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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全屋净水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全屋净水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体系架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用户使用说明、包装、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全屋净水设备相应电器以及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控制终端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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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343.1-2009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GB 4343.2-2009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 2506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IT 网络安全 

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的智能化技术通则  

GB/T 30246.1 家庭网络第 1 部分 系统体系结构及参考模型 

GB/T 30246.4 家庭网络第 4 部分 终端设备规范 音视频及多媒体设备 

GB/T 30246.6 家庭网络第 6 部分 多媒体及数据网络通讯协议 

GB/T 30246.7 家庭网络第 7 部分 控制网络通讯协议 

GB/T 30246.8  家庭网络第 8 部分 设备描述文件规范 XML 格式 

GB/T 30246.9  家庭网络第 9 部分 设备描述文件规范 二进制格式  

GB/T 30246.11 家庭网络第 11 部分 控制网络接口一致性测试规范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YDC 079-2009 移动用户终端无线局域网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 

QB/T 4695-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前置过滤器 

QB/T 4144-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反渗透净水机 

GB 4706.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T 22090-2008 冷热饮水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全屋净水 Intelligence house water purification  

运用传感设备、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知、监测、分析、整合全屋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

如水质、用水量、耗材寿命等，从而对包括饮水、洗刷、煲汤、蒸饭、美容、沐浴、安全监

测、自动调整、自动控制、休闲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通过统一平台的物联功

能，把室内相应净水设备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控制终端集中管理设备的运行数据及运行状

况，实现智慧化、人性化、系统化的全屋净水。 

3.2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 Intelligence house 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能够被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控制、管理的净水设备，包括前置过滤器、中央净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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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软水机、末端净水机、管线机、茶吧机等设备。 

3.3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 Intelligence house water purification control terminal 

获取智慧全屋净水净化相应电器信息，并且能与智慧全屋净水服务平台连接的控制终端。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为逻辑设备，其物理设备可以为单一设备，也可以与其他逻辑设备一

体化。 

3.4   

智慧全屋净水服务平台 Intelligence house water purification service platform 

与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和用户通过网络连接，可以实现提供

设备监控、内容服务、应用服务、云计算等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3.5   

用户终端 user terminal 

用户终端是指安装了智慧家电应用的设备（如智能手机、PAD 等），当用户从应用商店

下载智慧家电应用 APP 并安装后，用户可以在用户终端上通过 APP 控制智慧全屋净水设备、

使用其他增值业务等。 

3.6   

性能判别 performance criterion 

被测试设备在电磁现象作用过程之中和之后，设备可就收的限值。 

3.7   

环境 environment 

设备在某个时间可能会受影响的外部电磁条件。环境条件有单项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

联合构成。 

3.8   

环境参数 environmental parameter 

电磁环境的一个或多个特征的体现。 

3.9  

EUT  

受试设备。 

4 智慧全屋净水体系架构 

4.1 智慧全屋净水体系结构模型 

智慧全屋净水的体系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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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全屋净水体系结构模型 

智慧全屋净水体系结构有如下三种数据交互方式： 

方式 1：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与智慧全屋净水设备通过 Zigbee、蓝牙等无线模块以组

网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 

方式 2：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和智慧全屋净水用户终端与智慧全屋净水设备经家庭无

线路由器进行数据交互； 

方式 3：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智慧全屋净水用户终端经家庭无线路由器和服务平台

与智慧全屋净水设备进行数据交互。 

4.2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描述文件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描述文件指为实现其互联互通功能应具有的描述自身功能和控制命

令的文件。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描述文件应符合 GB/T 30246.8 和 GB/T 30246.9 相关要求。 

5 要求 

5.1 安全要求 

5.1.1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设备安全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气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4706.1 相关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出水水质安全应符合（卫生部）《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用水安全及功能评价规范》

相关要求。 

5.1.2 信息安全要求 

智慧全面屋净水的信息安全应符合 GB 25068 系列相关要求。 

5.1.3 电磁兼容安全要求  

系统应能承受 GB/T 4343.1 和 GB/T 4343.2 中规定的以下电磁干扰的影响： 

a) 电源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 

b) 静电放电抗扰度； 

c)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d)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e)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f) 浪涌（冲击）抗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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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5.1.4 智慧净水功能安全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的安全监控功能要求描述如下： 

