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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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张革、曲宗峰、高源、卢业、曹振尉、郭强、韩万磊、张学杰、胡冉、李志强、

刘文迎、苏涛、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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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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气泡洗衣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微气泡洗衣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微气泡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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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288-201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 

GB/T 231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硬水 

3 术语和定义 

GB/T 4288-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气泡洗衣机 microbubble washing machine 

通过在洗涤水中注入大量直径小于 100 微米的气泡以增强洗涤效果的洗衣机。 

3.2  

对照洗衣机 compare washing machine 

无微气泡功能的相同额定容量及洗涤方式的洗衣机。 

4 技术要求 

4.1 工作条件 

如无制造商特别要求，则按照下述条件运行： 

a) 环境温度为 0 ℃～40 ℃； 

b) 环境相对湿度在 95%以下（温度为 25 ℃时）。 

4.2 使用电源、试运转 

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使用的电源为单相交流，额定电压为 220 V～250 V，额定频率为 50 

Hz（特殊要求除外）。按照洗衣机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操作，洗衣机应能运转，并能完成产品使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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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述功能。 

4.3 微气泡比例 

按 5.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用于增强洗涤效果的微气泡，直径在 100 微米以下

的数量占产生气泡总数量的比例≥50%。 

 

4.4  洗净性能 

按照 5.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及对照洗衣机的洗净比均≥0.70，且微气泡洗衣机

与对照洗衣机的洗净比的差应在 4.9 规定的允许偏差之内。 

 

4.5  漂洗性能 

按照 5.6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的漂洗率≥98%。 

 

4.6  单位用水量 

按照 5.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在按照 5.5 规定的方法进行洗净性能

试验，微气泡洗衣机及对照洗衣机的单位洗涤容量用水量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值，且微气泡洗衣机

与对照洗衣机的单位洗涤容量用水量的差在 4.9 规定的允许偏差之内。 

 

表 1 单位洗涤容量用水量的规定值 

洗衣机类型 限定值/[L/(cycle•kg)] 

波轮式洗衣机           ≤32 

 搅拌式洗衣机           ≤40 

滚筒式洗衣机           ≤18 

 

4.7  单位用电量 

按照 5.8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在按照 5.5 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洗净

性能试验，微气泡洗衣机及对照洗衣机的单位洗涤容量用电量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值，且微气泡洗

衣机与对照洗衣机的单位洗涤容量用电量差在 4.9 规定的允许偏差之内。 

 

表 2 单位洗涤容量用电量的规定值 

洗衣机类型 限定值/[(kW•h)/(cycle•kg)] 

波轮式洗衣机 ≤0.032 

搅拌式洗衣机 ≤0.032 

滚筒式洗衣机 ≤0.350 

 

4.8  运行时间 

按照 5.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在按照 5.5 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洗净

性能试验，微气泡洗衣机及对照洗衣机的运行时间均≤70min，且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的运行

时间差在 4.9 规定的允许偏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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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允许偏差 

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下，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洗净比、漂洗率、用水量、用电量偏

差符合表 3 的规定值；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的洗净比、用水量、用电量、程序时间的差不超

出表 3 的规定值。 

 

表 3 洗衣机各指标的允许偏差的规定值 

试验项目 偏差 

洗净比 － 0.035 

漂洗率 － 0.8 % 

用水量 + 5 % 

用电量 + 7 % 

程序时间 +10 % 

注：洗净比、漂洗率偏差是指差值；用水量、用电量、程序时间偏差是指差值与比较值的比

值（用百分数表示）。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试验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a) 在环境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65±5）%，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热幅射

