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01.140.20
A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

DA/T81—2019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Technicalspecificationsformonitoringofarchivalrepositoryairquality

2019-12-16发布 2020-05-01实施

国家档案局 发 布85



DA/T81—2019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方志华、荆秀昆、陈菲、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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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不仅是影响档案保存质量和保存寿命的重要因素,而且会对档案工作人员身体

健康产生影响。为提高档案库房管理水平,完善库房空气质量检测制度,促进档案部门了解和评价档案

库房空气质量状况,特制定本标准。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在对象(档案库房)、检测项目及范围、布点采样、安全因素等方面都不同于

其他环境的空气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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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档案库房,包括在用档案库房以及新建档案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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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6167 尘埃粒子计数器性能试验方法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1605 湿度测量方法

GB/T11742 居住区大气中硫化氢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14582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

GB/T16147 空气中氡浓度的闪烁瓶测量方法

GB/T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GB/T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27415 分析方法检出限和定量限的评估

GB/T27703—2011 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保存要求

GBZ/T160.33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硫化物

GBZ/T300.44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44部分:黄磷、磷化氢和磷酸

GBZ/T300.111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111部分: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和环氧氯丙烷

HJ504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HJ590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HJ618 环境空气 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JGJ25—2010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T309—2013 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

JJG846 粉尘浓度测量仪检定规程

JJF1190 尘埃粒子计数器校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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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档案库房 archivalrepository
收藏档案的专门用房。
[DA/T1—2000,定义8.5]

3.2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参数 archivalrepositoryairqualityparameter
档案库房空气中与档案保管和人体健康有关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放射性参数。
注:改写GB/T18883—2002,定义3.1。

3.3
瞬时采样 grabsampling
在很短的时间内,采集样品。

3.4
连续采样 continuoussampling
在全部操作过程或预定时间内,不间断地采样。

3.5
标准状态 normalstate
温度为273K,压力为101.325kPa时的干物质状态。
[GB/T18883—2002,定义3.4]

3.6
新风量 airchangeflow
在门窗关闭的状态下,单位时间内由空调系统通道、房间的缝隙进入室内的空气总量,单位为立方

米每小时(m3/h)。

3.7
空气交换率 airchangerate
单位时间(h)内由室外进入到室内空气的总量与该室室内空气总量之比,单位为每小时(h-1)。

3.8
可吸入颗粒物 inhalableparticles,PM10

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10μm的颗粒物。
[HJ618—2011,定义3.1]

3.9
细颗粒物 fineparticles,PM2.5

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2.5μm的颗粒物。
[HJ618—2011,定义3.2]

3.10
氡浓度 radonconcentration
实际测量的单位体积空气内氡的含量,单位为贝可每立方米(Bq/m3)。

3.1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organiccompounds,VOCs
沸点范围在50℃~100℃到240℃~260℃之间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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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volatileorganiccompounds,TVOC
利用TenaxGC或TenaxTA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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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8883—2002,定义3.3]

4 布点和采样

4.1 布点原则

采样点的数量根据所需检测的档案库房的面积大小和现场情况而确定,测量值应能真实反映该库

房的空气质量。原则上每个相对独立的库房应设1~3个点;面积超过100m2 时,应适当增加采样点。

4.2 布点方式

多点采样时应按对角线或梅花式均匀布点,应避开通风口,离墙壁距离应大于0.5m,离门窗距离

应大于1.0m。采样点高度一般距离地面高度1.0m~1.5m。有特殊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4.3 采样时间及频次

新建或经改造的档案库房,在正式使用前应进行检测,并应符合GB50325中Ⅱ类公共建筑工程的

要求。日常检测的采样时间及频次,应根据检测目的、待测物浓度水平及检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确定。
使用中的档案库房建议每年至少采样检测一次。

4.4 封闭时间

检测应在对外门窗关闭12h后进行。对于采用集中式空调系统或新风系统的库房环境,设备应正

常运转。有特殊要求的可根据现场情况及要求而定。

4.5 采样方法

4.5.1 瞬时采样

在满足待测污染物采样要求的条件下,迅速采集环境样品,检测值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档案库房空气

质量参数。若需要多次采样时,一般采样间隔时间为10min~15min,每个点位应至少采集3次样品,
每次的采样量大致相同。

4.5.2 连续采样

在满足待测污染物采样要求的条件下,用有动力的抽气装置,在预定的一段时间内连续采集待测环

境样品,检测值代表该时段内档案库房空气质量参数的平均值。

4.6 采样记录

采样时要对现场情况、采样日期、时间、地点、数量、布点方式、大气压力、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以及

采样人员等进行详细记录;每个样品上也要贴上标签,标明点位编号、采样日期和时间、测定项目等,字
迹应端正、清晰。采样记录随样品一同报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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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采样装置

4.7.1 空气采样器

由流量计、流量调节阀、稳流器、计时器及采样泵等装置组成。采样流量范围为0.10L/min~
1.00L/min,流量计应不低于2.5级。

4.7.2 玻璃注射器

适用于采集化学性质稳定、不与玻璃起化学反应且浓度较高的待测气体。

4.7.3 空气采样袋

适用于采集化学性质稳定、不与采样袋起化学反应的待测气体,如VOCs。使用带金属衬里的采样

袋可以延长样品的保存时间,也可使用聚四氟乙烯采样袋等。

4.7.4 冲击式吸收瓶

适用于采集气态物质。

4.7.5 多孔玻板吸收瓶

适用于采集气态或气态与气溶胶共存的物质。

4.7.6 固体吸附管

适用于采集能被吸附管内固体吸附剂吸附并方便解吸的气态物质。

4.7.7 滤膜

适用于采集挥发性低的气溶胶,如可吸入颗粒物等。常用的滤料有玻璃纤维滤膜、聚氯乙烯纤维滤

膜、微孔滤膜、聚四氟乙烯滤膜、石英滤膜等。

4.7.8 不锈钢采样罐

不锈钢采样罐的内壁经过抛光或硅烷化处理,用于档案库房空气中VOCs的采样。可根据采样要

求,选用不同容积的采样罐。使用前采样罐被抽成真空,采样时将采样罐放置于现场即可对空气进行瞬

时采样,送回实验室分析。

4.8 采样的质量控制

4.8.1 采样装置

采样装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并通过计量检定。使用前,应按仪器说明书对仪器进行

检验和标定。采样时采样装置(包括采样管)不能被阳光直接照射。

4.8.2 采样人员

采样人员必须通过岗前培训,切实掌握采样技术。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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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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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流量校准

采样前和采样后要用经检定合格的1级皂膜流量计在采样负载条件下校准采样系统的采样流量,
取两次校准的平均值作为采样流量的实际值。校准时的大气压与温度应和采样时相近。两次校准的误

差不得超过5%。

4.8.5 现场空白检验

在进行现场采样时,同一批应至少留有两个采样管不采样,并同其他样品管一样对待,作为采样过

程中的现场空白,采样结束后和其他采样吸收管一并送交实验室。样品分析时测定现场空白值,并与校

准曲线的零浓度值进行比较。若空白检验超过控制范围,则这批样品作废。

4.8.6 平行样检验

每批采样中平行样数量不得低于10%。每次平行采样,测定值之差与平均值比较的相对偏差不得

超过20%。

4.8.7 采样体积校正

在计算浓度时应将采样体积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见式(1):