（1）智慧全屋净水应具备 TDS、TOC、COD、UV254、浊度、余氯、硬度、重金属等监控、

漏水监控、滤芯使用寿命监控等功能，对饮水、用水安全状况随时进行监控，并针对安全隐

患通过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对用户进行报警； 

（2）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带有滤芯真伪鉴别能力，可以通过扫码、RFID 等技术手段实现

滤芯等耗材的真伪鉴别，当鉴别结果为伪时，对机器进行锁水。 

5.2 互联互通要求 

5.2.1 系统布局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网络拓扑结构： 

（1）可具有中心节点的网络形式； 

（2）可采用星形网络拓扑结构、总线型网络拓扑结构、树簇结构型等其他有中心节点

的网络拓扑结构； 

（3）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允许包括有线和无线不同形式的网络连接； 

（4）同时应符合 GB/T 30246.1 相关要求。 

5.2.2 通讯协议及接口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以及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之间的通讯协议应符合 GB/T 

30246.6 和 GB/T 30246.7 相关要求。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以及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的接口应符合GB/T 30246.11相关要

求。 

5.2.3 稳定性要求 

家电相关功能应能正常运行，不能出现反复掉线、连线情况，局域网内操作成功率≥97%，

平均响应时间≤2s，广域网内操作成功率≥95%，平均响应时间≤5s。 

当数据传输失效时，控制终端应给出提示信息。 

5.3 智慧监测功能要求 

智慧监测功能要求描述如下： 

（1) 智能监测功能 

整套设备具有水质数据监测和实时报警功能，滤芯寿命提醒和报警， 以及到期后

的自动锁水功能，设备故障提醒、报警、信息反馈功能。 

a) 智慧前置过滤器：可以监测进出水水压、总进水量，并与手机或智慧全屋净水控制

终端相连，当进出水压差过大时，自动冲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当总进水量异常

时，在手机或控制终端上进行报警或节水提示； 

b) 智慧中央净水机：可以实时监测进出水余氯，与手机或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相连，

当余氯去除率过低时，自动冲洗并提醒用户更换滤芯； 

c) 智慧中央软水机 

i. 可以实时监测进出水硬度，与手机或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相连，并将软化过

程进行可视化展示； 

ii. 可以通过硬度值智能调节设备的软化能力，当出水硬度值过高时，自动再生，

提醒用户及时加盐； 

iii. 可以监测盐箱中盐含量，当盐含量过低时，提醒用户加盐； 

d) 智慧末端净水机 

i. 可以监测进出水 TDS、TOC、COD、UV254、PH 值、浊度、重金属等水质数值，与

手机或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相连，并在各个终端进行数据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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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滤芯寿命、机器故障等报警、提醒功能等。 

e) 智慧管线热饮机 

i. 可以实时温度显示，温度、水量档位自动调节，水温自定义。 

ii. 实时显示时间。 

iii. 成套设备故障、滤芯到期屏幕提醒功能。 

（2) 语音交互功能：控制终端具备实时语音提醒功能，包括时间提醒、寿命提醒、故障

提醒等，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触摸屏操作，查看全屋净水设备的水质、水温、水压、

设备运行情况等； 

（3) 主动服务功能：滤芯到期后的一键购买，自动上门更换，软水机耗材的购买、下单、

售后服务主动上门等功能； 

（4) 智慧学习功能：APP 自身具备实时升级功能，依据用户用水量、用水习惯、日常用

水峰值时间进行自动再生、自动维护和冲洗，后台交互、社区信息交流、交友等多

项功能； 

（5) 水质地图查询功能：智慧全屋净水服务平台可以将所有全屋净水设备上报的的水质

数据进行存储、分析，进而生成全国水质地图，用户通过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及

移动终端查看全国水质地图，查找制定区域的水质情况； 

（6) 自动匹配方案功能：智能全屋净水控制终端可以根据用户所在地区的水质情况为用

户推荐合适的全屋净水设备方案； 

（7) 智能节水功能：智慧全屋净水系统可以根据进水水质、水温、水压等参数，智能调

节纯废水比，节约用水。 

5.4 性能要求 

5.4.1 通信性能要求 

5.4.1.1 信号强度（发射功率）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在各方向上的信号强度应不低于-40dbm。 

