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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470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由若干部分组成:第1部分: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殊

要求。
本部分为GB4706的第7部分。本部分应与GB47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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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4706.7—200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

殊要求》。
本部分与 GB4706.7—2004的主要差异为: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作了如下修改:

删除引用文件“ISO3864,安全色和安全符号”。
———第3章术语和定义作了如下修改:

• 针对3.1.9“正常工作”中功率Pi作了修订;

• 在3.1.9“正常工作”中,增加了对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具的要求;

• 增加3.105“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具”的定义;

• 增加3.106“充电座”的定义。
———针对6.1器具电击防护的分类作了修订补充。
———针对11.5发热器具运行的条件对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具作了补充。
———针对19.9非正常工作对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具作了补充。
———第22章结构作了如下修改:

• 删除22.40对于吸水式清洁器具应装有全极断开开关的要求;

• 增加22.101对于动力清洁头带有吸水功能的要求。
———增加附录B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具的要求。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335-2-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2-2部分:真空吸尘

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殊要求》。
与本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国际标准有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9258.2—2008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分析 第2部分:粗磨粒P12~P220粒度组成

的测定(ISO6344-2:1998,IDT)
———GB/T20291—2006 家用真空吸尘器性能测试方法(IEC60312:2004,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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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美的集团股份公司、科沃斯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成套家电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富佳实业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鲁建国、朱焰、欧军辉、瞿卫新、熊开胜、李祥宏、董利、陈子良、孙鹏。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4706.7—1986、GB4706.7—1999、GB4706.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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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起草本部分时已假定,由取得适当资格并富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本部分的各项条款。
本部分所认可的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注意到制造商使用说明的条件下按正常使用时,对器具

的电气、机械、热、火灾以及辐射等危险防护的一个国际可接受水平,它也包括了使用中预计可能出现的

非正常情况,并且考虑电磁干扰对于器具的安全运行的影响方式。
在制定本部分时已经尽可能地考虑了IEC60364中规定的要求,以使得器具在连接到电网时与电

气布线规则的要求协调一致。
如果一台器具的多项功能涉及到GB4706中不同的特殊要求,则只要是在合理的情况下,相关部

分的特殊要求标准要分别应用于每一功能。如果适用,应考虑到一种功能对其他功能的影响。
当其他部分不包含对第1部分涉及危险的附加要求时,第1部分适用。
注1:在本部分中,当提到“其他部分”时,它指的是GB4706的相关特殊要求。

本部分是一个涉及器具的安全的产品族标准,并在涉及相同主题的同一水平和类别的标准中处于

优先地位。
注2:涉及危险的同一水平和类别的标准不适用,因为在测定GB4706系列标准的通用要求和特殊要求时已经将其

考虑在范围之内。例如,对于许多器具表面的温度要求,除第1部分和其他部分外,通用标准(如针对热表面

的ISO13732-1)不适用。

一个符合本部分文本的器具,当进行检查和试验时,发现具有的其他特性会损害本部分要求所涉及

的安全水平时,则将未必判其符合本部分中的各项安全准则。
产品使用了本部分要求中规定以外的材料或各种结构形式时,则该产品可以按照本部分中这些要

求的意图进行检查和试验。如果查明其基本等效,则可以判定其符合本部分要求。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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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真空
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殊要求

1 范围

GB4706.1—2005中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GB4706的本部分规定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动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安全,包
括用于动物清洁的真空吸尘器,其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同时也适用于中央吸尘器和带有充

电电池的自动清洁器具。
本部分也适用于动力清洁头和带有载流管的特殊真空吸尘器。
不作为一般家庭使用,但是可能对公众产生危险的器具,例如在商店或其他经营场所,被非专业人

员作为一般家务用途使用的器具也适用。
注101:类似器具是在旅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及办公室内用于一般家务用途使用的器具。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部分所涉及的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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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本部分不涉及:
———人员(包括幼儿):

体力、感知和智力缺乏;或
经验和常识缺乏;
避免此类人员在没有监护或指导下使用器具可能产生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102: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全国性的卫生保健部门、劳动保护部门、供水管理部门以及类似的部门对器具规定的附加要求。

注103:本部分不适用于:
———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
———打算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如灰尘、蒸气或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使用的器具;
———用于商业目的的湿式和干式真空清洁器,包括动力刷(GB4706.9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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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下述引用文件: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IEC60417DB:2007,IDT)

IEC60312 家用真空吸尘器性能测试方法(Vacuumcleanersforhouseholduse—Methodsof
measuringtheperformance)

