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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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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 34914-2017《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与GB 34914-2017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适用范围反渗透净水机变更为反渗透净水机和纳滤净水机（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净水机、反渗透净水机、纳滤净水机的术语和定义（见3.1、3.2、3.3）；

c) 调整了水效等级指标（见第4章，2017年版的4.4）；

d) 增加了纳滤净水机去除率指标要求（见5.3）；

e) 调整了试验用水的水质指标（见6.1,2017年版的5.1）；

f) 调整了测试过程和计算方法（见6.3，2017年版的5.3）；

g) 调整了试验用水的配制方法（见附录A，2017年版的附录A）

h) 增加了净水产水率试验装置（见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017年首次发布为GB 34914-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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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净水机的水效限定值及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以反渗透膜或纳滤膜作为主要净化元件，供

家庭或类似场所使用的小型净水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长度或宽度或高度≥2000 mm、重量≥100 kg，且净水流量≥3 L/min的大型净水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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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GB 5749、GB/T 19249和GB/T 303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净水机 water purifier

由一个或若干个饮用水处理滤芯组成的能改善水质的系统。

3.2

反渗透净水机 reverse osmosis water purifier

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以反渗透膜滤芯为核心处理元件，用于改善水质、供家庭

或类似场所使用的净水机。

3.3

纳滤净水机 nanofiltration water purifier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B895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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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以纳滤膜滤芯为核心处理元件，用于改善水质、供家庭或

类似场所使用的净水机。

3.4

净水流量 purified water flow rat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的产水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3.5

净水产水率 purified water production rat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原水经过净化后，净水机的总净水量占总进水量的比率。

3.6

浓水 concentrate

经过净水机处理后产生的含盐量增加而被浓缩的水，单位为升（L）。

3.7

净水机水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 of water efficiency for water purifier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净水机所允许的最小净水产水率和额定总净水量。

4 净水机水效等级

净水机水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1级水效最高。各等级净水机的净水产水率和标称的额定总净水量应

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净水机水效等级指标值

水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净水产水率(%) ≥65 ≥55 ≥45

额定总净水量（L） ≥4000 ≥3000 ≥2000

5 技术要求

5.1 总净水量

净水机的总净水量应不小于标称的额定总净水量。

5.2 净水流量

净水机的净水流量应不小于标称值。

5.3 去除率

5.3.1 反渗透净水机采用以下控制指标检验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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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硬度（以 CaCO3计）的去除率≥90%；

b) 电导率的去除率≥85%。

5.3.2 纳滤净水机采用以下控制指标检验去除率：

a) 总硬度（以 CaCO3计）的去除率≥40%；

b) 电导率的去除率≥35%且＜90%；

c) 硫酸盐（以 SO4

2-计）的去除率≥90%。

5.4 浓水

用于售水用途的净水机应配备浓水回收利用装置。

5.5 净水机水效限定值

净水机水效限定值所要求的最低水效为表1中水效等级的3级。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用水

6.1.1 在测定净水机的总净水量、净水流量、去除率和净水产水率时，其试验用水应使用纯水（电导

率<10 μS/cm）进行配制，其水质指标要求如下：

a) 总硬度应控制在（250±20）mg/L；

b) 碱度应控制在（140±10）mg/L；

c) 电导率应控制在（1000±100）μS/cm；

d) pH 值应控制在 7.0～7.5；

e) 浑浊度应不大于 1 NTU。

6.1.2 试验用水的配制方法见附录A，具体测试方法按GB/T 5750（所有部分）和GB 8538进行。

6.2 试验条件

在测定净水机的总净水量、净水流量、去除率和净水产水率时，试验条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5±5）℃；

b) 相对湿度应控制在（45%-75%）；

c) 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电源频率（50±1）Hz；

d) 水温应控制在（25±1）℃；

e) 进水压力应控制在（0.24±0.02）MPa。

6.3 测试和计算

6.3.1 测试

在测定净水机的总净水量、净水流量、去除率和净水产水率时，应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a) 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调试，试验装置参见附录 B，保持进水压力不变的情况下，通入

试验用水；

b) 若净水机标称的净水流量＜1 L/min，则应按照 24 小时不间断的方式进行试验；若净水机标称

的净水流量≥1 L/min，则应按照先连续运行 8 个小时，然后在保持压力的状态下停止出水 16 个小时的

方式进行试验；

c) 在净水机的净水量依次达到额定总净水量的 0%、25%、50%、75%、100%时，进行净水流量和去

除率测试，在达到标称的额定总净水量时，记录总进水量和总浓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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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在达到标称的额定总净水量之前不能满足净水流量和去除率要求，则判定净水机的总净水量

不能达到标称的额定总净水量，终止试验。

注：对于非连续水源供水的净水机应将其人工补水模式改成在无压条件下自动补水模式运行试验；对于自带废水回

流模式的净水机更换原水时可采用人工模式或工装模式运行试验。

6.3.2 计算

6.3.2.1 在流出样本取样点收集（300±2）s的净水，测出其水量，每隔5 min收集一次，共收集3次，

取3次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净水流量的试验结果。

6.3.2.2 去除率按式（1）进行计算，具体测试方法按GB/T 5750（所有部分）进行。

%100
0

a0 



X

XX ……………………………(1)

式中：

η ——去除率，以%表示；

X0 ——流入样本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或微西门子每厘米（μS/cm）；

Xa ——流出样本测定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或微西门子每厘米（μS/cm）。

注：对于自带废水回流模式有原水箱的净水机流出样本测定时，量取一整箱原水所产出的净水，作为流出样本。

6.3.2.3 净水产水率按式（2）或（3）计算。

%100Y
f

p 
Q
Q

………………………………(2)

%100Y
rp

p 



QQ

Q
………………………………(3)

式中：

Y ——净水产水率，以%表示；

Qp ——总净水量，单位为升（L）；

Qr ——总浓水量，单位为升（L）；

Qf ——总进水量，单位为升（L）。

注1：若净水机具有冲洗功能，则冲洗水量应计算在总进水量内。

注2：若净水机配有压力罐且仅用于储水功能，则应将压力罐拆除；若拆除压力罐影响净水机的处理工艺，则不应

拆除压力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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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试验用水的配制方法

用纯水（电导率<10 μS/cm）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加标配制（以配制100 L试验用水为例）：

a) 分别称取25.1 g二水合氯化钙（CaCl2·2H2O）、21.05 g七水合硫酸镁（MgSO4·7H2O）、7.90

g氯化钠（NaCl），分别溶解于200 mL的纯水中；称取26.53 g 碳酸氢钠（NaHCO3）溶解于350

mL的纯水中；

b) 将上述溶液依次加入100 L纯水中，每加入一种溶液后应立即搅拌均匀，全部加完后充分搅拌

均匀；

c) 量取5.2%的次氯酸钠（NaClO）原液5 mL～10 mL，用纯水稀释至1L，再量取100 mL此稀释溶

液加入上述100 L配制液中，立即搅拌均匀；

d) 用氢氧化钠溶液（40 g/L）或盐酸溶液（1+1）调节pH值，使其在7.0～7.5范围内；

e) 配制的试验用水应储存于避光的密闭容器中，应现制现用，不得使用隔夜配制的试验用水。

注：所用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相当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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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净水产水率试验装置

净水机净水产水率的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B.1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供水

2—搅拌器

3—阀门

4—溶解水箱

5—泵

6—配水箱

7—储水箱

8—储水箱

9—样品

10—压力表

11—流量计

图 B.1 净水产水率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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