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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标准应与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配合

使用。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

权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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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采暖炉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热采暖炉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分类、标志和说明、对触及带电部

件的防护、电动器具的启动、输入功率和电流、发热、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瞬态过电压、耐潮湿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且预定把水加热至低于沸点温度的电热采暖炉产品。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标准所涉及的各种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和住宅周围环境

中所有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然而，一般说来，本标准并未考虑： 

——如下人群（包括幼儿） 

•由于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缺陷；或 

•由于缺少经验和知识 

导致其在无人照看或指导时不能安全使用器具的情况；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 1：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可能对器具规定附加要求； 

——国家有关部门有对连接到水源的设备安装的规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 

——液体加热器（GB4706.19）； 

——储水式电热水器（GB4706.12）； 

——快热式电热水器（GB4706.11）；  

——室内加热器（GB4706.23）； 

——电热采暖炉后端散热系统； 

————压力容器（TSG21-2006、TSGR7001-2013）最高工作压力≥0.1MPa，内直径≥150mm

且水箱容积≥30L 的电热采暖炉，介质为气体、液体气体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等于标准沸点

的液体；； 

——打算用在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如存在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灰尘、蒸汽或瓦斯气

体）的场所； 

——商用售卖机（GB47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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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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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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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200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热采暖炉  electric heating stove 

当水流过器具时对水进行加热，为后端散热系统提供热水从而与空气形成热交换后增加

环境温度的驻立式器具。 

3.2 

承压电热采暖炉  closed  heating stove 

水循环系统在有压力情况下工作的电热采暖炉。 

3.3 

非承压电热采暖炉  open-outlet heating stove  

水循环系统在与大气相通情况下工作的电热采暖炉。 

3.4 

额定压力  rated pressure 

制造商规定的器具可承受的水压。 

3.5 

水流开关  flow switch  

随水的流动而动作的装置。 

3.6  

压力开关  pressure switch  

随压力的变化而动作的装置。  

4  一般要求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4 章一般要求。 

5  试验的一般条件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5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条件。 

5.1 当在单一器具上进行试验时，应在进行第 19 章试验之前进行 22.3 的试验。 

5.2 把对室温敏感的温控器短路。然而，如果温控器可以设置成不工作，则其不短路。 

5.3 试验用水温度应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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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磁加热的电热采暖炉应按照电动器具考核。 

6  分类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6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分类。 

电热采暖炉的防水等级至少应为 IPX1。 

安装在室外或者建筑现场的防水等级则至少应为 IPX4。 

7  标志和说明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7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标志和说明的要求。 

7.1  电热采暖炉应标有额定压力，单位为 Pa。 

电热采暖炉上应标有“禁止覆盖”或者类似文字。 

7.2 使用说明应规定： 

为避免过热，严禁覆盖电热采暖炉加热系统。 

打算由用户来充液的电热采暖炉应标有最高和最低液位或者类似提示方式。 

如果需要外置水泵，应明示配套水泵的规格参数以及安装方式。 

长期不使用的时候，应把水排空。 

对于未安装水流开关或者压力开关的电热采暖炉，使用说明应包括有下述内容： 

警告：如果电热采暖炉中的水有可能结冰，则禁止给电热采暖炉通电。 

7.3 如果承压电热采暖炉需要压力释放装置，除非在该电热采暖炉里已装有压力释放装置，

否则在其安装说明中应说明：在安装电热采暖炉时必须装上压力释放装置。 

7.4 进水口、出水口应有文字标志，这个标志不应置于可拆卸部件上。 

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8 章的要求外，还应适用以下对触及带电部件的

防护的要求。 

水源和电源的连接在试验期间假定是就位的。  

9  电动器具的启动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9 章要求。 

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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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0 章要求。 

11  发热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1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发热的要求。 

11.1 组合式电热采暖炉要按照电热器具工作。 

11.2 电热采暖炉工作直至稳定状态建立。 

11.3 电热采暖炉作为长期连续工作的器具，其表面温升不应超过 85K。 

12  外观 

电热采暖炉外观良好： 

12.1 电镀件和紧固件应进行防锈蚀处理，其表面应光滑细腻，不应有明显的斑点、气泡、镀

层脱落等缺陷。 

12.2 涂装件涂层牢固，表面不应有明显的气泡、皱纹和其他损伤。 

12.3 塑料件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得有裂纹，气孔和明显变形。 

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3 章要求。 

14  瞬态过电压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4 章要求。 

15  耐潮湿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5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耐潮湿的要求。 

