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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	

ASTM	D6830-02 

ISO	11057 

VDI/DIN	3926 

GB/T	6719	

GB	12625		

测试项目	

 出口粉尘浓度  

 受试滤料增加重量 

 初始剩余压降，平均剩余

压降，剩余压降增量 

 平均过滤周期 

 穿过受试滤料的粉尘 	

FEMA	1-HT		
FEMA	1-AT		

FEMA	1-HT	高温  或  FEMA	1-AT	常温   
德国 Filteq	粉尘过滤效率测试系统 FEMA	1助您根据VDI/DIN	3926、 ASTM	D6830-
02、 ISO	11057、GB/T	6719、GB12625等标准比较不同可脉冲清洁的滤料特征；
同时通过实验室结果了解滤料在实际应用的表现。FEMA	1	能采用静态和动态测试
各种用于干燥环境的可清洁滤料。 

测试原理	
空气先送入竖向发尘管道产生充满灰尘的脏气流。粉尘在发尘器内随压缩空气分

散，形成一致浓度后平均分布整个竖直管道並向下流动，部分达到横向管道随吸气

气流经过受试滤料，使其暴露在恒定的气流和粉尘浓度来模拟可清洁滤料的运作。 
 

粉尘形成粉饼，导致压降增加，差压传感器实时检测受试滤料前后压降的变化。一

旦压降达到预设值，系统释放清洁压缩空气脉冲朝向脏气那面生成的粉饼，不影响

气流地进行反吹清灰（在线清洁）。之后受试滤料又重新过滤灰尘，如此周而复

始。清洁脉冲必须时间精确和重复性高，使每次穿过滤料的受压面平均和一致。 
 

移除的粉饼和剩余的粉尘随垂直气流往下掉到脏气管底部的粉尘收集器。仪器并配

备脏气过滤器，使粉尘不会在受试滤料的脏气上游再分散，而导致不明确的粉尘浓

度，令测量无效(特别是重要参数：残余压降值)；此设计实现无差错的长期运作，

不需因清理粉尘沉积而经常全面中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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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1是多个国际标准的标准参考型号， 
完全符合 VDI/DIN 3926, ASTM D6830-02, ISO 11057, GB 12625   

FEMA-1	结构图	
1	发尘器 

2	混合管道	

3	垂直脏气管道，横面 120	×	300	mm	

4	光学浓度监测仪 	

5	滤料支架，滤料面积 140	mm	

6	横向清洁气体管道，直径 150	mm	

7	压缩气体缸 (2,5	l/0,5	MPa)	

8	喷嘴	

9	测量清洁气体重量的绝对滤料 

10	清洁气体抽吸 (泵 )	

11	垂直脏气管道抽吸 (泵)	

12	脏气后备过滤器	

13	垂直管道粉尘容器 

14	总流量控制器	

FEMA-1含测量及控
制组件结构图	

缩写根据ISO	11057	

1	发尘器 

2	混合管道	

3	光学浓度监测仪	

4	 横向清洁气体管道	

5	垂直脏气管道 

6	粉尘容器	

7	脏气後备濾料 

8	测试滤料 (直径 140	mm)	

9 喷嘴  

10	测量清洁气体重量的绝对
滤料 

11	压缩气体缸 (2,5	l/0,5	
MPa)	

