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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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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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标准认证联盟秘书处）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的

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纯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汉斯顿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家乐士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利源净水设备有限

公司、浙江兰舍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深检集团（深圳）医学检验实验室、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

圳市卫生监督局、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海华、张恒、廖仕成、吴培辉、杨兆清、闻俊伟、李继达、徐旭光、李建勇、

翟冬波、续立建、姜国平、罗滨文、肖健、朱巧贤、吴鹏、黄小龙、姜杰、陈贵斌、罗义武、张增英、王

莹、王梦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http://www.baidu.com/link?url=W0zPdcNl4CWnWn9FnKRHUSFa4ZbziWz0pGH-HAvZAWfqxiXxuz6-ZqI_eVCvvZk-RbvffjMbkZEbFGCTwTJoFkMmmus0XiFXc91RcVBVNGQNNQzEr9kDHvUfl1HQlsw8j39s5_d-i5TtY-bnoySzirqS0om6ETbSU46I29ci107GziOjLDRRFb0zkK7-t5sMFq722qx5grdUjW6a7itB7vyD8_mpn97v3WxKeqSfWb-V3XJAhpbeHreAROGbpyVbMiAaUspTy5BcvkzizHL-8eiwnEn1F2rhgGC_DosMBLdIIYXS6sO_9XMdGXRQwsKJgueuivR83A5SDh78UXFPpEb2nneu2NIWyzr0nxLr2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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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净水机及滤芯产品的术语和定义、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供家庭和类似场所使用的净水机。包括反渗透

净水机、纳滤净水机、超滤净水机、龙头净水机、中央软水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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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5750.1～5750.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 34914 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QB/T 4143 家用和类似用途一般水质处理器

SZDB/Z 323 水产品养殖水中21种磺胺类、氯霉素类、四环素类、硝基呋喃类、喹诺酮类和孔雀石绿

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卫生部2001年版）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卫生部2001年版）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2001年版）

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2001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GB 34914、GB 574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央软水机

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以离子交换为软化方法，供家庭或类似场所使用的软水机。

3.2

龙头净水机

直接安装在自来水龙头末端的饮用水处理装置，主要用于过滤市政自来水或者其他集中式供水中的颗

粒状杂质。

3.3

超滤净水机

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用于市政自来水净化处理，去除悬浮物或胶体、微生物、有机物等（超滤膜孔

径为0.01 μm）的饮用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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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阳离子交换树脂

带有活性基团，能与水中阳离子进行交换的离子交换树脂。若采用钠盐再生，即为钠型阳离子交换树

脂。

4 要求

4.1 外观

净水机外观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凹痕、裂缝、变形和锐利棱边。

4.2 安全要求

产品应具有涉水产品卫生批件，或满足《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

理装置》（卫生部2001年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

（卫生部2001年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2001年版）及

《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2001年版）的相关要求。电气类产品还需满足GB
4706.1的要求。

4.3 反渗透净水机及纳滤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

反渗透净水机、纳滤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应符合表1的要求，其中AAAAA为最高级别。

表1 反渗透净水机、纳滤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检测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 质量等级评定

项目名称
加标浓度范围

（mg/L）
AAAAA AAAA AAA

抗生素指标 四环素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农药指标 乐果 0.40（1±20%） η≥95% 90%≤η＜95% 80%≤η＜90%

环境激素

指标

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已基)酯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有机物指标

苯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三氯甲烷 0.30（1±20%） η≥98% 96%≤η＜98% 95%≤η＜96%

消毒剂指标 游离余氯 2.0（1±20%） η≥85% 75%≤η＜85% 65%≤η＜75%

重金属指标 铅 0.15（1±20%） η≥98% 95%≤η＜98% 90%≤η＜95%

致病菌指标 大肠杆菌

（5×10
2
～

2×10
3
）MPN/100

mL

100% 100% 100%

水效等级
总净水量、净水流量

净水产水率、去除率

净水产水率≥

66%；

总净水量≥4000

L

净水产水率≥

56%；

总净水量≥3000

L

净水产水率≥

50%；

总净水量≥20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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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质量等级评定

