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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对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等）和过敏原等多种

污染物具有去除功能的护理级空气净化器（以下简称“净化器”）。 

2.认证模式、获证条件 

认证模式：型式试验 

获证条件： 

a. 须取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者其他国家市场准入资格；(适用时)； 

b.产品符合本规则规定的相关要求。 

3.认证的基本环节 

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型式试验 

c.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申请 

4.1.1 认证单元划分 

1. 按照产品的品种、规格、结构的差异，划分申请单元。 

2. 输入功率不同，不能划分为一个单元； 

3. 洁净空气量不同，不能划分成一个单元。 

4. 相同产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中任何一方或几方不同，应作为不

同的申请单元。生产者(制造商)不同、生产场地不同，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1.2 申请认证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申请资料： 

a. 《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书》（网络填写） 

b. 《生产企业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保证自我声明及承诺书》 

证明资料： 

a. 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首次申请时） 

b. 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和生产者(制

造商)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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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其他文件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资料： 

a. 已获其它证书（提供复印件），必要时提供检测报告 

b. 产品描述（附件 2） 

c. 其他资料 

4.1.3 受理申请 

认证中心收到申请资料后，评审合格后向委托人寄发产品《送样通知》，同时向相关检

测机构下达型式试验任务。 

4.2 型式试验 

4.2.1 样品要求 

4.2.1.1 样品原则及数量 

送样原则：由认证中心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送样，需要时，对企业报送数

据与送样进行核实。 委托人负责提供用于型式试验的样品，并应确保其提供的样品与实际

生产的产品一致。 

送样数量：同一单元中主检型号 2台。 

4.2.1.2 样品处置 

样品处置：型式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主检样品按认证中心有关要求处置。 

4.2.2 依据标准及要求 

4.2.2.1 检验依据 

T/CAQI 266-2022《医护级空气净化器》 

4.2.2.2 检验项目及要求 

                   表 1 护理级空气净化器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备注 

1 有害物质释放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2的要求。 必做 

2 洁净空气量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3的要求。 必做 

3 累积净化量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4的要求。 必做 

4 微生物去除性能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5的要求。 必做 

其中材料性能是宣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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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功能才进行试验。 

5 噪声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6的要求。 必做 

6 除过敏原性能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7的要求。 必做 

7 甲醛去除效果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8的要求。 必做 

8 花粉颗粒物去除

性能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9的要求。 —— 

9 加湿性能 符合T/CAQI 266-2022标准4.10的要求。 必做，适用于带有加湿功

能的净化器 

4.2.2.3 试验方法 

依据表2规定的方法进行。 

表 2 护理级空气净化器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 试验方法 

1 有害物质释放 T/CAQI 266-2022 标准5.3条款 

2 洁净空气量 T/CAQI 266-2022 标准5.4条款 

3 累积净化量 T/CAQI 266-2022 标准5.5条款 

4 微生物去除性能 T/CAQI 266-2022 标准5.6条款 

5 噪声 T/CAQI 266-2022 标准5.7条款 

6 除过敏原性能 T/CAQI 266-2022 标准5.8条款 

7 甲醛去除效果 T/CAQI 266-2022 标准5.9条款 

8 花粉颗粒物去除性能 T/CAQI 266-2022 标准5.10条款 

9 加湿性能 T/CAQI 266-2022 标准5.11条款 

 

4.2.3 型式试验时限 

型式试验时间（包括出具型式试验报告）为 20 个工作日（因型式试验不合格，企业进

行整改和重新检测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样品之日算起。 

 

4.2.4 检测结果 

样品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相关试验要求，即为合格。 

若检测项目中存在不符合项目，允许企业进行整改，整改时间不超过 60 个工作日。 

4.2.5 型式试验报告 

承担型式试验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经认证机构审核、批准后，



                                        编号 CHCT-02-152-2022 

护理级空气净化器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CHCT 版权所有                                                                                          4  

 

检测机构负责给委托人发送电子版检测报告；如委托人需要纸版检测报告，则由检测机构负

责给委托人寄送一份纸版检测报告。 

4.3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3.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的结论、申请资料等进行综合评价。按照 4.2.2.3各产品标准进行

