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基于水处理技术 

的家用健康型电热水器评价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标准化协会于 2019 年 2 月份批准该项目立项，并将《基于水处理技术的家用健康型电

热水器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列入 2019 年计划。 

2、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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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热水器健康逐渐引起了消费者以及热水器行业的密切关注。 

热水器国内销量每年几千万台，使用热水器洗澡的用户相当广泛，热水器健康是一个全民

关注的问题。而且目前健康型热水器没有明确的定义，用户不知什么样的热水器能够提供健康

干净的洗浴水质，更没有合适的评价规范和标准可以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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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部标准规范来规定和引导该类热水器的健

康等级的评价和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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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规范的制定，可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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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过程 

2013 年开始，美的开始关注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中水质健康的问题，2014 年组建热水器水

质健康研究小组，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和技术研究，总结了目前国内外电热水器健康技术研

究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了一种能够评估热水器洗浴用水健康水平的评价方法，并进

行了大量摸底实验。 

2018 年 8 月，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等于广

东佛山召开了标准立项讨论会，确定了标准草案内容。 

2019 年 4 月 12 日，标准编制组于顺德召开了国内相关企业参加的标准讨论会，并根据讨论

结果，形成标准草案。 

2019 年 5 月 29 日，标准编制组于北京召开了国内相关企业参加的标准讨论会，会议邀请行

业内专家就标准架构及试验方法进行探讨，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公开向行业征求意见。 

4、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 

尹  忠、王明、周立

国、王雯雯、谢云云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

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中家院（北京）检测

认证有限公司 
余  洋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

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

院 
闫  凌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

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广东奥荣电器有限

公司 
曾宪杰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

方法验证及组织协调等 

广东史麦斯电器有

限公司 
李  伟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及

方法验证等 

广东威博电器有限

公司 
乔千里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及

方法验证等 

青岛澳柯玛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宿元星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及

方法验证等 

海信(广东)厨卫系统

有限公司 
杨世恩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及

方法验证等 

中山市金旺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黄上武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修改、

方法验证及组织协调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 

➢ 原则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进行编制。 

➢ 适应性：在测量装置精度等级方面，充分反映目前测量方法和相应测量装置的精度水

平，并兼顾经济性；在测试要求方面，充分考虑测试场景与用户实际情况尽可能接近；

在测试方法方面，便于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良好的经济性。 

➢ 先进性：反映最新科研发展趋势，促进家用热水器洗浴用水健康技术的研发；推动热

水器向能够提供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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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热水器提供基础数据。 

三、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健康型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热水器健康等级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或间接连接我国电网电源的密闭型储水式电热水器，包括其配套水处理

部件。不适用于采取其他辅助能源的储水式电热水器。 

四、国内市场现状分析 

本标准的工作重点就是定义一种能够满足用户健康洗浴健康型热水器的评价方法。 

如何分解用户健康洗浴需求并转成量化指标，是实现上述目的关键技术。 

本标准制定的测试方法主要用来衡量热水器满足健康洗浴需求的能力，进而为热水器健康

等级评定提供依据。 

 

 

 

 

 

 



1、电热水器市场分析 

 

图 4.1-1 五类热水器零售量占比 

2015年我国居民年末每百户拥有热水器71台，而同期冰箱、洗衣机和空调每百户拥有量为

89、86和81台，我国热水器渗透率还存有提升空间。随着消费升级，近几年热水器在低端市场中

呈现快速普及的局面，正在逐步减小与空、冰、洗保有量的差距。 

 

 

图 4.1-2 线下市场中各品牌下热水器类型占比 

我国热水器线下市场中，存在众多品牌。方太、能率等聚焦燃气热水器，品牌下燃气式热水

器占比为100%。而海尔、美的以电储水式产品为主，品牌下电储水热水器占比分别为80.32%和

70.57%。 



 

图 4.1-3 电热水器主导北方、云贵及福建市场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电热水器主要集中在北方、云贵及福建市场，而西部、中南部地区用户

更偏爱燃气热水器。认为主要是受天然气管道铺设与供应情况影响，未来这种地域性差异将持

续。 

权威机构对2017年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产量、内销量和产能进行了黑箱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产量为2992万台、内销量为2575万台、产能为3950万台，目前电热水器每年仍然按照10%的速度

