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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古风环境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净化工程、废气处理、工业除尘、通风工程设计、施工及售

后服务为一体的，系统性环保净化技术服务型企业。业务范围主要涉及医药卫生、微电子、生物工程、电子器 械、

精密仪器、食品饮料、化妆品工业、科研教学等众多高新技术领域，服务的企业超过 200 余家，用专业的 设计方

案及一流的施工售后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坐落于中国净化之乡的苏州。我们通过多年的工程管理和施工建造经验的积累，磨练锻造出科学 的管理

组织体系和优秀的施工能力，公司拥有二十多名电子自控、暖通空调、洁净净化方面的中高级技术人 员组成的管

理队伍;有专业熟练、认真负责的施工队伍;更有反应快捷、细心周到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系 统。公司通过与世

界领先的企业共同研究和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更是通过和客户的细致沟通，从而一直拥 有着环保净化行业的前端

高新技术。公司本着“优质规范、高效精细”的工程执行准则，以确保为每一位客户 提供专业的工业环境集成设

计方案、精心的施工策划，以及严谨的高品质工程。

古风人以不断的提高客户满意度作为不懈努力的工作目标，永恒的坚持以“客户至上，质量第一”作为 服务

宗旨,为每一位客户提供超高性价比质量的服务。每一次的服务更是结缘一个朋友，服务和友谊同样是 永无止境!

古风环境愿意与每一位客户朋友共建利益共同体，共创持续繁荣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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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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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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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我们致力于卓越的工程技术创新、价值服务、运营维护，在医药、医疗、电子、食品、实验、工业领域，组建

洁净厂房、无菌手术室、高科技净化车间、超大型洁净生产车间、新技术科研实验室、智能工业组装净化车间。

我们持续以技术为核心，根据项目定制产品设备，技术连接安装组建，节能高效运行维护。以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方式，凭借技术创新、全面产品线、高效运营团队、投资项目转化，为客户提供灵活而全面的服务模式。<

 无菌手术室

现代医院建设无菌净化手术室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净化手术室根据不同的手术，分为不同的净化级别，整体布局

设计为双通道流程，手术室设备设施配置完善，无菌手术室为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有利的医疗安全保障。

 医药 GPM车间

医药净化生产车间是国家在对医药生产企业 GMP 认证中，是非常重要的考核审查项目，在医药的生产中根据

不同的药剂品种，而确定不同级别的净化车间设计与建设。从前期图纸的审查到后期组织验收，空间净化车间的组

建，关系到整个医药生产的运营。

 实验室

实验室是科学的摇篮、高端产品的诞生地，净化实验室是为国家、科研院校、企业等部门，配置的精密实验所

需空气净化空间，除对空气净化以外，还要对精密实验仪器设备、实验人员、实验产品提供安全保护。

 电子行业无尘室

电子洁净厂房是保证产品合格而建立的生产车间，电子净化生产车间在建设中，要根据所生产的产品而建设相

对应的净化车间，一般要保证车间的温湿度、风量风压控制、防静电措施、局部高洁净度布置等关键因素，电子洁

净厂房是工业净化车间建设中，较为严格的一级净化场所。

 食品行业无菌车间

食品净化车间是保证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洁净、杀菌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是国家认证ＳＣ的一项重要的检验

标准。食品净化车间要保证人流、物流分开，生产流程中避免交叉污染，人物流动有必要的净化杀菌措施，在关键

控制点有对应的净化专用房间，以保证产品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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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无尘车间

工业无尘车间是工业核心产品在生产环节中所需的净化无尘空间，工业生产的进步，所带来的也是配套服务的

进步，高端工业精密产品所需的净化车间，对温湿度、洁净度的要求已经接近电子行业，因为只有在更高洁净度的

车间里，才能生产出高精密的产品

 工业除尘

在工业制品的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若是工业行业没有适当除尘措施，则将会污染和恶化车间的环境和

空气，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

 工业废气治理

随着当今工业迅速的发展，工业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显著，而同时污染问题也备受关注。国家环保标准对排放

至大气的废气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环保压力，企业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维护员工利益、改善工作环

境及周边环境不受影响，所以必须要有超前的环保意识，对这些废气进行有效的处理。所以，采用废气处理设备处

理工厂排放有毒、有害成分废气的环保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地下室、厂房新风及通风降温

通风降温系统是以一个室内空间为中心进行的通风换气、制冷降温的设备措施，目的是创造一个通风流畅、空

气清新、体感舒适的工作环境，改善室内闷热、异味、乌烟、秽气等问题，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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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手术室简介

手术室（operating room 英文简称 o.r）是为病人提供手术及抢救的场所，是医院的重要技术部门。手术室应与

手术科室相接连，还要与血库、监护室、麻醉复苏室等临近。抓好手术切口感染四条途径的环节管理，即：手术室

的空气；手术所需的物品；医生护士的手指及病人的皮肤，防止感染，确保手术成功率。要求设计合理，设备齐全，

护士工作反应灵敏、快捷，有高效的工作效率。手术室要有一套严格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无菌操作规范。随着外科技

术飞速发展，手术室工作日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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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的分类

按手术有菌或无菌的程度，手术间可划分成以下 5类：

(1)Ⅰ类手术间：即无菌洁净手术室，主要接受关节置换手术及颅脑、心脏、脏器移植等手术。

(2)Ⅱ类手术间：即无菌手术间，主要接受脾切除手术、闭合性骨折切开复位术、眼内手术、甲状腺切除术等无菌手

术。

(3)Ⅲ类手术间：既有菌手术间，接受胃、胆囊、肝、阑尾、肾、肺等

部位的手术。

(4)Ⅳ类手术间：即感染手术间，主要接受阑尾穿孔腹膜炎手术、结核性脓肿、脓肿切开引流等手术。

(5)Ⅴ类手术间：即特殊感染手术间，主要接受绿脓杆菌、气性坏疽杆菌、破伤风杆菌等感染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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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标准空气洁净度分级

ISO14644-1 标准与中国 GMP 标准、与中国手术室标准对照表

空气洁净度等级(N) 大于或等于表中粒径的最大浓度限值(pc/m3) （个/每立方米空气粒子）

ISO14644-1 标准 GMP标准 手术室标准

悬浮粒子最大允许数/立方米

≥0.1um ≥0.2um ≥0.3um ≥0.5um ≥1um ≥5um

1 1x101 0.2x101

2 1x102 0.24x102 0.1x102 0.04x102

3 1x103 0.237x103 0.102x103 0.035x103 0.008x103

4（十级） 1x104 0.237x104 0.102x104 0.0352x104 0.0083x104

5（百级）

1x105 0.237x105 0.102x105 0.0352x105 0.00832x105 0.00029x105

A 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4.8

静态 0.0352x105 静态 0.0002x105

动态 0.0352x105 动态 0.0002x105

Ⅰ级 特别洁净手术室的手术区

B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5 静态 0.0352x105 静态 0.00029x105

