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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5711.htm 前 言 保护、合理利

用水资源，避免水损失和浪费，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标准是在ＧＢ／Ｔ１８１４５－２

０００《陶瓷片密封水嘴》、ＧＢ／Ｔ６９５２－１９９９

《卫生陶瓷》、ＪＣ／Ｔ８５６－２０００《６升水便器配

套系统》、ＱＢ／Ｔ３６４９－１９９９《大便器冲洗阀》

、ＣＪ／Ｔ３００８－１９９３《淋浴用机械式脚踏阀门》

、ＧＢ／Ｔ４２８８－１９９２《家用电动洗衣机》等产品

标准基础上，对上述用水器具的主要用水参数（如流量上限

等）和影响产品节水的因素及指标作出了规定。本标准发布

实施后，上述标准继续有效。 本标准第４．２．１、４．２

．３、４．２．４、４．３．２、４．４．１、４．５．２

、４．６．３条均为强制性条文，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本标

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给水排水

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城镇供

水协会、天津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北京市城市节约用水

办公室、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白健

生、刘志达、孙菁、仇之瑞、王全忠、何建平、李绍森、缪

斌、刘幼红、肖瑞凤。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的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

于安装在建筑设施内冷热供水管路上，供水压力不大于０．

６ＭＰａ使用的水嘴（水龙头）、便器及便器系统、便器冲

洗阀、淋浴器、家用洗衣机等产品。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



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Ｔ１１７６－１９８７ 铸造铜合金技术条件 ＧＢ／Ｔ

４２８８－１９９２ 家用电动洗衣机 ＧＢ／Ｔ６９５２－１

９９９ 卫生陶瓷 ＧＢ／Ｔ１８１４５－２０００ 陶瓷片密封

水嘴 Ｃ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 非接触式（电子）给水器

具 ＪＣ７０７－１９９７ 坐便器低水箱配件 ＪＣ／Ｔ８５６

－２０００ ６升水便器配套系统 ＪＧ／Ｔ３００８－１９９

３ 机械式脚踏淋浴用阀门 ＪＧ／Ｔ３０４０．２－１９９７ 

大便器冲洗装置液压缓闭式冲洗阀 ＱＢ／Ｔ１３３４－１９

９８ 水嘴通用技术条件 ＱＢ／Ｔ３６４９－１９９９ 大便器

冲洗阀 ３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３．１ 节水型生活用

水器具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ｄｅｖ

ｉｃｅｓ 满足相同的饮用、厨用、洁厕、洗浴、洗衣等用水

功能，较同类常规产品能减少用水量的器件、用具。 ３．２ 

节水型水嘴（水龙头）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ａｕｃｅ

ｔ 具有手动或自动启闭和控制出水口水流量功能，使用中能

实现节水效果的阀类产品。 ３．３ 节水型便器 在保证卫生要

求、使用功能和排水管道输送能力的条件下，不泄漏，一次

冲洗水量不大于６Ｌ水的便器。 ３．４ 节水型便器系统 ｗａ

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ｏｉｌ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由便器和

与其配套使用的水箱及配件、管材、管件、接口和安装施工

技术组成，每次冲洗周期的用水量不大于６Ｌ，即能将污物

冲离便器存水弯，排入重力排放系统的产品体系。 ３．５ 节

水型便器冲洗阀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ｆｏｒｗａｔｅｒ ｃｌｏｓｅｔ 具有延时冲洗、

