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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下达的《袋式除尘器 滤袋》（HJ/T327-2006）修订任务（中环

协（2017）225 号）。 

本项目由上海尚泰环保配件有限公司负责起草，东北大学滤料检测中心、江苏东方滤袋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天宇滤材有限公司、苏州耐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鸿盛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参编单位。 

2.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袋式除尘器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设备，滤袋是袋式除尘器对含尘气体实现气固分离和净化的

主要元件。滤袋是由合成纤维或玻璃纤维等滤料通过缝纫或热熔等工艺制成。由于技术和工艺的原因，

滤袋在气体净化过程中存在缝制泄漏而产生 3-5mg/m3 的粉尘排放。在实施 200-100mg/m3 排放标准的年

代，3-5mg/m3 的排放量不影响排放达标而可忽略不计。在实施 30-10 mg/m3排放标准的今天，3-5mg/m3

的滤袋泄漏量，已经成为袋式除尘技术实现超低排放标准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3-5mg/m3 的滤袋缝制泄漏不仅占 30-10mg/m3 排放量的 10-50%，成为影响达标排放的重要因素。而

泄漏的粉尘大多是 PM10、PM2.5 超细尘粒，对人类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制订滤袋标准，规范滤

袋产品的技术要求已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依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管理办法（修订稿）相关规定和《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09）、《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制定技术导则》（HJ2521-2012）的

要求编制本标准。 

在调查研究我国袋式除尘器行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实际应用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标准修订中

秉持充分吸收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需要，贯彻执行国家大气污染治理法规，兼顾产业链各利益端以及

行业生产、技术现状，统筹技术先进性和经济成本合理性的原则。 

3.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 

2018 年 2 月成立《袋式除尘器 滤袋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编制组，主编单位为上海尚泰环保配件有

限公司，参编单位为东北大学滤料检测中心、江苏东方滤袋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抚顺天宇滤材有限公司、苏州耐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鸿盛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资料收集和初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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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5 月，编制组查阅了近十年来袋式除尘领域的相关标准，并对《袋式除尘器 滤袋》

（HJ/T327-2006）标准文本进行分析，结合近年来袋式除尘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调查袋式除尘器行业

滤袋生产企业和用户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本标准的初稿。与此同时，编制组对国外同类标准进

行检索，未发现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此外，还收集了一些国外同业同类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以

及使用的信息，并进行了分析和借鉴。 

（3）开题论证与初稿审查 

2018 年 5 月中旬编制组形成《袋式除尘器 滤袋技术要求》初稿，并在 2018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袋

式除尘器滤料技术要求》等四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初稿审查会上进行汇报和专家审查。 

审查会对本标准初稿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如下： 

①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取消《除尘器术语》（GB/T 16845-2017）； 

② 取消分类，增加命名； 

③ 将滤袋缝制中玻璃纤维滤袋分为织造玻璃纤维滤袋和非织造玻璃纤维滤袋； 

④ 在检验规则中对检验项目和型式检验条件内容进行修改； 

⑤ 对相关条件的文字进行修改和删节。 

（4）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初稿审查会的专家意见，编制组对标准初稿进行多次修改。并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视频会

议针对标准中关于分类和命名、检验方法等内容进行重点讨论，会后充分吸纳专家意见和参编单位的意

见后，于 2020 年 7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4.相关标准概况 

1998 年制定的《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袋式除尘器 滤袋》（HCRJ015-1998）是袋式除

尘行业中唯一独立、专题的标准，并于 2006 修订为《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

（HJ/T327-2006）。该标准共 5 章：1.适用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技术要求、4.检验方法、5.检验

规则。其中第 3 章技术要求为该标准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要求、滤袋的缝制、缝制质量、滤袋破损

四部分内容。 

2009 年制订的《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GB/T6719-2009）共 15 章，其中第 8 章滤料分类与命名、

第 9 章滤料技术要求、第 10 章滤料检测方法、第 11 章滤袋、第 12 章滤料与滤袋的检验、第 13 章滤料

与滤袋的包装、标志、储存和运输。共有 6 个章节的内容涉及滤料和滤袋，但主要涉及滤料，仅第 11

章内容为滤袋，主要内容为：滤袋的分类、滤袋规格及偏差、缝制滤袋的技术要求，其中规定了滤袋的

缝线、缝线的材质、缝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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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标准涉及的滤袋技术要求基本相同，仅强调滤袋的尺寸和缝纫要求，而缝纫要求的重点是

