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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

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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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有限公司、中国家用

电器研究院、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标准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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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健康时代来临，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产品及产品带来的健康体验。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

需要煮沸或过滤，这几乎成为常识。在饮水健康认知深入的趋势下，洗浴的健康需求也日益凸显。

传统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水长时间存留，用户无法清洁排污，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积攒污垢，影响

洗浴健康。伴随着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理念的不断深化，热水器的水质是否健康逐渐成为一个全民

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健康型热水器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用户不知什么样的热水器能够提

供健康干净的洗浴水质，更没有合适的评价标准可以参考，从而导致热水器健康缺少正确可靠的评

价方法，也很难让用户信任并认可提供健康洗浴水的热水器产品。同样也限制热水器健康技术研究

方向的发展应用。针对这样的现状，制定本标准，意在推动我国家用热水器健康等级评价工作的规

范化，促进家用健康热水器以及热水器健康处理技术的研发；推动热水器向能提供健康、干净洗浴

水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相关标准及政策的制定、企业产品的设计优化及用户能够体验更健康舒适的

洗浴用水提供基础数据。 

本标准明确了家用热水器健康等级的评价方法，提供一种满足测量要求、操作简便、精度适宜

且价格合理的技术方案，推动热水器健康等级测试评价工作的规范化，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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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处理技术的家用健康型电热水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健康型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热水器健康

等级评定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或间接连接我国电网电源的采用搪瓷内胆的密闭型储水式电热水器，包括其

配套水处理部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采取其他辅助能源的储水式电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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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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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8—199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20289—2006 储水式电热水器 

GB/T 21448—2017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GB/T 30307—2013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T 35937—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性能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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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289—2006、GB 21551.1—2008、GB/T 30307—201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3.1  

活水排污 water freshen and blowdown 

热水器通过独立排污装置排污换水、清洁内胆的过程。 

3.2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制造厂规定的容积。简称 CR。 

[GB/T 20289—2006，定义 3.3.1 ] 



T/CAS XXX—201X 

2 

3.3  

抗菌 antibacterial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杀灭细菌或妨碍细菌生长繁殖及其活性的过程。 

[GB 21551.1—2008，定义 3.2 ] 

3.4  

除菌 eliminating bacterial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去除或减少作用对象上细菌、真菌的过程。 

[GB 21551.1—2008，定义3.3] 

3.5  

除菌率 eliminating bacterial rate 

在除菌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微生物数量减少的值。 

[GB 21551.1—2008，定义 3.7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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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辅助阳极 impressed-current anode 

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系统中用于提供电源的电极。 

[GB/T 21448-2017，定义 3.1.7] 

3.9  

电子阳极 electronic anode  

通过辅助阳极，将保护电流通向被保护的金属（热水器内胆、加热管），抑制被保护金属产生腐

蚀溶解的系统（或装置）。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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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净水流量 purified water flow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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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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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L。 

4 技术要求 

4.1 高温除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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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菌率应大于 99.9%。  

4.2 抗菌 

涉水抗菌部件应符合GB 21551.2—2010的要求。 

注：涉水抗菌部件至少应包含进出水管（含防电墙）、内胆、加热管、阳极装置中的一项。 

4.3 颗粒过滤 

4.3.1 过滤网 

过滤网应可拆卸且可清洗、更换。 

4.3.2 孔径 

过滤网孔径不大于 0.3mm。 

4.3.3 过滤滤网面积 

滤网面积不低于12cm
2
。 

4.4 活水排污 

4.4.1 活水排污装置 

应有独立的，不使用工具或使用机身自带辅助装置即可排空内胆存水的活水排污装置。 

4.4.2 有效排污截面积 

有效排污截面积不小于150mm
2
。 

4.5 水质健康 

4.5.1 电子阳极 

热水器接通电源状况下电子阳极正常工作提供保护，保护电位不高于-0.80V VS.SCE。 

注：如热水器装有其它牺牲阳极，则其它牺牲阳极停止工作（无保护电流输出）。 

4.5.2 阻垢 

4.5.2.1 阻垢率 

应不低于70%。 

4.5.2.2 安全性要求 

阻垢剂应符合GB/T 17218—1998要求。 

4.5.3 余氯净化 

4.5.3.1 总净水量要求 

热水器标称的余氯总净水量不得低于10000L。 

4.5.3.2 余氯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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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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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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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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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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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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测热水器在额定输入功率下进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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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MPa 和额定压力之

