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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护人体健康+预防和控制室内空气污染+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附录 0.附录 1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3联合起草小组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

境标准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安全所+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院环境工程所,
本标准于 5665年 77月 78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
本标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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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空气质量参数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住宅和办公建筑物;其他室内环境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6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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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勘误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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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否可

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0@ABCD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0@DDEFE 居住区大气中苯G甲苯和二甲苯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气相色谱法

>?0@DHFEH 居住区大气中二氧化氮检验标准方法 改进的 IJKLMNJO法

>?0@DPQBH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

>?0@DPRRB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0@DPRRA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DPREE 空气质量 甲苯G二甲苯G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0@DPREA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S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0@DQHRH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S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0@DQPFQ 环境空气 二氧化氮的测定 IJKLMNJO法

>?0@DQPFE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0@DQPFB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0@DQPFA 环境空气 苯并TJU芘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0@DQQDR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0@DRDHB 居住区大气中二氧化硫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甲醛溶液吸收S盐酸副玫瑰

苯胺分光光度法

>?0@DRDHA 居住区大气中甲醛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分光光度法

>?0@DRDPE 空气中氡浓度的闪烁瓶测量方法

>?0@DECAQ 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卫生标准

>?0@DBHCPVDF 公共场所室内温度测定方法

>?0@DBHCPVDP 公共场所室内相对湿度测定方法

>?0@DBHCPVDQ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流速测定方法

>?0@DBHCPVDB 公共场所室内新风量测定方法 示踪气体法

>?0@DBHCPVHF 公共场所空气中一氧化碳检验方法

>?0@DBHCPVHP 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检验方法

>?0@DBHCPVHQ 公共场所空气中氨检验方法

>?0@DBHCPVHR 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定方法

>?0@DBHCPVHE 公共场所空气中臭氧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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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 室内空气质量参数$%&’(()*%)+,*-%./0*)*12.2)3
指室内空气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物理4化学4生物和放射性参数5

!"6 可吸入颗粒物$0*).%7-289%.:’%*12.2)8(;<=>1()-288?@A<=3
指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1的颗粒物5

!"!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B(.*-C(-*.%-2D)E*&%7F(10(,&’8BCDF3
利用B2&*GHF或B2&*GBI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 <=3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己烷

和正十六烷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5
!"J 标准状态$&()1*-8.*.23

指温度为 KLMN?压力为 <=<"MKOP@*时的干物质状态5

J 室内空气质量

J"# 室内空气应无毒4无害4无异常嗅味5
J"6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见表 <5

表 <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B*Q-2< R&’(()I%)S,*-%./T.*&’*)’
序号 参数类别 参数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

K

M

U

O

V

L

W

X

<=

<<

<K

<M

<U

<O

<V

<L

<W

<X

物理性

化学性

生物性

放射性

温度

相对湿度

空气流速

新风量

二氧化硫 TDK

二氧化氮 YDK

一氧化碳 FD

二氧化碳 FDK

氨 YZM

臭氧 DM

甲醛 ZFZD

苯 FVZV

甲苯 FLZW

二甲苯 FWZ<=

苯并[*\芘 ]$*3@

可吸入颗粒物 @A<=

总挥发性有机物 BCDF

菌落总数

氡KKK &̂

_

‘

1a8

1Ma$:b人3

1Ea1M

1Ea1M

1Ea1M

‘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1Ea1M

7;,a1M

]+a1M

KKcKW

<VcKU

U=cW=

M=cV=

="M

="K

M=*

="O=

="KU

<=

="<=

="K=

="<V

="<=

="<<

="K=

="K=

<"=

="<O

="V=

KO==

U==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日平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小时均值

日平均值

日平均值

W小时均值

依据仪器定Q

年平均值$行动水平73

*新风量要求d标准值?除温度4相对湿度外的其他参数要求e标准值f
Q见附录 gf
7达到此水平建议采取干预行动以降低室内氡浓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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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空气质量检验

!"# 室内空气中各种参数的监测技术见附录 $%
!"& 室内空气中苯的检验方法见附录 ’%
!"(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检验方法见附录 -%
!"/ 室内空气中菌落总数检验方法见附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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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室内空气监测技术导则

