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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关于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的

通告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京卫监字[2007]198号
关于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的通告

为提高我市公共场所、公共建筑的整体卫生水平，消除和控制空气传播性疾病的传播

与流行的危害，确保2008年奥运会安全、顺利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清洗工作，现通告如下：

一、以下场所使用集中空调，且不符合北京市《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

范 》（DB11/485-2007）的，集中空调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对其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

洗：

（一）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公共场所，如宾馆饭店、体育馆、商场超市、影剧院 、

展览馆等；

（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三）机场、火车站、轨道交通、公交枢纽、长途客运站等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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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使用集中空调的公共建筑，如办公写字楼、学校、培训中心等。

二、各单位应当在2008年5月31日前完成集中空调的清洗工作，具体安排由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或者所在区县政府确定。

三、清洗集中空调应当符合国家《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GB 19210-2003）等标准和

规范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空气处理机组。应含空气处理机组的所有组件，包括过滤器和空气旁路、加热和

制冷盘管、冷凝水盘、冷凝排水管、加湿系统、隔音材料、风机和风机室、调节板、密封垫

和整体装置等。

（二）送风管。应含送风系统中的典型部分，包括控制器、混合室、回热盘管和其他内

部组件。

（三）回风管。应含回风系统中的典型部分，包括回风管、调节阀、回风空气增压器、

空气混合增压器和格栅等。

四、清洗工作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清洗服务机构。清洗服务机构应取得市卫生行政部门认

定，方可对集中空调进行清洗，取得认定的清洗服务机构可在北京市卫生监督网进行查询

（www.bjhi.gov.cn）。
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经清洗验收合格后，各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加强自身管理，建

立健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管理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并建立专门档案。

六、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达到卫生标准的，不给予新办、延续、换发卫生许可

证，并在北京市卫生监督网及市属主要媒体上予以公布。

七、因拒绝清洗或者不按规范清洗集中空调，引发传染病传播的，将依法追究集中空调

所有者或者管理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告。

二〇〇七年八月一日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1 总则

为配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以下简称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工作的专业技术水

平，保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达到相应的卫生要求，制定本规范。

2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各主要构成部分清洗方法、清洗过程以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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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清洗机构、专用清洗设备的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专业清洗工作，其它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的清洗可参照执行。

3 术语与定义

3.13.13.1

3.1

空气处理机组

输送、净化和调节空气状态（冷、热、湿）的设备及组件。

3.23.23.2

3.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采用某些技术或方法清除空调风管、风口、空气处理机组及其它部件内与输

送空气相接触表面积聚的污染物、空调冷却水塔内积聚的污染物，以及对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的消毒处理。

3.33.33.3

3.3

专用清洗设备

用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的机械设备、工具、器械和风管内污染物采样设

备等的总称。

3.43.43.4

3.4

机械清洗

使用专用清洗设备进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

3.53.53.5

3.5

专业清洗机构

从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的专业技术服务单位。

4 技术要求

4.14.14.1

4.1

清洗方法的要求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应采用机械清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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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洗过程的要求清洗过程的要求清洗过程的要求

清洗过程的要求

4.2.14.2.14.2.1

4.2.1

工作范围

风管清洗范围包括：送风管、回风管和新风管。

部件清洗范围包括：空气处理机组的内表面、冷凝水盘、加湿和除湿器、盘

管组件、风机、过滤器及室内送回风口等。

空调冷却水塔。

4.2.24.2.24.2.2

4.2.2

现场检查与准备

专业清洗机构应查阅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有关技术资料，对需要清洗的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进行现场勘察和检查，确定适宜的清洁工具、设备和工作流程。并根

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情况和本规范的技术要求，制定详细的清洗工作计划和清

洗操作规程。

4.2.34.2.34.2.3

4.2.3

风管清洗

采用专用机械清洗设备将风管内的可视污染物有效地输送到捕集装置中，严

禁操作人员进入风管内进行人工清洗。风管的清洗工作应分段、分区域进行，在

风管清洗工作段与非工作段之间、进行清洗的风管与相连通的室内区域之间应采

取有效隔离空气措施。

4.2.44.2.44.2.4

4.2.4

部件清洗

采用专用工具、器械对部件进行清洗，清洗后的部件均应满足有关标准的要

求。部件可直接进行清洗或拆卸后进行清洗，清洗后的部件应恢复到原来所在位

置，可调节部件还应恢复到原来的调节位置。

4.2.54.2.54.2.5

4.2.5

冷却塔清洗消毒

定期清洗应当首先将冷却水排空，然后对冷却塔内壁进行彻底清洗，做到表

面无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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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冷却水中检出致病微生物时，应首先采用高温或化学方法对冷却水和塔壁

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将塔内的水排空，并对冷却塔内壁进行彻底清洗。

4.2.64.2.64.2.6

4.2.6

清洗作业过程中的污染物控制

清洗过程中应采取风管内部保持负压、作业区隔离、覆盖、清除的污物妥善

收集等有效控制措施，防止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内的污染物散布到非清洗工作区

域。

4.2.74.2.74.2.7

4.2.7

作业出入口

清洗机构可通过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风管不同部位的作业出入口进出人力和

机械，进行相应的清洁与检查工作。必要时可切割其它出入口，并保证施工后将

其密封处理。

4.2.84.2.84.2.8

4.2.8

消毒处理

必要时应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风管、设备、部件进行消毒处理。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需要清洗并消毒时，应先进行系统或部件的清洗，达到相

应卫生要求后再进行消毒处理。应选择在保证消毒效果的前提下对风管及设备损

害小的消毒剂，必要时消毒后应及时进行冲洗与通风，防止消毒溶液残留物对人

体与设备的有害影响。

4.3 清洗效果及安全措施的要求清洗效果及安全措施的要求清洗效果及安全措施的要求

清洗效果及安全措施的要求

4.3.14.3.14.3.1

4.3.1

清洗效果

风管清洗后的积尘量应达到每平方米风管内表面小于 1.0 克，部件清洗后应

无残留污染物检出。

消毒后的风管内壁细菌总数、真菌总数的去除率应大于 90%，致病菌不得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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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3.24.3.2

4.3.2

清洗效果的检查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后，由经培训合格的清洗机构检验人员按照有关卫生

要求进行自检。必要时由卫生学评价机构对清洗消毒效果进行检验。

4.3.34.3.34.3.3

4.3.3

清洗效果的影像资料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后，应使用机器人将所有清洗过的风管内部情况录制

成录像带或光盘等影像资料。

4.3.44.3.44.3.4

4.3.4

安全措施

清洗机构应遵守有关的安全规定制定安全制度，清洗现场应设置安全员，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清洗施工人员及建筑物内人员的安全，并保护好环境。

4.3.54.3.54.3.5

4.3.5

污物处理

从空调风管系统清除出来的所有污物均应妥善保存，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4.4 专业清洗机构的要求

从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工作的专业机构应符合附录 L的要求。

4.5 专用清洗设备的要求专用清洗设备的要求专用清洗设备的要求

专用清洗设备的要求

用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主要清洗设备应符合附录M的要求。

5 清洗标志

已清洗并经检验合格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以悬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已清

洗标志。标志内容、格式、制作及悬挂方式等另行确定。

6 本规范自 2006年 3月 1日起实施。

附录 L



10

专业清洗机构的技术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从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工作专业机构应达到的

技术要求。

L1 机构的分级与服务范围

L1.1 专业清洗机构按技术能力分为甲级和乙级。

L1.2L1.2L1.2

L1.2

乙级专业清洗机构可以承担三星级以下（含三星级）宾馆饭店、建筑面积两千平

方米以下的商场、超市、写字楼等公共场所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工作 ；

甲级专业清洗机构可以承担所有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工作。

L2 机构的基本要求

L2.1L2.1L2.1

L2.1

专业清洗机构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L2.2L2.2L2.2

L2.2

专业清洗机构应有固定的办公和工作场地。

L2.3L2.3L2.3

L2.3

甲级专业清洗机构应有 2年以上从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工作经历，并有建筑

面积 5万平方米以上建筑物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工程范例。

L3 人员要求

L3.1L3.1L3.1

L3.1

专业清洗机构应具有工程技术、空调通风、仪器仪表等专业及技术工人配套的技术

人员队伍。从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作业的机构还应有消毒技术人员。

L3.2L3.2L3.2

L3.2

甲级专业清洗机构中经过专门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人员应不少于全体员工的 80%；

