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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10901-2005《离心机 性能测试方法》。 

本标准与 GB/T 10901-2005 标准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术语和定义中“滤饼含液量”和“滤液含固量”的解释；（2005版3.3条、3.4条） 

——增加关于抽样的规定； 

——删除了关于启动时间的测试方法；（2005版5.2条） 

——修改关于主轴温度和液压油温的内容（2005版5.5条、5.6条）； 

——删除关于退料次数的测试（2005版5.10条）； 

——修改控制系统可靠性的检测内容（2005版5.15条）； 

——修改每小时循环次数的测试，改为单位时间循环次数（2005版5.17条）； 

——修改附录A 表A.1的部分内容（附录A）。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的标准的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GB/T 10901-1989， GB/T 109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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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机 性能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离心机性能的测试项目、方法、测试仪器和仪表等。 

本标准适用于分离或浓缩悬浮液、乳浊液及其他非均相的工业离心机(以下简称离心机)，不适用于

实验室分析用台式离心机。本标准也适用于分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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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74    过滤与分离 名词术语 

GB/T 10894   分离机械  噪声测试方法 

GB/T 10895   离心机 分离机 机械振动测试方法 

GB/T 28696   离心机 分离机转鼓平衡 检验规范 

JB/T 6418    分离机械 清洁度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7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产能力 filtrate flow rate；cake formation rate 

对过滤型离心机，在额定的工况下，滤饼含液量和滤液含固量指标符合有关规定时的滤饼或滤液在

单位时间内的排出量； 

对沉降式离心机，在额定的工况下，澄清液含固量和沉渣含液量指标符合有关规定时的澄清液或沉

渣在单位时间内的排出量。 

注：单位为m3/h或t/h。 

3.2  

处理能力 throuthput 

在满足分离要求的工况下，单位时间内能分离的悬浮液（或乳浊液）的体积或质量。 

注：单位为m3/h或t/h。 

4 一般要求 

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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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根据试验的目的不同，离心机生产厂家或检验部门可以对离心机进行空负荷试验和负荷运转试

验。前者主要用于机器出厂或指定检验项目，后者一般用于型式检验。 

4.1.2 离心机运转前应保证设备及附属装置安装完整和正确。离心机的负荷运转试验应按照有关标准

或技术文件规定的工况进行试验。 

4.1.3 试验离心机和电气设备应符合相关安全要求，并按相关技术文件的要求提供保护装置或措施。 

4.2 试验场地 

4.2.1 被测离心机应安装在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基础上或专门的试验台上。在进行振动测量和噪

声测量时，试验场地还应符合 GB/T 10894 和 GB/T 10895 的相关规定。 

4.2.2 试验离心机动力电源应符合设计要求规定的电压和频率。电压极限偏差应小于±5%，频率极限

偏差应小于±1%。 

4.3 测试仪器 

4.3.1 试验中用到的试验仪器、仪表和量具应经有关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仪器

仪表的量程应使测试值在该仪器仪表满量程的三分之一以上。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测试用仪器、仪表精度要求 

名称 用途 精度要求 

计时器 测量时间 0.1s 

测温仪器（接触式） 测量温度 0.1℃ 

容积测量器具 标定相对误差） 测容积 
1.5% 

流量计 标定相对误差） 测流量 

称重天平 
测质量 

万分之一 

电子秤 1/5000 

转矩转速测量仪 相对误差） 测轴功率 
±1% 

转矩转速传感器 相对误差） 测轴功率 

非接触式转速仪 测转速 ±0.5% 

三相电流表（钳形电流表） 测电流 2%±5位 

三相电度表 
测功耗 

1% 

功率计（瓦特计） ±1% 

噪声测量仪表 应符合 GB/T 10894 的规定 

振动测量仪表 应符合 GB/T 10895 的规定 

4.3.2 测试仪器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文件进行操作。 

4.4 文件检查 

试验前应核查离心机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a) 离心机转鼓、主轴强度计算报告； 

b) 主要零部件原材料质量证明书； 

c) 转鼓、主轴无损检测报告； 

d) 转鼓动平衡报告； 

e) 主要焊接件（转鼓）的晶间腐蚀报告； 

f) 电机、液压气动元件等外购零部件的质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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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方法 