!$%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室内空气监测时的选点要求&采样时间和频率&采样方法和仪器&室内空气中各种参

数的检验方法&质量保证措施&测试结果和评价’

!$( 选点要求

!$($% 采样点的数量)采样点的数量根据监测室内面积大小和现场情况而确定*以期能正确反映室内

空气污染物的水平’原则上小于 +,-.的房间应设 /01个点2+,0/,,-.设 10+个点2/,,-.以上至

少设 +个点’在对角线上或梅花式均匀分布’
!$($( 采样点应避开通风口*离墙壁距离应大于 ,$+-’
!$($3 采样点的高度)原则上与人的呼吸带高度相一致’相对高度 ,$+-0/$+-之间’

!$3 采样时间和频率

年平均浓度至少采样 1个月*日平均浓度至少采样 /45*45平均浓度至少采样 65*/5平均浓度

至少采样 7+-89*采样时间应函盖通风最差的时间段’

!$: 采样方法和采样仪器

根据污染物在室内空气中存在状态*选用合适的采样方法和仪器*用于室内的采样器的噪声应小于

+,;<"=#’具体采样方法应按各个污染物检验方法中规定的方法和操作步骤进行’
!$:$% 筛选法采样)采样前关闭门窗 /.5*采样时关闭门窗*至少采样 7+-89’
!$:$( 累积法采样)当采用筛选法采样达不到本标准要求时*必须采用累积法"按年平均&日平均&45
平均值#的要求采样’

!$> 质量保证措施

!$>$% 气密性检查)有动力采样器在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气密性进行检查*不得漏气’
!$>$( 流量校准)采样系统流量要能保持恒定*采样前和采样后要用一级皂膜计校准采样系统进气流

量*误差不超过 +?’
采样器流量校准)在采样器正常使用状态下*用一级皂膜计校准采样器流量计的刻度*校准 +个点*

绘制流量标准曲线’记录校准时的大气压力和温度’
!$>$3 空白检验)在一批现场采样中*应留有两个采样管不采样*并按其他样品管一样对待*作为采样

过程中空白检验*若空白检验超过控制范围*则这批样品作废’
!$>$: 仪器使用前*应按仪器说明书对仪器进行检验和标定’
!$>$> 在计算浓度时应用下式将采样体积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

@,A@
B,
BC

D
D,

式中 @,EE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F2
@EE采样体积*F2
B,EE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G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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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采样点现场的温度#$%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
-.""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0*123,

-""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1234
50607 每次平行采样&测定之差与平均值比较的相对偏差不超过 (.84

507 检验方法

室内空气中各种参数的检验方法见表 90/4
表 90/ 室内空气中各种参数的检验方法

序号 参数 检验方法 来源

/
二氧化硫

:;(
#/%甲醛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A

<=>?/B(@(

(
二氧化氮

C;(
#/%改进的 :3DEF3G3H法

#/%<=/(*)(

<=>?/BI*B

*
一氧化碳

J;

#/%非分散红外法

#(%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 气相色谱法 汞置换法

#/%<=KA./

#(%<=>?/A(.I0(*

I
二氧化碳

J;(

#/%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

#(%气相色谱法

#*%容量滴定法

<=>?/A(.I0(I

B
氨

CL*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离子选择电极法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A(.I0(B <=>?/I@@A

#(%<=>?/I@@K

#*%<=>?/I@)K

@
臭氧

;*

#/%紫外光度法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BI*A

#(%<=>?/A(.I0() <=>?/BI*)

)
甲醛

LJL;

#/%9LM?分光光度法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气相色谱法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K

#(%<=>?/A(.I0(@

#*%<=>?/BB/@

A
苯

J@L@
气相色谱法

#/%附录 =
#(%<=//)*)

K
甲苯 J)LA

二甲苯 JAL/.
气相色谱法

#/%<=//)*)

#(%<=/I@))

/.
苯并N3O芘

=#3%2
高效液相色谱法 <=>?/BI*K

//
可吸入颗粒

物 2M/.