5.4.1.2 无线接口吞吐量 

无线接口吞吐量应符合 YDC 079-2009 相关要求。 

5.4.1.3 丢包率 

丢包率应符合 YDC 079-2009 相关要求。 

5.4.1.4 响应时间 

（1)局域网环境测试 

在局域网内，从移动终端对智慧全屋净水设备进行控制，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在局

域网内，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发出报警信号，到移动终端接收，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 

（2)互联网环境测试 

通过对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服务运营平台和互联网环境，从移动终端对智慧全屋净水设备

进行控制，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S； 

通过对智慧全屋净水设备服务运营平台和互联网环境，智慧全屋净水设备发出报警信号，

到移动终端接收，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S。 

5.4.1.5 无线通信可靠性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能长期正常工作，网络操作成功率不低于 99%，统计丢包率应不大于

1%。 

5.4.1.6 通信距离 

按照测试方法，智慧全屋净水设备长期正常工作，网络操作成功率不低于 99%，统计丢

包率应不大于 1%。 

5.4.2 产品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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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置过滤器性能应符合 QB/T 4695-2014 相关要求； 

（2)中央净水机性能应符合 GB/T 30307-2013 相关要求； 

（3)中央软水机性能应符合 GB/T 30307-2013 相关要求； 

（4)末端净水机性能应符合 QB/T 4144-2010 相关要求； 

（5)管线机性能应符合 GB 4706.19-2008 相关要求； 

（6)茶吧机性能应符合 GB/T 22090-2008 相关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条件为： 

——温度：15 ℃～35 ℃；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6.1.2 系统电气连接 

EUT应按制造商推荐的方法进行连接构成试验基本配置, EUT的配置应满足实现系统功

能的要求。 

6.1.3 测试实验室 

在实验室内进行用户模拟测试时，应实时监控空间电磁环境的变化，空间电磁环境变化

波动时，应暂停测试活动。 

6.1.4 电波暗室布置示意图 

 

图 2 电波暗室布置示意图 

6.1.5 测试连接图 

6.1.5.1 电波暗室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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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波暗室测试连接图 

6.1.5.2 局域网测试连接图 

 

图 4 局域网测试连接图 

6.1.5.3 互联网测试连接图 

 

图 5 互联网测试连接图 

6.2 智慧全屋净水系统安全测试方法 

6.2.1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设备安全要求测试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气安全要求测试方法应按 GB 4706 系列和 GB/T 282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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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全屋净水出水水质应按（卫生部）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GB 5749-2006《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用水安全及功能评价规范》相关要求执

行。 

6.2.2 信息安全要求测试 

智慧全屋净水设备的信息安全要求测试方法应按 GB 25068 系列执行。 

6.2.3 电磁兼容安全要求测试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和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设备的电磁兼容安全要求测试方法应

按 GB/T 4343.1 和 GB/T 4343.2 执行。 

6.2.4 智慧净水功能安全要求测试 

6.2.4.1 测试条件及测试要求 

（1)网络环境：依据产品操作说明书要求信号强度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测试； 

（2)单机设备模拟测试将单个电器与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连接，成套设备将各类电器

与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连接；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和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均

与智慧全屋净水服务平台连接。 

6.2.4.2 测试步骤 

（1)打开、登录手机端“海尔优水”APP、智能控制终端； 

（2)通过短接漏水报警端子、连续制水，分别模拟漏水、滤芯剩余 10%和 0%场景，通过

将出水 TDS、TOC、COD 等水质传感器放置于相应参数超标的水中，模拟 TDS、TOC、

COD 等水质指标大于标准值的场景，APP 和控制终端主界面应有漏水报警、滤芯到

期报警、相关水质指标超标预警提示； 

（3)分别取同规格的粘贴有真、伪两种标签的滤芯。将贴有正常标签的滤芯安装在机器

上，上电后应可正常制水；将贴有伪标签的滤芯安装在机器上时，在 APP 和控制终

端界面有报警提示框弹出，机器应无法制水。 

6.3 互联互通要求测试方法 

6.3.1 系统布局要求测试 

（1)智慧全屋净水网络拓扑结构应按照图 1 要求进行搭建； 

（2)针对星形网络拓扑结构、总线型网络拓扑结构、树簇结构型等其他有中心节点的网

络拓扑结构分别进行测试； 

（3)针对有线和无线不同形式的网络连接分别进行测试； 

（4)系统布局要求测试方法应按 GB/T 30246.4 执行。 

6.3.2 通讯协议及接口要求测试方法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以及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之间的通讯协议要求测试应按 GB/T 