在增长。 

2、 市场数据展示企业健康需求 

 

图 4.2-1 目前热水器品牌信赖度占比 

在消费者最信赖的热水器品牌调查中，传统热水器强势企业海尔、美的、A.O.史密斯仍保持

强势地位，牢牢掌握热水器市场“第一梯队”地位，而且零售额份额占比达到了 77.9%。之后是

万和与万家乐组成的“第二梯队”，得票率超过 10%，其余品牌则瓜分了其余市场。 

从 2016 年各大品牌推出的新品来看，美的推出的 EQ 系列、GQ 系列卖点主打 6D 活水净化；



海尔推出的 A3、A6 系列主打二代净水洗，除泥沙、余氯、细菌等卖点；A.O.史密斯推出的 X10

系列则主打免更换镁棒，内胆清洁技术等卖点；万家乐推出的 HA8A 新鲜水系列则主打卖点为纳

米银抗菌内胆…。显然，从各大品牌推出的产品来看，健康洗浴已经成为市场热点，而从售价来

看，这些产品售价都在 3000+以上。 

总的来说，我国电热水器潜力市场巨大，未来的电热水器行业依然是商机无限。未来热水器

产品发展聚焦用户体验完善上，大致分为 6 个方面，分别是舒适性、艺术性、精品化、智能化、

健康化、场景化。 

3、 市场对热水器健康的认知 

随着用户生活水平提高，对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水产品的健康日益关心。作为中间加热环节的

产品，健康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健康也是一大诉求点。 

 

图 4.3-1 中央电视台对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结垢演示示意图 

热水出水口在内胆顶部，而冷水的进水口，在内胆的底部。洗澡的时候，冷水不断进入热水

器内胆，热水被挤压到顶部，而水垢却在内胆底部附近沉淀下来，所以你看到的水是在顶部的

干净水。 



 

 图 4.3-2 中央电视台对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清洁相关报道 

长时间使用混合着水垢等杂质的水洗澡，对人体会产生一定健康隐患。这个污垢存留在热水

器内部时间久了再加上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容易滋生细菌，对人体尤其是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

的人，会造成一些刺激，引起瘙痒或者一些湿疹、皮炎一样的皮肤病。 

4、 消费者健康洗浴需求 

水是自然界最普遍存在的物质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加重，水

资源污染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用水，同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再加上，

我国自来水传输管道大多数均是以水泥浆衬里铸铁管件或钢筋混凝土中钢铁管材为主，其管道

内壁可能会因微生物反应或化学反应等生成一层有害的附着物，且附着物不断积累。这不仅会

降低管道的送水效率，也会因管道养护不到位而对自来水产生污染，甚至可能会导致水体暴露

污染。因此，用水的健康受到了普遍关注，健康用水产品成为近几年的消费趋势。 

 

图 4.4-1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历年水质达标率情况 



 

图 4-2  入户调研数据反馈 

图 4.4-1，可以看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良好，15 年达标率达到 97.1%，但仍存在不达标

现象。在用户端，水质往往受到管道和蓄水池的二次污染。如图 4.4-2，越来越多的用户意识到

二次供水污染问题。 

➢ 用户对健康用水的关注度： 

 

图 4.4-3  用户对健康用水的关注度 

图 4-3 可以看出，用户对健康用水的关注度较高，认为用水的健康很重要，需要优先解决。 

➢ 不同维度研究用户对洗浴用水健康的痛点和关注点 

图 4-4 到 4-6 给出了不同用户洗浴用水的痛点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最近 2 年购买的用户在

漏电安全、保温、热水量充足的满意程度上都有提升，在水垢清洁、细菌方面改善不明显。代表

未来发展趋势的 90 后用户同样的会担心内胆的水质问题，认为储水式电热水器长期存水，有滋

生细菌的风险，也会担心水垢的问题。 

一二三线城市都很关注洗浴用水的健康，包括内胆的清洁、水垢和细菌等方面。其中一线

城市还能认识到镁棒的存在，认为更换麻烦，寿命短，表现出更强烈的健康需求。 



 

