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G1000 建筑整体气密性测试系统 

BUILDING PERFORMANCETESTING TOOLS 

鼓风门系统 

明尼阿波利斯鼓风门一向被认为是全球设计最好的

建 筑 气 密 性 测 试 系 统 。 美 国 TEC （ The Energy 

Conservatory）公司开发了完备的测试程序，并集成了

专门的测试配件。该系统可供需求侧管理（DSM）部门、

能耗评估、HVAC 系统承包商、建筑业者以及建筑热工

等专业人员使用。 

鼓风门系统主要用于测试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水

平，诊断和演示空气渗透问题以及估计自然空气渗透率

以及空气渗透所产生的能效损失，并可用于对建筑整体

性能进行评估。 

配置窗户测试附件可测试门窗气密性。 

 

主要特性 

精密设计和严格校准的风扇 

经注模、粗糙化处理的轻质风扇外罩 

精确、稳定的流量测量，无需更换流量计 

可快速、准确测量的流量范围，采用 C 环选件，流量低

限可至 100CFM 

固态变速风扇控制 

兼容加压测试和减压测试 

支持 110V 或 220V 交流电源 

轻质耐久的门框支架 

革命性设计的可变铝框架和耐久尼龙罩面，经多年研究

和数千次实验而成。没有比该系统更容易的方法将鼓风

门风扇密封在门洞里 

全锁扣设计可保证仅需几秒即可将铝框从紧凑的存放

盒中取出安装完毕 

精密设计的凸轮杆装置保证尼龙罩面与门框严丝密缝 

可适应常见住宅各种门框尺寸（特殊门框亦可定制） 

带有观察窗的尼龙罩面，方便监控室外活动 

 

 

 

 

 

 



  

 

 

 

 

 

 

 

 

 

 

 

 

 

 

 

 

 

 

 

 

 

① 轻质坚固的铝合金可伸缩门框 

② 高精度 DG1000 压力和流量表 

   双通道同时显示压力或流量 

   提供：USB、串口或 WiFi 连接计算机 

③ 风扇控制器，精确控制风扇转速 

④ 经校准的风扇，3/4 马力电机，带有 A,B 流量环，

可选 C,D,E 流量环 

⑤ DG700 通过 USB 或 WIFI link 连接计算机 

   通过 TECLOG 软件自动测量 

   自动调整风扇转速以保证恒定的压力 

 

 

 

 

 

 

 

 

 

技术参数 

 

部件 项目 参数 

Model 3 

型鼓风门 

最大流量: 

6300 CFM (2973 l/s, 10700 m3/h) （自然状态） 

5350 CFM (2524 l/s, 9090 m3/h) （压差 50 Pa） 

5000 CFM (2360 l/s, 8495 m3/h) （压差 75 Pa） 

最小流量: 

300 CFM (141 l/s, 510 m3/h) （采用 B 环） 

85 CFM (40 l/s, 144 m3/h) （采用 C 环） 

30 CFM (14 l/s, 51 m3/h) （采用 D 环） 

11 CFM (5 l/s, 18 m3/h) （采用 E 环） 

尺寸: 管径 50 cm，长度 26 cm 

重量: 15 kg（含 A 环和 B 环） 

精确度: ±3% (采用 DG-700 压力流量表或 APT 系统) 

符合标准 
ASTM E779-03、E1554-07、CGSB-149.10-M86、 

EN 13829、ATTMA 、NFPA 2001、RESNET 、USACE 

电压 110V 或 220V. 