自动关闭和流量控制功能的便器用阀类产品。 ３．６ 节水型

淋浴器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ｓｈｏｗｅｒ 采用接触或非

接触控制方式启闭，并有水温调节和流量限制功能的淋浴器

产品。 ３．７ 节水型洗衣机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ｗａ

ｓ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以水为介质，能根据衣物量、脏

净程度自动或手动调整用水量，满足洗净功能且耗水量低的

洗衣机产品。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产品

与水接触的部位不允许使用易腐蚀材料制造；直接影响产品

寿命的零部件表面应做防腐蚀处理或采用不易腐蚀的材料制

造。采用铸铜合金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７６的规定。 ４．１

．２ 产品不应使用含有害添加物的材料或涂装，所有与饮用

水直接接触的材料，不应对水质造成污染。 ４．１．３ 用于

湿热环境下的产品，应能在温度小于６０℃，相对湿度不大

于９０％下长期使用（淋浴器相对湿度不大于９５％），并

对人体无不良作用，对环境不造成污染。 ４．１．４ 如为电

子控制型产品，其电性能应符合ＣＪ／Ｔ３０８１的有关规

定。 ４．２ 节水型水嘴 ４．２．１ 产品应在水压０．１Ｍ

Ｐａ和管径１５ｍｍ下，最大流量不大于０．１５Ｌ／ｓ。 

４．２．２ 感应式水嘴、延时自闭式水嘴应符合４．２．１

的规定。 ４．２．３ 离开使用状态后，感应式水嘴应在２ｓ

内自动止水，非正常供电电压下应自动断水。 ４．２．４ 延

时自闭式水嘴每次给水量不大于１Ｌ，给水时间４ｓ～６ｓ

。 ４．２．５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的阀体强度应符合ＧＢ／Ｔ

１８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６．４．１的规定。 ４．２．６ 非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的阀体强度应符合ＱＢ／Ｔ１３３４－１



９９８中５．４．１的规定。 ４．２．７ 感应式水嘴的阀体

强度应符合Ｃ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中６．６的规定。 

４．２．８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的密封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

８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６．４．２的规定。 ４．２．９ 非陶

瓷片密封式水嘴的密封性能应符合ＱＢ／Ｔ１３３４－１９

９８中５．４．２的规定。 ４．２．１０ 感应式水嘴的阀体

密封性能应符合Ｃ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中６．６的规

定。 ４．２．１１ 产品的开关使用寿命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感应式水嘴大于５万次； ｂ）陶瓷片密封式水嘴大于２０

