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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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潮州市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潮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潮州市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 2022 年**月**日首次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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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坐便器的术语和定义、能效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
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在家庭及类似场所使用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的智能坐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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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易法
GB/T 4798.1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第 1 部分：贮存
GB/T 4798.2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第 2 部分：运输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5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坐便器的特殊要求
GB/T 6952-2015 卫生陶瓷
GB 21456-2014 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3131-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坐便器便座
GB/T 26750-2011 卫生陶瓷 便器用压力冲水装置
GB 38448-2019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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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坐圈加热功能的坐便器。
3.2
热效率 thermal efficiency of cleaning water
转化为清洗水的热量与所消耗的电量的比值。
3.3
坐圈加热24h能耗 24h energy consumption of seat ring
智能坐便器坐圈表面温度调整为37℃情况下24h所消耗的电量。
3.4
待机功率 standb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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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在待机状态下的功率。
3.5
待机状态 standby mode
智能坐便器连接到电源上供电正常运行，关闭可使用遥控器或者按键关闭的功能，合上坐便盖。
在此状态下，使用者可以借助遥控器、按键、旋钮、感应装置等手段，随时启动/停止智能坐便器的各
种功能。
4 智能坐便器性能等级
智能坐便器性能等级分为3级，其中3级最低。各等级的测试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智能坐便器性能等级指标
测试项目