V0 =V·T0

T
·P
P0

……………………(1)

  式中:

V0 ———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V ———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T0———标准状态的温度,T0=273.15K;

T ———采样时采样点现场的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P ———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P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P0=101.3kPa。

5 样品的运输与保存

样品由专人运送,按采样记录清点样品,防止错漏,为防止运输中采样管震动破损,装箱时可用泡沫

塑料等分隔。样品因物理、化学等因素的影响,使组分和含量可能发生变化,应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进
行有效处理和防护。样品运抵后要与接收人员交接并登记。检测样品要标注保存期限,并在保质期内

完成检测。超过保存期限的样品,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

6 检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6.1 检测项目

6.1.1 检测项目的确定依据

6.1.1.1 选择相关档案文献保存标准中要求控制的检测项目。

6.1.1.2 选择会加速档案载体材料劣化的检测项目。

6.1.1.3 选择档案库房新建或改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档案保存有害的物质。

6.1.1.4 选择杀灭有害生物(如灭菌、杀虫)等情况可能产生的对档案保存有害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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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选择空调系统污染可能对档案保存有影响的和对档案保存有害的物质。

6.1.1.6 选择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要求控制的且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检测项目。

6.1.1.7 所选检测项目应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行业推荐的分析方法。

6.1.2 检测项目内容

6.1.2.1 检测项目内容见表1。

表1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项目

应测项目 选测项目

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空气流速、新风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氨、氡
(222Rn)、甲醛、乙酸、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颗粒物(包括PM10和PM2.5)、菌落总

数等

苯、甲苯、二甲苯;

对二氯苯、萘;

环氧乙烷、硫酰氟、磷化氢;

硫化氢、羰基硫、氯化氢等

6.1.2.2 进行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应首先检测并记录档案库房的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速和大

气压。

6.1.2.3 档案库房新添、改造或检修通风设备或空调设备后,应测定空气流速和新风量并至少连续记

录24h设备调控环境的温、湿度波动情况,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1h。

6.1.2.4 新建和改造的档案库房应符合GB50325中Ⅱ类公共建筑工程的要求,测定甲醛、乙酸、氨、
氡、TVOC、颗粒物等。

6.1.2.5 档案库房应测定菌落总数,包括细菌和霉菌。

6.1.2.6 具有集中式空调系统或使用空气净化设备的档案库房应检测臭氧和颗粒物。

6.1.2.7 放射性背景浓度较高地区的档案库房应定期检测空气中氡的浓度。

6.1.2.8 对于存放银盐照片或银盐胶片的档案库房建议测定空气中的硫化氢。

6.1.2.9 进行熏蒸处理的档案入库后,建议检测库房空气中相应熏蒸剂的残留。

6.2 分析方法

6.2.1 选择分析方法的原则

6.2.1.1 首先选用相关评价标准中指定的分析方法。

6.2.1.2 在没有指定方法时,应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分析方法,也可采用行业推荐方法。

6.2.1.3 在某些项目的检测中,也可采用其他等效分析方法,或由权威的技术机构制定的方法,但应经

过验证合格,其检出限、准确度和精密度应能达到本标准的质控要求。

6.2.1.4 选择的分析方法应符合档案保管单位的相关安全规定和库房管理规定。

6.2.2 分析方法内容

6.2.2.1 档案库房空气各项物理参数的推荐检测分析方法见表2。

表2 档案库房空气各项物理参数的检测分析方法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来源

物理参数
1 温度

(1)玻璃液体温度计法

(2)数字式温度计法

GB/T18204.1;

附录A.1

2 相对湿度 (1)通风干湿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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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来源

物理参数

2 相对湿度
(2)氯化锂湿度计法

(3)电阻电容式数字湿度计法

GB/T18204.1;

GB/T11605;

附录A.2

3 空气流速
(1)热球式电风速仪法

(2)数字式风速表法

GB/T18204.1;

附录A.3

4 大气压力 空盒气压计法 GB/T18204.1

5 新风量 示踪气体浓度衰减法
GB/T18204.1;

附录A.4

6.2.2.2 档案库房空气中外源性污染物的推荐检测分析方法见表3。

表3 档案库房空气中外源性污染物的检测分析方法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来源

外源性污染物

1
二氧化硫

(SO2)

(1)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2)紫外荧光法

(1)HJ482;

GB/T16128
(2)HJ/T167;

附录B.1

2
二氧化氮

(NO2)

(1)改进的Saltzman法

(2)化学发光法

(1)GB/T12372;

GB/T15435;
(2)HJ/T167;

附录B.2

3
臭氧

(O3)

(1)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2)紫外光度法

(3)化学发光法

(1)HJ504
(2)HJ590
(3)HJ/T167;

附录B.3

4 硫化氢(H2S)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11742

5 颗粒物

(1)撞击式—称量法

(2)光散射法

(1)HJ93,HJ618
(2)GB/T18204.2;

附录B.4

6.2.2.3 档案库房空气中内源性污染物的推荐检测分析方法见表4。

表4 档案库房空气中内源性污染物的检测分析方法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来源

内源性污染物

1
甲醛

(HCHO)

(1)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2)电化学传感器法

(1)GB/T18204.2
(2)GB50325;

附录C.1

2
氨

(NH3)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T18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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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来源

内源性污染物

3
乙酸

(CH3COOH)
离子色谱法 附录C.2

4

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VOCs)

(1)管采样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2)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3)光离子化总量直接检测法

(1)HJ644
(2)HJ759
(3)附录C.3

5 菌落总数 撞击式采样法 附录C.4

6 氡(222Rn)

(1)闪烁瓶测量方法

(2)径迹蚀刻法

活性炭盒法

双滤膜法

气球法

(3)半导体探测器法

(1)GB/T16147
(2)GB/T14582

(3)附录C.5

6.2.2.4 档案库房空气中残留熏蒸剂的推荐检测分析方法见表5。

表5 档案库房空气中残留熏蒸剂的检测分析方法

参数类别 序号 参数 检测方法

熏蒸剂

1
磷化氢

(磷化铝)
GBZ/T300.44

2 环氧乙烷 GBZ/T300.111

3 硫酰氟 GBZ/T160.33

6.2.2.5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参考标准见表6。

表6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参考标准

参数类别 序号 参 数 范围或限值 来源

物理参数

1 温度 14℃~24℃(纸质档案库) JGJ25—2010

2 相对湿度 45%~60% (纸质档案库) JGJ25—2010

3 空气流速 0.3m/s(空调出风口) GB/T27703—2011

4 大气压力 记录实测值

5 新风量 30m3/(h·人) GB/T18883—2002

外源性污染物

6 二氧化硫(SO2) 0.01mg/m3 GB/T27703—2011

7 二氧化氮(NO2) 0.01mg/m3 GB/T27703—2011

8 臭氧(O3) 0.01mg/m3 GB/T27703—2011

9 硫化氢(H2S) 不得检出

10 颗粒物
PM10 0.15mg/m3

PM2.5 75μg/m3
GB/T27703—2011
JGJ/T309—2013

86



DA/T81—2019
 

表6(续)

