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7.010 
F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XXXX—XXXX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efficiency 

grades for electrical storage water heaters 

(报批稿） 

 

200×-××-××发布 200×-××-××实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GB ××××—200× 

2 

前    言 

本标准第4.3条和4.5条是强制性的，其余是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一

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青岛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

国）热水器有限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宁波帅康热水器有限公司、默洛尼卫

生洁具（中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樱花卫厨（中国）有限公司、

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日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凌沿长兴电器厂、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海红、张国钦、王任华、万华新、安荣栓、张慧宝、赵斌、周立

国、黄国金、王巧东、凌宏浩、杨楷、张振凡、李平、陈志忠。 

 

 

 

 

 

 

、 

 

 

 

 

 

 



GB ××××—200× 

3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电热水器)的能效限定值、节

能评价值、能效等级以及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仅适用于储水式电热水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

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0289-2006 储水式电热水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289-2006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electrical storage water heaters 

按照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电热水器所允许的 24h 固有能耗系数最大值以及热水输出率

的最小值。 

3.2 

电热水器节能评价值  evaluating valu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electrical 

storage water heater 

按照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节能电热水器所允许的 24h 固有能耗系数最大值以及热水输

出率的最小值。 

                 
4 技术要求 

4.1 容量 

电热水器的容量应符合 GB/T 20289-2006 中 6.1 条的规定。 

4.1  24h 固有能耗系数 

4.1.1 24h 固有能耗基准值的计算 

电热水器的 24h 固有能耗基准值按表 1 公式计算。 

表 1 电热水器 24h 固有能耗基准值 
额定容量（CR） 

L 

24h 固有能耗基准值（Q） 

         kWh 

0<CR≤30 Q=0.024C+0.6 

30< CR≤100 Q=0.015C+0.8 

100< CR≤２００ Q=0.008C+1.5 

CR ＞200 Q=0.006C+2.0 

注：CR为电热水器的额定容量，C 为电热水器的实测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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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24h 固有能耗系数的计算 

   电热水器 24h 固有能耗系数ε按公式（1）计算： 

                    ε=
Q

Qpr
………………………………（1） 

     式中： 

         ε——电热水器 24h 固有能耗系数； 

         Qpr——电热水器 4h 固有能耗，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Q ——电热水器 24h 固有能耗基准值，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4.2 电热水器能效等级 

电热水器能效等级分为 5 级，1 级能效最高。各等级电热水器 24h 固有能耗系数和热水

输出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电热水器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 

（ε） 

热水输出率 

（μ） 

1 ≤0.6 ≥70% 

2 ≤0.7 ≥60% 

3 ≤0.8 ≥55% 

4 ≤0.9 ≥55% 

5 ≤1.0 ≥50% 

 

4.3 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 

  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为表 2 中能效等级的 5 级。 

4.4 电热水器节能评价值 

  电热水器节能评价值为表 2 中能效等级的 2级。 

4.5 电热水器目标能效限定值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两年后,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为能效等级的 4 级。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的一般条件 

5.1.1 试验条件 

   测试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a．实验室空气流速不应大于 0.25m/s； 

b．环境温度为 20±2℃。环境温度的测量点应选择在被测电热水器与测试角壁的中间

点或距离被测电热水器 1ｍ处，两者取较小值，并位于被测电热水器的一半高度。环境温度

应在稳定的条件下测量； 

c．相对湿度不超过 85%，并在稳定条件下测定。不应在热水从电热水器中排出的瞬间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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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被测电热水器规定的额定输入功率下进行，偏差不能大于±5%； 

e．进水温度保持在 15±2℃； 

f．使电热水器处于正常安装使用状态。对于出口敞开式电热水器，关闭电热水器的进

水阀门；对密闭式电热水器，测试期间不排水时的水压应在 0.28MPa 和电热水器额定压力之

间保持稳定，波动在±0.05MPa 范围内。 

5.1.2 试验用的仪器、仪表 

a. 电气测量用仪表，其准确度应不低于±0.5%； 

b. 测量温度用仪表，其准确度在 0.5K 以内； 

c. 测量时间用仪表，其准确度为±1s/h；  

d. 测量湿度用仪表，其准确度为±1%； 

e. 测量能耗用仪表，其精度为 0.01kWh。 

5.1.3 电热水器安装 

  被测电热水器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安装。如果随机附带附件，安装时

应使用随机所带的附件以及安装附件。 

  挂壁式电热水器应安装在无障碍物的空间或测试角壁的隔墙或隔板上。隔墙或隔板距离

墙面至少留有 150ｍｍ、上下至少留有 250ｍｍ、前面和两侧面至少留有 700ｍｍ的空间。 

  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电热水器应安装在地板上，或为测试方便安装在类似的地板上或支