6（千级）

1x106 0.237x106 0.102x106 0.0352x106 0.00832x106 0.000293x106

Ⅰ级 特别洁净手术室的手术区的周边区

Ⅱ级 标准洁净手术室的手术区及其周边区

7（万级）

0.0352 x107 0.00832x107 0.000293x107

B 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7 动态 0.0352 x107 动态 0.00029x107

Ⅲ级 一般洁净手术室的手术区

C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7 静态 0.0352 x107 静态 0.00029x107

8（十万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8 动态 0.0352x108 动态 0.00029x108

D 级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8 静态 0.0352x108 静态 0.00029x108

动态不作规定 动态不作规定

Ⅲ级 一般洁净手术室手术区的周边区

0.0352x108 0.00832x108 0.000293x108

9（一百万级） 0.0352x109 0.00832x109 0.000293x109

Ⅳ级 准洁净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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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GMP规定；

1）洁净区的设计必须符合相应的“静态”标准，以达到“动态”的洁净要求。“静态”是指安装已经完成并已运

行，但没有操作人员在场的状态。而“动态”是指生产设施按预定工艺模式运行并有规定数量的操作人员现场操作

的状态.

2）生产操作全部结束，操作人员撤离生产现场并经 15～20 min（指导值）自净后，洁净区应达到表中的“静态”

标准。药品或敞开容器直接暴露环境微粒动态测试结果应达到表中 A级的标准。

3）无菌操作的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的级别至少应为 D级。

4）为了确定 A级区的级别，每个采样点的采样量不得少于 1m³。A级区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4.8，以≥0.5μm

的尘粒为限度标准。B级区（静态）的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5，同时包括表中两种粒径的尘粒。对于 C级区

（静态和动态）而言，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分别为 ISO 7 和 ISO 8。对于 D级区（静态）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ISO

8。测试方法可参照 ISO14644-1。

5）在确认级别时，应使用采样管较短的便携式尘埃粒子计数器，以避免在远程采样系统长的采样管中≥5.0μm尘

粒的沉降。在单向流系统中，应采用等动力学的取样头。

6）可在常规操作、培养基模拟灌装过程中进行测试，证明达到了动态的级别，但培养基模拟试验要求在“最差状

况”下进行动态测试。

附表；洁净区微生物监测的动态标准(1)

级别
浮游菌

cfu/m3

沉降菌（f90mm）

cfu /4 小时(2)

表面微生物

接触碟（f55mm）

cfu /碟

5 指手套

cfu /手套

A级 <1 <1 <1 <1

B 级 10 5 5 5

C 级 100 50 25 －

D级 200 100 50 －

注：

（1）表中各数值均为平均值。

（2）单个沉降碟的暴露时间可以少于 4小时，同一位置可使用多个沉降碟连续进行监测并累积计数。

（3）cfu 指的是单位样品中含有的细菌群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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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空气净化

手术室的空气压力根据其不同区域（如手术间、无菌准备间、刷手间、麻醉间和周围干净区域等）洁净度不同

要求而不同。不同级别的层流手术室其空气洁净度标准不同，例如美国联邦标准 1000 级为每立方尺空气中≥0.5μm

的尘粒数，≤1000 颗或每升空气中≤35 颗。10000 级层流手术室的标准为每立方尺空气中≥0.5μm 的尘粒数，

≤10000 颗或每升空气中≤350 颗。依次类推。手术室通风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各工作间内的废气；确保各工作间必

要的新鲜空气量；去除尘埃和微生物；保持室内必要的正压。 能满足手术室通风要求的机械通风方式有以下两种。

机械送风与机械排风并用式：这种通风方式可控制换气次数、换气量及室内压力，通气效果较好。机械送风与自然

排风并用，这种通风方式的换气及换气次数受一定限制，通风效果不如前者。手术室的洁净级别主要是以空气中的

尘埃粒子数和生物粒子数来区分。目前，最常用的是美国宇航局分类标准。净化技术通过正压净化送风气流控制洁

净度来达到无菌的目的。

根据送气方式不同，净化技术可分为紊流系统和层流系统两种。(1)紊流系统(Multi－Directional Manner)：紊流系

统的送风口及高效过滤器设于顶棚，回风口设于两侧或一侧墙面下部，过滤器和空气处理比较简单，扩建方便，造

价较低，但换气次数少，一般为 10～50 次/h，容易产生涡流，污染粒子可能在室内涡流区悬浮循环流动，形成污染

气流，降低室内净化度。只适用于 NASA 标准中 10 000～1000 000 级的净化室。(2)层流系统(Laminal Flow System)；

层流系统利用分布均匀和流速适当的气流，将微粒、尘埃通过回风口带出手术室，不产生涡流，故没有浮动的尘埃，

净化度随换气次数的增加而提高，适用于美国宇航局标准中 100 级的手术室。但过滤器密封破损率比较大，且造价

较高。

手术室空气净化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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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的设备

手术室墙面和天花板采用可隔音、坚实、光滑、无空隙、防火、防湿、易清洁的材料。颜色采用淡蓝、淡绿为

宜。墙角呈圆形，防止积灰。观片灯及药品柜、操作台等应设在墙内。 门应宽大、无门槛，便于平车出进，应避

免使用易摆动的弹簧门，以防气流使尘土及细菌飞扬。窗应双层，最好用铝合金窗框，有利防尘保温。窗玻璃以茶

色为宜。走廊宽度应不少于 2.5m，便于平车运转及避免来往人员碰撞。地应采用坚硬、光滑易刷洗的材料建造。地

面稍倾斜向一角，低处设地漏，利于排出污水，排水孔加盖，以免污染空气进入室内或被异物堵塞。

手术室电源应有双相供电设施，以保证安全运转。各手术间应有足够的电插座，便于各种仪器设备的供电。插

座应有防火花装置，手术间地面有导电设备，以防火花引起爆炸。电插座应加盖密封，防止进水，避免电路发生故

障影响手术。总电源线集中设在墙内，中央吸引及氧气管道装置都应设在墙内。 照明设施普通照明灯应安装在墙

壁或房顶。手术照明灯应安装子母无影灯，并备用升降照明灯。水源和防火设施：各工作间应安装自来水龙头，便

于冲洗。走廊及辅助间应装置灭火器，保证安全。冷热水及高压蒸气应有充分保证。通风过滤除菌装置：现代手术

室应建立完善的通风过滤除菌装置，使空气净化。其通风方式有湍流式、层流式、垂直式，可酌情选用。 手术室

出入路线布局： 出入路线的布局设计需符合功能流程与洁污分区要求，应设三条出入路线，一为工作人员出入路

线，二为伤病人出入路线，三为器械敷料等循环供应路线，尽量做到隔离，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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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食品 GMP 车间设计及施工