固定在墙壁上使用的器具在安装时，应与安装表面保留 3mm 的间隙，除非制造商安装说

明规定一个更大的值。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6 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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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7 章要求。 

18  耐久性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8 章要求。 

19  非正常工作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19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非正常工作的要求。 

19.1  对于非承压电热采暖炉，在第 11 章试验期间工作的水流开关和压力开关应短路。 

对于承压电热采暖炉的水流开关和压力开关应短路，任何压力释放装置应不工作。然而，

如果电热采暖炉没有水流开关并可能发生倒虹吸，那么应在给电热采暖炉灌水至刚好浸没电

热元件的情况下工作。 

注：如果在电热采暖炉里装有一个单向阀或管路断流器，或者如果在使用说明中标明在安装时必须装

上一个单向阀，那么认为该电热采暖炉不可能发生倒虹吸。 

19.2 在进行 19.1 试验期间，水容器不应破裂，水温不应超过： 

——99℃，对于非承压电热采暖炉； 

——140℃，对于承压电热采暖炉。 

19.3 电热采暖炉在第 11 章规定的条件下工作，但是，输入功率为 1.24 倍额定输入功率。 

在第 11 章试验期间动作的所有热控制器均要同时短路。 

19.4 电热采暖炉在第 11 章规定条件下工作，电加热系统上要覆盖以下规定的覆盖物： 

     覆盖物是宽度为 100mm,镶有单层纺织材料衬里的毡条。毡条的单位面积质量为 4kg/m
2

＋0.4kg/m
2
，厚度为 25 mm 。纺织材料衬里是由干燥条件下单位面积质量为 140 g/ m

2
～ 175 

g/ m
2
的预洗过的双层卷边棉布制成。 

热电偶要连接在铜或黄铜制成的涂黑小圆片背后，该小圆片的直径为 15mm，厚为 1mm。

小圆片要以 50mm 为间隔放置在纺织材料与条之间，并位于带的垂直中心线上。小圆片要固定

以防其陷入毡条里。 

毡条带有纺织材料衬里的一面要紧贴到加热器上，以覆盖加热器的顶部和落地覆盖整个

前表面。如果加热器的结构是离墙放置的，或如果加热器与墙固定时的距离超过 30mm，而且

任何两个固定点或定位架之间或在这些点和加热器的边缘之间的距离超过 100 mm，则要把加

热器的背面完全落地覆盖。在其他情况下，加热器的覆盖背面约为加热器从顶算起高度的五

分之一处。 

在试验期间，毡条的温升不应超过 150K ，但在试验的第一个小时内允许有 25K 的过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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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0 章要求。 

21  机械强度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1 章要求。 

22  结构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2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结构的要求。 

22.1  除非在正常使用中水不会聚积在外壳内，否则外壳应备有排水孔，其位置应使流出的

水不会影响电气绝缘。排水孔的直径至少应为 5mm，或面积至少为 20mm
2
且宽度至少为 3mm。  

通过视检和测量检查其符合性。 

22.2 装有玻璃管壁镀电热膜式加热元件的电热采暖炉，进入和流出的水必须流经永久可靠连

接到接地端子的金属部件。此类电热采暖炉的结构应保证在电加热系统中，可能被泄漏的水

必须经过可靠接地的金属部件方可以被触及。 

注：这些金属部件可以是标准金属接头，金属圆环（其高度不小于标准接头），或者金属栅格。 

22.3 电热采暖炉应能经受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水压。 

通过使电热采暖炉经受水压试验检查其符合性，水压值为： 

——对于承压电热采暖炉，为额定压力的 2 倍； 

——对于非承压电热采暖炉，为 0.15MPa。 

使压力释放装置不动作，水压以 0.13MPa/s 的速率升至规定值并持续 5min。 

水不应从电热采暖炉中泄漏并且器具不应有影响其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永久性变形。 

