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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中轻联综合[2021]155号），计

划编号 2021010，项目名称“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进行制定，主要起

草单位为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小牧优品科技有限公司等。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本标准于 2021年 6月获批立项。全国五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厨卫五金分技术

委员会(SAC/TC174/SC4) 随即征集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根据前期立项阶段对标准进行

的预研，由牵头单位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小牧优品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卓标

厨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共同提出《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标准草案。

2021年 8月 4日，标准起草工作组于厦门组织召开标准启动暨研讨视频会议，对坐

式恒温淋浴器产品涉及的材料、加工与装配、使用性能等进行了讨论，确定了该标准的

基本框架，并要求针对与会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最终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3）送审阶段

4）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政策法规相一致。

2）标准格式、结构和内容严格按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3）本着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反映市场需求、改善老年人淋浴体验，实

现舒适淋浴的原则，在充分调研和试验验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保



2

证标准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4）在制定过程中借鉴了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QB/T 2806-2017《温控

水嘴》、GB 28378《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MZ/T 119-2018《淋浴辅助器具 淋

浴椅》等标准，结合我国产品技术水平、市场需求进行修订。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指标来源

3.1、标准内容

1）标准范围

标准范围参考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适用于水压为（0.10～0.50）MPa、

水介质温度（4～85）℃，安装在盥洗室等卫生设施上，供重量不超过100kg的使用者使

用的淋浴器。因体重超过100kg的使用者在常见人群中占据比例较小，因此本标准涉及

的产品不涵盖此类人群。建议体重超过100kg的使用者可与制造商沟通，进行产品定制。

2）材料及配套装置

标准规定与水接触的部件不应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应对水造成任何水质、外观、

味觉、嗅觉等变化。不应使用锌合金等易被腐蚀材料。与淋浴器配套的软管和花洒应分

别符合 GB/T 23448、GB/T 23447 或制造商明示的标准。

3）要求

a) 6.1 外观

因坐式淋浴器的椅背和椅面材质一般由塑料制成，椅腿和扶手等部位有焊接部件，

因此在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1 的基础上，本条款增加了注塑件表面应

光滑、无缺损，色泽均匀，焊接件表面应光滑平整，无焊瘤、凹坑、漏焊、裂纹、烧穿

等缺陷的要求。

b) 6.2 加工与装配

在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2 的基础上，根据产品本身结构特点，本

条款增加了扶手设计、座椅折叠及其间隙、喷淋臂开启角度的要求。要求扶手需有防滑

设计，座椅折叠应方便且折叠后应满足一定间隙、喷淋臂应能打开至一定角度且定位牢

靠。

c) 6.3 尺寸

除了对淋浴椅的外形尺寸进行规定外，本条款根据实际使用情形，增加了软管长度

的要求。为防止使用者被活动部件夹伤，增加了活动部件间隙的要求。

d) 6.4 表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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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中涂、镀层附着强度与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4.12 保持一

致。此外根据产品不同表面处理工艺，本条款采用了 ASS 24h 和 NSS 96h 两种方法进行

表面耐腐蚀性能评估。针对使用者在淋浴过程中，肥皂水、沐浴露等水溶液会流淌至淋

浴椅，因此增加耐洗涤剂性能（针对外观塑料件）测试，要求外观类塑料件应无开裂、

变形、褪色等异常，标识应无起鼓、卷边、变形、脱落等现象。

e) 6.5.1 抗水压机械性能

本条款与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4.1 保持一致。

f) 6.5.2 密封性能

本条款在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4.2 的基础上，转换开关的密封性

能中增加喷淋臂出水模式测试。将止回阀低压密封性能由（0.04±0.002）MPa 修改为

（0.05±0.01）MPa，与其它密封性能测试要求保持一致。

g) 6.5.3 水力学性能

本条款参考了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4.3，并根据产品结构，规定

了手持花洒、顶喷花洒、喷淋臂出水的流量要求。为实现舒适的淋浴体验，标准结合 GB

28378《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对产品配套手持花洒的喷射力和流量均匀性

提出要求。分别按 GB 28378 中 A.1 的规定，使用冷水介质进行测试平均喷射力，并要

求平均喷射力不宜超过 1.50N。按 GB 28378 中 A.3 的规定，在冷水介质（10～15）℃，

热水介质为（60～65）℃，手持花洒调节至最大出水模式，流量开关打开至最大位置下

测定淋浴器手持花洒流量均匀性。

h) 6.5.4 温度稳定性

因不同制造商出厂设定的明示限位温度不同，因此本条款试验的初始条件中出水温

度由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8.4.1规定的将温度调节开关调节至（35～36）℃