缝纫的道数和针数，缝线强度。这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袋式除尘行业对滤袋产品的要求。 

尚未检索到国外同类产品的相关标准。 

5.产品现状调研 

（1）滤袋生产、应用现状 

目前我国的滤袋制造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a）滤料厂设有滤袋缝制车间；b）主机厂设有滤袋缝制

车间；c）专业的滤袋缝制企业。此类企业也有二种类型，一类是专业滤袋缝制企业，即购进滤料，制

成滤袋出售；另一类是袋式除尘器配件企业兼做滤袋，如生产脉冲阀、滤袋框架等配件的企业，也生产

滤袋。 

滤袋的用户主要有二大类；袋式、电袋除尘器主机制造厂配套使用和袋式除尘器用户更换损坏的滤

袋。随着袋式除尘器装机容量不断扩大，我国不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滤袋制造国，而且也成为除尘滤

袋的最大使用国。目前我国能够设计、制造全球除尘行业通用的滤料和滤袋，并有相当规模的滤袋制造

企业。同时，我国已拥有能够制造整套滤袋缝制生产线的专业企业，完全有能力为滤袋制造企业发展提

供装备支撑。 

 但是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法规日趋严格，实行超低排放的要求后，滤袋缝制针孔泄漏已经成

为制约产品达标，甚至影响到行业发展的瓶颈。 

（2）滤袋技术性能现状 

滤袋是用于气固分离的专用环保机械元件。在过滤和清灰的状态下承受着正反向气流冲刷，处于膨

胀和收缩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迎尘面上形成的尘饼，增加了滤袋的负重和压差。根据滤袋各部位所受的

冲击力，需要配置相应强度的缝线，采用不同的交叠方式和宽度，不同线迹及缝线与滤料边缘的距离。

但编制组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相关的滤袋缝制技术没有普及，标准要求没有明确，不少滤袋生产企业缺乏

专业培训，甚至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工艺文件和技术规范。因此滤袋的早期破损，使用寿命过短，特别是

缝纫造成的泄漏（见表 1），制约了袋式除尘行业的技术进步，影响袋式除尘技术实现 10mg/m3以下超

低排放的目标。 

                        表 1 滤袋缝制后的泄漏情况                    

生产企业 滤料（袋） 排放浓度（mg/m3） 

A 无缝线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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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缝线 0.91 

B 

无缝线 0.11 

有缝线（机） 0.11 

有缝线（手） 8.65 

C 

无缝线 0.27 

有缝线 62.7 

注：姚宇平等“袋式与电袋复合除尘器的粉尘排放影响因子研究”   

（3）滤袋产品发展预测 

目前袋式除尘器已广泛的应用于钢铁、有色、水泥、建材、化工、电力、粮食加工、垃圾焚烧等行

业。滤袋产品是核心元件，是在运行中易消耗的备件，市场用量十分庞大。通过规范滤袋产品的技术要

求和制造工艺，提高滤袋的过滤性能和使用寿命，必将促进袋式除尘行业的技术进步，扩大袋式除尘器

应用领域，为打胜“蓝天保卫战”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 

6.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袋式、电袋复合除尘器用滤袋的技术要求。并规定了袋式、电袋复合除尘器用滤袋的

术语和定义、命名、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等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了确保制作滤袋的原料要求，引用《袋式除尘器用滤料技术要求》（T/CAEPI 21）。为了满足在

必要时对滤料测试的需要，引用《纺织品卷装纱，单根纱线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CRE 法）》

（GB/T 3916）和《纺织品织造拉伸性能第一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GB/T 

3923.1）两项标准。为保证滤袋出厂时包装运输符合相关规定，引用《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191）。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制定了 20 条术语和定义。其中“外滤、内滤、防瘪环、框架、花板”引用国标《除尘器术语》

