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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 舌

44MEM4 QB/T 2326一1997 (M 装机械 千洗机》的修订。

本标准与QB/T 2326-199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术语和定义、安全参考了ISO 8230: 1997 ((四氯乙烯下洗机的安全要求》『卜的规定;
— 提出了“笼内残存”环境保护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装洗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成都飞机丁业集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振海。

    本标准于 1989年首次发布为原专业标准ZB/TY 99019-1989《下洗机》，1997年第一次修订为轻

工行业标准QB/T 2326-1997，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原中国轻工总会发布的轻丁行业标准QB/T 2326-1997 ((服装机械 干

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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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氯 乙 烯 干 洗 机

范 围

    木标准规定了四氯乙烯干洗机(以下简称 “干洗机”)的术语、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木标准适用于四氯乙烯为洗涤剂的干洗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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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木，凡是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木标准

    GB 150一1998 钢制压力容器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T 3785-1983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友测试方法
    GB/T 5226.1-1996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6388-19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3384-1992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卜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四氯乙烯干洗机

    使用四氯乙烯作为溶剂洗涤纺织品和皮、毛制品，并具有洗涤、脱剂、烘干、溶剂过滤净化和回收
等功能的机器

3.2

    开启式干洗机

    采用水冷回收系统，在打开装料/卸料门之前，通过吸入新鲜空气排出机器内四氯乙烯/气体混合物

进行除臭过程的十洗机。

3. 3

    封闭式千洗机

    采用制冷回收系统，在除臭过程中，机器内的气体和!_作场所的气体不进行交换(没有外排废气)

3.4

    炭吸附封闭式干洗机

    具有活性炭过滤，二次回收和蒸馏箱自动清洗装置的封闭式干洗机。
3.5

洗涤剂耗量

用标准洗涤物，迸行标准洗涤循环的干洗，所消耗溶剂的质量与被洗物质量的比值，单位为k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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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标准洗涤循环

    由下述程序组成干洗循环:预洗3 min，主洗3 min,脱剂3 min，烘干若干分钟，除臭3 min。其，{，

烘干时间，开启式「洗机为45 min，封闭式干洗机为35 nun ,炭吸附封闭式干洗机为25 min

3. 7

    压力平衡系统

    由丁机内温度的变化和溶剂的流动，引起 卜洗机内各容器内腔压力的不平衡，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

状态而设置的把容器连通起来的空气管路系统

3. 8

    循环时 间

    完成洗涤、脱剂和烘干工序全过程所用的时间(不包括装 卸衣物的时间)。

3.9

    洗涤时间

    完成洗涤工序全过程所用的时间

3.10

    脱剂时间

    完成脱剂 1_序全过程所用的时间。

3. 11

    烘干时间

    完成烘}!序全过程所用的时间

3.12

全自动

除装卸衣物和启功外，其余]_序均由控制系统按照顶定的程序自动进行。

普通型

除装卸衣物和启动外，其余工序需用手动进行。

3- 14

容积载荷比

洗涤转笼的容积与额定洗涤容to:的比值，单位为升每T- 5t, (L/kg)a

泵回路洗涤

不经过滤器，直接从溶剂缸泵入溶剂进行循环洗涤

3 16

过滤器回路洗涤

经过过滤器，从溶剂缸中泵入溶剂进行循环洗涤。

脱剂

利用洗涤转笼高速旋转的离心力，使洗涤物上的溶剂充分脱离出来。

蒸馏

利用专门装置，通过加热使溶剂气化，然后再冷凝回收，使溶剂净化的过程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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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

      烘干

    衣物洗涤后在干洗机内干燥的过程。

3.20

      过滤

    在洗涤过程中，洗涤剂经过过滤器不断过滤的过程。

3. 21

    蒸馏速率

    对应J几中位洗涤物，在单位时间内洗涤剂的蒸馏量。

3. 22

      过滤 能力

    在洗涤过程中，叮滤除溶剂中残存物粒度值大小的能力。

3. 23

    过滤速率

    对应于单位洗涤物，在单位时间内洗涤剂的过滤量。

3. 24

    脱剂率

    脱剂后的衣物所含洗涤剂质量占洗涤前干衣物质量的质量分数，数值以%表示。

3.25

    笼内残存污染度

    在}一洗机烘干衣物结束时，取出衣物之前转笼内气体中含洗涤剂气体的体积分数，数值以10,表>1}

4 分类和标记

41分类
4.1.1 按自动化程度分

    a) 全自动干洗机(用汉语拼音字母“Q’，表示);
    b) 通型 卜洗机(不表示)。

4.1.2按结构方式分

    a) 开启式干洗机(不表示);

    b) 封闭式干洗机(用汉语拼音字母"F�农qt);