30246.6 和 GB/T 30246.7 执行。 

智慧全屋净水控制终端以及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的接口要求测试应按 GB/T 30246.11

执行。 

6.3.3 稳定性要求测试方法 

（1)对成套设备进行系统连接，逐一进行测试；  

（2)将采用wifi连接的待测设备摆放在wifi信号强度-70±5 dBm条件下下进行测试； 

（3)按照功能书对设备主项功能进行操作，成套设备每天测试 10 次，连续操作 3 天，

共计 30 次； 

（4)按照功能进行自动化测试，对场景操作测试不少于 500 次； 

（5)测试结果判定：局域网内操作成功率≥97 %，平均响应时间≤2s，广域网内操作成

功率≥95 %，平均响应时间≤5s 为合格； 

（6)更换测试系统连接方式，重复（2）至（5）步骤，结果应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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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智慧检测要求测试 

6.4.1 智能监测功能测试步骤 

（1)按照系统结构图（图 1）搭建系统设备，系统设备通水、上电。 

（2)按照产品说明书上的指导，通过手机 APP 或控制终端配置、绑定设备； 

（3)分别将系统内各设备制水，在手机上打开“海尔优水”APP，在主界面点击【智慧

全屋】模块进入详情页，在详情页面，可查看到各净水设备实时上报的水质参数、

滤芯寿命，如前置过滤器的水压、水量，末端净水机的进水 TDS 值、出水 TDS 值、

机器运行状态，中央净水机的滤芯寿命等； 

（4)分别模拟前置过滤器阀门关/开不到位报警、末端净水机漏水报警、中央净水机信

号丢失报警、中央软水机缺盐报警、管线机漏水/干烧报警信息，在手机 APP 主界

面及设备详情页，弹出警情提示框，点击警情提示框进入警情详情页面，可查看报

警设备型号、报警时间、警情及处置建议等； 

（5)系统连续运行，末端净水机、中央净水机等带滤芯设备滤芯剩余 10%时，在手机 APP

主界面及设备详情页，会弹出滤芯寿命预警提示框，在详情页界面，对应滤芯图标

会变成黄色； 

（6)在控制终端主界面，点击【设备状态】，进入设备状态详情页。可查看全屋各净水

设备上报的水质参数值、滤芯寿命状态信息。重复步骤（4）（5），在控制终端主

界面或设备详情页界面，都会有警情提示框弹出。 

6.4.2 语音交互功能测试步骤 

（1)按照产品说明书的操作指引，在手机 APP 上绑定智能音箱； 

（2)通过唤醒词“嗨，小优”唤醒智能音箱； 

（3)通过以下语料了解全屋净水设备运行状态及水质情况： 

提问语句 回答语句 

嗨 小优，我家的水质怎么样？ 好的，已为您查询到，当前进水 TDS 值是 402 出水

TDS 值是 30，水质优。 

嗨 小优，我家净水器的滤芯什么时候更换？ 好的，已为您查询到，目前 UF滤芯还剩余 60%，

ppc 滤芯还剩余 50%，RO 滤芯还剩余 40%； 

嗨 小优，我家水的硬度是多少？ 好的，已为您查询到，您家的水质硬度是 95 

嗨 小优，我家今天用了多少水？ 好的，到目前为止，您家已使用了 15 升水； 

嗨 小优，我家的水压是多少？ 好的，已为您查询到，您家的水压是 3Mpa 

（4)分别模拟前置过滤器阀门关/开不到位报警、末端净水机漏水报警、中央净水机信

号丢失报警、中央软水机缺盐报警、管线机漏水/干烧报警信息，智能音箱能实时

语音提醒报警信息； 

（5)分别模拟末端净水机、中央净水机等带滤芯设备滤芯剩余 10%、0%时，智能音箱能

实时语音提醒滤芯状态，并建议更换滤芯。 

6.4.3 主动服务功能测试步骤 

（1)打开、登录手机端“海尔优水”APP、智能控制终端； 

（2)分别模拟末端净水机、中央净水机等带滤芯设备，模拟中央软水机缺盐情况 

（3)点击报警提示框上的“预约更换”或在设备详情页界面，点击“预约更换”，进入

信息填写界面，录入产品型号、物料名称、数量、预约更换时间、联系方式等信息，

提交； 

（4)提示“工单提交成功”后，在后台可实时查看到工单信息。 

6.4.4 智慧学习功测试步骤 

（1)在服务器测试环境部署升级包，手机 APP 和控制终端应可实时提醒用户“有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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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程序，是否更新”，用户可选择是或否；如果用户在控制终端界面选择否，