12	隔膜阀 

13	室温空气入口 

14	 清洁冲放空气  

15	 压缩空气 0,6 MPa	

16	 控制和数据系统	

17	工业用电脑	

18	总流量控制器	

19	泵 

FI	=	气流率测量和指标	

FICR	=	气流率测量、指标、
控制和记录	

FIRW	=	粉尘流率测量、指标
和记录 

KS	=	信号产生器和定时
器	

PDIRS+	=	压差测量、指标、
控制、记录和开关装置	

PIC	=	压力指标和控制	

PIR	=	压力指标和记录	

QIR	=	浓度测量，指标和记录	

TIR = 温度测量，指标和记录	



FEMA-1	优势	

 Fil T Eq粉尘过滤效率测

试系统 FEMA-1是多个国

际标准的标准参考型

号，完全符合VDI/DIN	

3926,	ASTM	D6830-02,	
ISO	11057,	GB	12625	

 优越的重复性 

 底部有大容量粉尘粉尘

收集器利于长时间测

试，操作简单，清洗方

便 

 更换受试滤料和测试粉

尘简单快捷	

发尘器 NDF	100-BD 
 电子计量和分散多种非常精细、自

由流动（如铝氧化物）、特别是结

聚粉尘，如石灰、硅、水泥，二氧

化钛等 

 以压缩空气运送固体和气体（不用

活塞、注射器或吸尘器进料，而是

螺旋式精确进料），确保安全运输

困难的材质，避免堵塞。优点有：

1. 稳定重复性好的发尘率， 2.低空

气消耗， 3 系统出现正压时维持正

常运作 

 可连续分散高浓度粉尘，或平均分

散非常少量的粉尘（0.2 g/m3 -90 

g/m视乎粉尘粒度和密度,精度＜±

7%），而不会堵塞系统 

 特大粉尘库（至少2.5L），方便长

期测试 

 有报警和切断功能： 如果的粉尘

容器内的压力过高或因为刷堵塞、

当喉管松开或打开发尘器盖时，将

会有警告声和发尘器将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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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滤料试样之上，测量并监测脏

气内的测试粉尘浓度和分散	

 附有不断供应250-400l/	h	清洁压
缩空气的气管，防止光学窗口和反

射器受阻	

脏气管道	
 位于滤料试样上300mm, 设有过滤

器样品压力、压降测量和温度测量 

 设有第二个泵、流量监控设备和脏

气过滤器，允许长期测试而无需经

常清洁脏气管道 

滤料支架及滤料试样 	
 滤料支架可与滤料试样一起准确称

量，测量尘量而无需移除滤料试

样。 

 滤料支架确保滤料试样平稳防皱容

易安装。  

光学浓度监测仪 



国际认可	

 

专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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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工业用电脑和供应、控制单元及数据采集系统软件，用于自动化操作(包括通

过 DSL调制解调器进行远程操作) 

Heating	Installation	for	FEMA	1-AT		

常温支架加热模块 

操作温度可高达200°C±2°C  
	

Filter	test	rig	FEMA	1-HT		

粉尘过滤效率测试系统-高温版本 

不锈钢耐高温支架，能提供温度最高可达330°C ±2°C	
的滤料使用工况试验。 

 

PM2.5	Cyclone	Package		

PM2.5	气旋组合 

可以提供滤料对PM2.5	粒径粉尘的过滤效率测试数
据，以满足国家环保总局对大气中PM2.5	的监控要
求。为滤料厂家研发能有效过滤PM2.5	粒径粉尘的滤
料提供试验检测手段。 （只能在常温下使用）。 

 *另外也可以再加配光学计数器测量0.3	–17μm	尺寸范
围的颗粒及PM1气旋组合。  
	

Reverse	Flow	Cleaning	Package		

逆流清洁组合  

适用于无纺布滤料的测试，使用更温和的逆流清洁空
气保护受试滤料 

 

Pulse	Jet	Calibration	Tools		

脉冲校正工具 
适用于每年校正脉冲压力，含铝校正板、调频率压力
传感器、手提电脑、A/D卡和校正软件 

选购件	

美国环保局（EPA）的环境技术认
证项目(ETV)，使用 FEMA 1 按照
《收尘器过滤产品一般认证协议》
(Generic Verification protocol for 
Baghouse Filtration Products )认
证全球主要的滤料供应商的产品。 
 

详情可于 EPA 官网 
http://www.epa.gov/ 

查询 The Evolution of Improved 
Baghouse Filter Media as Ob-
served  in  th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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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测试粉尘： 