1级

2级

3级

冲洗用水量（L）

≤4.0

≤5.0

≤6.4

洗净功能（mm）

无残留墨线

总长度≤25，单段≤6

总长度≤50，单段≤13

球排放（个）

100

≥95

≥90

混合介质排放（个）

28

≥26

≥22

吹风温度（℃）

≥50

≥45

≥40

吹风风量（m3/min）

≥0.5

≥0.4

≥0.3

坐圈表面温度（℃）

≥38

≥37

≥36

坐圈表面温度均匀性（K）

≤1.0

≤1.5

≤2.0

坐圈加热 24h 能耗（kW·h）

≤0.30

≤0.35

≤0.40

最高水温（℃）

≥39

≥38

≥35

水温稳定性（K）

≤1.0

≤2.0

≤3.0

热效率（%）

≥90

≥85

≥80

待机功率（W）

≤1.6

≤2.4

≤3.2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智能坐便器应符合GB 4706.1和GB 4706.53的要求。
智能坐便器的能效水效应符合GB 38448-2019的要求。
5.2 外观及装配质量
a) 臀洗、妇洗、坐圈加热、烘干、冲水、自动翻盖翻圈、泡泡盾、语音控制等明示功能应正常。
b) 遥控器应对码成功、接收良好，各按键应无顶死、不回弹、按键功能失效等现象。
c) 坐圈与上盖下落时应无碰撞、抖动、卡顿等现象。
d) 显示屏应无显示不全、显示异常、显示灯不亮、显示色彩异常等现象。
e) 盖板应无划伤、色差、黑点、明显划痕、脏污、缝隙不均匀等现象。
f) 陶瓷体应无釉裂、缺釉、陶瓷面不平、明显黑点、针眼、碰伤、漏水、渗水等现象。
5.3 冲洗用水量
智能坐便器的冲洗用水量应不超过6.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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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冲洗功能
5.4.1 洗净功能
按 6.4.1 规定进行墨线试验，每次冲洗后累积残留墨线的总长度不大于 50mm，且每一段残留墨线
长度不大于 13mm。
5.4.2 水封回复
按6.4.2规定进行试验，水封回复不得小于50mm。若为虹吸式智能坐便器，每次均应有虹吸产生。
5.4.3 球排放
按6.4.3规定进行球排放试验，3次试验平均数不应低于90个。
5.4.4 混合介质排放
按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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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 防溅污性
按6.4.5规定进行防溅污性试验，不得有水溅到坐圈和模板上，直径小于5mm的小水滴或水雾不计。
5.5 冲洗噪声
按6.5规定测定坐便器的冲水噪声，冲水噪声的最大声压级应不超过80dB。
5.6 吹风温度
按 6.6 规定测定坐便器的烘干性能，吹风出口温度不小于 40℃、不大于 65 ℃。
5.7 吹风风量
按6.7规定测定坐便器的烘干风量，烘干风量应不低于0.3m3/min。
5.8 吹风噪声
按6.8规定测定坐便器的烘干噪声，烘干噪声的最大声压级不超过60 dB。
5.9 坐圈加热功能
5.9.1 坐圈表面温度
按6.9规定进行坐圈加热功能试验，所有测点的平均温度值应不低于36℃、不超过42℃。
5.9.2 坐圈表面温度均匀性
坐便器坐圈各测点的测量温度值与平均温度值之差应不超过2K。
5.10 坐圈加热24h能耗
按6.10规定测定坐圈加热24h能耗，坐圈加热24h能耗应不超过0.40kW·h。
5.11 水温特性
按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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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水温稳定性
按6.12规定进行水温稳定性试验，水温波动值在3K以内。
5.13 热效率
按6.13规定测定热效率，热效率应不低于80%。
5.14 待机功率
按6.14规定测定待机功率，待机功率应不超过3.2W。
5.15 感应可靠性
5.15.1 红外脚感器
按6.15.1规定进行感应可靠性试验，距离25mm应可靠动作，距离≥150mm应可靠不动作，不应出
现底部反射感应情况。
5.15.2 电容式脚感器和微波脚感器
按6.15.2规定进行感应可靠性试验，距离10mm应可靠动作，距离≥200mm应可靠不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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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试验要求
6.1.1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环境条件应满足：
a) 环境温度：
（20±5）℃；
b) 相对湿度：40%~70%；
c) 水源压力：
（0.20 ±0.05）MPa；
d)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它热辐射作用。
6.1.2 电源：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及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
6.1.3 仪器仪表及精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工仪表的相对不确定度不低于 1.0%；
b) 测量时间用的仪表相对不确定度不低于 0.5%；
c) 测量温度用的仪表不确定度不低于 0.5℃；
d) 压力计以千帕（kPa）计，相对不确定度不低于 10%；
e) 称重计以（g）计，相对不确定度不低于 1.0%。
f) 测量风速用仪表相对不确定度不低于 5.0%；
g) 测量噪声用的仪表不确定度不低于 0.5dB。
6.2 试运转
智能坐便器试验前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操作，对产品使用说明所述的各项功能进行测试，
通过手动操作和目视，确定智能坐便器是否符合 5.2 的规定。
6.3 冲洗用水量
按照GB 38448-2019中A.4规定的冲洗用水量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所有类型的智能坐便器都是在
0.14MPa（静压）的水压下进行试验。
6.4 冲洗功能
6.4.1 洗净功能
按照GB 6952-2015中8.8.4.1规定的墨线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水压为0.14MPa（静压）。
6.4.2 水封回复
按照GB 6952-2015中8.8.9规定的水封回复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水压为0.14MPa（静压）。
6.4.3 球排放
按照GB 38448-2019中A.6.5.1规定的球排放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水压为0.14MPa（静压）。
6.4.4 混合介质排放
按照GB 6952-2015中8.8.7规定的混合介质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水压为0.14MPa（静压）。
6.4.5 防溅污性
参照GB 6952-2015中8.8.13中防溅污性试验，打开智能坐便器的上盖，用一块至少400mm×400mm
的透明模板盖在智能坐便器的坐圈上，启动冲水装置冲水，观察并记录是否有直径大于5mm的水滴溅射
到坐圈和模板上，重复测试5次。本试验在静压为(0.24±0.02)MPa的供水压力下进行。
6.5 冲洗噪声
按照GB/T 3768的规定测定智能坐便器完全冲水周期中的冲水噪声。或按照下面方法进行试验。
在静压为(0.24±0.02)MPa的供水压力下进行试验。
在半消声室内进行测试。试验过程中，智能坐便器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在测试台上，上盖保持打
开状态。在智能坐便器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距水封表面中心点1m、距安装面1.5m处，和水封表
面中心点上方1m处，分别用精密声级计测量整个冲洗周期冲水噪声的的最大值。结果取五个测点中的
最大值，应符合5.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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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环境下进行测试。应避免坐便器附近有反射物体或墙壁，尤其是在测点位置与坐便器之间
不能有阻挡物或吸声材料。测试方法与在半消声室内的测试方法相同。测得噪声A计权声压级与各测
点的背景噪声A计权声压级之差应不小于3dB，否则测量无效。测量结果按下表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结
果应符合5.5的规定。
表2 背景噪声修正值
测量噪声值与背景噪声之差
dB（A）
背景噪声修正值K
dB（A）

