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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浙江省畜牧技术推广与种畜禽监测总站（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浙江省畜牧技术推广与种畜禽监测总站（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

浙江大学。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汪开英、应博凡、蒋永健、赵树武、丁琳、蒋深、王校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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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臭气处理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养殖场臭气处理设备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及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采用化学洗涤法、生物除臭法、除臭剂法和等离子体法等养殖场臭气处理设备的专项

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0395.1-2009 农林机械 安全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4675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90-2010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包括修改单）

HJ 1147-2020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殖场臭气源

养殖场的各类畜舍、粪污收集与处理过程中，产生臭味的构筑物和场所等。

3.2

臭气浓度

臭气浓度是根据嗅觉器官试验法对臭气气味的大小予以数量化表示的指标，用无臭的清洁空气对臭

气样品连续稀释至嗅辨员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3.3

臭气处理法

用于减少养殖场臭气的处理方法，如化学洗涤法、生物除臭法、除臭剂法、等离子法等其他有效的

臭气处理方法。

3.3.1 化学洗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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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洗涤法是根据气体具有酸性或者碱性，利用酸碱平衡原理，使用某种液体与之反应而达到除臭

（减臭）目的的方法。

3.3.2 生物除臭法

生物处理法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将收集到的臭气通过长满微生物的固体载体（填料）,气味物质先被

附着在反应器内填料吸收，然后被填料上的微生物氧化分解，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将臭气中的污染物转化

为简单无机物过程的方法。生物除臭法包括生物滤池法和生物滴滤法。

3.3.3 除臭剂法

除臭剂法是指通过在臭气排放场所或处理区喷洒物理除臭剂、化学除臭剂、微生物除臭剂、植物除

臭剂、复合除臭剂等，经物理吸附、中和反应、氧化反应和生物降解等去除恶臭物质过程的方法。

3.3.4 等离子体法

等离子体法是指通过高压脉冲电晕放电，在空气中产生大量高能电子、各种离子和自由基等活性粒

子，一部分电子与氨气、硫化氢等污染物直接作用，使恶臭污染物降解；另一部分电子与背景空气作用，

产生高活性的氧自由基、氢氧自由基等自由基物质，这些自由基物质与恶臭污染物发生反应，使恶臭污

染物降解。

3.4

有效处理量

臭气排放源场所内的喷雾除臭和等离子体除臭设备的单套/台的处理覆盖面积(m2/台或套)；其它除

臭设备看进入除臭设备或系统的臭气量（m3/台或套）。

3.5

臭气处理设备除臭效率

3.5.1 臭气收集与处理系统的除臭效率

臭气处理设备去除污染物的量与处理前污染物的量之比，可通过同时测定处理前后废气中污染物的

排放浓度和排气量，其差值除以处理之前的污染物的质量百分比计，具体见式（1）：

%100
-

´
´

´´
=

å
å å

前前

后后前前

QC
QCQC

P ………………（1）

式中：P——臭气处理设备除臭效率，%；

C前——臭气处理设备运行前的污染物浓度，mg/m3；

Q前——臭气处理设备运行前的排气流量，m3/h；

C后——经最终处理后排放入环境空气的污染物浓度，mg/m3；

Q后——经最终处理后排放入环境空气的排气流量，m3/h。

当臭气处理设备为多级串联处理工艺时，处理效率为多级处理的总效率，即以第一级进口为“处理

前”、最后一级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当臭气处理设备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应以各来源废气的

污染物总量为“处理前”，以臭气处理设备总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当臭气处理设备有多个排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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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各排放口的污染物总量为“处理后”。

3.5.2 臭源环境中的臭气处理设备的除臭效率

处理后臭源环境空气被去除的污染物与处理之前的污染物的质量百分比计，可通过测定处理前后臭

源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见式（2）：

%100´
-

=
前

后前

C
CC

P ………………（2）

式中：P——臭源环境中臭气处理设备除臭效率，%；

C前——臭气处理设备运行前的污染物浓度，mg/m3；

C后——经处理后排入臭源环境空气的污染物浓度，mg/m3。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在申请时提交材料的基础上，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产品照片（前、后方45°照片各1张，铭牌照片1张，三维设计总装图片1张）；

c) 执行标准复印件；

d) 创新性证明文件复印件；

e)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安装时间等，使

用时间3个月以上、不少于10台/套），提供的用户应为产品定型后使用的用户，格式见附录B。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 12 个月以内生产的经制造商检验或验收合格的产品，数量为 1 台

