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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 470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由若干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

殊要求。 

本部分是GB 4706的第XX部分。 

本部分应与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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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海尔集团、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宁波方太

厨具有限公司、杭州奥普博朗尼厨卫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康宝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欧琳厨房电器有

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霍杜芳、马德军、张亚晨、陆伟、张奎、李军、杨云霞、李瑞山、蔡星明、

徐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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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整体厨房器具的特殊要求 

 

1 范围 

GB 4706.1－2005中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整体厨房器具的安全。 
本部分适用于在厨房中安装使用的，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480V

的整体厨房器具的特殊要求。 
不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能引起危险的器具，例如打算在商店、轻工业和农场中由非专业人

员使用的器具也属于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考虑了整体厨房器具各单一器具在组合后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 
本部分所涉及的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可能会遇到的。 
然而，一般说来本部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本部分不适用于： 
——由便携式器具、手持式器具组成的器具； 
——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2005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增加： 

3.101 

整体厨房器具  integrated kitchen appliance 
打算在厨房中使用，由橱柜以及安装在橱柜内、橱柜表面或与橱柜关联的一台以上单一器具构成的

器具组合。 

4 一般要求 

GB 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中的单一器具应符合该器具对应的安全标准要求。 
除上述要求外，整体厨房器具还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5 试验的一般条件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1  增加： 

按照本部分进行的试验不应代替单一器具按照其对应的安全标准进行的试验。 
单一器具被组合到整体厨房器具中后，并未因此改变单一器具对应安全标准规定的工作环境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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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时，本部分相应的试验不必重复在该单一器具上进行。 

6 分类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7 标志和说明 

GB 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7.12.1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的制造商应在使用说明中明确器具的组合方式，器具的组合需按照制造商推荐的组合

方式进行。 
带有水管路或涉水功能的整体厨房器具，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可能发生漏水的部位应远离带电部件或与其有效隔离。 
带有燃气管路或涉及可燃气功能的整体厨房器具，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对可能发生泄漏的可燃气，应留出排放通道，该通道应避开可能存在电气火花的柜体。 
——燃气灶头的安放位置应避免引发回火现象。 
对高温蒸汽排放或冷却风以及工作通风有要求的整体厨房器具，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为高温蒸汽留出排放通道，且排放口应避免使高温蒸汽与人直接接触。 
——为冷却风及工作通风留出通道，且风口处避免意外堵塞。 
对其内部电磁波相互干扰有防护要求的整体厨房器具，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台以上的单一器具之间应采取足够的屏蔽措施。 
对其内部可能存在相互热影响的整体厨房器具，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台以上的单一器具之间应采取足够的隔热措施或留出足够的间隔距离。 
——应避免热量聚集。 
整体厨房器具的使用说明还应包括电源连接方式和用电负荷的内容： 
——不应使用多联插座为整体厨房器具中的单一器具提供电源。 
——总额定输入功率和总额定电流。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中的任何单一器具被移离原安装位置后所暴露的空间里，不应有可能导致触电危险的

带电部件。 

9 电动器具的启动 

GB 4706.1－2005 的该章不适用。 

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的该章由下述内容代替： 

该要求正在考虑中。 

11 发热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1.1  增加： 

在正常使用中，整体厨房器具中的任何单一器具相互之间的热影响不应引起器具及周围环境的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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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 

11.2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按使用说明安装就位。 

对整体厨房器具中的单一器具逐一进行试验。 

可同时工作的，对被测单一器具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单一器具应同时工作，除非某单一器具的工作

会产生冷却流体，从而对被测单一器具有冷却作用。 

11.6  代替： 

整体厨房器具中的单一器具按照对应的安全标准规定施加试验电压。 

12 空章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14 瞬态过电压 

GB 4706.1－2005 的该章不适用。 

15 耐潮湿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安装位置上或安装环境中，存在可能发生导电液体泄漏的情况时，则整体厨房器具中

的单一器具应具有相应的防水等级，并符合本部分对相应防水等级的要求。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2005 的该章不适用。 

18 耐久性 

GB 4706.1－2005 的该章不适用。 

19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9.1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的结构，应能避免或消除任何单一器具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因非正常工作或

误操作而导致的火灾危险、有损安全或电击防护的机械性损坏。 
整体厨房器具按使用说明安装就位。 

对整体厨房器具中的单一器具逐一进行试验。 

可同时工作的，对被测单一器具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单一器具应同时工作，除非某单一器具的工作

会产生冷却流体，从而对被测单一器具有冷却作用。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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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厨房器具应用可靠的方式固定在建筑物的基体上。 

21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22 结构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2.47  增加： 
与水源连接的连接件应采用螺纹方式。如采用快速接头，则进行下述试验。 
以 2 倍 大进水压力或 1.2MPa 取其中较大值的水压试验，持续 5min，再进行 50 000 次无水脱扣

试验，试验后快速接头装置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得脱落或渗漏。 
增加： 

22.101  带有水管路或涉水功能的整体厨房器具，水管接头或可能发生漏水、溅水、凝露的部位，应远

离带电部件设置，或在它们之间设置防水隔离。 
    通过视检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2  带有燃气管路或涉及可燃气功能的整体厨房器具，在可能出现燃气泄漏时，应有良好的通风。 

通过视检和本部分的其他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3  对高温蒸汽排放有要求的整体厨房器具，应为高温蒸汽留出排放通道，且排放口应避免使高温

蒸汽与人直接接触。 
    通过视检和本部分的其他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4  对冷却风或工作通风有要求的整体厨房器具，应留出风道，且风口的位置和形状的设计应使得

风口不会被意外堵塞。 
    通过视检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5  对其内部电磁波相互干扰有防护要求的整体厨房器具，应在任何单一器具之间采取足够的屏蔽

措施。 
    通过相关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注：试验方法正在考虑中。 

22.106  对其内部可能存在相互热影响的整体厨房器具，应在任何单一器具之间采取足够的隔热措施或

留出足够的间隔距离。 
    通过视检和本部分的其他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7  整体厨房器具内部结构的设计，应避免在工作时产生热量聚集。 
    通过视检和本部分的其他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23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23.101  整体厨房器具的内部布线应远离高温区域，除非内部布线满足相应耐温要求。 

24 元件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24.101  如整体厨房器具在工作时可能有潜在爆炸危险，应采用相应的防爆元器件。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4706.XX-20XX 
 

5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25.101  整体厨房器具的电源线应远离高温区域，除非电源线满足相应耐温要求。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27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中的 0I 类与 I 类单一器具的易触及金属部件应与外部接地系统单独连接。 

28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29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30 耐热和耐燃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柜体所使用的材料，其耐热和耐燃性能应符合对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 

31 防锈 

GB 4706.1－2005 的该章适用。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 4706.1－2005 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整体厨房器具所使用的材料，在工作中所释放的有害物质不应超过对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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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B 4706.1－2005 的附录均适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