3

4-5

6-8

9-10

＞10

3

2

1

0.5

0

按下式计算的声压级作为测试结果：
L=Lp+K
式中：
L ——修正后的的冲水噪声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精确到0.1dB；
Lp ——冲水噪声声压级实测值；
K ——背景噪声修正值。
当试验结果有争议时，以在半消声室内测试数据为准。
6.6 吹风温度
按照 GB 23131-2019 中 6.3.2 规定的方法测量吹风温度。
6.7 吹风风量
按照 GB 23131-2019 中 6.3.2 规定的方法测量吹风温度。
6.8 吹风噪声
按照 GB 23131-2019 中 6.3.3 规定的方法测量吹风噪声。或按照下面方法进行试验。
在半消声室内进行测试。试验过程中，智能坐便器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在测试台上，上盖保持关
闭状态。在智能坐便器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距出风口位置1m、距安装面1.5m处，和出风口位置
上方1m处，分别用精密声级计测量烘干噪声，单个测点的测量时间不少于30 s，以测得噪声值的最大
值作为烘干噪声。结果取五个测点中的最大值，应符合5.8的规定。
在普通环境下进行测试。应避免坐便器附近有反射物体或墙壁，尤其是在测点位置与坐便器之间
不能有阻挡物或吸声材料。测试方法与在半消声室内的测试方法相同。测得噪声A计权声压级与各测
点的背景噪声A计权声压级之差应不小于3dB，否则测量无效。测量结果按表2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结
果应符合5.8的规定。
当试验结果有争议时，以在半消声室内测试数据为准。
6.9 坐圈加热功能
6.9.1 坐圈表面温度
按照 GB 23131-2019 中 6.4.1 规定的方法测量坐圈表面温度。
6.9.2 坐圈表面温度均匀性
按照 GB 23131-2019 中 6.4.2 规定的方法测量坐圈表面温度均匀性。
6.10 坐圈加热24h能耗
按照GB 21456-2014中附录C的测试方法，在环境温度（23±2）℃下进行试验。测试时，着座感
应装置不能导通，坐圈温度设置为最高模式，关闭上盖，静置1h后，测量智能坐便器连续运行4h的耗
电量。
注：如果智能坐便器带有电池充电模块，在电池充满电后再进行本项目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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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圈加热24h能耗按下式计算：
𝐸 = 𝐸1 × 6 ×

37 − 23

𝑡 − 23
式中：
E——坐圈24h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精确到0.001kW·h；
E1——耗电量实测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37——坐圈基准温度37℃，单位为摄氏度（℃）；
23——试验环境温度23℃，单位为摄氏度（℃）；
𝑡——在6.9.2测得的坐圈表面平均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6.11 水温特性
按照GB 38448-2019中A.5.2规定的水温特性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开始试验前先导通着座感应装置
60s。所有智能坐便器的试验时间均为60s。
6.12 水温稳定性
按照GB 38448-2019中A.5.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开始试验前先导通着座感应装置60s。从水到达
坐便器上平面位置8s时开始测量，试验时间为60s，记录清洗水温-时间曲线，水温最大值和最小值之
差应不超过3K。
6.13 热效率
参照GB 21456-2014中附录B热效率测试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热效率测试：
在环境温度（23±2）℃下进行试验，保持进水温度为（15±1）℃；将智能坐便器的清洗水设定
为不加热，关闭坐圈加热功能，调节臀洗至最大清洗模式，运行臀部清洗模式1到2个周期；准备大小
适中的塑料容器用于收集清洗水；
a) 测量并记录塑料容器的重量m1；
b) 测试开始，启动耗电量测量，将清洗水温设定为最高档，着坐感应器开；
c) 60s时，启动臀部清洗，同时用塑料容器开始收集清洗水，包含前自洁水；
d)从清洗开始到结束，每间隔15s记录一次进水温度，共记录5个点；
e) 120s时，关闭臀部清洗；
f)在喷杆不再排水后，结束收集清洗水，着坐感应器关，结束测量并记录耗电量E2；
g)尽快测量并记录容器中水的温度t2；测量并记录容器及收集清洗水的重量m2；
h) 倒掉塑料容器中的水。
再重复上述测试过程两次，计算测量三次热效率的平均值作为热效率值。
注：如果智能坐便器带有电池充电模块，在电池充满电后再进行本项目的测试。

单次的清洗水热效率按下式计算：
𝑐 × 𝑚2 − 𝑚1 × (𝑡2 − 𝑡1 )
𝜂=
× 100%
3.6 × 𝐸2
式中：
𝜂——热效率，%；
c——水的比热容，取4.18，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kJ/(kg·K)]；
m1——塑料容器重量，单位千克（kg）；
m2——塑料容器及收集清洗水的重量，单位千克（kg）；
t1 ——进水温度，取5个记录点的平均值，单位摄氏度（℃）；
t2 ——清洗水温度，单位摄氏度（℃）；
E2——实测的耗电量，单位为瓦时（W·h）。
6.14 待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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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21456-2014中附录C的测试方法，在环境温度（23±2）℃下进行试验。智能坐便器连接
到电源上供电正常运行，关闭可使用遥控器或者按键关闭的功能，合上坐便盖。静置1h后，开始测试；
测量智能坐便器在此状态下运行2 h的耗电量。
注：如果智能坐便器带有电池充电模块，在电池充满电后再进行本项目的测试。

