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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锂电清洗机》 

“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项目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在逐年递增，对于地面、窗户玻璃、

外墙面、厨房、卫生间死角等的清洗需求也较为旺盛，且对户外浇花、自行车

清洗及其它场合的清洗也有较强烈的需求。。近几年手持式清洗机的销量逐渐

提高。从清洗机的市场需求来看是巨大的，手持式清洗机近十年的销售增量每

年大于 15%，锂电行业已经逐步取代传统行业，清洁能源是以后发展的首选，

而且无线手持式产品也是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会越做越大，发展越来越好。  

手持式锂电清洗机是一种民用清洗机常用于清洗车辆、玻璃门窗、室内死

角、庭院道路，喷淋浇灌花草等等各个方面，既高效快捷又安全方便，得益于

锂电池技术、直流无刷电机技术的发展，现有的电动手持式压力清洗机随身携

带、低能耗、高效率的特点得到展现，具有更符合社会生产生活对便携化、绿

色化，实用化的要求。不同于传统大型清洗机，手持式锂电清洗机在体积、重

量都大大缩小后，压力也在缩小，达到用于满足日常家用清洗的压力。国际上

在高压力、高水平的清洗设备上领先国内，但是在手持便携式的锂电清洗机的

民用清洗机行业，与国内在同等起跑线。  

我国在锂电行业发展投入巨大，各行业都将摒弃旧思想老观念，接受新兴

行业新兴产品的诞生，并且愿意为之投入，所以国内很在就有企业在民用清洗

设备上大做文章，并取得良好反馈，在锂电行业新兴时期，勇于尝试新事物，

探索新领域，使得锂电手持式清洗机问世，并且在国内市场占据地位后，输出

国外市场，因近年疫情影响，我国率先控制疫情，使相关产业复工复产，在国

际市场牢牢把控领头地位。 

浙江手持式清洗机电商平台，约月销 100 台以上的淘宝店铺，共 64 家店铺，

其中浙江占 35 家，总月销数 128800 台（估），浙江占 93200 台（估），占比

70%以上，金华地区更是占了浙江的 85%，金华手持清洗机行业，还是有许多进

步空间，既有来自原材料方面的，也有源自工艺技术方面的;既有来自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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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方面的，也有源自模具开制水平的，总体来说行业还是有很多不足。在

模具开制水平方面，已有多家优质企业可实现应用要求，但是高要求下，工艺

不能满足，这是金华地区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解决的，国内

手持式清洗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性价比更高、品牌影响力更大，这是目

前市场所认同的产品发展方向，所以，金华清洗机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

度，强化人才培养战略，组织相关企业、人员对行业技术之间的交流，引导各

方面加强合作联系，进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性价比，从而引领国际市场的新

导向。  

    浙江星月实业有限公司是永康纳税大户第二名的星月集团直属企业，2021

年度纳税总额超 2 亿，总部位于享有“中国五金之都”美称的永康市。公司目

前有员工 500 多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200 多人，技术人员 120 多人。公司

拥有宽敞明亮，设计新颖的大型单体车间。公司集研发、设计、制造、营销、

服务为一体。公司实施精益化管理，年产量稳定，海外组建商贸平台，生产经

营成果显著，走出了增益增效的新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守合同

重信用”A级企业、永康市专利示范企业。 

星月实业旗下包含多个产业，建有完整的产品线，拥有多条制造工艺生产

线，从设计到制造，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工具主攻犁地机、地钻和冰钻等，具

有年产 20 万台的生产能力发电机主攻汽油和丙烷、丁烷类的变频发电机组，生

产能力在每月 15 万台。发动机主攻通用汽油机，具有年产 20 万台的生产能力。

新能源主攻以锂电为动力的园林工具及汽车用品类产品，如推草机、修枝机、

电链锯和清洗枪、储能电源、充气泵等产品，年生产能力 20 万台。 

一直以来，星月实业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质量为

根本、以诚信为准则”。在发展思路上，以精品·品牌战略为引领，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成功通过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C-2017 的认证。在技术创

新方面，拥有 100 多项知识产权，多个项目取得了新的突破，丙烷变频发电机

组 RYI900LP 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GS950i 变频发电机组荣获中国设计红星奖。