 Pural	NF	或 Pural	SB,	 ISO	A2	细粉末, ISO	A4	粗粉末, 石灰，硅，石膏灰，不同类型
的 TiO2	或其他粉尘 

 粒度：约< 500	µm 

发尘器： 
 风速范围： 0—12 m3/h  ± 1 % 

 发尘器容量：至少 2.5L 

 送尘率：标准粉尘约 20-200g/h，根据粉尘的浓度为 1 g/cm3 时。  

 粉尘浓度： 0.2 g/m3-90 g/m3  (视乎粉尘粒度和密度)＜± 7% ；标准粉尘浓度： 

2 g/   m3 至 10g/m3 ＜± 7% ;同一样品连续测三次粉尘浓度结果在 5％之内。 

 发尘器称量机制： 30 kg 荷重元， 精度 1g   

光学浓度监测仪： 
 亮度计的整合期不超过10秒，激光能量为1mW， 波长 650nm 
 标准粉尘浓度监控： 0 g/m3 至 10g/m3 ＜± 5% 

脏气管道：	

 脏气管道温度传感器：Pt 100 或 NiCr-Ni， 在管道交叉位置，控温精度: 0—330℃

± 2℃ 

 压力传感器：0-1100mbar ± 0.5% 

 后备过滤器压降传感器：0-100mbar ± 0.5% 

 空气流速传感器：0 - 12 m3/h  ± 1 %  

滤料支架及滤料试样：	

 滤料露出的有效直径为140mm，实在直径 150mm。 

 滤料支架面向清洁气体的一方有三个平行支柱，滤料试样和支柱距离为2mm。 

 称重天平：滤料支架须和滤料试样同时称量， 精度至少0.01g  

 受试滤料表面风速：0.5—5m/min  ＜± 2%	

清洁气体管道：	

 有四个直径4mm压降测量装置，分布在圆周和直接位于滤料试样下方。 

 吹管开放和滤料试样之间的距离是840mm ± 70mm 

 吹管长度:210mm, 最小内径28mm,外径33.7mm, 喷嘴阔3mm毫米与滤料试样面垂

直。 

 流速范围: 0—6 m3/h 

 受试滤料压降传感器: 0—2000Pa ± 0.5%; 反应时间: 2.5s, 重复精度:0.1 % , 长期稳

定性：0,5 % FSD/year； 最大温差: 1 % of FS for 0 °C to 50 °C 

 空气流速传感器：0 - 6 m3/h  ± 1 %  

 圆柱形的抽吸管与滤料支架(开口直径140 mm)水平对齐，以确保冲净滤料器安装

在脏气管道壁  

	

脉冲: 

 压缩空气罐体积： 至少2.5L 

 罐内压力: 0.5 MPa ± 3% 

 阀门开放时间: 最短 50ms 

 压降前脉冲反吹：0-2000P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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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理宝	

理宝科技有限公司於2011 年

11 月1 日正式获得了德国 Fil 

T Eq 公司在大中国区独家代

理的授权。  

公司成立於1987 年，公司总

部设在香港，上海，广州设

有分公司和北京设有办事

处，公司专门经销欧美著名

品牌的测试设备，获得多家

国际著名专业仪器的独家或

经销代理权。 

我们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

聘有多名专职受过欧美厂商

严格训练的一流应用工程师

和维修工程师，热忱为用户

提供从实验室的设计，初

建，仪器的选型，操作，培

训和技术顾问，维修保养，

仪器校准，提供校准证书等

全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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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续)	

加熱版本 

 操作温度可高达 200°C±2°C， 管道外包有隔热层， 外面温度约 60°C. 共有三个单独控制

的电加热模块，两个绕垂直管，一个绕水平管。 

高温版本 

 不銹鋼耐高溫支架，操作温度可高达 330°C±2°C， 管道外包有隔热层， 外面温度约 60°

C. 共有三个单独控制的电加热模块，两个绕垂直管，一个绕水平管。 

PM2.5气旋组合 

 包括：BGI-VSC气旋，额外主流量控制器，绝对滤料，等动探头，自动化操作的软硬件适

应化修改。仅可在常温环境下使用气旋（只能在常温下使用） 

 可搭配光学计数器测量0.3—17μm的颗粒尺寸范围。  

 D50=2.50μm±0.2μm 于流量是1 m3/h ±1% (16.67Lpm)时 

逆流清洁组合 

 包括: 硬件（电控气动的阀门等）和具有自动化操作的软硬件适应化修改，软件含反向清

洁流模拟。 

脉冲校正工具 

 校正板厚2mm, 直径150mm的校正铝板校准清洁系统，带8个孔，直径3mm 分布8 x45°; 

节圆直径75mm,  

 测量清洁压力脉冲的压力传感器采样率1 kHz；压力脉冲信号: 3200Pa±160Pa, 持续时间

绝对滤料  
 直径：50mm，暴露于粉尘直径为40mm；重量小于0.3g  

 

德国FilTEq成立于1995年，公司的创办人为Peter Gäng 博士。在1994年，由德国
卡 尔斯 鲁厄大 学(University  of  Karlsruhe) 的 洛弗勒 教授研 究所 (Institute  of 

Prof.Loeffler)当中Peter Gaeng 博士带领的团队研发了第一版VDI / DIN 3926 标准垂

直型仪器。随后与团队中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德国FilTEq 公司。 

德国FilTEq 公司业务范围：  

1. 生产可清理过滤器滤料测试台，监测系统。 符合标准：VDI/DIN 3926, ASTM 

D6830-02, ISO  11057，GB/T 6719等。  

2. 在德国为客户提供滤料过滤性能第三方检测服务。 

 

有关Fil T 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