参数类别 序号 参 数 范围或限值 来源

内源性污染物

11 甲醛(HCHO) 0.10mg/m3 GB/T18883—2002

12 氨(NH3) 0.20mg/m3 GB/T18883—2002

13 乙酸(CH3COOH) 0.15mg/m3 GB/T27703—2011

14
总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TVOC)
0.06mg/m3 GB/T27703—2011

15 菌落总数 2500cfu/m3 GB/T18883—2002

16 氡(222Rn) 400Bq/m3 GB/T18883—2002

熏蒸剂

17 磷化氢(磷化铝) 不得检出

18 环氧乙烷 不得检出

19 硫酰氟 不得检出

  注:温度和相对湿度参数为范围要求;其他参数除新风量限值为≥外,其余污染物浓度限值均为≤。

7 检测数据处理和报告

7.1 检测数据处理

7.1.1 检测数据的记录与归档

7.1.1.1 检测采样、样品运输、样品保存、样品交接和实验室分析的原始记录是检测工作的重要凭证,
应在记录表格或专用记录本上按规定格式,对各栏目认真填写。

7.1.1.2 各种原始记录应做到字迹端正、清晰。如原始记录上数据有误而要改正时,应将错误的数据

划两道横线;如需改正的数据成片,应以框线将这些数据框起,并注明“作废”两字。再在错误数据的上

方写上正确的数据,并在右下方签名(或盖章)。不得在原始记录上涂改。

7.1.1.3 各项记录必须现场填写,不得事后补写。

7.1.1.4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销毁,应按期归档保存,涉及同一检测报告的原始记录应一并归档。

7.1.2 原始记录有效数字保留位数

原始记录有效数字保留位数见表7。

表7 原始记录有效数字保留位数

项目 有效数字保留位数 单位

温度 小数点后一位 ℃

相对湿度 小数点后一位 %

大气压力 小数点后一位 kPa

空气流速 小数点后一位 m/s

新风量 小数点后一位 m3/h

气体采样泵流量 小数点后两位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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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项目 有效数字保留位数 单位

颗粒物采样泵流量 整数 L/min

采样时间 整数 min

采样体积换算标准状态体积 小数点后一位 L

二氧化碳浓度以体积分数表示 整数 10-6

甲醛浓度以体积分数表示 小数点后两位 10-6

VOCs浓度以体积分数表示 整数 10-9

PM10 小数点后两位 mg/m3

PM2.5 整数 μg/m3

尘埃粒子数 整数 CNT

分光光度法测定吸光度值 小数点后三位 吸光度

7.1.3 校准曲线回归处理与有效数字

7.1.3.1 用具有回归统计功能的计算器进行计算时,把原始数据输入则可直接显示相关系数r、斜率

a、截距b,从而求得一元回归方程:

y=ax+b
  回归时应扣除空白值。不扣除空白值,直接回归的曲线,可用来计算空白值的浓度。

7.1.3.2 r取小数点后全部9(但最多取小数点后四位)与第一位非9的修约数字。

7.1.3.3 a的有效数字位数,应与自变量x的有效数字位数相等,或最多比x多保留一位。b的最后

一位数,则和因变量y的最后一位数取齐,或最多比y多一位。

7.1.4 检测结果的统计处理

7.1.4.1 检测数据的统计

主要进行平均值、超标率及超标倍数三项统计计算。参加统计计算的检测数据必须是按照本标准

要求所获得的检测数据。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所得到的数据不得填报,也不参加统计计算。档案库房空

气物理参数的检测结果不进行上述统计处理。

7.1.4.2 平均值的计算

7.1.4.2.1 单个项目单一测点检测数据平均值的计算

单一测点检测数据平均值的计算公式见式(2):

Cj = 1n∑
n

i=1
Cij …………………………(2)

  式中:

Cj———j检测点的平均值;

n ———检测数据的数目;

Cij———j检测点上第i个检测数据。
如样品浓度低于分析方法最低检出限,则该检测数据以1/2最低检出限的数值参加平均值统计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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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2.2 单个项目多个测点检测数据平均值的计算

多个测点检测数据平均值的计算公式见式(3):

C= 1m∑
m

j=1
Cj …………………………(3)

式中:

C———多个检测点检测数据的平均值;
m———检测点的数目;

Cj———j检测点的平均值。

7.1.5 检测数据的数字修约及计算规则

7.1.5.1 数字修约

数字修约按GB/T8170—2008的规定进行。

7.1.5.2 计算规则

7.1.5.2.1 加减运算时,得数经修约后,小数点后面有效数字的位数应和参加运算的数中小数点后面

有效数字位数最少者相同。

7.1.5.2.2 乘除运算时,得数经修约后,其有效数字位数应和参加运算的数中有效数字位数最少者

相同。

7.1.5.2.3 进行对数计算时,对数的有效数字位数和真数相同。

7.1.5.2.4 进行平方、立方或开方运算时,计算结果有效数字的位数和原数相同。

7.1.5.2.5 计算中,常数π、e和 2、1/3等有效数字位数是无限的,根据需要取有效数字的位数。
7.1.5.2.6 来自一个正态总体的一组数据(多于4个),其平均值的有效数字位数可比原数增加一位。

7.1.5.2.7 表示分析结果精密度的数据一般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只有当测定次数很多时才能取两位,
且最多只能取两位。

7.1.5.2.8 分析结果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位数不能超过方法最低检出浓度的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

位数。

7.2 检测结果评价与报告

7.2.1 检测结果的评价

检测结果以平均值表示,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指标平均值符合标准值要求时,为达标;
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标准要求时,为不达标。并应对单个项目是否达标进行评价。

7.2.2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被检测方或委托方、检测地点、检测项目、检测时间、检测仪器、检测依

据、检测结果及检验人员、报告编写人员、审核人员、审批人员签名等。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

用章,并要加盖骑缝章。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1 检测人员的基本要求

8.1.1 凡从事档案库房空气质量检测的工作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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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正确熟练地掌握环境检测中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熟知有关环境检测管理的法规、标准和

规定;学习和了解国内外环境检测新技术、新方法。

8.1.3 检测人员对于所获得的检测数据资料应及时整理归档,认真填写各种检测表格,字迹工整。严

禁弄虚作假,擅自涂改、伪造数据资料。

8.1.4 要定期对所用仪器、仪表及各种检测用具进行检查、校准和维护。能正确和熟练掌握仪器设备

的操作和使用,能迅速判断故障并能及时排除故障。

8.2 采样的质量控制

见4.8。

8.3 现场检测的质量控制

8.3.1 人员要求

见8.1。

8.3.2 仪器校准

仪器必须按规定做好周期计量检定或校准工作。仪器使用前要进行零点校准及跨度校准,使用前

后都要进行性能检查。

8.3.3 填写现场检测记录

现场检测人员要认真填写现场检测记录并签名,现场质控人员审核现场检测的过程和核验检测记

录合格后签名。

8.3.4 日常检查和维护

现场检测仪器要做好日常检查和维护,保证检测仪器处于良好的状态。

8.4 实验室样品分析质量控制

8.4.1 分析方法的选择

所用检测方法优先选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检测分析方法。分析人员首次使用的方法,应进