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银奖、铜奖。在转型升级上，致力管理提升，持续深入

“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引进 ERP、PLM、SRM、WMS、MES 五大系统。

2021 年，星月实业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重点产品拓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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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的同时，深挖内需，精准布局国内市场，在各大网络平台销售，驾好外

贸内贸两辆马车，克服疫情影响、复杂的市场环境，销售额较上一年实现 92%

的增长。手持式锂电清洗机，一经上市，便稳压市场同产品，截止 2022 年 01

月，销量达到 8 万多台，产品好评率高达 95%，在品质、销量等方面远远甩开

同行业大部分产品，并且该项目产品获得包括外观、创新冷却风道在内的两项

专利，为我司迈入国内电商市场开了个好头。 

     目前关于手持锂电清洗机的标准在国内还未发布，型式试验主要依据的标

准是 JB/T9091 《微、小型清洗机》和 GB 4607.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急需一项标准来满足当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

好地体现“浙江创造”这一自主创新的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迫切

需要制订浙江省团体标准《手持锂电清洗机》。本标准发布后，省内同行企业

可以使用本标准，同时公司打算一年之内通过“浙江制造”认证。 

2 项目来源 

   由浙江星月实业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经省品牌

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浙品联[2020]25 号关于发布 2021 年第五批“浙江制造”

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项目名称：《手持锂电清洗机》。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星月实业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指南车清洗

设备有限公司。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江绍媛、胡加能、黄顺民、朱银杰、叶东山、潘文杰。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

制重点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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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场调研 

对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对“浙江制造”标准立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成立标准工作组 

根据省品牌联下达的“浙江制造”标准《手持锂电清洗机》制订计划，浙江

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星月实业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开展编制工作，

于 2021 年 9 月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明确了各参与单位及人员的职责分工。 

●明确研制重点 

《手持锂电清洗机》标准研制的重点包括：名称、范围的界定、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技术要求中提炼出能体现企业先进性的亮点、质量承诺体现企业对产

品质量的信心等。 

●研制计划及时间安排 

（1）2021 年 09 月中旬，前期调研、起草阶段：完成实地调研和相关标准

的收集整理；标准工作组编写标准（草案）及标准编制说明。 

（2）2022 年 02 月 16 日：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研讨会。 

（3）2022 年 02 月 28 日： 研讨会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利益

相关方等发送电子版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汇总成征求

意见汇总表。 

（4）2022 年 04 月 15 日：标准研制工作组探讨专家意见，并修改、完善征

求意见稿、标准编制说明等材料，编制标准送审稿及其它送审材料并推荐评审专

家，提交送审材料并等待评审会召开。 

（5）2022 年 04 月 18 日前：评审阶段，召开标准评审会。专家对标准送审

稿及其它送审材料进行评审，给出评定建议。 

（6）2022 年 04 月 23 日前：根据评审会专家评定建议，对标准（送审稿）

进行审查，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同步

完善其它报批材料，并提交等待标准发布。 

3.2.2 标准草案研制 

3.2.2.1 针对型式试验内规定的全技术指标先进性研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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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草案）于 2021 年 9 月研制完成；充分考虑了“浙江制造”标准制

订框架要求、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等，全面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 

标准工作组针对“浙江制造”标准的编制理念， 以“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的定位要求，以机械行业标准 JB/T 9091 《微、小型清洗机》为基础，参照国

