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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是液压污染控制技术领域的关键性设备，而校准则是
该仪器测量准确的基础。本文论述了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校准技术的原理、方法、应用
范围与主要特点，同时分析了校准技术在改善校准结果的准确度、校准在线应用仪器和
多次通过在线颗粒计数系统方面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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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技术和污染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在流体颗粒污染分
析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已成为当前液压污染控制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设备。然而，
该仪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子电路的漂移、老化，光学元件的位移、磨损等，其电气
参数与光学参数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此，为了保证测量结果准确可靠，每隔六个
月至一年，必须对其进行校准，最长周期不得超过一年。如果在校准周期内对与计数有
关的部件进行了维修或调整，或对测量结果有怀疑时，应随时进行校准。定期校准是液
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测量准确的基础。
2 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传统校准方法
理论上，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分散标准颗粒校准
方法，另一种是多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
2.1 单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
顾名思义，这种方法是采用近单分散的标准颗粒对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进行的校
准。标准颗粒的形状比较规则，绝大多数为球体，其颗粒尺寸分布均匀单一，相对比较
窄，一般呈围绕某一个尺寸点的正态分布，如图 1 所示。由于不是严格的单一尺寸，因
此称为近单分散球形颗粒。校准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时，一般采用聚苯乙烯或交联聚苯
乙烯乳胶球、玻璃微珠、二氧化硅球等。由于玻璃微珠和二氧化硅球的悬浮性较差，因
此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折光系数约为 1.59 的聚苯乙烯或交联聚苯乙烯乳胶球，其颗粒尺
寸分布的标准偏差要求小于 5%。目前国内外均有多种尺寸规格的乳胶球标准物质。为
了改善乳胶颗粒的弥散性并防止颗粒的聚合结块，尺寸小于 200µm 的乳胶球一般分装在
去离子水中，而大于 200µm 的乳胶球则采用干粉形式供应。
这种校准技术采用的具体方法为半计数法（half count）。其校准原理基于两点：
一是，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测量的是颗粒通过传感区时引起的光强度的变化，即颗粒的
投影面积，与乳胶球的颗粒尺寸定义一致；二是标准乳胶球的颗粒尺寸分布为正态分布，
其粒径为颗粒尺寸的平均值，即以平均粒径为界，两边的颗粒数量各占 50%。因此，校
准时，采用两个颗粒尺寸通道，第一通道设置在小于乳胶球平均粒径的 1.5—2 倍处，
通过调整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第二通道的阈值，使第二通道检测的颗粒数量为第一通道
颗粒数量的 50%，此时第二通道设置的阈值，即对应所用乳胶球的平均粒径。
半计数法在具体应用时，还必须基于一种假设，即第一通道不受小颗粒或噪声的干
扰，同时乳胶球颗粒悬浮液分散均匀，无结块与凝聚现象。但在工程应用中，特别是在
校准小颗粒尺寸时，很难排除上述影响，因此误差较大。为了改善半计数法的校准缺点，
出现了一种新的校准方法：移动窗口差分半计数法（moving window differential half

count）。其校准原理如图 1 所示，采用三个颗粒计数通道，计数模式为差分计数，第二
通道的阈值 V s 设置在所用乳胶球的平均粒径 d s 处，初次设置时，可采用上次的校准结果
(1-0.2 ) 2 V s
或近似传感器的校准结果。第一通道的阈值 V l 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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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道的阈值 V u 设置为
，对应的颗粒尺寸为 d u 。校准过程中，若 V s 设置正确，
如图 1(a)所示，则第一通道的颗粒数量必然等于第二通道的颗粒数量（偏差在±3%以
内）；若 V s 设置过低，如图 1(b)所示，则第一通道的颗粒数量必然低于第二通道的颗粒
数量；若 V s 设置过高，如图 1(c)所示，则第一通道的颗粒数量必然高于第二通道的颗
粒数量。由图 1 可见，这种方法仅对乳胶球颗粒尺寸分布范围内的颗粒计数，排除了过
低或过高信号的干扰，因此校准结果的准确度明显优于半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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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窗口差分半计数法校准原理