（套）。样机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试验。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

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当存在机型涵盖情况时，每种被涵盖机型由制造商各提供样机 1 台（套）。

4.3 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产品规格型号由类别代号、臭气处理设备代号、有效处理量、改进设计序列号等组成。

9C □ □ - □ □

设计序列号：A，B，C…
有效处理量：103m3/h

副特征：级数

主特征：处理形式。化学洗涤法除臭为H，生物除臭法除臭为S，除臭

剂法除臭为C，等离子体法除臭为D

养殖场臭气处理设备

示例：9CS2-1 表示为 2 级、有效处理量为 1×103m3/h 的生物除臭法臭气处理设备。

4.4 产品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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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相同、功能相同、处理工艺（原理）相同，有效处理量和级数大的涵盖小的。

4.5 生产量和销售量

鉴定的定型产品累计生产量和销售量均不少于3套。

4.6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

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 m 1.0 mm

＞5 m 5.0 mm

2 时间 0 s～10 s 0.1 s

3 氨气浓度 0 mg/m3～80 mg/m3 0.5 mg/m3

4 pH 值 5.5～11 0.1

5 风速 0 m/s～20 m/s 0.1 m/s

6 空气中的臭氧浓度 0 mg/m3～40 mg/m3 0.01 mg/m3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

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

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的变化限制范围

序号 项目
限制范

围

检查方法

化学洗涤法

除臭设备

生物除臭法

除臭设备

除臭剂法

除臭设备

等离子体法

除臭设备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2 除臭形式 一致 核对建成系统 核对建成系统 核对样机 核对样机

3 级数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4 主要部件材质① 一致 防腐蚀
生物填料/惰性

填料
防腐蚀 电极材料

5 主机外形尺寸② 允许偏

差 5%
测量（包容产品长方体的长、宽、高）

6 处理原理 一致 水洗/酸洗/碱洗 滤池法/滴滤法 除臭剂产生原理 离子产生方法

7 设备功率 一致 核对铭牌

注：①是指除臭设备的关键部件。②主要处理设备的外形尺寸。

5.1.2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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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2 要求，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

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检查内容和方法

对制造商提供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科技成果评价报告，或科技成果查新报告，或新产

品鉴定证书等创新性证明材料进行核查。核查项目与要求见附录 C。

5.2.2 评价规则

创新性证明材料核查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附录C要求时，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评价

5.3.1 安全性能

5.3.1.1 电气系统具有欠压、过流、过载自动保护功能。应有断电报警提示功能。

5.3.1.2 对位于与表面有潜在磨擦接触位置的电缆应进行防护。电缆应设置在不接近运动部件或锋利

边缘的位置。

5.3.1.3 保护联结电路应符合 GB/T 5226.1 的规定，无论什么原因拆移部件时,不应使余留部件的保护联

结电路连续性中断。

5.3.1.4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施加 500 Vd.c 时，绝缘电阻≥1 MΩ。

5.3.1.5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之间应能经受 50 Hz，1000 V，近似 1 s 时间的耐压试验，无

出现击穿放电现象。

5.3.1.6 断电保护。整机正常工作过程中意外断电，恢复正常供电时，应能继续正常工作。

5.3.2 安全防护与标志

5.3.2.1 有效容积应有位置线标示。

5.3.2.2 对人身安全有潜在危险的传动件应有防护，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0395.1 的规定。

5.3.2.3 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提醒用户配备备用电源。

5.3.2.4 用于收集可能含有可燃气体的风机，应具有防爆功能。

5.3.2.5 对于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在明显位置应标注“臭气进入等离子体设备前，须经预处理（包