图 4.4-4 不同购买年份用户洗浴用水的痛点调研结果 

 

 

图 4.4-5 不同年龄用户洗浴用水的痛点调研结果 

担心水垢
担心长期存水滋生细菌

担心漏电时没有自带保护
担心漏电（泛指）
加热慢，等待久

不知道如何保养、何时保养
担心水溅到机身漏电

保温更长时间
人少时只加热少量热水

清洁热水器比较麻烦，也不知道如何清洁
出现故障时，代码看不懂

用久后不清楚内胆是否干净
担心用久后性能降低

担心手湿操作屏幕触电
担心水溅到插座上漏电

更换镁棒比较麻烦
不用时一直开着，浪费电

热水不是每次都用完，有点浪费
担心花洒滋生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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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漏电时没有自带保护
担心水溅到机身漏电

加热慢，等待久
担心漏电（泛指）

担心长期存水滋生细菌
担心水溅到插座上漏电

担心水垢
人少时只加热少量热水

不知道如何保养、何时保养
担心用久后性能降低

保温更长时间
担心花洒滋生细菌

更换镁棒麻烦
担心老人洗澡发生危险

首次使用时，担心内部有脏东西
不用时一直开着，浪费电
出现故障时，代码看不懂

用久后不清楚内胆是否干净
镁棒的寿命比较短



 

图 4.4-6 不同城市用户洗浴用水的痛点调研结果 

五、标准关键问题说明 

1、储水式电热水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热水器洗浴用水对身体造成伤害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1）皮肤渗透，2）鼻腔吸入： 

1）皮肤渗透 

热水洗浴时皮肤毛孔张开，对于有害物质的吸收能力就增强，此时洗浴水中的有害物质

就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对身体的各个器官产生不良影响。 

热水洗浴时，身体受伤、破损的皮肤以及口腔粘膜、眼结膜，更容易受到洗浴水中的有

害物质侵害。 

2）鼻腔吸入 

热水洗浴时，有毒有害物质侵入人体除了通过皮肤渗透之外，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也是

一种重要的有毒有害物质摄入的重要途径。 

热水洗浴时，挥发性的余氯及其副产物等挥发性有害化学物质容易被吸入，此外细菌也

容易以气凝胶的形态被吸入影响人体健康。 

热水器洗浴对人体健康影响数据证明： 

马丁 福克斯《健康的水》研究显示，饮用水中有害化学物质的摄入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途

径，研究了有毒化学物质（甲苯、乙苯、苯乙烯）在成年人和儿童的皮肤吸收与口腔吸入的吸收

率的比较，其研究成果可见下表： 

 

 

 

担心有水垢，导致水脏、缩短镁棒寿命

担心存水滋生细菌，刷牙洗脸不敢用

担心热水器漏电（泛指）

担心水会溅到插座上，导致漏电

担心漏电时没有自带保护

浴室雾气大，担心水溅到机身会漏电

加热慢，开机后要等待比较久才有热水

更换镁棒麻烦，不知道何时要换

首次使用时，担心内部有脏东西

镁棒的寿命比较短

不用热水时，一直开着浪费电

不开机时，依然能保温更长时间

使用久后性能降低

不知道如何保养，何时保养

出现故障时，代码看不懂

老人洗澡时滑到或缺氧等危险

使用久后，不清楚内胆是否干净

清洁热水器麻烦，也不知道如何清洁

担心花洒上会滋生细菌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表 1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途径对有毒化学物质的吸收率对比 

 

从表格的数据可以知道我们要关注洗浴用水的健康，关注热水器的健康。但是目前国内并

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提供洗浴用水的热水器产品的健康要求。用户虽然知道洗浴水要健康，但

是不清楚也不知道依据什么来判断自己购买的热水器产品是否可以提供健康的洗浴用水。所以

我们需要拟定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规范市场健康热水器产品，并让洗浴用水向大健康方向持续正

