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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样滤筒的质量控制是烟尘监测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本文从采样滤筒的筛选、恒重处理、样品的保存以及

实验室分析的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 ,引入标准空白滤筒对监测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滤

筒分析误差对烟尘监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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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烟尘监测分析分为现场采样监测与实验室分

析两大部分 ,现场采样已实现等速采样自动化 ,采

样流速与污染源排放工况一致 ,质量有保证 ,而最
终收集颗粒物的滤筒的处理 ,目前还是靠人工操

作 ,因此 ,对滤筒的质量控制 ,在一定程度上它对监
测质量有决定性作用。

采样管滤筒是一种捕集率高、阻力小、便于放
入烟道内采样的捕尘装置 ,有玻璃纤维滤筒和刚玉
滤筒采样管两种。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是玻

璃纤维滤筒 ,其质量控制的好坏直影响到监测结
果。因此 ,选择合格的滤筒 ,实现监测全过程的质
量控制 ,才能有效地保证监测质量 ,真实反映污染
源排放情况。

2 采样前滤筒的质量控制

玻璃纤维滤筒是由超细玻璃纤维制成的 ,对
0. 5μm以上尘粒的捕集率可达 99. 9%以上 ,但由

于生产工艺的原因 ,有些滤筒存在质量问题 ,会影
响尘粒的捕集 ,因此 ,监测采样前需要对滤筒进行

挑选 ,剔除不合格的滤筒。
2. 1　合格滤筒的筛选
2. 1. 1 针孔检查

用洗耳球对滤筒的内外进行吹洗 ,充分去掉滤
筒表面的纤维屑 ,防止在使用过程中因纤维碎屑脱

落 ,造成失重现象。同时 ,有利于下一步针孔的检
查。为了方便检查 ,我们研究了一套简单易用的检

验工具。由小电灯泡、电线、电池组成 ,其制作方法
是利用手电筒的小电灯珠 ,用电铬铁焊接好电线 ,

用绝缘胶布包裹好 ,小电珠方便放入滤筒内即可。
检查时将小电珠放入滤筒内 ,接通电源 ,根据透光

性 ,很容易检查出滤筒壁上的是否有针孔存在。同
时 ,还可以检查滤筒壁纤维的均匀性。
2. 1. 2 重量筛选

滤筒的重量也是反映滤筒内在质量的一项指
标。滤筒重量过轻 ,滤筒的壁薄 ,影响滤筒的强度 ,

在采样过程中容易造成破裂 ;滤筒重量过重 ,壁厚
增加 ,采样阻力增加 ,降低尘粒的捕集效率。同时 ,

加重了采样仪器设备的负担 ,容易造成仪器过载。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 ,以规格为 25 ×70mm的玻璃纤
维滤筒重量在 1. 0 ±0. 2g范围为宜 ,若不在此重量

范围的滤筒建议予以剔除。
2. 1. 3 阻力筛选

将滤筒放入采样枪中 ,调节烟尘采样器工作状
态与现场监测要求一致 ,流量为 50L /m in,此时 ,仪

器负压小于 10. 0kPa为宜。否则 ,予以剔除。
2. 1. 4 滤筒的失重处理

由于纤维滤筒中多少都含有少量的易燃烧或
易解灰化的物质 ,在烟尘的高温采样过程中会产生

滤筒失重现象 ,资料表明在 400℃温度下烘干 1h,

失重约 5mg,从而使监测结果偏低。因此 ,要减少

滤筒失重现象 ,就必须对滤筒进行高温处理。实际
监测中 ,烟气温度一般不超过 400℃,只要对滤筒
进行 500℃烘烤 1h的失重处理就能满足监测要
求。
2. 2 滤筒的恒重处理

选择经以上检验合格的滤筒 ,放入滤筒专用称
量瓶中 (专用称量瓶形状与滤筒相同 ,规格比滤筒

稍大的 ,比较方便与样品一起进行烘干处理。市场
上没有专用称量瓶供应 ,可向玻璃仪器生产厂家定

制 ) ,编制好样品编号 ,放入烘箱中 ,在 105 - 110℃
恒温下烘干至恒重 ,即可供采样监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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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滤筒的保存
烟尘监测是一个从实验室准备、现场采样、到