项目名称
加标浓度范围

（mg/L）
AAAAA AAAA AAA

结构性能
循环压力试验

在0～1.04 MPa

或最高工作压力

下重复试验

150000次，无渗

漏和破裂。

在0～1.04 MPa或

最高工作压力下

重复试验120000

次，无渗漏和破

裂。

在0～1.04 MPa或

最高工作压力下

重复试验100000

次，无渗漏和破

裂。

注：有可选择的情况下应以较高的压力进行测试。

注：η为去除率，下同。

4.4 超滤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

超滤净水机（带活性炭）产品质量等级应符合表2的要求，其中AAAAA为最高级别。

表2 超滤净水机产品质量等级检测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 质量等级评定

项目名称
加标浓度范围

（mg/L）
AAAAA AAAA AAA

抗生素指标 四环素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农药指标 乐果 0.40（1±20%） η≥95% 90%≤η＜95% 80%≤η＜90%

环境激素

指标

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已基)酯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有机物指标

苯 0.10（1±20%） η≥95% 90%≤η＜95% 80%≤η＜90%

三氯甲烷 0.30（1±20%） η≥98% 96%≤η＜98% 95%≤η＜96%

消毒剂指标 游离余氯 2.0（1±20%） η≥70% 60%≤η＜70% 50%≤η＜60%

感官性状指标 浑浊度 5 NTU η≥95% 90%≤η＜95% 80%≤η＜90%

致病菌指标 大肠杆菌

（5×10
2
～

2×10
3
）MPN/100

mL

100% 100% 100%

结构性能
循环压力试验

在0～1.04 MPa或

最高工作压力下

重复试验150000

次，无渗漏和破

裂。

在0～1.04 MPa或

最高工作压力下

重复试验120000

次，无渗漏和破

裂。

在0～1.04 MPa或

最高工作压力下

重复试验100000

次，无渗漏和破

裂。

注：有可选择的情况下应以较高的压力进行测试。

4.5 中央软水机产品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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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软水机产品质量等级应符合表3的要求，其中AAAAA为最高级别。

表3 中央软水机产品质量等级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 质量等级评定

项目名称 加标浓度范围（mg/L） AAAAA AAAA AAA

总硬度（以CaCO3计） 350±50 η≥95% 92%≤η＜95% 90%≤η＜92%

出水水质

（达到标称总净水量的

100%时）

总硬度（以CaCO3计）/

（mg/L）
≤5 ≤10 ≤15

4.6 龙头净水机质量等级

龙头净水机质量等级应符合表4的要求，其中AAAAA为最高级别。

表4 龙头净水机质量等级检测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 质量等级评定

项目名称 加标浓度范围（NTU） AAAAA AAAA AAA

浑浊度 5（1±20%） η≥95% 90%≤η＜95% 85%≤η＜90%

4.7 标识

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3]13号附件）》的要求，其

中电气产品还需符合GB 4706.1中关于标志的相关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测试用水

试剂及加标原液所用的试验用水为符合GB/T 6682要求的实验室三级用水。

5.2 试验方法

5.2.1 去除率

预处理方法按《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卫生部2001年
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卫生部2001年版）的要求

进行；具体检测方法按GB/T 5750.1～5750.13的要求测试，其中四环素的具体检测方法按SZDB/Z 323的要

求测试。中央软水机的总硬度去除率按QB/T 4143第6.7.4.2条要求测试。

5.2.2 水效等级

按GB 34914的要求进行测试。

5.2.3 结构性能

按GB/T 30307的要求进行测试。

5.2.4 出水水质

预处理方法按《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卫生部2001年
版）要求进行；具体检测方法按GB/T 5750.4的要求进行测试。

5.2.5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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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

5.2.6 标识

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3]13号附件）》的要求测试，

其中电气产品还需按GB 4706.1要求测试。

5.3 去除率计算

� % =
�0 − �1 × 100

�0
式中：C0 ——流入样本浓度，mg/L；

C1 ——流出样本浓度，mg/L；
η ——去除率。

最终去除率为5次加标取样测试的去除率最小值。

6 评价方法

质量等级评定的前置条件为产品应具有涉水产品卫生批件（或符合 4.2 条安全要求）。AAAAA、

AAAA、AAA 的质量等级评定需要满足所在等级全部项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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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加标液的配制