万次； ｃ）其他类水嘴大于３０万次。 ４．２．１２ 对产品

的其他要求应相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１４５、ＱＢ／Ｔ１３

３４、ＣＪ／Ｔ３０８１中有关规定。 ４．３ 节水型便器系

统 ４．３．１ 产品宜采用大、小便分档冲洗的结构。 ４．３

．２ 产品每次冲洗周期大便冲洗用水量不大于６Ｌ。 ４．３

．３ 如采用大小便分档冲洗的配件，小便冲洗用水量不大于

４．５Ｌ。 ４．３．４ 冲洗功能 ４．３．４．１ 在总冲洗

用水量不大于６Ｌ的条件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固体物

排放：采用聚丙烯球法，三次冲洗通过球数的平均值不小于

７５； ｂ）每次冲洗后，采用墨线法，累积残留的墨痕总长

不大于５０ｍｍ； ｃ）水封深度和水封回复不小于５０ｍｍ

； ｄ）污水排放试验后的稀释率不低于１００。 ４．３．４

．２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ａ）连续冲洗

３０次，至少有２４次全部冲出４个试体，且２４次的平均

。 ｂ）４个试件全部冲出坐便器，并通过５ｍ横管冲入排污

立管。 ４．３．４．３ 存水弯应能通过φ４０ｍｍ的固体球

。 ４．３．５ 陶瓷便器的吸水率不大于１．０％。 ４．３．



６ 水箱配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操纵机构稳定可靠，操作

方便。动作灵活，无卡阻。 ｂ）进水阀的强度和密封性能应

达到ＪＣ７０７中规定的一等品要求。 ｃ）在０．０５ＭＰ

ａ供水压力下，进水时间不大于１２０ｓ。 ｄ）溢水口必须

高于有效工作水面２０ｍｍ。 ｅ）进水阀出水口应高于溢流

管２０ｍｍ。 ｆ）排水阀不应有渗漏现象。 ｇ）水箱有效水

量为６Ｌ时，排水阀的排水流量不应小于２．０Ｌ／ｓ。 ｈ

）使用寿命大于５万次。 ４．３．７ 节水型便器系统各部件

（便器、水箱及配件、管材、管件、接口等）应符合ＧＢ／

Ｔ６９５２、ＪＣ７０７、ＪＣ／Ｔ８５６中的规定，组装

后各连接部位应无渗漏。 ４．３．８ 节水型便器系统必须按

ＪＣ／Ｔ８５６－２０００中４．６的规定进行管道系统设

计、施工安装。 ４．３．９ 对产品的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

Ｔ６９５２、ＪＣ７０７、ＪＣ／Ｔ８５６中有关规定。 ４

．４ 节水型便器冲洗阀 ４．４．１ 水压为０．３ＭＰａ时，

大便冲洗用产品，一次冲水量６Ｌ～８Ｌ。小便冲洗用产品

一次冲水量２Ｌ～４Ｌ（如分为两段冲洗，为第一段与第二

段之和）。冲洗时间３ｓ～１０ｓ。 ４．４．２ 阀体强度应

达到水压０．９ＭＰａ下保压３０ｓ，不变形，不渗漏。 ４

．４．３ 阀体密封性能应分别在高压０．６ＭＰａ、低压０

．０４ＭＰａ时，各密封面及各连接面均不出现渗漏。 ４．

４．４ 产品使用寿命应大于５万次。 ４．４．５ 产品在使用

中必须有防虹吸装置（小便冲洗阀不考虑此项要求）。 ４．

４．６ 产品在使用中不允许有明显的水锤现象，噪音声压级

不大于６０ｄＢ。 ４．４．７ 对产品的其他要求应符合ＪＧ

／Ｔ３０４０、ＱＢ／Ｔ３６４９中有关规定。 ４．５ 节水



型淋浴器 ４．５．１ 产品的淋浴阀的出水流量应符合ＪＧ／

Ｔ３００８－１９９３中４．７的规定。 ４．５．２ 淋浴器

喷头应在水压０．１ＭＰａ和管径１５ｍｍ下，最大流量不

大于０．１５Ｌ／ｓ。 ４．５．３ 淋浴阀体的耐压强度应达

到该产品公称压力的１．５倍下保压３０ｓ，不变形、不开

裂、不渗漏。 ４．５．４ 淋浴阀自然关闭时，通入该产品公

称压力１．１倍的水，出水口、阀杆密封处不应出现渗漏。

封住出水口，由入水口通入压力０．１ＭＰａ的水，阀杆密

封处也不应出现渗漏。 ４．５．５ 公共浴室宜采用单管恒温

式产品。 ４．５．６ 产品的淋浴阀的使用寿命应大于５万次

。 ４．５．７ 对产品的其他要求应符合ＪＧ／Ｔ３００８中

有关规定。 ４．６ 节水型洗衣机 ４．６．１ 产品的额定洗

涤水量与额定洗涤容量之比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８８－１９

９２中５．４的规定。 ４．６．２ 产品的漂洗性能应达到洗

涤物上残留漂洗液相对于试验用水的碱度不大于０．０４×

１０（负２次方）ｍｏｌ／Ｌ（摩尔浓度）。 ４．６．３ 产

品在最大负荷洗涤容量、高水位、一个标准洗涤过程，洗净

比０．８以上，单位容量用水量不大于下列数值： ａ）滚筒

式洗衣机有加热装置１４Ｌ／ｋｇ，无加热装置１６Ｌ／ｋ

ｇ； ｂ）波轮式洗衣机２２Ｌ／ｋｇ。 ４．６．４ 对产品的

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８８中有关规定。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节水型水嘴 ５．１．１ 流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１８