控制终端应会默认在凌晨 2 点自动升级新版本； 

（2)调整全屋净水设备时间，分别在 6：00-8:30,11:30-14:00,18:00-21:00 三个时间

段分别测试： 

时间段 制水设备 制水频率及制水时长 

6：00-8:30 

用水设备 1打开 制水 5 次，每次制水 3分钟 

管线机制水 制水 3 次，每次制水 1分钟 

末端净水机制水 制水 3 次，每次制水 3分钟 

11:30-14:00 
末端净水机制水 制水 3 次，每次制水 5分钟 

管线机制水 制水 5 次，每次制水 1分钟 

18:00-21:00 

用水设备 1打开 制水 6 次，每次制水 15分钟 

管线机制水 制水 4 次，每次制水 3分钟 

末端净水机制水 制水 3 次，每次制水 8分钟 

（3)控制终端或手机 APP 应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计算并给出以下提示： 

前置过滤器、末端净水机、中央净水机预计下次冲洗时间、中央软水机的下次再生

时间等数据； 

（4)更换不同水质的进水水源，控制终端或手机 APP 应可给用户不同的用水提示。 

6.4.5 水质地图查询功能测试步骤 

（1)在控制终端或手机 APP 点击进入前置过滤器、末端净水机、中央软水机详情页界面

当前区域选择青岛，分别记录进水 TDS/TOC/COD/硬度值等参数； 

（2)按照步骤 2）分别选择济南、上海、南昌、广州、北京、长春、兰州、成都、乌鲁

木齐等十个城市，测试并记录； 

（3)在控制终端或手机 APP 主界面，点击【全国水质地图】，进入水质地图详情页，可

查看到这 10 个城市的水质参数及更新状态。 

6.4.6 自动匹配方案功能测试步骤 

（1)在控制终端或手机 APP 点击进入前置过滤器、末端净水机、中央软水机详情页界面； 

（2)当前区域选择青岛，分别记录进水 TDS/TOC/COD/硬度值等参数； 

（3)根据家庭水质参数，在用水建议里，应有对应的设备类型推荐及理由说明文字提示； 

（4)按照步骤（2）（3）分别选择济南、上海、南昌、广州、北京、长春、兰州、成都、

乌鲁木齐等十个城市，测试并记录。 

6.4.7 智能节水功能测试步骤 

（1)打开手机 APP、控制终端，将末端净水机分别制水，查看并记录各设备上报的水质

参数。 

（2)在各制水设备处，各接取出水、废水，以出水 1L 为标准。计算纯废水比例； 

（3)更换不同水质的进水水源，重复步骤（1）（2），计算纯废水比。 

（4)实验要求应满足 i)要求。 

6.5 性能要求测试 

6.5.1 通信性能要求测试 

6.5.1.1 信号强度（发射功率）测试步骤 

（1)被测试净水设备放置在电波暗室，上电； 

（2)设置被测净水设备通信模块为连续工作状态（最大发射功率）； 

（3)使用 wifi 测试仪在被测净水设备通信模块天线边缘 3 米的距离，测试信号强度； 

（4)共测试前、后、左、右、前左、前右、后左、后右等方向的信号强度。 

上述信号强度平均测试值应满足 5.4.1.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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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无线接口吞吐量测试步骤 

