量测量 

B.1 试验装置 

B.1.1 本装置采用多喷嘴的出气风室结构，由风室、喷嘴、稳流器、可调排气系统及测试管路等

组成。结构示意图如图B.1所示。 

 

1—被测风机   2—风室   3—喷嘴   4 一稳流器   5—可调排气系统 

图 B.1 

B.1.2 图B.1中，M为圆形风室的内径或矩形风室的当量直径。 

B.1.3 被测风机直接安装在风室进气端面。风室进气端开口的外形应与风机出口外形相符合，其

开口截面积与风机出口截面积应相等，允差为±5％。 

B.1.4 风室的横截面积应不小于风机出口截面积的9倍，图B.1中尺寸J应不小于风机出口当量直

径。 

B.1.5 在喷嘴的上游和下游各安置一组稳流器。每组稳流器由流通面积分别为60％，50％，45％

的三道具有均匀方眼的圆金属丝网格组成，流通面积允差为±2％。每道网格相距0.1M，并按气流

方向布置。从最大喷嘴出口面到下游稳流器的距离应不小于该喷嘴喉部直径的2.5倍。 

B.1.6 各喷嘴应尽可能成对称布置。每一个喷嘴中心线离风室内壁的距离应不小于该喷嘴喉部直

径的1.5倍。任何两个同时使用的喷嘴，其中心距应不小于较大喷嘴喉部直径的3倍。 

B.1.7 相当于试验转速下自由送风（即风机静压为零时的工况点，此时Ps7为零值）时，喷嘴出

口的平均速度应不小于14.2m/s。 

B.1.8 喷嘴采用喉部无接口结构，结构简图如图B.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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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图 B.3 

B.1.8.1 喷嘴的纵断面应具有图B.2所示的椭圆形断面，可以用二个或三个半径连接成近似圆，

但其任意一点在法线方向与椭圆的误差应不大于0.015D。 

B.1.8.2 喷嘴的出口边缘必须呈直角、尖缘，不得有毛刺、凹痕或圆角。喷嘴表面应平整光滑。 

B.1.8.3 应在椭圆的短轴上和喷嘴的出口处测量喷嘴的喉部直径D。喉部进口处的平均直径允许

比喷嘴出口处的平均直径大0.002D，但不允许比它小。 

B.1.9 在平面7、平面5、平面6处各开具4个静压接口孔，沿圆周均布，并连接在一个测压环上。

孔径d应优先采用1.5mm，最大不应超过3mm。孔轴线应垂直于风室内壁，孔边应无毛刺。在距孔

20d范围内的风室内表面应光滑，无凹凸。静压接口孔结构如图B.3所示。 

B.2 试验步骤和方法 

B.2.1 从自由送风到全闭(即风机流量为零值时的工况点，此时△p为零值)的整个范围内，应通过

调节可调排气系统使工况点能很好地分布，对顺滑的特性曲线应测定8个以上工况点。 

B.2.2 风机与风室的接口处及所有测量点之间的连接缝应很好地密封，使泄漏对测量的影响不大

于仪表精度的一半。 

B.2.3 气流特性试验前，风机应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运转0.5h，以达到平衡状态。 

B.2.4 采用微压表或其他压力指示仪器测量Ps7、Ps5、△P，仪表精度应不低于1％。 

B.2.5 在室内试验区域，用大气压力计测量大气压力Pa，大气压力计允差±33Pa。 

B.2.6 在风机进口处附近用干、湿温度计测量大气干球温度ta和大气湿球温度tw，温度计精度应

不低于0.5℃。 

B.2.7 用闪光测速仪或其他测速仪器测量风机转速n，测速仪器精度应不低于2％。 

B.2.8 应记录每一个工况点的下列试验数据，并尽可能同步读数： 

    a) 大气压强 Pa； 

    b) 大气干球温度 ta ； 

    c）大气湿球温度 tw； 

    d) 平面 7 处的表压强 Ps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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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平面 5 处的表压强 Ps5； 

    f) 平面 5 和平面 6 之间的压强差△P； 

    g) 风机转速 n。 

B.3 计算 

B.3.1 饱和水蒸气压强 

6926.1825.3 2
e  ww ttP  

式中: 

Pe——饱和水蒸气压强，Pa ; 

    tw——大气湿球温度，℃ 

B.3.2 水蒸气分压强  

1500
Wa

aCP

tt
PPP


  

式中: 

P0——水蒸气分压强，Pa; 

Pa——大气压强，Pa ; 

ta-——大气干球温度，℃。 

B.3.3 大气密度 

)2.273(

378.0a
a






a

P

tR

PP
  

式中: 

ρa——大气密度，kg/m
3
 

R——大气气体常数，取 R=287J/（kg·K） 

B.3.4 α比值 

     

5

5

sa

sa

PP

PPP




                                 

式中: 

α——平面 6 处压强与平面 5 处压强之比值; 

Ps5——平面 5 处的风室表压强，Pa; 

△P——平面 5 与平面 6 之间的压强差，Pa 

B.3.5 膨胀系数 

     Y=1-0.548(1-a) 

式中: 

Y—对空气及多喷嘴风室的膨胀系数。 

B.3.6 平面5处的空气密度 

)( 5
5

a

Sa
a

P

PP 
   

式中: 