单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尺寸校准方法，校准结果精确，量值
溯源性好，目前主要应用在测量水介质的医药、电子等行业中。对应的技术标准主要有：
ISO21501-3(颗粒尺寸分布的测定-单颗粒光干涉法-第 3 部分：遮光型液体颗粒计数器)
与 ASTM F658（采用近单分散球形颗粒材料确定液体颗粒计数器尺寸校准、分辨力和计
数准确度的标准程序）。
液压污染控制行业曾希望采用半计数法解决多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的量值溯源
问题，因此在 1990 年由美国流体动力协会（NFPA）发布了一个新的标准 ANSI/（NFPA）
T.2.9.6.R1，采用悬浮在液压油中的单一尺寸乳胶球（LATEX）颗粒来校准液体自动颗
粒计数器。但是在随后的应用中发现，该方法虽然在校准结果上具有良好的可溯源性与
一致性，但是在实际用于污染检测时，不同实验室之间以及不同原理仪器之间的检测结
果的可比性与一致性较差，由此得出结论，用于校准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标准物质必
须与实际污染物的光学特性相近。
2.2 多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
这种方法是采用多分散不规则形标准颗粒进行的校准。标准颗粒的形状比较复杂，
没有固定单一的外形和尺寸，其颗粒尺寸分布相对比较宽，最小颗粒与最大颗粒的尺寸
一般相差数倍甚至数百倍，多呈级数分布，如图 2 所示。该方法目前常用的主要有 ACFTD
校准方法和 ISO MTD 校准方法。

图 2 多分散标准颗粒的颗粒尺寸分布

2.2.1 ACFTD 校准方法
ACFTD 是空气滤清器精细试验粉末(Air Cleaner Fine Test Dust)的英文缩写，又
称为 AC 细粉、SAE 细粉等，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 AC 火花塞分部生产。通过收集美国
亚利桑那州特定区域内的自然粉尘，经球磨法加工后分级为 0～100μm 不规则形状的颗
粒，然后采用罗勒分析器(Roller analyzer) 和激光衍射法精确确定每批的平均容积颗
粒尺寸分布。由于 ACFTD 具有不规则的形状和硅的自然特性，具有相对一致的颗粒尺寸
分布，被公认为典型液压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因此被国际标准化组织选作标准
材料用于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应用至今。
采用该方法校准时，首先将 ACFTD 悬浮在特定的液压油中，配制成一定质量浓度的
标准颗粒悬浮液，一般为 5mg/L，然后以校准悬浮液的颗粒尺寸分布作为标准，调整液
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阈值，以使其测量结果同校准悬浮液的颗粒尺寸分布在一定的误差
范围内，从而达到对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这种校准方法虽然称为“尺寸校准”，
但是在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尺寸校准”，而是一种“计数校准”。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的颗粒尺寸，仅仅是一种统计量，而且它是以校准悬浮液的颗粒数量作为标准，
调整的也是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测量的颗粒数量，从而间接地达到对颗粒尺寸的校准。
ACFTD 校准方法在测量油介质的液压污染控制行业获得广泛应用，对应的标准主要
是 ISO 4402（液压传动-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采用 ACFTD 方法）。这种方法目前
国外无标准物质，仅有企业配制的标准样品，国内发布有四种国家二级标准物质，编号
为 GBW(E)120017—120020。
虽然该方法应用较广，但由于发布的 ACFTD 的颗粒尺寸分布数据不准确，量值缺乏
溯源性，批与批之间的一致性较差，小颗粒含量过多，校准时重合误差较大，在国际上
广受质疑，同时鉴于 ACFTD 本身在 1993 年停止生产，因此 ACFTD 校准方法将逐步被 ISO
MTD 校准方法取代。
2.2.2 ISO MTD 校准方法
ISO MTD 是 ISO 中级试验粉末(ISO Medium Test Dust) 的英文缩写，又称为 SAE5-80、
PTI5-80 等，由美国粉末技术公司生产。它也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特定区域内的沙土，因
此物理化学特性与 ACFTD 完全相同。但是相对而言，ISO MTD 的生产采用了更为先进的

