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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智能毛巾架》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1 背景、目的和意义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人们对居家、宾馆使用的毛巾架的卫生安全更加的关注，

带有快速烘干以及抗菌、除菌等附加功能的智能毛巾架成为了行业的新热点。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生产智能毛巾架的生产企业近百家。随着消费升级及智能家居产业的不断深

化，“智能毛巾架”替代“普通毛巾杆”或“电热毛巾架”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势必成为人们家居生活的必备品，量大面广。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指出“增加中高端消费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婴幼儿配方乳粉、厨卫用品等

生活用品的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适当降低低端消费品比重，促进产品向高性价比优势

转变”、“发展智能、健康消费品”。“智能毛巾架”是一种以电热元件为热源，经通电产

生热量传导来烘干毛巾、衣物等，带有除湿和/或抗菌、除菌等其他附加功能，并且能完

成一项以上智能化功能（如定时定温、APP 控制、语音控制、智能感应、智能温控等）

的装置。作为新一代高品质的技术产品，实现了智能化的技术革新，深度传承了智能化、

舒适性、人性化的用户体验。现在的智能毛巾架经过无数次优化升级后，生产技术已经

相对成熟，然而目前国内相关标准仅将毛巾架视为卫生间的一种附属配件进行简单规

范，很多相关技术指标缺失，企业、质量监督机构对家用智能毛巾架产品的功能、性能

测试无据可依。 

基于以上情况和标准现状，非常有必要制定《家用智能除菌毛巾架》团体标准，为

促进我国厨卫五金领域产品高端化、高品质提供技术支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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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轻联标准[2022]139 号），计

划编号 2022019，项目名称“家用智能除菌毛巾架”进行制定，计划应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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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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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金顺来（厦门）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江

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精一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华航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家院（北

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厦门卫厨行业协会。 

工作组成员：林晓伟、陈良权、廖文英、张庆玲、段先湖、吴剑斌、叶流香、谢华

军、丁哲宇、刘芳、刘颖、颜伟国、姚艳春、黄鸿枝、王方来、徐辉、彭连兴、赖胜连、

游姗、叶颖。 

分工：林晓伟任工作组组长全面主持标准修订工作；陈良权负责标准修订过程的组

织协调及技术指导工作；廖文英任主要执笔人负责标准的编写及相关验证工作；张庆玲、

段先湖、吴剑斌、叶流香、谢华军、丁哲宇、刘芳、刘颖、颜伟国、姚艳春、黄鸿枝、

王方来、徐辉、彭连兴、赖胜连、游姗、叶颖参加了标准的讨论与验证工作。 

1.4 主要工作过程 

a) 起草阶段 

本标准于 2022 年 5 月获批立项。任务下达后牵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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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智能除菌毛巾架》标准

草案。 

2022年7月5日，标准起草工作组于福建·厦门组织召开标准启动暨研讨视频会议，

共18家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近30位专家、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对毛巾架产品涉

及的材料、外观、加工与装配、表面性能、使用性能等进行讨论，确定该标准的基本框

架以及各项技术指标。同时考虑到“家用智能除菌毛巾架”标准名称中的“除菌”将适

用范围限定得太窄，经起草组讨论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家用智能毛巾架》。 

2022年9月2日，标准起草工作组于福建·厦门组织召开标准工作组第二次研讨会，

共16家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近30位专家、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对《家用智能毛

巾架》团体标准自启动会以来，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讨论，最终对

处理意见及理由达成了统一意见，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整体梳理。会后起草组根据研讨

会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完善，于2022年9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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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编制，遵循“科学性、技术先进性、合理性”的原则，结合毛巾架行业

发展水平及特性，以基础性能应用为基础、以智能为导向，推动智能化产品市场良性发

展，填补智能毛巾架标准的行业空白。 

a)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结合我国产品技术水平和行业发展现状，充分考虑智能方面的使用需求，以

产品使用安全性为前提，同时兼顾产品使用的便捷性、舒适性，确保标准制定科学性。 

b) 技术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对毛巾架产品材料、外观、加工与装配、尺寸、表面性能以及使用性能等方

面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借鉴了 QB/T 1560—2017《卫生间附属配件》、GB 4706.60

—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衣物干燥机和毛巾架的特殊要求》等标准，确保标

准技术指标的先进性。 

c) 合理性原则 

标准中涉及的各项技术指标的确认，在满足实际要求的基础上，力求针对性突出，

技术内容尽量合理，使本标准的制订有利于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

于消费升级的发展和产品技术应用的推广。 

(三)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3.1  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目前市面上毛巾架的加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导热液加热，另一种是干式加热。

