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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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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浴家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卫浴家具产品的定义和术语、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

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卫生间、浴室使用的家具，其它类似场所使用的家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32 漆膜耐冲击测定法 

GB/T 282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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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893.1 家具表面耐冷液测定法 

GB/T 4893.2 家具表面耐湿热测定法 

GB/T 4893.3 家具表面耐干热测定法 

GB/T 4893.4 家具表面漆膜附着力交叉切割测定法 

GB/T 4893.7 家具表面漆膜耐冷热温差测定法 

GB/T 4893.8 家具表面漆膜耐磨性测定法 

GB/T 4893.9 家具表面漆膜抗冲击测定法 

GB 5296.6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6739-2006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10357.1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5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3667.1-2003 钢制书架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57-1999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JC 981-2005 居室用玻璃台盆、台面 

QB/T 1102-2006 民用装饰镜 

QB 2658-2004 卫生设备用台盆 

QB/T 3814-1999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外观质量测试方法 

QB/T 3826-1999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3 定义和术语 

3.1  
卫浴家具  Bathroom Furniture 

指卫生间、浴室中用于台盆支撑、以具有存放及储藏功能的一系列柜（台）、架类为主，在此基础

上辅以台盆、梳妆镜、镜灯等辅助设施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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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浴家具通常包括台盆柜、置物柜（架）和其它独立柜等及其辅助设施。 

4 产品分类 

4.1 按结构形式分为： 
a) 分体式； 

b) 整体式。 

4.2 按使用材料分为： 
a) 木质卫浴家具； 

a) 金属卫浴家具； 

b) 塑料卫浴家具； 

c) 玻璃卫浴家具； 

d) 石材卫浴家具； 

e) 混合卫浴家具。 

4.3 按安装方式分 
a） 落地式； 

b） 悬挂式。 

4.4 按使用功能分 
a) 台盆柜； 

b) 置物柜（架）； 

c) 储物柜； 

d) 其它独立柜。 

4.5 卫浴家具及设备部件名称示意图 
卫浴家具及设备部件名称示意图见图 1。 

水嘴

后挡水板

台面板

前挡水板

金属支撑柱

底脚

吊柜

下水口

水盆

铰链

门

搁板

拉手

导轨

抽屉

搁板

金属毛巾架

金属支撑架

镜子

 

图 1 卫浴家具及设备部件名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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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主要尺寸偏差、形状和位置公差 
卫浴家具产品的主要尺寸偏差、形状和位置公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主要尺寸偏差、形状和位置公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基本 一般

1  主要外形尺寸偏差 [-3，+3] √  

2  主要开孔、开槽尺寸偏差 [0，+5] √  

对角线长度≥1400 ≤3.0 

700≤对角线长度<1400 ≤2.0 3  面板、正视面板件翘曲度 

对角线长度<700 ≤1.0 

 √ 

4  面板、正视面板件平整度 ≤0.2  √ 

≥1000 长度差≤3 对角线 

长度 <1000 长度差≤2 
 √ 

≥1000 对边长度差≤3 
5  邻边垂直度 

面板、

框架 
对边长度

<1000 对边长度差≤2 
 √ 

φ<25 ≤2.0 
6  圆度 

圆管弯

曲处 φ≥25 ≤2.5 
 √ 

7  位差度 
门与框架、门与门相邻表面、抽屉与框架、抽屉与门、抽

屉与抽屉相邻两表面间的距离偏差（非设计要求）≤2.0 
 √ 

8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求时）≤2.0  √ 

5.2 外观要求 

外观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外观要求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基本 一般

1.  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裂纹、釉面划痕、污斑、落渣缺陷  √ 

2.  图案清晰，色泽均匀，无明显色斑、针孔、气泡、鼓泡缺陷  √ 

3.  

陶瓷 

应无破损 √  

4.  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裂纹、划痕、污斑、麻点缺陷  √ 

5.  图案清晰，色泽均匀，无明显色斑、变色、褪色、气孔、气

泡、鼓泡缺陷 
 √ 

6.  台面倒棱、倒角应均匀一致  √ 

7.  