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７．４．３的试验方法进行。 ５．１．

２ 延时自闭式水嘴一次给水量和给水时间的测定 ａ）试验装

置及仪表： 水嘴压力试验机（压力、流量计量精度０．５级

）。 秒表、量筒。 ｂ）试验方法及步骤： 将延时自闭式水嘴



安装于试验机上。 接通水源，开启水嘴，用量筒和秒表测定

一次给水量和给水时间，进行３次，取其平均值。 ５．１．

３ 阀体强度的检测 ５．１．３．１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按ＧＢ

／Ｔ１８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７．４．１的规定进行。 ５．

１．３．２ 非陶瓷片密封式水嘴按ＱＢ／Ｔ１３３４－１９

９８中６．９的规定进行。 ５．１．３．３ 感应式水嘴按Ｃ

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中７．３．１的规定进行。 ５．

１．４ 密封性能的检测 ５．１．４．１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按

ＧＢ／Ｔ１８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７．４．２的规定进行。 

５．１．４．２ 非陶瓷片密封式水嘴按ＱＢ／Ｔ１３３４－

１９９８中６．１０的规定进行。 ５．１．４．３ 感应式水

嘴按Ｃ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中７．３．２的规定进行

。 ５．１．５ 开关寿命试验 ５．１．５．１ 陶瓷片密封式

水嘴开关使用寿命按ＧＢ／Ｔ１８１４５－２０００中７．

４．４．３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１．５．２ 非陶瓷片密封

式水嘴开关使用寿命按ＱＢ／Ｔ１３３４－１９９８中５．

４．５规定进行试验。 ５．１．５．３ 感应式水嘴开关使用

寿命按ＣＪ／Ｔ３０８１－１９９９中７．２．４的规定进

行试验。 ５．２ 节水型便器系统 ５．２．１ 试验方法 将产

品与供水管道连接成使用状态，在静压力为０．１４ＭＰａ

，动压力不小于０．１０ＭＰａ的条件下，开启冲水装置，

检查一次冲洗周期内各连接部位应无渗漏，并能调节所用水

量不大于６Ｌ。 ５．２．２ 冲洗功能 在５．２．１所述条件

下，进行下列检验。 ５．２．２．１ 固体物排放检验 测试介

质采用１００个φ１９ｍｍ，体积密度为０．８５ｇ／ｃｍ

（立方）～０．９０ｇ／ｃｍ（立方）的聚丙烯球，将其轻



轻投入放满水封的坐便器中，打开排水阀放水冲洗，检查并

记录冲出坐便器外的球数，连续测定三次，计算三次冲出球

数的平均值。 ５．２．２．２ 墨线试验 将洗净面擦干，用软

笔在坐便器圈下方２５ｍｍ处沿洗净面画一圈墨水线，立即

冲水，测量记录残留在洗净面上的墨水线长度。 ５．２．２

．３ 水封深度和水封回复检验： ａ）水封深度测量按ＧＢ／

Ｔ６９５２－１９９９中６．７．１的规定进行。 ｂ）水封

回复测量：在固体物排放检验（见５．２．２．１）时，观

察冲水后水封回复，若排污口有溢流出现，表明水封完全回

复。若无溢流出现，则测量剩余水封深度，并记录。 ５．２

．２．４ 污水排放试验按ＧＢ／Ｔ６９５２－１９９９中６

．８的规定进行。 ５．２．２．５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测试： 

ａ）对４．３．３．２ａ）的规定，按ＧＢ／Ｔ６９５２－

１９９９附录Ｃ规定的方法检验３０次，记录每次冲出试体

的个数、总冲洗水量和后续冲水量。 ｂ）对４ ．３．３．２

ｂ）的规定，采用内径为φ１００ｍｍ的排水管，排水管长

度为５ｍ，顺流坡度为２．６％，坐便器承接管与横管连接

时采用９０°弯头，坐便器排污口至横排管中心距为４５０

ｍｍ，安装成使用状态的坐便器产品与排水管道系统连接无

渗漏后，按ＪＣ／Ｔ８５６－２０００中５．１．６的规定

检验。 ５．２．２．６ 存水弯最小管径试验按ＧＢ／Ｔ６９

５２－１９９９中６．７．２的规定进行检验。 ５．２．３ 

陶瓷便器吸水率按ＧＢ／Ｔ６９５２－１９９９中６．５的

规定进行检验。 ５．２．４ 水箱配件的各项要求，按ＪＣ７

０７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５．３ 节水型便器冲洗阀 ５．３