22.4  不经过减压装置而与自来水水源直接连接的承压式电热采暖炉的额定压力应至少为

0.6MPa；其余承压电热采暖炉的额定压力应至少为 0.1MPa。 

注：非承压电热采暖炉的额定压力为 0Pa。 

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22.5  承压电热采暖炉应提供压力释放装置以防止过压。 

通过视检和通过给器具缓慢增加水压检查其符合性。 

在水压超过额定压力 0.1MPa 之前压力释放装置应动作。 

注：压力释放装置可以在安装期间固定好。 

22.6 非承压电热采暖炉出水口的结构应在正常使用中不会因水流受阻而使容器承受显著的

压力。 

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如果出水口的横截面积不小于进水口的横截面积，则认为符合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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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装有水流开关的电热采暖炉的结构应使得没有水流时电热元件不能通电，而且如果水流

中断，开关断开电热元件。 

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检查其符合性。 

22.8 承压电热采暖炉应装有其动作不受温控器或水流开关影响的热断路器，只能在打开不可

拆卸盖板后才能使该热断路器复位。 

22.9 非承压电热采暖炉的水容器应不会由于内部压力过高而破裂。 

通过视检和下述试验检查其符合性。 

——带有一个当过压时被喷出或破裂的薄弱部件的电热采暖炉，进行 22.9.1 的试验； 

注 1：薄弱部件的例子：隔膜和孔塞。 

——带有其他释放压力措施的电热采暖炉，进行 22.9.1 和 22.9.3 的试验； 

——带有下述电热元件的电热采暖炉， 进行 22.9.2 和 22.9.3 的试验。 

·在内部压力过高之前破裂，或 

·在内部压力过高时不被通电。 

试验后，电热采暖炉应符合第 8 章和 GB4706.1-2005 的 16.2 要求。 

注 2：试验模拟在出口堵塞或容器里水结冰的情况。 

22.9.1  给电热采暖炉灌水，封闭循环管路，然后使水压稳步上升。 

在内部压力达到 1.1MPa 之前，出现以下情况即满足要求： 

——薄弱部件应被喷出或破裂； 

——压力释放装置动作； 

——器具不工作。 

在压力已经释放后，允许水流动 1min。 

22.9.2  给电热采暖炉灌水，封闭循环管路，把控制器短路或开路，两者选较不利者。然后

使电热采暖炉在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 

电热元件应在没有引起危险的情况下断裂，除非它保持不带电。 

如果电热元件断裂，则打开进水口阀门，使水压稳步上升直至达到 1.1MPa，保持此压力

1min。 

22.9.3  给电热采暖炉灌水，封闭进水口和出水口，控制器短路或开路，两者选较不利者。 

按照正常使用时的安装状态，把电热采暖炉放置在温度不低于-5℃的环境里直至水结冰，

然后把电热采暖炉放置在正常环境里并使其在额定输入功率下工作。 

电热元件应在没有引起危险的情况下断裂或应通过一个压力释放装置释放任何过压，除

非电热元件保持不带电。 

把电热采暖炉电源断开并允许达到室温。 

如果电热元件保持不带电或已经断裂，则通过进水口供水，把水压稳步升至 1.1MPa，并

保持此压力 1min。 

如果压力释放装置已经动作，则在出水口仍然封闭下把器具连接到供水处 1min。 

22.10  墙上安装的电热采暖炉应有牢固固定到墙上的措施，而不应依靠连接供水管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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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23  内部布线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3 章要求。 

24  元件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4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元件的要求。 

承压电热采暖炉的热断路器或其他保护装置应是非自复位型的，而对于多相器具，应提

供全极断开。 

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5 章要求。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6 章要求。 

27  接地措施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7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接地措施的要求。 

对于 I 类器具, 电热元件的外壳应永久、可靠的连接到接地端子上, 除非: 

容器带有金属的进水管和出水管，而且进水管和出水管永久、可靠的连接到接地端子上,

并且容器上其他与水接触的易触及金属部件也永久、可靠的连接到接地端子上。 

28  螺钉和连接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8 章要求。 

29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29 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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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耐热和耐燃 

电热采暖炉除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30 章外，还应适用以下耐热和耐燃的要求： 

在防护性外壳上进行温度为 650℃的灼热丝试验。 

31  防锈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31 章要求。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电热采暖炉应适用 GB 4706.1-2005 第 32 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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