    C) 炭吸附封闭式十洗机(用汉语拼音字Pr"T"表,11 )o

4.1.3 按加热方式分

    a) 蒸汽加热干洗机(用汉语拼音字母+Z;表小):

    b) 热水循环加热千洗机(用汉语拼H字母"s"表'J< );

    C) 热油循环加热十洗机(用汉语拼E3字母+Y"表小):

    d) 电加热干洗机(用汉语拼音字母"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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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5

5. 1

标记

P 口 口 口 口 口

                      改进设计序号

                    自动化程度:按4. L1表示

                    加热方式:按4.1.3表示

— 结构型式:按4.1.2表示

— 规格:转笼容积(含助翻筋容积)，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单位为升(L)

— 四氯乙烯+洗机代号

示例

P20。丁ZQ表示容积为200 L炭吸附封闭式蒸汽加热全自动四氯乙烯 卜洗机，原设计机型

要求

  使用环境

a) 海拔高度不超过3 000m;

b) 周IN环境温度00C -40'C;

c) 当环境温度 为 250C时 ，空气的相对湿度不大于 95%0

52 性能指标

5. 2. 1干洗机工作运行时，应动作1I确、安全可靠、运转平稳、无异常现象。
5-2-2 洗净度(允许使用如 卜仟何 方法进行试验和判断)

    a) 采用标准污染布试验 洗净度应大于25%;

    b) 目视法 经干洗后的衣物应明显除去油污斑痕，拍打衣物无尘埃。

5一2-3 洗涤剂耗量与额定洗涤容量之比

    a) 开启式干洗机 小大t 6%;
    匕) 封闭式于洗机 不大于3%;

    c) 炭吸附封闭式干洗机 不大丁1.5%

5.2.4蒸馏速率
    a) 蒸汽加热 不小于8L/(h-kg);
    b) 电加热 不小于5L/(h-kg).

5. 2. 5 过滤器过滤能力

    经过滤后的溶剂应清晰透明

5. 2. 6过滤速率 不小于2.5L/(min- kg)
5.2. 7脱剂率
    一般为30%一50%。

5. 2.8 标准能耗

    应符合表]要求(在标准衣物和标准循环状态下测定)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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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型 式
项目及参数

蒸汽,,'[kg/(h-kg)] 电能一(kW - h /kg) 冷却水//(m'/kg)

开 启 式
蒸汽加热 3.5 0 』 0.05

电加热 I' l 0.04

封 闭 式
蒸汽加热 2 0.12

0.03

电加热 0.85

炭吸附封闭式
蒸汽加热 2 0.12

电加热 09

5.2.9 十洗机的容积载荷 比 大干 17

5.2. 10 笼内残存污染度

    a)  1「启式干洗机 不大于10 000 X 10 0;
    b) 封闭式1洗机 不大于5 000 X 10";
    动 炭吸附封闭式!洗机 不人于300X10‘

53 噪声

    千洗机噪声小大于80dB(A)o

54 安全要求

    千洗机的安全应符合GB/T 5226.1一19% 的要求

5.4. 1 带电体对外露非带电金属的绝缘电阻小小于2MO,

5.4.2 带电体与外露非带电金属之问应能承受1 min的电气强度试验，而不发生闪络或击穿现象

5.4.3 接地保护性能

    a) 在机器易见部位，应设接地端子，并有接地标志;

    b) 接地电阻小大于0. 1 S2;

    c) 接地端f-应采用黄铜或铜合金材料制成，白_径按表2的规定;

    d) 接地导线的绝缘表面颜色应为黄绿双色

                                                  表 2

额定电流1/A 螺纹直径厂mm

>1- 16 6 0

> 16-32 8.0

> 32--40 1OQ

>40 12.0

5.4.4 干洗机应适应电压波动的要求

    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X (l士 0%)范围波动时，应能正常工作

5.45 烘干系统应有保护装置

    当温度超过额定值时，应能自动切断电源或释放压力。

5.4.6 干洗机应有门锁保护装置

    装料门未关闭时，机器不能启动。开启式和封闭式干洗机打川装料门，风机应自动启动:关闭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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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风机则自动停IFo