人造石 

无缺棱、掉角等破损现象 √  

8.  应光洁平滑，倒棱、倒角应均匀一致，不应有裂纹、划伤、

沙粒、疙瘩和麻点等缺陷 
 √ 

9.  表面的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清晰完整、无划痕  √ 

10.  

玻璃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无破损 √  

11.  表面应平整光滑，无划痕  √ 

12.  应进行防锈处理，应无锈迹、锈蚀现象 √  

13.  

台盆及

台面 

金属 

倒棱、倒角应均匀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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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基本 一般 

14.  表面应光洁，应无裂纹、皱褶、污渍、明显色差  √ 

15.  塑料 图案清晰，色泽均匀，无明显色斑、变色、褪色、掉色、

气孔、气泡、鼓泡缺陷 
 √ 

表面应平整光滑，图案清晰，无裂纹、划伤、污斑等缺陷  √ 16.  

倒棱、倒角应均匀一致  √ 

17.  

台盆及

台面 

其它材质 

应无破损 √  

18.  应无具有贯通裂缝的木材；不应使用有活虫尚在侵蚀的木

质材料，实木类材料应经杀虫处理 
√  

19.  外表应无腐朽材，内表轻微腐朽面积不应超过零件面积的

20% 
√  

20.  外表及存放物品部位不应有未修补的树脂囊  √ 

21.  表面不应有活动的死节 √  

22.  外表应无明显色差、压痕、鼓泡、龟裂、分层  √ 

23.  封边、包边不应出现脱胶、鼓泡或开裂现象 √  

24.  各种配件安装应严密、平整、端正、牢固，结合处应无开

裂或松动 
√  

25.  柜体内、外部(包括搁板)表面、人造板部件的非交接面均

应进行饰面或涂饰处理 
√  

26.  漆膜涂层应无褪色、掉色现象，不应有皱皮、发粘或漏漆

现象 
√  

27.  涂层应平整光滑、清晰，无皱皮、明显粒子、涨边现象 √  

28.  

木质部件 

涂层应无明显加工痕迹、划痕、雾光、白棱、白点、鼓泡、

油白、流挂、缩孔、刷毛、积粉和杂渣 
 √ 

29.  应进行防锈处理，无锈迹、锈蚀现象 √  

30.  表面应光滑, 无划痕、裂纹、变形，管材外露管口端面应

封闭 
√  

31.  焊接件焊接处应无脱焊、虚焊、焊穿、错位 √  

32.  电镀层表面应无剥落、返锈 √  

33.  电镀层应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

锌）和划痕 
 √ 

34.  金属合金件表面应无氧化膜脱落、锐棱 √  

35.  涂层件应无漏喷现象 √  

36.  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无明显流挂、疙瘩、皱皮、

起泡、飞漆等缺陷 

 √ 

37.  

金属支架及配件 

镀层无花斑、烧焦、起泡、针孔等缺陷  √ 
38.  玻璃表面应无气泡、划痕，倒棱、倒角应均匀一致  √ 
39.  玻璃表面的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清晰完整、图案无划痕  √ 
40.  

玻璃门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无裂纹和缺角 √  

41.  镜子 成像清晰，不得有蚀边、麻点、气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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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基本 一般 

42.  雕刻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完整、无缺损，装饰图案粘贴

应牢固 
 √ 

43.  光滑处不应有刀痕、划痕  √ 
44.  