ρs——平面 5 处的空气密度，kg/m
3
 

B.3.7 空气动力粘度 

610)48.023.17(  at  

（B1） 

（B2） 

（B3） 

（B4） 

（B5） 

（B6）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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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μ——空气动力粘度，Pa·s; 

      

当大气干球温度 ta 在 5~38℃范围内，可取 

    sPa 
5

10819.1      

B.3.8 雷诺数 

i

i

ei C
PYD

R 





52
 

式中: 

Rei——第 i 个喷嘴的雷诺数; 

Ci——第 i 个喷嘴的流量系数，在迭代计算初值时，可取 Ci=0.95，以后再按式（A9）计算; 

Di——第 i 个喷嘴的出口直径，m。 

B.3.9 流量系数 

eiei

i
RR

C
6.134006.7

9986.0   

B.3.10 平面5处的空气流量 

 


 )(
2

60
5

5 ii AC
P

YQ


 

式中： 

Q5——平面 5 处的空气流量，m
3
/min ; 

Ai ——第 i 个喷嘴的出口截面积，
2

4
ii DA


 ，m²。 

B.3.11 风机空气流量 

a

QQ


5
5  

式中： 

Q——风机空气流量，m
3
/min。 

B.3.12 风机静压 

a

ao
Ssto PP




7  

式中： 

Psto——风机折合成标准进气状态时的静压，Pa; 

Ps7——平面 7 处的风室表压强，Pa; 

Pa0——标准进气状态时的大气密度，可取 ρa0=1.2kg/m
3。 

注：标准进气状态系指：大气压强Pao为101325 Pa，大气干球温度tao为20 ℃，大气相对湿度φ为50％，大气密

度ρa0为1.2 kg/m3。 

B.4 绘制风机空气流量—静压曲线 

每个工况点按 B3 章所列公式计算出风机空气流量和静压，然后绘制流量-静压特性曲线。图

B.4 为风机典型的 Q- psto 特性曲线。 

（B8） 

（B9） 

（B10） 

（B11）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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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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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 DB44/T 402.4-2007技术性差异说明 

表C给出了本标准与DB44/T 402.4-2007 技术性差异及原因一览表。 

表 C 

项目 与 DB44/T 402.4-2007技术性差异 原因 

方法、手段 

修正了将电机视作控制微电机的技

术要求方法，改为按动力电机的要

求方法 

电机标准变更后，部分相关要求随之进行调整，

与电机输出功率的作用一致 

5要求 

使用条件 增加对运行环境的要求 完善使用条件，便于与技术要求对应 

高温寿命 
删除了高温寿命试验要求，增加了

高温运行性能要求 

电机新标准增加了高温运行要求，取消重叠要

求 

技术文件 
取消了说明书的要求，增加技术规

格书 

根据产品供需特点作出调整，便于整机厂的设

计和质量控制 

结构 

1.删除离心风机壳体和安装脚的材

料厚度的要求 

2.增加了对表面防护层加工质量的

要求 

1.由于这类风机外形尺寸较小，影响结构机械

强度、刚度的因素控制与通用风机有所差异 

2.增强防护层应对防御机械外力冲击的能力 

 

外壳防护等级 
放宽了鼓风型风机总成电机外壳防

护等级的要求，由 IP44 降低为 IP20 

电机标准变更后，部分相关要求随之进行调整，

国内外普遍采用 IP20 防护等级 

输入电压 
增加了对直流电机电压额定偏差的

要求 
对直流电机是必要的 

接地电阻 增了接地电阻阻值的要求 Ⅰ类器具需定量考核接地电阻 

空气动力性能 
增加多个风量点时风压、转速的明

示要求 
严格风机总成技术特性一致性要求 

绕组温升 修改为按鼓风和抽风型分类限定 与运行环境要求对应 

运转电容器端

电压 
增加运转电容端电压限值要求 电容运转风机的安全、可靠运行需要 

噪声 
修改了噪声限定方式，改为按分类、

分级限定，收紧了噪声限值 

转速和电机功率与噪声成正比关系，单一限值

不适应多样化的风机类型，收紧是为降噪需要 

振动（振动加速

度） 

修改振动限定方式，改为按分类、

分级限定，并收紧了小功率风机的

振动限值 

转速和电机功率与振动成正比关系，单一限值

不适应多样化的风机类型 

轴承温度 增加了电机轴承温度限值规定 提升电机耐久性和降低运行噪声 

6.9 接地电阻测定 对应于要求给出的试验方法 按 GB/T1.1 规定，格式规则要求 

6.11 空气动力性能测试 

修正风速计测量风量方法的部分错

误，修改了风量、风压等参数的测

量方法 

与 GB 1236-2000 相关要求对应，增加的相应方

法更适用多种用途 

6.17 电容器端电压测定 对应于要求给出的试验方法 按 GB/T 1.1 规定，格式规则要求 

6.19 振动测试 

修改噪声的测量方法，改按 GB/T 

10068 方法测量，测量指标由测量烈

度改为振动加速度 

标准的一致性引用，振动加速度更适合高速振

动测试 

6.24 湿热试验 改为按抽、鼓风分类试验的规定 不同的风机类型适应环境的要求不同 

6.26 高温运行试验 增加 按 GB/T 1.1 规定，格式规则要求 

7 检验规则 参照 CQC 工作规则 便于与 CCC 或许可证审核要求对应 

7.1 例行检验 增加接地电阻的检验要求 按 CCC 和许可证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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