括温度、粉尘、湿度、烟气和油），保证进入等离子体设备的臭气中的可燃气体浓度（爆炸下限 LEL）

不大于 25%和等离子体进口粉尘浓度不大于 30 mg/m3，以防止爆炸事故发生”等要求，并在说明书中复

现。

5.3.2.6 对于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在有生命体（人和动物）的臭源环境中应用，臭氧浓度不得高于 GBZ

2.1-2019 规定的限值（0.3 mg/m3）。室（舍）外环境空气中的臭氧浓度不得高于 GB 3095 规定的二级限

值（0.16 mg/m3-0.2 mg/m3）。

5.3.3 评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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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和安全防护与标志达到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评价结论为不符

合大纲要求。

5.4 地区适用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采用产品性能试验与用户（使用时间3个月以上）调查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臭气源特征、除臭效率、环保性和用户调查意见。对具有臭氧浓度、氨气浓度、pH
值等监控功能的除臭设备，还应对监控精度进行测试评价。具体要求见表4。

5.4.3 作业性能试验

5.4.3.1 试验条件

a）试验场地应能满足各试验项目的测定要求，样机安装应牢固稳定；

b）设备启动前应检查供水、供电、供药情况，并确保各类阀门和监测仪表处于正常状态；

c）试验设备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试运转，试验前设备处于连续正常工作状态；

d）试验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的偏差不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5%；

e）试验时，臭气排放源应处于正常的生产状态；

f）试验前，检验并确认各试验条件达到要求。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检验场地应具备可燃气体浓度

LEL、粉尘浓度、臭氧浓度等监测功能；

g）对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离子发生器不宜与臭气接触，产生的等离子体可通过风机以离子风的

形式送入混风除臭箱与臭气混合。

5.4.3.2 试验方法

5.4.3.2.1 试验内容（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除外）

试验内容主要为适应性相关性能。

a）试验前，应对样机进行空载运行，时间不少于30分钟，观察并记录样机空载运行情况；

b）空载运行正常，则进行负载试验，调节变频器转速和流量控制阀进行出水量试验；

c）进行3次负载试验，试验过程应符合除臭工艺要求。3次试验时间间隔应尽量短，即前一次试验

清理后，立即进行下一次试验。每次试验应测定试验时间、臭气浓度、氨气浓度、风速等，按随机取样

法测定；

d）试验同时应记录试验环境温湿度、风速、电流、电压等必要信息。

5.4.3.2.2 试验内容（等离子体法除臭设备）

试验内容主要为适应性相关性能

a）样机启动时，应提前启动离子发生装置；

b）性能试验前应对样机进行空载运行，时间不少于30分钟，，观察并记录样机空载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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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空载运行正常则进行负载试验。负载试验3次，试验过程应符合除臭工艺要求。3次试验时间间

隔应尽量短，即前一次试验清理后，立即进行下一次试验。每次试验应测定试验时间、臭氧浓度（等离

子体法除臭设备适用）、pH值（化学洗涤法除臭设备适用）、臭气浓度、氨气浓度、风速等，按随机

取样法测定；

d）试验同时应记录试验环境温湿度、风速、电流、电压等必要信息。

5.4.3.2.3 臭氧浓度偏差

适用于具有臭氧浓度实时监控功能的设备。臭氧浓度按 HJ 590 规定的方法测定，测得值与实时监

控显示值的偏差即为臭氧偏差。

5.4.3.2.4 pH 值偏差

适用于具有pH值实时监控功能的设备。pH值按HJ 1147-2020规定的方法测定，测得值与实时监控

显示值的偏差即为pH值偏差。

5.4.3.2.5 氨气浓度偏差

适用于具有氨气浓度实时监控功能的设备。氨气浓度按HJ 533规定的方法测定，测得值与实时监控

显示值的偏差即为氨气浓度偏差。

5.4.3.2.6 风速偏差

适用于具有风速实时监控功能的设备。出风口风速指出风口截面上的气流速度。气流速度按相应操

作规程测定，测得值与实时监控显示值的偏差即为风速偏差。

5.4.3.2.7 除臭效率

除臭效率按大纲3.5所述方法计算，根据检测处理前后的氨气浓度和臭气浓度，计算所得值即为设

备的除臭效率。臭气浓度依据GB/T 14675确定的三点比较式臭气袋法测定。

5.4.4 用户调查

臭气收集与处理系统，从用户名单中选取 3 户进行调查。臭源环境中的臭气处理设备，从用户名单

中选取 5 户进行调查。

5.4.4.1 用户调查方法，可采取实地、电话、信函之一或组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及调查表格式样见