雕刻图案与装饰线条 

装饰线条应符合设计要求，对接应紧密，接缝不应影响装

饰效果 
 √ 

注：某单项中有2个以上（含2个）检验内容，若有一个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一个不合格计数。若一般

项目缺陷明显到足以影响产品质量时则作为基本项目判定。 

5.3 配件要求（合同项目） 
5.3.1 台盆 

应符合QB 2658-2004或JC 981-2005规定。 

5.3.2 镜子 
应符合QB/T 1102-2006的规定。 

5.3.3 电器 
安全应符合GB 4706.1-2005的规定。 

5.3.4 玻璃配件 
应使用钢化玻璃。 

5.4 理化性能要求 
5.4.1 台盆柜台面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台盆柜台面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条件及要求 

基本 一般

1.  耐液性 10%碳酸钠溶液，24h；10%乙酸溶液，24h。应不低于3级 √  

2.  耐湿热 20min，85℃，应不低于2级 √  

3.  耐干热 20min，100℃，应不低于2级或者无裂纹或破损 √  

4.  抗冲击强度 
冲击高度750mm、钢球质量为（112±1）g，冲击点无裂纹或破

损 
√  

5.  耐香烟灼烧 应无脱落状黑斑、裂纹、鼓泡现象 √  

6.  耐污染 牙膏、口红、洗发水、沐浴液，试验后表面无污染或腐蚀痕迹 √  

5.4.2 其他外表部位理化性能 
其他外表部位理化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其他外表部位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条件及要求 

基本 一般

1.  耐液性 10%碳酸钠溶液，24h；10%乙酸溶液，24h；应不低于3级 √ 

2.  耐湿热 20min，70℃，应不低于3级 √ 

3.  耐干热 20min，85℃，应不低于3级 √ 

4.  附着力 涂层交叉切割法，应不低于3级 √ 

5.  

木 制 部

件 表 面

漆膜 

耐冷热温差 3周期，应无鼓泡、裂缝和明显失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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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项目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条件及要求 

基本 一般

6.  耐磨性 1000转，应不低于3级 √ 

7.  抗冲击 冲击高度50mm，应不低于3级 √ 

8.  

 

耐香烟灼烧 应无脱落状黑斑、裂纹、鼓泡现象  √ 

9.  耐液性 10%碳酸钠溶液，24h；10%乙酸溶液，24h。应不低于3级 √ 

10.  耐湿热 20min，70℃，应不低于2级 √ 

11.  耐干热 20min，85℃，应不低于2级 √ 

12.  耐冷热温差 3周期，应无鼓泡、裂缝和明显失光 √ 

13.  耐划痕 加载1.5N，表面无整圈连续划痕 √ 

图案 磨100r后应无露底现象 
14.  表面耐磨性 

素色 磨350r后应无露底现象 
√ 

15.  

软 硬 质

覆面 

耐香烟灼烧 应无脱落状黑斑、裂纹、鼓泡现象 √ 

16.  硬度 ≥H √ 

17.  冲击强度 应无剥落、裂纹、皱纹 √ 

18.  
100h内，观察在溶剂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气泡产

生 

19.  

耐腐蚀 
100h后，检查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锈迹、剥落、起皱、变

色和失光等现象 

√ 

20.  

金属表

面涂层 

附着力 不低于2级 √ 

21.  粗糙度 Ra≤1.25μm  √ 

22.  

金 属 电

镀层 
抗盐雾 

18h，1.5mm以下锈点≤20点/dm
2
，其中≥1.0mm锈点不超过5

点（距离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 

 

23.  
产品外表木质部件24h

吸水厚度膨胀率 
≤10% √ 

24.  
单板贴面及软硬质覆面

浸渍剥离 

按Ⅱ类浸渍剥离试验后，胶层或贴面、封边条与基材间无剥

离或分层现象 
√ 

5.5 产品耐水性（基本项目） 
经试验后不应出现明显涨边、起泡、锈迹、发霉现象。 

5.6 力学性能要求（基本项目） 
力学性能要求见表5。 

表 5  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要求 试验方法

1  台面垂直静载荷 加力1000N，加载10次 6.6.1 

2  台面垂直冲击 
质量（25土0.l）kg冲击器，

跌落高度140mm，冲击2次 
6.6.2 

3  

落地式

柜台面

强度 

沙袋加载 
（25±0.5）kg的沙袋，加载

10次 

1、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2、牢固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3、零、部件应无严重影响使

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4、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5、活动部件（包括门夹装置）

的开关应灵便。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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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要求 试验方法