架上，并尽可能靠近测试角壁的两边墙。 

  嵌装式电热水器应按制造厂的使用说明安装就位。 

  进出水管的安装：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要求连接必要的附件（如安全阀等），非制造商提

供的连接管和阀门应采用非金属件，如采用金属件时，需要增加一定的保温措施（等同非金

属管材料）。 

5.2 容量的测试方法 

  被测电热水器应按照正常使用时的方式注满水（对密闭式电热水器，应施加规定的水

压），通过测量注满水的电热水器的质量减去无水的电热水器质量，并将结果除以所测量温

度下的水的密度，得到电热水器的实测容量 C，以 L 为单位，精确到 0.1L。 

5.3  24h 固有能耗的测试 

5.3.1 测试点的选择   

5.3.1.1 对导热良好容器 

    a.单容器测试点的选择 

  试验前, 在容器测试点的位置预先打合适的洞，并清理干净，使其不影响测温效果。将

热电偶紧紧地贴在容器外表面上，每个待测电热水器放置 5 点热电偶，如图 1、图 2所示的

具体位置，布置完成后尽量用等效于原有隔热效果材料进行填充防止散热。    

    b.双容器测试点的选择   

双容器的两个容器分别按照 5.3.1.1 条选择布置测试点，共放置 10 个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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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热电偶的放置位置；D-容器直径；L 为容器长度。 

 

图 1  卧式安装的电热水器的热电偶放置位置 

                      

 

注:"X"--热电偶的放置位置；H为容器的高度；h为容器两端凸底的高度。 

图 2  立式安装的电热水器的热电偶放置位置 

 

5.3.1.2 对导热不良容器 

    a. 单容器测试点的选择 

对导热不良容器（塑料、搪塑）可按照图 3 所示布置测试点，在垂直方向间距均布，其

中一点在容器垂直方向的中心，布点的位置尽可能远离加热元件。 

 

注:"X"--热电偶的放置位置；H为容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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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导热不良容器的电热水器热电偶放置位置 

    b.双容器测试点的选择   

    双容器的两个容器分别按照 5.3.1.2 条选择布置测试点，共放置 10 个热电偶。 

5.3.2 不排水时的储水平均温度θM的测试方法 

5.3.2.1 温控器断开时的平均温度θA 是通过多次温控器断开时测得的温度θAij 的平均值，

按公式（2）计算。 

θA＝
mn

n

i
Aij

m

j
∑∑
== 11
θ

  （i=1,2,…,n; j=1,2,…,m） …………………………（2） 

 

式中： 

     θA ——温控器断开时的平均温度，单位为度（℃）； 

   θAij ——温控器某一测试点某次断开时的储水温度，单位为度（℃）； 

   ｎ   ——测量次数。 

   m   ——测试点的个数。 

 

5.3.2.2 温控器接通时的平均温度θE 是通过多次温控器接通时测得的温度θEij 的平均值，

按公式（3）计算。 

θE＝
mn

n

i
Eij

m

j
∑∑
== 11

θ
（i=1,2,…,n；j=1,2,…,m）…………………………（3） 

式中： 

    θE ——温控器接通时的平均温度，单位为度（℃）； 

  θEij ——温控器接通时某一测试点某次接通时的储水温度，单位为度（℃）； 

  ｎ   ——测量次数。 

   m   ——测试点的个数。 

5.3.2.3 不排水时的储水平均温度θM按公式（4）计算。 

θM＝
2

)( EA θθ +
……………………………………（4） 

式中： 

    θM——不排水时的储水平均温度，单位为度（℃）； 

5.3.3 温控器设定 

被测电热水器按照正常方式注入温为 15±2℃的水，除非说明书中另有规定，对于密闭

式电热水器关闭出水阀，进水阀门打开，在额定功率下通电工作。将电热水器的温控器调整

到某一温度，使得电热水器在接通、断开、接通的状态下周期地运行，直到稳定状态建立时

的不排水储水平均温度θM在（65±3）℃的范围内。如果一个过程无法满足，则调节温控器，

适当地注水，启动工作，重复实验直到满足温度θM的要求。 

对温控器无法调节的电热水器，则外接可调温控器满足电热水器的不排水时的储水平均

温度θM 为（65±3）℃。 

5.3.4  24h 固有能耗测试方法 

  按照 5.3.3 进行温控器设定，使电热水器的不排水储水平均温度θM在（65±3）℃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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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并处于稳定状态。温控器从某次断开电源时开始，直到经过 48h 以后，温控器第一次断