附录 D。

5.4.4.2 用户调查中涉及的故障分致命故障、重大故障、一般故障和轻微故障。故障具体分类见表3。

表 3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举例

致命故障
导致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人身安全或引起重

要总成（系统）报废

设备漏电导致人身伤亡，远程控制系统失灵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等。

严重故障 导致功能严重下降；关键零部件损坏 电极、泵损坏等。

一般故障
导致功能下降，不能正常作业；一般零部件和标准

件损坏或脱落，通过维护或更换在短时间内可修复

易损件非正常更换或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排除的故

障，如喷嘴堵塞、喷管开裂、流量计的失调等。

轻度故障
轻微影响产品使用功能，暂时不会导致工作中断，

修理费用低廉的故障。
转动件、紧固件螺丝松动等。

5.4.5 评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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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1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用户调查意见均满足表 4 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

则，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5.2 当作业性能试验结果不满足表 4 要求时，用户调查不再进行，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

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安全性检查、适用性试验相关数据、结果，可采信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专项鉴定

综合判定见表 4。

表 4 专项鉴定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 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2 / 符合本大纲表 2 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附录 C / 符合本大纲附录 C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电器设备 / 符合本大纲5.3.1的要求

2 安全防护与标志 / 符合本大纲5.3.2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监控精度*

氨气浓度偏差 mg/m3 ±0.1

pH 值偏差 / ±0.2

臭氧浓度偏差 mg/m3 ±0.01

风速偏差 m/s ±0.1

2 除臭效率（氨气） / ≥70%

3 除臭效率（臭气） / ≥60%

4 用户适用性调查项 /
所有适用性调查项的评价结果为“好”和“中”

的项数不低于适用性调查项总数的80%。

5
用户可靠

性调查项

故障情况 / 未发生因质量原因引起致命故障和重大故障。

可靠性满意度
评价结果为“好”和“中”的项数不低于适用性

调查项总数的80%。

注：监控精度中氨气浓度偏差、pH值偏差、臭氧浓度偏差、风速偏差只适用于有实时监控功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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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格

1 型号名称 /

2 处理方式 /

3 主要部件材质 /

4 级数 级

5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6 有效处理量 m3/h

7 配套功率 kW

8
监控能力

（精度）

风速偏差 m/s

氨气偏差 mg/m3

pH 值偏差 /

臭氧偏差 mg/m3

注：配套动力总功率：配套的电动机总功率。

企业技术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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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名单

序号
姓名

(购买者)
通讯地址 电话 产品型号 安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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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创新性材料核查表

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名称：

创新性材料类型：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科技成果评价报告□ 科技查新报告□ 新产品鉴定证书□

其他□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文件编号：

序

号
核查项目 要 求 核查结果

单项

判定

1
产品与文件资料

相关性
创新性材料内容应与申请产品相关。

2 生产企业信息
创新性材料上企业信息与企业工商注

册的信息一致。

3 产品型号名称
创新性材料上产品名称型号与专项鉴

定申报材料一致。

4 创新性描述 应具有创新性评价内容。

综合判定

核查人： 确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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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规格型号 结构型式

生产企业 安装日期

适用

性调

查项

目

远程控制能力 好□ 中□ 差□ 产品作业方便程度 好□ 中□ 差□

氨气、pH 等信息

显示精度
好□ 中□ 差□ 不同臭源适应程度 好□ 中□ 差□

产品抗腐蚀适应

程度
好□ 中□ 差□ 场内外空气质量 好□ 中□ 差□

可靠性

调查项

目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描述（轻微故障不记入） 故障级别

致命故障□ 发生 次

严重故障□ 发生 次

一般故障□ 发生 次

可靠性满意度 好□ 中□ 差□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户签名

备注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分级由鉴定机构专业人员判断；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

签字；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明，如为电话调查在备注中记录主机电话号码和调查起始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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