作用的室内进行； 

b) 试验电源： 

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和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 

c) 试验水温： 

—— 冷水：（15±2）℃。适用于滚筒式洗衣机/参比洗衣机洗涤及漂洗过程进水；  

—— 温水：（30±2） ℃。适用于波轮/搅拌式洗衣机/参比洗衣机洗涤及漂洗过程进水； 

d) 试验水压： 

自动完成注水的洗衣机进水管所接入的试验用水水压应为（0.24±0.05） MPa。洗衣机试验运行

全过程均保持该水压。 

e) 试验水硬度：试验用水的硬度为 0.4 mmol/L~0.6 mmol/L，应按照 GB/T 23119-2008 的相关要

求制备。试验用水与标准洗涤织物预处理用水的水硬度应一致。 

注：水硬度为对 Ca2+离子与 Mg2+离子的总硬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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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验仪器仪表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性能、量程、不确定度等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温度计：单位为摄氏度（℃），分辨力≤1.0 ℃，不确定度≤1.0 ℃； 

b) 湿度计：以百分数（%）表示，不确定度≤3 %； 

c) 计时器：单位为秒（s），分辨力≤0.1 s，不确定度≤0.02 s； 

d) 称重工具： 

—— 用于测量试验负载质量的称重工具：单位为千克（kg），分辨力≤1 g，不确定度≤5 g； 

—— 用于测量洗涤剂质量的称重工具：单位为克（g），分辨力≤0.01 g，不确定度≤0.02 g（50 

g～100 g）；不确定度≤0.03 g（100 g～200 g）； 

e) 电参数测量仪： 

—— 用于测量累计耗电量的电能测量仪：单位为 Wh，分辨力≤0.1 Wh，不确定度≤1 %，采样

频率≤ 1 次/s； 

f) 液体流量计：单位为升（L），分辨力≤0.01 L，不确定度≤0.1 L； 

g) 水压力计：单位为帕（Pa），分辨力≤0.02 MPa； 

h) 白度计（或光电反射率计）：以百分数（%）表示，分辨力≤0.01 %，应符合一级白度计指标； 

i) 电位滴定仪：单位为毫升（mL），最小滴定量≤0.01 mL/次，滴定重复性≤0.3 %；pH 电极分

辨力≤0.01； 

j) 激光粒度仪：以百分数（%）表示，量程为 0.1-1000μm，分辨力≤0.01%。 

 

5.3 试验前的准备及要求 

a) 试验前，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应各运行 2 次完整的试验程序（“常用（标准）洗涤程

序” 或制造商指定的程序）。第 1 次运行无试验负载，使用 50 g 固体标准洗涤剂；第 2 次运行无试

验负载，无洗涤剂。运行结束后，应在试验环境条件下放置至少 2 h，再进行试验； 

b) 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和参比洗衣机应在同一试验条件下，使用同一批次标准试验样块

进行试验。 

 

5.4  微气泡洗衣机微气泡比例测试 

微气泡洗衣机微气泡水进水完成后，取机器内的新制微气泡水，注入激光粒度仪，进行测试，

读取直径在 100 微米以下的数量占产生气泡总数量的比例。 

 

5.5 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洗净性能试验 

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除以下规定外，按照 GB/T 4288-2018 的相关要求进行洗净性能试验。 

a) 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均使用“常用（标准）洗涤程序”或制造商指定的程序进行试验，

并在检验报告中标明该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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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微气泡洗衣机、对照洗衣机的试验负载质量均为额定容量的 50%。 

c) 微气泡洗衣机的洗涤剂用量按 GB/T 4288-2018 规定的洗涤剂用量的 50%。 

d) 对照洗衣机的洗涤剂用量按 GB/T 4288-2018 规定的洗涤剂用量。 

 

5.6 漂洗性能试验 

微气泡洗衣机除以下规定外，按照 GB/T 4288-2018 的相关要求进行漂洗性能试验。 

a) 微气泡洗衣机的试验负载质量为额定容量的 50%。 

b) 微气泡洗衣机的洗涤剂用量按 GB/T 4288-2018 规定的洗涤剂用量的 50%。 

 

5.7 单位用水量计算 

按照 GB/T 4288-2018 的 6.10 的方法进行单位用水量计算。 

 

5.8 单位用电量计算 

按照 GB/T 4288-2018 的 6.11 的方法进行单位用电量计算。 

 

5.9 运行时间测量 

微气泡洗衣机与对照洗衣机在按照 5.5 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洗净性能试验时，测量测试程序所

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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