技术，采用库尔特电阻技术精确控制单批次的颗粒尺寸分布，批与批之间的变动性更小，
颗粒尺寸分布更加准确，而且包含的小颗粒数量较少，更加易于在油中弥散，从而可以
减小颗粒计数时的重合误差，同时其颗粒尺寸分布得到了 NIST 的保证，量值溯源准确，
因此，采用 ISO MTD 校准方法的结果明显优于 ACFTD 校准方法。
在具体方法上，ISO MTD 与 ACFTD 校准方法基本一致，都是采用标准颗粒悬浮液，
以颗粒的数量浓度作为标准，通过调整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阈值，使二者的结果达到
一致。所不同的仅有两点：一是二者采用标准颗粒悬浮液的浓度不同，ACFTD 为 5mg/L，
而 ISO MTD 为 2.8mg/L；二是 ISO MTD 与 ACFTD 对颗粒的尺寸定义不同，ACFTD 采用的
是颗粒的最长弦直径，而 ISO MTD 采用的是颗粒的等效投影直径。二者的区别如图 3
所示。

图 3 最长弦直径与等效投影直径的区别

由图 3 可见，对于同一个颗粒，采用最长弦直径表示时，其直径为 13µm，而采用
等效投影直径表示时，其直径则为 10µm，二者明显不同。因此，采用 ISO MTD 与 ACFTD
校准方法得到的校准结果完全不同，但是，在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ISO MTD 与 ACFTD 校准结果的关系
ACFTD 尺寸转换为 ISO MTD 尺寸
ACFTD 尺寸 µm

ISO MTD 尺寸转换为 ACFTD 尺寸

ISO MTD 尺寸 µm(c) ISO MTD 尺寸 µ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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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MTD 校准方法是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选定取代 ACFTD 校准的标准方法，也主要
应用于测量油介质的液压污染控制行业，对应的标准主要是 ISO 11171（液压传动-液
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国内为 GB/T 18854。这种方法目前国外的标准物质主要是
NIST 生产的 SRM2806，国内发布有四种国家二级标准物质，编号为 GBW(E)120082—
120085。
3 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校准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在在线检测和过滤产品性能检测方面，获得了快速发
展，应用日益广泛，相应地，对该领域应用中的校准技术和校准结果的准确度，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取得了一定发展。
3.1 ISO 11171 尺寸校准方法
由前所述，单分散标准颗粒校准方法虽然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尺寸校准技术，但由于
所用标准颗粒的材质、形状和尺寸分布与液压系统实际污染物相去甚远，因此在液压污
染控制行业应用有限。ACFTD 与 ISO MTD 校准方法虽然在液压污染控制行业获得广泛应
用，但在采用该方法校准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时，由于受到颗粒传感器重合误差极限的
限制，配制的标准颗粒悬浮液的浓度不能太高，因此校准悬浮液中大尺寸颗粒的含量相
对较低，如表 2 所示，从而使得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测量结果中较大尺寸颗粒的数量较
少，难以用数学统计规律来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大尺寸校准结果的误差较大，不
同实验室间的一致性较差。
表 2 ACFTD 与 ISO MTD 的理论颗粒数量
颗粒尺寸 μm

＞2

＞5

＞10

＞15

＞25

＞50

＞100

理论数量 个/10ml

69844

25834

7196

2762

663

64

4

颗粒尺寸 μm﹙c﹚

＞4

＞6

＞10

＞14

＞21

＞38

＞70

理论数量 个/10ml

65304

25661

5504

1826

454

34

2

备

注

ACFTD 5mg/L
备

注

ISO MTD 3mg/L

有鉴于此，为了改善大尺寸颗粒校准结果的准确度，国际上发展了一种综合单分散
标准颗粒校准方法和 ISO MTD 校准方法优点的新校准方法，即 ISO 11171 规定的尺寸校
准方法。该方法在校准小尺寸段时（一般 30µm 以下），采用 ISO MTD“计数校准”方法，
不同的是，在校准过程中采用 3 瓶标准颗粒悬浮液，反复修正校准结果，同时校准中不
再调整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阈值，而是以仪器的实际测量结果、标准颗粒悬浮液的标
准颗粒尺寸分布和仪器设定的阈值，推算得到仪器阈值与颗粒尺寸的对应关系，即校准
曲线。在校准大尺寸段时（30µm 以上），采用单分散标准颗粒“尺寸校准”方法，不同
的是，校准过程中采用的单分散标准乳胶球，不是分散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中，而是配
制在与 ISO MTD 校准悬浮液相同的液压油中，然后采用半计数法，以乳胶球的中值尺寸
作为标准进行校准。两种方法校准结束后，采用至少 18 个点绘制校准曲线，得到最终
校准结果，如图 4 所示。该方法综合了半计数法和 ISO MTD 校准方法的优点，吸取了
ANSI/（NFPA）T.2.9.6.R1 标准的教训，改善了大尺寸颗粒校准结果的准确度和一致性，
因此是目前为止液压污染控制行业最科学的校准方法。