和（39～40）℃的位置修改为将温度调节开关调节至比明示限位温度低 2℃和明示限位

温度高 2℃的位置，并将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表 5中出水温度由（37～38）

修改为“限位温度±0.5”，其它部分与 QB/T 5418-2019 保持一致。

i) 6.5.5 安全性

本条款与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7.4.7 保持一致。

j) 6.5.6 操作性能

本条款参考了 QB/T 2806-2017《温控水嘴》附录 E和附录 F，并将限温按钮处的操

作力矩由（1.7±0.5）N•m 调整为（3.0±0.5）N•m。为避免使用者使用过程中手感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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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条款增加了调节开关手感要求，即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0.55 N•m。此外，本条款

新增扶手、座椅、喷淋臂定位切换力的规定，要求扶手、座椅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10 N•

m，喷淋臂档位切换力不应大于 20 N•m，且各档位切换顺畅、无卡阻，定位准确、可靠、

不自动下落，确保使用者可便捷使用这些活动部件。

k) 6.5.7 机械强度

本条款中抗安装负载与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 6.5.7.1 保持一致。此

外，本条款参考 MZ/T 119-2018《淋浴辅助器具 淋浴椅》，规定了椅背、椅面、扶手静

态负载的要求，采用沙袋冲击的方式验证淋浴椅椅背、椅面的强度，并修改了座椅侧面

抗冲击的测试方法：由沙袋冲击变更为施加横向推力，用以模拟实际使用过程。新增喷

淋臂侧向推力和向后超程的要求，避免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因使用者误操作导致产品

损坏。

l) 6.5.8 使用寿命

本条款中控制开关寿命试验和转换开关寿命试验分别参考了 QB/T 5418-2019《恒温

淋浴器》附录 C和附录 D。其中控制开关寿命试验中，因不同生产企业出厂设定的限位

温度不同，故将 QB/T 5418-2019 附录 C中有关“出水温度调节至（38±2）℃”的表述

调整为“温度开关调节至温度限位开关”。此外本标准涉及的产品不涵盖触控或带电类

型，因此删除了“电子（或触控）按钮类型”的表述。因坐式恒温淋浴器产品不涉及自

动转换开关，因此仅考虑手动转换开关。

本条款增加了座椅、椅背、椅面、扶手、喷淋臂的使用寿命要求。通过规定次数的

试验，确保产品相应部件满足寿命性能。通过进行喷淋臂整组冷热循环测试，验证喷淋

臂内部通水管路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是否会发生破裂、变形、漏水等异常。

m) 6.5.9 防冻性能

为避免产品在冬日极冷条件下出现产品冻裂情形，本条款增加了防冻裂性能要求。

通过将产品放置于（-20±2）℃低温箱中保持12 h±30min后取出，置于室温中放置24h，

观察产品有无开裂、破损等不良现象，随后进行密封检测，要求必须满足密封性能。

n) 6.5.10 耐应力性能试验

本条款通过采用氨气检测铜及铜合金阀体材料中外加或残余应力，避免产品在使用

或制造商仓库储存中因应力腐蚀而导致损坏。按照 GB/T 10567.2—2007 的规定进行 24 h

氨熏试验后，要求产品无裂纹、变形等现象 。

o) 6.5.11 耐高温高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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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坐式恒温淋浴器安装在盥洗室等淋浴场所，产品使用过程中盥洗室的室内温度相

