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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坐便器的能效水效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建筑设施内冷水管路上，供水静压力（0.1～0.6）MPa 条件下使用的智能坐便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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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2  卫生陶瓷 

GB/T 919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GB/T 20810  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 

GB 25502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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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坐便器  smart water closets 

由机电系统和/或程序控制，完成至少包含温水清洗功能在内的一项以上基本智能功能的坐便器，

包括一体式智能坐便器和分体式智能坐便器。 

注：温水清洗功能应带有喷头自洁功能。 

3.2 

一体式智能坐便器 integral smart water closets 

智能机电控制系统和坐便器不可分开使用的智能坐便器。 

3.3 

分体式智能坐便器  split smart water closets 

智能机电控制系统和坐便器可以独立分开，经组合后可以使用的智能坐便器盖板部分。 

3.4 

智能坐便器基本智能功能  basic function of smart water closets  

坐便器智能化的最基本的动作或能力，包括温水清洗功能（如臀洗、妇洗）、坐圈加热功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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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辅助智能功能  auxiliary function of smart water closets 

为提高智能坐便器的健康性能和卫生性能所附加的功能，包括水温调节功能、坐圈温度调节功能、

移动清洗功能、暖风烘干功能、风温调节功能、喷头调节功能、自动冲洗功能等。 

3.6 

智能坐便器扩展智能功能  extended function of smart water closets  

为提高智能坐便器使用舒适性所附加的功能，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功能：坐圈和盖自动启闭功能、

除臭功能、按摩清洗功能、冲洗力度调节功能、遥控功能、灯光照明功能、多媒体功能、记忆功能、

APP功能、WIFI功能、消毒功能等。 

3.7 

智能坐便器单位周期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cycle of smart water clo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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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一个试验周期（1.5小时）

的耗电量。 

3.8 

智能坐便器冲洗平均用水量   average water consumption for flushing of smart water clo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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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功能的平均用水量。 

3.9 

智能坐便器清洗平均用水量  average water consumption for cleaning of smart water clo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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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洗、妇洗功能（含喷头自洁）的平均

用水量。 

3.10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and grades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water efficiency for smart water closets  

智能坐便器在标准规定试验条件下，所允许的最大单位周期能耗、最大冲洗平均用水量和清洗平均

用水量。 

4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等级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3级能效水效最低。各等级智能坐便器的单位周期能耗、清

洗平均用水量和冲洗平均用水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等级指标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能效等级指标 
单位周期能耗 

（kW·h） 

带坐圈加热功能 ≤0.030 ≤0.040 ≤0.060 

不带坐圈加热功能 ≤0.010 ≤0.020 ≤0.030 

水效等级指标 

智能坐便器清洗平均用水量（L） ≤0.30 ≤0.50 ≤0.70 

*智能坐便器冲洗平均用水量（L） 符合GB 25502中

1 级指标要求 

符合GB 25502中

2 级指标要求 

符合GB 25502中

3 级指标要求 *双冲智能坐便器冲洗全冲用水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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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适用于一体式智能坐便器。 

    2.每个水效等级中双冲智能坐便器的半冲平均用水量不大于其全冲用水量最大限定值的 70%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智能坐便器应符合其明示执行标准规定的相关要求。 

5.1.1  清洗功能 

5.1.1.1  水温特性 

按附录A.5.2规定进行水温特性试验，清洗用水最高档的温度应控制在35～42℃。 

5.1.1.2  喷头自洁 

按附录 A.5.2 规定进行喷头自洁试验，喷头前端 1/4 墨线应被清洗干净，无任何墨线残留。 

5.1.2  冲洗功能 

5.1.2.1  洗净功能 

应符合GB/T 6952中洗净功能要求。 

5.1.2.2  水封回复 

应符合GB/T 6952中水封回复功能要求。 

5.1.2.3  污水置换 

应符合GB/T 6952中污水置换功能要求。 

5.1.2.4  排放功能 

5.1.2.4.1  球排放 

按附录A.6.5.1规定进行球排放试验，3次试验平均数不应低于90个。 

5.1.2.4.2  颗粒排放 

按附录A.6.5.2规定进行颗粒排放试验，连续3次试验，智能坐便器存水弯中存留的可见聚乙烯颗粒3

次平均数不多于125个，可见尼龙球3次平均数不多于5个。 

5.1.2.4.3  混合介质排放 

智能坐便器按附录A.6.5.3规定进行混合介质排放功能试验，第一次冲出智能坐便器的混合介质（海

绵条和纸球）应不少于22个，如有残留介质，第二次应全部排出。 

5.1.2.5  卫生纸排放 

双冲式智能坐便器应按附录A.6.6规定进行半冲水的卫生纸试验，每次智能坐便器便池中应无可见

纸。 

5.1.2.6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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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录A.6.7规定进行管道输送特性试验，球的平均传输距离应不小于12m。 