撞击式""称重法 <=>?/).KB

/(

总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P;J

气相色谱法 附录 J

/* 菌落总数 撞击法 附录 Q

/I 温度
#/%玻璃液体温度计法

#(%数显式温度计法
<=>?/A(.I0/*

/B 相对湿度

#/%通风干湿表法

#(%氯化锂湿度计法

#*%电容式数字湿度计法

<=>?/A(.I0/I

B

RS>T UVVVW"XYYX



!续"

序号 参数 检验方法 来源

#$ 空气流速
!#"热球式电风速计法

!%"数字式风速表法
&’()#*%+,-#.

#/ 新风量 示踪气体法 &’()#*%+,-#*

#* 氡%%%01

!#"空气中氡浓度的闪烁瓶测量方法

!%"径迹蚀刻法

!2"双滤膜法

!,"活性炭盒法

!#"&’()#$#,/

!%"&’()#,.*%

3-4 记录

采样时要对现场情况5各种污染源5采样日期5时间5地点5数量5布点方式5大气压力5气温5相对湿

度5空气流速以及采样者签字等做出详细记录6随样品一同报到实验室7
检验时应对检验日期5实验室5仪器和编号5分析方法5检验依据5实验条件5原始数据5测试人5校核

人等做出详细记录7

3-8 测试结果和评价

测试结果以平均值表示6化学性5生物性和放射性指标平均值符合标准值要求时6为符合本标准7如
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本标准要求时6为不符合本标准7

要求年平均5日平均5*9平均值的参数6可以先做筛选采样检验7若检验结果符合标准值要求6为
符合本标准7若筛选采样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值要求6必须按年平均5日平均5*9平均值的要求6用累

积采样检验结果评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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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室内空气中苯的检验方法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 方法提要

!$%$% 相关标准和依据

本方法主要依据 &’(()*)+,-居住区大气中苯.甲苯和二甲苯卫生检验标准方法++气相色谱

法/

!$%$0 原理1空气中苯用活性炭管采集2然后用二硫化碳提取出来/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

谱仪分析2以保留时间定性2峰高定量/

!$%$3 干扰和排除1当空气中水蒸气或水雾量太大2以至在碳管中凝结时2将严重影响活性炭的穿透

容量和采样效率/空气湿度在 -45以下2活性炭管的采样效率符合要求/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干扰2由
于采用了气相色谱分离技术2选择合适的色谱分离条件可以消除/

!$0 适用范围

!$0$% 测定范围1采样量为 647时2用 (89二硫化碳提取2进样 (:92测定范围为 4$4;<(48=>8*/

!$0$0 适用场所1本法适用于室内空气和居住区大气中苯浓度的测定/

!$3 试剂和材料

!$3$% 苯1色谱纯/

!$3$0 二硫化碳1分析纯2需经纯化处理2保证色谱分析无杂峰/

!$3$3 椰子壳活性炭164<?4目2用于装活性炭采样管/

!$3$@ 高纯氮1--$---5/

!$@ 仪器和设备

!$@$% 活性炭采样管1用长 (;4882内径 *$;<?$4882外径 A88的玻璃管2装入 (448=椰子壳活

性炭2两端用少量玻璃棉固定/装好管后再用纯氮气于 *44<*;4B温度条件下吹 ;<(48CD2然后套上

塑料帽封紧管的两端/此管放于干燥器中可保存 ;E/若将玻璃管熔封2此管可稳定三个月/

!$@$0 空气采样器1流量范围 4$6<(7>8CD2流量稳定/使用时用皂膜流量计校准采样系统在采样前

和采样后的流量/流量误差应小于 ;5/

!$@$3 注射器1(89/体积刻度误差应校正/

!$@$@ 微量注射器1(:92(4:9/体积刻度误差应校正/

!$@$F 具塞刻度试管1689/

!$@$G 气相色谱仪1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H 色谱柱14$;*88I*48大口径非极性石英毛细管柱/

!$F 采样和样品保存

在采样地点打开活性炭管2两端孔径至少 6882与空气采样器入气口垂直连接2以 4$;7>8CD的

速度2抽取 647空气/采样后2将管的两端套上塑料帽2并记录采样时的温度和大气压力/样品可保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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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步骤

!"#"$ 色谱分析条件%由于色谱分析条件常因实验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应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

型号和性能&制定能分析苯的最佳的色谱分析条件’
!"#"( 绘制标准曲线和测定计算因子%在与样品分析的相同条件下&绘制标准曲线和测定计算因子’

