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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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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了标准的范围； 

——修订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修订了基本要求； 

——增加了冲洗功能要求； 

——修订了小便器水效等级指标； 

——增加了小便器平均用水量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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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便器的水效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建筑设施内的冷水供水管路上，供水静压力不大于0.6MPa条件下使用的各类小

便器（不含无水小便器）的水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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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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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19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919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 average water consumption of urinals 

依据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实测和计算得出的小便器的用水量。 

3.2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water efficiency for urinals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小便器所允许的最大用水量。 

3.3 

小便器节水评价值  evaluating values of water conservation for urinals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节水型小便器所允许的最大用水量。 

注：节水评价值是评价节水型小便器的规定要求。 

4  小便器水效等级 

小便器水效等级分为 3级，其中 3级水效最低。各等级小便器的平均用水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小便器水效等级指标 

单位：L 

小便器水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 ≤0.5 ≤1.5 ≤2.5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小便器应符合明示执行标准的要求，且应与相应的冲水装置进行配套。 

5.2  冲洗功能要求 

5.2.1  洗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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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录A进行洗净功能试验，每次冲洗后累积残留墨线的总长度不大于25mm，且每一段残留墨线长

度不大于13mm。 

5.2.2  污水置换功能 

按附录A进行污水置换试验，带整体存水弯小便器的稀释率应不低于100。 

5.2.3  水封深度 

按附录A进行水封深度试验，带整体存水弯小便器的水封深度应不小于50㎜。 

5.2.4  水封回复 

按附录A进行水封回复试验，带整体存水弯小便器的水封回复不得小于50mm。虹吸式小便器每次应

有虹吸产生。 

5.2.5  存水弯最小通径 

按附录A进行存水弯最小通径试验，带整体存水弯小便器的水道应能通过直径为23mm的固体球。 

5.3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为水效等级的3级。 

5.4  小便器节水评价值 

小便器节水评价值为水效等级的2级。 

6  试验方法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冲洗功能要求试验方法按照附录A执行。  



GB 28377-XXXX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方法 

A.1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试验 

A.1.1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系统 

a）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系统应符合如图 A.1 规定的要求。 

 

1 —供水水源。试验应为干净水，应能提供不小于860kPa的静压。输出压力在0kPa～860kPa范围内可调，在550KPa    

    动压下，流量不小于38L/min。 

2 —流量计。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应为0L/min～38L/min，精度为全量程的2%。 

3 —调节阀。调节阀是公称直径为DN20的球阀或闸阀或类似功能阀门。 

4 —长度距离不小于20倍管道公称直径，且不应采用任何形式弯头连接。 

5 —压力计。压力计的使用范围不小于0kPa～690kPa，分度值应不大于10kPa。 

6 —压力计后端供水管路距离。长度为0.5～2.5倍以内管道公称直径。 

7 —通断控制阀。用于控制管道通断的球阀或闸阀或类似功能阀门，公称直径为DN20。 

8 —软管。用软管将标准化供水系统与小便器连接（应使用厂家提供配套的软管进行试验，若未提供，则选   

    用内径为8mm，长度为500mm的软管进行试验）。 

9 —样品。已安装冲洗阀的待测小便器。 

    注：整个供水系统的供水管，应使用DN20的刚性供水管。 

图 A.1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系统 

b）应使用与小便器配套使用的冲水装置并安装成使用状态，在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

系统上进行试验。 

c）将试验系统按表 A.1 规定调节供水压力测定小便器用水量，洗净功能、污水置换功能和水封回

复试验在保持测试用水量试验时冲水装置和供水系统的状态下，在表 A.1 规定的最低试验压力下进行试

验。 

表 A.1  小便器用水量试验压力(静压力) 

单位：MPa 

便器类型 小便器 

冲水装置 冲洗阀 

试验压力 

0.17 

0.55 

A.1.2  标准化调试程序 

小便器试验供水系统标准化调试程序如下： 

a）将供水水源1调节至静压为(0.17±0.01)MPa； 

b）装上与小便器配套提供的冲洗阀，供水开关处于全开状态，使供水系统的出水端与大气相通； 

c）将调节阀3、通断控制阀7调至全开状态； 

d）将冲洗阀与待测小便器进行连接。 

A.1.3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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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器平均用水量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将被测小便器按A.1.1要求安装在符合A.1.2要求的供水系统上，连接后各接口应无渗漏，清洁

洗净面和存水弯，并冲水使小便器水封充水至正常水位。 

b）在表A.1规定的试验压力之一，应保持与小便器配套的冲水装置在出厂状态下与小便器配套进行

测定。若生产厂商对产品有特殊要求，则按产品说明和包装上的明示压力进行测定。     

c）按正常方式(一般不超过1秒)启动冲水装置，保持冲水装置此时的安装状态，按表A.1规定调节

试验压力，分别在各规定压力下连续测定三次。记录每次冲水的试验压力和每个冲水周期的实际用水量

（V

i

）。 

A.1.4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计算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按式（1）计算, 试验结果精确至0.1L： 