液体加热由于存在漏液风险、导热速度慢、加热不均匀等缺点，逐渐被干式加热所取代。

而干式加热发热方式更加智能化、升温速度快、发热均匀、散热效果更好，是毛巾架的

未来发展主流趋势，所以将本团体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定位为干式发热的家用智能毛巾

架，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内部不含有导热液体的智能毛巾架（以下简称毛

巾架）的设计、生产和检验。本标准主要内容涵盖毛巾架产品的材料、外观、加工与装

配、尺寸、表面性能、使用性能。具体如下： 

a）材料 

本条款对毛巾架使用的材料进行了规定，为了确保毛巾、衣物等晾到毛巾杆上后，

不会因为表面生锈或腐蚀影响到晾晒衣物的表面，要求毛巾架表面应进行防腐蚀处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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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易被腐蚀的材料制造，并规定了加热主体材质应符合国行标的最低性能要求。另

外考虑到用电安全，针对温控器外壳及相关配件采用的塑料材质根据接触带电体或不接

触带电体分别规定了相应的阻燃等级要求。 

b）外观 

本条款对毛巾架涉及到的涂镀层、注塑件、焊接等表面进行了外观要求的基本规定，

并且针对使用安全方面，特别规定了人体易触到表面不应有飞边、毛刺及尖角等缺陷。 

c）加工与装配 

根据毛巾架结构特点，要求装配好的各连接部件应结合可靠，不应有松动现象。操

作面板上标识应简洁易懂，屏幕上显示信息（温度、时间等）应清晰，触摸键或按钮应

明显、易于操作。针对电器安全，规定了装配好的防护性外壳、防护罩和类似部件应不

可轻易被拆卸。 

d）尺寸 

本条款对毛巾架外形基本尺寸和安装距尺寸的极限偏差进行了规定，其中外形基本

尺寸指标要求与 QB/T 1560-2017《卫生间附属配件》条款 4.1.1保持一致。 

e）表面性能 

涂、镀层附着强度指标要求与 QB/T 1560-2017《卫生间附属配件》条款 4.1.6保持

一致。此外根据产品不同表面处理工艺，分别采用 ASS 36h和 NSS 96h 两种方法进行表

面耐腐蚀性能评估。 

f）操作性能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毛巾架应达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使用要求：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毛

巾架应能正常启动和运行，按键操作力度适中，操作顺畅，无卡阻，触摸键或按钮操作

手感良好、反应灵敏。 

g）使用寿命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毛巾架的耐用性，通过对毛巾架的启动/关闭次数进行实际使用

模拟试验 20 000次，确保毛巾架的使用寿命能达到用户满意。 

h）承重性能 

本指标参考 QB/T 1560-2017《卫生间附属配件》条款 4.4要求，对毛巾架的承重要

求进行了规定，随着毛巾架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利用率相对也会比较高，考虑到有些

用户可能会把比较厚重的物品放置在毛巾架上进行烘干、除菌等，故将测试载荷从原有

标准 4 kgf 增加至 5.5 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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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安装强度 

本指标主要考核在承载力超额定负载情况下，挂墙式安装的毛巾架的安装稳定性。

将打孔式安装的毛巾架按使用说明书安装固定后，在产品的几何中心，施加1.5倍额定

载荷，持续5 min后，应无任何松动或脱落的现象。由于胶粘不认为是可靠的安装方式，

因此不采用胶粘方式进行安装。 

j）最高温度 

本指标主要是考虑用户使用毛巾架过程中有可能会不小心触碰到毛巾架，为了避免

温度过高烫伤，规定毛巾架的表面最高温度应限制在 65 ℃以下。主要是参考 GB/T 

34662-2017《电气设备 可接触热表面的温度指南》图 A.2 中关于皮肤与无涂层的裸金

属的热光滑表面接触情况下的灼伤阈值变化曲线，考虑到人体触碰后需要一个反应时

间，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故将毛巾架表面的最高温度限定为 65℃是比较合适的。另外，

安规强标 GB 4706.60-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衣物干燥机和毛巾架的特殊要

求》中 11.101 有规定“毛巾架在额定功率下运行，不带纺织物，金属和涂漆金属表面

温升应不超过 60 K”，所以限定为 65℃同时也是满足安规要求。 

k）语音控制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带语音控制功能的毛巾架，语音控制的体验感要求：语音交互成

功率应不低于 80％；平均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 s；唤醒成功率应不低于 80％；误唤醒

频度应不大于 0.1次/h。与 GB/T 36464.2—2018《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 2

部分：智能家居》保持一致。 

l）APP 控制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带 APP控制功能的毛巾架，APP控制的体验感要求：按照产品使