4  搁板支承件强度 

均布加载1.5kg/dm
2
，冲击能

1.08N·m，钢块在靠近支承

件部位跌倒10次 

6.6.5 

5  底板强度 力750N,10次 

1、应无破损； 

2、零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6.6.5 

6  抽屉结构强度 加力60N，加载10次 6.6.5 

7  抽屉和滑道强度 加力350N，加载10次 6.6.5 

8  

抽屉和

滑道强

度 

抽屉猛关 
载荷5kg，线速度2.15m/s，

猛关10次 

1、抽屉整体结构应无断裂、

豁裂； 

2、抽屉应无永久性松动； 

3、滑道应无影响使用的磨损、

变形； 

4、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5、抽屉开关应灵便。 

6.6.5 

9  拉门强度 加载质量20kg，10次 6.6.5 

10  拉门猛开 加载质量1.5kg，10次 6.6.5 

11  

门强度 

移门和侧向启闭的

卷门猛关 
加载质量3kg，猛关10次 

1、门应无断裂、豁裂； 

2、零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3、五金件未出现松动； 

4、门开关应灵便； 

5、暗铰链应使用正常无严重

磨损、变形。 
6.6.5 

正常安装后台面离

地高度＜1000mm的

柜（架） 

在最易发生破坏的位置，垂

直向下施加1000N的力，保持

10min 

试验后，柜体及各零部件连接

无松动，连接部位应无变形、

裂纹、损坏。 

12  

悬挂式

柜（架）

极限强

度 
正常安装后台面离

地高度≥1000mm的

柜（架） 

按表6规定载荷，在最上层置

物层前沿任意处缓慢施加

100N的垂直向下载荷，保持

10min 

试验后，柜体及各零部件连接

无松动，搁板、支承件无损坏，

搁板无倾翻跌落，连接部位应

无变形、裂纹、损坏。 

6.6.4 

5.7 卫生安全要求（基本项目） 
5.7.1 木质产品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18584 的规定。 

5.7.2 产品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 中 A 级规定。 

5.7.3 正常使用中可能接触到的部件或配件不应有毛刺、尖锐的端头、锋利边缘和尖角。 

5.8 安装及使用要求（基本项目） 
5.8.1 产品各部件连接应牢固、紧密，结合处应平整、无崩茬和松动。 

5.8.2 各种配件、连接件安装不应少件、漏钉、透钉。 

5.8.3 启闭部件安装后应使用灵活。 

5.8.4 产品各部件之间安装后正常使用下应无渗、漏水。 

5.8.5 柜体安装后应水平，与地面的平行度不大于 0.7‰。 

5.8.6 柜体安装应竖直，各活动部件受外力冲击后不应出现自开现象。 

5.8.7 灯具、插座、开关等电器安装应牢固、接地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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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主要尺寸偏差、形状和位置公差测定 
6.1.1 主要尺寸偏差测定 

试件应放置在平板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小于 1mm 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尺寸偏差为产

品标识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差值。 

6.1.2 翘曲度测定 
应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mm的翘曲度测定器具。选择翘曲度最严重的板件，将器具放置在板件的对

角线上进行测量，以其中最大距离为翘曲度测定值。 

6.1.3 平整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03mm的平整度测定器具。选择不平整程度最严重的三个板件，测量其表面上

（0～150）mm长度内与基准直线间的距离，以其中最大距离为平整度测定值。 

6.1.4 邻边垂直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矩形板件或框架的两对角线、对边长度，其差值即为

邻边垂直度测定值。 

6.1.5 圆度 
用精确度不小于0.05mm的卡尺测量圆管弯曲段中部最大管径和最小管径，其差值即为圆度评定值。 

6.1.6 位差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mm的位差度测定器具。应选择测试的相邻表面间距离最大部位进行测定，在

