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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催生空调清洗产业

空调通风需要净化

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的侵袭以及今年十余省份

遭受禽流感的侵袭令人们还记忆犹新，“非典”和“禽流

感”这些呼吸道传染病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传播，引起

了人们对中央空调健康和安全的关注。由于“非典”是

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于是建筑物的

中央空调系统首当其冲地成为“疑似”的传播途径，从

而一度使中央空调系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建设部、

科技部、卫生部及各地方政府多次下文要求确保中央空

调系统的安全使用。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绿色建

筑、可持续建筑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对建筑的环保

和节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建筑的健康要

求，其中室内空气质量是健康建筑的主要内容之一。

建筑空调通风系统在人们日常

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但空调通风系

统如果不定期清洗消毒，通风空调

系统中会聚集大量尘粒、病菌病毒、

腐烂有机物、霉菌和碎片等，如在北

京某大型商场的空调风管摄像检查

中，在15米长的风管里竟然发现5

只死耗子；在上海一幢高楼中央空

调风管系统中竟然清扫出来近2吨

的垃圾，这些垃圾内有死老鼠、昆虫

尸体、尘螨等。这些积聚的尘粒不仅

影响系统工作效率，而且更重要的

是集聚在空调管道内的尘粒、病菌

等会随送风管道进入室内，严重威

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室内空气中含

有的大量有机物或无机物的微细粉

尘、烟/雾等浮游粉尘、有毒气体、

霉/ 细菌等微生物都是造成建筑物

空调系统污染的原因。

美国肺病协会估计,如果处理不

当，室内空气污染程度可比室外空

气严重20～50倍。如果不清洁空调

风道，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严重100倍

以上。据美国环境保护机构统计,美

国每年用于治疗大楼疾病的医药费

以及因员工缺勤而造成的产量降低、

利润减少等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

1000亿美元。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和不给“非

典”、“禽流感”以及其他传染性病菌

留下可乘之机，进行中央空调设计时

应避免不同房间、不同区域的空气混

合；应在空调风道的进回风口配置能

够连续过滤净化杀菌的空气净化消毒

装置；应在风道中每隔一定距离设置

检修清洗口，以方便中央空调系统的

检修和维护；应定期进行中央空调风

道的检查和清洗消毒等。

清洗消毒一举两得

中央空调清洗消毒一方面可以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另一方面可以

提高空调系统的效率，实现节能，可

为一举两得。

进行中央空调的定期清洗消毒可

以安全、迅速的杀菌防霉，彻底清除

空调器污染源，从而减少了室内空气

的浮尘, 消除发霉气味，减少病菌传

播和交叉感染，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对于维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可解除因空气质量问题而产

生的头晕、困倦、打喷，从而可以大

幅提高室内人员的工作效率。

中央空调通风管道中的1mm 厚

积尘，可以降低30％的换热效率，同

时还提高系统阻力。通过中央空调通

风系统的定期清洗消毒，可以节省系

统能耗15％，全国因此可以节省电耗

4000亿度电，折合人民币1600亿元。

中央空调的定期清洗消毒还可有

效保养空调系统，延长空调使用寿

命，同时由于去除了管道内的许多可

燃积尘，因此也消除了安全隐患。

国外从80年代以来就已高度重

视中央空调的清洗和消毒，并已发

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目前国外

清洗产业有待培育

□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马重芳 吴玉庭 唐志伟 刘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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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清洗消毒行业

已进入规范运行阶段。1992年美国

国家通风管道清洗协会制定了第一

个建筑供热通风空调系统清洗的行

业标准。此后，日本、瑞典、英国等

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建筑供热通风

空调系统清洗的工业标准。另外，

1999 年2月,成立了有12个国家参

加的国际通风卫生评议会,着手制定

国际通用的风管清扫技术及评价标

准。2002年，美国国家通风管道清

洗协会综合前述各国工业标准基础

上制定了最新的建筑供热通风空调

系统清洗工业标准（ACR2002）。

我国使用时间超过10年的建筑

物空调系统已经不在少数,但是人们

对风管内污染带给人类健康的危害

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对中央空

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在我国目前几乎

是一片空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的空调清洗产业尚未形成，也缺乏

有关清洗规范的国家标准。

为适应目前的市场需求，规范我

国即将创建和发展的空调清洗行业，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北京工业大学

向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制定中

央空调清洗规范的国家标准建议。

很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紧急

下达了制定《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

范》国家标准的任务，并把该标准纳

入了加强与防治“非典”相关技术标

准工作之内，要求在仅可能短的时

间内高质量完成好标准的编制任务。

经过起草组成员夜以继日的工作，

仅用了37天就完成了《空调通风系

统清洗规范》的制定，这充分体现了

我国政府机关高度的行政效率，反

映了科技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科技水

平，并获得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卫生部也制订了《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

范》，并于2003年8月19日发布。建

设部正在制定《空调通风系统运行

管理规范》。这些标准的制定为中央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技术的实施提供

了技术规范，它对于催生和规范我

国的中央空调清洗行业，维护人民

的身体健康和推动我国空调事业的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筑空调通风系统根据使用场

合不同，每隔一年或两年必须对空

调系统内部进行清洁性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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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方法包括视觉检查和采样检查。根

