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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式电热水器抗菌、除菌、净化功能的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储水式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抗菌、除菌以及颗粒过滤、活水排污、阻垢和余氯净

化等净化功能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抗菌、除菌或颗粒过滤、活水排污、阻垢和余氯净化等净化功能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包

括能够提供家用洗浴水的热水器产品以及其配套水处理模块，其它形式的热水器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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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19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2006  家用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T 5750.11—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2—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17218—199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 21551.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通则 

GB 215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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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5937—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性能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21551.1—2008、GB 21551.2—2010 界定的术语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抗菌部件 antibacterial parts 

热水器正常使用过程中，能够直接接触到内胆存水或水流的部件。 

3.2  

巴氏除菌  pasteurization 

利用较低的温度杀死细菌的一种除菌工艺。 

3.3  

UHT 除菌  Ultra High Temperature sterilization 

利用加热管表面的超高温瞬时杀死细菌的一种工艺。 

3.4  

颗粒过滤 particulate filter 

以压力为动力，分离大于过滤网孔径以上的颗粒的过程。 

3.5  

活水排污 water freshen and blow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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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通过独立排污装置，能够排污换水、清洁内胆的过程。 

3.6 

阻垢率 scale inhibition rat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用百分率表示空白组加热管增重与实验组加热管增重之间差值的比值，单位为%。 

3.7 

净水流量 purified water flow rate 

在 0.28 MPa±0.05 MPa 的工作压力下，单位时间的产水量，单位：L/min。 

3.8  

总净水量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热水器使用一定时间后，经过冲洗去除效果仍能达到标称要求且不小于试验流量要

求时的累积产水量，单位：L。 

 

4  技术要求 

4.1  安全性要求  

4.1.1  电器安全性要求 

热水器的电器安全性要求应符合 GB 4706.1—1998 和 GB 4706.12—2006 的要求。 

4.1.2  卫生安全性要求 

热水器的卫生安全性要求应符合 GB/T 21551.1—2008 中 4.2 的要求。 

4.2  抗菌 

热水器抗菌部件应符合 GB 21551.2—2010 的要求。 

注：抗菌部件至少应包含进出水管（含防电墙）、内胆、加热管、镁棒中的一项。 

4.3  除菌 

除菌率应大于99.9%。 

4.4  颗粒过滤 

4.4.1  易清洁性 

过滤网应可拆卸且可清洗、更换。 

4.4.2  孔径 

过滤网孔径不大于 0.3 mm。 

4.4.3  过滤滤网面积 

滤网面积不低于 12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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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活水排污 

4.5.1  活水排污装置 

应有独立的，不使用工具即可排空内胆存水的排污装置。 

4.5.2  有效排污截面积 

有效排污截面积不小于 150 mm2。 

4.6   阻垢 

4.6.1  阻垢率 

阻垢率不低于70%。 

4.6.2  安全性要求 

阻垢剂应符合 GB/T 17218—1998 要求。 

4.7  余氯净化 

4.7.1  总净水量要求 

热水器标称的余氯总净水量不得低于10000 L。 

4.7.2  余氯去除率 

余氯去除率应不低于 50%。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的一般要求 

5.1.1  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进行： 

a）  实验室的空气流速应不大于 0.25 m/s； 

b）  环境温度为（20±2）℃。环境温度测量点应选择在被测热水器与测试角壁的中间点或距离被测热水器

1 m 处，两者取较小值，并位于被测热水器的一半高度，环境温度应在稳定条件下测量； 

c）  相对湿度不超过 85%，并在稳定条件下测量，不应在热水从热水器中排出的瞬间取得； 

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差的绝对值不能超过额定电压的±1%； 

d）  在被测热水器额定输入功率下进行，输入功率的偏差绝对值不应大于 5%； 

e）  使热水器处于正常安装使用状态，在测试期间不排水时的水压应在 0.28 MPa 和额定压力之间并保持

稳定，波动范围在-0.05 MPa～0.05 MPa； 

f）  进水温度控制在（15±2）℃。 

5.1.2  试验用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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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仪表需满足下述要求： 

a）  测量温度用仪表，其准确度在 0.5 K 以内； 

b）  测量时间用仪表，其准确度为±1 s/h； 

c）  测量质量用仪表，其准确度为测定质量的±0.2%； 

d）  测量流量用仪表，其准确度为±0.5%； 

e）   控制出水温度的恒温阀，其准确度为±1 °C； 

f）   测量尺寸用仪表，精度为 0.02 mm。 

5.1.3 热水器的安装 

被测热水器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的规定，按照下述要求进行安装： 

a）  挂壁式热水器应安装在无障碍物的空间或测试角壁的隔墙或隔板上，隔墙或隔板距离墙面至少 150 

mm，上下至少留有 250 mm，前面和两侧面至少留有 700 mm 的空间； 

b）  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热水器可安装在地板上，或为测试方便安装在类似的地板上，并尽可能靠近测