行质量控制实验,以考察方法的适用性和分析人员操作水平。分析方法检出限和定量限的评估按照

GB/T27415的规定进行。

8.4.2 标准溶液

标准溶液的配置、使用、储存及检验按照GB/T601和GB/T602的规定进行。实验室用水满足

GB/T6682的要求。

8.5 全程序空白值的检查

全程序空白值是指测定某物质时,除样品中不含该测定物质外,整个分析过程的全部因素引起的测

定信号值或相应浓度值。每次测定2个平行样,连测5d,计算10次所测结果的批内标准偏差Swb,见

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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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b =
∑
m

i=1
∑
n

j=1
Xij

2-1n∑
m

i=1

(∑
n

j=1
Xij)2

m(n-1)
…………………………(4)

式中:

Swb———空白试验批内标准偏差;

m ———测定天数;

n ———每天测定平行样数;

Xij———每天所包含的每个空白测定值。

检出限按式(5)计算:

L=2 2tαfSwb …………………………(5)

式中:

L———方法检出限;

tαf———显著性水平α,自由度为f时的t分布临界值。这里m=5,n=2,f=m(n-1),α=0.05(单
侧),查得tαf=2.015,因此L≈5.70Swb。

若所得检出限大于方法规定检出限,表明空白值不合格,应查找原因改进,否则影响样品测定的准

确度和精密度,即检测质量不合格。

8.6 校准曲线

绘制校准曲线时,至少要有6个浓度点(包括零浓度),在接近线性范围上限和下限的点,每个点应

做平行测定。校准曲线回归的相关系数r大于0.999者为合格校准曲线,回归方程截距b小于0.005
为合格,若b大于0.005时,当取95%的置信水平,将截距b与0作t检验,无显著性差异时,b=0,可用

回归方程计算浓度;当截距b与0有显著性差异时,应找出原因并予以纠正后,重新绘制并经检验合格

方可使用。

当分析方法要求每次测定需同时绘制校准曲线时,应按方法规定执行;若校准曲线斜率较为稳定,

可定期检查其是否可继续使用,检验方法是测定两个校准点(以测定上限浓度0.3倍和0.6倍两点为

宜),当此两点与原曲线相应点的相对偏差小于5%(最多10%)时原曲线可以继续使用,否则需重新

绘制。

8.7 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

8.7.1 精密度

每次检测时,必须在现场加采不少于10%的密码平行样,与样品同时测定,平行样相对偏差应符合

要求(相对偏差不大于方法规定值的两倍为合格),平行测定合格率≥95%方为合格。若不足95%,则
应重测不合格的平行双样,应增测10%~15%的密码平行样,如此累进直至合格率≥95%为止。

8.7.2 准确度

在样品检测同时必须做标准样品测定。标准样品测定值应在控制范围内。

8.8 检测报告的审核

严格执行原始数据及检测报告的审核制度。审核范围:采样原始记录、分析原始记录、检测报告。
审核内容包括检测方法、数据计算过程、质控措施、计量单位、报告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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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测安全

档案库房空气质量现场检测时应遵守档案保存单位的各项安全制度,规范操作,保持检测现场

整洁。
实验室分析时安全操作,加强化学药品的管理。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检测安全制度并严格

执行和定期检查,保证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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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档案库房空气物理参数的测量

A.1 温度

档案库房温度是指库房内环境空气的温度,单位以摄氏度(℃)表示。可以使用玻璃温度计、数字式

(包括热电偶、热电阻、半导体式)温度计测定库房内温度,也可以使用干湿球湿度计、数字式湿度计和风

速计所附的温度计。要求温度计测试范围应在-10℃~50℃,准确度为±0.3℃。

A.2 相对湿度

湿度是指空气中水分的含量。有两种表示方法:
a) 绝对湿度: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水汽的质量;
b) 相对湿度(RH):空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一温度条件下饱和水气压之比值,单位用%表示。
湿度一般用相对湿度表示。相对湿度可以使用干湿球温度计、氯化锂露点式湿度计、电容式数字湿

度计测定,要求湿度计测试范围应在12%~99%,准确度为±3%。

A.3 空气流速

室内外温差、压差、人工通风、空调等都可引起空气流动,同室外气流一样对污染物有稀释和扩散作

用。档案库房内的空气流速可用热球式电风速计和热线式电风速计测量,要求风速计测试范围应在

0.01m/s~20m/s,准确度为±5%。

A.4 新风量

A.4.1 原理

本标准采用示踪气体浓度衰减法。在待测档案库房内通入适量示踪气体,由于库内、外空气交换,
示踪气体的浓度呈指数衰减,根据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值,计算出档案库房内的新风量。

A.4.2 仪器和材料

所需仪器和材料如下:
———二氧化碳非分散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测量范围:0~0.5%;0~1.5%两档。最低检出浓度为

0.01%。
———尺、摇摆电扇。
———示踪气体:二 氧 化 碳。二 氧 化 碳 室 内 最 高 容 许 浓 度 9000 mg/m3;环 境 本 底 水 平 约

600mg/m3。

A.4.3 测定步骤

A.4.3.1 库内空气总量的测定

A.4.3.1.1 用尺测量并计算出库内容积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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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2 用尺测量并计算出库内物品(档案柜及档案装具等)总体积V2。

A.4.3.1.3 计算库内空气容积,见式(A.1):

V=V1-V2 …………………………(A.1)
式中:

V ———库内空气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1———库内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2———库内物品总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4.3.2 测定的准备工作

A.4.3.2.1 按仪器使用说明校正仪器,校正后待用。

A.4.3.2.2 打开电源,确认电池电压正常。

A.4.3.2.3 归零调整及感应确认,归零工作需要在清净的环境中调整,调整后即可进行采样测定。

A.4.3.3 采样与测定

A.4.3.3.1 关闭门窗,在室内首先测量示踪气体本底浓度,通入适量的示踪气体后,将气源移至室外,
同时用摇摆电扇搅动空气3min~5min,使示踪气体分布均匀,再按对角线或梅花状布点采集空气样

品,同时在现场测定并记录。

A.4.3.3.2 计算空气交换率:用平均法或回归方程法,具体如下:
———平均法:当浓度均匀时采样,测定开始时示踪气体的浓度c0,15min或30min时再采样,测定

最终示踪气体浓度ct(t时间的浓度),前后浓度自然对数差除以测定时间,即为平均空气交

换率。
———回归方程法:当浓度均匀时,在30min内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测量示踪气体浓度,测量频次不少

于5次。以浓度的自然对数对应的时间作图。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计算。回归方程式中的

斜率即为空气交换率。

A.4.4 结果计算

A.4.4.1 平均法计算平均空气交换率,见式(A.2):

A=[lnc0-lnct]/t …………………………(A.2)
式中:

A———平均空气交换率,单位为每小时(h-1);

c0———测量开始时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t ———时间为t时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t ———测定时间,单位为小时(h)。

A.4.4.2 回归方程法计算空气交换率,见式(A.3):

lnct=lnc0-At …………………………(A.3)
式中:

ct———t时间的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A———空气交换率,单位为每小时(h-1);

c0———测量开始时示踪气体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t ———测定时间,单位为小时(h)。

67



DA/T81—2019
 

A.4.4.3 新风量的计算,见式(A.4):

Q=AV …………………………(A.4)
式中:

Q———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A———空气交换率,单位为每小时(h-1);

V ———室内空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注:若示踪气体环境本底浓度不为0时,则公式中的ct、c0 需减本底浓度后再取自然对数进行计算,二氧化碳的环

