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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编制说明 

 

一、 标准制定的背景 

我国是储水式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据奥维云网统计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储水式电热水器市场总规模超过2330.1万台，零售额达到327.4亿

元，同比增长达到9.7%，并且逐年在稳步增长。2018年第一季度线上销售零售额达到17.7

亿元，线下销售收入达到6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和0.6%，2018年第一季度储水

式电热水器在三级及农村市场保持同比15.2%的两位数增幅。 

热水器作为安装类家电，其安装过程中需考虑电路（可靠接地）、水路（给排水）、

墙壁承重等众多因素。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还受到用户使用频次、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

水质（腐蚀）以及复杂的用电环境等影响。鉴于这些特殊性，热水器长时间使用极大可

能会导致内部漏电、加热管爆管、内胆漏水、内胆爆裂、内部着火等安全隐患，影响消

费者使用安全。 

基于热水器市场存量和安装使用过程中的特殊性两个方面，有必要制订热水器的安

全使用年限标准，提示消费者及时更换超期服役的热水器，避免热水器在多年使用后，

因产品的老化而产生安全故障，甚至造成重大危害，帮助消费者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

念，同时又能为家电行业产品设计制造提供指引。 

二、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家用电热水器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的多次倡议下，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下达了项目编号为

JH-2017-003 的《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该标准由广

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发起，并担任标准制定工作组组长。  

立项后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重新梳理了与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

限标准有关的标准制定历程、行业调查报告、企业反馈意见、技术分析报告等资料，并

于 2017 年 6 月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的组织下正式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其他成

员分别是：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

公司、阿里斯顿热能产品（中国）有限公司、博世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广东阿

诗丹顿电气有限公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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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海信家电有限公司、杭州康泉热水器有限公司、樱花卫厨（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史麦斯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惠洁宝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万博电

气有限公司、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二）标准研究基础 

从2008年起，知名热水器企业开始了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研究工作，对

国内外类似规范产品安全使用年限的政策法规、标准以及我国近十年储水式电热水器出

现的重大危及安全的事件进行分析研究，积累大量的基础性数据。 

经过整8年的基础研究、行业讨论，最终，2015年专委会将制订《储水式电热水器

安全使用年限》列为服务行业、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工作重点之一。 

（三）主要工作内容 

标准立项。2016年10月，专委会正式启动了制定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协

会标准的工作，并向家电协会标准委员会提交立项申请书，2017年2月通过家电协会标

委会专家组评估并在4月份公开征求意见后正式立项。 

标准起草及研讨。2017年6月，由专委会组织成立《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

协会标准工作组，负责标准编制工作，由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周立国担任组

长，另外包括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

限公司、阿里斯顿热能产品（中国）有限公司、博世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广东

阿诗丹顿电气有限公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海信家电有限公司、杭州康泉热水器有限公司、樱花卫厨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史麦斯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惠洁宝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万

博电气有限公司、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 

标准征求意见。2017年7月，经过多方调研、研讨，美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

向工作组其他成员征求意见。整合意见后，完成标准讨论稿。 

标准定稿。2017 年 9 月 27 日在广东顺德召开专家组工作会议，对标准指标、条款

和细节进行进一步讨论和修正，经过会后整理后完成标准定稿。 

标准公示。拟安排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前形成公示标准稿，将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网站上进行公示一个月。 

标准送审。2018 年 7 月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组织专家评审。 

标准报批。审定通过后将进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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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阿里斯顿

热能产品（中国）有限公司、博世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广东阿诗丹顿电气有限

公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广东威博电器有限

公司、广东海信家电有限公司、杭州康泉热水器有限公司、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史麦斯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惠洁宝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万博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奥荣电器有限公司。 

三、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试验数据的分析情况 

（一）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应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保持一致；同时，既考虑了当前储水式电热水器主流企业的

整机和内胆包用年限的承诺，又横向考虑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的具体要求。贯彻执行

我国标准化工作精神，在验证试验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参照相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确定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保持标准的科学性、指导性、

先进性和合理性，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发展。 

2．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从安全使用年限要求、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和安全使用年限标识三方

面进行规范。通过该标准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有依据的提醒消费者，储水式电热水器是

特殊的家电产品，需要专业的安装，需要定期维护与保养，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的产品需