GMP， [1] 全称（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中文含义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良好作业

规范”、“优良制造标准”。

GMP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过程、包装运输、

质量控制等方面按国家有关法规达到卫生质量要求，形成一套可操作的作业规范帮助企业改善企业卫生环境，及时

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善。

简要的说，GMP 要求制药、食品等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生产设备，合理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

的检测系统，确保最终产品质量（包括食品安全卫生等）符合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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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食品车间基本要求

药品、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设施、设备用于药品的生产,其好与坏直接影响产品质量,所以医药、食品生

产设施、设备的技术有如下要求:

1、洁净室(区)厂房内表面平整光滑、无裂缝、接口严密、无颗粒物脱落,便于清洁。其建筑结构、装备及其使用

均具有减少该区域内污染的介入、产生和滞留功能。

2、温度、湿度、照度、压差、沉降菌、尘埃粒子等基本指标,只有当各项指标符合标准,才能进行生产。

3、厂房应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及所要求的空气洁净度级别进行合理布局。同一厂房内以及相邻厂房之间的生产

操作不得相互妨碍。

切记:不同品种、规格的生产操作不得在同一操作间同时进行。

 .GMP 洁净厂房的一般参数：

换气次数：100000 级≥15 次;10000 级≥20 次;1000≥30 次。

压差：主车间对相邻房间≥5Pa

平均风速：10 级、100 级 0.3-0.5m/s;温度 冬季>16℃;夏季 <26℃;波动±2℃。

湿度：45-65%;GMP 粉剂车间湿度在 50%左右为宜;电子车间湿度略高以免产生静电。

噪声：≤65dB(A);

新风补充量：总送风量的 10%-30%;

照度：300LX。

 GMP 车间的建筑材料选择：

净化厂房墙、顶板材一般多采用 50mm厚的夹芯彩钢板制造，其特点为美观、刚性强。圆弧墙角、门、窗框等

一般采用专用氧化铝型材制造；地面可采用环氧自流坪地坪或高级耐磨塑料地板，有防静电要求的，可选用防静电

型；送回风管道用热渡锌板制成，贴净化保温效果好的阻燃型 PF 发泡塑胶板；高效送风口用不锈钢框架，美观清

洁，冲孔网板用烤漆铝板，不生锈不粘尘，宜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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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P 制药生产洁净车间设计规定

制药生产洁净车间厂房与设施是实施药品 GMP 的先决条件，其布局、设计和建造应有利于避免交叉污染、避免差

错，并便于清洁及日常维护。古风环境为您介绍 GMP 制药生产洁净车间设计规定。

一、药品生产工厂的厂址选择，应根据下列原则，并经技术经济方案比较后确定

1． 应在大气含尘、含菌浓度低，无有害气体，自然环境好，对药品质量无有害因素，卫生条件较好的区域。

2． 应远离铁路、码头、机场、交通要道以及散发大量粉尘和有害气体的工厂（如化工厂、染料厂及屠宰厂等）、

贮仓、堆场等有严重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振动和噪音干扰的区域。如不能远离严重空气污染区，则应位于其最大

频率风向上风侧，或全年最小频率风向下风侧。

3． 排水良好，应无洪水淹没危险。

4． 目前和可预见的市政区域规划，不会使厂址环境产生不利于药品质量的影响。

5． 水、电、燃料、排污、物资供应和公用服务条件较好或所存在的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发展时能有效、妥善地

解决。

二、 药品生产工厂的总平面布置（即总图）应根据下列原则，并经技术经济方案比较后确定。

1． 药品生产工厂的总平面布置在遵循国家有关工业企业总体设计原则外，还应按照不对药品生产产生污染，营造

整洁的生产环境的原则确定。

2． 生产、行政、生活和辅助区的总体布局应合理、不得互相妨碍。

3． 生产厂房应布置在厂区环境清洁区域，厂区的地面、路面及运输不应对药品的生产造成污染。

4． 药品生产厂房与市政交通干道之间距离不宜小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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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兼有原料药和制剂的药厂，应考虑产品的工艺特点和防止秤时交叉污染，合理布局、间距恰当。原料药生

产区应置于制剂秤区的下风侧，青霉素生产厂房的设置应严格考虑与其他产品的交叉污染。

6． 在符合消防安全和尽量减少互相交叉污染的原则下，宜减少独立厂房幢数，建立联合厂房，以减少厂区道路及

其造成的污染，减少厂区运输量和缩短运输线路。但生产青霉素类等高致敏性药品必须使用独立的厂房与设施；避

孕药品的生产厂房应与其他药品生产厂房分开；生产用菌毒种和非生产用菌毒种、生产用细胞与非生产用细胞、强

毒与弱毒、死毒与活毒、脱毒前与脱毒后的制品和活疫苗与灭活疫苗、人血液制品、预防制品等的加工或灌装不得

同时在同一生产厂房内进行，其贮存要严格分开。

7． 危险品库应设于厂区安全位置，并有防冻、隆温、消防措施；麻醉药品和剧毒药品应设专用仓库，并且防盗措

施。

8． 动物房的设置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并有专用的排污和空调设施。

9． 厂区布置和主要道路应贯彻不流与货流分流的原则，尽量避免相互交叉。

厂区道路面应选用整体性好、灰尘少的材料，如沥青、混凝土。

厂房与道路之间应有一定距离的卫生缓冲带，缓冲带可种植草坪，严禁种花，树木周围以卵石覆盖土壤，绿化设计

做到“土不见天”。

10. 厂房周围宜设环形消防车道（可利用交通道路），如有困难时，可沿厂房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通道。

11. 药品生产厂房周围不宜设置排水明沟。

12. 车辆的停车场应远离药品生产厂房。

13. 生产废弃物的回收应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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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洁净厂房基本要求

1． 建筑平面和空间布局应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洁净区的主体结构不宜采用内墙承重。