（GB/T16845-2017）。术语“按滤料分类的滤袋、迎尘面、胀圈”在相关标准中也有表述，但在本标准中

作了修改。其余术语：袋口、袋底、加强层，缝制配件、筒形卷接为本标准制订。 

本标准增加了术语和定义：（1）使本标准各条款叙述方便，内容表达恰当达意。（2）统一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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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和定义，便于生产企业与用户交流、沟通，并方便国内外同行技术交流。（3）统一专业词汇，

提高专业水平。（4）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应用滤袋缝制专用技术的内涵。 

（4）命名 

滤袋的命名由滤袋材质、克重、加工方法、特殊功能的代号和滤袋的迎尘面代号、外形尺寸二部分

组成。 

 

滤袋的材质、加工方法、特殊功能的代号和滤袋迎尘面代号及尺寸的表示，在附录 A 作了说明。 

（5）技术要求 

正如国内外学者指出：袋式除尘技术目前还不是一门工程学科，而是一项经验技术。至今尽管对粉

尘过滤机理的理论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将过滤分离作用的多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从理论上求得

解释，或建立数学模型，予以推导。这几乎是不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借助于现场测试、试验室模拟和工

程实践的总结。因此本标准中对滤袋的技术要求制订的依据是：一、根据袋式除尘器在长期应用中积累

的经验，特别是对常见故障的探索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二、寻找符合滤袋制造要求的相关设备，

特别是一些专用的缝纫机械。三、国外袋式除尘器应用较早，我国相对应用滞后，因此在制定滤袋技术

要求时，采用一些世界上成熟的、成功的、通用的经验和技术，特别是欧美和日本的一些要求。 

① 缝制方法 

滤料 
滤袋 

部分 

交叠 

方式 

交叠

尺寸

mm 

针距与线迹 

缝线与滤

料边缘距

离 mm 

理由和依据 

化
纤
类
滤
料 

袋身 交叠 ≥12 
筒形卷接缝制6.4 mm三针六

线双链缝，多线链式线迹。 

≥2 

针距6.4mm，三针六线双链缝。

有此标准缝纫机。 

针距 8-10mm 双针锁式缝。有

此标准缝纫机。 

链式线迹能适应滤袋在清灰

时的变形。 

锁式线迹在滤袋受力时即使

缝线断裂也能保证线迹不会

松开。 

袋口、

底 
  

8 mm～10 mm 双针锁式

缝，锁式线迹。重叠 1 次，

第 2 圈缝纫的终点应超过第

1 圈的起始点大于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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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料 
滤袋 