该相邻表面中任选一表面为测量基准表面，将器具的基面安放在测量基面上，器具的测量面对另一相邻

表面进行测量（并沿着该相邻表面再测量一个或以上部位），当测定值同为正（或负）值时，以最大绝

对值为位差度测定值；当测定值为正负时，以最大的绝对值之和为位差度测定值，并以最大测定值为位

差度评定值。 

6.1.7 分缝测定 
采用塞尺测定。测定前应先将抽屉或门来回启闭三次，使抽屉或门处于关闭位置，然后测量分缝两

端内侧5mm处的分缝值，取其最大值作为分缝的评定值。 

6.2 外观要求检验 

应在自然光或光照度（300～600）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如40W日光灯）下检验，视距为（700～

1000）mm。存在争议时由三人共同检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评定值。 

6.3 配件要求检验 
按相应标准规定进行测定。 

6.4 理化性能试验 
6.4.1 台盆柜台面理化性能 
6.4.1.1 耐液性 

按GB/T 4893.1的规定进行测定。 

6.4.1.2 耐湿热 

按GB/T 4893.2的规定进行测定。 

6.4.1.3 耐干热 

按GB/T 4893.3的规定进行测定。 

6.4.1.4 抗冲击强度 

使用表面光滑，质量为（112±1）g（直径约30mm）的钢球，使其从750mm的高度自由下落在试样表

面，取三个试验点分别进行，冲击点应无裂纹或破损。 

6.4.1.5 耐香烟灼烧 

按GB/T 17657-1999中4.40的规定进行测定。 

6.4.1.6 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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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7657-1999中4.37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 其他外表部位理化性能 

6.4.2.1 木制部件表面漆膜理化性能测定 

按GB/T 4893.1～4、GB/T 4893.7～9和GB/T 17657-1999中4.40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2 软硬质覆面理化性能测定 

按GB/T 4893.1～3、GB/T 4893.7和GB/T 17657-1999中4.29、4.38、4.40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3 金属表面涂层理化性能测定 

6.4.2.3.1 硬度 

按GB/T 6739-2006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3.2 冲击强度 

按GB/T 1732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3.3 耐腐蚀 

按GB/T 13667.1-2003中7.3.3.7条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3.4 附着力 

按GB/T 4893.4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4 金属电镀层粗糙度 

按QB/T 3814-1999中3.2条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5 金属电镀层抗盐雾 

按QB/T 3826-1999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6 产品外表木制部件 24h 吸水厚度膨胀率 

按GB/T 17657-1999中4.6的规定进行测定。 

6.4.2.7 单板贴面及软硬质覆面浸渍剥离 

按GB/T 17657-1999中4.17的Ⅱ类浸渍剥离试验规定进行测定。 

6.5 耐水性 
如图 2 所示，用（50～80）孔的喷淋头，孔径为（1.0～1.5）mm，流量为（10～12）L/min 的装置

从产品正上方向下对产品外表面淋洒 10min（所有可启闭装置均处于关闭状态），水温不超过 30℃，喷

淋头距离地面高度为（1500～1800）mm，喷淋头喷出的水应能整个覆盖试样。试验后将试样（不需要擦

干）放置在实验室内阴暗处，环境温度（20 土 5）℃，湿度（65 土 5）%，24h 后查看其表面变化。 

支架

喷淋头

地面具备排水
功能

 
图２ 耐水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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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6.6.1 落地式柜台面垂直静载荷 

在台面上易于发生破坏的位置，通过具有坚硬、光滑表面和边沿倒圆的100mm×100mm刚性加载垫，

垂直向下施加1000N的力，每次至少保持10s，加载10次，检查产品是否有破裂等情况。 

6.6.2 落地式柜台面垂直冲击 

在台面上易于发生破坏的位置，按GB/T 10357.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6.3 落地式柜沙袋加载试验。 