乙级专业清洗机构中经过专门知识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人员应不少于全体员工的

60%。

L4 管理体系要求

L4.1 清洗质量管理

专业清洗机构应设立专门质量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空调风管系统清洗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清洗工程档案、资料保管制度，制定出本机构具体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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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程、清洗质量保证措施、自检方法等。

L4.2 安全管理

专业清洗机构应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现场安全员、现场工作

人员的人身安全、人员防护、设备安全、环境保护、污染物处理制度等。

L4.3 安全措施

专业清洗机构应为现场清洗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人身安全保护器材、个人防

护用品、设备用电用气安全保护装置等。

L5 专用清洗设备要求

L5.1L5.1L5.1

L5.1

设备种类及数量

专业清洗机构应具有专用清洗设备（见表 L1）以及其它清洗所需要的设备、

器材和工具等。

L5.2L5.2L5.2

L5.2

设备技术要求

专业清洗机构所具有的清洗设备应满足附录M的要求。

L6 技术培训与技术评估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甲级专业清洗机构的技术评估、技术咨询、专业

技术人员和主要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清洗效果的技术仲裁。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乙级专业清洗机构的技术评估、技术咨询、专业

技术人员和主要管理人员的培训。

专业清洗机构每 2年进行 1次技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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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1 空调风管系统主要专用清洗设备清单

注：* 使用气动清洗装置的必备。

附录 M

专用清洗设备的技术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用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主要专用清洗设备应达到

的技术要求。

M1 专用清洗设备范围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专用清洗设备包括：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风管内部采样机器

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风管清洗机器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风管污染物捕集装置 ，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风管手持清洗装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备、部件清洗装置、

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装置等。

M2设备技术资料要求

专用清洗设备应有出厂检验合格证书、中文使用说明书、售后服务保证等资

料，资料中应包括设备的技术指标、所适应的工作范围、易损件的寿命、操作步

骤及使用方法等。

M3设备外观要求

专用清洗设备应在设备明显位置设置产品标牌，标牌上应有设备名称、型号 、

序

号
设备名称或规格

最低配备数量
技术要求

甲级 乙级

1 集中空调风管清洗机器人 4套 2套 见附录 M专用

清洗设备建设要

求

2 捕集装置（风量 4000m3/h） 4台 2台

3 捕集装置（风量 8000m3/h） 1台 /

4 手持式风管清洗装置 4套 2套
5 非水平风管清洗装置 2套 1套

6 空气压缩机* 4台 2台

7 风管开孔器（机） 6台 3台
8 空调部件清洗装置 4套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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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名称、出厂编号及生产日期；设备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

连接可靠，各操作键（钮）灵活有效；设备显示仪表的数字（刻度）应清晰。

M4 主要设备技术指标及要求

M4.1M4.1M4.1

M4.1

风管内部采样机器人

M4.1.1M4.1.1M4.1.1

M4.1.1

机器人组成：主要包括运动系统、采样系统、监视录像系统、操作控制系统

等。

M4.1.2M4.1.2M4.1.2

M4.1.2

运动系统：能够在风管内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单方向行走距离不

小于 20米，最快移动速度应不低于 10米/分钟，并在速度范围内可调节，能够

越过高 4厘米、坡度大于 40的障碍。

M4.1.3M4.1.3M4.1.3

M4.1.3

采样系统：采样机器人应能到达 180×250mm 以上的矩形风管内部的规定部

位，定量收集风管底面积尘和微生物样品，微生物采样过程中应保证无菌操作。

M4.1.4M4.1.4M4.1.4

M4.1.4

采样精度：积尘采样和微生物采样与标准法的相对误差均应小于 20%。

M4.1.5M4.1.5M4.1.5

M4.1.5

一致性：在相同积尘量的条件下采集样品，其相对偏差应小于 10%。

M4.1.6M4.1.6M4.1.6

M4.1.6

监视录像系统：采样机器人应能观察风管内不同部位的状况，摄像头应能水平

方向旋转 360、俯仰方向旋转 180。

M4.1.7M4.1.7M4.1.7

M4.1.7

记录功能：能够将观察到的风管内部状况清晰地记录为影像资料。画面不得

出现雪花、条纹、波纹、重影和黑白影像。

M4.1.8M4.1.8M4.1.8

M4.1.8

照明功能：采样机器人的照明灯光应与摄像头同步旋转，满足风管内部不同

位置清晰观察的需要，照明范围应与监视装置的视角相适应。

M4.1.9M4.1.9M4.1.9

M4.1.9

操作控制系统：操作与控制必须在风管外部进行。操作与控制系统重量不大于

3Kg。

M4.1.10M4.1.10M4.1.10

M4.1.10

机器人的供电电压：应不高于 36V。

M4.2 风管清洗机器人风管清洗机器人风管清洗机器人

风管清洗机器人

M4.2.1 风管清洗机器人组成：主要包括运动系统、清洗系统、监视录像系统、

操作控制系统等。

M4.2.2 运动系统：同M4.1.2的要求。

M4.2.3 清洗系统：应能够至少在 180×250 毫米以上矩形风管或直径 300毫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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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圆形风管内部对平面、凹凸、缝隙等处有效进行清洗工作，清洗距离单方向不

低于 20米；清洗装置工作时机器人行走平稳。清扫毛刷扭矩不小于 3N.m，其他

工作方式的清洗工具应能保证清洗效果。

M4.2.4 监视录像系统：同M4.1.6的要求。

M4.2.5 操作控制系统：操作与控制必须在风管外部进行。

M4.2.6 机器人的供电电压：同M4.1.10的要求。

M4.2.7 消毒装置： 对风管内壁有效消毒。

M4.3 风管手持清洗装置

M4.3.1 驱动方式：电动或气动，清扫毛刷扭矩不小于 3N.m。

M4.3.2 工作范围：手持式清洗装置应能进行轴向运动，装置上的刷毛等清洗工

具必须到达风管 90夹角处。能够至少在 150150毫米以上矩形风管或直径 200

毫米以上圆形风管内部进行清洗工作。

M4.3.3 工作要求：清洗毛刷等工具的材料及清洗装置的工作方式均应对风管表

面无明显损伤。

M4.3.4 非水平风管清洗装置：同M4.3.1和M4.3.2的要求。并能在竖直风管中控

制移动，进行风管清洗。

M4.4 风管内污染物捕集装置

M4.4.1 装置组成：主要包括过滤器、风机等。

M4.4.2 过滤器：捕集装置应设置初（中）效和高效 2级以上过滤器，高效过滤

器应能更换。

M4.4.3 过滤效率：0.3m的颗粒物过滤效率达到 95%以上。

M4.4.4 排放浓度：捕集装置排风中 PM10颗粒物的浓度不大于 0.15mg/m3。

M4.4.5 风量：捕集装置单台吸引风量不低于 4000m3/h。

M4.4.6 供电及噪声：采用单相 AC220V供电，噪声 85dB(A)。

M4.4.7 显示与控制：捕集设备应有电源指示、风机工作指示，显示或控制电源

电压、风机工作电流、应设置过滤器阻力报警、风机电流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及

漏电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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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5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备、部件清洗装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备、部件清洗装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备、部件清洗装置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备、部件清洗装置

M4.5.1 工作方式：真空吸附清洁或液体喷射清洁。

M4.5.2 清洗功能：能清除主机、散流片、过滤网、冷却塔等表面残留的污染物。

M4.6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装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装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装置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装置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专用消毒装置、消毒剂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执行。

M5 专用清洗设备的技术评估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专用清洗设备技术

性能和指标的检测与评估。

M6 其他

空调风管系统专用清洗设备还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电器设备安全性、

包装、运输等要求。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风与空调系统中的风管系统（简称：通风系统）清洁程度的检查、工程

环境控制、清洗方法、清洗后的修复与更换、工程监控和清洗效果的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被尘粒和生物性因子的污染，对空气过滤无特殊要求的通风与空调系统中

的风管系统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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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6803 采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 术语

GB/T 17095 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卫生标准

GB/T 18204.1 公共场所空气微生物检验方法 细菌总数测定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除采用GB/T 16803中的定义外，还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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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衬套 lining

指粘附于通风管道内表面的玻璃纤维或者其他编织物等隔热、隔音材料。

3.2

空气处理机组 air handling unit

输送、净化和调节空气（冷、热、湿）的机组。

3.3

生物污染物 biological contaminants

细菌、真菌（霉菌）、病毒、动物皮屑、昆虫、花粉和其他生物性物质，以及这些物质

的衍生物。

3.4

接触式真空吸尘器 contact vacuum

带有刷子的吸气口通过软管与便携式收集装置连接的吸尘装置。刷子头直接与清洗表面

相接触。

3.5

污染物 contaminant

通风系统内部不应该存在的任何物质。

3.6

隔离区 containment area

在检查和清洗过程中所设置的作业空间，以便避免污染物转移到其他相邻区域。

3.7

通风与空调系统中的风管系统 air duct system in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通风与空调系统中用于处理和输送空气的风管、风口、空气处理机组及其它部。