确的发展。 

2、健康热水器各项健康指标健康影响及试验验证分析 

1）微生物指标 

沐浴用水中细菌微生物对健康影响 

从用户调研的数据来看，细菌微生物的关注度是很高的，而且细菌微生物给人体带来的健

康威胁是巨大的。实际的应用功能场景下，热水器存在细菌滋生的问题，所以将杀菌抗菌作为

健康洗浴水的重要测试指标，也是基础指标。 

对人体健康影响：洗浴水中的菌群被认为时潜在肠道致病菌，其中硝化细菌和亚硝化细菌

使亚硝酸盐浓度增加，具有致癌性。 

对皮肤的影响：对微生物屏障的影响；对皮肤屏障薄弱的人群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引起

一些炎症反应。 

 

图 5.1-1 电热水器内胆菌落总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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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热水器内胆水质的监测报告详见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出具的 2014FM0355-

2014FM0410 一共 56 份测试报告。 

实际测试储水式热水器中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确实有大量的细菌滋生，居民中有一些敏感的

群体(如幼儿、老人、孕妇和免疫受损者等)，如果沐浴的水中含有足够数量的病原体，便可引起

皮肤和眼、耳、鼻、喉粘膜的各种感染。 

 

图 5.1-2 微生物危害人体健康的三种途径 

不大可能或很难恰当地直接测定洗浴用水中的病原体。常见的做法是推测或测定水源中的

浓度，并用估计的减少量（如经过水处理）去判定饮用水中病原体的浓度。最好是在病原体浓度

最高的水域（一般为水源）进行病原体测定。通常使用替代菌（如埃希氏大肠杆菌）来估计随后

采用的监控措施是否能够去除该病菌。 

除菌，抗菌试验验证分析 

热水器进出水管，花洒及水管配件使用抗菌材料，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在这些地方滋生，

有利于洗浴水质的健康。如下表 2 的测试结果： 

表 2 热水器抑菌材料的抑菌效果测试 

基础

材料 
测试微生物 

空白对照样品平 

均回收菌数 

（CFU/片） 

试验样品平均 

回收菌数 

（CFU/片） 

抗（细）菌率

（%） 

ABS 
大肠杆菌 9.6×10

6
 2.4×10

2
 99.99 

金黄色葡萄球菌 2.3×10
5
 4.3×10

3
 98.13 

PPR 
大肠杆菌 9.6×10

6
 ＜20 ＞99.99 

金黄色葡萄球菌 2.3×10
5
 20 99.99 

PVC 
大肠杆菌 2.6×107 ＜20 ＞99.99 

金黄色葡萄球菌 1.1×105 ＜20 ＞99.98 



 

热水器的高温除菌能够有效的杀死内胆中的细菌，杀菌率完全可以达到 99.99%。如下表第

三方的测试报告： 

备注：热水器高温杀菌测试报告详见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美的委托）测试报告：

2013FM4750-80℃内胆杀菌效果、2013FM4751-85℃内胆杀菌效果。 

表 3 高温除菌效果测试结果 

 

备注：热水器抑菌部件的抑菌效果测试报告详见：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美的委托）

PPR 杀菌材料 2012FM2184-3、花洒配件抗菌报告 2016FM2155-1--2016FM2157 以及

2016FM2546、杀菌热水器-抗菌 2018FM01931R01-02。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广东威

博）进出水管抑菌 2015FM0584，热水器内胆抑菌报告 2015FM0908-1 以及 2015FM0908-2。 

2）颗粒物指标 

热水器中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 

目前长期使用未排水的热水器内部水质很糟糕，如下图： 

   

 



图 5.1-3 实际用户家内胆中泥沙、水锈混合物 

颗粒物进入到热水器，尤其是储水式热水器，很容易沉降在热水器底部，成为水垢附着点，

慢慢累积，让内胆水质越来越差。高浑浊度的洗浴水势必会影响人体皮肤的正常清洁状态，危

害敏感或受损皮肤。 

颗粒物可庇护微生物使其免于受到用水消毒处理的影响，并促进细菌的生长。理想状态下

有效消毒的浑浊度的中位数应低于 0.1 NTU。 

对于热水器自身产生的水垢，或其他形式的杂质，健康热水器应首先具备过滤截留将进入

热水器中的大颗粒物质功能，之后须具有排出污水，达到清洁自净效果的能力，以避免产生用

户家中热水器内胆水质浊度严重超标的现象。 

颗粒物过滤试验验证分析 

健康热水器应首先具备过滤截留将进入热水器中的大颗粒杂质功能，保证接触用户皮肤的

洗浴用水不被污染。 

 