用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线%于 )"*+,容量瓶中&先加入少量二硫化碳&用 -.,微量注射器准确取一

定量的苯/0*1时&-.,苯重 *"2323+45注入容量瓶中&加二硫化碳至刻度&配成一定浓度的储备液’临

用前取一定量的储备液用二硫化碳逐级稀释成苯含量分别为 0"*6)"*6-*"*6)*"*.47+,的标准液’取

-.,标准液进样&测量保留时间及峰高’每个浓度重复 8次&取峰高的平均值’分别以-.,苯的含量/.47
+,5为横坐标/.45&平均峰高为纵坐标/++5&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回归线的斜率&以斜率的倒数 9:
;.47++<作为样品测定的计算因子’
!"#"= 样品分析%将采样管中的活性炭倒入具塞刻度试管中&加 -"*+,二硫化碳&塞紧管塞&放置->&
并不时振摇’取 -.,进样&用保留时间定性&峰高/++5定量’每个样品作三次分析&求峰高的平均值’同

时&取一个未经采样的活性炭管按样品管同时操作&测量空白管的平均峰高/++5’

!"? 结果计算

!"?"$ 将采样体积按式/-5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

@*A@
B*
BC

D
D* /-5EEEEEEEEEEEEEEEE

式中%@*FF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GH
@FF采样体积&GH
B*FF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038IH

BFF采样时采样点现场的温度/J5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JK0385IH
D*FF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8LMNH

DFF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LMN’
!"?"( 空气中苯浓度按式/05计算%

OA
/PQPR5C9S
@*CTS /05EEEEEEEEEEEEEEEE

式中%OFF空气中苯或甲苯6二甲苯的浓度&+47+8H
PFF样品峰高的平均值&++H

PRFF空白管的峰高&++H
9SFF由 U"0得到的计算因子&.47++H

TSFF由实验确定的二硫化碳提取的效率H

@*FF标准状况下采样体积&G’

!"V 方法特性

!"V"$ 检测下限%采样量为 0*G时&用 -+,二硫化碳提取&进样 -.,&检测下限为 *"*)+47+8’
!"V"( 线性范围%-*U’
!"V"= 精密度%苯的浓度为 2"32和 0-"W.47+,的液体样品&重复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 3X和 )X’
!"V"Y 准确度%对苯含量为 *")&0-"-和 0**.4的回收率分别为 W)X&WZX和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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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检验方法

"热解吸(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 方法提要

!)*)* 相关标准和依据

+,&-./-01-2+34556789:;<3=834>56?@A8B<8;6C,89@A;3D834838AEF;F5GH5A8=;A<56D83;BB591
@5I34F:EF56:<3==I:<(=J<698A4<F56@=;53(B8@;AA86ED8FBJ6598=5D68@JEC@86=-K@I9@<4F89@A;3DL
!)*)M 原理

选择合适的吸附剂"$<38NO’或 $<38N$P#7用吸附管采集一定体积的空气样品7空气流中的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保留在吸附管中Q采样后7将吸附管加热7解吸挥发性有机化合物7待测样品随惰性载气

进入毛细管气相色谱仪Q用保留时间定性7峰高或峰面积定量Q
!)*)R 干扰和排除

采样前处理和活化采样管和吸附剂7使干扰减到最小S选择合适的色谱柱和分析条件7本法能将多

种挥发性有机物分离7使共存物干扰问题得以解决Q

!)M 适用范围

!)M)* 测定范围K本法适用于浓度范围为 /)TUD(9VW-//9D(9V之间的空气中 %&’,的测定Q
!)M)M 适用场所K本法适用于室内X环境和工作场所空气7也适用于评价小型或大型测试舱室内材料

的释放Q

!)R 试剂和材料

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应为色谱纯Q如果为分析纯7需经纯化处理7保证色谱分析无杂峰Q
!)R)* %&’,K为了校正浓度7需用 %&’,作为基准试剂7配成所需浓度的标准溶液或标准气体7然后

采用液体外标法或气体外标法将其定量注入吸附管Q
!)R)M 稀释溶剂K液体外标法所用的稀释溶剂应为色谱纯7在色谱流出曲线中应与待测化合物分离Q
!)R)R 吸附剂K使用的吸附剂粒径为/)-YW/)ZT99"./WY/目#7吸附剂在装管前都应在其最高使用