3.8

机械搅动装置 mechanical agitation device

用搅动方式来驱除通风系统内污染物和碎屑的机械装置。

3.9

机械清洗 mechanical cleaning

对通风系统内部不该出现污染物和碎屑的物理去除。

3.10

空气负压机 negative air machine

是一种装有高效空气过滤器的风机驱动设备，用来收集尘粒、容纳尘粒和控制作业区压

力。这个设备的排气口可不必通到建筑隔离区外部。

3.11

非多孔材料 non-porous materials

通风系统中不被水和空气渗透的材料，如铁片、铝片或聚合物等。

3.12

多孔材料 porous materials

通风系统中被水或空气渗透的材料。例如玻璃纤维管衬板、木材、混凝土等。

3.13

视觉清洁 visibly clean

目测通风系统内表面无粘结物和碎屑的状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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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清洗 wet process cleaning

应用水或液态化学药剂清洗通风系统及部件的方法。

通风系统的检查

1.2 检查时间

应定期对通风系统清洁程度进行检查。检查间隔应不低于表 1的规定。对于高湿地区或

污染严重地区的检查周期要相应缩短或提前检查。

表 1 通风系统清洗检查时间间隔 （单位：年）

1.3 检查范围

包括空气处理机组、管道系统部件与管道系统的典型区域。在通风系统中含有多个空气

处理机组时，应对一个典型的机组进行检查。

检查过程不能对室内环境造成损坏。在怀疑有污染发生时或少量的污染物危及敏感区域

环境时，应该采取环境控制措施。

1.3.1 空气处理机组

应含空气处理机组的所有组件，包括过滤器和空气旁路、加热和制冷盘管、冷凝水盘、

冷凝排水管、加湿系统、隔音材料、风机和风机室、调节板、密封垫和整体装置等。

1.3.2 送风管

应含送风系统中的典型部分，包括控制器、混合室、回热盘管和其他内部组件。

1.3.3 回风管

应含回风系统中的典型部分，包括回风管、调节阀、回风空气增压器、空气混合增压器

和格栅等。

1.4 微生物污染物检查

应对通风系统中的生物性污染程度进行检查，包括微生物污染物情况以及空气处理机

组、加湿器和其它典型部位的微生物孳生情况。

如果通风系统装有加湿器或当地气候为热湿环境，每年应至少检查两次，并对送风空气

微生物进行检测。

1.5 检查人员

检查人员应熟悉被检查的通风系统，具有室内环境采样操作的经验，并熟悉现代空调通

风系统风管清洗程序及相关标准。

1.6 需清洗的条件

当出现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时，应对通风系统实施清洗。

a）通风系统存在污染：

1）系统中各种污染物或碎屑已累积到可以明显看到的程度；

2）或经过检测报告证实送风中有明显微生物，微生物检查的采样方法应按照GB/T

18204.1的有关规定进行；

建筑物用途分类 空气处理机组 送风管 回风管

工业 1 1 1
居室 1 2 2
小商业 1 2 2
商业 1 2 2

卫生保健 1 1 1
航运业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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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风系统有可见尘粒进入室内，或经过检测污染物超过GB/T 17095所规定要求。

b）系统性能下降：

换热器盘管、制冷盘管、气流控制装置、过滤装置以及空气处理机组已确认有限制 、

堵塞、污 物沉积而严重影响通风系统的性能。

c) 对室内空气质量有特殊要求：

人群受到伤害，如证实疾病发生率明显增高、免疫系统受损的居民建筑，特殊环境 ，

有敏感建材或重要处理过程的建筑。

工程环境控制

1.7 通风管道保持负压

在整个清洗过程中，风管内部应与室内环境保持一定的负压。压差可以通过空气负压机

或真空吸尘设备来实现。对排出的空气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空气负压机或真空吸尘设备应尽量接近清洗检修口，与通风系统连接后方可运行。为了

维持所需负压，通风系统其他开口应临时密封。正在清洗的通风系统中，如果需要安装相应

的检修口，应在负压条件下完成作业。

如无特殊设计，空气负压机不应用于收集大量的碎屑尘粒。

1.8 作业区隔离

应对清洗作业区进行隔离，在作业区与建筑物其它区域之间建立一个屏障，以减小作业

区外空气中悬浮尘粒的增加和对其它区域交叉污染。

5.2.1 一般情况的隔离

一般情况的隔离应用于没有微生物污染物的民用、工业、商业、航运建筑物的通风系统

清洗。一般情况的隔离应采取以下措施：

a) 保护性覆盖：应对作业区进行干净的、保护性的覆盖。

b) 防护性换气：在保证通风管道开口处为负压的情况下，应对作业区所处于的室内空

间保持连续性的换气。

c) 设备保护：对真空吸尘装置和空气负压机的运输和存放进行保护。所有从室内进入

通风系统的 工具、设备及部件应进行湿式擦拭，并用装有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

进行清洗。

5.2.2 特殊情况的隔离

特殊情况的隔离应用于存在微生物污染或严重危害物的各类建筑，尤其是卫生保健建筑

通风系统的清洗。特殊情况的隔离应采取5.2.1的措施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a) 保护性覆盖：应对超出作业区的室内地板、设备和家具进行覆盖。

b) 作业区隔离：应对作业区的地板、四周及顶蓬采用0.15mm防火聚乙烯或它的替代物

进行隔离，隔离物的衔接处应严格密封。

c) 负压：隔离区域应保持适当的负压。负压应尽可能地阻止尘粒扩散出隔离区。负压

装置排出的气体应经过高效空气过滤器过滤。若负压装置不是直接排出室外，应确

认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可靠性。

d) 隔离拆卸：在移动或拆卸隔离物之前，应对其内表面进行湿式擦拭或用高效空气过

滤真空装置清扫。

1.9 清洗装置

应对带入作业区的工具、设备和器械进行清洗。所有带入作业区的设备应保证在安全状

态下运行。在整个清洗过程中，应限制由于缺乏卫生知识、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的潜在交叉污

染。

1.9.1 卫生和安全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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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严重的微生物孳生或已知通风系统内部有污染物存在的情况下，或是在卫生保健、

有严重危害物等特殊建筑内进行的清洗工程，应在工作开始之前对清洗装置进行卫生和安全

性检查。

1.9.2 运行状态

所有清洗装置都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应符合相关性能和安全标准的要求。

5.3.3 真空吸尘设备过滤器

在有严重的微生物孳生或有害物的建筑内进行清洗工程时，当使用真空吸尘设备在建筑

内向外围排气时，必须使用对0.3微米颗粒的过滤效率达99.97%的高效空气过滤器。在工作

开始以前应对使用的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过滤效率确认。

1.10 烟火探测设备

清洗工程不应该损害、改变或者破坏位于设备当中或直接连在通风系统上的烟火探测设

备。在需要临时修改、变更、停用或重新使用烟火探测设备时，应按照国家有关的法规和规

定执行。

1.11 建筑增加与减压

对建筑物增压和减压时，压力的动态变化将会产生潜在的危险或有害后果，应考虑通风

系统清洗工程对建筑环境增压或减压所造成的影响。

1.12 化学制剂的使用

通风系统清洗和修复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药品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和相关标准的要求，不

应对通风系统和人员造成损害。

1.13 污染物处理

从通风系统中除掉的污染物应进行封装，以防止交叉污染，并应按照相关的国家或地方

规定进行分类处理。

清洗过程中用过的真空吸尘设备在改变位置或者从系统中卸下时都应预先密封。应在建

筑物外面或者负压隔离区打开被污染过的真空吸尘设备。

1.14 工程计划

应对通风系统清洗工程制定工程计划。工程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总体监控计划；

b) 工作范围；

c) 相应的采购和工作任务；

d) 施工时限；

e) 工程的工作人员数量；

f) 工程进度表；

g) 设备的验证；

h) 工程将使用的方法；

i) 使用的清洗剂；

j) 安全计划；

k) 其它文件。

1.15 周围空气净化

在通风系统清洗过程中以及清洗结束后，应对普通住宅以及商业、卫生保健和特殊用途

建筑的房间空气进行净化。

净化过程中要求每小时应至少换气4次，将作业区室内尘粒浓度降低到GB/T 18883规定

的要求。

1.16 有害挥发物

清洗工程开始以前必须确认所使用的化学药剂的类型和挥发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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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控制挥发物的扩散，使用户和工人不受伤害。