5.1.3  坐圈加热功能 

按附录A.7规定进行坐圈加热功能试验，所有坐圈测试点的温度不应小于30℃且不应大于42℃。 

5.2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 

能效水效限定值为能效水效等级3级规定的智能坐便器单位周期能耗、清洗平均用水量和冲洗平均

用水量。 

6  试验方法 

智能坐便器单位周期能耗、冲洗平均用水量、清洗平均用水量、清洗功能、冲洗功能、坐圈加热功

能试验方法按照附录A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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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方法 

A.1  试验装置 

A.1.1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应采用符合附录B中B.1的标准化供水系统。 

A.1.2  智能坐便器清洗用水量及清洗功能试验应采用符合附录B中B.2的标准化供水系统。 

A.1.3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用供水系统应在试验前进行标准化调试，具体程序如下： 

a) 将供水水源1调节至静压为（0.24±0.007）MPa； 

b) 打开阀门6，调整阀门4，流量计3所测的水流量为（35.0±0.2）L/min； 

c) 保持阀门6试验时为全开状态，调试完成后，关闭阀门6； 

d) 调试完成，安装样品。 

A.1.4 用于单位周期能耗试验的电工仪表精确度等级为0.5级，测量时间用仪表精确度等级不低于0.5%，

测量温度的仪器仪表精确度不低于0.5℃ 

A.2  单位周期能耗试验 

A.2.1  试验条件 

试验时平均环境温度应为（23±1）℃（试验周期内每分钟采集一次，取平均值），保持进水温度

为（15±1）℃，试验环境无强制对流空气（风速＜1m/s）。调节坐圈温度至最高档，清洗水温至最高档，

臀洗至最大清洗模式，并按说明书关闭其它所有能关闭的功能。 

注：环境温度和风速测量点在便器上平面同一高度，距离坐圈外沿200mm处。 

A.2.2  试验步骤 

将智能坐便器按照说明书安装至正常使用状态，并运行臀洗模式2个周期，之后在要求的环境温度

下放置1h，达到稳定状态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测定开始； 

b) 60s时着坐（着坐感应器开）； 

c) 150s时臀洗开始； 

d) 180s时臀洗结束； 

e) 210s时离坐（着坐感应关），盖板关闭； 

f) 继续放置至1.5h，并记录1.5h期间的耗电量。 

再次重复以上步骤，取2次的平均值，带漏电保护装置的试验值乘以系数0.97。 

A.3  清洗用水量试验 

调节臀洗、妇洗至最大清洗模式，正常运行1次后，进行试验，测量包括清洗喷嘴及喷水杆在内的

用水量。记录从按压清洗开始按钮到清洗动作结束并复位全过程的用水量，全过程包括喷水杆前清洗、

接触清洗、喷水杆后洗净以及其他方式在清洗阶段排出的水，其中接触清洗阶段的臀洗和妇洗阶段清洗

测试时间为30s。臀洗和妇洗各测量3次，取6次的平均值。 

A.4  冲洗用水量试验 

A.4.1 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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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的试验压力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 A.1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试验压力 