温度下7用惰性气流加热活化处理过夜Q为了防止二次污染7吸附剂应在清洁空气中冷却至室温7储存和

装管Q解吸温度应低于活化温度Q由制造商装好的吸附管使用前也需活化处理Q
!)R)[ 高纯氮K\\)\\\]Q

!)[ 仪器和设备

!)[)* 吸附管K是外径 .)V99内径 T99长 \/99"或 -Y/99#内壁抛光的不锈钢管7吸附管的采样

入口一端有标记Q吸附管可以装填一种或多种吸附剂7应使吸附层处于解吸仪的加热区Q根据吸附剂的

密度7吸附管中可装填 Z//W-///9D的吸附剂7管的两端用不锈钢网或玻璃纤维毛堵住Q如果在一支

吸附管中使用多种吸附剂7吸附剂应按吸附能力增加的顺序排列7并用玻璃纤维毛隔开7吸附能力最弱

的装填在吸附管的采样入口端Q
!)[)M 注射器K-/UA液体注射器S-/UA气体注射器S-9A气体注射器Q
!)[)R 采样泵K恒流空气个体采样泵7流量范围 /)/ZW/)T (̂9;37流量稳定Q使用时用皂膜流量计校

准采样系统在采样前和采样后的流量Q流量误差应小于 T]Q
!)[)[ 气相色谱仪K配备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X质谱检测器或其他合适的检测器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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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非极性"极性指数小于 #$%石英毛细管柱&
’()(* 热解吸仪!能对吸附管进行二次热解吸+并将解吸气用惰性气体载带进入气相色谱仪&解吸温

度,时间和载气流速是可调的&冷阱可将解吸样品进行浓缩&
’()(- 液体外标法制备标准系列的注射装置!常规气相色谱进样口+可以在线使用也可以独立装配+
保留进样口载气连线+进样口下端可与吸附管相连&

’(* 采样和样品保存

将吸附管与采样泵用塑料或硅橡胶管连接&个体采样时+采样管垂直安装在呼吸带.固定位置采样

时+选择合适的采样位置&打开采样泵+调节流量+以保证在适当的时间内获得所需的采样体积"#/
#$0%&如果总样品量超过 #12+采样体积应相应减少&记录采样开始和结束时的时间,采样流量,温度

和大气压力&
采样后将管取下+密封管的两端或将其放入可密封的金属或玻璃管中&样品可保存 #3天&

’(- 分析步骤

’(-(4 样品的解吸和浓缩

将吸附管安装在热解吸仪上+加热+使有机蒸汽从吸附剂上解吸下来+并被载气流带入冷阱+进行预

浓缩+载气流的方向与采样时的方向相反&然后+再以低流速快速解吸+经传输线进入毛细管气相色谱

仪&传输线的温度应足够高+以防止待测成分凝结&解吸条件"见表 5(#%&
表 5(# 解吸条件

解吸温度 67$/8679

解吸时间 7/#71:;

解吸气流量 8$/7$1<=1:;

冷阱的制冷温度 >6$/?#@$9

冷阱的加热温度 67$/87$9

冷阱中的吸附剂 如果使用+一般与吸附管相同+3$/#$$12

载气 氦气或高纯氮气

分流化 样品管和二级冷阱之间以及二级冷阱和分析柱之间的分流比应根据空气中的浓度来选择

’(-(A 色谱分析条件

可选择膜厚度为 #/7B17$1C$(6611的石英柱+固定相可以是二甲基硅氧烷或 DE的氰基丙

烷,DE的苯基,@FE的甲基硅氧烷&柱操作条件为程序升温+初始温度 7$9保持 #$1:;+以 79=1:;的

速率升温至 67$9&
’(-(G 标准曲线的绘制

气体外标法!用泵准确抽取 #$$B2=18的标准气体 #$$1<,6$$1<,3$$1<,#0,60,30,#$0通过

吸附管+为标准系列&
液体外标法!利用 3(F的进样装置分别取 #/7B<含液体组分 #$$B2=1<和 #$B2=1<的标准溶液

注入吸附管+同时用 #$$1<=1:;的惰性气体通过吸附管+71:;后取下吸附管密封+为标准系列&
用热解吸气相色谱法分析吸附管标准系列+以扣除空白后峰面积为纵坐标+以待测物质量为横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
’(-() 样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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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样品吸附管按绘制标准曲线的操作步骤!即相同的解吸和浓缩条件及色谱分析条件"进行分

析#用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 结果计算

%&’&( 将采样体积按式!)"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

*+,*
-+
-.

