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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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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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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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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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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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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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首次发布。 
 
 





T/CAS XXX—202X 

1 

智能燃气快速热水器零冷水节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燃气快速热水器的零冷水功能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测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燃气快速热水器零冷水功能的节能评价，其它形式的热水器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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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2-201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GB/T 28219-2018  智能化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19-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燃气快速热水器  intelligent gas fast water heater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或具有了智能化能力/功能的燃气快速热水器。 

3.2  

零冷水功能  zero cold water 

可以通过水泵运转和机器燃烧预热用户用水管路中的冷水的功能。 

3.3  

智能节能  intelligent energy saving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通过用户习惯学习功能，使燃气热水器达到节能的效果。 

3.4  

用户习惯学习功能  user habit learning function 

燃气热水器可以记忆用户使用时的温度、时间等设置参数，依据数据调整燃气热水器的工作模

式。 

3.5  

用户习惯周期  user habit cycle 

用户一段时间形成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按同样的规律重复出现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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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节能率  energy saving rate 

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燃气热水器在智能节能模式与非智能节能模式下，每种模式各运行一个

用户习惯周期，燃气损耗量的降低率。 

3.7  

参考学习期  reference learning period 

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燃气热水器采用用户设置模式来控制加热和预热的时间段。以下简称“参

考期”。 

3.8  

智能控制期  intelligent control period 

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燃气热水器采用智能控制模式来自动控制加热和预热的时间段，以下简

称“智能期”。 

3.9  

用水点 water point 

 用户在实际用水时的用水位置。 

3.10  

定时循环功能  timed cycle function 

 设置在特定时间段开启预热循环。 

3.11  

全天循环功能  all day circulation function 

 设置全天 24 小时开启预热循环。 

3.12  

自学习智慧零冷水功能  self-learning intelligent zero cold water function 

 可以收集用户用水习惯数据，对其进行储存、分析和计算，并辅以其他智能技术，综合以上数

据和技术进行决策，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使用体验、减少能源浪费。 

4 要求 

4.1 零冷水的节能效果 

燃气热水器应能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的学习、预测、外部环境参数判断等方式，在适当的时间

提供用户合适温度的洗浴用水，避免用水等待时间过长及出水温度与用户习惯温度相差过大。 
采用等待时长和水温波动两项指标来衡量自学习智慧零冷水功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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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长为用水点温度从开始放水至达到设置温度的时间，记为 t（s）；水温波动为放水时，用

水点温度与设置温度的差值，记为𝛥𝛥𝑇𝑇 (℃)。 
评分规则：满分 50 分，实际得分计算：50 × 𝑎𝑎 × 𝑏𝑏（向上取整），其中： 
a） 燃气热水器正常燃烧后，等待时长 t ≤ 20s，𝑎𝑎 = 100%；20s＜t＜30s，𝑎𝑎 = 50%；  t ≥

30s，𝑎𝑎 = 0. 
b） 用水点温度波动：𝛥𝛥𝑇𝑇 =  设定温度 -用水点温度，𝛥𝛥𝑇𝑇 ≤ 5℃，𝑏𝑏 = 100%；6℃ ≤ 𝛥𝛥𝑇𝑇 ≤

10℃，𝑏𝑏 = 50%；𝛥𝛥𝑇𝑇＞10℃，𝑏𝑏 = 0. 

4.2 零冷水的节能率 

对设备进行一段时间的数据采集并计算，调整设备运行状态，通过自动调节使设备达到节能效

果。 

评分规则：满分 50分，实际得分计算：50 × 𝑐𝑐 × 𝑑𝑑（向上取整），其中： 

a）计算参考阶段和智能控制阶段预热的耗气量，若𝑄𝑄𝐶𝐶 ≥ 𝑄𝑄𝐴𝐴，𝑐𝑐 = 0；若𝑄𝑄𝐵𝐵 ≤ 𝑄𝑄𝐶𝐶＜𝑄𝑄𝐴𝐴，𝑐𝑐 =
50%；若𝑄𝑄𝐶𝐶＜𝑄𝑄𝐵𝐵，𝑐𝑐 = 100%； 

b）节能率以 5.3中计算结果最高的一项为准， β＜15%，𝑑𝑑 = 0；15%＜β＜20%，𝑑𝑑 =
50%；β ≥ 20%，𝑑𝑑 = 100%。 

5 检测评价方法 

5.1 试验条件 

热水器试验条件除符合 GB 6932-2015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被测燃气热水器出水流量应保持在（6±0.5）L/min； 
b) 被测燃气热水器的进水温度应为（15±2）℃； 
c) 实验过程中实验室应该按照附录A中规定的时间使用燃气热水器； 
d) 测试过程中燃气热水器循环管路长度为30m，用水点处于水路1/2处。 

