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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用水处理装置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政电力为驱动、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供家庭或类似场所
使用的饮用水处理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本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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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 34914 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QB/T 4144-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纯净水处理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307、QB/T 4144-2019、GB 349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 energy efficiency fo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饮用水处理装置每制 1000L 纯净水所消耗的电量。
注：单位为：kW▪h/1000L。
3.2
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限定值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consumption fo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饮用水处理装置所允许的能效最大值。
3.3
饮用水处理装置节能评价值 the evaluating valu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饮用水处理装置达到节能产品所允许的能效值。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卫生要求
纯净水处理器应符合 QB/T 4144-2019 中 5.4 的要求。
4.1.2 功能要求
纯净水处理器应符合 QB/T 4144-2019 中 5.5、5.6.2 和 5.6.3 的要求。
4.1.3 净水产水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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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渗透净水器的净水产水率应不小于 55%；
b）纳滤净水器的净水产水率应不小于 60%。
4.2 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等级
4.2.1 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以下简称“能效”）等级分为 3 个等级，其中 1 级能效等级最高。
4.2.2 反渗透净水器的能效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反渗透净水器能效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1
2
3
能效/（kW▪h/1000L）≤
1
2
3
注：能效越大耗电量越高

4.2.3 纳滤净水器的能效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纳滤净水器能效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1
2
能效/（kW▪h/1000L）≤
1
2

3
3

4.3 饮用水处理装置能效限定值
4.3.1 反渗透净水器能效等级 3 级中规定的能效。
4.3.2 纳滤净水器能效等级 3 级中规定的能效。
4.4 饮用水处理装置节能评价值
4.4.1 反渗透净水器能效等级 2 级及以上中规定的能效。
4.4.2 纳滤净水器能效等级 2 级及以上中规定的能效。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一般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5±5）℃；
b) 试验用水温度：（25±1）℃；
c) 进水压力：（0.24±0.02）MPa；
d) 相对湿度：45%～75%；
e) 电源电压按制造商标称值；
f）应在温度可调、无外界热气流和热辐射作用的实验室内进行；
g）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的相关规定，安装水处理装置，对水处理单元进行冲洗。
5.1.2 主要测量仪器及要求
主要测量仪器及参数见表3。
表3

测量仪器及参数要求

测量仪器

参数要求

温度计

准确度±0.3℃

电能测量仪

准确度不低于0.5级

量筒

准确度不低于10mL

计时器

准确度±1s

压力表

准确度2%

5.2 卫生要求
饮用水处理装置的卫生要求按照 QB/T 4144-2019 中 6.4 的要求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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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功能要求
饮用水处理装置的功能要求按照 QB/T 4144-2019 中 6.5、6.6.2 和 6.6.3 的要求进行测试。
5.4 净水产水率
饮用水处理装置的净水产水率按照 QB/T 4144-2019 的要求进行测试。
5.5 能效
按照附录 A 和附录 B 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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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反渗透净水器能效测试方法

A.1 试验用水
按照 GB 34914 的规定执行。
A.2 试验条件
按照 GB 34914 的规定执行。
A.3 测试和计算
A.3.1 依据产品说明要求进行安装调试，保持进水压力不变的情况下，通入试验用水。
A.3.2 将产品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以额定电压供电。按照表A.1规定的运行方式运行，并记录电参数
表上的电量读数（K0）。
表A.1 运行方式
流量（L/h）
＜60

运行方式
连续运行24h
按照以30min时长为一个循环周期，一个循环内15min开，15min关的方式间
歇运行，连续运行16h后，保持压力的状态下关闭净水器8h方式进行试验。

≥60

A.3.3 直至净水量达到额定总净水量标称值(Q)时，记录电量读数（K1）。
A.3.4 按式A.1计算能效。

Y 

K1  K 0
 1000 ……………………………… (A.1)
Q

式中：

Y —能效，单位为一千升每千瓦时（kW▪h/1000L）；
K 0 —初始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K 1 —净水量达到额定总净水量标称值时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Q —额定总净水量，单位为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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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纳滤净水器能效测试方法

B.1 试验用水
按照 QB/T 4144-2019 的规定执行。
B.2 试验条件
按照 QB/T 4144-2019 的规定执行。
B.3 测试和计算
B.3.1 依据产品说明要求进行安装调试，保持进水压力不变的情况下，通入试验用水。
B.3.2 将产品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以额定电压供电。按照表B.1规定的运行方式运行，并记录电参数
表上的电量读数（K0）。
表B.1 运行方式
流量（L/h）
＜60
≥60

运行方式
连续运行24h
按照以30min时长为一个循环周期，一个循环内15min开，15min关的方式间
歇运行，连续运行16h后，保持压力的状态下关闭净水器8h方式进行试验。

B.3.3 直至净水量达到额定总净水量标称值(Q)时，记录电量读数（K1）。
B.3.4 按式A.1计算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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