无线接口吞吐量测试按 YDC 079-2009 执行。 

6.5.1.3 丢包率测试步骤 

丢包率测试按 YDC 079-2009 执行。 

6.5.1.4 响应时间测试步骤 

（1)局域网环境相应时间测试 

a) 如图 4 建立测试连接，配置 AP 的 SSID 为 WLANtest1，安全方式为开放式； 

b) 配置 EUT 与 AP 建立测试连接，从计算机发送 EUT 的测试指令； 

c) 测试 EUT 的从接收到反馈给计算机的信号时长，记录测试结果，连续 100 次，统计

平均值； 

d) 在移动终端上重复 2/3 的过程。 

测试结果应符合 5.4.4.1 的要求； 

（2)互联网环境响应时间测试步骤 

a) 如图 5 建立测试连接，配置 AP 的 SSID 为 WLANtest1，安全方式为开放式； 

b) 配置 EUT 与 AP 建立测试连接，从检测控制台发送 EUT 的测试指令； 

c) 测试 EUT 的从接收到反馈给计算机的信号时长，记录测试结果，连续 100 次，统计

平均值； 

d) 配置 AP 的安全方式重复步骤 2、3； 

  测试结果应符合 5.4.4.1 的要求； 

6.5.1.5 无线通信可靠性测试步骤 

（1)通过计算机软件录制测试程序序列； 

（2)计算机每隔 2 秒按照程序测试序列发送设备控制指令； 

（3)设备反馈回码； 

（4)测试软件记录并核对回码，回码正确的进行计数； 

（5)共进行 10000 次的控制命令测试； 

（6)统计回码正确率，测试结果应符合 5.4.1.5 的要求； 

6.5.1.6 通信距离测试步骤 

（1)选定较空旷且电磁干扰较少的空间进行测试，空间距离至少 30 米； 

（2)计算机与 EUT 之间建立连接 

（3)EUT 正面、背面、侧面对着 AP，调整 EUT 与 AP 之间的距离为 3 米，按照 6.5.3、

6.5.5 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4)增加设备和 AP 之间的距离从 3 米到 30 米，测试步长为 1米，重复（3）步骤； 

（5)测试结果应符合 5.4.1.6 的要求。 

6.5.2 产品性能测试 

（1)前置过滤器性能测试应按 QB/T 4695-2014 执行； 

（2)中央净水机性能测试应按 GB/T 30307-2013 执行； 

（3)中央软水机性能测试应按 GB/T 30307-2013 执行； 

（4)末端净水机性能测试应按 QB/T 4144-2010 执行； 

（5)管线机性能测试应按 GB 4706.19-2008 执行； 

（6)茶吧机性能测试应按 GB/T 22090-2008 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总则 

对于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单机设备，依据相应产品标准和本标准要求进行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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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查。 

对于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成套设备，依据相应产品标准分别对各组件进行试验室测试，

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本标准要求对集成后的系统进行模拟安装和使用环境条件下的现场测试

和检查。 

7.2 出厂检验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产品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出厂检验要求。 

7.3 型式检验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试验： 

（1)新产品（包括全新物联设计的产品和与基本型号相比物联设计有变更并影响物联功

能的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2)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通讯性能时，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情况： 

a) 通讯模块周边外壳材料变更，影响无线通讯的改动； 

b) 与通讯有关的电控方面的软硬件修改：接口协议的改动、电源方案改动、接口电路

的改动； 

c) 产生大功率电磁干扰部件的改动。 

（3)技术或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7.3.1 检验说明 

测试样本数量为 1 台。 

7.3.2 检验项目 

测试检验项目见表 1。 

表 1 测试检验项目 

7.3.3 抽样检测 

抽样按 GB/T 2829 进行，采用判别水平 I 的一次抽样方案。 

8 标志、用户使用说明、包装、运输 

对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的标志、用户使用说明、包装、运输的检查，应在其处于交

付状态下进行。 

智慧全屋净水相应电器的标志、用户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应满足相应产品标准和 GB/T 

28219 的要求。 

序

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致命 

1 电气安全要求 5.1.1 6.2.1    √ 

2 净水设备出水水质安全要求 5.1.1 6.2.1    √ 

3 信息安全要求 5.1.2 6.2.2 √    

4 电磁兼容安全要求 5.1.3 6.2.3 √    

5 智慧净水功能安全要求 5.1.4 6.2.4 √    

6 系统布局要求 5.2.1 6.3.1  √   

7 通讯协议及接口要求 5.2.2 6.3.2  √   

8 稳定性要求 5.2.3 6.3.3 √    

9 智慧监测功能要求 5.3 6.4 √    

10 通信性能要求 5.4.1 6.5.1  √   

11 产品性能 5.4.2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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