5.11 通告

在使用杀虫剂、清洗剂、涂料和密封剂之前，必须通知被清洗的建筑物业主或其授权的

代表。通知内容包括清洗过程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气体。

通风系统的清洗

1.17 机械清洗方法

可使用真空吸尘设备、高压气源、高压水源和其他设备将粘附的颗粒与碎屑移除并有效

地输送到收集装置。

在机械清洗以前或清洗过程中不应使用任何密封剂、涂料和粘结剂。对于多孔材料允许

使用密封剂作为临时措施。

1.17.1 真空吸尘设备

机械清洗过程中应使用连续运行的真空吸尘设备。真空吸尘设备应有足够大的功率以保

证碎屑的吸入和室内环境的保护。

1.17.2 机械搅动

机械清洗要求机械搅动装置将粘在通风系统表面上的碎屑剥离，使碎屑能传送到真空吸

尘设备。

1.17.3 接触式真空吸尘器

接触式真空吸尘器应使用高效空气过滤设备，并在通风系统的指定区域内运行。

1.17.4 湿法清洗

高压冲洗、蒸汽清洗或者其它任何形式的湿法清洗过程都不应该对通风系统部件造成损

害。通风系统的多孔部件不应使用清洗化合物或者水进行清洗。

空气处理机组在湿法清洗以后不应残留化学成分。湿法清洗产生的废水应在作业区进行

封装，并按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

1.18 部件清洗

应对空气处理机组内表面、挡水板、凝结水盘和冷凝水管、风机、排气扇、

风管以及盘管表面和组件等所有有污染物沉积的部件进行清洗。对于直接清洗困

难的区域应开设检修口进行清洗。若空气处理机组的加热和冷却盘管之间有无法

清洗到的地方，可将盘管拆卸或移出后进行彻底清洗。

所使用的清洗方法应保证通风系统所有部件达到视觉清洁要求。

清洗后，应将调节阀、百叶风口、格栅、扩散器和其它气流调节装置恢复到原位。

在清洗电加热盘管时，盘管的电源应断开，并锁定或悬挂标识。对于湿法清洗，仅允许

使用非腐蚀性清洗剂，盘管在重新使用前应洗掉化学制剂并彻底干燥。

开设的检修口应满足清洗和修复的需要。

1.19 玻璃纤维部件的清洗

应采用装有高效过滤器的接触式真空吸尘设备或者其他适当的设备对玻璃纤维部件进

行彻底清洗。玻璃纤维在清洗中不应变湿。

使用的清洗方法不应对玻璃纤维部件产生损害，并使部件达到视觉清洁的要求。

1.20 生物污染物的清洗

6.4.1 清洗方法

应通过机械清洗方法对通风系统表面进行清洗，以除去尘粒、碎屑、营养源和表面污染 。

清洗后的表面应达到视觉清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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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被污染多孔材料的更换

宜更换被生物污染的多孔材料。位于多孔材料之下的非多孔材料基底在安装新多孔材料

前应进行清洗。

6.4.3 被污染多孔材料的清洗

当被污染的多孔材料不可能更换时，作为临时控制措施，应对没有更换的多孔材料表面

应进行清洗。

6.4.4 表面处理

使用涂料或密封剂等进行表面处理只是作为一种临时的控制措施，以恢复材料表面的整

体性。

杀虫剂、消毒剂的使用和表面处理应在表面清洗合格后进行。

杀虫剂、消毒剂和涂料应严格按照生产商说明书使用。

2 清洗后的修复与更换

2.1 材料的修复与更换

清洗后当材料部件的表面明显出现尘粒或气味，并对进入通风系统的空气质量产生不良

影响时，应对材料进行修复。

隔热隔音玻璃纤维衬套和其它明显老化（如出现剥离，磨损，破碎和撕裂等）的隔热隔

音衬套区在清洗合格后可用相应的修补材料修复。对不可修复的材料应进行更换。

2.2 外部绝缘材料的修复

由于清洗作业需要移开外部绝缘或防结露材料时，应在清洗工作结束后和空调系统重新

运行前对这些部位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到有效功能。

2.3 记录

应及时记录原有的损伤或清洗过程中发现的老化以及需修理的通风系统部件，并呈交给

被清洗的建筑物业主或其代表。

3 工程监控

在敏感环境或含有有害物的建筑中进行清洗，或用户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宜实施工程

监控措施。具体监控措施见附录A。

4 清洗效果的检验

4.1 检验要求

在通风系统清洗之后、系统各部件投入使用之前，应对清洗效果进行检验。清洗效果检

验方法有目测法和称重法。

4.2 目测法

对于多孔和非多孔部件应使用目测检查法来判断通风系统是否达到视觉清洁的要求。当

内表面没有碎片和非粘合物质时，可以认为达到了视觉清洁。

4.3 称重法

9.3.1 擦拭取样

将磁性取样框贴在风道内表面检测位置上，用无纺布擦拭取样框所包围的风道表面，然

后通过无纺布擦拭前后的重量差，对风道清扫效果和风道内的污染情况进行评定。

9.3.2 使用器材

a) 擦拭取样框，取样框的形状和尺寸见附录B；

b) 无纺布；

c) 密封式塑料袋(120mm8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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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精密天平(±O.0001g)；

e) 一次性塑料手套；

f) 画线笔；

g) 称量托盘；

h) 保管箱；

i) 记录表。

9.3.3 检验方法

9.3.3.1 检验前准备

a)将一片无纺布分成4等份，将每两份放入一个密封袋中(每袋称为一套)，在密封袋上

填写检测点和检测位置的编号，存放1天后使用。

b)将每套无纺织物放在称量托盘上用精密天平称量2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擦拭取样前的

重量。

9.3.3.2 现场检测

a)将磁性取样框固定在风道的检测位置上。

b)用2片无纺布将取样框内的残留灰尘擦拭干净。

c)将2片取样后的无纺布放入塑料袋内进行保管。

d)应在清洗前的检测位置上做标记，以防止将此位置被选作清洗后的取样位置。

9.3.3.3 实验室测量

a)将取回的各套无纺布放在天平上测量2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取样的重量。

b)求取各套试样的平均重量差，然后将其换算成每平米的数值，将此值作为残留尘粒量 。

9.3.4 判定指标

残留尘粒量应在1.0g／m2以下。

4.4 检验规则

应在清洗过的通风系统内随机抽取3个检测点（回风管1点、空气处理机组2点、送风管2

点），在每个检测点的管道内表面的上、下和一侧各取1个检测位置，求其总平均值，总平

均值达到9.3.4所规定的要求则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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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程监控

概述

宜对通风系统清洗工程制定监控方案。

监控方案的制定过程应有建筑物业主或其代表的参与。在制定方案中应考虑以下问题：

－系统清洗过程中对用户和施工人员的保护；

－精密设备、建筑材料和隔离区的保护；

－保护和停用建筑安全控制装置。

工程监控方案内容

典型的工程监控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清洗工程负责人在工程预备会上的记录；

－清洗工程所需设备的型号文件；

－确认清洗工程所需设备到达作业区前的卫生状况；

－室内环境状况的监控，以使清洗工作不对居民产生不利影响；

－隔离区隔离有效性的监控；

－检查进入作业区的化学药剂和材料是否通过认可；

－检查安全设备的使用；

－根据工程规范和本标准监控清洗效果；

－记录已清洗过的区域；

－检查检修口的封闭方法是否正确；

－提供工程竣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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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取样框取样框取样框

取样框

检测管道尘粒采样框的形式和尺寸如下：

图 B 尘埃采样模板

图中：    mmmmXmmmmX 1.02001.0100  或

中央空调可能引发建筑综合症

随着酒店、商场、医院、学校、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场所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中央空调系统

日益普及，人们在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室内温度舒适性的同时，中央空调所带来的室内空气

质量恶化导致的各种空气污染也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中国卫生部2004年2月至4月
组织开展全国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监督检查，抽检结果令人吃惊：全国共抽

检了60多个城市具备集中空调设施的937家公共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大型商场、超市，检

测样品5600件。其中属于严重污染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有441家，占抽检总数的47.1％，中

等污染438家，占抽检总数46.7％，合格的58家，占抽检总数的6.2％。北京市卫生局也于

2004年分三次对北京80家左右的公共场所的中央空调卫生状况进行抽查，检查结果90％属

于严重污染。

今年，卫生部把公共场所的空调卫生列入了工作重点。北京市卫生局更于2005年6月14
日下发《关于加强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督管理的通知》，在全国率先要求公共

