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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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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提出和发布单位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铁岭众缘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市本特生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立欣、罗娟、姚宗路、霍丽丽、赵亚男、邓云、贾吉秀、郝先荣、刘圣勇、杨

武英、刘广华、朱晓兰、谢腾、傅国浩、郝晓文、陈润璐。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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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打捆燃料 检验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秸秆打捆燃料检验的样品、测定、测定结果表述、方法精密度、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等

一般规定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秸秆打捆燃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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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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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379.2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2部分 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与再现

性的基本方法 

GB/T 3058 煤中砷的测定方法 

GB/T 16659 煤中汞的测定方法  

GB/T 28731 固体生物质燃料工业分析方法 

GB/T 28732 固体生物质燃料全硫测定方法 

GB/T 28733 固体生物质燃料全水分测定方法 

GB/T 28734 固体生物质燃料中碳氢测定方法 

GB/T 30725 固体生物质燃料灰成分测定方法 

GB/T 30726 固体生物质燃料灰熔融性的测定方法 

GB/T 30727 固体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0728 固体生物质燃料中氮的测定方法 

GB/T 30729 固体生物质燃料中氯的测定方法 

NY/T 1881.1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则 

HJ 781 固体废物 2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秸秆捆 baled straw 

采用打捆机等机械设备压缩并制成一定形状和一定密度的秸秆。 

3.2  

    秸秆打捆燃料 baled straw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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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燃料使用的秸秆捆。 

3.3  

    样品 sample 

为确定秸秆捆的品质特性而从中采取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定量秸秆捆。 

3.4  

    秸秆捆尺寸 bale size 

秸秆捆的外形尺寸，包括横截面尺寸（长度、宽度或直径）及秸秆捆的长度。 

3.5  

    秸秆捆密度 bale density 

单位体积秸秆捆的质量，即质量与体积的比。 

4 样品 

4.1 采样和制备  

4.1.1 采样 

a）采样点选择。可从秸秆捆的生产地（田间地头）、生产厂、运输过程、存储地或使用地采取样品。 

b）采样点数的确定。应根据秸秆捆的总数量确定最少采样点数。 

表1 秸秆捆总数与最少采样点数 

秸秆捆总质量/吨 < 50 50~200 ≥200 

最少采样点数/个 5 8 10 

 

c）采样的基本要求。室外采样应避免在大风、雨、雪等异常天气条件下进行；采样的全过程应详细记

录；采样应注意现场安全。 

d）采样工具。主要包括剪刀、取样铲、天平、带盖塑料桶或可密封的采样袋等。 

e）采样方法。由于同一批秸秆捆间的特性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看作是均匀物料，采样时可

以在物料的任意部位进行。但应注意采样过程中不应带进任何杂质，且避免在采样过程中引起物料变化。

按照表 1 的最少采样点数，采用抽签法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秸秆捆进行采样。采样时，从秸秆捆的上、中、

下，四周与中间分别采样，每个秸秆捆获取的样品质量应不小 1kg。采样完成后，将所有采集的样品采用粉

碎机切碎，粒径为 50~100mm，放置在一起形成合并样品，充分混合，然后采用堆锥四分法进行缩分，缩分

后的质量应不小于 1kg。  

f）样品存放。采取的样品应放在密封的容器（如带盖塑料桶或密封塑料袋）中。若使用透明包装物，

样品应避免阳光直射。容器应做标记，注明唯一的样品识别码、批或采样单元（分批）识别码、采样者姓

名、采样日期和时间等。 

g）当需要水分测定时，应测定包装物内壁吸收的水分。 

4.1.2 制样 



 

 

a）粉碎与筛分。将秸秆捆样品进行粉碎，宜采用粗粉和细粉 2 个步骤进行。粉碎后采用 850μ m 试验

筛进行筛分。若存在筛上物，则重复粉碎和筛分步骤，直至全部通过 850μm 试验筛。合并所有筛下物，充

分混合均匀。粉碎过程中应避免样品过热。粉碎设备应尽可能低速运转以减少粉尘损失。 

b）缩分。将粉碎筛分后的样品采用堆锥四分法进行缩分，重复缩分过程直至获得分析所需的样品量（不

少于 50 g）。 

4.1.3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的特性应能充分代表被采样所代表的大批量秸秆捆的特性，其粒度和质量应满足各项试验方