家标准 GB 4607.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和同类高

端产品，充分考虑行业内高端产品质量要求和中高端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对技术

指标的先进性、产品的基本要求、质量保证方面等逐一进行研讨，研讨会后按照

“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形成《手持锂电清洗机》标准草案。 

型式试验项目为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包括外观与尺寸、自吸、关枪停

机、续航时间、输入功率、电流和额定压力机额定流量、负载寿命、开关控制器、

电池包（包括额定电压、常温容量和循环寿命）、密封性、阻燃材料、耐盐雾、

限用物质的限量、跌落（整机和带包装箱跌落）、耐振动，电池包插拔/保持力、

短路保护、高低温冲击、淋水、无线电骚扰、温升、噪声、绝缘电阻等指标。对

于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技术指标先进性情况，标准工作组及参加研讨的专家认为： 

增加了手持锂电清洗机、自吸和关枪停机的术语和定义的； 

增加了设计研发、材料和零部件、工艺装备和检验检测的基本要求； 

降低了噪声值要求； 

提高了绝缘电阻的要求； 

新加了外观与尺寸、自吸、关枪停机、续航时间、输入功率、电流和额定压

力机额定流量、负载寿命、开关控制器、电池包（包括额定电压、常温容量和循

环寿命）、密封性、阻燃材料、耐盐雾、限用物质的限量、跌落（整机和带包装

箱跌落）、耐振动，电池包插拔/保持力、短路保护、高低温冲击、淋水、无线

电骚扰、温升这些方面的技术要求。 

3.2.2.2 基本要求、质量保证方面的先进性研讨情况 

为响应“浙江制造”标准作为产品综合性标准的理念，从产品的全生命周

期角度出发，标准研制工作组围绕《手持式锂电清洗机》的设计研发、原材料、

工艺及装备、检验检测角度出发，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进一步进行先进性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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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1) 在基本要求方面： 

（1） 在产品设计研发上：遵循“精心设计”的理念，要求应采用三维软

件优化产品结构，仿真产品运行性能、执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能力。 

（2） 在原材料方面：遵循“浙江制造”标准“精良选材”的理念，要求

选零部件材质中限用物质的限量应符合 GB/T 26572、内部锂电池及电池

组应符合 GB/T 34570.1 的安全规定以及充电器应符合 GB/T 34570.2 的规

定。 

（3） 在工艺装备方面：体现“浙江制造”标准“精工制造”的理念，要

求生产过程中铝合金机芯应采用自动数控加工中心等机械装备、电芯组件

等关键零部件应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焊接工艺以及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

装配流水线的能力。 

（4） 在安全、环保和节能方面：主要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环保要

求，符合国家绿色发展趋势和绿色标杆企业的要求。 

（5） 在检验检测能力方面：电池包自制的应具备电芯自动筛选、电池包

在线检测、配备高低温、淋水、跌落、噪音、综合测试台等检测设备、电

池包自制的应具备老化设备、开展产品性能、强度、高低温、跌落、噪音

等项目的检测的能力。 

2) 在质量保证方面： 

为体现“浙江制造”标准的“精诚服务”这一理念，浙江制造标准研制工

作组要求对产品做出质量安全与服务承诺，这部分主要体现知识产权保护、对

客户的服务承诺和产品质量保证等。 

3.2.2.3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及“浙江制造”标准编制理和

定位要求研制标准草案情况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标准草案在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

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按照“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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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为基础，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及标杆企业，力求体现 先进的浙江工艺，

用高质量来保障品牌生命，成为手持锂电清洗机产品生产企业的标杆和领跑者。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的规范和要求撰写。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

的原则，主要以行业标准 JB/T 9091-2017 和国家标准 GB 4706.1-2005 为基础,

建立了评定标准，为确定试验参数和具体细节提供依据。按照“浙江制造”标准

的框架，在技术标准要求基础上补充了基本要求和质量承诺，编制了本标准。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主要内容 

从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检验、标志、说明书、

包装、运输和贮存和质量承诺等几个方面对标准进行编制。其中基本要求涵盖了

产品设计研发、材料和零部件、工艺装备和检验检测能力 4个方面要求。在术语

与定义中，新增了锂电清洗机、自吸、关枪停机的定义。 

4.2.1.1 基本要求 

（1） 在设计研发上 

采用三维软件优化产品结构，仿真产品，执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严

格按照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执行制造的能力。 

（2） 在材料及零部件选用上 

产品零部件材质中限用物质的限量符合 GB/T 26572，内部锂电池及电

池组符合 GB/T 34570.1 以及充电器符合 GB/T 34570.2。 

（3） 在工艺装备上 

铝合金机芯应采用自动数控加工中心电芯组件等关键零部件应具备半

自动或全自动焊接工艺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装配流水线的能力。 

（4） 在检验检测上 

电池包自制的具备电芯自动筛选、电池包在线检测，配备高低温、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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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噪音、综合测试台等检测设备以及电池包自制的应具备老化设备开展