可调门框及用

材 

门框材料: 模压铝材 

宽度: 71～101 cm 

高度: 132～244 cm 

密封材料: 三元乙丙橡胶(含双环戊二稀)柔性垫层 

罩面材料: 尼龙帆布（带有聚乙烯薄膜窗） 

 



  

Multi-fan Blower Door Systems 

测量大型建筑物气密性 

 

扩展为 2 风扇系统及 3 风扇系统 

美国 TEC 大型建筑物气密性测试系统通常由 2~3 个鼓

风机和 2 个 DG-1000 主机及控制软件组成。主要用来测

试大型建筑物气密性，建筑物表面积可达

7000~36000m2，内部体积最大可达 450000m3，可广

泛应用于工业厂房、粮仓、消防系统和其它大型公共建

筑场所，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气密性测试设备。 

3 个鼓风机、2 个 DG-1000 主机，加上 TECLOG 软件，

可组成一个测试模块，最大的流量范围可达 27000m3/h

（50Pa 下）。2 个 DG-1000 主机中的一个作为主控制器，

利用 TECLOG 软件控制主控制器自动调节风扇速率。若系

统流量超出范围，可增加一个模块，即 6 个鼓风机、4 个

主机组合测试，这几乎能解决所有的大型建筑物气密性测

试难题。 

 

TECLOG3 软件界面                                                 测试图 

 

 

 

                                        

 

 

 

 

 

主要配置表 

 

部件 单风扇系统 2 风扇系统 3 风扇系统 说明 

鼓风机（风扇） 1 个 2 个 3 个 model 3 型 

可调节的门框 1 套 1 套 1 套 特殊需求可定制 

尼龙密封门 1 个（单孔） 1 套（2 风扇孔） 1 套（3 风扇孔）  

DG-1000 主机 1 个 2 个 2 个  

风扇控制器 1 个 2 个 3 个  

TECLOG 软件 1 套 1 套 1 套  

USB 控制线 1 条 2 条 3 条 电脑和主机通讯线 

3 合 1 风扇控制线 1 条 1 条 1 条 主机和风扇通讯线 

 

 

 



  

DG-1000 数字压力计                     

Digital Pressure and Flow Gauge  

DG-1000 型 

压力流量表：包括两个精密压力传感器，可同时显

示室内外压力和鼓风门风扇读数。特设的“基准压力”

和“CFM @50”功能便于快速、精准的获得气密性数

据。除此之外，还可将 DG-700 连接到笔记本电脑，通

过 TECTITE 软件实现鼓风门自动测量。 

 

特点 

 

 

 

 

 

 

• 高分辨率触摸屏 

• 智能微处理器 

• 不断为您配备最新的软件和应用程序 

• 0.9%的准确读数 

• 风扇速度滑块：直接从仪表控制风扇以进行有效测 

• 数据保持功能 

•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 产品兼容性：可与所有 TEC 设备和软件配套使用 

• WiFi、USB 和以太网端口，为您提供多种连接选项 

• 背部强磁铁设计，可方便吸附在门框上 

 

 

 

技术规格 

独立压力通道数 2 

压力范围 –2500 到+2500 帕斯卡（-10 到+10 英寸水柱） 

显示分辨率 0.1pa 

精度 0.9%读数或 0.12 帕斯卡（取较大值） 

测量单位 英寸水柱，CFM, CFM@50, CFM@25, m3/h, m3/h@50, m3/h@25, l/s, 

l/s@50, in2@25, cm2@50, cm2@25, fpm, m/s 

自动调零 开始自动归零及每 10s 一次 

时间平均 1，5，10 秒，长期（连续更新） 

工作温度范围 5.5° C ~ 48° C 

校准 Meets ASTM Standard E779-03, E1554-07, CGSB-149.10-M86, 

EN 13829, ATTMA Technical Standard 1 and NFPA 2001, RESNET and 

US ACE. Recommended calibration interval is 2 years. 

电池寿命 锂电池，默认设置下课连续工作 15 小时 

 

 

 

 

 

 

 

 

 

 

 



  

 

管道气密性测试系统 

MINNEAPOLIS DUCT BLASTER® SYSTEM 

 

 

 

 

 

 

 

 

 

 

 

                                           性能测试工具  PERFORMANCE TESTING TOOLS 

 

  最广泛使用的诊断工具 MOST WIDELY USED DIAGNOSTIC TOOLS BY: 

能源评级             Energy Raters 

暖通空调技术         HVAC Technicians 

培训师               Trainers 

 