图 5.2-1 颗粒过滤示意图 

不锈钢网或更细致的过滤材料能够拦截进入热水器的铁锈，泥沙以及一些大的浮游生物，

能够防止这些大的颗粒物质进入热水器内胆，并在热水器中沉降累积下来，与水垢混合在一起，

或成为水垢的附着点，不断污染热水器中洗浴用水。 

颗粒过滤的滤网精度要求不能太高，因为洗浴用水量大，如果设置的精度要求过高，用户

更换频繁，不容易被接受。过滤孔径要求太宽也不能有效的截留水中的颗粒物质。热肉眼可以

分辨的最小的颗粒物的尺寸是 100 微米，超过这个尺寸 3 倍的颗粒在内胆中沉积下来的可能性

增加 90%，所以标准规定过滤网的孔径不能大于 300 微米，经过市场调研，热水器健康设置有

前置过滤器的产品的滤网尺寸 80%都能满足这个过滤网孔径要求。再加上常用的输配水管道的

垫片过滤网一般是 40 目的孔径，标准设计 300 微米，也就是 50 目为门槛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颗粒过滤的测试方法上，饮水行业常用的过滤方法是标称尺寸颗粒的截留率，因为饮

水行业的颗粒物的去除要求高，产品的设计寿命短，一般要求在 120 微米以内的过滤孔径，这

时候可以采用标准的颗粒加标测试，颗粒也不容易沉降。如果是 200-300 微米的孔径，无法找到

标准的加标颗粒物，就算使用标准筛筛分拿到加标颗粒物，加入水中需要一刻不停的搅拌，较

大的颗粒还是会沉积到加标底部，实验的操作难度很大。采用尺寸测量的方式更加直接方便，

而且孔径较小的饮水用前置过滤器的来料检验也通常使用放大测量孔径尺寸的试验方法。 

3）热水器活水排污指标 

热水器中水垢、污垢对健康的影响 



 

图 5.3-1 实际用户家长期不排水内胆水质情况 

图 5.3-1 是热水器内胆存水的浊度和自来水浊度的对比实例，样本选取在佛山周边，热水器

使用都在 1 年内，热水器内胆的浊度基本都超标，而自来水的浊度值都在标准要求范围内。 

 

图 5.3-2 热水器内胆浊度与自来水浊度对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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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热水器内胆中水垢、污垢的重量实例 

 

图 5.3-4 热水器内胆与自来水中铁含量对比 

图 5.3-2- 5.3-4 中实例可以证明热水器内胆中存在较多的水垢、铁锈等杂质，所以热水器过

滤颗物质、活水排垢、阻垢等功能对于洗浴水的健康保证很有必要。 

少量异地热水器内胆水样取样分析结果如下表 2，多数的浊度都远远超出水质安全规范要

求范围，如果不做排除污垢，清洗内胆的处理，会影响人体皮肤健康，甚至引发皮肤炎症。 

表 4 热水器内胆水样水质分析结果（国内部分地区） 

序号 地址 PH 浊度，NTU 

0 GB 5749-2006 标准 6.5-8.5 1（3） 

1 韦曲 9.99 ＞1050 

2 长安县 9.95 ＞1050 

3 信阳楚王城 7.83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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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阳医药公司 7.18 6.69 

5 韦曲（半年） 7.63 0.2 

6 长安县（1 年多） 7.58 412 

7 辽宁铁岭（1 年） 6.32 0.88 

8 辽宁铁岭（半年） 6.47 1.05 

13 济宁（1 年） 7.16 3.3 

 

图 5.3-5 儿童特应性皮炎（AD）的医学症状 

特应性皮炎 Atopic dermatitis，常见于儿童的一种慢性皮肤病，表现为皮肤发红、瘙痒、脱

屑。2002 年我国城市学龄前儿童发病率只有 3%，2012 年城市地区发病率上升到 10.2%，农村地

区 4.6%。说明儿童的 AD 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地域上已经侵入到农村地区。 