场所对其中央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评价和治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起草并讨论通

XXX

X

20mm～30mm
X

X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zt/ztswbz_fangpian/index.htm
http://www.med.hc360.com/hosp/yyml/index.htm
http://info.hvacr.hc360.com/html/001/031/56766.htm
http://info.ep.hc360.com/html/zt/room/index.htm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qygl-yzgl-zzgl.htm
http://www.hvacr.hc360.com/mmt/zhuanti/tongfen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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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针对国内公共场所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的管理办法，强制性管理办法也将出台，

为改善中央空调的卫生状况建立了法律政策体系。因此专家呼吁，公共场所中央空调通风系

统一定要定期清洗。

中央空调好比是洗澡盆 长年不清洗会藏污纳垢

据澳大利亚中央空调清扫专家黄京跃介绍，中央空调冷暖风管系统是基本封闭循环回流

的，空气一次次地循环回流，如同在他人洗过澡的浴缸中再去洗澡，水越来越不干净，浴缸

也越来越脏，相互感染，恶性循环。

中央空调冷暖风管系统也是一样，它的空气一方面来自通风系统入口处，室外受污染的

空气进入与大楼内的空气进行交换，室内外空气以及风管管道中有汽车尾气、花粉、病毒、

死昆虫甚至还有死老鼠，这些老鼠是在安装时漏入或维修风口时钻入后死亡、腐烂，散发臭

气和细菌。时间长了就会发生问题，即产生了所谓的“空调大楼综合征”，即“致病建筑综

合征”和其他相关疾病。

美国环保局做过类似的调查，证实来自空调通风系统的污染占室内空气总污染程度的一

半以上。而大家广为关注，谈之色变的装饰装修材料的污染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与中央空

调相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四种污染物会入侵中央空调 据了解，空调中的主要污染物有四种

一是生物污染，包括细菌、霉菌、花粉、藻类、植物、昆虫、原生动物、病毒等，可引起过

敏、螨虫病。尘螨是诱发过敏症的主因,可以使人患哮喘病、支气管炎、肾炎、过敏性鼻炎

和过敏性皮炎等；而粉螨能引起肠螨症和肺螨症。此外，还有甜食螨，可使人患上各种各样

变态反应性疾病。蠕形螨可吞食毛囊上皮细胞，引起毛囊扩张，上皮变性等。

二是化学污染，包括挥发性有机物、一氧化碳和臭氧等。

三是物理污染，包括外界的尘埃、煤灰、烟灰、重金属、水泥灰、金属灰、油污、无机纤维 、

润滑油和油质等。

四是其他微生物。除了上面说到的军团菌和螨虫外，由于绝大多数的通风管道自安装后就从

未经过清洗，沉积下来的污垢成了富集各类污染物的载体和滋生各类细菌、霉菌、真菌、病

毒和生物污染物的温床。随着空气的流动，这些管道内的污垢把各种细菌、霉菌、真菌、病

毒和生物污染物传播到室内，产生各种生物污染。

空调系统污染引发“致病建筑物综合症

解放军302医院杂病科副主任医师姜天俊说，公共场所中央空调整天吹脏风，首先会引

起军团病等呼吸道疾病。军团菌经空气传播。空调系统的水箱是军团菌的理想繁殖地方，可

经管道遍布整座建筑，侵害长期在空调室內的人，所以要特別小心。

其次是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症。

第三是致病建筑物综合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解释为：“在非工业区主诉具有急性非特异症

候群，如眼、鼻和咽喉刺激症、头痛、疲劳、全身不适，这些症状在离开该建筑物之后能得

到改善。”致病建筑物综合征有八大症候群：1.眼睛，尤其是角膜、鼻黏膜及喉黏膜有刺激

症状；2.嘴唇等黏膜干燥；3.皮肤经常生红斑、荨麻疹、湿疹等；4.容易疲劳；5.容易引起

头疼和呼吸道感染症状；6.经常有胸闷、窒息样的感觉；7.经常产生原因不明的过敏症；8.
经常有眩晕、恶心、呕吐等感觉。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qygl-zjzl.htm
http://info.med.hc360.com/html/yx_xunhuan.htm
http://info.ceramic.hc360.com/html/ztyugang.html
http://info.pf.hc360.com/Html/zt/fangfutl/index.htm
http://info.bm.hc360.com/html/zt/zt050524/index.htm
http://info.bm.hc360.com/html/zt050411.htm
http://info.bm.hc360.com/html/041213.html
http://info.jieju.hc360.com/Html/ztshuixi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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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风道清洗业现状分析

中央空调风道清洗业现状分析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楼宇和高档别墅区普遍采用中央空调系统来对室内

空气的温度、湿度、气流速度等进行有效的调节，不仅为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舒适

的空间，同时也为工业生产、博物馆藏、图书馆藏、科学研究等诸多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环境改善。但由于空调系统不能得到及时清洗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

视，人们在迫切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要求提高工作居住场所及其他公共场所的环境质

量（特别是空气质量）的呼声也越来越急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中央空调如不及时清洗所带来的危害

1、空气置换效果较差：在使用中央空调环境下，大多数均为封闭、半封闭空间，室内

空气属循环利用，空气的清洁度依靠空调本身的过滤和定时输送活量新风来维持，因此相对

室外空气来讲新鲜度较为浑浊。

2、积尘诱了细菌滋生：由于中央空调是依靠风道及出风口将处理后的空气送入房间，

风道属密闭空间，而室外空气中各类悬浮颗粒物不能完全被空调过滤装置所阻隔，因此微细

灰尘便进入风道黏附在风道内壁上，加之大多数风道狭小，日积月累便形成大量积尘。由于

积尘极易滋生各类有害微生物，如：病毒、细菌、内霉素、真菌、军团菌、冠状病毒等。

3、寄生物和昆虫的摇篮：由于风道布置大多处于楼宇吊顶板内，加之风道内四季温湿

度较为适宜，因此常常成为寄生动物和昆虫的活动空间，（如：老鼠、蟑螂等）。据上海报道 ，

上海某大厦清扫中央空调风道一共清扫出两吨垃圾，其中有大量的老鼠昆虫尸体。

中央空调风道积尘带来的危害

1、滋生细菌，传染疾病：由于风道通过出风口、回风口与室内形成相对封闭空间，风

道内的灰尘（一般肉眼看不见）及病菌会随着空调风吹到房间各个角落，逐渐变成室内空气

的污染源；同时某一个房间的病菌也容易随着空调循环风吹到其它房间形成交叉感染。如“非

典”期间国家卫生部就曾命令停开室内所有无新风的中央空调，防止疫情传播。

2、风阻加大、损耗能源：空气在风道内流动，由于粘性及流体的相对运动，因而产生

了内摩擦力，空气在风道内流动过程中，就要克服这种阻力而消耗能量。

摩擦阻力表达式为：△Ｐm=λ*１／４Ｒs*ρν2/2

公式中： λ：摩擦阻力系数 Ｒs：风道水力半径

l:风道长度 ρ:空气密度 ν:风道内空气平均流速

风道在时间的推移和设备使用的年限增加中，它的表面会依附着大量的灰尘（悬浮微

粒物）。这使边壁形成的边界层发生破坏，即破坏了流体在风道内的层流状态。又形成了紊

流现象，增加了内摩擦力，使风力受阻，风机的负载增大，机组能力下降，对于设备使用寿

命会降低，增加能源的消耗。

国内外中央空调清洗行业现状：

1、国外中央空调清先行业现状：国外发达国家由于很早以前便应用了众多的中央空调

系统，针对空气质量对人身健康危害，国外民众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76年美国费城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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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大爆发，事后认定其传染源就是该市某会场内的中央空调。）国外卫生机构环境中所造成

的污染有较为完善的办法，并相继出台了较为严密的中央空调使用及清洗法规，如：美国国

家风管清洗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暖通空调系统的评估、清洗和修复标准》（ACR2002版）和

日本制定的《日本风道清洗协会技术标准》（1990版）及芬兰新颁布的法律要求宾馆、饭店、

洗衣房、工业加工产生粉尘物质的通风系统，每年清洁一次；医院、学校等每5年一次。类

似的法律可以预见将在世界的各地实施。目前发达国家均成立有中央空调风管清洗协会，并

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业。

2、国内中央空调清洗行业现状：据介绍我国有超过 500 万个各类中央空调需清洗保养 ，

而且每年正在以 10%的速度递增，而这些中央空调大部分运行了 20 年以上却从未清洗，就

目前而言无论从中央空调风道专业清洗服务公司来讲还是从国内外空调风道清洗机器人设

备厂家来看，都不能应对这一庞大的清洗市场，因为我国的空调风道清洗行业刚刚起步，能

够具备一流的清洗服务队伍，满足各类客户需求的清洗公司屈指可数，而设备生产厂家除了

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外，国内能够适应各类风道特点并且技术成熟，实用性强的清洗机