5.1 起动时间 

测量离心机转鼓转速从零加速到额定转速的连续时间。 

5.2 起动电流 

采用钳形电流表在离心机主电机动力电路处测量离心机起动电流。测量离心机转鼓从零转速加速

到额定转速时间内的 大电流值（瞬时峰值除外）。 

5.3 转速 

采用非接触式转速仪测量离心机转鼓转速。测量点应在主轴上或于主轴刚性联接的零部件上。连续

测量三次，取其算术平均值。 

5.4 轴承温度 

离心机连续运转不少于2h后，采用接触式测温仪器测量轴承外圈温度。轴承温度测量点在轴承壳体

中心部位处，应直接测量轴承的外圈温度；不能直接测量轴承外圈温度时，可测量轴承加油孔或轴承座

外表面处的温度。测温仪器数值不再上升时，记录测量值。 

5.5 油温 

离心机连续运转不少于2h后，采用接触式测温仪器测量油箱内的温度，测点应在油泵入口处。测温

仪器数值不再上升时，记录测量值。 

5.6 振动烈度 

离心机的振动烈度按GB/T 10895给出的方法进行测量。 

5.7 噪声 

离心机的噪声声功率级和声压级按GB/T 10894给出的方法进行测量。 

5.8 制动时间 

采用计时器测量离心机转鼓从额定转速开始制动到零转速时的时间间隔。 

5.9 生产能力和处理能力 

5.9.1 滤饼采用称重法,悬浮液采用容积法或流量计法，方法如下： 

a) 称重法：使用电子秤直接称重离心机出料口过滤（分离）出的滤饼的质量，用于产出物为固体

的情况； 

b) 容积法：使用固定容积的容器盛放离心机处理出的滤液（澄清液），并测量装满该容器所需要

的时间，计算离心机的处理能力和生产能力； 

c) 流量计法：将流量计直接安装在离心机出料口，测量一定时间内的出液量。测量处理量时，应

保证进入流量计的液流是稳定的，流量计事先应标定。 

5.9.2 对于连续运转的离心机，根据额定装料量的大小，每次测量时间为 5min～30min；对于间歇操

作的离心机，测量 1 个循环至多个循环的出料量。测量 3次，取其算数平均值。 

5.10 滤饼（沉渣）含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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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取样位置和方法：在离心机滤饼出口间隔取滤饼样 3 份，每份不少于 50g。 

5.10.2 测量方法：3份滤饼试样经混合后用称重天平称重后放入烘箱内（烘干温度根据物料不同按

有关规定确定）。经 1.5h 烘干，用称重天平称重后，再放入烘箱继续烘干，每隔 0.5h 取出称重，直

至恒重（两次称重之差小于 2mg），然后按式（1）计算： 

1 100%…………………………………………（1） 

式中： 

——滤饼含液量； 

——试样烘干后质量，单位为毫克（mg）； 

——试样烘前质量，单位为毫克（mg）。 

5.10.3 不宜烘干的滤饼，可采用其它适宜的方法测量滤饼含液量。 

5.11 滤液（澄清液）含固量的测量 

5.11.1 取样位置和方法：在离心机滤液（澄清液）出口处间隔取滤液样三份，每份不少于 100ml； 

5.11.2 测量方法：3份滤液试样混合后取体积为 100ml 滤液用定性分析滤纸过滤，滤纸连同滤出的

固体放入烘箱内（烘干温度随物料不同按有关标准确定）。经 l.5h 烘干,用称重天平称重后再放入烘

箱中继续烘干，每隔 0.5h 取出称重，直至恒重（两次称重之差小于 2mg），然后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滤液含固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滤纸及固体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过滤前预烘干的滤纸质量，单位为毫克（mg）； 

——滤液体积，单位为升（L）。 

5.11.3 不宜烘干的滤液，可采用其它适宜的方法测量滤液含固量。 

5.12 能耗 

5.12.1 在主电动机（及油泵电动机）上测轴功率，并测出同一时间内的生产能力（或处理能力），

然后折算成功耗，用 kW•h/t 或 kW•h/m
3
表示。在不便于测量轴功率时，允许测量主电动机（及油泵电

动机）输入功 率，然后折算成功耗 kW•h/t 或 kW•h/m
3
。同一类别的离心机应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 

5.12.2 离心机功率按下列方法测量： 

a) 采用两瓦特计法、三瓦特计法或三相电度表法测量，其测量值为电动机输入功率； 

d)  采用转矩转速测量仪和转矩转速传感器测量离心机的输入扭矩和转速，计算轴功率。 

5.13 控制系统可靠性的检查 

5.13.1 离心机电气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的检查应按 GB/T 36522-2018 中第 10 章给出的各项功能逐项进

行。 

5.13.2 离心机在空负荷运转时，按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循环周期、循环次数运行后，检查所有的控

制装置完好情况。 

5.14 液压系统清洁度 

离心机液压系统的清洁度按照JB/T 6418的规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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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单位时间最大循环次数 

在设计规定的运行曲线和分离时间下，测定单位时间（一般采用1h）内机器周期循环次数。 

5.16 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见附录 A，给出了测试数据记录表格的模板，实际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增删项目，主要有： 

a) 基本情况记录表，见表 A1； 

b) 负荷试验时物料的物理特性和工况，见表 A2； 

c)  仪器仪表记录表，见表 A3； 

d)  性能试验记录表，见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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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记录内容 

A.1 基本情况记录表见表A.1: 

表A.1 基本情况记录表 

项目 记录 

受检单位名称  

受检产品名称  

受检产品型号  

受检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转鼓直径 mm  

转鼓转速 r/min  

受检产品出厂编号  

受检产品制造日期  

受检产品抽样日期  

受检产品抽样台数/产品库存数  

受检产品检测日期  

检测依据(标准)  

检测员  

审  核  

A.2 负荷试验时物料物理特性和工况记录表见表A.2: 

表A.2 负荷试验时物料物理特性和工况记录表 

项目 单位 有关规定值 检测值 备注 

物料名称     

PH值     

颗粒大小 μm    

颗粒分布 %    

悬浮液浓度 体积或重量 %    

粘度(厘泊) cp    

密度 g/cm3    

环境温度 
 

   

操作温度 
 

   

滤饼 或沉渣 含液量 体积或重量 %    

滤液 或澄清液 含固量 体积或重量 %    

生产能力或处理能力 m
3
/h 或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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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仪器仪表记录表见表A.3: 

表A.3 仪器仪表记录表 

仪器仪表名称 用途 型号规格 精度 附注 

     

     

     

A.4 性能试验记录表见表A.4: 

表A.4 性能试验记录表 

检测项目 单位 有关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附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