2． 洁净厂房主体结构的耐久性应与室内装备、装修水平协调，并应具有防火、控制温度变形和不均匀沉陷性能。

建筑伸缩缝应避免穿过洁净区。

3． 洁净区内设置技术夹层或技术夹道，用以布置风管和各种管线。

4． 洁净区内通道应有适当宽度，以利于物料运输、设备安装、检修等。

5． 洁净区内有防爆要注的区域宜靠外墙布置，并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

力装置设计规范》。

6． 洁净区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调协安全出口，满足人员疏散距离要求。

7． 放射性药品生产厂房应符合国家关于辐射防护的有关规定。

8． 洁净区的室内装修应选用气密性良好，且在温度和湿度变化的作用下变形小的材料。

9． 洁净室墙壁和顶棚的表面应无裂缝、光洁、平整、不起灰、不落尘土、耐腐蚀、耐冲击、易清洗、避免眩光（如

采用瓷釉漆涂层墙面和金属隔热夹芯板），阴阳角均宜做成圆角，以减少灰尘积聚和便于清洁。

10. 洁净室地面尖整体性好，平整、无缝隙、耐磨、耐腐蚀、耐撞击、不易积静电、易除尘清洗（如采用环氧自流

平整地坪或现浇水磨石地面）。

14. 洁净室的门窗造型要简单、平整、不易积尘、易于清洗，密封性能好。门窗不应采用木质等引起微生物繁殖的

材料，以免生霉或变形。门窗与内墙宜平整，不应设门槛，不留窗台。洁净室内的门宽度应能满足一般设备安装、

修理、更换的需要。气闸室、货淋室的出入门应有不能同时打开的措施。

15. 洁净厂房每层高度应满足洁净室操作面净高和技术夹层布置管线要求的净空高度。

16. 需在技术夹层内更换高效过滤器的技术夹层墙面、顶棚宜刷涂料饰面。

17. 送风道、回风道、回风地沟的表面装修应与整个送、回风系统相适应，并易于除尘。

18. 厂房应有防止昆虫和其他动物进入的措施。

19. 洁净室安装的水池、地漏不得对药品生产产生污染。

20. 100 级洁净区（室）不得设置地漏。

21. 洁净室（区）内各种管道、灯具、风口以及其他公用设施，在设计和安装时应考虑避免出现不易清洁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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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规划设计

实验室规划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专业众多，更需要同时精通实验室使用知识和建筑知识作为技术基础。

无论是新建、扩建、或是改建项目，都不单纯是选购合理的仪器设备与实验家具，还要综合考虑实验室的总体规划、

合理布局和平面设计，以及强弱电、给排水、供气、通风、空调、空气净化、安全措施、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和基

本条件。因此实验室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代实验室里，先进的科学仪器和优越完善的实验室是提升

现代化科技水平，促进科研成果增长的必备条件。 “以人为本，人与环境”己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课题。本着“安

全、环保、实用、美观、经济、卓越、领先”，的规划设计理念。苏州迈莱柏实验室工程有限公司研究出了一套完

整的实验室规划设计思路，主要分为六个方面：实验室平面布局规划设计、实验室家具规划设计、供排水规划设计、

实验室电控规划设计、特殊气体配送规划设计、有害气体输出规划设计等六个方面。

 实验室设计规划一般原则

1、疏散、撤离、逃生、顺畅、无阻，安全通道；一般实验室门主要向里开，但如设臵有爆炸危险的房间，房门应

朝外开，房门材质最好选择压力玻璃。

2、人体学（前后左右工作空间），完美的设备与科技工作者操作空间范围的协调搭配体现了科学化、人性化的规划

设计。

在做平面设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就是“安全”，实验室是最易发生爆炸、火灾、毒气泄露等的场所。

我们在做平面设计的时候，应尽量地要保持实验室的通风流畅、逃生通道畅通。根据国际人体工程学的标准。我们

做如下的划分以供参照：（祥见下图） 实验台与实验台通道划分标准(通道间隔用 L表示)

L>500mm 时，一边可站人操作；

L>800mm 时，一边可坐人操作；

L>1200mm 时，一边可坐人，一边可站人，中间不可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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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00mm 时，两边可坐人，中间可过人；

L>1800mm 时，两边可坐人，中间可过人可过仪器

天平台、仪器台不宜离墙太近，离墙 400mm 为宜。为了在工作发生危险时易于疏散，实验台间的过道应全部

通向走廊。另:实验室建筑层高宜为 3.7 米-4.0 米为宜，净高宜为 2.7 米-2.8 米，有洁净度、压力梯度、恒温恒湿等

特殊要求的实验室净高宜为 2.5 米-2.7 米（不包括吊顶）；实验室走廊净宽宜为 2.5 米-3.0 米.普通实验室双门宽以

1.1 米-1.5 米(不对称对开门)为宜,单门宽以 0.8 米-0.9 米为宜。

3、专业学科功能。实验室通常按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生物学来分类。根据实验室内容、用途和规

模的不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基础教学实验室，按学科专业分，多为较简单的教学实验对水电气风等要求较低，

而科研机构对实验室通风、供排水、电控及洁净都要求较高，但实验室设计的基本原则都是具有共同性的，以有机

化学为例，主要由化学基本实验室、仪器分析实验室、洁净实验室、电子计算机室、研究室、辅助实验室、服务供

应室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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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通风净化

实验室要获得良好的洁净效果，不仅要采取合理的空调净化措施，还要有规范的设计，以及对其进行正确使用且科

学的维护管理。洁净程度和控制污染的持续稳定性，是检验洁净室质量的核心标准。该标准将根据区域环境、净化

程度等因素，分为若干等级，常用的有国际标准和国内区域行业标准。为满足等级标准，实验室应具备以下四个要

求。

送风洁净度: 首先是送风洁净度。在送风洁净度方面，要想达到要求，关键是净化系统末级过滤器的性能和安

装。而净化系统末级过滤器一般采用高效过滤器或亚高效过滤器。因此，应从洁净度要求考虑，以低级别洁净室选

用低性能过滤器、高级别洁净室选用高性能过滤器为原则。

不过，要选择好过滤器还要全面考虑洁净室的特性、过滤器特性和净化系统特性。要保证送风洁净度，仅有合

格的过滤器是不够的，还要保证运输、安装过程中不损坏过滤器，确保安装严密。

气流组织:其次是气流组织。洁净室的气流组织与一般空调房间有所不同，它要求将最干净的空气首先送到操作

部位，它的作用在于限制和减少对加工物的污染。为此，在设计气流组织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尽量减少涡流;避免将工作区以外的污染带入工作区;