．１ 流量的测定 ａ）试验装置及仪表： 冲洗阀流量试验机（



压力、流量计量精度０．５级）。 秒表、量筒。 ｂ）试验条

件：阀前的供水管路的管径规格应取阀的进水口的上一个规

格尺寸。试验用产品规格分别为ＤＮ２５、ＤＮ２０、ＤＮ

１５。 ｃ）试验方法和步骤： 将阀调至最大的冲洗量。 在压

力０．３ＭＰａ下，测定冲洗量和冲洗时间，各进行３次，

取其平均值。 ５．３．２ 阀体强度的检测 ａ）试验装置及仪

表：冲洗阀水压强度试验机（压力计量精度０．５级）、秒

表。 ｂ）试验方法和步骤： 按阀的安装位置，将阀的进水端

与试验机的给水端连接。 将阀瓣关闭，逐渐加压至０．９Ｍ

Ｐａ，稳压时间大于３０ｓ，观察压力表有无压力下降情况

，并检查阀体及连接处有无变形和渗漏。允许以单个零件进

行。 遇有加压渗漏时，允许排放使阀内残存气体排出后，再

继续试验。 ５．３．３ 密封性能的检测 ａ）试验装置：冲洗

阀水压密封试验机（压力计量精度０．５级）。 ｂ）试验方

法和步骤： 按阀的工作状态安装于试验机的给水端。 在压力

分别为０．０４ＭＰａ、０．６ＭＰａ下，使冲洗阀排水，

自闭后应无任何渗漏。反复进行３次启闭试验。 ５．３．４ 

寿命试验 ａ）设备：冲洗阀寿命试验机（压力计量精度０．

５级）。 ｂ）试验方法和步骤： 将被测产品安装在试验机上

，接通供水管路，供水压力为：动压０．３ＭＰａ，水温≤

５０℃，从打开阀芯到阀门自闭后，完成一次动作，往复动

作５００００次后进行阀体强度和密封性能试验。 ５．３．

５ 防虹吸试验 ａ）试验设备及装置：如图１所示。 ｂ）试验

条件： 上密封结构的冲洗阀，应在进水密封面上垫上φ０．

４ｍｍ～φ０．８ｍｍ的金属丝。 透明冲洗管长度不小于５

００ｍｍ，浸没水中部分为１００ｍｍ。 ｃ）试验方法和步



骤： 启动真空泵使供压系统的真空度不小于０．０８ＭＰａ

。 开启阀门使冲洗阀与储水池相通。 开启阀门的同时观察冲

洗管有无回水现象，并记录回水高度（透明冲洗管液面不高

于容器液面３００ｍｍ）。 （注：此处插有“图１”，由本

社图表新闻专线另发） ５．３．６ 噪音试验 产品按使用状态

安装，环境地噪音声压级不大于１５ｄＢ进水压力分别为０

．１ＭＰａ、０．６ＭＰａ，距阀体１ｍ并高于１ｍ处测量

的噪音，取两次中最大值。 ５．４ 节水型淋浴器 ５．４．１

流量的测定 ５．４．１．１ 产品的淋浴阀的流量测定按ＣＪ

／Ｔ３００８－１９９３第５．５条的规定进行检验。 ５．

４．１．２ 淋浴器喷头流量的测定 ａ）设备：ＣＪ／Ｔ３０

０８－１９９３中第５．１．２条所示通水试验系统。 ｂ）

试验方法和步骤： 以直径１５ｍｍ管件连通淋浴喷头和通水

试验系统。 通水使淋浴阀打开，淋浴器处于使用状态。 调节

淋浴喷头进水口压力为０．１ＭＰａ。 测定单位时间流量值

。 ５．４．２ 阀体耐压强度检测按ＣＪ／Ｔ３００８－１９

９３第５．６条规定进行。 ５．４．３ 阀体密封性能检测按

ＣＪ／Ｔ３００８－１９９３第５．７条规定进行。 ５．４

．４ 寿命试验 对淋浴器阀体进行使用寿命检测，按ＣＪ／Ｔ

３００８－１９９３第５．８条的规定进行。 ５．５ 节水型

洗衣机 ５．５．１ 额定洗涤水量与额定洗涤容量之比按ＧＢ

／Ｔ４２８８－１９９２中６．３的规定计算。 ５．５．２ 

洗净比的测定按ＧＢ／Ｔ４２８８－１９９２附录Ａ规定的

试验方法进行。 ５．５．３ 漂洗性能的检测以本标准４．６

．２的规定按ＧＢ／Ｔ４２８８－１９９２附录Ｃ的试验方

法进行。 ５．５．４ 单位容量用水量的测定 按５．５．２的



规定测定洗净比，在被测洗衣机额定洗涤容量，最高水位，

完成一个洗衣机程序设定的洗涤、漂洗、脱水洗涤过程条件

下，单位容量用水量由式（１）计算： Ｗ＝Ｗ（下标１）／

Ｍ ⋯⋯⋯⋯⋯⋯（１） 式中：Ｗ单位容量用水量，Ｌ／ｋｇ

； Ｗ（下标１）完成一个洗涤、漂洗、脱水标准洗涤过程中

总用水量，Ｌ； Ｍ洗衣机额定洗涤容量，ｋｇ。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节水型水嘴（水龙头） ６．１．１ 陶瓷片密封式水嘴

符合ＧＢ／Ｔ１８１４５的规定。 ６．１．２ 非陶瓷片密封

式水嘴符合ＱＢ／Ｔ１３３４的规定。 ６．２ 节水型便器系

统中便器、水箱及配件的检验规则相应符合ＧＢ／Ｔ６９５

２、ＪＣ７０７、ＪＣ／Ｔ８５６的规定。 ６．３ 节水型便

器冲洗阀符合ＱＢ／Ｔ３６４９的规定。 ６．４ 淋浴器阀体

的检验规则符合ＪＧ／Ｔ３００８的规定。 ６．５ 节水型洗

衣机符合ＧＢ／Ｔ４２８８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