V=

∑ ��
�
���

�
 ..........................................（1） 

式中：  

V —小便器平均用水量，单位为升（L）； 

V

i

—小便器实际用水量,单位为升（L）。 

A.2  冲洗功能要求 

A.2.1 洗净功能试验 

设计为有出水圈从布水眼出水的小便器：将洗净面擦洗干净，在小便器出水圈最低布水眼至水封面

垂直距离的三分之一处沿洗净面画一条连续水平细墨线，墨线应延伸至小便器内侧壁宽度的 50%处，墨

线延伸如图 A.2（1）、A.2（2）所示； 

设计为无出水圈从中间冲水器出水的小便器：将洗净面擦洗干净，从冲水器最低出水点至水封面垂

直距离的二分之一处沿洗净面画一条连续水平细墨线，墨线延伸至以冲水器最低出水点为起点，与两侧

呈 25°夹角的两条参考线处，如图 A.2（3）所示； 

启动冲水装置。观察、测量残留在洗净面上墨线的各段长度并记录各段长度和各段长度之和。连续

进行 3 次试验，报告 3 次试验残留墨线的总长度平均值和单段长度最大值，精确至 1mm。 

图A.2中线条说明如下： 

实线a-界定左、右两侧倒扣边线条； 

虚线b-界定左、右两侧边界的辅助线条。其中：图A.2（2）中b为自出水圈最左和最右侧布水眼至

小便器水池内边沿与侧壁交点之间的连线，图A.2（3）中b以冲水器轴线为中心线，与两侧呈25°夹角

的线条； 

虚线c-界定出水点至水封面的辅助线条。其中：图A.2（1）和图A.2（2）中c为出水圈与侧壁交界

的左、右两侧布水眼至水封面的垂线，图A.2（3）中c为冲水器最低出水点至水封面的垂线。 

                             

             （1）                         （2）                      （3） 

图 A.2 小便器洗净面墨线延伸示意图 

注 1：图 A.2（1）中 h/3 处墨线应延伸至线条 a、c 间距离的 50%处； 

注 2：图 A.2（2）中 h/3 处墨线应延伸至线条 b、c 间距离的 50%处； 

注 3：图 A.2（3）中 h/2 处墨线应延伸至两侧边界 b 线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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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污水置换试验 

用约80℃的自来水配制浓度为

在试验条件下将小便器冲洗干净

匀，由水封水中取5mL溶液至容器中

匀后移入比色管中作为标准液待用

启动小便器冲水装置，冲水周期完成后

目测与标准液的色差； 

若比标准液颜色深，则记录稀释率小于

若与标准液颜色相同，则记录稀释率等于

若比标准液颜色浅，则记录稀释率大于

A.2.3  水封深度 

按图A.3所示，向小便器存水弯加水至有溢流

封水表面至水道入口上表面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注： H 为小便器水封深度。

A.2.4  水封回复试验 

本项试验适用于带整体存水弯的小便器

若一次冲水周期完成后，排污口出现溢流

若无溢流出现，则应测量水封深度

在对虹吸式小便器试验过程中

吸，记录结果，试验结束。 

报告水封回复的最小值；报告虹吸式小便器是否有不虹吸发生

A.2.5  存水弯最小通径 

将规定直径的固体球放入便器水道入口中

球是否由排污口排出。 

 

 

的自来水配制浓度为5g/L的亚甲蓝溶液。 

在试验条件下将小便器冲洗干净，完成正常进水周期后，将30mL染色液倒入小便器水封中

溶液至容器中，按小便器的技术要求加水稀释至500mL（标准稀释率为

匀后移入比色管中作为标准液待用。 

冲水周期完成后，将小便器内的稀释液装入与装标准液同样规格的比色管中

则记录稀释率小于100； 

则记录稀释率等于100； 

则记录稀释率大于100。 

向小便器存水弯加水至有溢流，停止溢流后，用水封尺或直尺或有效仪器测量由水

封水表面至水道入口上表面最低点的垂直距离，并记录。 

          图 A.3  小便器水封深度示意图 

。 

本项试验适用于带整体存水弯的小便器。 

排污口出现溢流，则水封回复值与水封深度值相同

则应测量水封深度。再连续完成6个冲水周期。记录每次冲水后所测回复的水封深度

在对虹吸式小便器试验过程中，应观察虹吸式小便器每次冲水时是否产生虹吸

报告虹吸式小便器是否有不虹吸发生。 

将规定直径的固体球放入便器水道入口中，用冲水或摇摆的方式使固体球沿水道运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染色液倒入小便器水封中，搅拌均

标准稀释率为100），混

将小便器内的稀释液装入与装标准液同样规格的比色管中，

用水封尺或直尺或有效仪器测量由水

 

则水封回复值与水封深度值相同，记录结果，试验结束；

记录每次冲水后所测回复的水封深度； 

应观察虹吸式小便器每次冲水时是否产生虹吸；若有一次未发生虹

用冲水或摇摆的方式使固体球沿水道运动，记录该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