其次，尽量防止灰尘的二次飞扬以减少灰尘对工件的污染机会;

最后，工作区的气流要尽量均匀，且其风速要满足工艺和卫生要求，当气流向回风口流动时要使空气中的灰尘

能有效的带走。根据不同的洁净度要求，选择不同的送、回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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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量/风速:然后是送风量或风速。足够的通风换气量是为了稀释和排除室内污染空气。根据不同的洁净度要

求，当洁净室净高较高时，可适当增加换气次数。其中，100 万级洁净室的通风量按高中效净化系统考虑，其余均

按高效净化系统考虑。当 10 万级洁净室高效过滤器集中布置在机房或系统末端采用亚高效过滤器时，可适当提高

换气次数 10- 20%。

静压差:最后是静压差。洁净室维持一定 的正压是保证其不受或少受污染、以维持设计洁净度等级必不可少的

条件之一。即便是负压洁净室，也必须有不低于它洁净度级别地相邻房间或套间维持一定地正压， 负压洁净室的

洁净度才能得以维持。

维持洁净室正压所需的风量主要根据维护结构密闭性好坏来确定。我国设计规范规定:不同等级的洁净室以及洁

净区和非洁净区之间的静压差应不小于 0.5mmH2O(~5Pa)，洁净区与室外的静压差应不小于 1.OmmH20(~I0Pa)。

除了满足等级标准，在使用洁净室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操作人员应具备衣着规范标准，满足卫生要求;要定期

进行清洗与消防工作;要定时替换消毒剂，以防微生物产生抗药性;要保证安全门必须随时能够敞开，安全通道中禁

绝堆积杂物，安全防火设备也应常常查看。保持良好的操作习惯和维护习惯才能让洁净室将作用和效果发挥到最好。

PCR 实验室设计图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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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无尘室

无尘洁净室(Clean Room)，亦称为无尘室，洁净室或无尘车间。它是污染控制的基础。没有无尘洁净室，污染敏

感零件不可能批量生产。在 FED-STD-2 里面，无尘洁净室被定义为具备空气过滤、分配、优化、构造材料和装置

的房间，其中特定的规则的操作程序以控制空气悬浮微粒浓度，从而达到适当的微粒洁净度级别。

 无尘室基本要求

一、无尘洁净室是指将一定空间范围内之空气中的微粒子、细菌等之污染物排除，并将室内之温度、洁净度、

室内压力、气流速度与气流分布、噪音振动及照明、静电控制在某一需求范围内，而所给予特别设计建成的无尘洁

净房间。

二、无尘洁净室的原理。洁净室是利用 HEPA、空气净化设备，其尘埃的收集率达 99.97~99.99995%之多，因

此经过此过滤器过滤的空气可说十分干净。然而洁净室内除了人以外，尚有机器等之发尘源，这些发生的尘埃一旦

扩散，即无法保持洁净空间，因此必须利用气流将发生的尘埃迅速排出室外。

三、无尘洁净室中的三尘。无尘洁净室有三大原则：禁尘、带尘、产尘。风淋室作为进入洁净室的缓冲通道之

一，是控制带尘的最好净化设备之一，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进出无尘洁净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风淋室的两

道门电子互锁，可以兼起气闸室的作用，阻止外界污染和未被净化的空气进入无尘洁净区域，达到生产车间所要求

的生产洁净环境。

四、无尘洁净室最主要之作用在于控制产品(如硅芯片等)所接触之大气的洁净度日及温湿度，使产品能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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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之环境空间中生产、制造，此空间我们称之为无尘洁净室。按照国际惯例，无尘净化级别主要是根据每立方米

空气中粒子直径大于划分标准的粒子数量来规定。也就是说所谓无尘并非 100%没有一点灰尘，而是控制在一个非

常微量的单位上。当然这个标准中符合灰尘标准的颗粒相对于我们常见的灰尘已经是小的微乎其微，但是对于光学

构造而言，哪怕是一点点的灰尘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光学构造产品的生产上，无尘是必然的要求。

伍.每立方米将小于 0.5 微米粒径的微尘数量控制在 3500 个以下，就达到了国际无尘标准的 A级。应用在芯片级生

产加工的无尘标准对于灰尘的要求高于 A级，这样的高标主要被应用在一些等级较高芯片生产上。微尘数量被严格

控制在每立方米 1000 个以内，这也就是业内俗称的 1K 级别。

无尘室洁净等级对照表（下图）：

 无尘室空气净化原理

气流→初效空气处理→空气调节→中效空气处理→风机加压送风→净化送风管道→高效送风口→洁净室→带

走尘埃（细菌） → 回风夹道→新风、初效空气处理。重复以上过程，即可达到净化目的。

一般技术参数

换气次数：十万级 10－15 次/小时；

万级 15－25 次/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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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级 50－52 次/小时;

百级操作台断面风速 0.25-0.35m/s；

压差：主车间对相邻洁净房间≥5Pa；洁净房间对非洁净区≥10Pa；

温度:冬季>16℃±2℃；夏季 <26℃±2℃；

新风补充量：总送风量的 20%－30%；

结构材料

1.洁净室墙、顶板材料一般采用 50mm 厚的夹芯彩钢板、净化专用的氧化铝型材制造。门采用净化密闭门，窗

采用铝合金玻璃固定窗。

2.地面采用环氧自流平或高级耐磨塑料洁净地板。

3.净化通风管道选用镀锌薄钢板制作，并采用“PEF”阻燃型的保温板做保温。

 无尘室的基本组成

过滤器

过滤器的基本知识：过滤器是洁净室的主要净化设备，是空气净化的主要手段。因此，对于从事洁净室设计、

建造和维护管理人员了解和掌握过滤器的基本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1.过滤器的分类

按过滤器的性能（效率、阻力、容尘量）来划分，通常将其划分成粗效、中效、高中效、亚高效、高效（HEPA）

和超高效（ULPA）六类过滤器。

我国国家标准《空气过滤器》GB/T14295-93 中将不同过滤器的效率和阻力规定如下：

国家标准《高效空气过滤器》GB13554-92 中规定将高效过滤器按性能划分为 A、B、C、D四类。D类又通称

为超高效过滤器（或称为 0.1μm高效过滤器或超低透过率过滤器）。

性能指标性能类别 额定风量下的大气尘限径计数效率（E %） 额定风量下的初阻力（Pa）

初效 ≥ 5.0μm 80 > E > 20 ≤ 50

中效 ≥ 1.0μm 70 > E > 20 ≤ 80

高中效 ≥ 1.0μm 90 > E > 70 ≤ 100

亚高效 ≥ 0.5μm 99.9 > E > 95 ≤ 150

国外将超高效过滤器（ULPA）的过滤效率指标规定为对于≥0.12μm粒子的过滤效率 E≥99.9995%。

性能指标性能类别 效率（E %） 额定风量下的初阻力 pa

A 额定风量下的钠焰效率 ≥ 99.9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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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额定风量和 20%额定风量下的钠焰效率 ≥ 99.99 ≤ 220

