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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甲醇汽车用滤清器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甲醇汽车专用甲醇滤清器的试验方法，以便使滤清器的实验室性能试验结果具有
可比性。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体积流量≤5L/min 的甲醇汽车专用的甲醇滤清器产品（以下简称滤清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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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923汽车柴油机燃油滤清器试验方法
GB/T 10125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7486液压过滤器 压降流量特性的评定
GB/T 23510 车用燃料甲醇
GB/T 338 工业用甲醇
GB/T 28950.1 道路车辆和内燃机 滤清器名词术语 第1部分：滤清器和滤清器部件定义
GB/T 28950.2 道路车辆和内燃机 滤清器名词术语 第2部分:滤清器及其部件性能指标定义
GB/T 35363汽车发动机柴油滤清器和汽油滤清器 滤清效率和纳污容量的测定方法 颗粒计数法
QC/T 772 汽车用柴油滤清器试验方法
QC/T 918 汽车用汽油滤清器试验方法
T/CAAMTB XXXX-XXXX 耐甲醇专用橡胶密封件 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ISO 16232道路车辆 元件和系统的清洁度（Road vehicles - Cleanliness of components and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3.1
原始过滤效率 initialfiltration efficiency
新的甲醇汽车专用甲醇滤清器，按规定试验方法规定的滤除特定试验灰尘的能力，用试验滤
清器滤除特定粒径颗粒的百分比表示。
3.2
额定体积流量 rated volume flow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由用户或制造商为某种甲醇汽车匹配而规定的甲醇滤清器体积流量的
名义值，以L/min表示。
1

3.3
原始阻力 initial restriction
新的滤清器，在额定体积流量时，滤清器的压力降值，以kPa表示。
3.4
容尘量 dust holdingcapacity
按规定程序进行试验，当滤清器进出口压力降增加到规定值时，被滤清器滤除的灰尘质量，
单位为g。
4

试验项目
甲醇汽车用滤清器试验项目有以下几项：
a)原始阻力试验；
b)原始过滤效率试验及容尘量试验；
c)清洁度试验；
d)滤芯结构完整性试验；
e)密封性试验；
f)静压强度试验；
g)耐液力脉冲疲劳试验；
h)耐振动疲劳性能试验；
i)滤芯耐高压降性能试验；
j)耐液体腐蚀性能试验；
k)耐盐雾腐蚀性能试验；
l)耐高低温性能试验；
m)滤芯端盖拉拔强度试验。

5

试验方法

5.1

原始阻力试验

5.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1。

2

1—带通气孔盖；2—贮油箱（ 最小容量10L）；3—吸油管；4—旁通阀；5—液力泵；6—驱动电机；7－滤
清器连接管（内径d与滤清器相应的进出口连接管内径相同，直管长度如图所示）；8—压力表（ 量程0kPa～160kPa，
精度0.4级）；9－压差计（ 量程0 kPa～160 kPa，精度0.4级）；10—被试滤清器；11—流量计（精度±2％）；
12—温度计（精度±1％）；13－控制阀；14－回油管；15－旁通管。

图1

5.1.2

原始阻力试验装置原理图

试验用油

采用水作为测试介质，试验时介质的温度为 25℃±5℃。
5.1.3

试验程序

(1) 测试前，先采用 1μm 精度的过滤器对测试介质进行过滤。
(2) 将被试滤清器总成连接在图 1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起动试验系统，使滤清器及管路系统充满
油，并排净其内部的空气，必要时可将滤清器倒转。
(3) 关闭控制阀（13），用旁通阀（4）将压力调节至 120kPa，调节压差计（9）的零点。
(4) 开启控制阀（13），使滤清器前压力表（8）的读数重新建立起来，并达到 120kPa。调节流
量，使流量计（11）的指示值达到规定值。
(5) 记录压差计（9）的读数，单位为千帕（kPa）。
5.1.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额定体积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b. 试验用介质；
c. 试验油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d. 滤清器连接管（7）的实际内径，单位为毫米（mm）；
e. 试验结果：原始阻力，单位为千帕（kPa）；
f.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g.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2

原始过滤效率试验及容尘量试验
3

5.2.1

原始过滤效率测试

在额定体积流量下，按 GB/T 35363 标准执行。颗粒计数器通道应包含下述粒径：4μm(c)、6
μm(c)和 14μm(c)。
5.2.2

容尘量测试

在额定体积流量下，按 GB/T 35363 标准执行：滤清器终止阻力 70kPa。
5.3
5.3.1

清洁度试验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 2。

1—油箱（最小容量 10L）；2—吸油管；3—液力泵；4—驱动电机；5、7—油管；6—被试滤清器；8—压力计(量
程 0kPa～160kPa，精度 0.4 级)；9—不锈钢滤膜过滤器；10—回油管；11—流量计(精度±2％)； 12—放气孔；