对较高，室内湿度大，本条款通过进行耐高温高湿试验，要求在(55±2)℃，(93±3)％

RH 环境条件中放置 48 h 后，产品不应出现开裂、变形、扭曲、变色、气泡、生锈等缺

陷，同时产品上的标识应无卷边、变形、脱落等现象。

p) 6.5.12 耐温度循环性能

由于我国的气温条件伴随着地区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部分冬日未供暖地区，

使用者淋浴前室内温度较低，淋浴时室内温度增高，淋浴后室内温度又缓慢降至室温。

本条款通过耐温度循环性能试验，使产品在（-25±2）℃下保持 4.5 h，随后在（65 土

2）℃下保持 4.5 h，此过程为一个循环。连续进行 4个循环，恢复至室温后，要求产品

应无开裂、变形、扭曲、变色、气泡、生锈、失效等缺陷，标识有无卷边、变形、脱落

等现象。通水测试时，整机功能应正常。

q) 6.5.13 塑料耐老化

在相对潮湿的盥洗室中，坐式恒温淋浴器表面的塑料件长时间受到透过玻璃照射进

来的太阳光影响，可能发生塑料老化现象，因此标准规定了塑料耐老化测试，模拟材料

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暴露于窗玻璃过滤后的日光下发生的自然老化效果。

r）6.6 有害物质限量

因产品淋浴座椅部件一般由塑料件构成，使用过程中直接与使用者的皮肤接触。因

此本条款依据GB 28481的要求，对塑料件中的有害物质限量作出规定，进而保护使用者

的健康权益。

4) 安装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内容至少包括：产品适用的水压范围、

产品的安装、使用方法、产品维护保养、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5)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因范围中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压力（0.10～0.50）MPa、水介质温度（4～85）℃

条件下，安装在盥洗室、淋浴房等卫生设施上，供重量不超过100kg的使用者使用的淋

浴器”。因此标志中增加产品座椅应有最大承重100 kg的警示标志的要求。其它内容与

QB/T 5418-2019《恒温淋浴器》条款10保持一致。

3.2、解决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高龄化的社会现状日益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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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预计 2030 年之后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 20%，

届时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关爱老年人，提供便利产品及服务

设施以改善其晚年生活质量是全社会的责任和共同关心的话题。

“坐式恒温淋浴器”是一种根据老年人或行动不便人群的行为特征开发的，带有座

椅、扶手、喷淋臂等附加辅助功能的恒温淋浴器。该产品一经问世，便深受广大老年用

户群体的喜爱。然而目前国内有关淋浴器的标准仅适用于正常人群使用，针对老年人辅

助洗浴相关的技术指标缺失。为及时弥补市场标准缺失的空白，保护相关企业和消费者

的利益，急需制订相应标准。

基于以上行业和标准现状，编制老年人使用的坐式恒温淋浴器产品标准具有十分必

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标准的制订，可以让企业、质量监督机构对老年人使用的坐

式恒温淋浴器产品的功能、性能测试有据可循，进而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老年人

淋浴质量，实现舒适淋浴的目的。

3.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为做好《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团体标准的制订工作，标准工作

组针对相关技术条款进行了试验验证。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验证试验报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结合我国产品技术水平、市场需求进行修订，无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不

存在采标情况。

五、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比对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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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国内相关标准比对

项目 本标准 QB/T 5418-2019

使用性能

抗水压机

械性能

1、阀芯上游：

阀芯关闭，出水口打开，施加（2.50±0.05）MPa 水压，保压（60±5）s；

2、阀芯下游：

阀芯打开，出水口打开，施加（0.40±0.02）MPa 水压，保压（60±5）s；

要求：阀芯上下游任何零部件无永久性变形

1、阀芯上游：

阀芯关闭，出水口打开，施加（2.50±0.05）MPa 水压，保压（60±5）s；

2、带流量调节器的阀芯下游：

阀芯打开，出水口打开，施加（0.40±0.02）MPa 水压，保压（60±5）s；

3、不带流量调节器的阀芯下游：

阀芯打开，出水口打开，水嘴流量为：（0.40±0.04）L/s 的压力

要求：阀芯上下游任何零部件无永久性变形

密封性能

1、阀芯及阀芯上游：

阀芯关闭，出水口打开，施加（1.60±0.05）MPa 水压，保压（60±5）s；

2、阀芯下游：

阀芯打开，出水口关闭，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MPa 水

压，保压（60±5）s；要求：阀芯下游任何部位无渗漏。

3、转换开关：

a)阀芯开，转换开关处于顶喷花洒模式，人工堵住顶喷花洒出水口，手持花洒出

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呈开启状态，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

MPa 水压，保压（60±5）s；要求：手持花洒出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无渗漏。

b)阀芯开，转换开关处于喷淋臂模式, 人工堵住喷淋臂出水口，顶喷花洒和手持

花洒出水口呈开启状态，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MPa 水

压，保压（60±5）s；要求：顶喷花洒和手持花洒出水口无渗漏。

c) 阀芯开，转换开关处于手持花洒模式, 人工堵住手持花洒出水口，顶喷花洒出

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呈开启状态,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

MPa 水压，保压（60±5）s；要求：顶喷花洒出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无渗漏。