在机械式空气分配系统的性能检测中，管道气密性测试系统“明尼阿波利斯管道鼓风机”的开发具有革命

性意义。它可供建筑业主、HVAC 承包商以及 DSM 部门等使用。明尼阿波利斯管道鼓风机是一个经严格校准

的气流测试系统，常被用于测试和检验住宅和小型商业建筑中管道通风系统的气密性。通常该系统可直接连接

在管道系统的中央回风单元，也可连接在空气处理柜上。在测试过程中，通过临时密封各个通风口，采用管道

加压或减压方式，精确测定风扇流量以及相应的管道压力，从而得出管道的气密性状况。 

 

主要特点 

仅重 3.18kg 的轻质管道测试风扇，可产生高达 1500 

CFM（708l/s 或 2548 m3/h）的气流量，足以应付

漏气严重的通风系统。 

在 20 CFM (34 m3/h)～1500 CFM (2548 m3/h)流

量范围内实现快速准确的气密性测量。 

兼容加压测试和减压测试 

标准的 Minneapolis Duct Blaster®套装包括： 

•管霸风扇和风扇控制器 

•DG-1000 数字压力和流量表 

•三流量环（可选 4 环） 

•长 3.7 米，直径 25 厘米的伸缩波纹管 

•便携仪器手提箱 

•静压探头 

•软件及使用说明书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 

1500 CFM (708 l/s, 2548 m3/h)（自然状态） 

1350 CFM (637 l/s, 2293 m3/h)（压差

50Pa） 

接上软管: 

1250 CFM (590 l/s, 2123 m3/h)（自然状态） 

1000 CFM (472 l/s, 1700 m3/h)（压差

50Pa） 

最小流量: 20 CFM (9 l/s, 34 m3/h) (3 号控制环) 

风扇尺寸: 进风口直径 25 cm，长度 17.8 cm。 

重量: 3.86 kg（包含 3 个控制环） 

精确度 ±3% （采用 DG-700） 

校准: 
符合美国 ASTM 标准 E779-87，ASHRAE-

152 和加拿大 CGSB-149.10-M86 

电源: 110V 或 220V. 



  

FLOWBLASTER®风量罩 

FLOWBLASTER® CAPTURE HOOD ATTACHMENT 

 

衡量室内强制性空气交换的速率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很难用传统的

空气测量设备对典型的住宅空气调节器的空气交换以及空气流量不

均匀的低速空气调节器的空气交换的速率进行精确的测量。TEC（The 

Energy Conservatory）公司开发了管道鼓风门的风量测量附件

FlowBlaster ，这样就可以进行精确地测量所有室内的空气交换。

FlowBlaster 实际用于测试范围为 10---300cfm 的衡量回风量和排

风量的测试. 

 

FlowBlaster 工作时必须适当地进行流量调节，然后通过精确的调

整管道风扇的转速来补偿压力损失。独特的、申请专利的设计可修正

因出风口的变化导致的风量变化。 

 

FlowBlaster 与现有的管道鼓风机、DG-700 差压及流量计组合起

来进行测试工作。风扇以及风扇控制器的动力由可充电的锂电池提

供。把 DG-700 设置为巡检状态（cruise），把 FlowBlaster 紧贴在

栅格上，风扇会自动调整读取正确的值。这个测试将会在几分钟内完

成，并准确、快速的读取数据。 

 

技术参数： 

流量范围 2 号环：80---300cfm   3 号环：10---120cfm 

流量精度 +/-5%或+/-2cfm 

电源 锂离子电池组 

电池寿命 在 200cfm 持续使用约 45 分钟  

充电时间 约 3 小时 

重量 有流量罩 12 镑，没有流量罩 3 镑 

尺寸  流量罩内部尺寸 16*16 英寸，有管道风扇的高度 29 英寸 

工作温度范围 32°F---120°F 

 

标准配置： 

⚫ 手提箱 

⚫ 防护罩 

⚫ 风量罩 

⚫ 电池驱动控制器 

⚫ 皮套和电池充电器 

⚫ 卷线（电源和通信） 

⚫ 塑料管和风扇连接旋钮 

⚫ 使用手册 

⚫ 管道鼓风机把手 

 