图2
5.3.2

清洁度试验装置原理图

试验用介质及测试温度

采用水作为测试介质，试验介质温度为 25℃±5℃。
5.3.3

试验程序

(1) 用镊子将一张 5μm 的滤膜放入称量瓶中，半开盖放入已升温 90℃±5 ℃的烘箱内，经 60min
烘干后取出，置于干燥箱中冷却 30min 后称重，精确到 0.1mg。
(2) 将试验介质用 0.8μm 的 X 型微孔滤膜过滤后加入试验油箱，过滤时通过滤膜的压差应不超
过 85 kPa，试验介质和油箱容量不少于 8L。
(3) 安装被试滤清器。
(4) 取出称量瓶中的微孔滤膜装于不锈钢滤膜过滤器（9）中。
(5) 以两倍的滤清器额定体积流量循环 60min。
(6) 将被试滤清器卸下，并将滤膜过滤器中的测试介质放净，然后揭开滤膜过滤器盖，用装于清
洁瓶中的清洁石油醚小心冲洗掉附在滤膜上面的测试介质。用平头镊子将微孔滤膜钳到经称
量的称量瓶中，使瓶盖半开，放入 90 ℃±5 ℃烘箱内烘 60min 取出，
并在干燥器中冷却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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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烘干冷却的带杂质滤膜的称量瓶放在天平上称量，读数精确到 0.1mg。按公式（1）计
算杂质质量，即质量清洁度。
W  G2  G1 ................................................................................(1)
式中：
W ——质量清洁度，单位为毫克（mg）；
G1 ——过滤前称量瓶与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G2 ——过滤后称量瓶与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5.3.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用介质；
b. 测试条件，包括测试流量（L/min）等；
c. 试验结果：质量清洁度，单位 mg；
d.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e.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4
5.4.1

滤芯结构完整性试验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 3。
5.4.2

试验介质及温度

采用水作为测试介质，试验时试验液温度应控制在 25 ℃±5 ℃。
5.4.3

试验程序

(1) 测试前，应观察测试用水是否清洁，如有必要先更换清洁的测试用水。
(2) 在被试滤芯（7）装到旋转轴上之前，应先将它浸入试验介质中，为保证滤芯完全浸透，浸
入时间不少于 3 分钟，然后取出沥干。
(3) 将被试滤芯安装到图 3 所示的气泡试验装置上，使滤芯的轴线与试验介质的液面平行。并浸
入测试介质箱（4）中。
(4) 将压力足够的气体充入滤芯内部，以排净连接管路内部的试验液体并对滤芯加压。调整滤芯
浸泡于液面下的深度，保证滤芯滤材的最高点距液面的距离为 12mm±3mm。
(5) 当压力稳定后，将滤芯绕其轴线方向缓慢地旋转，同时逐渐增加压力（至少要分 4 次进行适
当的增压，如每次 100Pa）。每增加一次气体压力时，滤芯至少要绕其轴线旋转一圈（360°），
同时观察有无气泡产生。重复增压直至被试滤芯冒出第一串气泡，测量并记录冒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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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缩空气气源；2— 压缩空气过滤器；3—减压阀； 4—油箱；5— 试验液体；6— 温度测量装置；7— 被
试滤芯；8— 压力测量装置。

图3
5.4.4

气泡试验装置原理图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件的简要说明，全新件还是已使用件，如为已使用件，应给出大致已使用时间，单
位为小时（h）；
b. 试验介质；
c. 试验油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d. 试验结果，单位为千帕（kPa）
；
e.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f.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5

密封性试验

5.5.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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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源；2－气源气滤器；3－调节阀；4－被试滤清器；5－水槽升降器；6－水槽；7－压力表（精度1.5
级）

图4
5.5.2

密封性检测装置原理图

试验介质及温度

试验介质为干燥、清洁的空气，试验在室温环境下进行。
5.5.3

试验程序

(1) 将被试滤清器安装到试验装置，入口端接气源，出口端接压力表。
(2) 升高水槽，将被试滤清器沉入水中。
(3) 调节压力调节阀 3，使压力表 7 指示值达到 600kPa 后，按下计时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各
密封面不允许冒气泡。
5.5.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件的简要说明，全新件还是已使用件，如为已使用件，应给出大致已使用时间，单
位为小时（h）；
b. 试验压力及保压时间；
c. 试验结果；
d.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e.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6