用说明书连接添加智能设备，然后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模拟实际使用操作产品使用说明书

所述各种功能，循环操作 3次，APP操作应能正确控制毛巾架并完成产品使用说明书所

述各种功能。 

m）抗菌性能 

本指标仅针对毛巾架表面具有抗菌功能的产品，主要是考核抗菌表面应达到的一个

抗菌效果，规定其抗菌率应能达到 90％以上，按抗菌效果分为 A（R≥99％）、B（90％

≤R＜99％）两个等级，试验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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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录 A保持一致。 

n）紫外线除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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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仅针对带有紫外灯，具有紫外线除菌功能的毛巾架，主要是考核毛巾架除菌

功能应达到的一个除菌效果，规定其除菌率应能达到 90％以上，按除菌效果分为 A（Pi

≥99％）、B（90％≤Pi＜99％）两个等级，试验方法按本标准附录 A执行。 

o）紫外线辐射安全 

本指标仅针对带有紫外灯，具有紫外线除菌功能的毛巾架，主要是考虑到毛巾架属

于敞开式器具又安装在空间比较小的卫生间、盥洗室场所，紫外线辐射以及产生的臭氧

浓度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照射到眼睛对眼睛伤害特别大，为了用户人身安全，本标准

规定了 3 m 距离范围感应识别到有人的时候紫外线除菌功能应能自动关闭。 

p）紫外线泄漏 

本指标仅针对带有紫外灯，具有紫外线除菌功能的毛巾架，考虑到紫外线辐照强度

过强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本标准规定距毛巾架周边 30 cm 处，紫外辐射强度不应

大于 5 μW/cm2。在开启毛巾架除菌功能正常工作 5 min 待稳定后，在距离毛巾架外表

面 30 cm 处，用紫外线辐射计检测紫外线辐照强度，以最大强度作为试验结果。指标要

求及试验方法分别与 GB 28235—2020条款 5.3.5.1和 8.3.4.1 保持一致。 

q）臭氧泄漏 

本指标仅针对带有紫外灯，具有紫外线除菌功能的毛巾架，考虑到使用紫外线灯照

射过程中产生的臭氧，浓度超标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本标准规定紫外线灯工作时，

在有人条件下，室内空气环境中的 1h平均容许臭氧浓度为 0.1 mg/m3。指标要求及试验

方法分别与 GB 28235—2020 条款 5.3.5.2和 8.3.4.2保持一致。 

r）电气安全 

本标准规定毛巾架的电气部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和 GB 4706.60《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衣物干燥机

和毛巾架的特殊要求》的要求。 

s）防水等级 

毛巾架一般安装在卫生间、盥洗室等场所，同时也是淋浴场所，所以本标准规定了

毛巾架的防水等级要求，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中规定额定电压

不超过 72.5kV,借助外壳防护的电气设备防水等级分为 7个等级，见表 1。根据毛巾架

的使用情况，防水等级定为应不低于 GB/T 4208—2017 中规定的 IPX4。 

表1 GB/T 4208—2017规定的防水等级 

等级代号 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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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含  义 

IPX0 无防护 —— 

IPX1 防止垂直方向滴水 垂直方向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IPX2 
防止当外壳在15º倾斜时垂直方

向滴水 

当外壳的各垂直面在15º倾斜时，垂直滴水

应无有害影响 

IPX3 防淋水 
当外壳的垂直面在60º范围内淋水，无有害

影响 

IPX4 防溅水 向外壳各方向溅水无有害影响 

IPX5 防喷水 向外壳各方向喷水无有害影响 

IPX6 防强烈喷水 向外壳各方向强烈喷水无有害影响 

IPX7 防短时间浸水影响 
浸入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时间后外壳进

水量不致达有害程度 

t）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EMC，即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考虑了电磁干扰（EMI）

方面的要求，与国家强制标准 GB 4343.1《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

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和 GB 17625.1《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

输入电流≤16A)》保持一致。 

u）待机功耗 

本指标主要是考核毛巾架的节能情况，本标准规定毛巾架待机功耗不应大于 2W，按

功率损耗高低分为 A（有显示屏的不大于 1 W，没有显示屏的不大于 0.5 W）、B（有显示

屏的不大于 2 W，没有显示屏的不大于 1.0 W）两个等级。 

v）耐高温高湿性能 

毛巾架一般安装在卫生间、盥洗室等场所，室内湿度大，这些场所同时也是淋浴场

所，淋浴时会使得室内温度和湿度相对较高，本指标主要是考核毛巾架的耐高温高湿性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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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锈等缺陷，同时产品上的标识应无卷边、变形、脱落等现象。最后进行毛

