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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室内环境评价 第 3部分

学习场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适宜于学习场景的室内环境要求室内健康空气评价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学习场景的室内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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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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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2-2011 电视教室座位布置范围和照度卫生标准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6129 居住区大气中甲醛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分光光度法

GB/T 18204.1-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809-2019 空气离子测量仪通用规范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1551.3-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 除菌 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 21551.6-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T 33658-2017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

JG/T 345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现场检测仪器

3 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舒适 thermal comfort

表示对于热环境的主观满意程度，通过主观评价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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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701-2008, 定义3.4]

3.2

细颗粒物 PM2.5 particles with diameters of 2.5μm or less,PM2.5

指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μm的颗粒物。

3.3

甲醛 formaldehyde，HCHO

化学式HCHO或CH2O，分子量为30.03的一种有害气体污染物。

3.4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利用 Tenax GC 或 Tenax TA 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 10）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已

烷和正十六烷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B/T 18883-2002, 定义3.3]

4 技术要求

4.1 评价指标

适宜于居家学习场景的室内环境评价指标包括内空气质量、人体舒适度和场景构建能力。

4.2 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常嗅味，其他指标符合表1要求。

表1 室内空气质量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要求 备注

1 温度 ℃
夏季 22~28

冬季 16~24

2 相对湿度 %RH
夏季 40~80

冬季 30~60

3 二氧化碳 CO2 ppm 600~800 24小时平均值

4 细颗粒物 PM2.5 μg/m3 ≤75 24小时平均值

5 甲醛（HCHO） mg/m3 ≤0.08 1小时平均值

6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mg/m3 ≤0.6 8小时平均值

7 细菌总数 cfu/ m3 ≤1500

8 负离子浓度 个/ cm3 30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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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体舒适度

人体舒适度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人体舒适度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要求 备注

1 坐姿平均热感觉指数(PMV) / ≤1

2
垂直空气温差导致的坐姿不

满意率
% ≤20

3 噪声 dB（A） ≤45

4 桌面照度 Lx

符合 GB
8772-2011的要

求

4.4 场景构建能力

4.4.1 温度控制

空调器等温度控制设备能够按照需要控制室内温度，进入学习场景30分钟后，每1h环境温度波动值

不大于2℃。

4.4.2 湿度控制

空调器、除湿机、加湿器等湿度控制设备能够根据4.2的湿度需要联动运行调节室内湿度。

4.4.3 空气净化

空调器、空气净化器等空气净化处理设备能够根据室内空气质量自动运行去除室内颗粒物和气态污

染物，具有净化功能的空调器、空气净化器等空气处理设备满足GB 21551.6（空调器）和GB 21551.3

（空气净化器）的要求。。

带有新风功能的空调器、新风机等新风设备能够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新风运行。

4.4.4 空气杀菌

具有杀菌功能的空调器、空气净化器等空气处理设备应满足GB 21551.3（空调器）和GB 21551.6

（空气净化器）的要求。

4.4.5 负离子

空调器等能够产生负离子的设备出风口负离子浓度应不低于100000个/ cm3。

4.4.6 气味

空调器等空气循环设备具备能够根据人体需要进行香薰调节的功能。

4.4.7 亮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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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场景中，可控制室内灯光亮度。

4.4.8 智能控制

空调器等室内设备联动控制处理室内环境。

可以通过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产品进行用户状态检测。

室内设备可以通过手机APP等智能软件进行学习场景控制各项参数。

5 评价方法

5.1 空气质量

5.1.1 温度

室内空气温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1）按GB/T 18204.1-201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采用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最小分辨率为0.1℃，测量精度为±0.5℃。

5.1.2 湿度

室内空气温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1）按GB/T 18204.1-201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采用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测量精度为±5%。

5.1.3 二氧化碳

室内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3）按GB/T 18204.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采用现场检测仪器或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测量精度应不低于25ppm。

5.1.4 细颗粒物 PM2.5

室内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1)按 GB/T 18204.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2)采用现场检测仪器或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测量范围 0-1000μg/m3，测量精度应不低于±

10μg/m3。

5.1.5 甲醛

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1）按GB/T 18883、GB/T 15516或GB/T 16129的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采用现场检测仪器或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测量范围和精度应符合 JG/T 345的规定，且

设备最小分辨率为 0.01mg/m3，测量允许误差为±15%。

5.1.6 总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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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1）按GB/T 18883-2002附录C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采用现场检测仪器或连续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设备测量范围和精度应符合 JG/T 345的规定，且

设备测量精度应不低于 0.1mg/m3。

5.1.7 细菌总数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按GB/T 18883-2002附录D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1.8 负离子浓度

在室内0.9m高度，使用满足GB/T 18809-2019的负离子浓度检测设备测试室内负离子浓度。

5.2 人体舒适度

5.2.1 坐姿平均热感觉指数(PMV)

按照GB/T 33658-2017中4.1.5的方法计算坐姿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数(PMV)。

5.2.2 垂直空气温差导致的坐姿不满意率

按照GB/T 33658-2017中4.1.3的方法计算垂直空气温差导致的坐姿不满意率。

5.2.3 噪声

噪声测试0.9m高度的噪声，按GB/T 18204.1的数字声级计法进行测试。

5.2.4 桌面照度

按照GB 8772-2011第五章要求执行

5.3 场景构建能力

5.3.1 温度控制

按照GB 33658-2017中4.1.1的方法进行温度波动评价。

5.3.2 湿度控制

在学习场景下，设备的除湿、加湿功能可开启。

5.3.3 空气净化

按照GB 21551.6（空调器）和GB 21551.3（空气净化器）的方法进行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净化试验。

5.3.4 空气杀菌

按照GB 21551.6（空调器）和GB 21551.3（空气净化器）的方法进行试验。

5.3.5 负离子

在温度23~27℃，相对湿度43%~47%的环境下，开启设备的负离子功能，在负离子发生器输出端距离

30cm处测试1分钟测试负离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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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气味

空调器能够开启香薰功能。

5.3.7 亮度调节

照明设备亮度可调。

5.3.8 智能控制

空调器等室内设备可通过APP场景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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