单位:MPa 

冲水装置 水箱式（重力式） 压力式 

试验压力（静压） 

0.14 
0.24 

0.35 

0.55 

A.4.2  试验步骤 

a) 将被测智能坐便器按A.1.1要求安装在A.1.3要求的标准供水系统上，连接后各接口应无渗漏，清

洁清洗面和存水弯，并冲水使便器水封冲水至正常水位； 

b) 在A.4.1规定的试验压力下，按产品说明调节冲水装置至规定用水量，其中水箱（重力式）冲水

装置应调至水箱工作水位线标识； 

c）按正常方式（一般不超过1s）启动冲水装置，记录一个冲水周期的用水量；保持装置此时的安

装状态，按A.4.1规定调节试验压力，分别在各规定压力下连续测定3次，双冲式智能坐便器应同时在规

定压力下测定3次的半冲用水量，记录每次冲水的静压力、总水量。 

A.4.3  结果计算 

智能坐便器冲洗平均用水量方法依据GB 25502。 

A.5  清洗功能试验 

A.5.1  试验压力 

清洗功能试验供水压力为动压（0.20±0.02）MPa。 

A.5.2  水温特性试验 

将智能坐便器的水温调节装置设定为最高档，通电30min后开始试验。 

储热式产品保持进水温度为（15±1）℃，调节喷水杆位置至最远端，臀洗、妇洗至最大清洗模式，

使用多点温度测量记录仪，从水到达便器上平面位置3s时开始测量，并记录30s内的清洗水温-时间曲线。 

即热式产品保持进水温度为（15±1）℃，调节喷水杆位置至最远端，臀洗、妇洗至最大清洗模式，

使清洗管路充满试验进水温度的水，使用多点温度测量记录仪，从水到达便器上平面位置3s时开始测量，

并记录60s内的清洗水温-时间曲线。 

注：最大清洗模式为流量最大档。 

A.5.3  喷头自洁试验 

试验步骤如下： 

a) 排尽智能坐便器清洗系统内空气，在正常操作压力和温度下注入水； 

b) 将喷头拉伸出来，用纸巾或卫生纸将喷头擦干； 

c) 喷头擦干后，使用可溶于水的、颜色鲜明的标记笔在喷头上画线；在喷水杆长度方向四等分的3

条定位线处，围绕喷水杆画3个圆圈；然后自喷水杆前端沿长度方向在上面画第4条线至末端； 

d) 画好线之后，放开喷头使其恢复到原始状态。以开/停的方式让喷头循环两次；让清洗喷头喷水

持续工作5s，然后关闭5s，再重复一次； 

e) 检查并记录是否有任何画线残留。 

A.6  冲洗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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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  试验压力 

重力式智能坐便器供水压力为静压（0.14±0.02）MPa，压力式智能坐便器供水压力为静压（0.24±0.02）

MPa。 

A.6.2  洗净功能试验 

按照GB/T 6952中墨线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 

A.6.3  水封回复试验 

按照GB/T 6952中水封回复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 

A.6.4  污水置换试验 

按照GB/T 6952中污水置换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 

A.6.5  排放功能试验 

A.6.5.1  球排放试验 

将100个直径为（19±0.1）mm，密度为（0.85±0.015）g/cm³的实心固体球轻轻投入坐便器中，启动

冲水装置，检查并记录冲出坐便器排污口外的球数，连续进行3次，报告3次的平均数。 

A.6.5.2  颗粒排放试验 

A.6.5.2.1  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如下： 

a) 颗粒：总质量为（65±1）g（2500～2550个），直径为（4.2±0.4）mm，厚度为（2.7±0.3）mm，

密度为（935±10）kg/m³的圆柱状聚乙烯（HDPE）颗粒； 

b) 小球：100个直径为（6.35±0.25）mm的尼龙球，100个尼龙球的质量应在15g～16g之间，密度为

（1125±10）kg/m³。 

A.6.5.2.2  试验方法 

正常启动冲水装置一次，然后将试验介质放入坐便器存水弯中，启动冲水装置，记录冲洗后存水弯

中的可见颗粒数和尼龙球数，进行3次试验，在每次试验之前，应将上次的颗粒冲净，报告3次测定的平

均数。 

A.6.5.3  混合介质排放试验 

按照GB/T 6952中坐便器混合介质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 

A.6.6  卫生纸试验 

A.6.6.1  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为定量（16.0±1.0）g/m2，宽度（114±2）mm，总长度（540±2）mm的成联双层卫生纸。

卫生纸应符合GB/T 20810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浸水时间不大于3s，应满足以下试验：将试验介质紧紧缠绕在一个直径为50mm的PVC管上。将

缠绕的纸从管子上滑离。将纸筒向内部折叠来得到一个直径大约50mm的纸球。将这个纸球垂直慢慢放

入水中。记录纸球完全湿透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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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湿拉张强度应通过以下试验：用一个直径为50mm的PVC管来作为支撑试验用纸的支架。将一张