境本底水平约600mg/m3,以现场实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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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档案库房空气中外源性污染物的检测

B.1 档案库房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检测———紫外荧光法

B.1.1 原理

由光源发射出的紫外光通过光源滤光片进入反应室。空气中SO2 分子抽入仪器的反应室,吸收紫

外光生成激发态的SO2*,当它回到基态时,放射出荧光紫外线,其放射荧光强度与SO2 浓度成正比。
通过第二个滤光片,用光电倍增管接受荧光紫外线,并转化为电信号经过放大器输出,即可测量SO2
浓度。

B.1.2 最低检出浓度

本法最低检出浓度为0.006mg/m3(两倍噪声)。

B.1.3 仪器和设备

紫外荧光法二氧化硫分析仪,仪器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测量范围:0~1.5mg/m3;
———响应时间:≤5min;
———2h零点漂移:≤±0.015mg/m3;
———24h80%跨度漂移:≤±0.03mg/m3;
———80%跨度精密度:≤±0.03mg/m3;
———噪音:≤0.003mg/m3。

B.1.4 试剂和材料

活性炭:粒状。

B.1.5 采样和样品保存

空气样品以仪器要求的流量通过聚四氟乙烯管,抽入仪器。记录测定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

B.1.6 分析步骤

按仪器说明书要求操作。

B.1.7 计算

B.1.7.1 直接读取二氧化硫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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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2 根据测定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将测定浓度值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浓度。101.325kPa,

273.15K(0℃)下,1×10-9(体积分数)=2.6μg/m3。

B.1.8 说明

B.1.8.1 干扰及排除:空气中存在的O3、H2S、CO、CO2、NO2、CH4 等不干扰测定。NO等效干扰比为

0.5%。由于空气中存在1% H2O(体积比)时,可使SO2 浓度信号降低20%。所以仪器要求有除湿装

置,仪器装有渗透式干燥器,几乎可以排除水分的影响。去烃器的作用是排除某些烃类化合物对荧光测

定的干扰。

B.1.8.2 渗透式干燥器脱水的原理:利用半透膜内外水分压差,使样品中的水分子通过薄膜渗透到膜

外部真空系统,被抽走。二氧化硫则留在膜内气路中,进入反应室。使用阻力毛细管和与抽气泵相连的

真空调节器,可产生渗透式干燥器工作所要求的系统压力差。这种渗透式干燥器的优点是可长期使用。

B.2 档案库房空气中二氧化氮的检测———化学发光法

B.2.1 原理

被测空气连续被抽入仪器,氧化氮(NOx)经过NO2-NO转化器后,以一氧化氮(NO)的形式进入反

应室,与臭氧反应产生激发态的NO*,当NO*回到基态时放出光子(hγ)。光子通过滤光片,被光电倍

增管接受并转变为电流,测量放大后的电流。电流大小与NO浓度成正比例。仪器中另一气路,直接进

入反应室,测得NO量,则NO2=NOx-NO。

B.2.2 最低检出浓度

本方法最低检出浓度为0.004mg/m3。

B.2.3 仪器和设备

二氧化氮分析仪,仪器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测量范围:0~1mg/m3;
———2h零点漂移:≤±0.01mg/m3;
———24h80% 跨度漂移:≤±0.02mg/m3;
———80%跨度精密度:≤±0.02mg/m3;
———噪音:≤0.002mg/m3;
———钼转换器效率:>98%。

B.2.4 试剂和材料

所需试剂和材料如下:
———活性炭:100目~120目,装在过滤器中;
———干燥剂:分子筛和硅胶,装在过滤器中;
———标准气源:NO标准气体装在铝合金钢瓶中,浓度6.7mg/m3~13.4mg/m3,用重量法标定,

不确定度2%。或用二氧化氮渗透管,渗透率为0.1μg/min~2.0μg/min,不确定度为2%。

B.2.5 采样和样品保存

空气样品通过聚四氟乙烯管以lL/min的流量被抽入仪器。记录测量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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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分析步骤

按仪器说明书要求操作。

B.2.7 计算

B.2.7.1 在仪器上读取二氧化氮浓度(NO2=NOx-NO)。

B.2.7.2 根据测量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将测定浓度值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浓度。101.325kPa,

273.15K(0℃)下,1×10-9(体积分数)=1.9μg/m3。

B.3 档案库房空气中臭氧的检测———化学发光法

B.3.1 原理

臭氧分析器是根据臭氧和乙烯气相发光反应的原理制成的。样气被连续抽进仪器的反应室与乙烯

反应产生激发态的甲醛(HCHO*)。当HCHO*回到基态时,放出光子(hγ)。反应式如下:

2O3+2C2H4→4HCHO*+O2
HCHO*→HCHO+hγ

发射300nm~600nm的连续光谱,峰值波长为435nm。所发光的强度与臭氧浓度呈线性关系,从
而测得臭氧浓度。

B.3.2 最低检出浓度

本法最低检出浓度为0.005mg/m3。

B.3.3 仪器和设备

B.3.3.1 臭氧分析仪

仪器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测量范围:0~2.0mg/m3;
———响应时间(达到最大值90%):<1min;
———线性误差:<±2%满刻度;
———重现性:<±2%满刻度;
———零点漂移:<±2%满刻度(24h内);
———跨度漂移:<±2%满刻度(24h内);
———噪音:<±1%满刻度。

B.3.3.2 臭氧标准气体发生装置

臭氧浓度用紫外光度法标定,见HJ590。

B.3.4 试剂和材料

所需试剂和材料如下:
———活性炭:粒状;
———5A分子筛:粒状;
———乙烯钢瓶气:纯度9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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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采样

空气样品通过聚四氟乙烯导管,以仪器要求的流量抽入仪器。

B.3.6 分析步骤

按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启动、调零和校准等操作,然后进行现场测定。

B.3.7 计算

B.3.7.1 读取臭氧浓度。

B.3.7.2 根据测定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将浓度测量值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浓度。101.325kPa,

273.15K(0℃)下,1×10-9(体积分数)=2.0μg/m3。

B.3.8 干扰

臭氧与乙烯气相发光反应,发射300nm~600nm的连续光谱,峰值波长为435nm。由于此光谱范

围与通常的光电倍增管的光谱特性相吻合,因此共存组分的干扰极少。

B.4 档案库房空气中颗粒物的检测———光散射法

B.4.1 原理

当光照射在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上时,产生散射光。在颗粒物性质一定的条件下,颗粒物的散射光

强度与其浓度成正比。

B.4.2 仪器和设备

B.4.2.1 光散射式粉尘仪

光散射式粉尘仪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同时测量PM10和PM2.5;
———仪器应内设具有光学稳定性的自校装置,出厂前按JJG846标定;
———仪器测量范围:0.001mg/m3~10mg/m3;
———检测灵敏度(相对校正粒子):1CPM=0.001mg/m3;
———测量精度:±10%(相对校正粒子);
———仪器测量的重现性误差:平均相对标准差±7%;
———与称重法比较,总不确定度应≤25%。