器人设备厂家更是凤毛麟角。虽然国外厂家的机器人性能成熟，但是它是根据自身中央空调

风道的制造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对我国中央空调风道产生作用。因为国外的中央空调风道是

标准和规范的，而我国的中央空调风道是根据建筑面积设计安装的，各个风道不尽相同，属

非标产品。据《京华时报》2004 年 1 月 13 日报道：由于预防医学研究中心组织、历时六年

才完成的“北京人室内环境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北京有五成的五星级酒店存在致病军团菌 。

2003 年 8月份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及卫生部共同起草了《中国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讨论

稿，）正式法规将于近期出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对室内空气质量所带来的危害

越来越重视，尤其是 2003 年“非典”疫情的传播，已使人们对中央空调给人们带来的疾病

隐患有了相当大的认识，未来随着国家强制性法规的出台，风道清洗行业将成为中国一个新

兴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发展行业。

中央空调清洗业将呈井喷状 规范迫在眉睫

值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季，2007年8月1日起北京市实施《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管理规范》，要求北京所有使用中央空调的单位对空调通风系统每两年进行清洗一次，

检查不合格的将强制清洗，拒不执行的将处最高5万元的罚款。北京出台的该规范，是全国

首部针对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的地方性卫生标准。

市场前景广阔 清洗率严重不足

中央空调风道面积一般占建筑物建筑面积的25%-30%，每平米的清洗价格市场指导价为25
元，北京有中央空调用户1100多家，中央空调机组60000多台，

据卫生部卫生监督局环境与传染病防治处有关人士透露，目前上海的中央空调已经清洗

的仅有200多家，北京清洗的约100家，均不足1%。“未清洗的中央空调中相当一部分确实是

运行了20年以上却从未清洗的，北京要求强制清洗令人拍手称快。”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技术部副主任陈敬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近年来改善公共场所的空调卫生正列入政府工作重点。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

先后颁布《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规定商业、

工业、居室等建筑物的中央空调送风管道要定期清洗。2005年 11月，建设部与国家质检总

局联合发布《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标准。2006年 3月，卫生部实施《公共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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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和三个技术规范，北京、上海、深圳、山东等地把集中

空调列为日常重点监督内容，积极推动落实，北京在全国率先要求公共场所对其中央空调通

风系统进行卫生评价和治理。按照该办法，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的开放式冷却塔、空气处理机

组等每年清洗不少于一次，空气过滤装置每半年更换一次，严格限制风管内积尘和微生物。

中央空调不洁易致病

空调不洁正成为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威胁人体健康。

密布超市、宾馆、写字楼等公共场所的中央空调在为人们带来舒适环境的同时，如长期未清

洗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指出，长时间在污染严重的空调环境中生活容易

引起鼻、口腔黏膜及眼睛刺激，还会产生咳嗽、胸闷等症状。具体包括：颗粒物污染，空调

送风时，大量灰尘、炭类物质、结晶体、微生物及放射性粒子等悬浮室内，被人体吸入可引

起上呼吸道感染。颗粒物表面还沉积着有害物质如多环芳烃可能引起肺组织细胞损害；细菌 、

真菌、螨虫、溶血性链球菌、军团菌等，可引起相应呼吸系统感染性、过敏性疾病；不良建

筑综合征，包括鼻炎、喉咙干燥、头痛疲乏等一系列症状。

清洗方法及工艺流程描述

工程施工前的准备

1) 对室内物品进行保护性覆盖对不可移动的物品保护用防水防尘（如办公

家私、陈列柜等）的专业布匹覆盖。

2) 对电器设备（如电脑、电视、音响等）用防水防静电的专用布料包裹

3) 对于其他物品（如衣物、摆饰等）用防水防尘柔韧性较好的布料包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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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调系统检查.

4) 用录像检测设备勘查管道内的污染情况，并保存图片及录像。

5) 用取样框、无纺布、天平等仪器设备检测风管内壁粉尘量。

6) 根据对空调系统调查，出具空调系统污染诊断书。

7) 施工前必须通知被清洗的建筑物业主或其授权的代表，通知内容包括清

洗过程出现或者导致的不便。

8) 定作业区，封闭作业区及作业区外的送风口。

9) 将整个工程分散为几个作业区，逐一施工。

10)制定工程计划书

11) a 总体监控计划书 b工作范围 c 相应的采购和工作任务

12) d工程进度表 e设备的验证 f 使用的清洗设备消毒剂 g 安

全计划

13)对带入施工现场的设备、仪器、机械都应认真检验，看是否完好，有无

异常的工作现象，并对其进行湿式擦拭。

14)施工人员要做好必须的防护，并用装有高效真气吸尘器对施工设备进行

高压吸尘.

风管清洗、消毒施工

1) 将整个风管系统分为若干操作系统。

2) 选定操作段

3) 选定吸尘风口和清洗风口,选取风口的原则是：方便施工、尽量利用风管

系统现有开口，例如送、回风口

4) 开口顺序

 用裁纸刀将保温层切下 500×400 毫米的开口

 在风管的表面划出 400×350 毫米的印记。

 用电转在选定的区域边沿开孔

 用薄板切割机开口。

5) 将海绵或气囊塞入不清洗的风管一端，以便充分隔离清洗区和非清洗区，

避免二次污染和交叉污染。

6) 用监控设备，对风管表面录像并拍摄，保存图片以便验收。同时按照

GB19219-2003 国家标准对风管内表面进行粉尘量测定。

7) 将高效真空吸尘器与风管的吸尘口用连接盘和伸缩风管连接、固定。固

定的工具，用“Y”型伸缩杆。

8) 在风管中选定和开启清洗孔，不清洗一端用海棉或气囊封住。

9) 将清洗风管区域内的所有送风口用白铁皮或橡皮板堵住。

10)开启真空吸尘器。

11)将清洗机器人或清洗毛刷系统放入风管中均匀清洗。

12)风管局部有障碍或有皱折的要用清洁球系统清扫。

13)此接风管清洗完毕后，关闭真空吸尘器，处理收集的污物。

14)在真空吸尘器，开口处放入圆形过滤网。

15)将消毒液或清洁剂，按规定的比例稀释，放入喷雾设备中，专人喷洒。

16)用录像监视系统对风管表面进行检测及录像。保存图片及验收同时按照

GB19219-2003 国家标准对风管内表面进行粉尘量测定。

17)拆掉吸气管及吸管盘，恢复清洗风口，用预先准备好的活动式维修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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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装，恢复保温材料，并做好标记提供给甲方。

18)在下一段需清洗的风管操作段，寻找或开启另一吸风口，原吸风口变为

清洗口。按照以上方法对风管进行消毒、清洗，直至所有风管清洗、消

毒完毕为止。

19)将送回风口的隔离拆除，清洗所有风口以及设备过滤网。

20)垂直管道清洗示意图

垂直管道的清洗是管道清洗的一个盲点，我司采用软轴清洗机将软鞭从检修

门放入，利用高速旋转的毛刷头及特制毛刷材料将附着物扫除，从底端接入

负压吸尘器，将灰尘吸出。

21)水平管道清洗示意图

在清洗支管时先放入毛刷系统，用气囊封堵不清洗的范围，并在清洗末端连接真

空吸尘器；全部清洗完成后，将高压气清洗系统放入风管内部进行高压清洗，从

而保证风管清洗机器人清洗不到的局部以及风管内部残留的部分灰尘彻底清洗

干净。

最后使用检测设备，对清洗后的风管表面侦察及录像。保存图片以便验收。

同时按照 GB19210-2003 国家标准对风管内表面进行粉尘量测定，合格后再进行

其他管路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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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柜、机组清洗消毒具体施工步骤.