5.2 测试过程 

测试过程应分为两个阶段：参考阶段和智能控制阶段。 

a）参考阶段  

参考阶段为热水器智能学习的一个准备过程，通过学习一周家庭用水习惯，热水器根据一周内

每天用水形式的规律性，通过参考阶段的学习，热水器能够应用智能化手段控制自身的加热和运行

温度，满足一周内家庭用水需求，同时实现能源利用的最大化。 

根据用户生活习惯，模拟用户用水规律，进行为期一周的模拟用水使用，详细用水时间及过程

参照附录 A。 

参考阶段有两个： 

1）开启燃气热水器的全天循环功能； 

2）开启燃气热水器的定时循环功能。 

将燃气热水器放入 5.1所规定实验条件中，开启全天循环或定时循环零冷水功能，按照附录 A.1

中的规定时间，每天进行模拟用水，持续一周，记录每次用水时用水点的水温𝑇𝑇𝐴𝐴、𝑇𝑇𝐵𝐵，并记录当天

的耗气量。 

按公式（1）计算参考阶段 A全天循环耗气量𝑄𝑄𝐴𝐴 

𝑄𝑄𝐴𝐴 = ∑ 𝑄𝑄𝐴𝐴(𝑖𝑖)7
𝑖𝑖=1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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𝑄𝑄𝐴𝐴(𝑖𝑖)——参考阶段 A，某一天消耗的气量，单位为立方米（m3）。 

 

按公式（2）计算参考阶段 B定时循环耗气量𝑄𝑄𝐵𝐵 

𝑄𝑄𝐵𝐵 = ∑ 𝑄𝑄𝐵𝐵(𝑖𝑖)7
𝑖𝑖=1  ⋯⋯⋯⋯⋯⋯⋯⋯⋯⋯⋯⋯⋯⋯⋯⋯(2) 

式中： 

𝑄𝑄𝐵𝐵(𝑖𝑖)——参考阶段 B，某一天消耗的气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智能控制阶段 

将燃气热水器放入 5.1所规定实验条件中，在第三周开启自学习智慧零冷水功能，按照附录 A.1

中的规定时间，每天进行模拟用水，持续一周,记录每次用水时用水点的水温𝑇𝑇𝐶𝐶，并记录当天的耗气

量。 

按公式（3）计算智能控制阶段 C耗气量𝑄𝑄𝐶𝐶 

𝑄𝑄𝐶𝐶 = ∑ 𝑄𝑄𝐶𝐶(𝑖𝑖)7
𝑖𝑖=1  ⋯⋯⋯⋯⋯⋯⋯⋯⋯⋯⋯⋯⋯⋯⋯⋯(3) 

式中： 

𝑄𝑄𝐶𝐶(𝑖𝑖)——智能控制阶段，某一天消耗的气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 节能率计算方法 

记节能率结果为β，按公式（4）、（5）计算得出： 

𝛽𝛽1 =(1-𝑄𝑄𝐶𝐶
𝑄𝑄𝐴𝐴

)*100%⋯⋯⋯⋯⋯⋯⋯⋯⋯⋯⋯⋯⋯⋯⋯⋯⋯⋯⋯(4) 

𝛽𝛽2 =(1-𝑄𝑄𝐶𝐶
𝑄𝑄𝐵𝐵

)*100%⋯⋯⋯⋯⋯⋯⋯⋯⋯⋯⋯⋯⋯⋯⋯⋯⋯⋯⋯(5) 

式中： 

𝑄𝑄𝐴𝐴 、𝑄𝑄𝐵𝐵  ——参考阶段总耗气量，单位为立方米（m3）； 

𝑄𝑄𝐶𝐶 ——智能控制阶段总耗气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  节能指数评定 

零冷水燃气热水器的节能指数采用 5 星级制，5 星最优，各星级智能指数评价得分（最终得分为

4.1 与 4.2 得分累加，总分为 100 分）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智能指数分级 

星级 评价得分 

5星级 80～100 

4星级 60～80 

3星级 40～60 

2星级 20～40 

1星级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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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学习阶段放水模式 

参考学习阶段放水模式见表 A.1。 

表 A.1  参考阶段放水模式 

序号 用水日期 用水时间 设置温度/℃ 用水时长/min 

1 

周一至周五 

5:30 

42 

20 

7:00 30 

12:00 25 

17:00 20 

23:00 30 

周六至周日 

8:00 

45 

30 

12:00 20 

18:00 35 

2 

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6:10 

45 

20 

11:50 30 

17:20 25 

20:30 20 

周二、周四、周六 

7:00 

43 

30 

12:00 20 

18:00 35 

22:00 20 

3 周一至周日 

6:00 

42 

30 

7:00 10 

8:10 20 

11:00 15 

18: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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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30 

20:40 20 

22:00 20 

注：任选上面一组放水模式进行测试，流量为 6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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