待机功率按下式计算：
𝑃=

𝐸3
𝑡

式中：
P——待机功率，单位为瓦特（W），精确到0.1W。
E3——测量的待机2h耗电量，单位为瓦特小时（W·h）
t——测量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小时（h）。
6.15 感应可靠性
参照GB/T 26750-2011中7.3.5的方法进行测试，或按以下方法进行测试：
6.15.1 红外脚感器
测试介质：
白卡：采用180克优等品的A4白卡纸（白度值在75%以上），表面不能有履膜和封胶；将白卡纸
裁剪为直径为200mm的圆形，粘贴在平整的木板或有机玻璃板上制成白卡。
黑卡：采用黑色植绒吸光布，裁剪为直径为200mm的圆形，粘贴在平整的木板或有机玻璃板上制
成黑卡。
底部反射测试介质：180克优等品的A4白卡纸。
将白卡与脚感器检测面平行放置，中心对准脚感器检测面中心，放置在距离脚感器检测面150mm
的地方固定好，打开智能马桶电源，使马桶上电待机满2分钟后开始测试。拿开白卡，隔30秒钟后重新
将白卡放回距离脚感器150mm的位置，放置3分钟，不应出现有效感应。
将黑卡与脚感器检测面平行放置，中心对准脚感器检测面中心，放置在距离脚感器检测面25mm
的地方并保持1秒钟再移开，脚感器应出现有效感应状态；移开60秒钟后再次将黑卡放置在距离脚感器
检测面25mm的地方并保持1秒钟再移开，重复5次，每一次脚感器均应出现有效感应。
将智能马桶放在平整干燥的地面上，拿一张180克优等品A4白卡纸，短边中心抵在脚感器安装位
置正下方，将白卡纸平放于地面，放置3分钟，不应出现有效感应状态。
6.15.2 电容式脚感器和微波脚感器
将干燥的手掌掌心伸开，掌心由远而近靠近至离感应器检测面10mm处并保持1秒钟，感应器应能
有效感应。手掌离开60秒钟后，重复以上测试动作，连续测试5次，感应器均应出现有效感应。
将干燥的手掌掌心伸开，掌心由远而近靠近至离感应器检测面200mm处并保持1秒钟后移开，间
隔30秒钟后再重复以上动作，连续测试5次，感应器不应出现有效感应。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要求
产品应根据本文件测试合格后，方能批量投产。
7.2 检验说明
每个产品应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和保修单。
7.3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7.4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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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每批产品均需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4.2 每个产品除必须进行的安全检测外，每个批次还应进行：
——试运转（6.2）；
——尺寸（6.3）
；
——冲洗功能（6.4）
。
7.4.3 产品出厂检验抽样按 GB/T 2828.1，检查的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接收质量限，具体由
生产厂和订货方共同商量。
7.5 型式试验
7.5.1 产品的型式试验除必须符合 GB4706.1、GB 4706.53 和 GB 38448-2019 规定的要求外，还应符合
本文件第 5 章相关要求。
7.5.2 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当产品在设计、工艺、材料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c) 停产 1 年以上，恢复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7.5.3 型式试验的周期由生产厂自行确定；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7.5.4 储存（或生产日期超过）两年以上再出厂，应重新进行型式检验。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的标志应符合 GB 4706.1 和 GB 4706.53 中涉及“标志”的相应条款要求。
8.2 使用说明
产品的使用说明除应符合 GB/T 5296.2、GB 4706.1 和 GB 4706.53 中相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包括：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者（制造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产品概述，以及功能特点；
——安装及使用说明，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售后服务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3 包装
包装应按照 GB/T 191 和 GB/T 1019 中规定的各项条件，除标注产品执行标准 GB 4706.1、GB
4706.53 和本文件外，还应包括：
——产品合格证明；
——使用说明；
——配装附件安装、维护说明；
——保修卡。
8.4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严禁雨淋，受潮和剧烈碰撞。
具体产品运输环境条件可由制造厂按产地至销售地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经受的环境条件，可参照
GB/T 4798.2 执行。
8.5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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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常温，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
具体仓库的贮存条件应按贮存厂商所在地区气候环境而定，可参照 GB/T 4798.1 执行。
仓库的贮存条件应按贮存厂商所在地区气候环境而定，可参照 GB/T 4798.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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