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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编写格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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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

本文件代替GB 28379-2012，与GB 28379-2012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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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了便器冲洗阀水效等级指标。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于2012年4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GB 28379-20XX

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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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MPa条件下使用的便器

冲洗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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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195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GB 25502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 28377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 30717 蹲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T 33733 厨卫五金产品术语与分类

JC/T 931 机械式便器冲洗阀

QB/T 5339 大便冲洗阀

3 术语和定义

GB/T 9195、GB/T 33733、JC/T 931及QB/T 533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便器冲洗阀 flush valve for water closets or urinals

实现便器冲洗功能的控制装置，是冲洗阀的一种形式。

3.2

冲水周期 flush cycle

便器冲洗阀完成一个冲洗过程，从阀打开的瞬间至完全关闭的瞬间所经历的时间。

3.3

冲洗用水量 quantity of flushing water

便器冲洗阀一个冲洗周期的总水量。

3.4

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water efficiency for flush valve for water closels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便器冲洗阀所允许的一个冲洗周期的最大用水量。

4 便器冲洗阀水效等级

便器冲洗阀的水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1级水效最高，各等级的便器冲洗阀用水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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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便器冲洗阀水效等级指标值

水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坐便器冲洗阀平均冲洗用水量（L） ≤4.0 ≤5.0 ≤6.4

蹲便器冲洗阀平均冲洗用水量（L） ≤5.0 ≤6.0 ≤8.0

小便器冲洗阀平均冲洗用水量（L） ≤0.5 ≤1.5 ≤2.5

注：每个水效等级中双冲坐便器冲洗阀、双冲蹲便器冲洗阀的半冲平均冲洗用水量应不大于其全冲冲

洗用水量最大限定值的70%。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便器冲洗阀应符合明示执行标准的要求。

5.2 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

便器冲洗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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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压力

便器冲洗阀冲洗用水量试验压力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便器冲洗阀冲洗用水量试验压力

冲水装置类型 坐便器、蹲便器冲洗阀 小便器冲洗阀

试验压力（静压力）
0.24 Mpa 0.17 Mpa

0.55 Mpa

6.2 测试

便器冲洗阀冲洗用水量应按如下步骤进行测试：

a） 将便器冲洗阀按照使用状态安装在附录 A 要求的标准供水装置上，连接后各接口应无渗

漏。

b） 调节供水装置的试验压力，使测试压力符合表 2 的规定。

c） 按正常方式启动冲水装置，记录一个冲水周期的用水量；保持此时的安装状态，按表 2

规定调节试验压力，分别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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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无配套便器的便器冲洗阀应安装在附录 B 要求的标准便器上，进行测试。

6.2 计算

便器冲洗阀平均冲洗用水量按式（1）计算，试验结果精确至0.1 L：

� = �=1
6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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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便器冲洗阀平均用水量，单位为升（L）；

��——便器冲洗阀总用水量，单位为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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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标准供水装置

便器冲洗阀冲洗用水量的标准供水装置示意图如图A.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 —供水水源。试验为生活饮用水，提供不小于 0.86 MPa 的静压，调压范围不小于 0 MPa～0.86 MPa；

2 —管路。供水管路使用公称直径不小于 DN32 的刚性供水管；

3 —流量计。准确度为±2%；

4,6 —阀门。与供水管路管径相同的阀门；

5 —压力计。准确度为±1%；

7 —冲洗阀。已安装的待测便器冲洗阀；

8 —标准便器。

图 A.1 便器冲洗阀冲洗用水量的标准供水装置

300mm～500mm

不大于 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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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标准便器

图B.1 喷嘴式小便器

图B.2 冲洗孔式小便器（侧前方有挡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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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冲洗孔式小便器（侧前方无挡水堰）

图B.4 冲洗孔式蹲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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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5 水圈式蹲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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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6 坐便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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