要慎重使用；另一方面推荐了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测试评价方法，确保对热

水器安全使用年限地客观、公正、科学评价，合理地引导行业提升产品的质量。 

3．实用性和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参考了GB/T 21097.1-2007《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

和再生利用通则》、GB 17905-2004《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日本家电设

计上的标准使用期限等具体标准和相关规定，结合了中国热水器行业的发展现状，对消

费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特别是近十多年出现的危机事件进行了单单分析，同

时还对各个主要品牌的产品关键指标的试验、市场安全故障统计等数据进行了摸底分

析，目的是确保产品优势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技术条件不达标的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

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确保消费者在安全使用年限内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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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储水式电热水器（以下简称：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术语和定义、

安全使用年限要求、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标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储水式电热水器。采用其他辅助能源的储水式电热

水器，也属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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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 

GB/T 20289  储水式电热水器 

GB/T 21097.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 

GB/T 23150  热水器用管状加热器 

GB/T 14536.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温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GB/T 21384  电热水器用安全阀 

GB/T 20044  电气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移动式剩余电流装置

(PRCD) 

GB/T 17731  镁合金牺牲阳极 

GB/T 26287  电热水器用铝合金牺牲阳极 

GB/T 22696.2  电气设备的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  第 2 部分：风险分析和风险

评价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GB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2 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20429   电热水器安装规范 

QB/T 4142-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可靠性试验及评价方法 电热水器的特殊要

求 

QB/T 4101  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 

JB/T 4088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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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GB4706.12 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外，本标准给出了所用 7 个术语的定义：安全

使用年限、正常工作（正常使用）、电气绝缘、老化、失效、危险、危险源。 

4.安全使用年限要求  

生产者（制造商）应对其设计制造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予以说明。 

生产者（制造商）应以自我声明的方式，按照 GB 5296.2 的要求注明热水器的安

全使用年限。 

生产者（制造商）有必要对其设计制造的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计算（或推算及

验证）方法予以说明。 

热水器在正常工作时的安全使用年限应不低于 【8】 年。 

5.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 

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以附录 A《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的形式，通过

对危险源分析、危害影响因素分析、关键零部件失效分析、整机安全性失效分析，围绕

基本条件、边界条件、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四大条件，分别从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

等各个主要环节做了充分考虑并提出规范性要求，由生产者（制造商）进行试验验证、

数据分析及评价等。 

四项条件是相互补充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缺少任意一项，评价均不能成立；只有同

时满足四项条件，方能满足对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评价要求。 

6.安全使用年限标识 

安全使用年限标识应当使用“文字、符号或者规定的图形”，在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

限内始终能够清晰、醒目。应当加施在热水器正面明显部位，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产品安全使用年限； 

b）“超过安全使用年限后仍然使用该产品时，可能会由于年久失修质量恶化而导致

起火或致人受伤等事故”； 

c） 生产者（制造商）名称； 

d） 生产日期。 

7.附录 A（资料性附录）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 

8.附录 B（资料性附录）安全故障模式及危险源分析 

9.附录 B（资料性附录）关键零部件列表及对应标准 

（三）试验数据分析说明 

自标准制定工作开展以来，工作组首先在安全年限不低于 8 年这个技术要求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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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沟通在行业达成共识，然后针对安全使用年限的推荐评价方法，通过对热水器安全

使用年限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满足安全使用年限应具备的四项条件：基本条件、边界条

件、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着手，分别从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等各个主要环节做了充

分考虑并提出规范性要求。四项条件是相互补充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缺少任意一项，评

价均不能成立；只有同时满足四项条件，方能满足对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评价要求。 

1.技术指标来源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主要是安全使用年限不低于 8 年。该指标的设定主要是考虑以下

三个方面的因素： 

GB/T 21097.1-2007《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的要求：

器具安全使用年限评价方法参见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特殊

要求。 

GB 17905-2004《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燃具从售出当日起，液化石

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 8 年。如生产企业有明示的燃具和配件的判废年限，

应以企业明示为准，但不能低于以上规定。 

目前整个热水器行业的整机和内胆承诺包用年限基本在 6-10 年之间，设立不低于 8

年的安全使用年限，既有利于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又可以面对燃气热水器的直面竞争，

促进行业和谐发展。 

2.安全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 

鉴于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评价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因此，通过对热水器安