C 额定风量和 20%额定风量下的钠焰效率 ≥ 99.999 ≤ 250

D 额定风量和 20%额定风量下的≥0.1μm粒子效率 ≥ 99.999 ≤ 280

关于我国和欧美对过滤器的分类比较如下：

我国标准

GB/T 14295

一般通风用 洁净室用

粗效 中效 高中效 亚高效 高 效 超高效

美国 ASHRA

E标准
C1

C2

C3

C4

L5

L6

L7

L8

M9

M10

M11

M12
M13 M14 H15 H16

UH17

UH18
UH19 UH20

传递窗

1 目的：不耐高温、高压灭菌方法灭菌的物品传人屏障系统的灭菌方法。

2 依据：《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令第 2号，1988)，《动物饲养设施条件

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01)。

3 操作规程：

1、用 0.5%过氧乙酸或 5%碘伏液擦拭待传递的物品。

2、打开传递窗外侧门，迅速放置待传递物品，用 0.5%过氧乙酸喷雾消毒传递窗，关闭传递窗外侧门。

3、开启传递窗内的紫外灯，紫外照射待传递物品不少于 15 分钟。

4、通知屏障系统内的实验人员或工作人员，打开传递窗内侧门，取出物品

风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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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风淋室是洁净厂房和装配式洁净室的设备，用于吹除进入净化厂房的人体和携带物品表面附着的尘

埃，同时风淋室也起到气闸的作用，防止未经净化的空气进入洁净区域，是进行人体净化和防止外空气污染洁净区

的有效设备。

结构：系列风淋室均采用发泡隔热彩色壁板及铝合金构件装备而成，配置离心机风机及初效和高效空气过滤器，

具有外型美观、结构紧凑、检修方便、操作简单等特点。

2、原理：风淋室内的空气由风机的作用经初效过滤器进入静压箱，经高效空气过滤器过滤后，洁净空气从风

淋室的喷嘴高速喷出，喷嘴角度可调节，可有效地吹除人特或携带物品表面附着的尘埃，吹下的尘埃再回收进入初

效空气过滤器，如此循环可以达到风淋的目的。

3、用途及特点:风淋室是操作人员进入洁净室时使用的人身净化装置，它利用高速洁净气流吹淋除掉进入室内

人员身上的污物，其喷嘴可调节，以便有效除去人身上的灰尘，并阻止外界污染进入洁净区域。它也可应用于大件

货物的吹淋。

4、设备组成：主要由室体、照明、过滤系统、风机组、吹嘴、电控等部分组成。

(1)、室体：壁板采用彩钢保温板，其内外板均为彩钢板，中间填充 60mm 厚聚苯乙烯材料，PU 发泡连续成型；

内外板与保温材料整体压制而成一体。人员进出大门尺寸为（宽×高）mm：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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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内照明：在室体的顶部安装照明灯，灯管采用飞利浦高效光源，既安全又节能且维护方便，镇流器采用

喷房专用镇流器，保证光强≥500Lx。

(3)、送排风系统：

a、送排风的配置方案采用 1套送风机组，配置一台送风机，风机采用离心风机。采用 1套排风机组为室体排

风，

b、万向吹嘴：室内空气采用设置在室体顶部和侧面的万向吹嘴吹向操作人员的不同角落，确保洁净质量。

c、控制系统：采用进口或合资元器件使整个控制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FFU(风机过滤单元)

FFU 在使用寿命及维护上已经实践证明无可担心。当前其改进主要是：

(1)采取均流及减少噪音的措施，噪音可在 50db 以内;

(2)电动机采用 DC/EC(电子整流电机)，以耗较原交流电机节约近 50%，因为小风机所用小容量(功率<1/2HP)的

交流电机，一般皆为电容分相式或隐极式，其效率仅 40%左右，而 DC/EC 电机的效率可达 75～80%;在调速控制上

可每台单独的以过滤器降压进行控制以节约能耗，但投资回收期尚长而未广泛采用，一般常用分组群控或全部群控。

(3)但 FFU 出口静压不能过大，一般采用出口风速成 0.38m/s，此时其静压一般在 250Pa 以内。

一. FFU 回风系统与其他方式相比的优点

一般评价

优点：

(1)灵活性大，便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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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用建筑物空间较少;

(3)洁净室内空气压力大于回风静压室，排除静压室对洁净室污染的可能性。

缺点：

(1)要求回风道全部阻力(包括多孔地板、格栅及风道)、干表冷器阻力及末级过滤器的阻力(在初阻力时)，总共

应控制在 165Pa 左右，以满足运行时最大阻力在 250Pa 以内。因此干表冷器的传热面积要较大，回风道尺寸亦要较

大，多孔地板及格栅等的阻力要小，一般作法是：控制干表冷器阻力在 50Pa 左右，回风道阻力在 15Pa 以内，否则

就需要再增设加压风机系统，这就是降低了 FFU 系统的综合优点。

(2)采用 DC/EC 电机后，单位风量的能耗可能比当前一般大型离心风机的集中系统为低，但已有研究指出，比

采用改进后的大型轴流风机的回风系统的能耗还是要高。因此需要注意大型轴流风机的效率提高及其系统的阻力降

低的因素。

(3)一般 FFU 系统由于单位风量的能耗较大，因此洁净室的冷负荷亦相应增加。

具体情况下的评价：

(1)FFU 用于老建筑物改造成洁净室时，其综合经济性一般往往可取。

(2)洁净度要求严的洁净室，末级过滤器满布率 100%时，对大的系统采用 FFU，当前还是不经济的;对小系统有

意义作具体比较。

(3)对洁净度要求不甚严的洁净室，末级过滤器满布率≤40%时对大系统综合经济性往往相差不多，但对 IC 工

厂而言 FFU 系统的灵活性是重要的，因此当前 IC 工厂对过滤器满布率≤40%时，采用 FFU 系统已经普遍。

 工业除尘技术

工业除尘种类很多，按处理方式来分分干式和湿式，干式按出除尘器种类来分又可以分为，旋风除尘（沉降箱

除尘），布袋除尘、滤筒除尘、静电除尘、混合除尘，湿式一般是喷雾除尘，喷淋、麻石、旋流、水幕等，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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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过滤等级划分除尘类型的。