间并保持稳定，波动范围在-0.05MPa～0.05Mpa； 

f) 进水温度控制在（15±2）℃。 

5.1.2 试验用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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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K 以内； 

b) 测量湿度用仪表，其准确度为±1%； 

c) 测量时间用仪表，其准确度为±1s/h； 

d) 测量质量用仪表，其准确度为测定质量的±0.2%； 

e) 测量流量用仪表，其准确度为±0.5%； 

f) 控制出水温度的恒温阀，其准确度为±1℃； 

g) 测量尺寸用仪表，其中千分尺精度为 0.001mm，游标卡尺精度为 0.02mm； 

h) 测量电流用仪表：电流测试精度不低于 1%。； 

i) 测量电位用仪表：电位测试精度不低于 1%。 

5.1.3 试验用的工装及耗材 

a）参比电极：应使用饱和甘汞参比电极，其精度要求为±5mV。参比电极每次使用前，应确认

其稳定性和准确性； 

b）单面碳钢片：为了模拟搪瓷裸露后直观判断防腐效果，单面碳钢片与内胆连接，碳钢片面积

为 S=（5.0±0.2）cm2； 

注：单面碳钢片应选取内胆同材质碳钢，形状厚度不限，非测试面用树脂密封，测试面依次用 400、800、1000

号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平整无划痕，冲洗干净后，立即测试。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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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mm，上下至少留有 250mm，前面和两侧面至少留有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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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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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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除菌试验 

5.2.1 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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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落总数应不高于 100C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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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试验菌液的制备 

用 8.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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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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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in 之后，打开安全阀扳手及出水口阀门，放水 5min 后,依据 GB 5750.12—2006 的方法在安全

阀的外泄压口处采集水样，并测试菌落总数 B，记为试验后水样菌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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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𝑅 =
𝐴−𝐵

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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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试验 

按 GB 21551.2—2010 进行试验。 

5.4 颗粒过滤试验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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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的要求。 

5.4.2 过滤网孔径测量 

测量过滤网连续 n 个网孔和 n 根过滤网丝所占的长度 l 以及过滤网丝直径 d（见图 1），其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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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网长度 l 以及网丝直径 d 的值应至少在不同位置进行 5 次测量，以 5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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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 

网孔尺寸𝜔用式（2）计算： 

                                              𝜔 =
𝑙

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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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过滤网孔径测量示意图 

5.4.3 过滤滤网面积测量 

用游标卡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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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进水口，打开活水排污装置外罩，通过

独立的、不使用工具或使用机身自带辅助装置即可排空内胆存水的活水排污装置，排净内胆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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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健康 

5.6.1 电子阳极的测试方法 

a）在热水器正放置顶部打孔，便于放置参比电极，并在加热管和内胆之间串联不低于 600Ω 的

平衡电阻； 

b）热水器中通入电导率为 200us/cm～3000us/cm 的自来水，通电正常工作加热，每次测试时需

电子阳极保持稳定控制状态； 

c）测量内胆电位时，测量仪器的负极接参比电极，正极连接内胆。 

d）碳钢片处电位测试先将单面碳钢片与内胆连接并按照图 2 悬挂在测试内胆水中，参比电极尖

端直接接触碳钢片表面测量该位置的电位值； 

e）近法兰端、远法兰端电位测试如图 2 所示，正极保持与内胆连接，参比电极分别测试接近法

兰盘区域以及远离法兰盘的区域，参比电极无法直接接触的位置可使用盐桥进行桥接；  

f）在不同加热温度附近（选择 30℃、55℃、75℃温度点，以热水器显示温度为准），分别测试

碳钢片处、近法兰端、远法兰端三处位置电位值，每个位置需采集至少 3 个电位值，所测电位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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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 4.5.1 要求； 

g）热水器同时存在其它牺牲阳极，在热水器通电情况下，分别测量电子阳极和其它牺牲阳极上

的电流，电子阳极有电流输出，且此时其它牺牲阳极应没有电流输出。 

 