产品性能、强度、高低温、跌落、噪音等项目的检测的能力。 

（5） 在质量承诺方面 

在用户遵守运输、贮藏和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产品交付后 1年内，若出现

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制造商实现三包。 

当产品发生异常现象不能正常工作时，确定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制造商

应免费进行更换。 

用户若因质量问题反馈投诉时，8 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在 24 小时内提

出服务或解决方案。 

4.2.1.2 技术要求 

与行业标准 JB/T 9091-2017《微、小型清洗机》对比，参考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和根据企业日常实验室的

检测数据为基础，以及高端客户的要求，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的先进性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 外观及尺寸 

因现在用户对产品的外观要求越来越高，包括产品的造型、外观件的合

缝、塑料件的色泽、甚至贴花等，新增对清洗机外观及水管尺寸的要求，规

定清洗机的外观应整洁，各零部件应完好无缺损，连接件连接牢固；覆盖件

应合缝平整，间隙均匀，无明显错位；塑料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明显划伤、

飞边、凹凸不平；贴花应平整、光滑、无气泡、翘边或明显的错位，配套的

水管应明示尺寸，误差不得超过±5％，满足了用户的对外观的要求。 

（2） 性能要求 

a) 自吸 

在术语与定义中，新增了“自吸”的定义，根据企业日常实验室的检

测数据，在性能要求上，新增了对“自吸”要求，规定在清洗枪内部无清

水的情况下，使用随机配带进水管，在 20S 内将清水吸上 1m 的高度并正

常工作的要求，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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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枪停机 

术语与定义中，新增了“关枪停机”的定义，在性能上新增清洗枪应

具备关枪停机功能，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c) 续航时间 

对于锂电产品，产品续航时间也是用户高度关注的内容，产品应明确

其续航时间，即不会让客户对其产生失望的感觉，也不会过大的提高期望

值，因此定义了清洗机应明示一次充电续航时间，规定续航时间应不小于

产品明示值 90%，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d) 输出功率、电流和额定压力及额定流量 

国家标准GB 4706.1中规定了一般家用电器输入的功率和电流的偏差

值。本标准新增了对清洗机额定压力及额定流量的偏差值，明确了清洗机

在正常工作下，其工作压力应在额定压力±10%范围内，且不超过许用压

力，其流量与产品明示值误差不超过±10%。使客户在使用产品时“心里

有数”，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e) 负载寿命 

新增了清洗机的负载寿命要求，规定清洗枪总的开机工作时间不小于

40 h，试验结束后清洗机应能继续工作，且其压力性能下降不超过 30%.

明确了清洗枪的使用寿命，使用户有了大概的预判，不会认为其是一台

“永动机”，在性价比上更符合客户的心理需求，增加了产品的使用要求。 

f) 开关控制器 

新增了对开关控制的技术要求，规定电源开关应至少经受 10000 次循

环，操控清洗枪的扳机机构应至少经受 5000 次循环测试，通过循环测试

后，关闭开关应能立即停止水流从喷嘴喷出，允许小的滴漏。 

g) 电池包 

随着锂电产品在市场上的不断发展，电池包的额定电压、常温容量以

及循环寿命在市场上参差不齐，以次充好，旧电池翻新等情况屡见不鲜。    

新增了对电池包额定电压、常温容量和循环寿命的要求，规定电池包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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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额定电压，额定电压应不低于产品明示值 95%，应明示常温容量，常温

容量应不低于产品明示值，电池包充放电 100 次循环后，其常温容量不得

低于明示值 90%。更满足客户的需求。 

h) 密封性 

新增了清洗机在额定压力下正常工作状态 30min，各管路系统及其连

接件不应漏水。增加了用户使用满意度，满足使用要求。 

i) 材料阻燃 

新增了电池包的外壳、印制板和绝缘材料的阻燃等级应符合 GB 

4943.1-2011 或其替代标准中对应的要求。增加了用户的安全感，提高了

安全性能。 

j) 耐盐雾性能 

新增了耐盐雾性能，规定产品在不工作状态下进行 48h 的 5%盐雾环

境盐雾试验。要求试验后产品无明显腐蚀。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k) 限用物质的限量 