一、常见的工业除尘设备，有如下几种：

1、布袋除尘器

这种除尘器设备主要是通过除尘布袋收集粉尘，根据其设计原理可分为：机械振动型袋式除尘器、大气反吹型袋

式除尘器和脉冲喷吹型袋式除尘器三种。主要用于分离工业生产中的颗粒粉尘和微细粉尘粉尘。

涉及领域有：水泥、热电厂、建材、沥青拌合机、粮食、铸造、冶金、矿山、化工、烟草、机械加工、锅炉除尘。

2、滤筒除尘器

滤筒除尘器是一种高效的除尘器设备，专门解决一些粉尘收集难、过滤效果差、过滤风速高、清灰不易等弊端，

使得除尘器设备在运行成本和除尘效果得到双重提升。传统的滤筒除尘器有两种清灰方式，一种是高压气流反吹，

一种是脉冲气流喷吹。

滤筒除尘器目前在我国的烟草、医药、机械加工、食品、冶金、化工、五金加工、建材、轻工、电子、制药等行

业中应用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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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硫除尘器

主要用于燃煤发电或者锅炉除尘的工作环节中，它通过增加烟气与水溶液的接触面，来促进烟气与喷淋水的充分

溶解中和，从而达到除尘器的除尘脱硫除尘效果。对于燃煤发电废气治理以及节能减排有着显著的环保效果。

4、旋风除尘器

旋风除尘器是通过高速离心力把粉尘气体中含有的细小颗粒被分离出来，在机械加工、矿山砂石线、水泥生产线、

冶金检查等行业中较为常见。这种除尘器设备对于粉尘粗细分级过滤有很好的效果。

5、湿式除尘器

湿式除尘器从结构型来分，可分为贮水式湿式除尘器、加压水喷淋式及强制旋转喷淋式湿式脱硫除尘器；从能耗

大小可分为低能耗及高能耗；按气液接触式方可分为整体及分散接触式湿式除尘器等。

用途: 适用于冶金、煤炭、化工、铸造、发电、建筑材料及耐火材料等行业。

6、静电除尘器

目前工业中使用的静电除尘器根据结构样式可以分为：按气流方向分为立式和卧式，按沉淀极极型式分为板式和

管式，按沉淀极板上粉尘的清除方法分为干式湿式，旋伞式高效电除尘器及麿机专用高压静电除尘器等。 主要用

来分离工业废气排放中含有的颗粒粉尘和细微粉尘。由于这种除尘器设备效果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国家工业废气

污染排放指标提升，很多厂家的静电除尘器生产工艺已经不能满足相应的标准，逐渐由其他除尘器设备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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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尘器/集尘机

集尘机能够与其它大型除尘设备配合使用以实现对尘埃的储存。集尘器可分为：电子集尘器、组合式集尘器、集

尘器原理、木工集尘器、大风量集尘器等。

用途: 该设备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力、冶金、水泥、陶瓷、医药、生物、食品等领域。

8、中央集尘系统 中央集尘系统是一套整体的、系统的除尘设备，它既拥有除尘的功能又可以储存尘埃。

用途: 中央集尘系统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医药、食品、机械、水泥、冶金、塑料、磨料等各行各业收集粉尘、

颗粒物、金属废屑等使用。

9、单机除尘器

这是一种应用于粉尘量较小，空间不大的粉尘环境。一般可分为摇动式、自控清灰、脉冲单机除尘器、布袋单机

除尘器等几种。

10、移动除尘器

移动式除尘器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移动的除尘器设备。移动式除尘器基本结构由箱体，风机，滤袋，集尘器组成。

这种除尘器一般结构紧凑，体积较小，方便运输，主要应用于一些粉尘量较小的环境中，同时也适用于个人和小规

模生产的粉尘环境，机动灵活是这款设备最大的亮点。

应用范围： 医药、生物、化工、食品等行业（例如：压片机，糖衣锅，混合机，粉碎机，筛粉机等工艺设备）

的粉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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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废气(VOCs)治理

 VOCs 简介：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Organic Compounds)，是大气中一类广泛存在的重要气态污染物，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WTO，1989)的定义，其为在常温下，沸点 50℃~260℃的各种有机化合物。VOCs 不仅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等

有直接影响，还可通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臭氧，以及过氧乙酰硝酸酯、有

机气溶胶等，是导致空气污染的重要前体物之一。

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

 VOCs 种类：

烷类、芳烃类、烯类、卤烃类、酯类、醛类、酮类和其他。它的主要成分有烃类、卤代烃、氧烃和氮烃，包括

苯系物、有机氯化物、氟里昂系列、有机酮、胺、醇、醚、酯、酸和石油烃化合物等。目前已鉴别出 300 多种挥发

性有机物，比较常见的有：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甲烷、三氯乙烷、二异氰酸酯(TDI)、二异

氰甲苯酯等。

 VOCs 危害

一方面，因为 VOCs 大多不溶于水，可混溶于苯、醇、醚等多数有机溶剂，多数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对中

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其所表现出的毒性、刺激性、致癌作用和具有的特殊气味能导致人体呈现种种不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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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VOCS 处理设备

RCO简介：催化氧化处理技术是把废气加热到 280℃进行催化燃烧，使废气中的 VOCs氧化分解成 CO₂和 H₂O，

氧化产生的高温气体流经陶瓷蓄热体，使之升温“蓄热”，并用来预热后续进入的有机废气，从而节省废气升温燃料

消耗的废气处理技术。

1.采用新型陶瓷蓄热系统，热利用效率高；

2.低温催化，能耗小费用低，运行稳定更安全；

3.系统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4.停留时间长，燃烧充分；

5.自动化控制程度高、维修方便。

贵金属催化剂（Pt、Pd和 Au），具有起燃温度低（280℃起燃），处理效率高（＞95%），具有较高催化活性，同时

还耐高温、抗氧化、耐腐蚀。催化剂改变化学反应速度而本身又不参与反应，反应前后基本没有消耗，使用寿命长。

选用的催化剂是由负载在蜂窝陶瓷载体上的多孔金属氧化物和活性金属组成。

RTO 焚烧装置 RTO INCINERATION

http://www.sdhwh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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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式热氧化炉（RTO）是一种有效的 VOC有机废气治理设备。与传统的高温直接焚烧及催化燃烧等工艺相比，具