测试，对于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予以颁发认证证书。 

每一个单元申请颁发一张认证证书。 

4.3.2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申请起 40 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4.3.3 认证终止 

当型式试验不合格时，如 60 个工作日内整改仍不合格则终止认证活动。 

5.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证书有效期满需延续使用的，委托人应在

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90日内办理申请。 

5.2 认证变更 

5.2.1 认证变更申请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认证证书，如果其产品发生以下变更时，应向本中心提出变更申请： 

1）认证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结构、制造工艺和供货单位/生产厂等发生变化； 

2）认证产品的商标，持证人、制造商或生产厂（名称和/或地址、质量保障体系等）发

生变化； 

3）其他影响认证结果的因素变更。 

5.2.2 变更评价与批准 

认证中心将核查以上变更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变更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

异进行补充检测。合格后，确认原证书持续有效和/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5.2.3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提供变更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 4.2.1 的要求选送

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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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认证扩展 

5.3.1 认证扩展申请 

根据本规则中规定的认证单元划分原则，持证人在原有认证单元上增加新的认证型号，

应按照 4.1、4.2、4.3 的要求办理认证。 

5.3.2 扩展评价与批准 

认证中心将核查以上扩展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扩展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

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试验。合格后，颁发新的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5.3.3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 4.2.1 的要求选送样

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5.4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认证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按照认证中心的《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

销控制程序》执行。 

 

6.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照认证中心《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 

使用标志应遵守《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6.2 认证标志的加施 

持证人应向认证中心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中合适的方式来加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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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志。 

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铭牌、说明书或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7.收费规定 

按认证中心《产品认证收费管理规定》收取。(型式试验费用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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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型式试验费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费用（元） 备注 

1 电气安全 约 8000  

2 

能效 11000 

包含颗粒物CADR+能

效、甲醛净化效率、

待机功率 

3 
有害物质释放（PM10、紫外线泄漏、臭氧泄

漏、TVOC 释放） 
3000 / 

4 噪声 1500 一个档位 

5 洁净空气量 

颗粒物 4000 / 

甲醛+甲醛去除效果 6000 / 

TVOC 6000 / 

6 除菌率 5000 1 种细菌 

7 病毒去除率 
噬菌体 10000 

任选 1种 
H1N1，EV71，H3N2 20000 

8 过敏原去除率 20000 1 种过敏原 

9 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氏菌） 8000 / 

10 抗病毒（任选一种） 15000  

11 抗过敏原（任选一种） 15000  

12 累积净化量 
颗粒物 20000 30000mg 以内 

甲醛 25000 1500mg 以内 

13 花粉颗粒物去除性能 8000  

14 加湿性能 
加湿量 3500  

空气质量（菌落总数） 3000  

注： 

1、 扩展型号按照需要补充的试验收费。 

2、 报备零部件按照需要补充的试验收费。 

3、如果不需要进行试验的覆盖型号：每增加一个覆盖型号，确认费用按照主检型号的 1/3

收费，确认费用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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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护理级空气净化器产品描述 

 

一、关键零部件清单 

名称 牌号及规格/型号 生产者(制造商)（全称） 

电动机   

电脑板   

净化元件   

注：如果上述材料属多个生产者(制造商)，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二、样品描述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额定洁净空气量  

额定累积净化量  

功能描述 可去除固态污染物[  ]  可去除气态污染物[  ] 可除菌[  ] 

净化型式 过滤式[  ] 催化式[  ] 静电式[  ] 复合式[  ] 其他[  ] 

器具类型 便携式 [  ] 手持式 [    ]   驻立式 [   ]  固定式 [    ]            
嵌装式[  ] 

控制器描述 机械控制器[    ]   电子控制器[    ]    遥控器[    ] 

除菌原理  

外形尺寸      mm×      mm×     mm（高×宽×深） 

 

 

三、提交材料 

产品铭牌 

产品说明书 

 

四、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

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认证中心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如果

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认证中心提出变更申请，未

经认证中心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

品认证要求。 

委托人: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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