5.5 结构要求

5.5.1招习L结构应有足够的刚度，在高速脱剂时不应产生过大的振动或变形。
5.52 机械损伤

    与被洗衣物相接触的机器内部应光滑、无毛刺，不会夹扯和损伤衣物。

5.5.3 机器应设置压力平衡系统。

5.5.4 炭吸附封闭式干洗机应配置蒸馏箱清洗装置、活性炭过滤装置和二次吸附回收装置

5. 5. 5 卜洗机应提供一个接口，可以通过该接口检测外笼中残留的四氯乙烯气体的浓度。
5. 6 材料要求

56. 1与溶剂接触的元器件应选用耐溶剂腐蚀的材料制造。
5. 6. 2 钢铁件应进行表面防腐处理。

5. 7 干洗机中所有承压容器应安全可靠

    压力容器应符合相关标准，，卉品说明书中应提醒用户每年检查安全阀，满三年更换安全阀。
5.8 干洗机中所有制冷系统应符合如下要求

581 内部应保证清洁千燥。

5.8.2 制冷剂的含水率小于0.0025%.

5.8. 3 真空检漏，真空度为99 Pa-133 Pa,保持 18h无泄露。

5.8.4 压力检漏，以压缩机工作压力的1.5倍作为试验压力，保压24h无泄露。

5.9 外观和装配要求

5.9. 1 涂漆件的涂饰层应附着力强，结合牢固，色泽均匀。

5.9.2镀铬件表面应光滑细密，色泽均匀，附着牢固。

5.9.3 装配件上的紧固件应牢固可靠，不应有任何松动。

5.9.4导线绝缘良好，接线安全可靠，导线松紧度适当。
5. 9. 5 管路系统及密封面不应有明显的渗漏和泄漏。

6 试验方法

6. 1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20士5) 0C,空气的相对湿度为60%-70o/-

6. 2 ·胜能

6.2. 1 运行

    a) 空载试验:模拟洗涤循环的程序，手动和白动各运行一次，应符合5.2.1的要求。
    b) 负载试验:以额定洗涤容量装料，自动完成整个洗涤循环。出厂检验时，应无故障连续试验3

        个洗涤循环;型式检验时，应无故障连续试验巧个洗涤循环，均符合5.2.1的要求
6. 2. 2 洗净度

6. 2.2. 1 目视法

    选择4对污垢度基本相同的毛料单衣，做好标记，将4对中的各1件进行正常洗涤，目视比较洗涤
效果

6.2.2. 2 标准污染布试验法。

6.2.2. 3 试验条件

    a) 干洗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 溶剂缸应有干净的满足额定洗涤容量的洗涤剂，溶剂pH应为6-7;
    c) 采用标准洗涤循环;

    d) 洗涤物采用标准洗涤物或一般脏污的浅颜色的毛料单衣、裤;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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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6.2.2.4

    a)

    b)

6.2.2.5

    a)

采用标准毛料污染布。

  试验仪器

白度仪;

pH试纸或酸度计。
  试验 方法

取4块标准污染布，分别用白度仪测量取其白度值，每块污染布表里各测二次，四次算术平均

值作为洗涤前的白度。用同样力法，测量污染布没有污染部分原布的白度值;

把4块污染布(各2块)分别缝在被洗涤的毛料上衣和 卜装上;

按二池法进行额定负载的自动洗涤循环，洗涤结束后取出污染布;

用白度仪测定污染布的白度;

洗净度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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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x,— 洗净度，%:
    R,— 洗涤后污染布的白度;
    R2— 洗涤前污染布的白度;

    R3 - 污染布原有的白度。
    +) 取4块污染布洗净度的平均值，作为干洗机的洗净度。

6.2.3 洗涤剂耗量

6-2.3.1 试验条件

    a) 彻底清洁过滤器，并填充}净的洗涤剂;

    b) 在洗涤缸中注入新的洗涤剂:

    c)拆开从干燥冷凝器至水分离器的管道，并用工艺水分离器收集溶剂:
    d)使用标准洗涤物或干燥的毛料单衣裤。

6.2.3.2 试验仪器

    测定质量的衡器，精度为1%0
6.2.3.3 试验步孩

    a)干机准备 在测试前，进行空机烘T 15 min;
    b)空璧残存测定 干机后，进行空机(不装洗涤物)过滤器回路洗涤5 min，排放2 min,脱干5 min,

        烘干18 min,在水分离器出口测定回收溶剂量‘I.

    c) 衣物残存测定 按6.2.7脱剂率试验方法，测定经脱剂后衣物上残存的溶剂质量姚;
    d) 烘干回收测定 在进行 c)项测定后，当即进行3.7标准洗涤循环中的烘干环节，用工艺水分