科学研究文献数据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 AD 发病率和水质有着线性关系，例如 Miyake 

et al., 2004 文献中对 458,284 名 6-12 岁儿童研究，水质硬度越高的地区，AD 发病率越高。同时

水质硬度和水质中氯的含量也存在线性关系。Michael R.Perkin et al., 2016 文献研究数据表明 1300

名 3 月龄婴儿中，居住在水质硬度高的地区，3 月龄婴儿 AD 发生风险增加 87%。McNally et al., 

2008 文献中提示水质硬度不仅与 6-11 岁儿童 AD 患病率有关，同时还会延长 AD 病程，表明，

硬水对皮肤屏障的恢复起到阻碍的作用。硬度高则热水器的内胆水垢越多，接触皮肤的洗浴水

质越容易受到污垢的污染，进而危害人体皮肤健康，尤其是特殊人群，例如婴幼儿。 

备注：热水器内胆水质分析详见美的内部测试报告《用户实际使用内胆水质分析汇总》以

及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陈博《水质与健康》相关资料。 

热水器排污试验验证分析 

健康热水器应须具有排出污水，达到清洁自净效果的能力，以避免产生用户家中热水器内

胆因水垢、污垢累积而导致的洗浴水污浊度严重超标的现象。有助于降低因洗浴水污浊而引发

敏感人群的特应性皮炎的发病率。热水器设置活水排污阀，首先应该便于用户的操作，能够满

足用户在家里不适用特殊工具的情况下开启和关闭排污阀，这样的设计才会使排污阀具有其真

正上的实用意义。 

其次热水器的排污口能最大限度的排出内胆中的大颗粒杂质。热水器内部存留的水垢均肉

眼可见颗粒，有时候还会团聚成较大的颗粒，不同的地域水垢颗粒大小的分部不一样，但是有



较多地区内胆水垢的颗粒都比较大，大到 4 目（4.75mm），如果排污口的面积不够，这些水垢是

排不出来的，为了确保水垢能够正常的排出，标准规定了排污口的面积至少大于 150 mm2。折

算成规则的圆形口径直径可以达到 14mm，完全可以排出 4 目以内的水垢颗粒（占比可以达到

22.33%）。美的活水排污阀的最小排污截面积也可以达到 159.4 mm2（瓷片阀），球阀的截面积更

大可以达到 176.6 mm2，此外，海信有排污功能热水器的排污阀的通经 14.5mm，截面积也可以

达到 165 mm2；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和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两家热水器制造厂家生产的健

康热水器活水排污阀通经也能达到 15mm，有效截面积 176.6mm2。中山市金旺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表示其热水器具有的大活水阀通径 17mm，截面积是 226.9 mm2 小活水阀通径 15mm，截面积

是 176.6 mm2 完全可以满足标准要求。 

 

图 5.3-6 不同地域内胆水垢重量和大小筛分结果 

备注：热水器内胆水质分析详见美的内部测试报告《全国典型城市水垢的颗粒度分部和重

量分布数据》；美的内部制定了活水排污阀两项企标：电热水器电动排污阀技术标准 QMCD-

J073.0002-2016 以及电热水器机械排水装置技术标准 QMCD-J072.0017-2016，内部活水阀测

试报告 DR-L-Q201807108a；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内部测试报告活水阀和排污阀

WLS201511020、WLS18101179 以及 WLS1807770；中山市金旺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内部《一体

式排污阀型式试验报告》；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活水开关组件内部检测报告 W-D-

L20151007001P。 

4）水质健康指标 

➢ 阻垢，电子阳极 

热水器阻垢、电子阳极技术必要性 



 

图 5.4-1 实际用户家热水器加热管以及内胆水垢 

热水器加热管时水垢聚集地，加热管上附着厚厚的水垢，影响加热管的加热效率之外，还

会不断积累脱落到内胆中，污染内胆中洗浴用水。 

水垢疏松的结构，很容易和污浊物、铁锈混合结合在一起，成为细菌微生物的宜居场所。而

被水流冲起来的细小浊度颗粒会随洗浴用水流出，堵塞管道和花洒，影响皮肤健康。 

 