静压强度试验

5.6.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包括试验室用液压手动泵、高压管路、阀门、压力表（测量范围为0kPa～2000kPa
或更高），同时需加装透明防护罩。
5.6.2

试验介质及温度

采用水作为测试介质，试验时试验液温度应控制25℃±5℃。
5.6.3

试验程序

(1) 安装被试滤清器，连接应与整车的安装状况相同；
(2) 将液压手动泵与滤清器的进口相连接，并在滤座的出口接一出油阀，出油阀的出口应置于整
个系统的最高点；
(3) 操纵液压手动泵，将试验液泵入系统，直至看到有试验液从出油阀出口流出。此时表明所有
空气均已从系统中排出；
(4) 关闭出油阀，在试验观察人员与试验件之间装上防护罩；
(5) 逐渐升高油压到 100kPa，并保压 30s，在整个阶段检查试验件及所有管路是否存在渗漏或变
形现象；
(6) 打开出油阀，将油压降至零，30s 后检查试验件有无永久变形和其它缺陷。用手动方式旋转
试验件壳体用以确认该试验压力下未发生松动。
(7) 以每次 100kPa 的油压递增量，重复 d)～f),直至试验件最终破损或压力达到《甲醇汽车专
用甲醇滤清器技术条件》中定义最低指标值，并按规定时间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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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件的破损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或注明压力达到 最低指标值时仍未破损；
b. 破损的形式和位置；
c. 试验件的额定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d. 试验件的简要说明，全新件还是已使用件，如为已使用件，应给出大致已使用时间，单
位为小时（h）；
e.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f.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7

耐液力脉冲疲劳性能测试

5.7.1

测试设备和程序

按GB/T 5923的6.8执行。
5.7.2

测试参数

测试脉冲压力为900kPa±30kPa，进行液压脉冲疲劳循环75000次后，观察产品是否出现开裂、
变形、渗漏等现象。液力脉冲疲劳性能测试后，应进行5.5密封性试验。
5.7.3

试验报告

a. 试验件的脉冲测试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脉冲测试的总次数或者发生破损的次数；
b. 破损的形式和位置；
c. 试验件的额定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d. 试验件的简要说明，全新件还是已使用件，如为已使用件，应给出大致已使用时间，单
位为小时（h）；
e.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f.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8

耐振动疲劳性能试验

5.8.1

振动测试的参数

见表1 随机振动频谱
5.8.2

试验程序

(1) 按照下表（表 1）的执行，X、Y、Z 三个方向各进行 107 次振动测试。
(2) 如试验样品安装方式特殊,需配安装架时，应保持与整车装配方式一致。
(3) 振动疲劳测试后，观察产品是否出现开裂、变形、渗漏等现象，并进行 5.5 密封性试验。
表1
方向

随机振动频谱

X

频率（Hz）
2

5～8
-2

DSP(g /Hz) 3×10

9～14
-3

5×10

Y
15～28
-3

2.5×10

29～100 5～45
-3

1×10

-3

3×10

Z

45～100
-3

1.5×10

5～9

10～15
-3

8×10

-1

1.1×10

16～28
-3

4.5×10

29～55
-3

2×10

8

56～100
-4

5×10

5.8.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试验件的振动疲劳失效次数，或注明测试结束后，仍未破损；
b. 破损的形式和位置；
c. 试验件的简要说明，全新件还是已使用件，如为已使用件，应给出大致已使用时间，单
位为小时（h）；
d.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e.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9

滤芯耐高压降性能

5.9.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5。

1— 油箱，最小容量5L；2— 搅拌器；3—管路，最小内径12mm；4—流量计(0～800 L/min)；5— 压差计，
量程0～500 kPa；6— 被试滤清器；7— 齿轮式油泵，由无极变速电机驱动，流量可达(0～800) L/min，可使
表压达 2000 kPa。

图5
5.9.2

气泡试验装置原理图

试验用油及温度

采用符合GB 11122的20W-40柴油机油，试验时试验液温度应控制在 25 ℃± 5 ℃。
5.9.3

试验程序

(1) 用研碎的松香脂（P.V.resin）作试验杂质，其粒度分布为：
100%通过20目筛孔（850μm）；
85%通过80目筛孔（180μm）；
50%通过200目筛孔（75μm）。
(2) 按每升试验油含 100g 制备浓缩杂质油。将 5L 试验油注入油箱，然后启动油泵 7，调节流量
至被试滤清器的额定体积流量。启动搅拌器 2，每 5min 加入油箱 25mL 的浓缩杂质油。
(3) 绘制压差——时间曲线。如压差下降或压差增加速度明显降低，则表明滤芯已破损。
(4) 试验持续至滤芯失效或压差达到 200kPa。测试完成后，应解剖滤清器，分析并记录滤芯失
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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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滤清器的额定体积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b. 滤清器的简要说明：新的还是已使用过的，如为已使用的，给出大致使用时间，单位为
小时（h）；
c. 破损压差，单位为千帕（kPa）
；
d. 试验用油；
e.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f.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g.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10 耐液体腐蚀性能测试
5.10.1