试角壁的两面墙； 

c）   嵌装式热水器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安装到位； 

d）  如果随机附带附件，安装时应使用随机所带的附件。 

e）  进出水管的安装，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要求连接必要的安全附件，非制造商提供的连接管和阀门可

采用非金属件，如采用金属件时，应增加一定的保温措施。 

5.2  抗菌试验 

按GB 21551.2—2010进行试验。 

5.3  除菌试验 

5.3.1  巴氏除菌试验  

a)  前处理：试验前，用市政自来水冲洗试验管道和测试样机30 min，冲洗后在热水器出水口处取样检测，

菌落总数应不高于100 CFU/100mL或MPN/100ml，若冲洗30min后菌落总数达不到该要求，应延长冲洗时间，直

至出水中的菌落总数达到上述要求。通过热水器排空装置排空内胆水。 

b)  试验菌液的制备：用8.5 g/L的无菌生理盐水配制初始浓度为（9.0×102-2.0×103）CFU/100mL或

MPN/100ml的菌液作为试验菌液。检测配制完毕的试验菌液的活菌总数A，记为初始水样菌落总数。 

c)  运行：热水器进水口安装阀门，并与装有试验菌液的容器连接，开启试验热水器，使用水泵将试验菌

液注满热水器，关闭进水阀，按照使用说明将热水器调整至最高设置温度，通电加热至温控装置切断电源5 min

之后，打开安全阀扳手，放水5 min后，依据GB 5750.12—2006的方法采集水样，并测试菌落总数B，记为试验

后水样菌落总数。 

d)  数据处理：按GB/T 5750.12—2006测试总大肠杆菌菌落总数，根据式（1）计算除菌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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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 = #$%
#
×100% (1) 

式中： 

R——除菌率，%； 

A——初始水样菌落总数，CFU/100ml或MPN/100ml； 

B——试验后水样菌落总数，CFU/100ml或MPN/100ml。 

试验进行3次，取3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除菌率。 

5.3.2  UHT除菌试验 

a)  UHT除菌试验包含“试验菌液的制备”、“运行”和“数据处理”三个步骤。除了“运行”外，其余

“试验菌液的制备”、“数据处理”参照“5.3.1 巴氏除菌试验”； 

b)  运行： 将热水器加热管浸入装有制备的试验菌液的玻璃容器中，并固定位置，如图1所示；在额定功

率下通电工作10 min；断电后，在离加热管表面20 mm范围内取水样，依据GB 5750.12—2006的方法测试水样

中的菌落总数B，记为试验后水样菌落总数。 

 

图1 UHT除菌试验示意图 

5.4  颗粒过滤试验 

5.4.1  易清洁性 

通过视检和查阅产品使用说明中关于过滤网的维护说明内容检查其是否符合 4.4.1 的要求。 

5.4.2  过滤网孔径测量 

用直接测量法检查过滤网尺寸 d 和 ω（见图 2），其检查方法为： 

—用千分尺测量过滤网丝直径 d； 

—用游标卡尺测量网孔尺寸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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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网孔太小难用卡尺测量网孔尺寸时，可以用式（2）计算： 

   𝜔 = +
,
− 𝑑                           （2） 

式中： 

ω—网孔尺寸，mm； 

n—𝑙长度上的网孔数量； 

l—连续分布的 n 个网孔和 n 根过滤网丝所占的长度，mm； 

d—过滤网丝直径，mm。 

当网孔尺寸大于或等于 1 mm 时，n 至少取 10；当网孔尺寸小于 1 mm 时，n 至少取 20。 

对这类过滤网，过滤网孔尺寸 ω以及网丝直径 d 的值应至少 5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来确定（测量位置均匀

分布在过滤网不同区域）。 

 

图 2 过滤网丝的网孔计算 

5.4.3 过滤滤网面积测量 

使用合适的尺寸测量仪器，测量计算过滤网的表面积。 

5.5  活水排污试验 

5.5.1  活水排污装置 

按照使用说明安装热水器，注满市政自来水之后，打开活水排污装置外罩，通过独立的、不使用工具即可

排空内胆存水的活水排污装置，排净内胆中的水，并在关闭活水排污装置之后，再次注满市政自来水。反复操

作 5 次，观察活水排污装置是否出现漏水现象。 

5.5.2  有效排污截面积 

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活水排污装置的最小过水面积。 

5.6  阻垢试验 

5.6.1  低温阻垢试验 

a)  试验用水的配制：硬度为（500±50）mg/L（以碳酸钙计）、碱度为（180±10）mg/L（以碳酸钙

计）、pH 为（8.0-9.0）的试验用水（使用盐酸或氢氧化钠调节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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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试样机的选择及预处理：选取两台同型号规格的未使用过的热水器，其中一台加热温度设置为