新增了限用物质的限量，规定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

二苯醚六大类限用物质的限量应符合 GB/T 26572 的要求。现在人们对安

全、健康以及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出口欧美等国的产品在认证时也明确

了限用物质的要求，满足了环保要求，更加符合了高端客户的需求。 

（3） 机械安全 

a) 跌落 

增加了整机跌落和带包装箱跌落的要求。 

规定将不带附件的清洗机整机由高度（ 低点高度）为 2000 mm 的

位置自由跌落于厚度不小于 40 mm 的混凝土板上，在样品 3 个 不利的

位置上进行跌落，在跌落试验中和试验后，清洗机不应伤人（失控、锐

边、触电等）、起火、爆炸、漏液， 

规定了将内含清洗机整机与配件的包装箱由高度（ 低点高度）为

1200 mm 的位置自由跌落于厚度不小于 40 mm 的混凝土板上。在样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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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三棱六面位置上各进行 1次，共 10 次，在跌落试验后，包装箱不应破

损，清洗机各性能要求无异常。 

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在操作时不慎失手的时候，在运输过程中，难

免出现包装箱掉落的情形，增加了整机和带包装箱的跌落要求，有效的

避免了客户拆包的时候就是一件不能使用或破损的产品，大大的降低了

客户的投诉，提高了安全和使用要求，更加符合客户的要求。 

b) 耐振动 

增加了耐振动要求，规定清洗机整机进行振动试验后，清洗机的任

何部分都不应有可见的裂纹或断裂现象，不应起火、爆炸、漏液，且清

洗机应满足 5.2.4 额定压力及额定流量的要求。在运输过程中振动是不

可避免的，避免了客户拆包的时候就是一件不能使用或产品性能下降的

产品，更加符合客户的要求。 

c) 电池包插拔/保持力 

增加了电池包插拔/保持力的要求，规定了电池包插拔力应不大于

50 N,保持力应不小于 100 N。有效的避免了外置电池包的清洗机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装上去费力，在使用过程中，电池包自动掉落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提高了安全性能，更加符合客户的使用要求。 

（4） 电气安全 

a) 绝缘电阻 

行业标准 J/BT 9091 中的安全要求中对绝缘电阻的要求是 2MΩ，本

标准规定了常态下，清洗机的电源电路与可触及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值

应大于 500 MΩ，大大的提交了该产品的安全系数，更加满足客户的要

求，使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 

b) 短路保护 

新增了短路保护的要求，规定了锂电清洗机的充电线路和电池输出

端中应装有熔断丝等保护装置，其规格、参数应符合制造商产品说明书

或其它明示的规定。万一真的发生了短路情况，很好的保护了产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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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寿命更加有保障，满足的客户的需求。 

（5） 环境适应性能 

a) 噪声 

行业标准 J/BT 9091 中对噪声的要求是不大于 82dB（A），本标准

规定了清洗机正常工作时声压级 大噪音应不大于 80 dB(A)，比行业标

准提高了高求，使客户更能接受，提高了环保的性能。 

b) 高低温冲击 

新增了高低温冲击的要求，规定了清洗机按 GB/T 36972-2018 

6.3.10 方法进行试验后，清洗机应满足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的要求。标

准规定了产品在-20℃低温到 72℃高温的恶劣环境下测试后还能满足其

各项性能，大大的扩大了销售范围，也体现了产品的质量，解决了一些

客户因地域关系而不得使用该产品的困扰，同时增加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c) 淋水 