 

1— 电子阳极 

2— 其它牺牲阳极 

3— 参比电极 

4— 盐桥 

5— 远法兰端测试位置 

6— 近法兰端测试位置 

7— 电位测试装置 

8— 碳钢片测试位置 

图2  碳钢片及近、远法兰端测试位置示意图以及测试方法 

5.6.2 阻垢试验 

5.6.2.1 阻垢率试验 

a）试验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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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选取两台同型号规格未使用过的热水器，其中一台安装有阻垢部件，作为实验组，另一台不

安装阻垢部件，作为空白组；分别装配相同型号规格的加热管，加热管应预先进行 80℃烘干 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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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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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重新通水，通水体积为热水器额定容量的两倍，误差不超过 5%，期间，热水器保持通电状

态，通水过程中会再次启动加热，工作到通水后的温控器断开后保温 1h，重复上述通水操作，使电

热水器在接通-断开-保温 1h 的状态下周期地运行 20 次。在第 20 次保温 1h 后结束试验。 

d）排空热水器，取出加热管，80℃烘干 3h，冷却至室温后称重。试验后实验组加热管重量记

为 m2，空白组加热管重量记为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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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垢率𝜂按照公式（3）计算： 

                                 𝜂 =
（𝑚3−𝑚0）−（𝑚2−𝑚1）

𝑚3−𝑚0
× 100%   .................................. （3）  

式中： 

𝜂：阻垢率，%； 

𝑚0：空白组加热管重量，g； 

𝑚1：实验组加热管重量，g； 

𝑚2：试验后实验组加热管重量，g； 

𝑚3：试验后空白组加热管重量，g； 

5.6.2.2 安全性试验 

阻垢剂应按照 GB/T 17218—1998 进行测试。 

5.6.3 余氯净化试验 

5.6.3.1 试验用水 

余氯净化试验用水应符合GB/T 35937—2017的测试用水要求。余氯去除率试验用水应符合GB/T 

35937—2017 的余氯净化要求。 

5.6.3.2 总净水量试验 

将配置的试验用水以 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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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3 方法进行取样试验。净水流量低于 5L/min

或余氯去除效果不能满足 4.5.3.2 要求时，结束试验。 

5.6.3.3 余氯去除率测试 

余氯去除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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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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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出水口处测量水温，控制在（40±2）℃范围内，且出水流量调节为 5L/min，

放水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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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组试验，按照上述流程测试，系统中不安装余氯去除装置，放水 3min 后在出水口取样，测

试水中余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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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𝐶−𝐶1

𝐶
× 100%    ......................................................... (4) 

式中： 

𝜂：余氯去除率，%； 

𝐶：试验用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mg/L； 

𝐶1：过滤后水中游离余氯的浓度，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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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热水器健康等级评定 

热水器健康等级依据热水器采用的健康功能数量以及健康技术实现难度等综合评定，最高为五

星级，具体技术要求对应的功能描述及健康等级划分见表 1。 

 

表1  热水器健康等级划分 

序号 健康功能 功能描述 技术要求 

1 高温除菌 热水器内部杀菌 符合 4.1 要求 

2 抗菌 涉水部件抑菌 符合 4.2 要求 

3 颗粒过滤 滤除进水大颗粒物质 符合 4.3 要求 

4 活水排污 排出内胆存留水，保证水质新鲜 符合 4.4 要求 

5 
水质

健康 

电子阳极 减少镁棒结垢及脱落，防止污染水质 符合 4.5.1 要求 

阻垢 减少内胆结垢，防止污染水质 符合 4.5.2 要求 

余氯净化 去除自来水中余氯 符合 4.5.3 要求 

 

健康三星级热水器：是指同时满足高温除菌、抗菌以及颗粒过滤三项技术要求的热水器。 

健康四星级热水器：是指满足活水排污技术要求的健康三星级热水器。 

健康五星级热水器：至少满足电子阳极、阻垢以及余氯净化三项技术之一的健康四星级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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