B.4.2.2 尘埃粒子计数器

尘埃粒子计数器是用于测量洁净环境中单位体积空气内尘埃粒子数和粒径分布的仪器。对于长期

保存磁盘、磁带等磁性载体材料的档案库房可采用尘埃粒子计数器测定空气中的粒径大于0.5μm粒

子和大于5μm粒子的数浓度。
尘埃粒子计数器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可多个粒径通道同时测量:如0.3μm、0.5μm、1μm、3μm、5μm、10μm等;
———仪器应内设具有光学稳定性的自校装置,出厂前按GB/T6167和JJF1190标定和校准;
———测量范围:1级~100万级;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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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准确度:相对误差≤10%;
———自净时间:≤5min。

B.4.3 测定步骤

按照仪器说明书完成仪器启动、调零和校正。
在使用前24h给仪器安装电池或充电。
测量现场首先将过滤头安装在仪器进气口,再开启仪器,自动清洁光学舱。待读数为零后保持

1min~3min,然后关闭仪器,取下过滤头。再次开启仪器,设定测量时间(5min),记录测量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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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档案库房空气中内源性污染物的检测

C.1 档案库房空气中甲醛的检测———电化学传感器法

C.1.1 原理

由泵抽入的样气通过电化学传感器,受扩散和吸收控制的甲醛气体分子在适当的电极电压下发生

氧化反应,产生的扩散电流与空气中甲醛的浓度成正比。

C.1.2 测定范围

本法可测浓度范围为0~10mg/m3。最低检测质量浓度为0.01mg/m3。

C.1.3 仪器和设备

C.1.3.1 电化学甲醛测定仪。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抽气泵:流量1L/min,校准后,抽气流量不得改变;
———量程:0~10mg/m3;
———重复性误差:≤±2.5%满量程;
———零点漂移:≤±0.03mg/m3,连续8h;
———跨度漂移:≤±0.03mg/m3,连续8h;
———响应时间:95%≤5min。

C.1.3.2 甲醛标准气配制装置。

C.1.4 试剂和材料

所需试剂和材料如下:
———高纯氮99.99%;
———甲醛扩散管:2μg/min~50μg/min,总不确定度为5%;
———活性炭过滤管。

C.1.5 测定步骤

C.1.5.1 测定仪充电:在使用前24h给仪器安上电池,充电。

C.1.5.2 零点校准:将活性炭过滤器安装在仪器进气口,开启抽气泵,稳定后通过零点调节器将指示

值调至零。调零步骤重复两次。

C.1.5.3 跨度校准:将甲醛标准气体接至仪器进样口,通标准气体稳定后,通过跨度调节器将浓度指

示值调至标准气体质量浓度值。跨度校准步骤重复两次。

C.1.5.4 样品测定:将仪器带到现场,可连续进行测定,直读甲醛浓度测定值。记录现场测定时气温

和大气压力。

C.1.6 计算

C.1.6.1 如果仪器读数(c)是体积分数(10-6),换算成标准状态(273.15K,101.3kPa)的质量浓度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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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3),见式(C.1):

c0=c×30.30B
…………………………(C.1)

式中:

c0  ———换成标准状态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B ———标准状态下气体摩尔体积,在273.15K,101.3kPa时,B=22.4L/mol;

30.30———甲醛摩尔质量。

C.1.6.2 如果仪器浓度是质量浓度,可按式(C.2)换算成标准状态下浓度。

c0=c×T
T0
×P0

P=c×
273.15+t
273.15 ×101.3P

…………………………(C.2)

式中:

c0 ———换算成标准状态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 ———仪器读数,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T0———标准状态下的热力学温度,T0=273.15K;

T ———测定时现场热力学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t ———现场气温值,单位为摄氏度(℃);

P0———标准状态下大气压力,P0=101.3kPa;

P ———测定时大气压力值,单位为千帕(kPa)。

C.1.7 方法特性

对所有配制的甲醛标准气重复6次以上,仪器测定的相对标准差小于5%,分析仪测定值和标准值

的相对误差小于2%。

C.1.8 干扰及排除

H2S(0.05mg/m3)、SO2(0.75mg/m3)、乙醇(25mg/m3)、氨(1.0mg/m3)和甲醇(5.0mg/m3)对测

量有干扰,分别相当于甲醛浓度0.13mg/m3、0.07mg/m3、0.04mg/m3、0.03mg/m3 和0.01mg/m3。乙

醛、NO2、苯酚和丙酮对测定没有影响。

C.2 档案库房空气中乙酸的检测———离子色谱法

C.2.1 原理

档案库房空气中的乙酸用硅胶管采集,用水解吸后,经离子交换色谱柱分离,并采用抑制电导检测

器检测,根据保留时间确定乙酸根,外标法及峰面积定量。

C.2.2 测定范围

测定范围:0.02μg/mL~10μg/mL。
采样空气10L,最低检测浓度为0.02mg/m3。

C.2.3 试剂和材料

C.2.3.1 乙酸根标准储备液:精确称取在硫酸干燥器中干燥的优级纯无水乙酸钠68.31mg,溶于超纯

水中,在100mL容量瓶中定容,放入冰箱,4 ℃冷藏存放,此标准储备液1.00mL相当于含500

μgCH3COO-,可稳定3个月。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或分析纯。所用水为超纯水,电阻率≥18.2
M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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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2 乙酸根标准工作液:精确量取乙酸根标准储备液20.00mL,于500mL容量瓶中,用超纯水

稀释至刻度,此标准工作液1.00mL相当于含20μgCH3COO-。此溶液应在临用时现配。
C.2.3.3 浓淋洗液配制:在洁净的干燥烧杯中称取2.0g质量分数为50%的优级纯氢氧化钠溶液,用
超纯水转移至1L淋洗罐中,并且继续加入超纯水至1L,所配制的氢氧化钠淋洗液浓度为25mmol/L。
C.2.3.4 稀淋洗液配制:用洁净的量筒量取200mL已经配制好的25mmol/L氢氧化钠淋洗液,加超

纯水稀释到1L,所配制氢氧化钠淋洗液浓度为5mmol/L。如果离子色谱仪有二元泵或四元泵,可只

配25mmol/L氢氧化钠溶液,另一路用超纯水代替。如果离子色谱仪有淋洗液发生装置,可通过面板

设置所需的氢氧化钾(钠)淋洗液的浓度,无需配制淋洗液。

C.2.4 仪器和设备

所需仪器和设备如下:
———硅胶管:溶剂解吸型,内装300mg硅胶,前、后段各150mg;
———空气采样器:流量范围0~2L/min,流量稳定,使用前后,用皂膜流量计校准采样系统的流量,

误差小于5%;
———具塞比色管:10mL;
———分析天平:感量0.1mg;
———水相针头式过滤器:0.22μm孔径;
———离子色谱仪:泵系统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流路,或带有淋洗液流路切换的单泵,或带有淋洗

液发生装置的单泵;抑制电导检测器;阴离子交换色谱柱,采用OH-体系的淋洗液。具有抑制

电导检测器。

C.2.5 采样和样品保存

采用硅胶管,以0.5L/min流量,采集待测库房10L的空气。采样前后采样硅胶管两端均密封。
以防运输过程中吸收外界的乙酸。

C.2.6 色谱分析条件

色谱分析条件见表C.1,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效果的色谱分析条件均可使用。分析时,应根据离子

色谱仪的型号和性能,制定能分析乙酸的最佳测试条件。

表C.1 色谱分析条件

仪器设备参数 型号及分析条件

离子色谱仪 ICS-1500

色谱柱 AS18(4mm×250mm)+AG18(4mm×50mm)