ISO6344-2 涂附磨具用磨料 粒度分析 第2部分:粗磨粒P12~P220粒度组成的测定(Coated
abrasives—Grainsizeanalysis—Part2:DeterminationofgrainsizedistributionofmacrogritsP12to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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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3.1.4 增加:
注101:对于带有调压设置的器具,与运行相应的额定功率输入不使用调压设置。

3.1.9 代替:
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
在下列条件下运行:
器具在额定电压下连续运行20s后,调节空气进口至给定的输入功率Pm。
如果需要,3min后最后一次调节空气入口。
Pm 由下式计算:

Pm=0.5(Pf+Pi)

  式中:
Pf———在吸口敞开状态下工作3min后所测得的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Pi———测试Pf后,封闭进气口使器具工作20s时测得的输入功率。进气总管关闭后,任何用来提

供气流以冷却电动机的阀门和类似装置失效,借助工具才能调整的装置除外。单位瓦特

(W)。
Pf和Pi在下述情况测得:电源电压调整到额定电压,若额定电压范围的上下偏差不超过其额定电

压范围平均值的10%,以额定电压范围的平均值供电;若额定电压范围的上下偏差超过其额定电压范

围平均值的10%,则试验电压调到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
器具测试时装有干净的滤尘器和集尘袋,如果还带有收集液体的容器,则容器应空载。如果器具只

带一根软管使用,则拆下可卸的吸嘴和接管,并将软管自然伸直展开。如果器具带有备用的软管,则工

作时不使用该软管。
旋转刷或类似装置处于工作状态,但不与任何表面接触。通过软管或接管连接的电动清洁头处于

不与任何表面接触的工作状态。
器具为其附件提供电源的输出口施加的阻性负载应与标称值一致。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在框架尺寸1.5m×1.5m 范围内的威尔顿地毯上运行,地毯应符合

IEC60312规定的要求;器具吸口敞开,并使用干净的集尘袋或过滤器。

3.101
吸水式清洁器 water-suctioncleaningappliance
用于吸入可能含有洗涤剂和尘埃水溶液的器具。

3.102
调压装置 boostersetting
在工作位置时,能够控制产生一个暂时较高输入功率,其不工作时,输入功率可以自动降低到规定

值的装置。

3.103
中央吸尘器 centrally-sitedvacuumcleaner
吸尘管道系统安装在建筑中的真空吸尘器。
注:使用时,吸嘴和连接管直接连接任一输送系统吸尘入口。

3.104
动力清洁头 motorizedcleaninghead
一个由器具供电的带有电机的附件,其一端与手持的软管或接管相连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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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 automaticbattery-poweredcleaner
不需用人操作按照预先设定区域,或依靠器具自身控制在某一区域运行的真空吸尘器。
清洁器包括运动体,以及必要的充电座。

3.106
充电座 dockingstation
可提供以下功能的单元:
———手动或自动电池充电;
———尘埃去除;
———数字处理,以及

———为移动部分提供动力。
注:充电座也被称为基座。

4 一般要求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5 试验的一般条件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2 增加:

21.101~21.105的每项试验都使用新的软管。

5.101 在安全特低电压工作的载流管不进行21.101~21.105的试验。

6 分类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6.1 修改: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应为Ⅰ类、Ⅱ类或Ⅲ类。
用于动物清洁的真空吸尘器应为Ⅱ类或Ⅲ类。
额定电压不超过150V真空吸尘器可以是0类。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固定装置如果额定电压不超过150V可以是0类。

6.2 增加:
动物清洁用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防水等级至少为IPX4。

7 标志和说明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7.1 增加:
器具应标明其额定输入功率和电源输出口的最大输出负载(如果提供)的总和,用瓦特(W)表示。

7.6 增加:

3

GB4706.7—2014/IEC60335-2-2:2009



  [GB/T5465.2—2008中符号5935]清洁用电动吸水清洁头

7.12 增加:
如果吸尘器带有载流管(在安全特低电压下工作的载流管除外),其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述内容:
———注意:载流管包含电气连接;
———不能用来吸水(只适用真空吸尘器);
———不能浸在水中清洗;
———定期检查软管,如果损坏禁止使用;
———带有旋转刷或类似装置的真空吸尘器,包括吸水式清洁器具的使用说明应声明:清洁或维护保

养器具前,应从插座中拔出插头。
如果使用GB/T5465.2—2008中符号5935,应解释其含义。

7.14 增加:

GB/T5465.2—2008中符号5935的高度至少为15mm。
通过测量确定其是否合格。

7.101 动力清洁头应标注: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以伏特(V)为单位;
———额定输入功率,以瓦特(W)为单位;
———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型号或系列号。
除工作 电 压 不 高 于 24 V 的 Ⅲ 类 结 构 以 外,吸 水 式 清 洁 器 的 动 力 清 洁 头,应 使 用 符 合

GB/T5465.2—2008中符号5935要求的标志标注。
注:该标志为信息标志,除颜色外,应符合ISO3864-1的要求。

通过视检确定其是否合格。

7.102 器具用于附件电源的输出插座应标明其最大负载,以瓦特(W)为单位。
注:此标志应在器具输出插座附近。

通过视检确定其是否合格。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8.1.1 增加:
如果说明书中声明,在更换灯泡或传动皮带时需借助工具才可拆卸的部件,如果符合下列条件,这

些部件不认为是可拆卸部件:
———器具切断电源连接的说明,在打开盖子前或取下盖子后应清晰可见,并且

———盖子取下后,可触及带电部件至少有基本绝缘保护。

9 电动器具的启动

GB4706.1—2005中该章内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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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0.1 增加:
动力清洁头的输入功率应单独测量。
注101:测量额定输入功率时器具输出不加负载。

这些测试中调压装置不工作。

11 发热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1.3 增加:
注101:测量输入功率时确保器具正确安装,输入功率Pi关闭空气进口测量。

11.5 增加:
调压装置通过结构设置保障正常动作。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充电座在0.94或1.06倍额定电压下运行,取最不利条件。
如果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充电座包含吸入模式,3.1.9的试验条件适用。

11.7 增加:
器具运行至稳定状态建立。
带有自动卷线器的器具,拉出占总长1/3的软线工作30min,然后将软线全部拉出。

12 空章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3.1 增加:
注101:调压装置不工作。

14 瞬态过电压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15 耐潮湿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5.2 代替:
带有液体容器的器具,在结构上应使由于过满而溢出的液体及器具不稳定和手持式器具的翻倒所

造成的液体溢出,都不会影响其电气绝缘。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将器具放在一个与水平呈10°倾角的支承面上处于正常使用时最不利位置,其液体容器装有制造

厂使用说明书中规定液位高度一半的溶液,如果在其顶部以最不利水平方向施加一个180N的力时,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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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就会翻倒,则认为器具是不稳定的。
对于X型连接的器具,除装有特殊制备软线以外,应配装表13规定的最小截面积的软线。
带有器具输入插座的器具,试验时将连接器装上或不装,取最不利条件。
用约含1%NaCl的水溶液注满器具的液体容器,将等于容器容积15%或0.25L(两者中取较大者)

的水溶液在大约1min的周期内均匀注入容器。
手持式器具和不稳定器具的容器完全注满溶液后,将盖子或罩放好,使其从正常使用的最不利位置

翻倒,除非其能够自动返回正常使用位置,器具在翻倒位置保持5min。
器具吸嘴和吸水式器具的电动清洁头放在一个水槽中,水槽底面与器具支撑面持平,水槽中注入高

于底部5mm的洗涤剂溶液,该液位在试验全过程中保持不变。
洗涤剂溶液由每8L水中放入20gNaCl和1mL质量分数为28%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溶液组成。
器具工作至其容器被液体完全注满后,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一步运行5min。
注101:用于吸水式清洗器具溢水试验的溶液应存储在低温环境中,而且应在配制好7d内使用。

注102:十二烷基硫酸钠的化学分子式是C12H25NaSO4。

上述每项试验后,器具应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通过视检应表明没有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低于29章规定值的水迹。

15.101 吸水式清洁器的动力清洁头应能够防止进入的溶液与带电部件接触。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动力清洁头应经受GB/T2423.55规定的冲击试验,冲击量为2J。动力清洁头被刚性支撑,对外壳

上每个可能的薄弱点进行3次冲击。
试验后按照GB/T2423.8程序1的要求进行自由落体试验。从100mm的高度跌落到厚度不小于

15mm的钢板上4000次。
跌落试验次数如下:
———器具右侧1000次;
———器具左侧1000次;
———器具正面1000次;
———器具清洁面1000次。
动力清洁头按照GB4208—2008中14.2.7的要求进行试验,使用含1% NaCl的水溶液。
试验后,动力清洁头应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在带电部件与溶液间施加电压,检查绝缘上应没