全使用年限影响因素的分析，引用行业现有的一些标准，确定热水器满足安全使用年限

的各项条件：基本条件、边界条件、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以此作为评价的依据。 

2.1 基本条件：热水器出厂前必须满足的标准和基本要求。例如：GB 4706.1 和 GB 

4706.12 规定的要求；产品性能标准中有关耐久性的要求（例如：GB 20289 中的容器脉

冲压力）；产品对应的可靠性标准要求（例如：QB/T 4142-2010 或其他可以引用的可靠

性标准）。 

2.2 边界条件：生产企业在热水器使用说明中必须要明确的内容。 

2.2.1 时域条件：满足热水器连续或者非连续使用的条件（例如：对于商业用途热水

器的使用说明）； 

2.2.2 环境条件：适合热水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包括使用环境、温度、湿度、气

压等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环境要求（例如：用电环境要求、电源稳定性与质量、电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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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范围、频率容许范围等），从而避免恶劣使用气候或者环境对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的

影响； 

2.2.3 使用行为及限制：通过视频或者使用说明的方式，注明热水器的正常负载（进

水水压、水质）、正常操作、非正常操作（限制范围）、误操作（容许范围）的具体要

求，必要时热水器本身要具有被误操作或非正常操作的预防设计。 

2.3 必要条件：对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评价、对整机的常规试验、对整机专项试

验，是生产厂家评价安全使用年限必不可少的工作。试验应综合考虑影响该产品安全性

能的各种影响因素，如：环境、用电负载、水压、水质、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交变作用

和耐久性。同时，还应结合考虑产品的形式结构、安装方式，以确保正常工作的可靠性。 

安全使用年限试验方案可参照 QB/T 4142-2010 分别对平均首次故障前时间

MTTFF、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使用寿命进行可靠性试验，并分别满足 QB/T 4142-2010

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的要求。 

2.4 充分条件：生产者（制造商）应具有对既往销售的同一规格型号热水器的安全

故障统计和分析数据等可溯源资料，用以证明其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寿命的保障性。 

热水器行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生产者（制造商）积累了一整套详细的售后维修

数据，通过对售后维修数据中安全指标的提取与分析，就可以确定当年生产的热水器在

未来 8 年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及由此造成的质量损失，企业以此决定自身产品能否达到

8 年安全使用年限的承诺，然后采用相应的措施。如果能达到、能承受质量损失，可以

承诺 8 年甚至更多，如果达不到，则需通过技术提升手段，按照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的

要求，进行严格的摸底测试与验证，迎头赶上。从这方面讲，充分条件是生产者（制造

商）评价与验证安全使用年限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 目的意义 

热水器是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实用生活家电，极大的满足了人们对洗浴等热水

使用方面的需求，是家庭中不可缺少且使用频繁的家电产品。 

根据 2017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白皮书

（2016）》中的数据显示，2016 年热水器居民保有量为 3.2 亿台。根据“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理论报废量测算模型和行业调研”中的数据显示，2016 年电热水器理论报废率为

1201 万台。然而多数消费者抱着“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实际

报废热水器数量远低于此。超期服役的热水器具有保温效果差、水垢杂质沉淀、内部元

器件老化等特点，易造成耗电量增加甚至严重的健康隐患和着火、漏水、漏电等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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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全国地区安全事故的调研显示，引起热水器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是热水器超期使用，

或使用直排式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热水器。 

目前热水器行业规模大、企业数量多、消费群体庞大、国内外竞争激烈，缺少统一

的、可行的、可靠的安全使用年限标准巩固热水器的行业发展和质量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储水式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要求，要求生产者（制造商）应以自我

声明的方式，说明其设计制造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进而保证产品质量；给出了安全

使用年限推荐评价方法，从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影响因素入手，分别从产品的设计、制

造、使用等各个主要环节做了充分考虑并提出规范性要求；规定了安全使用年限标识要

求，在热水器上进行标识说明，进而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超期服役的热水器，引导科学

消费观念。 

综上所述，本制订标准是一件针对性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惠及面广、符合

国家当前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标准化工作任务。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其他国家法律法规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1、在行业内进行标准宣传、培训、执行与标识。建议设置一个热水器专委会独有

的一个安全使用年限标识加大宣传力度。 

2、组织标准的实施、测试细节研讨、市场数据摸底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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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对安全使用年限标准的宣传开度，对消费者进行安全

使用年限标准知识的教育，树立热水器需要定期专业安装、维护与保养的意识。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