1) 启动风柜检查风柜运行状况,若有异常,由施工班组长填写施工前故障确认

单。

2) 检查风柜表冷器污染情况,并进行录像和拍照。

3) 检查风机污染情况,并进行录像和拍照。

4) 拆回风口。

5) 取出过滤网并清洗。

6) 拆风柜面板。

7) 用专用盘管增亮剂喷洒浸泡表冷器。

8) 2-3 分钟后,用喷枪喷水清洗表冷器的增亮剂和污垢。

9) 清扫风柜内壁,清洗风机。

10) 清洗冷凝水盘,吹洗冷凝水管.用专用药剂清洗风柜内壁、风机外表面。

11) 检查风柜表冷器及风机清洗质量并拍照、录像。

12) 恢复回风口,风柜面板。

13) 开启风柜试机。

风机盘管清洗、消毒具体施工步骤.

1) 覆盖、保护室内物品。

2) 启动风机盘管检查其运动状况,若有异常,由施工班组长填写风机盘管施

工前故障确认单。

3) 拆回风口及过滤网并用吸尘器清洗。

4) 拆回风口和送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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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拆电机和风机,并用吸尘器清扫风机。

6) 检查风机盘管表冷器污染情况,并进行录像和拍照。

7) 检查风机污染情况,并进行录像和拍照。

8) 用专用吸尘器清扫表冷器两边粉尘.用喷雾器喷洒空调专用盘管增亮剂

于表冷器两边.喷洒时要从上至下喷洒均匀。

9) 2-3 分钟后用喷枪喷水洗净表冷器上的盘管增亮剂及污垢。

10) 用吹风机吹干表冷器。

11) 清洗冷凝水盘,吹洗冷凝水管。

12) 用高压清洗机清洗风机,清洗时要将电机用塑料袋包好,防止电机进水。

13) 用空调专用消毒液喷洒风机盘管系统,进行消毒。

14) 检查风机盘管表冷器及风机清洗质量并拍照、录像。

15) 安装风机。

16) 开启风机试运行。

17) 恢复保温、回风箱、回风口、过滤网等。

18) 清理现场。

工程特殊性处理

若因的空调管道系统因长期未清洗，管道内以纤维及浮尘居多，其特殊

性及难道比普通工程大许多，经过我司工程部开会研究决定，我司将采取特

殊方式进行清洗：首先可以保证场内的洁净度，以最低限度的影响来开展工

程，其次保证在复杂管道内将管道清洗干净并达到国家标准。期间，需要甲

方的紧密配合，现将我司特殊处理方案呈上，请贵司工程部共同磋商。

1) 清洗包括：凝水盘、叶轮、电机、蜗壳、回风箱、回风百叶、隔尘网，

同时检查电机、轴承、温控开关、电磁阀等，如有损坏，由甲方提供材

料，乙方免费负责更换。

2) 清洗现场必须保证办公不受影响。

根据以上基本情况，我司特制定以下特殊处理方式，请各专家给予审核：

1) 根据我司现场考察及多年经验，三年以上未经清洗的管道污染已非常严

重，加之工作环境特殊，管道灰尘必成絮状粘贴状，灰尘黏性大。特殊

处理方式：机器人毛刷及清洗毛刷均采用特殊定制的硬质磨沙材料，必

要时机器人上带专业铲刀进行刮洗。

2) 因部分天花不便拆卸，为能顺利将颗粒吸出，我司将利用每层管道的送

风口，内外配合，将吸尘器管从维修口进入，在有必要的地方在原有管

道上开活动式维修门，方便日后清洗。吸尘器配用四台大功率吸尘器，

风量 6000M3/h（净化效率达到 99.9％）。

3) 在较细长的管道上，我司将利用 4000m3/h（净化效率达到 99.9％）专业

吸尘器进行吸尘，为保证足够的负压，气囊将准备 10－15 个，在送风口

进行堵塞。避免二次污染。

4) 配备 5台普通吸尘器进行除尘。

5) 机器人设备将配备 40 米控制线，便于高效率进行清洗；

6) 为避免因工程过长而影响生产，我司在开工前会制订多种清洗方案，并

从中挑出最有效、最快速的清洗方案来执行。而且我司将根据贵单位作

息时间灵活调整，计划安排 5－8人清洗，并在清洗完毕后，迅速恢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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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绝不影响第二天办公。

7) 清洗工人严格按照特殊作业施工要求，不明火，室内不扬尘等进行。此

方面有待甲方给出更详细要求。

8) 根据现场情况，清洗难度最大的为低区的新风系统，为尽可能不开维修

口，我司将充分利用各出风口，采用快速清洗头进行清洗消毒；并配备

多把高梯进行风口清洗消毒。

9) 在空调风管中，我司将充分利用机器人设备（设备电压低于安全电压）

进行大管的清洗，若负压吸力不足时，将利用原有送风设备进行补压，

并做好充分防尘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10) 在空气处理机中，静压箱及软接头处是灰尘集中落点，我司将利用设备

自身的法兰连接特点，拆卸法兰进行彻底除尘及消毒。

11) 200×200 以下的管道，我司利用软轴设备及小型清洗机器人进行清洗。

特殊现场防护措施

1) 此次工程现场保护尤其重要，我司将以最优质的服务给予施工；施工现

场，将会搭起脚手架，并用全新透明防水防尘塑料薄膜进行铺盖，将生

产区及施工区分开；

2) 工人施工现场给予严格控制，不允许任何工具或灰尘落入生产区，一经

发现给予严厉处罚。

3) 真空吸尘器采用双级过滤，过滤效果达到 99％，不允许颗粒灰尘落入生

产区；

4) 工人空中施工必须佩戴安全带，严格准时贵厂施工规范；一经违反严格

处罚；

清洗程序说明

风管清洗一般利用现有出风口分段进行，一端接大功率吸尘器，一端供机器

人进入，风口两端都需用气囊充气封闭，使清洗区域在吸尘器的作用下形成负压 ，

机器人将管内灰尘及脏污物松动，进入吸尘器，使风管达到清洁的目的。散流器

拆下后经清洗、消毒，重新装回时调整好出风量；对某些清洗有困难的管道部分 ，

在开清洗口之前先征求甲方意见，待其同意后方施工，清洗完成后补铁皮、上拉

钉及打玻璃胶加以恢复，或者可开维修口，并包好保温棉，确保不漏风和不滴水 ，

并做好明显标识；为便于以后检查，所开清洗口可以做成活动门形式（视甲方要

求）；

清洗前后的空气采样检测将委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采集点由工

程部指定（一般每层楼一个点，如甲方认为有必要增加点，则费用按“疾控中

心”收费标准相应增加），检测项目为与风管相关的可吸入颗粒和细菌总数两

项指标，由“疾控中心”提供清洗前后检测对比报告，以检验清洗的效果；清

洗前每层楼选取 2个点查看风管内脏污情况，拍照记录，并做好标识；清洗后

在相同点拍照记录管内情况，以做对比；

空调中所滋生的细菌 “耐冷不耐热”，用高温蒸汽喷射空调蒸发器，能彻

底杀灭细菌；同时铝翅片与污垢的受热系数不同，受热后污垢脱落，空调清洁

更彻底；

消毒药剂采用美国环保署（EPA）注册专用空调消毒净化产品。针对污染

源不同的风管，使用一种或者多种消毒液，杀菌净化能力超强，杀菌效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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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安全环保;美国环保署（EPA）注册号：EPA Reg NO 8383-3 广泛应用于

医院及各行各业，该药消毒作用强，对金属无腐蚀，无毒，用于表面擦拭和喷

雾消毒，经盛达公司多次工程应用，消毒效果好，符合国家《消毒技术规范》；

空调清洗剂选用美国“Comstar”工业化学空调清洗剂。它由表面活性剂、

有机溶剂、凝聚剂及分散剂复合而成，为淡色无味液体，固溶物比重为 1.25--

1.27；无机磷酸盐≤5；固溶物≥30%；超强清洗能力，具有皂化、乳化双重功

效，在换热器内部迅速和灰尘、油污凝聚，三十秒内产生泡沫，将灰尘及油污

从蒸发器内自动排出。该清洗剂经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性试验，属于实

际无毒级；并且具有强力杀菌效果；对送风口进行清洗消毒

清洗工作要求

1) 工程质量执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空调通风系统清洁规范》

（GB192001-2003）；

2)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卫法监发【2003】225 号；

3) 《暖通空调系统德评估、清洗和修复》（ACR2002）美国清洗协会

（NADCA）行业标准；

4) 风管清洗：实行封闭式和分阶段，采用专用机械清洗设备消除所有

通风管道内的可视污染物。并由检测机器人监视器查看风管清洗效

果，确认清洗质量，拍摄记录；

5) 风柜清洗：使用专用器械设备和专用的消毒剂进行彻底消洗；

6) 翅片清洗：使用专用的翅片清洗工具及清洁剂，并对翅片作修复工

作；

7) 作业出入口：清洗施工单位可通过空调系统不同部位开启出入口提

供给人力机械设备进行相应的清洗与检查工作。必要时可切断其他

出入口，但应记录并保证施工后将其密封处理，恢复初始状态。

8) 污染物控制：在清洗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敏感的异味，

不可出现尘土飞扬的情况，清洗过程中清除的污染物必须收集起来

妥为处理。

空调清洗后续工作

1) 将拆卸下来的风口清洗消毒后重新安装，并调整好出风量至初始状

态。

2) 收集所有因工程遗留的垃圾，确保不会影响空调通风系统日常工作。

3) 用相同材料重新封闭开口处。

4) 重新安装风门和扩散口。

5) 如在清洗时见有污物沾在墙面、地板及其他物体表面上应及时擦洗。

6) 清理修复风管破损保温层。

7) 清洗场地，收集所有因工程而遗留的胶布和垃圾，以保证招标方次日

正常使用场地。

8) 清洗工作完成后，投标方应负责将现场恢复至清洗前原状，完工时所

有部件都必须安放回清洗工作开始前记录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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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消毒工作流程图