        离器(装填纯溶剂至临界分离状态)将收集到的溶剂进行油水分离，并对分离后的溶剂称质量

        得到烘干器的溶剂量G3:

    e) 洗涤剂耗量按公式(2)计算。

A- G,十Ga一G?
      G

x 100 。·············。。········。····⋯⋯ (2)

式中:

A— 洗涤剂耗量，%;

G— 被洗涤的干衣物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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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空壁残存洗涤剂质量，kg;

    G=— 烘干前衣物残存洗涤剂质量，kg;
    G;— 烘十回收的洗涤剂质量，kg

6. 2. 3. 4 炭吸附封闭式 }洗机应把炭吸附 一次回收溶剂计一算在内。

6.2.4 蒸馏速率
6.2.4. 1 试验条件

    a) 彻底清除蒸馏器内的污垢杂物;

    b) 蒸馏器、冷凝器、水分离器处1几I[--常I_作状态:

    c) 机器处I非运转状态。

6. 2.4. 2 试验仪器

    a) 测定质量的衡器，精度为‘}，等标准度，计VT位以kg表示:
    b) 秒表精度为0.01 s

6. 2.4. 3 试验步骤

    a) 将过滤后的洗涤剂泞入蒸馏器，液位约至观察窗的中心线

    b) 洗涤剂沸腾8 min时开始计时，计取流出水分离器的洗涤剂质量

    c) 蒸馏速率按公式((3)计算

一
Y一 (I

      刀xTXG

蒸馏速率，L / (h - kg)

蒸馏出的洗涤溶剂质量，kg
洗涤剂密度，kg/dm';
蒸馏的测定时1ry1. h;

下洗机的额定洗涤容量，kg.

屯
一
一
一
一
一

式

Vj
GI

户
了
G

6.2. 5 过滤能力

6. 2. 5. 1 试验条件

    a) 彻底清洗过滤器;

    b) 新给过滤器充填 {净的滤粉:

    c) 在溶剂缸中注入1净的溶剂
6. 2. 5. 2 试验仪器

    a) 测定质量衡器精度为‘1,等准确精度;

    b) 秒表精度为0.01 s

6253 试验步骤

    a) 使){}尼龙过滤器的机器应按干洗机洗涤容量的 1.2%的数量。称取精度为能通过200日以上H̀

        助滤粉放入转笼中关闭笼门;

    b) 用溶剂泵泵入5倍额定洗涤容量的溶剂到转笼，使助滤粉在笼中翻滚与溶剂混合;

    c) 从过滤器输出视镜，扫观察溶剂的滤清状态;

    d)  J11过滤器回路进行溶液循环，使助滤粉不断经过滤器循环:

    e) 经过15 min的时间，视镜，}，的溶剂应是清晰透明状。

6.2.6 过滤速率

6. 2. 6. 1 试验条件

    过滤器处于正常 1_作状态。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QB/T 2326一2004

6. 2. 6. 2 试验仪器

    a)测定质量衡器，精度为中等精确精度，计量中位以kg表不;
    b) 秒表精度为0.01S

6. 2. 6. 3 试验步骤

    a) 干净洗涤剂泵入过滤器。测量过滤器I几部出曰流出的洗涤剂质址，计取30S流量;

    b) 过滤速率按公式((4)计算。

一
            G

厂 =—
      0.5x户xG

    式中:

    魄— 过滤速率，L/(min-kg);
    Gz— 过滤的洗涤溶剂质量，kg;

    P— 洗涤剂密度，kg/dm''
    G- I.洗机的额定洗涤容量，kg.

    c) 重复试验二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6. 2. 7 脱齐习率

6. 2. 7. 1 试验条件

    11标准洗涤物或洁沽I一燥的毛料单衣。

6. 2. 7. 2 试验仪器

    a)  Al定质星衡器，精度为中等准确精度，

    b) 秒表精度为0.01S

6. 2. 7. 3 试验步骤

洗机的过滤速率

计从单位以kg表小;

额定洗涤容量将物料装入转笼，按自动程序到脱剂过程，

转笼停稳后，命即取出衣物称币，并在5 min内完成;
脱i,il率按公式(5)计算

动

日

c)

:一三二三
        G

x 100

7补同时开始 计时 5 min内完成 ;

                                        (5)

    式中

    17- 脱剂率，%;
    G3— 干衣物质量，kg;

    G4 经脱剂后的衣物质量，kg〔
    d)   T-复试验_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洗机的脱剂率