图 4 ISO 11171 尺寸校准曲线

该方法之所以在大尺寸段采用单分散颗粒，是由于乳胶球颗粒的尺寸与 ISO MTD
的颗粒尺寸一样，也是以颗粒的等效投影直径来定义的，对于较大尺寸的颗粒，通过液
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检测到的信号，并非主要取决于颗粒或流体的折射系数。
该方法在实际应用时，须将乳胶球分散在液压油中，而一般情况下，乳胶颗粒是以
水悬浮液形式供应的，而液压油中游离水的存在，将会影响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测量
结果，因此，在将其加入到液压油中之前，液压油中必须加入适量的气溶胶 OT（Aerosol
OT）。气溶胶 OT 是一种蜡状的吸水性固体，可以良好地溶入液压油中，并可将乳胶颗粒
的水溶液完全吸附，从而使得悬浮在水中的乳胶颗粒与液压油相容，不影响液体自动颗
粒计数器的测量结果。
3.2 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校准方法
随着污染检测技术的发展，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由于成本低，效率高，既无二次污
染，又避免了因取样对油液的无端损耗，测试快速准确，可随时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因此在液压污染控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是，由于该仪器主要是针对在线使用设计的，
一般都集成有减压装置和取样流量控制部分，或者内部管路较长，取样量多，或者取样
流量大，因此在采用传统的瓶装颗粒标准物质校准时，出现了困难，有些甚至根本无法
采用瓶装的颗粒标准物质进行校准，因此必须采用新的校准方法。
新的校准方法必须考虑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特点。一方面，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
主要是在线使用的，其内部一般都装有减压装置，而且只有在系统压力大于 0.7MPa 时
才能完全开启，因此校准方法必须能够提供至少 1MPa 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在线液
体颗粒计数器一般取样流量大，取样量多，因此校准方法必须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校准用
颗粒悬浮液，且具有一定的工作流量，一般应大于 10L/min；其三，应有足够的校准时
间，因此校准方法应在一定的时间内，一般应大于 30min，保持校准悬浮液的颗粒尺寸
分布均匀稳定；其四，校准方法应具有良好的量值溯源性，以保证校准结果的准确可靠。
按照上述原则，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液压系统，模拟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实际工
作状态，采用与标准液体颗粒计数器比对的方法，实现对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校准。
设计的液压系统如图 5 所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净化系统、校准悬浮液制
备系统和校准系统。截止阀（6）、过滤器（7）、单向阀（8）及相关回路构成了净化系
统，负责在标准固体颗粒加入系统前，将系统中的本底固体颗粒清除干净。油箱（1）、
泵（2）、节流阀（5）、冷却器（10）等构成了校准悬浮液制备系统，以保证足够的压力
和取样流量，同时使添加到系统中的标准固体颗粒悬浮均匀，在校准时间内提供均匀、

稳定、充足的校准用颗粒悬浮液。标准液体颗粒计数器（Ⅰ）、微流量取样器（Ⅱ）、被
校准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Ⅲ）及相关回路构成了校准系统，以完成对在线液体颗粒计
数器的校准。

Ⅰ

Ⅱ
Ⅲ

1.油箱 2.泵 3.溢流阀 4.压力表 5.节流阀 6.截止阀
7.过滤器 8.单向阀 9.流量计 10.冷却器 Ⅱ.微流量取样器
Ⅰ.标准液体颗粒计数器 Ⅲ.被校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
图 5 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校准原理图