施工组织

5.1. 队伍结构

计划安排五名施工技术人员,1 名项目经理,共六人.负责整个大厦的清洗

任务,可以根据工程进度计划及用户要求进行增减. 也可以安排两个班进行施工,

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加快施工速度.

前期准备

现场保护 孔口画线 风口拆除

开 孔

风口（管）封堵

风道刷扫

检测

抗菌消毒

风口安装

现场清理

振动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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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章程

 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均经卫生机构检查，持有效健康证；

 进场时佩戴公司工作证，着统一工作服装；

 岗前经过专门技能及现场操作培训；

 工作过程中戴口罩，必要时佩戴防护镜；

 所有岗位人员需严格遵照工作流程操作，工程质量督导切实抓好工程质量，

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对检验不合格管道，一律返工重新清洗；

 工作现场做好防护，隔离非施工区域，防止污染物扩散；

 设备进场前均做清洁、消毒处理，保持良好的卫生状态。

施工安全篇

1) 清洗工人都必须持有相关上岗证。

2) 为保证施工的安全，我司特制以下员工操作规则：

3) 每日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若有不符合处，对领班主管进行扣奖金等惩

罚

项目经理

技术主管

质 安 员 现场保护员 清 扫 班 风 口 班

一 组 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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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纪律

 进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系好帽带，并正确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

品。

 凡 2 米以上的悬空，高处作业无安全设施的必须系好安全带，扣好

保险钩。

 高处作业时不往下或向上乱抛材料和工具等物件。

 各种电动机械设备，必须有漏电保护装置和可靠安全接地方能开动

使用。

 未经有关人员批准不准任意拆除安全设施和安全装置。

 未经教育不得上岗、无证不得操作、非操作人员严禁进入危险区域。

 酒后不准上班操作。

 穿拖鞋、赤脚或赤膊不准进入施工现场。

 穿硬底鞋不准进行登高作业。

防火纪律

 不准在施工现场明火燃烧杂物和废纸等，需要明火的，并指定专人

负责。

 未经同意，不准随意拉电线。

 不准在宿舍、办公室内乱抛烟头、火柴棒、不准躺在床上吸烟，吸

烟者应备烟灰缸，烟头和火柴必须丢进烟灰缸。

 不准将易燃易爆物品带进现场。

 及时清理施工垃圾、不准随便乱跑。

 不准将火种带进仓库和施工危险区域、木工间及木制品堆放场地。

 不准在施工现场明烟火。

 电焊、气焊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执行动火证制度，不准在易

燃易爆物附近电气焊。

文明施工管理牌

包括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组织机构，责任制落实情况、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

文明守则等。

5)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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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临时设施、现场交通、现场作业区、施工设备及机具的布置，成品、半成品 、

原材料的堆放位置等。

6) 现场规范

 建立健全并遵守各种电气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电气维修安

全操作规程、电焊安全操作规程、手持电动工具安全操作规程等；

 建立健全并执行电气安全检查制度，包括：检修前后的安全检查、

日常运行检查、安全技术检查、应急或备用设备、器材的定期安全

检查制度等；

 在电气作业中，按国家规定配备和使用电工安全用具，并应定期检

查、校验；

 除日常的电气维修、保养外，在停电、送电、倒闸及带电作业或临

时用电时，实行作业许可制度；

 电气设备检修或施工时，一般应停电进行作业。停电后必须用电压

等级合适、合格的验电器检测，确认无电后方可作业；进行停电作

业时，在相应电气设备和线路的断电开关或闸刀上，必须悬挂“禁

止合闸，有人工作”的告示牌；

 因生产作业或设备调试需要带电作业时，必须事先向机电设备管理

负责人申请批准，在安全确有保障的情况下，方可作业；

 停电或带电进行电气维修、保养时，必须有两人参加，一人作业，

一人监护，并具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检修或施工完毕，由作业人员确认安全可靠后，必须经电气工程师

检查合格，并由机电设备管理负责人下达指令后方可送电。

5.4. 工程会议

1) 工程前与甲方工作人员开安全会议

2) 施工第一天完毕开工程小结会议

3) 每三天开工程检讨会议

4) 每天工程完毕开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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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6.1. 服务承诺

 我司将把贵单位项目作为我们的样板工程进行施工。

 工作方法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工作过程严格按照操作步骤；

 工作现场做好隔离，确保不致发生污染扩散、二次污染和交叉污染

等现象；

 工作人员做好防护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清洗效果达到国家检验要求标准；

 甲方验收时我方提供清洗前后“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风管脏污

情况照片”、“空调运行参数报告”、“清洗过程录像”；清洗过程中随

时接受甲方监督、检验，不合格部分及时返工，违规人员将接受处

罚；甲方需配合做好逐层验收工作；





15 天内抽检风管内表面残留尘量超标 5倍，我司负责免费重新清洗；

会议记录将作为验收内容之一

6.2. 服务跟进

 采集室内空气样本，检测风管清洗消毒后空气质量，包括机械检查

空调风管及量度室内空气的污染物，为甲方提供真实数据和资料，

来评估和改善室内空气的质量，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效改进

方案。

 清洗后提供施工报告及VCD或清洗过程录像带，以监控工程施工的

质量，并提出有效改善方案。同时，依据国家标准提供清洗效果的

检验报告。

6.3. 售后服务

建立详细设备档案，跟踪服务，定期回访，发现不合格的地方即时重做

验收标准

空调风管： 清洗后达到国家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空调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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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规范》（GB192001-2003）即：

1. 目视清洁－风管内没有碎片和粘结物；

2. 称重达标－风管内表面残留尘量≤1.0g/m2。

检验方法： 擦拭取样

将磁性取样框贴在风道内表面检测位置上，用无纺布擦

拭取样框所包围的风道表面，然后通过无纺布擦拭前后

的重量差，对风道清扫效果和风道内的污染情况进行评

定。

判定指标： 残留尘粒量应在 1.0g／m2以下。

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

1)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GB 19210-2003）

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

3)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GB/T 17093-1997）

4) 《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料物卫生标准》（GB/T 17905-1997）

5)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50243-2003）

6) 《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

说明：本标书依据以上文件编制，符合其中相关技术要求

清洗消毒用品介绍

神鹰康星化工有限公司由美国 ComStar 国际公司和浙江

神鹰集团合资成立，并于 2004 年夏天开始生产和销售环保、

高效、节能的化学品。

总部座落于美国纽约的 ComStar 国际公司已有 35 年的

历史。作为世界领先者，它专业生产和销售系列化学品，包

括：建筑物维护、空调系统、冷冻系统、热系统、管道疏通 、

水处理、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机械零部件清洗和车辆清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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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tar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用户群，包括：日本子弹列车、日本皇宫、日本航

空、尼桑、三菱物业、开利、通用、福特、美国军事、东京和纽约地铁等等。

浙江神鹰集团是一家集房地产、纺织、服装、印刷、电子、化工、咨询于一

体的集团型企业。年销售超过 10 亿人民币。集现代最新化学技术和强大资金链

的结合，可以保障神鹰康星游刃有余的在各个领域里为客户提供环保、节能、高

效的解决方案。

贵单位本次的风管清洗项目中，我司将采用：10SFFTB 高浓度生物清洗液和

ＳＦＦ-10 生物清洗液；本产品特点：

1) 高强度清洗液

2) 无氯、高强度灭菌

3) 无氯氟碳化合物

4) 低挥发有机混合物

5) 生物自然分解（杀菌）

6) 无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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