6.2.8 能耗

6. 2. 8. 1 试验仪器

    a) 湿式水表 士2%;

    b) 温度计 00C -500C;

    c) 二相有功电度表 2.5级;

    d) 电流互感 0.5级:

    e) 试验衡器 精度为中等准确度，计量单位以kg表示:
    种 蒸汽流量计 2.5级

6.2.8.2 冷却水耗量

    试验一个标准循环的用水量，按公式(6)计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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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
      G

    式中:

    S 洗涤侮千克衣物的耗水量，m''/kg;
    S,— 洗涤一个循环的总耗水量，m';
    G— 干洗机额定洗涤容量，kg.

6.2.8.3 蒸汽耗量

    试验 一个标准循环的蒸汽用量，按公式(7)计算。

门_Q,
甘 一 一二一

          v

(7)

一

    式中

    Q 洗涤梅千克衣物的蒸汽耗量，kg/kg;
    Qi一一洗涤一个循环的总蒸汽耗量，kg;

    G— 干洗机额定洗涤容量，kg.
6.2.8.4 电能耗量

    试验 一个标准循环的总电耗的电能，按公式(8)计算。

                                W= I生
                                                                  G

    式中:

    W一一洗涤每下克衣物所耗的电能，kW - h/ kg;
    玛— 洗涤一个循环的总耗电量，kW. h;

    G— 千洗机额定洗涤容量，kg.
6.2.8.5所有的耗能重复试验二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为干洗机的能耗值
6.2. 9 容积载荷比计算

容积载荷比按公式((9)计算

(9)乙
-G

 
 
一一

Z

    式中:

    Z— 载荷比，L/kg;

    L— 机器转笼容积，L;

    G 额定容量，kg.
6.2.10 笼内残存污染度
6.2.10.1试验条件

    a) 干洗机用额定负载的标准衣物，进行标准循环洗涤;

    b) 在干洗机的笼残存测试接口准备采样。
6.2.10.2 试验仪器

    a) 微量气体分析仪;

    b) 取样玻璃瓶。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QB/T 2326一2004

6.2. 10.3 试验方法

6.2.10.3.1气体分析仪直读法

    a)进行额定容量的标准洗涤循环:
    b)在1屯洗机烘干结束时取出衣物之前，直接用微量气休测试仪读取残存浓度值。

6.2. 10.3.2 取样检验法

    a) 在 }洗机烘 }结束时，从上述工艺C-1取样屯次(分别在烘干结束时的60s. 120s和 180s时):

    b) 将不次取样气体送环保部门测定残存浓度，并取三气样的平均俏作笼内残存浓度值
6.3 噪声

6. 3. 1试验条件

    a) 试验仪器应使用GB/T 3785-1983中规定的II型或ll型以r的以及准确度相当的其他仪器;

    b) 试验环境要求同GB/T 3768-19%中第4章;

    c) 试验时以最高转速负荷运转。

6. 3. 2 试验按GB/T 3768-1996中7.3。

6.3.3 背景噪声的修正同GB/T 3768-1996中8.2.

6.3.4 试验表面平均声压级和功率的计算同GB/T 3768-1996中第8章

6.3.5 试验环境的鉴定同GB/T 3768-19%中附录Aa

6.3.6 试验结果应符合5.3要求。

6.4 安全性能

6.4. 1 绝缘电阻

    在带电体与外露非带电金属或接地端子之间用500 V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应符合5.4.1

6.4.2 电气强度

    用高爪测试仪对机器的带电体与外露非带电金属之间施以50 Hz正弦波、1500V (!_频电压不大丁

250V)或{_频电乐为两倍额定电压加1000 V(上频电压人于250V)、历时 1 min电气强度试验，显示屏

和变频器电路除外，应符合5.4.2要求。

6.4. 3 接地保护性能

    a) 日测接地端子;

    b) 用接地电阻仪，在接地端子与外露非带电金属之问测量接地电阻，应符合5.4.3要求

6.4.4 电压波动

    用调几器改变供电电压，在额定值X(1士10%)时卜洗机应符合5.4.4要求。

6.4.5 目视和检查烘千系统和门锁保护装置，应符合5.4.5. 5.4.6要求。

6.5 结构要求

6.5. 1 目视检查，应符合5.5.1、5.5.3--5.5.5要求。

6.5.2 用丝绸或尼龙丝擦拭转笼内与洗涤衣物接触的任何部位表面，应无任何夹扯或钩丝现象。

6. 6 材料要求

    目视和检查材料和防腐处理，应符合5. 6. 1和5.6.2的要求。

6. 7 十洗机承压容器应做水压试验。

6.8 封闭式干洗机压力检漏和制冷系统
6.8. 1 系统压力检漏

    a) 使用介质为氮气或经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

    b) 在高压区施压为 1.96MPa，低压区施压为0. 98 MPa，待压力达到后保持24 h,日视压力表读

        数应无变化。

6.8.2系统真空检漏

    a) 当系统采用封闭式制冷压缩时，不允许用白身压缩机来抽真空;