据检查结果决定建筑通风空调系统

是否需要清洗。当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的，公共场所经营者应立即关闭

空调系统并进行清洗消毒：

一是冷凝水中检出军团菌等致

病微生物的；

二是空调送风中检出溶血性链

球菌等致病微生物的；

三是空调系统污染程度较为严

重的，即管道积尘≥20g/m2或检出

致病微生物；

空调清洗工艺流程

四是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的其他情况。

空调清洗可以按照以下的工艺

流程来进行：1、熟悉图纸,熟悉现场

风管安装情况,编制清洗方案；2、准

备清洗口,药品,机具；3、现场勘查,

选定最佳清洗口安装处；4、对施工

现场根据场合不同采取必要的环境

控制措施，如管道保持负压、作业区

隔离等；5、开孔,进行清洗口编号,

注明清洗口位置；6、风管内壁清洗；

7、集尘器集尘；8、风管内壁清洁度

检查；9、喷涂消毒剂；10、覆盖面

检查；11、喷涂密封液；12、覆盖面

检查；13、关闭清洗口,保温及修补；

14、清扫现场；15、竣工验收。

空调风道清洗一般采用机械清

洗方法，常用的机械清洗方法一般

有机器人清洗、软轴清洗和气动清

洗三种。

第一， 机器人清洗就是在多功

能机器人上分别安装检测摄像、旋

转刷、喷雾等设备来实现中央空调

风道的检查清洗和消毒，如图3所

示。该技术自动化水平较高，但设备

投资成本高，因而清洗成本也较高，

另外对于复杂管道和狭小管道也无

法进行机器人清洗。

第二， 轴清洗是通过软轴驱动

旋转刷旋转，将管道内壁的积尘打

松和搅动起来，然后用风道清洗专

用吸尘器将这些打松和搅动起来的

尘粒和污染物吸走。目前我国还未

掌握软轴的制造技术，因此软轴必

须依靠进口，这就增加了空调清洗

的成本。

第三， 气动清洗是通过高压气

体将管壁沉积粉尘搅动起来，然后

利用风道清洗专用吸尘器将这些打

新技术催生
空调清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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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调清洗

可广泛用

于宾馆饭店、

影剧院、写字

楼、医院、商场、学

校和高科技厂房车间

等公共场所的中央空

调，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国外从二十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就开始重视中央

空调的风道清洗，到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就已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美国有近四百家公司，日本有近百家

公司、欧洲也有数百家公司从事中央空调

的清洗服务。由于空调清洗不仅可以改善室

内空气质量，同时还可实现节能和延长空调系

统的适用寿命，因此空调清洗在国外颇受用户的

欢迎。空调清洗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厚

的回报。

为了加强对空调清洗企业的管理，许多国家和地区

已成立了相应的协会,如美国的风道清洗协会(ＮＡＤＣＡ)，

日本的风道清洗协会(JADCA)，瑞典的通风系统清洗服务协会

(ＲＳＶＲ) ,英国的暖通服务商协会(ＨＶＣＡ),西班牙的空调清

洗协会(ＡＥＬＳＡ),欧共体的通风卫生协会(ＥＶＨＡ)等。这些协

会主要负责企业认证、人员的培训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据有关部门统计，仅北京一个城市，在册公共设施配有中央空调系

统的就有1800多家，加上没有注册的5000～7000家，北京市安装中央空

调的单位就近9千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全国各省会城市安装

中央空调的单位在几百家到几千家，地级市为几十家到几百家不等，全国目前

共有约十万余台中央空调急待清洗保养，潜在市场非常巨大。而随着奥运会的到

来，各地的酒店、写字楼、商场和高档住宅建设不断升温，空调清洗业面临巨大商机。

空调清洗市场商机无限 相关链接

松和搅动起来的尘粒和污染物吸走。

气动清洗由于具有清洗效果好、技

术简单可靠、清洗成本低等优点，在

欧美得到了广泛应用。

空调系统清洁后，由清洁施工

单位按照有关卫生要求进行自查，

必要时由专业机构进行检测、验收。

空调系统清洁（洗）后的清洁程度应

达到：每平方米管道表面积尘量￡

1.0 克（擦拭法）。

在空调风道清洗后应对空调风

道进行消毒，消毒可采用专用的风

道喷雾设备，消毒剂选用风道专用

消毒剂，这些消毒剂不应对管道造

成损害。

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定期检查

清洗消毒是必不可少，但无法实现

对中央空调系统的连续消毒，因此

还必须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技术改

造，采取抑菌杀菌措施。目前紫外线

杀菌技术已经成熟，并在国内外得

到广泛应用。光催化杀菌是近年来

国外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在国

外已得到成功应用。因此在中央

空调系统中安装采用光催化和紫

外线杀菌技术的空气净

化器是防止交叉感染、

净化室内空气的根本

途径。

为 了 节

能，在排风

系统中应设

余热回收装

置，这样就

最新系统技术改造

能从根本上消除交叉感染，同时还

能达到节能的目的。中央空调系统

长期运行，还容易造成冷却塔中部

分形成各种水垢和淤泥等杂质，导

致军团菌的产生，造成大面积交叉

感染，因此也有必要对中央空调系

统的冷却塔进行技术改造，采取抗

垢杀菌的技术措施，以防止冷却塔

的交叉感染，同时也能提高系统的

工作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空调系统

的清洗消毒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施工人员应熟悉中央空调系统，精

通空调风道清洗的程序和方法。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

源工程学院传热强化与过

程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在对国内通风空

调系统进行充

分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

了一套

适 合

中国

国情的中央空调风道清洗技术，掌

握了中央空调所需设备的制造技术，

并已开发出两代产品，见图5。这些

性能优良、价格便宜的先进设备正

在我国市场推广和应用。同时在抗

垢技术和纳米光催化空气净化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产品已经

开始进入市场。北京工业大学还承

担了北京许多大楼中央空调

的设计施工，积累了丰富的

施工设计经验，从而为中

央空调的清洗消毒和

技术改造提供了技

术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