把试样放置在水平测试台上，用挡块挡住试样防止试样在试验过程中滑动，通过直径（350±5）mm，

重（25±0.5）kg的沙袋，使沙袋自由跌落，向台盆内循环加载10次，加载高度为沙袋最低点离台盆上

边缘25mm，见图3。 

 
图 3  沙袋加载试验 

6.6.4 悬挂式柜（架）极限强度 
将产品正常或等同效果安装固定。 

正常安装后台面离地高度＜1000mm的柜（架）：在柜台面上最易发生破坏的位置，通过具有坚硬、

光滑表面和边沿倒圆的100mm×100mm刚性加载垫，垂直向下施加1000N的力，保持10min。 

正常安装后台面离地高度≥1000mm的柜（架）：在柜（架）上加载表6规定的载荷，并开启柜门，

在最上层置物层前沿任意处缓慢施加100N的垂直向下载荷，保持10min。 

表 6  正常安装后台面离地高低≥1000mm 的柜（架）加载载荷 

加载位置 
加载载荷 

kg/m
2

序号 

1 底板 200 

2 第一块搁板 150 

3 第二块搁板 100 

4 第三块及以后搁板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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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其它力学性能试验 
按GB/T 10357.5的规定进行测定。 

6.7 卫生安全要求试验 
6.7.1 木质产品有害物质限量试验按 GB 18584 的规定进行测定。 

6.7.2 产品放射性试验按 GB 6566 的规定进行测定。 

6.7.3 部件或配件安全按 6.2 条进行检验。 
6.8 安装及使用要求试验 
6.8.1 平行度测定 

用每米精确度不小于±0.6mm的钢卷尺或钢直尺测量柜体每组对边中点的离地高度，其差值与边长

的比值即为平行度。 

6.8.2 渗、漏水测定 
将水注满台盆，30 分钟后查看有无渗漏,然后放完水后查看柜体内部无渗漏。 

6.8.3 其它项目试验 
按6.2条规定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安装验收检验。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检验；出厂

检验是产品出厂或交货时必须进行的规定项目检验；安装验收检验是产品在用户使用地安装完毕后进行

的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中的5.1、5.2、5.7.3、5.8.1～5.8.3条。  

7.2.2 出厂检验抽样和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28.1-2003 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受限

（AQL）为 6.5，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 7 进行。 

                            表 7  抽样及判定的规则                     单位为件（套） 

批数量 样品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7.2.3 出厂检验结果的评定 
7.2.3.1 单件产品和成套产品出厂结果评定 

基本项目应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5项，则该产品为出厂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 

7.2.3.2 批产品的评定 

按表7规定抽取样品量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应评定该批产品为合格批；不合

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应评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7.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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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本标准中第 5 章规定的（除 5.3 和 5.8.4～5.8.7 外）与产

品有关的项目全部进行检验。 

7.3.2 型式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3 型式检验抽样规则 
在一个检验周期内，从近期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2件样品，1件送检，1件封存。 

7.3.4 型式检验检验结果评定 
7.3.4.1 单件产品检验结果评定 

基本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5项，则评定该型号的产品为合格品。（合同项目，

按合同要求进行判定）。否则为不合格品。 

7.3.4.2  成套产品检验结果评定 

成套产品中的每一件产品应按7.3.4.1条评定，当每一件产品均为合格时，评定该套产品为合格品，

否则为不合格品。 

7.3.5.4  复验规则 
产品经型式检验为不合格的，可对封存的备用样品进行复验。对不合格项目及因试件损坏未检项目

进行检验，按7.3.4.1条的规定进行评定，并在检验结果中注明“复验”。 

7.4 安装验收检验 
7.4.1 检验项目 

安装检验项目为本标准中的5.1、5.2、5.7.3、5.8。 

7.4.2 检验结果评定 
按7.2.3条规定进行评定。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 执行标准编号； 

c） 检验合格证明、生产日期； 

d）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8.2 使用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写应按GB 5296.6的规定，内容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和等级； 

b） 产品主要原、辅材料名称、使用部位； 

c） 有害物质限量的控制指标； 

d） 产品安装和调整技术要求、注意事项； 

e） 产品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f） 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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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包装 
需要时，产品应有适宜的包装，防止产品损坏或污染，包装材料宜使用可降解材料或可回收材料。 

8.4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加衬垫物或包装的保护，防止产品损伤或日晒雨淋。 

8.5 贮存 
产品在贮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日晒或受潮，堆迭放时应加衬垫物，以防挤压损坏变

形。避免与腐蚀性物质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