巾架的基本操作性能、电气安全和防水等级的测试，测试后应能满足规定的相应要求。 

w）耐温度循环性能 

毛巾架一般安装在卫生间、盥洗室等场所，这些场所同时也是淋浴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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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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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指标对毛巾架

的耐温度循环性能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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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样品恢复至室温 1h，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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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无开裂、变形、扭曲、变色、生锈、失效等缺陷，标识应无卷边、变形、脱落等现象。

最后进行毛巾架的基本操作性能、电气安全和防水等级的测试，测试后应满足规定的相

应要求。 

x）产品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内容至少包括：产品的安装、使用方法、产

品维护保养、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y）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对毛巾架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进行规定，考虑到使用安全，特别增加

了防烫警示标志以及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的说明。 

3.2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是从材料、使用舒适性、操作便捷性、安全性（包括电气安全、承重可

靠性、最高温度、紫外线辐射安全、臭氧泄漏等）以及标志标识的警告性等角度出发进

行标准制定。该标准填补了家用智能毛巾架的标准空白，有利于促进中高端产品的发展

和产品技术应用的推广。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为做好《家用智能毛巾架》团体标准的制订工作，标准工作组根据本标准的技术内

容，展开相关试验验证。结果详见附件一。（待补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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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的主要基本技术指标比对如表 2所示。 

表 2 与国内相关标准比对 

项目 本标准 QB/T 1560—2017《卫生间附属配件》 

表面耐腐蚀

性能 

按照 GB/T 10125规定的方法进行 36h乙酸

盐雾试验（适用于涂、镀层/氧化膜）或者

96h中性盐雾试验（适用于无涂、镀层的

金属件）后，产品安装后可视外表面不应

低于 GB/T 6461—2002 的表 1中外观评级

（RA）9 级的要求 

按 GB/T 10125—2012进行 24h乙酸盐雾

试验后，应不低于 GB/T 6461.1—2002

标准的表 1中外观评价（RA）9级的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4Ihp5m-J3Cr2nmJz0o54iQdf-F0MVWV1L0uq93QQ4MOiuRCO2PFvEsIqbPWwg4Sy5upywBBNzqYke3HpzPQEXi5KQvaNDKVV1LlrOs-9R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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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 

将毛巾架按使用状态安装，模拟实际使用

以 5 次每分钟～20 次每分钟的频率开启/

关闭毛巾架 20 000 次，试验后毛巾架功能

应正常，按键操作应无卡阻、异音等现象，

触摸键或按钮功能应正常 

无规定 

承重性能 

将毛巾架按使用状态安装，在挂杆的中间

位置挂上帆布吊带，施加54 N（5.5 kgf）

的砝码，保持（60±5）s，卸载5 s后毛巾

架变形量应不大于被测杆件总长度的1％，

且各组件应无松动，能正常使用 

产品在安装状态下，承受 39.2N（4kgf）

静载荷（60±5）s，卸载后变形量不大

于被测杆件总长的 1%，且各组件无松动，

能正常使用。 

安装强度 

将毛巾架按使用状态安装，在几何中心位

置施加1.5倍额定载荷，持续时间为5 min，

应无松动、脱落和位移等不良现象 

无规定 

最高温度 
毛巾架在额定功率下运行，表面最高温度

应限制在65 ℃以下 
无规定 

电气安全 
电气部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4706.1和

GB 4706.60的要求 

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4706.60—2008

的要求 

防水等级 
电气部分的外壳防水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2017中IPX4的要求 
无规定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4343.1和GB 17625.1

的要求 
无规定 

待机功耗 待机功耗不应大于2W 无规定 

耐高温高湿

性能 

将毛巾架放入恒温恒湿试验箱中，开启加

热电源使温度达到（55±2）℃，1 h后开

始加湿，使相对湿度达到（93±3）％，保

持48 h后，取出置于室温放置2 h后毛巾架

应无开裂、变形、扭曲、生锈等现象，标

志应无卷边、变形、脱落等现象。毛巾架

应能正常启动和运行，并符合电气安全和

防水等级的要求 

无规定 

耐温度循环

性能 

将毛巾架放入高、低温试验箱中，在

（-25±2）℃下保持4.5 h，随后在

（65±2）℃下保持4.5 h，此过程为一个

循环。连续进行4个循环后取出试样，在室

温中放置1 h，毛巾架应无开裂、变形、扭

曲、生锈等现象，标志应无卷边、变形、

脱落等现象。毛巾架应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并符合电气安全和防水等级的要求 

无规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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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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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它 

截止目前未收到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考虑到团体标准的时效性，建议发布即实施。 

 

 

 

《家用智能毛巾架》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