/
/+ !)"0000000000000000

式中1*+22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34
*22采样体积#34
-+22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56784

-22采样时采样点现场的温度!9"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9:567"84
/+22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7;<=4

/22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
%&’&> ?@AB的计算

!)"应对保留时间在正己烷和正十六烷之间所有化合物进行分析$
!5"计算 ?@AB#包括色谱图中从正己烷到正十六烷之间的所有化合物$
!7"根 据 单 一 的 校 正 曲 线#对 尽 可 能 多 的 @ABC定 量#至 少 应 对 十 个 最 高 峰 进 行 定 量#最 后 与

?@AB一起列出这些化合物的名称和浓度$
!D"计算已鉴定和定量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 EFG$
!H"用甲苯的响应系数计算未鉴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 EIJ$
!K"EFG与 EIJ之和为 ?@AB的浓度或 ?@AB的值$
!6"如果检测到的化合物超出了!5"中 ?@AB定义的范围#那么这些信息应该添加到 ?@AB值中$

%&’&L 空气样品中待测组分的浓度按!5"式计算

M,NOP*+ .)+++ !5"0000000000000000

式中1M22空气样品中待测组分的浓度#QRST74
N22样品管中组分的质量#QR4
P22空白管中组分的质量#QR4
*+22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3$

%&U 方法特性

%&U&( 检测下限1采样量为 )+3时#检测下限为 +&HQRST7$
%&U&> 线性范围1)+K$
%&U&L 精密度1根据待测物的不同#在吸附管上加入 )+QR的标准溶液#?VJ=W?X的相对标准差范围

为 +&DY至 5&ZY$
%&U&[ 准确度15+\]相 对 湿 度 为 H+Y的 条 件 下#在 吸 附 管 上 加 入 )+TRST7的 正 己 烷#?VJ=W?X]
?VJ=W _̂!H次测定的平均值"的总不确定度为 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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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室内空气中菌落总数检验方法

!$%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室内空气菌落总数测定&

!$’ 定义

撞击法"()*+,-(./)0-123#是采用撞击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采样4通过抽气动力作用4使空气通过

狭缝或小孔而产生高速气流4使悬浮在空气中的带菌粒子撞击到营养琼脂平板上4经 56789:1培养

后4计算出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细菌菌落数的采样测定方法&

!$; 仪器和设备

!$;$% 高压蒸汽灭菌器&
!$;$’ 干热灭菌器&
!$;$; 恒温培养箱&
!$;$< 冰箱&
!$;$= 平皿&
!$;$> 制备培养基用一般设备?量筒4三角烧瓶4*@计或精密 *@试纸等&
!$;$A 撞击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

采样器的基本要求?
"B#对空气中细菌捕获率达 CDE&
"F#操作简单4携带方便4性能稳定4便于消毒&

!$< 营养琼脂培养基

!$<$% 成分?
蛋白胨 FG/
牛肉浸膏 5/
氯化钠 D/
琼脂 BDHFG/
蒸馏水 BGGG)I

!$<$’ 制法 将上述各成分混合4加热溶解4校正*@至 6$94过滤分装4BFB74FG)(.高压灭菌&营养

琼脂平板的制备参照采样器使用说明&

!$= 操作步骤

!$=$% 选点要求见附录 J&将采样器消毒4按仪器使用 说 明 进 行 采 样&一 般 情 况 下 采 样 量 为 5GH
BDGK4应根据所用仪器性能和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程度4酌情增加或减少空气采样量&
!$=$’ 样品采完后4将带菌营养琼脂平板置 5LMB7恒温箱中4培养 9:14计数菌落数4并根据采样器

的流量和采样时间4换算成每立方米空气中的菌落数&以 ,NOP)5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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