A.1 大肠杆菌加标液的配制

试验菌种为大肠杆菌8099，试验菌在营养琼脂斜面上每隔24 h转接1次，选用3-5代的培养物，用少量

0.85%的无菌生理盐水洗脱营养琼脂斜面上的菌苔，用无菌生理盐水进行适当稀释，获得初始浓度为

（500～2000）MPN/100 mL的菌悬液，大肠杆菌的菌落计数检测按照GB/T 5750.12的方法进行。

A.2 四环素加标液的配制

A.2.1 四环素标准储备液[p (四环素) =10 µg/mL ]：准确称取10 mg四环素（C22H24N2O8）置于1000 mL容量瓶

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A.2.2 四环素加标工作液[ p(四环素) =0.10 mg/L ]：移取10.0 mL四环素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3 乐果加标液的配制

A.3.1 乐果标准储备液[ p (乐果) =100 µg/mL ]：准确称取100 mg乐果（C5H12NO3PS2）置于1000 mL容量瓶中，

用纯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A.3.2 乐果加标工作液[ p (乐果)=0.40 mg/L ]：移取4.0 mL乐果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4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的配制

A.4.1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标准储备液[p (DEHP) =10 µg/mL ]：准确称取10 mg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已基）酯（C24H38O₄）置于1000 mL容量瓶中，用纯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A.4.2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加标工作液[ p (DEHP) =0.10 mg/L ]：移取10.0 mL四环素标准储备液，

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5 苯加标液的配制

A.5.1 苯标准储备液[ p(苯) =10 µg/mL ]：准确称取10 mg苯（C6H6，＞99.5%）置于1000 mL容量瓶中，用甲

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A.5.2 苯加标工作液[ p (苯) =0.10 mg/L ]：移取10.0 mL苯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6 三氯甲烷加标液的配制

A.6.1 三氯甲烷标准储备液[p (三氯甲烷) =1.0 mg/mL ]：准确称取0.1 g三氯甲烷（CHCl3，＞99.5%）置于10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A.6.2 三氯甲烷加标工作液[p (三氯甲烷) =0.30 mg/L ]：移取0.30 mL三氯甲烷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7 游离余氯加标液的配制

A.7.1 游离余氯标准储备液[p (余氯) =2.0 mg/mL ]：向100 mL容量瓶中加入10%有效氯的次氯酸钠（NaClO）
溶液2.0 mL，用纯水定容至刻度；

A.7.2 游离余氯加标工作液[p (余氯)=2.0 mg/L ]：移取1.00 mL游离余氯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现用现配。

A.8 铅加标液的配制

A.8.1 铅标准储备液[ p (Pb) =0.5 mg/mL ]：称取0.7990 g硝酸铅[Pb(NO3)2]溶于约100 mL纯水中，加入1 mL
浓硝酸（HNO3），用纯水定容至1000 mL；
A.8.2 铅加标工作液[p (Pb)=0.15 mg/L ]：移取0.30 mL铅标准储备液，用纯水稀释至1000 mL。

A.9 总硬度加标液的配制

A.9.1 硬度标准储备液[ p (CaCO3) =35 mg/mL ]：称取86.1869 g硫酸镁[MgSO4·7H20]，溶于少量纯水，转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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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L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至刻度；

A.9.2 硬度加标工作液[ p (CaCO3) =350 mg/L ]：移取10 mL硬度标准储备液于1000 mL容量瓶中，用纯水稀释

至刻度。

A.10 浑浊度加标液的配制

A.10.1 浑浊度标准储备液（2000 NTU）：

a）称取硫酸肼（硫酸联胺）2.500 g溶于水，定容至250 mL；
b）称取六次（亚）甲基四胺25.00 g溶于水，定容至250 mL；
c）把a溶液和b溶液全部转至1000 mL容量瓶中，摇匀后放置24小时（放置时间短不会形成乳浊液），

定容1000 mL得2000 NTU的浑度标准储备液（室温1个月有效）；

A.10.2 浑浊度标准工作液（5 NTU）：移取2.50 mL浑浊度标准储备液，定容至1000 mL的容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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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去除率试验装置

B.1 去除率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

图1 去除率试验装置

说明：

1——合适的压力或输送系统

2——供水

3——阀门

4——机械过滤器

5——回流防护装置

6——搅拌器

7——下水管道

8——水箱

9——水泵

10——膜片式压力罐

11——压力计

12——压力调节计

13——流入样本取水点

14——水表

15——压力计

16——测试样本

17——循环螺线管A

18——循环螺线管B

19——流出样本取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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