有能造成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低于29章规定值的盐溶液痕迹。
注:工作电压不超过24V的Ⅲ类结构的动力清洁头不进行该试验。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6.3 增加:
除电气连接部分外,将载流管浸入温度为(20±5)℃,含1% NaCl的水溶液中1h。载流管保持浸

入状态,在每个导体与其他所有导体间施加2000V电压5min;在所有导体与水溶液间施加3000V
电压1min。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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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耐久性

GB4706.1—2005中该章内容不适用。

19 非正常工作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9.1 增加:

19.7试验仅对动力清洁头和中央真空吸尘器的分离风扇电机进行。
带有阀门的吸水式清洁还应进行19.101的试验。
带有调压装置的器具,调压装置工作后不能电控解除增压的,进行19.102的试验。
中央吸尘器进行19.103的试验,如果适用,还应进行19.104的试验。

19.7 增加:
锁住动力清洁头的旋转刷或类似部件运行30s。
中央吸尘器的分离风扇电机运行至稳定状态建立。

19.9 代替:
带有吸尘功能的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充电座,在额定电压下试验,进气口完全关闭运行至稳定

状态建立。
绕组温度不应超过表8的规定值。

19.10 代替:
装有串激电机的器具在1.3倍额定电压下,运行30s,试验中去掉旋转刷或类似装置,封闭吸口。
试验后,不应出现损坏器具安全的现象发生,尤其是绕组和连接处不应松动。

19.101 对于容器装有阀门或溢水保护装置的吸水式清洁器,以额定电压供电,阀门或溢水装置失效,
器具吸嘴放置在水槽中,试验持续到有水从器具中流出后30s。

注:如果装有一个以上保护装置,则将其依次处于不工作状态。

19.102 使调压装置失效不能工作,器具在第11章规定的条件下运行,使用调压装置。

19.103 中央吸尘器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吸口打开然后关闭。
绕组温度应不超过19.9规定值。

19.104 带有分置散热式电机的中央吸尘器在额定电压下工作,使气流通过堵转的电动机。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0.1 增加:
注101:动力清洁头不进行该试验。

20.2 增加:
注102:有关运动部件的要求不适用于旋转刷和类似装置,也不适用于在允许安装改变功能的附件时外露的运动

部件。

21 机械强度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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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1 载流管应耐挤压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该软管放置在两块平行的钢板之间,每块钢板长度为100mm,宽度为50mm,长边的边缘有半径

为1mm的圆角,软管轴线与钢板的长边成直角,钢板放置于距离软管末端约350mm处。
钢板以(50±5)mm/min的速度施压,直到压力增加到1.5kN为止,然后将力释放,在连接一起的

导体和盐溶液之间进行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21.102 载流管应耐磨损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将软管的一端连接在曲柄机构的杆上,如图101所示。曲柄以30r/min的转速旋转,转动使得软

管的末端向前、向后水平移动,移动距离超过300mm。
软管由一个旋转的光滑滚轮支撑,滚轮外缘附着一条纱布带,纱布带以0.1m/min的速度移动。纱

布磨料符合ISO6344-2要求,尺寸为P100的金刚砂。
在软管的另一端悬挂一个质量为1kg的重物做导向以避免其旋转。
在最低点位置时,重物距滚轮中心的最大距离为600mm。
曲柄旋转100周试验结束。
试验后,基本绝缘不应外露,在连接一起的导体和盐溶液间进行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21.103 载流管应耐弯曲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将软管上打算用于连接动力清洁头的一端固定在图102所示的试验设备的枢臂上,枢臂轴和软管

伸进刚性部件之间的距离为(300±5)mm,机械臂能从水平位置升到40°±1°的位置。将一个质量5kg
的重物悬挂在软管的另一端,使得当枢臂在水平位置时重物被支撑并不会对管子产生拉力的位置。

注1:在试验过程中有必要保持重物复位。

重物沿着一个金属板斜边下滑使得软管最大偏斜角为3°。
通过曲柄的旋转使枢臂上升和下降,曲柄旋转速度为(10±1)r/min。
试验按曲柄旋转2500次后,将软管的固定末端转过90°,曲柄再旋转2500次。在其他两个90°位

置重复此试验。
注2:如果软管在曲柄旋转10000次前破裂,则弯曲试验结束。

试验后,软管应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21.104 载流管应抗扭曲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软管的一端放置于水平位置,其余部分自由悬挂,软管自由末端周期性旋转,每个周期为向一个方

向转动5次,再向相反方向转动5次组成,转动速度为10r/min。
试验进行2000个周期。
试验后,软管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且不应损坏到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程度。