试验用油及温度：

试验液体须符合GB/T 23510车用燃料甲醇要求，或其他由供需双方确认的车用燃料甲醇，测
试时液体温度控制在55±5℃。
5.10.2

试验程序

(1)
(2)
(3)
(4)
(5)
(6)

试验前应对过滤器的外观、滤芯完整性及密封性进行检测。
采用耐车用甲醇燃料腐蚀的容器，装有足量的甲醇燃料。
将被试过滤器完全放入试验容器中，使车用甲醇燃料完全浸泡被试滤清器。
将测试液体温度控制在 55±5℃，保温 240h 后，将被试滤清器取出。
试验后应对滤清器的外观、进行检测且被试滤清器应进行 5.5 密封性试验。
试验后应解剖滤清器，目测滤芯不允许出现脱胶、开裂等异常现象，并进行 5.4 滤芯结构完
整性试验。
(7) 试验后应检查橡胶件，观察橡胶件是否存在溶解、开裂等异常现象。橡胶件的体积变化率应
控制在 15%以内。
5.10.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滤清器的额定体积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b. 滤清器的简要说明：新的还是已使用过的，如为已使用的，给出大致使用时间，单位为
小时（h）；
c. 测试后滤清器的外观、密封性、滤芯结构完整性试验结果，以及橡胶件的外观检查结果；
d. 试验用油；
e.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f.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g.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11 耐中性盐雾性能试验测试
5.11.1

试验程序

(1) 按 GB/T 10125 中性盐雾试验方法执行。
(2) 试验周期为 200 小时，测试完成后应观察滤清器外观，并进行 5.5 密封性试验。
5.11.2

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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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测试的滤清器的外观，是否存在生锈、腐蚀等现象；
b. 滤清器的简要说明：新的还是已使用过的，如为已使用的，给出大致使用时间，单位为
小时（h）；
c. 测试后滤清器的外观、密封性试验结果；
d.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f.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12 耐高低温性能测试
5.12.1

试验程序

在试验前应对样件的外观及密封性能进行检测，将无包装试验样品，在“准备使用”状态下，
按其正常工作位置，或按双方约定的状态放入试验箱（室）的工作空间内。如试验样品安装方式
特殊,需配安装架时，样品架的热传导系数应尽可能低。将样件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检测，试验参
数如下：
(1) 测试的样件为全新样件，干式；
(2) 环境箱低温度-40℃，在此温度下保温 2h，将环境箱温度均匀升至 125℃，在此温度下保温
2h，再将环境箱温度降至-40℃，此为一个循环；
(3) 温度变化速率 不大于 5℃/min；
(4) 循环次数为 60 个循环；
(5) 如此往复，完成 60 个循环；
(6) 完成高低温性能测试后，滤清器在完成高低温测试后应进行 5.5 密封性试验；
(7) 试验后应解剖滤清器，目测滤芯不允许出现脱胶、开裂等异常现象，并进行 5.4 滤芯结构完
整性试验；
(8) 试验后应检查橡胶件，观察橡胶件是否存在溶解、开裂等异常现象。橡胶件的体积变化率应
控制在 15%以内。
5.12.2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滤清器的额定体积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b. 滤清器的简要说明：新的还是已使用过的，如为已使用的，给出大致使用时间，单位为
小时（h）；
c. 测试后滤清器的外观、密封性、滤芯结构完整性试验结果，以及橡胶件的外观检查结果；
d. 试验用油；
e.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f.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g.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5.13 滤芯端盖拉拔测试
5.13.1

试验程序

(1) 将滤芯上下端盖放入夹持器中，注意夹持器不能接触到滤纸（见图 6）。
(2) 将夹持器装入拉力试验机中，施加载荷并记录端盖脱落或破损的数值，加载速度小于
0.25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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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滤清器的简要说明：新的还是已使用过的，如为已使用的，给出大致使用时间，单位为
小时（h）；
b. 记录测试的加载速度、端盖脱落或者滤芯破损的数值；
c. 试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d. 试验单位、试验人员、试验日期；
e. 滤清器制造厂、产品名称及型号。

1.挂钩 2.端盖夹持器 3.滤芯

图6

滤芯拉测试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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