图 5.4-2 用户实际应用热水器中镁棒消耗情况 

牺牲阳极作为带有储水功能电热水器的关键零部件，在不断消耗过程中，会发生结垢、脱

落和沉积等一系列过程，成为污染洗浴水质的重要因素。使用电子阳极，可以避免牺牲阳极（镁

棒）的消耗产生的渣滓，减少内胆污垢沉积。下面图 13 可以看出来没有提升镁棒电流效率或使

用电子阳极的镁棒消耗情况，表面附着污垢和水垢，严重影响了内胆水质健康。 



 

图 5.4-3 电热水器内胆 pH 值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镁棒牺牲阳极的使用过程中会让洗浴水质的 PH 值升高，总硬度增加。正常的皮肤有一层皮

脂膜， pH 维持在 4.5~6.5，呈弱酸性状态，其中的一些游离脂肪酸还能够抑制某些致病性微生

物的生长对皮肤有很强的自我净化作用，以保持皮肤的健康。弱酸性的皮质膜是皮肤屏障结构

的最外层保护膜，高 pH 会中和皮肤膜弱酸性，造成皮肤屏障损伤。 

电子阳极的使用可以减少普通牺牲阳极的消耗，进而减少普通镁棒因消耗过程中结构掉渣

而产生的水质污染状况，电子阳极的应用要考虑最小的保护电位，满足 GBT 21448-2008 埋地钢

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最小保护电位要求。 

备注：热水器电子阳极性能参数测试详见美的内部测试报告 DR-L-Q201707045a 电热技

术研究电子阳极整机电位 专项测试。 

热水器阻垢试验验证分析 

阻垢性能评价现行标准为《GB/T 22626-2008 水处理剂阻垢性能的测定磷酸钙沉积法》适用

于对磷酸钙垢的评价，多被用于工业水、冷却水和锅炉用水等磷酸根离子浓度高的场景评价。

根据用户水垢取样分析结果，热水器水垢主要为碳酸钙和碳酸镁，上述评价方法不适用于洗浴

用水场景，因此需要构建适合于洗浴用水场景的阻垢的测试评价方法。 

阻垢抑垢方法的建立需考虑以下问题：其一，考虑到热水器自身重量，采用整机称重来量

化结垢量存在很大误差。其二，热水器的使用工况对水垢的生成有极大影响。据文献报道和用

户拆机实况，水垢在高温条件下更易生成，热水器加热器是热量来源，因此是水垢集中区域。综

合考虑上述问题，本标准以热水器作为测试载体，采用量化加热器结垢量来量化阻垢抑垢效果。 

水质参数存在地域性和地区性，以自来水作为进水来评价阻垢性能也将不具有统一性和可

比较性。《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给出了生活饮用水总硬度（以碳酸钙计）限值为

450mg/L。因此，本标准采用总硬度为 500±50mg/L 的配制水作为测试用水，涵盖自来水总硬度

阈值。按照这种方法进行阻垢性能测试，结果如表 5 所示，对比两次空白组加热管，其结水垢

量基本一致，证明该方法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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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配制水作为进水阻垢测试结果对比 

 

 

阻垢剂材料作为一种额外添加的成分，处理的热水器的进水，首先材料应该是安全的，在

阻垢剂的安全性首先应该妈祖阻垢剂材料的皮肤接触安全性。考虑到有的家庭的小孩儿会误饮

热水器中的水，可能会用热水器的水煮饭。秉着更加严禁的态度标准规定阻垢剂应该满足阻垢

剂应符合 GB/T 17218—1998 饮用水卫生安全的要求。 

备注：美的热水器阻垢效果详见：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 WRn-17-244、

WRn-17-245、WRn-17-477-479、WRn-18-720-722、WRn-18-745 测试报告。海信阻垢效果详

见其内部测试报告《过滤器样板检测》。阻垢剂的安全性测试报告皮肤刺激性测试报告详见广州

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出具的阻垢滤料多皮急皮急眼（食委 2017-12-0229）、阻垢滤料人体斑贴