 



  

排风扇流量计 

Exhaust Fan Flow Meter 

 

TEC 公司设计的排气扇流量表用于快速准确测试住宅浴室排气扇、房间排风扇以及其它排气装置的气流量。

排气扇流量表特别针对低至 10CFM 的流量测试，和传统流量测试装置相比，它更加小巧、轻便、易用。当排

气扇流量表放置在进气口时，气流就会流经流量表上经过校准的小门。调节小门使背面压力降至最小，从而获

得最大的准确度。利用 DG-700 数字压力表即可直接读出流量值（单

位：CFM）。利用附带的端头有吸嘴的 1.8m（6 ft）长顶杆，可以将

流量表固定在较高墙面或顶棚上的排气扇口上。 

技术规格 

流量精度: 读数±10％ 

流量范围:  

门位 E1  44～124 CFM 

门位 E2  21～59  CFM 

门位 E3  10～28  CFM 

内部尺寸: 40.6cm（L）x33cm（W）x20.3cm（D） 

重量:   1.82kg（含顶杆）  

顶杆:   长 0.6m（收起）～1.8m（伸出） 

 

 

TrueFlowTM 空气处理单元流量计 

TrueFlow® Air Handler Flow Meter 

 

TEC 公司设计的 TrueFlowTM 空气处理单元流量表为住宅

空气处理单元流量测试提供了一种简便快速的测试手段。空

气处理单元气流率是非常重要的参数，通过它可对住宅用热

泵和空调系统性能进行评估和优化。 

在测试过程中，TrueFlowTM 流量表临时替代原有的过滤装

置。如果过滤器正好与空气处理单元相邻， TrueFlowTM 流

量表将测试流经空气处理单元的总流量；如果过滤器安装在

各个回风口上，则测试流经回风口的气流量。 

以前广泛采用的一些测试方法（如升温法，静压-风扇曲线法

以及管道鼓风机分离回归法等）有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的

则比较耗时。 

 

TrueFlowTM 流量表可适应绝大多数标准的过滤器插槽，可

兼容的过滤器尺寸如下： 

#1 盘 - 14x20, 14x25, 16x20, 16x24,  16 x 25, 18 x 20. 

#2 盘 - 20x20, 20x22, 20x24, 20x25,  20x30, 24x24.  

 

 

 

 



  

TEC TRAINER™教学演示装置 

TEC TRAINER™ AIR TIGHTNESS TRAINING SIMULATOR 

 

TEC TRAINER™ 

是一款用于气密性测试课堂教学演示及工程师培训的理想工具。 

包括一个易于组装的测试装置，该装置带有 3 个可调节的渗漏窗口

及一个管道，能够模拟各种测试场景。 

TEC TRAINER™简单装配和拆卸的特点，使得它非常轻便，可以

在不同培训地点快速移动。 

管道系统和可调漏窗的组合带来极大的灵活性 

TEC TRAINER™可以用来展示建筑物加压和减压试验，总漏风实

验和管道泄漏到外部的实验。 

TEC TRAINER™可灵活调整装置压力以更直观的展示实验过程及

原理。 

 

配置： 

• 易于组装和折叠的金属框架。 

• 红色拉链式地板和 3 个可调节渗漏窗尼龙套。 

• 伸缩管组件 

• 管道附件板，方便连接到 Duct Blaster®。 

• C 环用于明尼阿波利斯鼓风机门。 

• 所有管件提供颜色编码，以方便选择合适的尺寸用来测试。 

• 完整的说明书，推荐的测试配置方案。 

• 硬壳和软壳附件箱/框架箱。 

 

技术参数： 

尺寸： 

76 cm x 203 cm x 46 cm 

重量： 

框架 17.7 kg（带便携箱） 

附件 6.8kg（带便携箱） 

  

 

 

 

   

美国 TEC 中国代表处 

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 1 号时代财富天地 2313 

电话：010-64219138 64205045 64205804  

传真：010-64205814 

网址：www.bjjttec.com  

邮箱：info@bjjttec.com 

http://www.bjjtt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