淋洗液流速 1.0mL/min

检测器 抑制电导检测器

检测温度 色谱柱和检测器温度为28℃±2℃

进样体积 25μL

抑制器 高容量的连续化学抑制器或电化学抑制器

C.2.7 分析步骤

C.2.7.1 空白对照试验

将硅胶管带至现场,除不连接空气采样器采集空气外,其余操作同样品,作为样品的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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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2 样品处理

将采过样的前、后段硅胶分别倒入两个具塞比色管中,加入10mL解吸液(超纯水),密闭后振摇

1min,在室温下解吸15min,经0.22μm水相针头式过滤器过滤,得到样品解吸液和空白对照解吸液。
如样品解吸液中待测浓度超出测定范围,可稀释后测定,计算时乘以稀释倍数。

C.2.7.3 标准曲线的绘制

C.2.7.3.1 准确吸取0mL、0.5mL、1.0mL、2.0mL、5.0mL、10.0mL的乙酸根标准工作溶液,分别

置于6个100mL的容量瓶,按表C.2定容制备乙酸系列标准溶液。

表C.2 乙酸系列标准溶液

管  号 1 2 3 4 5 6

乙酸根标准工作液/mL 0 0.5 1.0 2.0 5.0 10.0

超纯水定容体积/m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乙酸根含量/(μg/mL) 0 0.1 0.2 0.4 1.0 2.0

C.2.7.3.2 参照表C.1所列的色谱分析条件,将仪器调节至最佳状态,进样测定,重复三次。

C.2.7.3.3 以乙酸系列标准溶液的浓度(μg/mL)为横坐标,与其对应的峰面积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或计算回归方程。

C.2.7.4 样品测定

用测定标准溶液系列的操作条件测定样品解吸溶液和空白对照解吸溶液,由标准曲线或回归方程

得到解吸溶液中乙酸的浓度(μg/mL)。

C.2.7.5 硅胶管解吸效率的测定和计算

C.2.7.5.1 硅胶管解吸效率的测定

每批硅胶管应测定乙酸解吸。取18支硅胶管,分为三组每组6支,分别加入20μg、40μg、80μg
三个剂量的乙酸(加入的乙酸根标准工作液的量不应超过5mL)。密封硅胶管,放置过夜。按C.2.7.2
处理,得到三组解吸液,同时做空白试验,按C.2.7.4测定所得三组解吸溶液的乙酸浓度和空白对照液

乙酸浓度。

C.2.7.5.2 硅胶管解吸效率的计算

硅胶管乙酸的解吸效率D,以百分数(%)表示,按式(C.3)计算:

D=V×
(cb1-cb0)
m0

×100% …………………………(C.3)

式中:

V ———解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b1———测得硅胶管解吸溶液中乙酸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cb0———空白试验测得硅胶管解吸溶液中乙酸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m0———加入到硅胶管中乙酸的质量,单位为微克(μg);
三组硅胶管的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乙酸的解吸效率,数值不得低于90%,个别浓度的解吸

效率最低不得低于75%,相对标准偏差不应低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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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6 结果计算

空气中乙酸的浓度按式(C.4)计算:

c=
(c1+c2-ck0)V

V0D
…………………………(C.4)

式中:

c ———空气中乙酸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1,c2———测得硅胶管前、后段解吸溶液中的乙酸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ck0 ———测得空白对照解吸溶液中乙酸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V ———解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0 ———标准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D ———解吸效率。

C.2.8 方法特性

C.2.8.1 本方法的穿透容量为2.4mg,采样效率100%。

C.2.8.2 如先将硅胶管前段倒入比色管中解吸并测定,结果显示未超出本法的穿透容量时,后段可以

不用解吸和测定;当测定结果超出本法的穿透容量时,再将硅胶管后段解吸并测定。

C.2.8.3 本方法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1%~3%;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3%~5%。

C.2.9 干扰及排除

室内空气中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和氟化物对本法均无干扰。

C.3 档案库房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检测———光离子化总量直接检测法

C.3.1 原理

空气样品通过采样泵直接吸入后进入光离子化气体分析仪的离子化室,在真空紫外线(VUV)的轰

击下,将TVOC电离成正负离子。测量离子电流的大小,就可确定TVOC的含量。

C.3.2 测定范围

以异丁烯为标准物质,检出限为10μg/m3,测定范围为10μg/m3~125mg/m3。

C.3.3 试剂和材料

所需试剂和材料如下:
———异丁烯标气,100×10-6(体积分数),8L铝合金瓶,充气压力10Mpa。异丁烯标准工作气体

的制备,在20℃,一个大气压下,用气体质量流量计和控制器控制10mL100×10-6(体积分

数)的异丁烯标气,注入到装有1L高纯氮气的气袋中并混合均匀,制成异丁烯标准工作气体。
该标准工作气体所含异丁烯的浓度为1×10-6(体积分数);

———椰子壳活性炭,20目~40目,用于净化零空气;
———高纯氮气,99.999%。

C.3.4 仪器和设备

所需仪器和设备如下:
———光离子化气体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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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袋:1L,聚四氟乙烯采样袋或铝-聚酯薄膜采样袋;
———气体质量流量计:经校正;
———注射器:1mL,经校正;
———转子流量计:0~1L/min,经校正;
———经校正的温湿度计;
———经校正的气压表。

C.3.5 采样

将仪器带到现场,分析空气中的TVOC。

C.3.6 分析步骤

现场条件要求及分析步骤如下: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场所的环境温度:10℃~35℃;相对湿度:≤85% RH;大气压:86kPa~
106kPa。

———采样泵的流速:流速应大于或等于400mL/min,用转子流量计在出气口监测流量。
———仪器的启动:按仪器操作说明书启动仪器进行检测。
———仪器的校正:用1×10-6(体积分数)异丁烯标准工作气体对仪器进行校正。重复3次,取其中

两次数值接近者的平均值。
———样品的定量分析:在相同的分析条件下,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仪器内置的吸气泵将样品从

TVOC进样口吸入,由光离子化检测器直接进行检测。

C.3.7 结果计算

标准状态下空气中TVOC质量浓度的计算见式(C.5):

CTVOC=
56×CPID

22.4 ×273.15+t273.15 ×101.3P
…………………………(C.5)

式中:
CTVOC———标准状态下空气中TVOC质量浓度,以异丁烯计,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PID ———现场光离子化分析仪读数浓度,以异丁烯计,1×10-6(体积分数);
t ———测量现场摄氏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P ———测量现场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C.3.8 方法特性

准确度取决于标准气体的不确定度(小于2%)和仪器的稳定性(小于1%)。

C.4 档案库房空气中菌落总数的检测方法

档案库房空气中的菌落总数包括细菌菌落总数和霉菌菌落总数。

C.4.1 原理

采用撞击法检测档案库房空气中的菌落总数。即采用撞击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采样,通过抽气动

力作用,使空气通过狭缝或小孔而产生高速气流,使悬浮在空气中的带菌粒子撞击到培养基平板上,经
一定的温度和时间培养后,计算出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菌落数。

C.4.2 仪器和设备

所需仪器和设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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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蒸汽灭菌器;
———干热灭菌器;
———恒温培养箱;
———冰箱;
———平皿(直径9cm);
———制备培养基用一般设备:量筒,三角烧瓶,pH计或精密pH试纸等;
———撞击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
采样器的基本要求如下:
———对空气中微生物捕获率达95%;
———操作简单,携带方便,性能稳定,便于消毒。