实验室分析的全过程。滤筒的保管尤其重要 ,将采
样后的滤筒放入专用称量瓶 ,再放入清洁的塑料袋
或盒中 ,再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可以防止监测全
过程的样品损失和玷污 ,保证分析质量。

3 实验室分析的质量控制
3. 1　标准空白滤筒的准备

从符合 2. 1. 1 - 2. 1. 4要求的合格滤筒中 ,挑
选出 10个重量基本一致的滤筒 ,编好分析号 ,用去
离子水或蒸馏水 ,稍作湿润。放入烘箱中 ,在 105

- 110℃恒温下 ,烘干 4h后 ,放入专用的滤筒称量
瓶中 ,再放入干燥器内 ,冷却至室温 ,盖好滤筒专用
称量瓶 ,重复烘干至恒重 (相邻两次称量相差不超
过 ±0. 0005g)为止。并按此法 ,经过 10次称量 ,求
得每个滤筒的平均值、相对标准差 ,相对标准差小
于 5%的滤筒 ,即可作为标准空白滤筒。作为空白
标准滤筒的标准重量 ,对采样滤筒进行质量控制。
3. 2 采样后滤筒的称量

将采样好的滤筒与两个以上标准空白滤筒
(需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湿润 ,模拟采样中烟气湿
度对滤筒的影响 ,以尽可能接近采样情况 )放入烘
箱中 ,在 105 - 110℃恒温下 ,烘干 4h后 ,放入专用
的滤筒称量瓶中 ,再放入干燥器内 ,冷却至室温 ,重复
烘干至恒重 (相邻两次称量相差不超过 ±0. 0005g)。
当标准空白滤筒的重量与标准重相差 ±0. 0005g

时 ,可以认为这批采样滤筒的称量结果是在质量控
制范围内 ,结果可靠。否则 ,这批滤筒需要重新进
行恒重处理 ,直至合格。

4 　影响实验室滤筒分析质量的主要因素
4. 1　空气湿度对滤筒称量的影响

实验室分析环境常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没
有恒温恒湿条件的实验室 ,滤筒采样前、采样后称
量时 ,实验室环境的湿度不可能前后保持一致。这
样滤筒从烘箱 → 干燥 →天平称量的过程中 ,有较
多的时间是暴露在空气中 ,空气湿度会对滤筒产生
影响。由多次实验结果可知 ,随着空气相对湿度的
增加 ,称量值相应增加。其中湿度每增加 10% ,称
量值平均增加 23mg。建议在条件许可下的情况
下 ,建立恒温恒湿实验室。若条件不具备 ,应尽量

在环境湿度为 40%左右时 ,进行滤筒采样前、后的
滤筒称量 ,前后湿度差值应小于 5% ,尽可能消除
湿度的影响。
4. 2 冷却时间长短对称量的影响

监测技术规范中只明确了滤筒从烘箱中取出 ,

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到室温后进行称量 ,没有规定放
冷时间。试验表明 ,冷却时间与干燥器内放置滤筒
的多少、放置的方法有关。当干燥器内的滤筒放满
(或放满 2 /3)时 ,滤筒不可能在 30 m in内冷却至
室温。只有在干燥器内放一层滤筒时 , 30m in内干
燥器内温度基本冷却至室温。
4. 3 烘干时间对滤筒称量的影响

当采用水膜除尘或者烟气湿度较大时 ,采样后
滤筒的湿重增加较大 ,当按规范要求在 105℃ -

110℃烘干 1h,取出放到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称
量 ,此时 ,滤筒没有达到采样前准备时干燥程度 ,结
果往往偏大 ,经常出现正误差。同时因烘干时间
短 ,滤筒不宜达至平衡 ,需要反复烘干 ,影响工作效

率。根据实验表明 ,潮湿的滤筒在 105℃ - 110℃

连续烘干 4h,可达到平衡质量要求。再引入标准

空白滤筒来控制称量的准确性。将上述已准备好

的空白标准滤筒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 ,稍作湿润

后 ,与采样滤筒一起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烘干。当

空白标准滤筒的重量与事先的空白标准滤筒重量 ,

前后称量值相差不超过 ±0. 0005g,可以认为此次

称量结果可靠。否则 ,结果可疑 ,要查找原因或者

重新分析 ,直至合格为止。

5　结论

通过对滤筒采取上述的分析质量控制措施 ,每

个分析环节均得到保证并可以追溯 ,使烟尘监测数

据更加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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