QB/T 2326一2004

    b) 制冷系统采用真空泵抽真空，;卜用真空表测定，保持18h目视真空计指小变化

6.9 外观和装配要求

    月视和检查外观和装配，应符合5.9.1 -5- 9.5要求。

7 检验规则

了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检验项「}见表30

                                    表3 检验项目表

j子号 检验项 目 要求 试验 方法 出厂检验

I 外观检验 5.9 6 9 丫 了

2 性 能试验

洗净度 5. 2, 2 6.2.2 了

洗涤剂耗皱 5.2_3 62. 3 了

蒸馏速率 5.2.4 6.2.4 了

过滤速率 5.2.6 62 6 了

脱剂率 5.2.7 6.2.7 训

能耗 5.2.8 6.2.9 了

笼内残存 5.2.10 6.2.10 训

噪 声 5 3 6,3 创 丫

3 安全试验

绝缘电阻 5.4. 1 6.4. I 丫 训

电气强度 5.4.2 6. 4. 2 侧

接地电阻 5. 4. 3 6.4. 3 丫 训

电从波动 5.4.4 6. 4. 4 丫 了

温控安全 5.4.5 6.4.5 丫 了

门锁安全 5. 4. 6 6.4.5 了 侧

4 结构要求

5. 5. 1

5.5.3

5.5.4

5.5.5

6.5 ] 丫 了

5 内笼结构 5.5.2 6.5.2 训 丫

6 材料要求 56 6.6 了 了

7 容器耐压要求 5.7 6.7 侧 丫

8 制冷系统 5,8 6 8 丫 了

9 运行 5.2.1 6.2.1 丫 丫

72 出厂检验

7.2.1 产品经质量检验部门逐台检验，检验合格并附1二合格证方可tu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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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2 判定规则和复验规则

      出少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产品合格，若有不超过3项(含3项)不合格，司进行 一次复验，若

复验合格则判为合格。超过3项或复验不合格，须返修后Ih-检验所有项H合格方I)判定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 1   1常生产时，侮 18个月进行 次刑式检验

7.3. 2 构下列情况卜，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1"-uu试制或老)1"uu转厂时

    b) 产品结构、材料、}_艺有较人改变，川能影响广品性能时:

    c) 、、品停户立卜年以卜，恢复生占时:

    d) 国家(行业)质量监仔检测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 3. 3 型式检验样本

    应在连续生产批中随机抽取，批 异在20台以内，抽取1 f", 20台以卜(含20台)11111(( 2台。

7.3.4 判定规则和复验规则

    T"]式检验时，如女伞性能有 项小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其余项日如有不介格项日应加倍抽

样检验不合格项，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介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 1每台产品应具各铭牌、标志和随机文件
8.1.1 铭牌 卜应清晰地标出以卜内容:

    a) 注册商标;

    b) 户品名称:

    c) 产品1(7号:

    d) 主要技术参数:

    e) 制造商名称及详细地址

    f) 制造日期;

    9) 出厂编号;

    h) 产P执行的标准代号

8.1.2 标志

    对易危害人身安全和易导致使川不当的地方应有警示标志或警告标志

8.1.3 随机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I};

    c) 装箱单:

    d) 其他应有的技术资料

8.2 包装

8.2. 1 产品应用牢固的包装箱包装，并有防潮保护措施。

8.2.2 包装箱应保证在正常运输和保管条件 卜，小致因颠震、装卸、受潮和侵入灰尘，而使机器受到

损伤。

8.2.3 在包装前，应对机器小涂镀的外露金润表面涂刷防锈剂。

8. 2. 4 另「011供需双力商定。

8. 2. 5 包装箱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贮运图小标志应符合GB/T 191一2000规定:

    b) 发货标志应符合GB/T 6388一198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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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运输

    产品在装卸及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颠震及剧烈的冲击。

8.4 贮存

    产品装箱后，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产品从出厂日期起，超过六个月应开榨
做防锈处理。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