新增了淋水的要求，规定经 IPX3 方法试验，试验后各电器部件功能

正常,并满足 5.4.3 中的要求及以下要求之一： 

1) 如果电池包由主机防护防止进水，则水不能接触电池包； 

2) 如果水能接触电池包，则水迹不能进入因减少爬电距离和电气间

隙或接触电子元件和电子电路，从而导致起火或丧失安全功能的地方。

同时，电池包与充电器连接后，残留的水不能接触充电器上的带电零件。 

降低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慎进水而导致电池包短路的风险。更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提高了使用寿命。 

d) 无线电骚扰 

新增无线电骚扰的要求，规定产品的无线电骚扰应符合 GB 4343.1

的要求。现在的生活中，人们的被各种各样的电器产品包围着，同时产

生的无线电也是的充满了各种空间，一些质量低劣的产品产生的无限可

能对人们正常生活都带来困扰，增加无线电骚扰，提高环保要求，更加

满足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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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温升 

新增温升的要求，规定按如下步骤测试:  

1) 在室温下，将完全放电的锂电清洗机用制造商规定的标配充电器

以 大充电参数进行充电，直到电池上监测到的电压、电流达到制造商

规定充满电的状态；  

2) 将完全充满电的锂电清洗机在制造商规定的 大负载条件下进

行放电，监测电池的电压和电流直到锂电清洗机达到规定的放电截止电

压； 

3) 重复步骤 a)和 b)，直至完成 2个完全的充放电循环。 

在充电和放电的循环期间，应保证锂电清洗机的电压、电流、电机

壳和电芯测得的温度不得超过制造商规定的参数限值。 

确保了清洗机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烫手的情况，不会因 大负

载而出现“冒烟”、烧坏电机等风险，提高了安全性能，增加的了客户

的使用满意度。 

4.2.2 确定依据 

与行业标准 JB/T 9091-2017《微、小型清洗机》对比，参考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和根据企业日常实验室的

检测数据为基础，以及高端客户的要求，降低了噪声值要求，提高了绝缘电阻

的要求，新增了外观与尺寸、自吸、关枪停机、续航时间、输入功率、电流和

额定压力机额定流量、负载寿命、开关控制器、电池包（包括额定电压、常温

容量和循环寿命）、密封性、阻燃材料、耐盐雾、限用物质的限量、跌落（整

机和带包装箱跌落）、耐振动，电池包插拔/保持力、短路保护、高低温冲击、

淋水、无线电骚扰、温升这些方面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主要依据下列引用标

准进行规定：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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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8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工业和商用高压清洁器与蒸汽清

洁器的特殊要求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30426-2013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

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GB/T 36972-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J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 

IEC 61058-1 设备用开关 第 1部分:一般要求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设定是根据产品性能特点，参照国家标准GB 

4706.1-2005和机械行业标准JB/T 9091-2012，特别是考虑浙江制造标准要求和

中高端用户使用情况反馈而制定。其中设定了26项指标，均高于相应的标准要

求。 

浙江制造标准与国内外标准和同类高端产品技术要求对比（详见附表1：先

进性对比表）。 

5.2 基本要求 

5.2.1 设计研发 

（1） 应采用三维软件优化产品结构，仿真产品运行性能。 

（2） 应执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3） 应按照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执行制造。 

说明：公司建有专门的技术研发中心，将按中高端客户的需求对配方进行

设计，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稳定性，降低损耗且节能环保，对产品执行全生命

周期管理，开发更高效、更安全、更节能环保、自动化和智能化制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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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产品系统。 

5.2.2 材料和零部件 

（1） 产品零部件材质中限用物质的限量应符合 GB/T 26572 的规定。 

（2） 清洗机的内部锂电池及电池组应符合 GB/T 34570.1 的安全规定。 

（3） 清洗机的充电器应符合 GB/T 34570.2 的规定。 

说明：原料控制，根据相关要求建立原料和辅料管理规范，从源头控制产

品的质量。采购部加强外部采购的质量控制意识，技术研发部编制建全的检验

规范，按要求管控进货原材料的质量情况。做好采购记录，优选高质量的原料。 

5.2.3  工艺装备 

（1） 铝合金机芯应采用自动数控加工中心等机械装备。 

（2） 电芯组件等关键零部件应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焊接工艺。 

（3） 应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装配流水线。 

说明：通过先进的生产、环保的、智能的工艺和设备，保障产品生产稳定

性，制造出批量稳定的产品。通过精益化化管理模式，强化管理水平，优化生

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 

5.2.4 检验检测 

（1） 电池包自制的应具备电芯自动筛选、电池包在线检测的能力。 

（2） 应配备高低温、淋水、跌落、噪音、综合测试台等检测设备，电池

包自制的应具备老化设备能力。 

（3） 应开展产品性能、强度、高低温、跌落、噪音等项目的检测。 

说明：配置关键零部件的自动生成与检测设备，配备产品生产过程和成品

检验的关键技术指标的检验设备，保证各项关键质量特性符合标准要求。 

5.2.5 质量承诺 

（1） 在用户遵守运输、贮藏和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产品交付后 1 年内，若出

