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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58-2002

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部分修改采用IEC 60335-2-66:1993K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2部分:水床加热器的特

殊要求》，包括其修正件IEC 60335-2-66-Amd 1:2000。本部分与GB 4706.1-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中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GB 4706.1-1998中的相应条款适用于本部分;本部分中写明

“代替”或“修改”的部分，以本部分为准;本部分中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在GB 4706.1-1998中的相

应条款中增加本部分的条款。
    由于中国法律要求和工业的特殊需要，本部分在采用IEC 60335-2-66:1993时进行了修改。这些技

术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

    本部分与IEC 60335-2-66:1993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6. 1

IEC 60335-2-66: 1993中的原文为

"6. 1增加:，类器具的额定电压不得

超过24 V"。中国不允许。类、。1类

和 工类器具.

以适合中国国情。

侧除IEC 60335-2-66:1993原文中的

22. 102,其原文为"22.102带有接地

金属网的I类器具应在金屁网和易

触及表面间使用附加绝缘气

该条所述的I类器具中国不适用。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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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人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晋雄、刘泽华、徐蓓蓓、楼润瑜、鹿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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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 58---2002

IEC前言

    1. IEC(国际电E委员会)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在电气和电子领域有关标准化问题上的国际间的合作。为此，IEC开展国际标准化活动，

并出版国际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委托各技术委员会完成，任何对该项工作感兴趣的IEC国家委员会

均可参与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国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 IEC与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依据双方协议密切合作

    2由所有对该问题有特殊兴趣的国家委员会都参加的技术委员会所制定的IEC有关技术问题的

正式决议或协议，尽可能地代表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正式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等形式出版，推荐国际采用，并就此意义被各国家

委员会接受

    4.为了在国际上取得一致，IEC国家委员会致力于在其国家及地区标准中尽可能在最大范围内使

用IEC国际标准。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差异应在后者中明确指出。

    5. IEC并未制定认可标志的程序。如某设备宣称其符合IEC的某一项标准时，IEC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本标准由IEC第61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定

    本标准以下述文件为依据:

DI5 表决报告

61(C0)760 61(CO)772

    有关本标准通过时的全部材料可在以上表决报告中找到

    本标准依据1991年制定的IEC 60335-1标准的第三版制定，应与最新版的IEC 60335-1及其增补

件配合使用。

    本标准增补或修改了IEC 60335-1中的相应条款，从而将其转化为IEC标准:水床电热器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中未涉及的IEC 60335-1条款在合理情况下适用。本标准中如标有“增加”、“修改”或“代

替”，则应对IEC 60335-1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注1本标准中使用下列印刷字体:

        一 要求:罗马字体

          一试验方法:斜体;

            注“:小号罗马字体

    黑体字在第二章中定义。

    注2:对IEC 60335-1增加的条款和图表从101开始编号

    一些国家存在下述差异:

    一 2.2.9:正常工作的条件不同(美国)。

    — 第3章:限制在器具中性线上使用直流元件(澳大利亚)。

    一一6.1:不允许I类器具(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挪威和南斯拉夫)。

    一一7.12.1:需说明床垫的表面形状(美国)。

    一 11.8温升不得超过65 K(美国)。

    一一 工」.101:不进行试验(美国)。

    一一21.101:进行不同的试验测试机械强度(美国)。

    一 24.101:允许使用自复位热断路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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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58-2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水床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1 范围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额定电压不超过250 V、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水床加热器及其相关控制部件的安全。

    不打算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以构成危险源的器具，例如打算在宾馆中使用的器具，在本部分

的范围之内。

    就实际而言，本部分涉及住宅内和住宅周围所有人员遇到的由器具产生的共同危险。

    本部分一般未考虑下列情况:

    —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

    — 幼儿拿器具玩耍。

    注1:注意以下情况

    一一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一些附加要求书

        对于打算用在热带国家的器具 可能需要一些特殊要求;

    --一 在许多国家，附加要求由国家卫生部门、负责劳动保护的部门、国家供水部门和类似的部门规定

    注2本部分不适用于

        医用器具(QEC 60601);

    -一 浸水使用的器具.

2 定义

      GB

2.2.9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正常工作 normal operation

    根据使用说明的要求将加热器及其控制器件安装在水床垫下，使器具工作。
    器具安放在适当尺寸的木质底架上。底架顶面为厚约13 mm的复合板，并由厚约20 mm的松木板

支撑，高于地面150 mm。木板拼装成矩形框架，并由一纵两横的木板分割成面积大致相等的六部分。

    用一张厚约25 mm的聚醚泡沫海绵完全覆盖木质底架。聚醚材料的规格为:

    — 孔数目:每厘米18十若个;

    -一 质量密度:30 kg/m'+ooYo.
    — 硬度:根据GB/T 10807-1989，压痕40%的力为120 N-170 Na

    注1:如果说明书中声明加热器不适于安装在软性支撑物上使用，则不用这张康醚材料.