40 ℃，作为实验组，另一台加热温度为最高设置温度，作为空白组；分别装配相同型号规格的加热管预先

80 ℃烘干 3 h，冷却至室温后称重，空白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0，实验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1； 

注：热水器包含多组加热管，则按照相同的“储水工作模式”加热管进行对比测试。 

c)  运行：按照使用说明安装热水器，用水泵以（4.5±0.5）L/min 的流量将被测热水器注满试验用水，在

额定功率下通电工作。按照使用说明将热水器调整至指定设置温度，通电加热至温控器断开，保温 1 h。重新

通水，启动热水器正常工作到温控器断开后保温，重复上述操作，使电热水器在接通―断开—保温 1 h 的状态

下周期地运行 20 次。每次通水体积为热水器额定容量的两倍，误差不超过 5%； 

d)  数据取样及处理：排空热水器，取出加热管，80 ℃烘干 3 h，冷却至室温后称重，前后两次差值不超

过 0.5 g。实验后实验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2，空白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3。 

阻垢率计算公式： 

                           𝜂 =
∆2

空白
$∆2

实验

∆2
空白

×100%																							(3) 

∆𝑚空白 = 𝑚5 − 𝑚6 

∆𝑚实验 = 𝑚7 − 𝑚8 

式中： 

𝜂—阻垢率，%； 

Δm空白—空白组加热管增重，g； 

Δm实验—实验组加热管增重，g。 

5.6.2  长效阻垢试验 

a)  长效阻垢试验除了“测试样机的选择及预处理”、“运行”外，其余 “试验用水的配制”、“数据

取样及处理”参照“5.6.1 低温阻垢试验”； 

b)  测试样机的选择及预处理：选取两台同型号规格的未使用过的热水器，其中一台安装或含有阻垢部

件，作为实验组，另一台不安装或不含有阻垢部件，作为空白组；分别装配相同型号规格的加热管预先 80 ℃

烘干 3 h，冷却至室温后称重，空白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0，实验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1； 

注：热水器包含多组加热管，则按照相同的“储水工作模式”加热管进行对比测试。 

c)  运行：按照使用说明安装热水器，用水泵以（4.5±0.5）L/min 的流量将被测热水器注满试验用水，在

额定功率下通电工作。按照使用说明将热水器调整至最高设置温度，通电加热至温控器断开，保温 1 h。重新

通水，启动热水器正常工作到温控器断开后保温，重复上述操作，使电热水器在接通―断开—保温 1 h 的状态

下周期地运行 20 次。每次通水体积为热水器额定容量的两倍，误差不超过 5%； 

d)  安全性试验：阻垢剂应按照 GB/T 17218—1998 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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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余氯净化试验 

5.7.1  试验用水 

余氯去除率试验用水应符合 GB/T 35937—2017 的余氯净化要求。 

5.7.2  总净水量试验 

将配置的试验用水以 5 L/min 的流量经过热水器（包含余氯去除装置），在测试开始及达到热水器标称的

总净水量的 25%、50%、75%、100%分别按 5.7.3 方法进行取样试验。净水流量低于 5 L/min 或余氯去除率低

于 50 %时，结束试验。 

5.7.3  余氯去除率测试 

装有余氯去除装置的余氯测试： 

按照使用说明安装热水器及余氯去除装置，在进水压力为（0.28±0.05）MPa 的条件下通入余氯浓度为

2.0×(1±20%) mg/L 的试验用水进行测试，热水器注满水后加热至最高设置温度，通电加热至温控器断开。 

调节恒温阀，控制出水口温度在（40±2）℃范围内，出水流量调节为 5 L/min。放水 3 min 之后，并按

GB/T 5750.11—2006 测量出水的余氯浓度 C1，记为过滤后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 

未装余氯去除装置的余氯测试： 

按照上述流程测量出水的余氯浓度 C，记为试验用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 

按公式（4）计算余氯去除率 η： 

                                           𝜂 = 9$9:
9
×100%                         (4) 

式中： 

𝜂——余氯去除率，单位为百分号（%）； 

𝐶——试验用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单位：mg/L； 

𝐶8——过滤后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单位：mg/L。 

 

6  标识 

6.1  标识的原则、要求和内容 

标识的原则、要求和内容符合 GB 21551.1—2008。 

6.2  标识的使用 

符合本标准的抗菌、除菌、或颗粒过滤、活水排污、阻垢和余氯净化等净化功能的技术要求的储水式电热

水器，可以在产品和包装箱上标注相关描述相关功能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