现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制造商实现三包。 

（2） 当产品发生异常现象不能正常工作时，确定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制造

商应免费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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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若因质量问题反馈投诉时，8小时内作出响应，并在 24 小时内提

出服务或解决方案。 

说明：企业对客户的承诺，对质量问题的处理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 

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公司配备产品和工艺研发团队。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运用 PLM 系统，实

现了线上签审、团队协作，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办公用纸；生产过程中电池包的

焊接采用全自动分拣、焊接和检测系统设备，整机的组装采用半自动流水设备，

且配备 ERP、自动码垛机器人、立体仓库；且产品通过了 CE、CB 认证，整机符

合 RoHS 2.0 环保要求；拥有工艺研发团队，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精益化管理，

简化生产工艺，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配备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关

键质量指标的检测设备，对产品进行在线和成品质量检验，层层把关，确保产

品质量，降低产品的残次率。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 4706.1-2005 和行业标准 JB/T 9091-2012。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不存在与强制性标准相冲突的情况，也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

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

射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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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液体或蒸汽的家用表面清洁器

具的特殊要求 

GB 4706.8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工业和商用高压清洁器与蒸汽清

洁器的特殊要求 

GB 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6125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

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26572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9786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30426-2013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

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GB/T 34570.1 电动工具用可充电电池包和充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电池包

的安全 

GB/T 34570.2 电动工具用可充电电池包和充电器的安全 第2部分：充电器

的安全 

GB/T 36972-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JB/T 9091 微、小型清洗机 

J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 

IEC 61058-1 设备用开关 第1部分:一般要求 

7 社会效益 

通过制定《手持锂电清洗机》“浙江制造”标准，使浙江省内手持锂电

清洗机的生产企业运行更加规范，进一步推动相关的产品品质，提升“浙

江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通过本标准，可积极鼓励企业引进新设

备、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淘汰落后的旧设备、旧工艺，减少低端的产能，

提高供给侧的市场需求。本标准的制定将为浙江制造的手持锂电清洗机的

生产、使用、贸易三方提供优于行业标准的技术依据。在执行本标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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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上，促使生产企业正确使用各种原辅材料，合理调整生产工艺，采用

更加完善的检测手段，为用户生产出质量更优、品种更为丰富的系列产品，

大可能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带动省内广大工业企业努力实现自

动化环保生产技术进步、品种应用多样化、产品品质性能进一步提升的良

性竞争局面。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

站（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浙 江 星 月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将 在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

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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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指标先进性对比表 

序号 项目 

行业标准 

JB/T 9091-2012 

微、小型清洗机 

国内知名品牌 

（廊坊驰韵）

Q/LFCY002-2019 

锂电手持式清洗机 

国外知名品牌 

（POHIR 德国） 

浙江制造 

团体标准 
备注 

1  外观及尺寸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外观整机，零部件完好，连

接件牢固，覆盖件合缝平整，

间隙均匀，塑料件表面色泽

均匀，无明显划伤、飞边、

凹凸不平，贴花平整光滑无

气泡等。 

水管应有明示尺寸，且误差

不超过 5% 

提高外观要求 

2  自吸 无要求 无要求 18 秒正常出水 1m 高度，20S 出水 满足使用要求 

3  关枪停机 无要求 无要求 具备 具备 满足使用要求 

4  续航里程 无要求 无要求 不低于明示值 90% 不低于明示值 90% 满足使用要求 

5  
输入功率、电流和额定

压力及额定流量 

仅输入功率和电流

有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输入功率不低于 20% 

额定电流不超过 20% 

额定压力不超过±10% 

额定流量不超过±10% 

满足使用要求 

6  负载寿命 无要求 无要求 
测试 40h 后不可启

动，马达等部件损坏 

40h 后压力性能降低不超过

30%  
提高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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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行业标准 

