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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用自助智能吹风机安装验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校园用自助智能吹风机（以下简称：吹风机）安装验收要求的范围、术语和定义、

安装附件要求、安装、验收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校园使用的自助智能吹风机，托幼机构和其他类似场所使用的产品可参照

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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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 20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50099 中小学设计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助智能吹风机 self service intelligent hair dryer

通过投币、刷卡和扫码等方式有效激活运行电能，并利用电能转换成热风或常温风吹干毛发的

器具。

3.2

吹风机用户 hair dryer user

使用吹风机产品和接受吹风机安装服务的校园用户。

3.3

吹风机安装人员 hair dryer installation personnel

具有一定吹风机基础知识、技术经验并经专业培训合格，以安全的方式完成吹风机安装任务的

并被服务商授权的人员。

http://www.baidu.com/link?url=-nT4G3CwWzrJ6jXnvaDcnGucc1AP-QJnB7gZfCONWAbJD3gLo4bXzQwigOMWDjw1FcTX3Lv4IwGAAlbaL5AG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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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吹风机组装 water purifier assembly

安装人员根据用户所选购的产品及附件，在现场安装组装完成吹风机。

3.5

吹风机安装 installation water purifier

安装人员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及合理要求，将吹风机组装安装或放置在合理的位置并正确连接

电源，完成吹风机调试，以达到吹风机应有的使用功能的过程。

3.6

安装面 installation surface

支撑和固定吹风机的受力面。

3.7

安装支架 installation rack

一种能使吹风机安全可靠地固定在安装面上的构件。

4 安装附件要求

4.1安装附件

用于吹风机安装的附件，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或安装说明的要求。

4.1.1安装时所用的附件应符合相关的要求。

4.1.2安装时选用的螺母应能有效锁紧连接管，不能出现脱落、划扣等质量问题。

4.2电源适配器

随机配置的电源适配器应能提供吹风机工作所需的电源电压要求，并符合GB4706.1的相关要

求。

4.3 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应充分考虑材料及结构的承重强度、抗锈蚀及安装维修的方便。

4.4 安装面

吹风机的安装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吹风机的安装面应坚固结实，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其承重能力不应低于实际运行时吹风机

机安装部分重量的 4倍以上。

b）当安装面强度不足时应采取相应的加固、支撑和减振措施，以免影响吹风机的正常运行或

导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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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装

5.1 安装要求

5.1.1吹风机及其附件的安装，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和安全技术规定的一般原则，并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政府颁布的有关电气安装规范及产品安装说明的要求，安装示意图详见附录A（P6~P7）。

5.2安装位置

5.2.1吹风机应根据用户的使用环境实际状况并在保证安全情况下综合考虑下述因素选定安装位置：

a） 有合适的电源，安装点附近有合适的防火措施。

b） 无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的环境。

c） 尽量避开易产生噪声、振动、热源、阳光直射和存在电磁干扰的地点。

d） 在制造商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并尽量安装于室内或与用户商定的特定区域。

e） 维护、检修方便、通风合理。

f） 应符合 GB 50099的要求。

5.2.2为防止受到振动、应力、腐蚀、老化或其他外力带来的损害，吹风机的管线应有套管或其他安

全防护措施。

5.2.3吹风机的配管和配线应连接正确、牢固，走向与弯曲度合理。配管的弯管处应留有一定弧度的

弯曲半径，以免影响正常运行。

5.2.4 吹风机应采取固定式或驻立式，设备的防触电保护应为Ⅰ类或Ⅱ类。

5.3安装人员要求

吹风机的安装人员应经专业培训，掌握吹风机专业知识和安装相关技能，经考试合格，取得从

业资格证书或上岗证。

5.4吹风机组装

需要组装的吹风机，要求安装人员在现场对吹风机各部件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正确的组装和

连接，使吹风机达到应有的功能和完整性，使用处应设置简明易懂的图文说明，指导正确使用吹风

机。

5.5电气安全

5.5.1吹风机的外部接线应符合 GB4706.1的要求。

5.5.2用户电源插座结构应与待装吹风机电源插头相匹配并符合 GB 2099.1和 GB 1002要求。

5.6防松

吹风机安装时，其安装面与安装支架、安装支架与吹风机安装部分之间的连接应牢固、稳定、

可靠，确保安装后的吹风机不倾斜、滑脱、翻倒或跌落。

http://www.baidu.com/link?url=-nT4G3CwWzrJ6jXnvaDcnGucc1AP-QJnB7gZfCONWAbJD3gLo4bXzQwigOMWDjw1FcTX3Lv4IwGAAlbaL5AG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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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噪声

吹风机运行中的噪声应符合 GB 22337的要求。

5.8安装操作

5.8.1安装准备

5.8.1.1吹风机安装人员在安装前，应详细了解吹风机的规格型号、安装环境，以及相关配件需求，

并约定安装时间。

5.8.1.2安装人员应备齐所需安装工具，必要时可根据用户需求，配备吹风机有关安装配件。

5.8.1.3检查并确认用户的电源电压、接地情况等是否满足待装吹风机产品说明规定的要求。

5.8.1.4协助用户选定吹风机的安装位置，并确保安装位置、安装面和安装支架符合待装吹风机的安

装和使用、安全要求。当某些条件不完全具备时，在征得用户同意后，应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以

满足安装要求。

5.8.1.5对安装面进行作业时，安装人员应谨慎施工，以免因操作不当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必要时，

可要求用户请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5.8.1.6安装人员在用电钻打墙孔、或用水泥钢钉在安装墙面作业时，操作前应向用户了解打孔位置

预埋电源线、水管的布置情况并检查确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5.8.1.7安装人员应提醒用户对吹风机的外部管线、电气及线路的有效防护，并告知吹风机在投入使

用后的责任和义务。

5.9 产品确认

5.9.1 开箱前，和用户确认待装吹风机的型号、规格、颜色、品牌等，应和用户选购的一致。

5.9.2 检查吹风机包装是否完好、随机文件和附件是否齐全。

5.10安装操作

5.10.1安装人员应根据吹风机的具体型式，按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正确的安装。

5.10.2将吹风机机械固定，安装后的吹风机应安全、稳固。

5.10.3 安装后应恢复现场。

6 验收项目

7.1 检查

吹风机安装完毕后，应检查安装工作，特别要注意：

a） 电源连接、走向应合理。

b） 电气配置应安全、正确。

c） 机械连接应牢固、可靠。



5

d） 使用功能应良好实现。

7.2 调试及试运行

吹风机应按照使用说明要求进行调试及试运行，并检查吹风机各使用功能的实际情况，以确保

吹风机运行正常。

7.3验收

吹风机安装结束时，应由用户与安装人员按如下要求进行验收：

a） 协同用户检查确认吹风机的密封及运行情况。

b） 认真填写安装凭证单，经用户确认并备案。

c） 向用户介绍和讲解吹风机的防护、使用、维护、保养的必要知识。

d） 吹风机安装现场明显处，应张贴使用说明。

7.4 日常监测

7.4.1吹风机验收合格正常使用后，如遇到充电设备短路、断路、温度、烟雾传感等故障和非正常工

作情况时，应能开始报警功能。

7.4.2每个学期开学之前或结束后，由校方委托维修方或厂家进行试运行。

7.5 回访

吹风机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或者专业售后服务部门应对用户进行回访，确认安装过程的规范

性、吹风机的运行情况及服务需求等，做好相应记录并备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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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吹风机安装示意图

图 1 吹风机安装示意图 间隔

图 2 吹风机安装示意图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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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吹风机安装示意图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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