部分 

交叠 

方式 

交叠

尺寸

mm 

针距与线迹 

缝线与滤

料边缘距

离 mm 

理由和依据 

玻
纤
类 

织
造
滤
料 

筒形 

卷接 

双交

叠 
>15 

9.6 mm 三针六线双链缝，

多线链式线迹。 

≥3 

针距9.6mm，三针六线双链缝。

有此标准缝纫机。因玻璃纤维

抱合性能差，故需放宽针距。

链式缝为了适应滤袋清灰变

形的需要，因机织布为薄形滤

料，故需双交叠。 

袋口、

底 
  

8 mm～10 mm 双针锁式

缝，锁式线迹。重叠 1 次，

第 2 圈缝纫的终点应超过第

1 圈的起始点大于 10 mm。 

非
织
造
滤
料 

筒形 

卷接 
交叠 ≥20 

9.6 mm 三针六线双链缝，

多线链式线迹。 

≥5 

其方法上述相同，因针刺毡较

机织布厚，交叠方式为“交叠”。

本标准缝纫要求均采用日本、

美国滤袋缝纫相同技术要求。 袋口、

底 
  

8 mm～10 mm 双针锁式

缝，锁式线迹。重叠 1 次，

第 2 圈缝纫的终点应超过第

1 圈的起始点大于 10 mm。 

② 滤袋各部位缝线强度 

③ 圆滤袋半周长极限偏差值 

圆形滤袋的外形尺寸以外径和长度表示，外径偏差值采用半外周长表示，并规定其偏差值。 

滤袋规格 D，mm 偏差极限△A，mm 理由和依据 

120～180 
+3 

-0 

经计算滤袋直径偏差值在 2mm 以内。滤袋处于过

滤和清灰时的振幅范围内。 

200～230 
+4 

-0 

经计算滤袋直径偏差值在 3mm 以内。滤袋处于过

滤和清灰时的振幅范围内。 

250～300 
+5 

-0 

经计算滤袋直径偏差值在 4mm 以内。滤袋处于过

滤和清灰时的振幅范围内。 

④ 滤袋长度极限偏差值验证分析 

滤袋长度，mm 偏差极限，mm 理由和依据 

2000～4000 
+20 

-0 

长度极限偏差值在本表范围内，符合

滤袋在过滤收缩和清灰膨胀时的要

求，并能降低滤袋受力的影响。 
4001～6000 

+30 

-0 

6001～8000 
+40 

-0 

8001～10000 
+50 

-0 

⑤ 热熔滤袋防泄漏措施的验证分析 

措施 理由和依据 

热熔粘合 热熔能有效避免袋身出现针孔，并效率高，粘合牢固。但不是所有滤袋都可以采用，只有

热塑性纤维可采用热熔技术。 

滤袋部分 化纤类滤袋缝线强度 玻纤类滤袋缝线强度

N 

理由和依据 

袋  身 ≥27 ≥35 

根据滤袋各部位承受力决定相应的缝线强度。 
袋口、底 ≥35 ≥42 

防瘪环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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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膜 在滤袋针孔处，贴 PTFE 膜来封堵针孔，但有膜整体脱落和变形收缩的风险。 

涂胶 在滤袋针孔处涂胶，封堵针孔，但有涂胶腐蚀和使滤袋局部变硬的风险。 

（6）检验方法 

为保证滤袋产品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规定的内容，根据各项技术要求具体制定了检验方法，包括：

一般要求检验、缝纫检验、热熔粘合检验、滤袋结构检验、防泄漏措施检验、滤袋耐腐蚀处理的检验、

滤袋外径和长度偏差检验等内容。 

（7）检验规则 

在检验规则中，规定了检验分类及分类项目，出厂检验抽样及判定标准，型式检验及判定标准。 

（8）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对滤袋出厂及所用的包装、产品运输和储存制定具体要求。明确滤袋产品在出厂后至安装之

前的相关措施，以保证安装和使用的滤袋为合格产品。 

（9）附录 

附录是对标准正文的补充，其中附录 A 为滤料材质、滤料加工方法、滤料特殊功能和滤料迎尘面

的代号，附录 B 为内滤圆袋、外滤滤袋、异型袋、过滤面积的计算，附录 C 为滤袋筒形卷接、防瘪环

的缝制形式。 

7.标准水平评价 

（1）技术水平评价 

本标准与历次滤袋标准相比较，内容更加完善，规定更加明确，能够适应当前袋式除尘技术的发展

现状。产品的技术规范和检验方法已同国际接轨，因此本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应用前景分析 

经市场和应用实例的考察。本标准采用的相关技术要求属于成熟技术。如宝钢电厂为了降低排放将

3#机组四电场电收尘器改为全袋中压行喷脉冲袋式除尘器。2007 年立项，2009 年 6 月竣工投入运行，

运行过程中曾受到锅炉水冷爆管影响，滤袋经通风干燥后仍能正常使用。该工程至今正常稳定运行。 

国内相关滤料企业曾对实行超低排放下燃煤电厂滤袋防泄漏措施进行选择，确认了热熔、涂胶、贴

膜工艺的可靠性，缺陷和风险。 

徐州垃圾焚烧发电厂尾气净化工程的滤袋采用日本尤尼吉可生产的玻纤滤料制作，自 2009 年 7 月

投入运行。2012 年经业主检测没有异常情况，运行 8 年后更换。 

但是国内制袋企业水平高低不一，不少企业对滤袋缝制的技术要求缺乏正确认识。因此通过标准的

制订和实施有利于提高我国滤袋缝制水平，促进袋式除尘行业技术进步，为实现超低排放提供装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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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准实施建议 

（1）本标准实施后，建议依据本标准中的相关技术和性能指标要求，加强对滤袋的质量监督与检

验，对相关生产企业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以最大限度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2）建议动态跟踪标准实施情况，根据行业技术发展并结合国情定期对本标准进行补充、修订和

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