开电源为止，用电度表测量此期间电能的损耗量 E1。同时，用计时器测量其相应的测量时间

t1。在这段测量期间内，按照 5.3.2 规定的方法，测量并计算出该测量期间内实际的不排水

储水时平均温度θM。24h 固有能耗测试方法示意图见图 4。 

  24h 能量损耗 E 按公式（5）计算： 

    E = 
1

124
t
E

× …………………………（5） 

式中： 

     24---24h，单位为小时（h）； 

E——24h 的能量损耗，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E1——温控器某次断开电源时开始，经过 48h 以后温控器第一次断开时的能量损

耗，单位为千瓦小时（kWh），精确到 0.01kWh； 

  t1——计量电能损耗量 E1时的测量时间，单位为小时（h）。 

 调整环境温度或温度器设定，以满足 40℃≤(θM -θamb)≤50℃的条件。在此条件下，24h

固有能耗 Qpr按公式（6）计算：  

Qpr  = 
)(

45

ambM

E
θθ −

×  ……………………（6） 

   式中： 

       Qpr——24h 固有能耗，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45——45℃，单位为度（℃）； 

θamb——试验 E1期间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度（℃）。 

5.4 热水输出率测试方法 

5.4.1 温度设定 

  调整温控器满足下面要求后立即切断电源进行 5.4.2 的测试：注入电热水器额定的一半

容量的冷水使得电热水器重新启动工作；如果没有启动，那么继续注水直到启动加热后停止

注水；电热水器工作直到温控器首次断开时的储水平均温度θA1应满足（65±3）℃的要求。 

θA1按公式（7）计算： 

θA1 = 
m

m

j
jA∑

=1
1θ

       （j=1,2,…,m）……………………（7） 

式中： 

       θA1 ——温控器首次断开时储水平均温度（℃）； 

       θA1j ——温控器首次断开时某一测试点的温度（℃）； 

m  ——测试点的个数。 

5.4.2 热水输出率测试 

  通过安装在进水口的阀门控制排水流量满足下面要求，如果流量达不到要求，通过增大

压力到满足要求： 

CR＜10L        按 2L/min； 

10L≤CR≤70L   按 5L/min； 

70L＜CR≤200L  按 10L/min； 

200L＜CR       按 5%的额定容量/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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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水温度的测量方法按图 5，在排水期间每间隔 5s 记录一次，从开始放水 15s 后记录

进水温度θci 和出水温度θPi，记录在排水期间的最高出水温度θmax，连续排水至出水温度

比最高出水温度θmax低 20℃为止。此时停止排水，计算平均出水温度θp、平均进水温度θ

c和排出水的质量 mp，并按照公式（8）计算热水输出率： 

    μ= %100
)(

10
1

3 ×
××−

−
×

RcA

cp
p c

m
ρθθ

θθ
………………（8） 

    式中： 

    μ ——热水输出率，以百分数表示（%）； 

    θp——平均出水温度，单位为（℃）； 

   θc——平均进水温度，单位为（℃）； 

   ρ ——在平均出水温度θP下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厘米（kg/cm
3
）； 

   mp ——排出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θA1——温控器首次断开时的储水平均温度,单位为度（℃）。 

15±2

¦ Θ

± 3

¦ ΘA1

¦ ΘE2

t

¦ ΘM

¦ ΘC
¦ ΘE1 ¦ ΘE3 ¦ ΘEn

¦ ΘA2 ¦ ΘAn

¦ Θamb=20 ± 2

¦ ΘP
mP

± 3

 
图 4 24h 固有能耗与热水输出率的测试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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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出水温度的测试方法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应作为电热水器出厂检验项目，其抽样方案和判定准则由企业根

据质量控制水平自行决定。 

6.1.2 能效限定值不满足 4.3 条和 4.5 条要求的产品不允许销售。 

6.2 型式检验 

6.2.1 电热水器产品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的型式检验： 
a) 新产品； 

b) 改变产品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明显影响其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的抽样，每次抽同批同型号 3 台产品，其中两台试验，一台备用。试验结

果两台均符合本标准要求，则该批该型号为合格；如果两台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该批该

型号为不合格。如果有一台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对备用的两台电热水器进行测试，如测试

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如有一台或两台测试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则判定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