4、止回阀

打开流量阀，堵住出水口，通过软管从淋浴器一端进水口施加（0.40±0.02）MPa

的静压并持续（60±5）s，保压期间调节温度调节装置，使其在整个温度范围内

进行试验。逐渐减小压力到（0.05±0.01）MPa的静压并持续（60±5）s，要求：

未连接的进水口无渗漏。

1、阀芯及阀芯上游：

阀芯关闭，出水口打开，施加（1.60±0.05）MPa，保压（60±5）s；

2、阀芯下游：

阀芯打开，出水口打开，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MPa 水

压，保压（60±5）s；要求：阀芯下游任何部位无渗漏。

3、顶喷花洒与手持花洒转换开关：

a) 阀芯开，转换开关处于顶喷花洒模式，人工堵住顶喷花洒出水口, 手持花洒

出水口呈开启状态，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MPa 水压，

保压（60±5）s；要求：手持花洒出水口无渗漏。

b) 阀芯开，转换开关处于手持花洒模式，人工堵住手持花洒出水口, 顶喷花洒

出水口呈开启状态，分别施加（0.40±0.02）MPa 和（0.05±0.01）MPa 水压，

保压（60±5）s；要求：顶喷花洒出水口无渗漏。

4、止回阀

将淋浴器按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设备上，打开流量阀，堵住出水口，从一端进水

口施加（0.40±0.02）MPa的静压并持续（60±5）s，逐渐减小压力到（0.04±

0.002）MPa的静压并持续（60±5）s，检查另一端进水口有无渗漏现象。另一

端进水口重复进行以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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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与国内相关标准比对

项目 本标准 QB/T 5418-2019

温度稳定性

温度调节

分别调节至比限位温度低 2℃的位置和比限位温度高 2℃的位置，要求：前 5s内,

淋浴器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超过 3K 的时间不应超过 1s；

在 5s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不应超过 2K,且温度波动值

不应大于 1K

分别调节至淋浴出水温度为（35～36）℃和淋浴出水温度为（39～

40）℃的位置。要求：前5s内,淋浴器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

差超过3K的时间不应超过1s；在5s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

差不应超过2K,且温度波动值不应大于1K。

流量减少
流量减小50%，要求30s后淋浴器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应不

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流量减小50%，要求30s后淋浴器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应不

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供水压力

变化

供水压力变化±20%，要求在前5s，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超

过3 K的时间应不超过1s；在5 s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

应不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分别在冷、热水供水压力降低至（0.20±0.02）MPa和分别在冷、热水供

水压力升高至（0.36±0.03）MPa进行测试，要求在前5s，混合水温度（Tm）

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超过3 K的时间应不超过1s；在5 s后，混合水温度（Tm）

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应不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供水温度

变化

在10s内将热水温度减少（10±1）℃，并保持30s；然后在10s内将热水温度恢复

到初始状态，并保持40s，要求：在前5s，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

偏差超过3 K的时间应不超过1s；在5 s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

的偏差应不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在10s内将热水温度减少（10±1）℃，并保持30s；然后在10s内将热水温度恢复

到初始状态，并保持40s，要求：在前5s，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的

偏差超过3 K的时间应不超过1s；在5 s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

的偏差应不超过2 K，且温度波动应不大于1 K。

安全性

冷水失效

冷水关闭后，当前5 s内出水量不大于200 mL时, 混合水温度（Tm）应不大于49℃；

当前5 s内出水量大于200 mL时，混合水温度（Tm）应不大于42 ℃，其后30 s内

的出水量应不大于300 mL。恢复冷水供应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

的偏差应不超过2 K。

冷水关闭后，当前5 s内出水量不大于200 mL时, 混合水温度（Tm）应不大于49 ℃；

当前5 s内出水量大于200 mL时，混合水温度（Tm）应不大于42 ℃，其后30 s内

的出水量应不大于300 mL。恢复冷水供应后，混合水温度（Tm）与初始温度（T0）

的偏差应不超过2 K。

热水失效
热水关闭后，前5 s内出水量应不大于250 mL；恢复热水供应后，混合水温度（Tm）

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应不超过2 K。

热水关闭后，前5 s内出水量应不大于250 mL；恢复热水供应后，混合水温度（Tm）

与初始温度（T0）的偏差应不超过2 K。

最高出水

温度
出水最高温度应为（38～49）℃。 出水最高温度应为（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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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与国内相关标准比对