卫生用纸放于支架上，将支架倒转使纸浸入水中5s后，立即将支架从水中取出，放回到原始的垂直位置。

将一个直径为8mm，质量为（2±0.1）g的钢球放在湿纸的中间。支撑钢球的纸不能有任何撕裂。 

A.6.6.2  试验方法 

将未使用过的试验介质制成直径约为50mm～60mm的松散纸球，每组4个纸球。 

将4个纸球投入智能坐便器存水弯中，让其完全湿透，在湿透后的5s内启动半冲水开关进行冲水，

冲水周期完成后，查看并记录坐便器内是否有纸残留，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结果。 

如没有残留纸，再重复进行第二次试验；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结果。 

如没有残留纸，再重复进行第三次试验；如有残留纸，则试验结束，报告试验结果。 

A.6.7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试验 

A.6.7.1  试验介质 

用100个直径为（19±0.1）mm，密度为（0.85±0.015）g/cm³的实心固体球进行试验。 

A.6.7.2  试验方法 

将坐便器安装在符合附录B中规定的试验装置上，将100个固体球放入智能坐便器存水弯中，启动

冲水装置冲水，观察并记录固体球排出的位置。测定三次。 

A.6.7.3  试验记录 

球沿管道方向传送的位置分为8组进行记录，代表不同的传输距离。将18m排水横管分为六组，由

0m～18m，每3m为一组，残留在坐便器中的球为一组，冲出排水横管的球为一组。 

试验结果的记录和计算（具体示例见表A.2）： 

加权传输距离=每组的总球数×该组平均传输距离； 

所有球总传输距离=加权传输距离值之和； 

球的平均传输距离=所有球总传输距离÷总球数。 

表 A.2 排水管道输送特性试验结果记录示例 

传输距离分组 
球数 3 次冲水每组

总球数 

平均传输距离

/m 

加权传输距离

/m 第一次冲水 第二次冲水 第三次冲水 

坐便器内 1 0 7 8 0 0 

0m～3m 2 0 6 8 1.5 12 

3m～6m 3 1 5 9 4.5 40.5 

6m～9m 4 2 4 10 7.5 75 

9m～12m 5 3 3 11 10.5 115.5 

12m～15m 6 4 2 12 13.5 162 

15m～18m 7 5 1 13 16.5 214.5 

排出管道 72 85 72 229 18 4122 

总数 100 100 100 300  4741.5 

球的平均传输距离=4741.5÷300=15.8 

 

A.7  坐圈加热功能试验 

试验环境温度控制在（23±2）℃，测试坐圈温度时，着座感应装置不能导通，试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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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A.1所示布置热电偶，使用尺寸为 10mm×10mm的铝箔胶带覆盖热电偶，铝箔胶带与热电偶应

紧密贴合，中间不得有气泡，胶带中心为热电偶顶端点，且除铝箔胶带覆盖外的热电偶导线应竖立离开

坐圈表面。将智能坐便器坐圈加热置于温度最高模式，接通电源，打开便盖，非落座情况下，启动坐圈

加热功能，保持无风环境，15min后测定图A.1所示的温度测定点（不包含电容接触感应区域）坐圈温度。

每个点隔2min测量1次,共测量 5次，取5次算术平均值计为该测试点的坐圈温度。 

 

 

图 A.1 坐圈温度测定点 

说明：L——坐圈内空部的长度 

W——坐圈中心线自外框缘部的宽度 

注：非落座情况下无法启动坐圈加热的智能坐便器，按照其说明书要求启动坐圈加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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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供水系统 

B.1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及冲洗功能试验标准化供水系统 

智能坐便器冲洗水量及冲洗功能标准化试验系统示意图见图 B.1。 

 

图 B.1 智能坐便器冲洗用水量及冲洗功能标准化试验系统示意图 

1—供水水源。试验应为生活饮用水，应能提供0.6MPa的静压。调压范围应不小于0MPa～0.6MPa，在 

0.55MPa动压下，流量不小于38L/min。 

2—气囊稳压罐。要求耐压值大于等于1MPa。 

3—流量计。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应不小于1.5L/min～38L/min，精度为全量程的1%。 

4—阀门。控制调节阀是市场上可买至的DN32对应的调节阀或类似便利阀。 

5—压力计。压力计的使用范围不小于 0MPa～1MPa，分度值为10kPa或更优，精度不低于全量程 

的1%。 

6—球阀或闸阀。用于控制通断的人工控制阀，阀门选择球阀或闸阀，与DN20对应的球阀或闸阀。 

7—测试样品。智能坐便器。 

8—集水槽。用于收集盛放待测水量的水槽，容积大于20L。 

9—电子秤。测量范围0-30kg,分辨率0.01kg. 

注：1.整个供水系统的供水管，应使用不小于 DN20的刚性供水管。 

2.与智能坐便器连接的软管应使用厂家提供配套的软管进行试验，若未提供，则选用内径不小于10mm，长度500mm

的软管进行试验。 

B.2  智能坐便器清洗用水量及清洗功能试验标准化供水系统 

智能坐便器清洗用水量及清洗功能标准化试验系统示意图见图 B.2。 

 

图B.2 智能坐便器清洗用水量及清洗功能标准化试验系统示意图 

1—供水水源。试验应为生活饮用水，应能提供0.6MPa的静压。调压范围应不小于0MPa～0.6MPa，在0.55MPa动压

下，流量不小于38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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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囊稳压罐。要求耐压值大于等于1MPa。 

3—流量计。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应不小于10ml/min～2500ml/min，精度为全量程的1%，分辨率为10ml。 

4—阀门。控制调节阀是市场上可买至的DN32对应的调节阀或类似便利阀。 

5—压力计。压力计的使用范围不小于 0MPa～1MPa，分度值为10kPa或更优，精度不低于全量程的1%。 

6—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20℃～120℃，测量精度±0.5℃。 

7—球阀或闸阀。用于控制通断的人工控制阀，阀门选择球阀或闸阀，与DN20对应的球阀或闸阀。 

8—试验样品。智能坐便器。 

9—收集壶。用于收集清洗水量的收集壶，容积大于1000ml。 

注：1.整个供水系统的供水管，应使用不小于DN20的刚性供水管。 

2.与智能坐便器连接的软管应使用厂家提供配套的软管进行试验，若未提供，则选用内径不小于10mm，长度500mm

的软管进行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