JB/T 9091-2012 

微、小型清洗机 

国内知名品牌 

（廊坊驰韵）

Q/LFCY002-2019 

锂电手持式清洗机 

国外知名品牌 

（POHIR 德国） 

浙江制造 

团体标准 
备注 

7  开关控制器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电源开关 10000 

操控机构 5000 次 
提高使用寿命 

8  电池包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额定电压：不低于明示值 95% 

常温容量：不低于明示值 

循环寿命：100 次充放循环，

容量不低于明示值 90% 

提高使用寿命 

9  密封性 无要求 
0.6Mpa 工作 30min

不渗漏 
无要求 额定压力工作 30min 不渗漏 满足使用要求 

10  材料阻燃 

锂电清洗机的

外壳、印制板和绝

缘材料的阻燃等级

应符合GB 

4943.1-2011或其

替代标准中对应的

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符合 GB 4943.1-2011 提高安全性能 

11  耐盐雾性能 无要求 中性 6h 盐雾 48h 盐雾无明显腐蚀 48h 盐雾无明显腐蚀 提高使用寿命 

12  限用物质的限量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应符合 GB/T 26572 提高环保要求 

13  跌落 无要求 1m 高度 1 次 

洗机部分壳体损坏 ,

功能良好 ,带电部件

无外露  

整机跌落离地 2000 mm 高度 3

次，不起火、爆炸和漏液。 

带包装箱跌落 1200m，10 次，

提高安全要求 

提高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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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行业标准 

JB/T 9091-2012 

微、小型清洗机 

国内知名品牌 

（廊坊驰韵）

Q/LFCY002-2019 

锂电手持式清洗机 

国外知名品牌 

（POHIR 德国） 

浙江制造 

团体标准 
备注 

各性能要求无异常。 

14  耐振动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按 GB/T 2423.1 的方法试验

后，无可见裂纹，不应起火、

爆炸、漏液且满足额定压力

和额定流量要求。 

提高安全性能 

15  电池包插拔/保持力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插拔力不大于 50N 

保持力不小于 100N 
提高安全性能 

16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

护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符合 GB4706.1 提高安全性能 

17  内部布线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符合 GB 4706.89 提高安全性能 

18  绝缘电阻 

用 500V绝缘电阻表

测量，其冷态对地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 MΩ。 

无要求 100MΩ ≥500 MΩ 提高安全性能 

19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1.06 倍的额定电

压，其泄漏电流不

超过 0.75 mA. 

无要求 无要求 
1.06 倍的额定电压，其泄漏

电流不超过 0.75 mA. 
满足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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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行业标准 

JB/T 9091-2012 

微、小型清洗机 

国内知名品牌 

（廊坊驰韵）

Q/LFCY002-2019 

锂电手持式清洗机 

国外知名品牌 

（POHIR 德国） 

浙江制造 

团体标准 
备注 

20  短路保护 无要求 无要求 

充电线路和电池输出

端装有熔断丝等保护

装置 

充电线路和电池输出端装有

熔断丝等保护装置 
提高安全性能 

21  发热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按 GB4706.1 规定方法试验

后，各元器件、可接触区域

温度限值符合 GB4706.1，且

不起火、不爆炸、不破裂。 

提高安全性能 

22  噪声 ≤82dB(A) 不适用 ≤80dB(A) ≤80dB(A) 提高环保性能 

23  高低温冲击 无要求 无要求 

低温：5℃，8h 及 高

温 70℃，8h 后工作

正常 

按GB/T 36972-2018 6.3.10

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满足额

定压力和额定流量的要求 

提高使用要求 

24  淋水 无要求 无要求 IPX3 耐水正常 IPX3 耐水后工作正常 提高使用寿命 

25  无线电骚扰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符合 GB4343.1 提高环保要求 

26  温升 无要求 无要求 
电机壳 75℃， 

电芯 72℃ 

电机壳≤80℃ 

电芯≤70℃ 
提高安全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