21.105 载流管应耐寒冷

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一根600mm长的软管按图103所示弯曲,且末端系在一起的长度超过25mm,然后将软管放置在

一个温度为(-15±2)℃ 的柜子中2h,将软管从柜子中取出后立刻按图104所示弯曲,速度为1次/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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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试验进行3次。
试验后,软管应无裂缝和破裂,且应经受16.3的电气强度试验。
注:任何褪色应忽略不计。

22 结构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2.32 增加:
真空吸尘器的结构应保障电机内部部件和电气连接不受流过空气中所带灰尘沉积的影响。
注101:如果空气在通过电机前先通过集尘袋,符合本要求。

注102:吸水式清洁器,通过15.2的试验足以检查其防止污物沉积是否符合要求。

22.101 带动力清洁头的器具在吸水清洁模式运行,除工作电压为24V的Ⅲ类结构外,清洁头应在动

力下运行。
通过检查标志和动力清洁头试验确定是否合格。

23 内部布线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24 元件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4.1.3 增加:
除仅供家用的器具外,真空吸尘器电源开关应进行50000个循环的运行试验。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5.1 增加:
动物清洁用和吸水式真空吸尘器不应装有器具输入插口。

25.7 修改:
电源线不应轻于下列规格:
———装有最重的附件但不包括电源线,质量不超过1.5kg的手持式器具:

• 如果是橡胶绝缘,普通硬橡胶护套软线为GB/T5013.1的53号线;

• 如果是聚氯乙烯绝缘,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为GB/T5023的52号线。
———用于动物清洁的器具:

• 普通聚丁橡胶护套的软线为GB/T5013.1的57号线;

• 如果是聚氯乙烯绝缘,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为GB/T5023的42号线。
———其他器具:

• 如果是橡胶绝缘,普通硬橡胶护套软线为GB/T5013.1的53号线;

• 如果是聚氯乙烯绝缘,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为GB/T5023的53号线。

25.23 增加:
软管中的载流导线应有一层至少与GB5023的52号线2×0.75mm2厚度相当的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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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1:软管中的导体可由镀铜钢丝构成。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27 接地措施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28 螺钉和连接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29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30 耐热和耐燃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30.2 增加:
中央真空吸尘器,30.2.3适用;其他器具,30.2.2适用。

31 防锈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4706.1—2005中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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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A———曲柄机械装置;

B———连接杆;

C———滚轮,直径为120mm;

D———研磨布带。

图101 载流管耐磨试验装置

  
单位为毫米

说明:

A———曲柄机械装置;

B———机械臂;

C———斜面。

图102 载流管耐弯曲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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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03 管子冷冻处理形状图

  

图104 管子从冷冻室中取出后的弯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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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由充电电池供电的器具

GB4706.1—2005中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注:本附录中增加的条款编号从201开始。

6 分类

6.1 由充电电池供电的器具应为Ⅱ类或Ⅲ类。

7 标志和说明

7.1 增加: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应有如下标志:
———生产厂或制造商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移动部件充电座型号或系列号。

7.12 增加: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应提供针对室内环境和经常维护的警告说明。

11 发热

11.7 增加: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当电池放电至清洁模式结束时,试验结束。

19 非正常工作

19.1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进行19.7的试验,试验依靠电池供电。

19.7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电机堵转。

21 机械强度

21.201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通过下列试验确认是否合格。

60kg负载均匀放置在移动部件顶部60s,试验中,不应有短路现象发生。试验后,不应有导致不符

合本标准要求的可见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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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构

22.40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应装有器具开关。

22.201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的移动部件应装有:
———在离开清洁表面,接近危险部件1s内停止运动的装置;
———防止移动部件从清洁表面(例如:楼梯等)跌落的装置,当移动部件到达边界时应有感应,转换

方向继续清洁。
通过视检和试验确认是否合格。

22.202 在倾斜表面工作时,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移动部件的运行速度不应过大。
通过下述试验确认是否合格。
在第11章试验时测量移动部件的速度。
将移动部件在一个和水平面成10°角的玻璃表面直接向下运行,测量其运动速度,测量速度不应超

过初始速度的10%。

24 元件

24.201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中安装符合19.7要求的热断路器和电子线路保护器不应是自复位的。
通过视检确认是否合格。

30 耐热和耐燃

30.2 增加:
电池供电式自动清洁器30.2.3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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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在电动机上进行的老化试验

代替:
表C.1中的p 值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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