标准液体颗粒计数器可采用测量精度高、功能全、易校准的遮光原理的台式液体颗
粒计数器，并采用激光传感器。一般情况下，台式液体颗粒计数器无减压装置，不适用
于在线使用，因此，在线使用时，应单独采用微流量取样器，以精确控制其取样流量和
取样体积。为保证校准结果准确，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和量值溯源性，标准液体颗粒计数
器在使用前，应定期采用标准物质进行校准。同时，为了保证系统中颗粒悬浮液的均匀
稳定，设计的液压系统应尽量简单，具有合理的结构，管路短，无死角，采用的液压元
件既耐污染度高，又不能改变加入系统的固体颗粒的尺寸分布。
校准时，首先把系统内油液的总体积调整到预定值，开启净化系统进行净化，直到
系统的初始污染度满足要求为止；然后将处理好的标准固体颗粒浓缩液按照需要量加入
到油箱内，启动悬浮液制备系统，直至标准固体颗粒悬浮均匀；之后将系统压力调整到
1MPa 左右，以完全打开被校仪器的减压阀；最后启动微流量取样器，抑制系统压力和
流量波动对标准液体颗粒计数器的影响，再启动标准仪器和被校仪器同时测量，通过与
标准仪器测量结果相比对的方法，调整被校仪器的阈值，使其测量结果与标准仪器的测
量结果相一致，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完成对在线液体颗粒计数器的校准。
3.3 多次通过试验在线颗粒计数系统的校准方法
随着在线颗粒污染检测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成熟，目前过滤产品的多次通过性能试验
均要求采用在线颗粒计数系统。这一系统的主要应用特点有两个：一是在被试产品的上
下游同时安装颗粒传感器或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然后通过在被试产品的上游不断加入
特定浓度的颗粒污染物，连续循环通过被试产品，在试验过程中连续在上下游同时检测
颗粒污染度，直至被试产品的压降达到极限压差，因此系统中有两只传感器；二是试验
以过滤比（β值）为关注的核心，在系统中没有加装被试产品时，其过滤比应为 1，即
对上下游两只传感器的一致性要求较高，甚至要高于对两只传感器单独测量准确度的要
求。有鉴于上述特点，若分开单独校准两台仪器，则由于校准误差的存在，可能两台仪
器的误差正好相反，会人为造成被试产品过滤比的增大或减小，因此，传统的校准方法

不是最佳的选择。
对于上述情况，可以借鉴在线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方法，首先把上游的颗粒
传感器拆下，采用瓶装的油中颗粒标准物质按照 ACFTD 或 ISO MTD 校准方法进行离线校
准，保证上游颗粒传感器的测量准确和量值溯源性。从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的校准原理
来看，限于当前的标准和技术，采用瓶装的油中颗粒标准物质进行离线校准是目前结果
最准确、量值溯源性最好的校准方法。离线校准后，把上游颗粒传感器重新装回，将被
试产品采用直管段短路连接，关闭净化系统，然后在试验系统内配制一定精确质量浓度
的固体颗粒悬浮液，让试验系统循环，以上游颗粒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为标准，调整下游
颗粒传感器的阈值，以使其测量结果与上游颗粒传感器的测量结果相同，在一定的误差
范围内，保证上下游颗粒尺寸分布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该方法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线校准”。校准前，应首先保证多次通过试验系统
设计合理，加入系统中标准固体颗粒的尺寸分布与标准值的误差应在一定的范围内，同
时试验系统不改变内部的颗粒尺寸分布，至少在 1 小时内，颗粒尺寸分布的变化应在一
定范围内。另外，对于在颗粒计数系统中安装有稀释系统的多次通过试验系统，对稀释
是否准确，也必须检查。检查时，可将被试产品采用直管段短接，在试验系统内制备一
定精确质量浓度的固体颗粒悬浮液，让试验系统循环，然后按一定的稀释比进行稀释，
检查颗粒计数结果，乘以稀释因子后与标准颗粒尺寸分布值进行对比，应在一定误差范
围内。
该方法对应的标准主要是 ISO 11943（液压传动-液体在线自动颗粒计数系统的校
准和验证方法），国内为 GB/T 21540。
4 结束语
准确永远是人类测量活动的追求目标，而校准是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测量准确的基
础和前提。在液压污染控制技术领域，ISO MTD 取代 ACFTD 校准技术的脚步不会停止，
而且随着液体自动颗粒计数器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其校准技术也将会随着其应用领域
的延伸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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