有热效率高（≥95%）、运行可靠、能处理大风量低浓度废气等特点。VOC废气经过 RTO 处理后可达标排放，满足

国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蓄热式热氧化炉英文名为“Regenerative Thermal

Oxidizer”，故简称为“RTO”。其原理是把有机废气加热到 750 摄氏度以上，使废气中的 VOC 氧化分解成二氧化

碳和水，有机废气在燃烧室的停留时间为 1-2 秒。氧化产生的高温气体流经特制的陶瓷蓄热体，使陶瓷体升温而“蓄

热”，此“蓄热”用于预热后续进入的有机废气，从而节省废气升温的燃料消耗。陶瓷蓄热体应分成两个（含两个）

以上的区或室，每个蓄热室依次经历蓄热—放热—清扫等程序，周而复始，连续工作。蓄热室“放热”后应立即引

入部分已处理合格的洁净排气对该蓄热室进行清扫（以保证 VOC 去除率在 95%以上），只有待清扫完成后才能进入

“蓄热”程序。

RTO适合于浓度较低

，废气处理量较大的涂装、制药行业有机废气以及含三苯、酚、醛、酮、醚、酯等有机成分的工业电器、化工、塑

料、制鞋、印刷、印铁制罐、电力电缆生产行业有机废气。适用于废气成分经常发生变化或废气中含有使催化剂中

毒或活性衰退的成分（如水银、锡、锌等的金属蒸汽和磷、磷化物、砷等，容易使催化剂失去活性；含卤素和大量

的水蒸气的情形）。

性能特点：

1. 适合低浓度、大风量有机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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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净化效率高，VOC去除率≥98%

3. 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运行安全可靠

4. 使用寿命长，维护保养容易

喷淋塔：

喷淋吸收塔为圆形塔体，具体结构由贮液部分、循环泵、填料层、喷淋段、进风段、布气层、支撑层、脱水填料层

（捕沫器）、出风段等组成。操作方便，便于安装检修，强度高，占地面积小。 其中各部分的作用如下：

贮液部分——确保喷淋液循环使用，配置加液管，并在吸液管上加有过滤装置，防止堵塞。

循环泵——确保喷淋液循环工作的动力设备。

填料层——为了扩大废气与循环液接触面积，并使废气与液体均匀充分接触。

喷淋段——在喷淋吸收塔的内部安装的喷淋系统，在喷淋管道上安装了雾化头，能保证废气与循环液接触效果。

进风段——根据处理风量的大小设计进风段，合理的设计可以减小风阻，降低能耗。

布气层——能让待处理风量均匀的分布在设备里，确保整体的处理效果。

支撑层——主要是脱水填料层的支撑架，同时也起到设备的加强加固等作用。

脱水填料层——是处理设备的核心组成部分，起以分离气液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拦截废气中粉尘、颗粒物和絮

状物的作用。

出风段——设备中的缓冲层和排放口。

喷淋吸收塔的工作原理是将气体中的污染物质分离出来，转化为无害物质，以达到净化气体的目的。属于微分

接触逆流式，塔内的填料是气液两相接触的基本构件。它能提供足够大的表面积，对气液流动又不致造成过大的阻

力。吸收剂是处理废气的主要媒体，其处理单位气体的耗用量，是通过计算吸收剂在填料中不断接触，使升气流中

流质的浓度愈来愈低，到达塔顶时达到排放要求的所需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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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箱

技术原理：

活性炭是一种很细小的炭粒子，有很大的表面积，而且炭粒中海油更细小的孔--毛细管。这种毛细管具有很强的吸

附能力，由于炭粒的表面积大，所以能与气体（杂质）充分接触。当这些气体（杂质）碰到毛细管被吸附，起净化

作用。

活性炭吸附可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子、冶金、电镀、纺织（化纤）、食物、机械制造等职业过程中排放的酸、碱性

废气的净化装置，如调味食物、制酸、酸洗、电镀、电解、蓄电池等。

利用高性能的第三代活性炭材料—纤维状活性炭（ACF－active carbon filbre）作为吸附材料，SUS304 不锈钢作为吸

附容器，PLC 控制的自动运行的一种高回收效率的有机溶剂回收设备. 结构紧凑、运行费用低、 吸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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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吸附剂的活性炭材料，巨大的表面积是因为其有丰富的孔道结构。而影响吸附容量和吸附速度的主要取决于微

孔的数量和位置。纤维活性炭丰富的位于纤维表面的微孔，使其与颗粒活性炭相比，无论从吸附速度和容量上都有

很大的优势。

工艺特点：

1. 采用抽屉式布置，活性炭的更换更方便；

2. 选用的柱状活性炭比表面积大、吸附效率高、皆能达到 98%以上；

3. 吸附效率高，吸附容量大，适用面广；

4. 维护方便、无技术要求、操作简易；

5. 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吸附，能同时处理多种混合废气；

6. 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等特点。

UV光氧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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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能高奥氧 UV紫外线光束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

所以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

工作原理图

第一：化学原理: UV+O2→O -+O* (活性氧)O+O2→O3(臭氧),众所周知臭氧对有机物具有极强的氧化作用，对恶

臭气体及其它刺激性异味有立竿见影的清除效果。

向左转|向右转

第二：利用高能 UV光束裂解恶臭气体中细菌的分子键，破坏细菌的核酸( DNA)，再通过臭氧进行氧化反应，彻

底达到脱臭及杀灭细菌的目的。

第三：当恶臭气体利用排风设备输入到本净化设备后，净化设备运用高能 C波光束及臭氧对恶臭气体进行协同分

解氧化反应，使恶臭气体物质其降解转化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和二氧化碳，再通过排风管道排出室外。

第四：利用特制的高能光束照射恶臭气体，裂解恶臭气体如:氨、三甲胺、硫化氢、甲硫氢、甲硫醇、甲硫醚、

二甲二硫、二硫化碳和苯乙烯、硫化物 H2S、VOC 类、苯、甲苯、二甲苯的分子链结构，使有机或无机高分子恶臭

化合物分子链，在高能紫外线光束照射下，降解转变成低分子化合物，如 CO2、H₂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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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

组合式净化空调箱

无隔板高效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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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隔板高效过滤器

液槽高效过滤器：主要应用于医药净化车间，实验室等

净化铝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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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净化工程供应商

古风环境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Gufe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Suzhou) Co. Ltd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溪霞路 29 号

24H 热线：138-1265-0551

联系电话：0512-66957536

企业邮箱:gao@gufenggroup.com

公司网址:www.gufenggroup.com

mailto:gao@gufe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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