法标准或规范的要求，并应与实验室环境达到平衡。 

4.2 试验样品保存与标识 

试验样品应保存在密封容器中，并应贴有带唯一性标识和样品种类等信息的标签。 

5 测定 

5.1 测定项目 

可根据需要，选择以下测试项目： 

a) 秸秆捆尺寸； 

b) 秸秆捆密度； 

c) 全水分； 

d) 工业分析（一般分析样品水分、挥发分、灰分和固定碳）； 

e) 元素分析（碳、氢、氧、氮、硫）； 

f) 发热量； 

g) 氯； 

h) 灰熔融性； 

i) 微量元素（砷、镉、铬、铜、铅、汞、镍、锌）。 

5.2 测定次数 

除特别规定外，每个测定项目应对同一样品进行2次试验。2次测定的差值如不超过重复性限T，则取其

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否则，需进行第3次测定。如3次测定的极差不超过重复性限1.2T，则取3次测定

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否则，需进行第4次测定。如4次测定的极差不超过重复性限1.3T，则取4次

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如果极差大于1.3T，而其中3个测定值的极差不大于1.2T，则取此3次

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如上述条件均未达到，则应舍弃全部测定结果，并检查试验仪器和操

作，然后重新进行试验。 

5.3 测定方法 

5.3.1 秸秆捆尺寸 

随机选取5个秸秆捆，测定横截面尺寸（长度、宽度或直径）及秸秆捆的长度，取算数平均值作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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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值。按照式（1）分别计算每个秸秆捆的体积，取算数平均值作为体积的报告值。 

                                  （1） 

式中：  

Vb —— 秸秆捆的密度，单位为立方米（m
3）； 

Sb —— 秸秆捆的横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Lb ——秸秆捆的长度，单位为米（m）。 

5.3.2 秸秆捆密度 

随机选取5个秸秆捆分别进行质量测定，按照式（2）分别计算每个秸秆捆的密度，取算数平均值作为

密度的报告值。 

                                    （2） 

式中： 

Pb —— 秸秆捆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b —— 秸秆捆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3.3 全水分 

按照GB/T 28733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全水分。 

5.3.4 工业分析 

按照GB/T 28731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一般分析样品水分、挥发分、灰分和固定碳含量。 

5.3.5 元素分析 

按照GB/T 28732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硫含量。按照GB/T 28734规定的方法测定碳、氢的含量，

按照GB/T 30728规定的方法测定氮的含量，计算氧的含量。 

5.3.6 发热量 

按照GB/T 30727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发热量。 

5.3.7 氯含量 

按照GB/T 30729规定的方法测定氯的含量。 

5.3.8 灰熔融性 

按照GB/T 30726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灰熔融性。 

5.3.9 微量元素 

按照GB/T 3058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砷含量。按照GB/T 16659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汞

含量。按照HJ 781规定的方法测定秸秆捆样品的镉、铬、铜、铅、镍、锌等微量元素含量。 

6 测定结果表述 



 

 