（化卫 2018-01-0012）、急眼和多皮测试报告（食委 2017-08-0025）、人体斑贴测试报告（化卫

2017-08-0014）；阻垢剂的饮用水安全测试报告详见中科检测报告（省卫监涉水认证检测报告）

以及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出具的阻垢剂卫生安全测试报告 2017SP3748R01。 

➢ 余氯去除健康技术指标 

洗浴水中余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WHO 2006 版《饮用水水质准则》第十二章 393 页，自来水中加入氯杀菌消毒，在内胆中可

能会和一些有机物反应产生消毒副产物。洗澡时热水不停地往身上冲洗，水中的致癌物质经过

加热后挥发，经由呼吸道大量进入人体。此外，余氯本身有令人不悦异味，并对皮肤有一定的刺

激性，会影响洗浴健康体验。所以洗浴用水的健康需要把余氯的去除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 



 
图 5.5-1 电热水器内胆三氯甲烷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自来水余氯进入到内胆，一些消毒副产物也会随即进入热水器内胆或内胆中累积产生。消

毒副产物多具有强挥发性，会在洗浴过程中被吸入，去除洗浴出水口处的余氯和消毒副产物，

能够保证人体健康。 

科技文献研究数据显示饮用水中氯含量与 AD 发病率有线性关系，同时氯对头发也有损伤。

例如文献中对 67 名专业游泳运动员和 54 名普通人头发受到氯的影响研究数据表明高浓度的氯

含量可以对头皮造成损伤，同时使头发更加干燥。 

热水器余氯去除率健康指标制定 

 

图 5.5-2 样本用户实际使用中的热水器内胆与自来水中余氯含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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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 用户家自来水余氯浓度实例 

大多数人能够尝出或闻出饮用水中远低于 5mg/L 氯，有些人可低到 0.3mg/L。残留的游离氯

浓度在 0.6 到 1.0mg/L 时，可能会增加某些消费者厌恶这种味道的可行性。用户家实际测试自来

水和热水器内胆水中余氯的浓度多在 1.0mg/L 以内，去除 50%的余氯。基本上可以低于一般消

费者氯的味、嗅阈值，也能保证消费者的洗浴健康，减少余氯对皮肤和呼吸系统的伤害。 

余氯去除测试验证分析 

余氯去除作为热水器健康功能升级指标，能够减少洗浴水质异味和刺激性，结合现有用户

家自来水余氯的浓度和常规水处理材料的去除能力，参考 NSF 淋浴过滤系统标准中余氯去除要

求（50%以上的余氯去除率）的相关规定，将余氯的去除率作为水质健康指标之一。 

 

图 5.5-4 小体积滤芯方案的余氯去除效果测试 

备注：美的热水器余氯去除效果测试报告详见 WQA 

Rpt_Guangdong_Midea_QF1570-K50_FACa（余氯去除率和寿命测试）；广东省微生物分

析检测中心出具 QF1570-K50 产品测试报告 2015FM2006-1、2015FM2006-2、2015FM2006-

3；SF1570-C15.01 测试报告 2016FM0821-1a、2016FM0820-1a；复合滤芯测试报告

2015FM2004-1、2015FM2004-2。美的内部测试报告 WHMDL-E-C1411082XP_密闭型储水式

电热水器 KDF、活性炭过滤器专项检测报告、WHMDL-E-C1411083XP_密闭型储水式电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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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QF1570-K50_过滤器专项检测报告、净氯器对比测试结果-20160318。 

六、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七、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通过宣贯、实施本标准，极大地推动我国储水式电热水器节能水平评估工作的规范化，促

进储水式电热水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推动电热水器向节能、舒适方向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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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洗浴体验提供基础数据。 

八、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检测项目 

标准 

NSF/ANSI 177 – 2004 《沐浴过滤

器  适用性》 

《基于水处理技术的家用健康型

电热水器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沐浴用水净化

指标要求 

主要考虑了淋浴系统能够在使用过

滤器的情况下的淋浴流量，压力功

能。在健康方面仅仅规定了对余氯

的去除率的要求。 

综合考虑了提供洗浴水质的热水

器系统的健康，包括 7 项健康指

标，多方面考虑了用户洗浴用水

健康问题。 

 

九、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一、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推荐性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四、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