C.4.3 培养基

C.4.3.1 营养琼脂培养基(细菌菌落总数用)

C.4.3.1.1 成分

蛋白胨       20g
牛肉浸膏 3g
氯化钠 5g
琼脂 15g~20g
蒸馏水 1000mL

C.4.3.1.2 制法

将上述各成分混合后加热溶解,校正pH至7.4,过滤分装,在121℃条件下经过20min高压灭菌。
在无菌操作条件下,倾注约15mL培养基于灭菌平皿内,制成营养琼脂平板。

C.4.3.2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霉菌菌落总数用)

C.4.3.2.1 成分

马铃薯(去皮切块)     300g
葡萄糖 20g
琼脂 20g
蒸馏水 1000mL

C.4.3.2.2 制法

将马铃薯去皮切块,加1000mL蒸馏水,煮沸10min~20min,用纱布过滤,加入葡萄糖和琼脂,加
热溶化,加蒸馏水补至1000mL,分装,121°C,20min高压灭菌。在无菌操作条件下,倾注约15mL培

养基于灭菌平皿内,制成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平板。

C.4.4 操作步骤

C.4.4.1 选择有代表性的档案库房和位置设置采样点。将采样器消毒,按仪器使用说明进行采样。
一般采样量为30L~150L,应根据所用仪器性能和室内微生物污染程度,酌情增加或减小空气采

样量。

C.4.4.2 样品采完后,将带菌营养琼脂平板置于36℃±1℃恒温箱中培养48h,计数细菌菌落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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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样器的流量和采样时间,换算成单位体积空气中的细菌菌落数,以cfu/m3 报告结果。
将带菌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平板置于28℃±1℃恒温箱中培养3d~5d,计数每块平板上

生长的霉菌菌落数,逐日观察并于第5天记录结果。若霉菌数量过多可于第3天计数结果,并记录

培养时间,根据采样器的流量和采样时间,换算成单位体积空气中的霉菌菌落数,以cfu/m3 报告

结果。

C.4.5 结果计算

档案库房空气菌落数按式(C.6)进行计算。

档案库房空气菌落数(cfu/m3)=N×1000
Q×T

……………………(C.6)

式中:

N ———细菌或霉菌平皿菌落数;

Q ———采样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T ———采样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C.5 档案库房空气中氡浓度的测定方法

C.5.1 原理

使用采样泵或自由扩散方法将待测空气中的氡抽入或扩散进入测量室,通过直接测量所收集氡产

生的子体产物或经静电吸附浓集后的子体产物的α放射性,推算出待测空气中的氡浓度。

C.5.2 仪器和设备

测量室内空气中氡浓度的仪器设备有活性炭盒、径迹蚀刻探测器、半导体连续氡测量仪、双滤膜法

测氡仪、闪烁瓶法测氡仪等。其中半导体连续氡测量仪可以在测量现场给出不同时间的氡浓度,也可以

连续获得不间断的数据,计数效率比较高,且为便携式仪器,适合档案库房空气中氡的检测。
其主要性能指标要求如下:
———测量范围:10Bq/m3~105Bq/m3;
———探测下限:<10Bq/m3;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25% (置信度95%);
———环境条件:温度0℃~40℃,相对湿度≤90%。

C.5.3 测量点位的选择

筛选测量应在氡浓度估计最高和最稳定的房间或区域内进行。
点位的选择原则如下:
———测量应当在最靠近建筑底层的经常使用的档案库房内进行;
———测量应避开通风口以及门、窗等能引起空气流通的地方,还应避开阳光直晒和高潮湿地区;
———测量位置应距离门、窗1m以上,距离墙面0.5m以上;
———测量仪应放置在离地面至少0.5m,并不得高于1.5m,并且距离其他物体10cm以上的位置。

C.5.4 封闭时间

通常关闭门窗超过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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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 测量步骤

C.5.5.1 筛选测量

第一步筛选测量,用以快速判定库房是否对其工作人员产生高辐照的潜在危险。第二步跟踪测量,
用以估计工作人员的健康危险度以及对治理措施作出评价。筛选测量用以快速判定库房内是否含有高

浓度氡气,以决定是否需要或采取哪类跟踪测量。筛选测量的采样时间见表C.3。

表C.3 不同测氡方法的采样时间

方  法 采 样 时 间

径迹蚀刻探测器 3个月

活性炭盒 2d~7d

氡子体累积测量装置 >100h

半导体连续氡监测仪 >6h,最好24h或更长

双滤膜法测氡仪 >6h,最好24h或更长

瞬时随机取样工作水平测量 5min(由于仅有5min采样时间,故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闪烁瓶法测氡仪 1min(代表性较差)

  如果筛选测量结果在400Bq/m3 以上,则应进行跟踪测量。按照筛选测量结果选择相应措施,见
表C.4。

表C.4 筛选测量结果和推荐措施

筛选测量结果 推荐措施

小于或等于400Bq/m3 不需要跟踪测量,可出具监测达标的监测报告

大于400Bq/m3 进行跟踪测量。跟踪测量可以是短期测量或者长期测量

C.5.5.2 跟踪测量

跟踪测量的目的是要更准确地测量氡长期平均浓度,以便就其危害和需要采取的补救行动做出判

定。跟踪测量应当在筛选测量相同的位置上进行。
跟踪测量应优先选用累积式测氡仪,例如,径迹蚀刻探测器和活性炭盒,以便于估计房间的年

平均氡浓度。如果筛选测量结果在400Bq/m3~800Bq/m3 之间,那么跟踪测量可以选择短期测

量(1d~90d)或者长期测量(90d以上),这依据测量方法(仪器)而定。如果筛选测量结果大于

800Bq/m3或者要求快速知道结果,则建议进行短期跟踪测量,这有助于档案部门快速决定是否需

要进行治 理,并 且 避 免 由 于 长 期 测 量 的 附 加 照 射 引 起 的 健 康 危 险 的 增 加。跟 踪 测 量 周 期 见

表C.5。

19



DA/T81—2019
 

表C.5 跟踪测量时间

仪 器
筛选测量结果大于800Bq/m3

(短期跟踪测量)
筛选测量结果400Bq/m3~800Bq/m3

(长期跟踪测量)

径迹蚀刻探测器
 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历时3个月的

测量
 在建筑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为期12个月的测量

活性炭盒
 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历时2d~7d
的测量

 在建筑正常使用条件下,每3个月进行4次测量

半导体连续氡监测仪  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24h的测量
 在建筑正常使用条件下,每3个月进行4次历时

24h的测量

  依据跟踪测量结果,出具监测报告,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见表C.6。

表C.6 跟踪测量结果和推荐措施

跟踪测量结果 推荐措施

 小于400Bq/m3  出具达标的监测报告。不必采取措施

 大于400Bq/m3(长期跟踪测量)

 大于800Bq/m3(短期跟踪测量)
 出具不达标的监测报告。采取措施,将氡水平降低至400Bq/m3 或更低

水平

 400Bq/m3~800Bq/m3(短期跟踪测

量)
 长期跟踪测量。建议采取措施,将氡水平降低至400Bq/m3 或更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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