项目 本标准 QB/T 5418-2019

操作性能

转换开关操

作力矩
不通水状态测试：手持/顶喷/喷淋臂转换开关的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0.55 N•m

通水状态测试：淋浴/非淋浴转换开关和手持/顶喷转换开关的操作力应不大于45

N或操作力矩应不大于1.7 N•m。

流量、温度

调节开关操

作力矩

不通水状态测试：流量和温度调节开关的正常使用操作扭矩不应大于0.55 N•m。

流量调节开关在最大开启位置经受（6.0±0.5） N•m扭矩，应无变形、卡阻定

位失控等缺陷。温度调节开关在最冷和最热位置经受（6.0±0.5） N•m扭矩、

限温处经受（3.0±0.5） N•m扭矩后，应无变形、卡阻定位失控等缺陷。

通水状态测试：流量和温度调节开关操作力矩应不大于1.7 N•m，操作顺畅，无

卡阻、无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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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发挥工作组成员的积极性，讨论和验证工作充分，不存在重大

意见分歧。

七、其他

无。

《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团体标准

起草工作组

2021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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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验证试验报告

为做好《老年人卫浴辅助产品 坐式恒温淋浴器》团体标准的制订工作，标准工作

组根据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研究确认验证项目为：抗水压机械性能、密封性能、水

力学性能、温度稳定性、安全性、操作性能、防冻裂性能、有害物质限量。取得了大量

的试验数据,验证数据汇总如下：

一．抗水压机械性能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1。

表 1 抗水压机械性能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见标准 8.5.1 条款

二．密封性能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2。

表 2 密封性能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见标准 8.5.2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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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力学性能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3～表 5。

表 3 流量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L/min）

限位温度-4℃/限位温度/限位温度+4℃ 判定

手持花洒 固定花洒 喷淋臂出水

动压（0.10±0.01）MPa 测

试流量

表 4 喷射力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N）

平均值/最大值
判定

分别在动压0.3MPa、0.2MPa、

0.1MPa 下进行测试。

表 5 流量均匀性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L/min） 判定

分别在动压0.3MPa、0.2MPa、

0.1MPa 下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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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度稳定性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6～表 9。

表 6 温度调节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L/min）

判定
A1位置 A2 位置

超±3K

时间，s

5s 后温

度偏差

5s 后温

度波动

超±3K

时间，s

5s 后温

度偏差

5s 后温

度波动

见标准

8.5.4.1 条款

表 7 流量减少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温度偏差（K） 温度波动（1K）

见标准 8.5.4.2 条款

表 8 供水压力变化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温度偏差（K） 温度波动（1K）

见标准 8.5.4.3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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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供水温度变化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温度偏差（K） 温度波动（1K）

见标准 8.5.4.4 条款

五．安全性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10～表 12。

表 10 冷水失效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前 5s 内出

水量，mL

出水温

度，℃

后30s出水

量，mL

温度偏差，

K

见标准 8.5.5.1 条款

合格

表 11 热水失效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前 5s 内出水量，mL 温度偏差，K

见标准 8.5.5.2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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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最高出水温度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见标准 8.5.5.3 条款

六．操作性能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13～表 14。

表 13 转换开关和流量、温度调节开关操作力矩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转换开

关，N•m

流量、温度调节开关

正常使用力矩，N•m 极限、限温位置

见标准 8.5.6.1 条款和

8.5.6.2 条款

表 14 扶手及座椅操作力矩、喷淋臂定位切换力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扶手，N•m 座椅，N•m 喷淋臂，N

见标准8.5.6.3条款和

8.5.6.4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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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冻裂性能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15。

表 15 防冻裂性能试验结果

样品编号 试验条件 试验结果 判定

见标准 8.5.9 条款

八．有害物质限量

抽取 款坐式恒温淋浴器，合格率 ，检测数据见表 16。

表 16 有害物质限量试验结果

项目

试验结果 判定

样品编号 1 样品编号 2 样品编号 3 样品编号 4 样品编号 5

邻苯二甲酸酯

%

DBP

BBP

DEHP

DNOP

DINP

DIDP

重金属

mg/kg

可溶性铅

可溶性镉

可溶性铬

可溶性汞

多环芳烃

mg/kg

苯并[α]芘

16种多环芳烃

(PAH)总量

多溴联苯（PBB）/ mg/kg

多溴二苯醚（PBDE）/ mg/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