    注2:如果安装说明书中另有说明，则应在聚醚层上再硕盖其他的材料

    加热器和所有控制装置一起放置在聚醚材料上。将一片10 cm X 20 cm的水床垫底层材料，对折为

5 cm X 20 cm后，放置在加热器上表面最长边的约中间处，折痕与其最短边平行。
    床垫放置在加热器上，充满水，并用厚约36 mm的与上述类似的聚醚材料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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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58-2002

2.2-101

    水床加热器 water-bed heater

    包含一个安装在封闭外壳内的加热元件，并将在床垫下使用的器具。

    注1:水床加热器可能安装在床垫的外罩内。

    注2:该器具可能配备一个需要在安装时定位其感应元件的温控器。

3 总体要求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4 试验的一般条件

    GB 4706. 1-1998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4.3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第11章试验后进行21.101的试验。

空章

分类

    GB 4706. 1-1998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适用:

6.1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在电击防护方面，器具应属于1类或皿类。

    I类器具的额定电压不得超过24 V,

    通过视检和有关的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6.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器具中非I类结构的部件，如打算放置在水床垫下面使用，则其防护等级至少应为IPX7 e

7 标志和说明

    GB 4706.1-1998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适用:

了-1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器具应标注以下内容:

    — 仔细阅读说明;

    — 在给床垫充水之前，应检查并确保加热器、床垫及任何外罩放置平整且没有折皱;

    — 加热器下面的支撑物应平整、连续且无锋利边缘;

    — 仅用于加热水床;

    — 适用时.标注“此面向上”。

    可拆卸的控制部件应标明:

    —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单位:V);

    — 电源性质的符号，标有额定频率的除外;

    — 制造厂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记;

    — 器具型号、规格。

    水床加热器及其可拆卸的控制部件的标识应保证这些部件可以作为整体进行识别。

7.12.1 该条增加下休内容.

说明书中应包含下列内容:

一 加热器及其控制装置的详细安装方法。尤其应详细说明控制部件的所有温度感应元件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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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58-2002

    定位和安装方法，以确保该元件不易脱离既定位置;

— 水床垫的最小尺寸及其容水的最小深度;

适用时，应说明加热器仅可与专为其设计的可拆卸控制部件共同使用;

器具不打算在医院使用;

— 器具仅用于加热水床;

— 不得将针或钉等锋利物体插人器具内;

  -一 带减小容性泄漏电流和静电场的金属网的0类器具的插头在插座中的定位方向。应给出检查

    定位的方法;

注:本条对带极性的插头不适用

— 如果加热器安装在软性支撑物上，应详细说明需要用的附加支撑材料;如果加热器不适于此种

    应用，应做出声明;

一 一床上用品不与加热器接触。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9 电动器其的启动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10 翰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1 发热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11.2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器具按照正常工作状态安装。

11.3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水床加热器表面的温升以及床垫的表面温度用连接在氧化铜板上的细丝热电偶测量，铜板尺寸为
65 mmX65 mmX0.5 mm.

11.4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温控器的感应元件在安装后，如果其位置相对于加热器并不固定，则将温控器短路。

    注:如果感应元件放置在加热器外壳之外且无固定措施，则认为它是未固定的。

11.7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器具工作至稳定状态建立。

11.8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水床加热器表面的温升不得超过35 K，但折叠材料下的表面温升限值为60 K,

11101 器具的工作应保证不会对用户造成中署的危险。

    通过以下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器具根据11.1一11.7的规定工作，但不短路温控器。控制装置调至最低档。

    水床垫的上表面温度不应超过370C,

12 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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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13.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带有与带电部件相连的金属网的u类器具的泄漏电流，当选择开关在其中一个位置时，不得超过

0. 25 mA，在另一位置时，不得超过。.75 mA o

14 空章

15 耐潮湿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8 耐久性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19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19.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不带折叠水床垫材料进行试验。

    排空水床垫中的水。

19.4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注:如果在第11章中已进行了短路温控器的试验，则不进行本试验。

19.13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水床加热器表面的温升不得超过100 K,

    试验不应影响器具对水的有害侵人的防护等级。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1 机械强度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1.101 如果器具的加热器安装在软性支撑物上，则该器具应能承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受到的机械应力。

    通过下列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器具按照第n章的规定工作，但不带覆盖物。

    用图101所示的木块在最不利位置对水床垫施加950 N士40 N向下的力，以每分钟大约30次的频

率，施加25 000次。

    试验中，输人功率对试验开始时功率值的偏离不应超过+5%和一l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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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706-58-2002

    试验后，加热器的损坏不应影响器具对本标准的符合性。

22 结构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2-101 具有与带电部件相连的金属网的II类器具应带有标明插头已插人输出插座的方法和泄漏电流

已降至最小的方法。

    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注1:本要求不适用于带有极性的插头的器具

      注2:指示方法可能要求手动操作。例如，某个表面被触及时，发光二极管会发光。

23 内部布线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3.5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天然橡胶不应用作内部布线的绝缘。

24 元件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4.101 热断路器应为非自复位型。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5.5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可以使用Z型连接。

25.了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任何质量的器具均可以使用轻型聚抓乙烯护套软线。

25.15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不在距软线固定装置2 cm处，而是在尽量靠近固定装置的地方做标记。

    不按照GB 4706.1-1998中表10规定的拉力和扭矩值，而是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试验:

    — 互连软线的固定装置:

          ·拉力:100 N

          .扭矩:0. 1 Nm

    — 电源软线的固定装置:

          ·拉力:60 N

          ，扭矩:0. 1 Nm

25.23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互连软线的绝缘应至少等效于普通聚氛乙烯护套软线(QEC 60227的53号线)的绝缘。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7 接地措施

    GB 4706.1- -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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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9 爬电E离、电气间隙和穿通绝缘18?离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29-2.1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加热器安装完毕后，不应触及薄片状绝缘。

29-2.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注:绝缘的不可触及性在器具安装后评价。

30 耐热、耐烟和耐漏电起痕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列内容外，均适用。

30.1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加热器的外壳不进行试验。

30-2.2 不适用。

31 防锈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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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4706-58-2002

单位为毫米(mm)

330

负.抽加点

380

3习0

圈 101 21.101所用的木块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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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58-2002

附 录

GB 4706.1-1998的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引用的规范性标准

本附录增加下述内容:

    GB/T 10807-1989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压陷硬度试验方法(idtISO 243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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