6.1 结果表述符号 

6.1.1 项目及结果表示符号 

秸秆捆分析检验，除少数惯用符号外，均采用各分析检验项目的英文名词的第一个字母或缩略字，以

及各化学成分的元素符号或分子式作为其代表符号。以下为秸秆捆分析检验项目的专用符号。 

BD——打捆密度 

Mar——收到基水分（全水分） 

Mad——空气干燥基水分 

A——灰分 

V——挥发分 

FC——固定碳 

Qgr——高位发热量 

Qnet——低位发热量 

DT——（灰熔融性）变形温度 

ST——（灰熔融性）软化温度 

HT——（灰熔融性）半球温度 

FT——（灰熔融性）流动温度 

6.1.2 基准的符号 

以不同基准表示的秸秆捆的分析结果，采用基准的英文缩写字母、标在项目符号右下角表示。秸秆捆

分析检验常用的基准符号如下。 

ar——收到基 

ad——空气干燥基 

d——干燥基 

daf——干燥无灰基 

6.2 基准换算 

试验结果不同基准之间换算公式见表2。 

表2 不同基准之间换算公式 

已知基 
基准换算 

空气干燥基 ad 收到基 ar
 

干燥基 d 干燥无灰基 daf 

空气干燥基 

ad 
 

   

收到基 

ar 
 

 

  

干燥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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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基 
基准换算 

空气干燥基 ad 收到基 ar
 

干燥基 d 干燥无灰基 daf 

干燥无灰基 

daf 
   

 

注：1.表中M为水分，%；A为灰分，%； 

2.式中输入水分和灰分相应参数，作为换算系数。 

 

6.3 数据修约 

凡末位有效数字后面的第一位数字大于5，则在其前一位上增加1，小于5则弃去；凡末位有效数字后面

的第一位数字等于5，而5后面的数字并非全为0，则在5的前一位上增加1；5后面的数字全部为0时，如5前

面一位为奇数，则在5的前-位上增加1，如前面一位为偶数（包括 0），则将5弃去。所拟舍弃的数字，若为

两位以上时，不得连续进行多次修约，应根据所拟舍弃数字中左边第一个数字的大小，按上述规则进行一

次修约。 

6.4 结果报告 

秸秆捆的分析试验结果，应取2次或2次以上重复测定的算术平均值，按照上述数据修约规则将测定值

与报告值修约到表3规定的位数。 

表3 测定值与报告值精确度 

测定项目 单位 测定值 报告值 

秸秆捆尺寸 cm 小数点后一位 个位 

秸秆捆密度 kg/m
3
 小数点后一位 个位 

全水分 % 小数点后一位 小数点后一位 

工业分析 % 小数点后二位 小数点后一位 

元素分析 

（碳、氢、氮、硫、氧） 
% 小数点后二位 小数点后一位 

发热量 kJ/kg 个位 个位 

氯 mg/kg 个位 个位 

灰熔融性特征温度 ℃ 个位 个位 

微量元素 

（砷、镉、铬、铜、铅、汞、镍、锌） 
mg/kg 个位 个位 

7 方法的精密度 

7.1 通则 

秸秆捆的试验方法精密度，以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表示。 

7.2 重复性限 

在重复条件下，即在同一实验室中，由同一个实验者、用同一仪器、对同一试样、于短期内所做的重

复测定，所得结果间的差值（在95%的概率下）的临界值。 



 

 

7.3 再现性临界差 

在再现性条件下，从同一个分析样本中取出重复试验分样，在不同实验室对其进行重复测定，所得结

果平均值间的差值（在95%的概率下）的临界值。 

7.4 方法精密度的确定 

方法精密度（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按照GB/T 6379.2通过多个实验室对多个试样进行的协同试

验来确定。 

8 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8.1 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应按规定的格式、术语、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填写，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分析试验项目名称及记录编号； 

b) 试验日期； 

c) 试验依据、主要使用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 

d) 试验中间数据； 

e) 试验结果及计算； 

f) 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异常现象及其处理； 

g) 试验人员和复核人员； 

h)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8.2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规定的格式、术语、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填写，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报告名称、编号、页号及总页数； 

b) 试验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和传真等； 

c) 委托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和联系人等； 

d) 试验日期； 

e) 所试验的产品或样品编号； 

f) 分析试验项目及依据； 

g) 试验结果及结论（如果适用）； 

h) 试验步骤中，对试验结果有影响的现象和观测值，即异常现象（如果适用）； 

i) 关于“本报告只对来样负责”的声明（如果适用）； 

j) 批准、审核和检验人员，签发日期； 

k) 其他需要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