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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式模块化共享浴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式模块化共享浴房（以下简称“浴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

原材料、结构、构件和配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说明书、包装、储存、

运输及安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院校、浴场等公共服务区域，具有消毒灭菌、应急呼叫、娱乐、互联、绿

色环保等功能的智能式模块化共享浴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GB 9665 公共浴房卫生标准

GB 27948 空气消毒剂卫生要求

GB 28235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 28378 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T 13095 整体浴房

GB/T 38504 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智能式模块化浴房 intelligent module bathroom

具有预定、淋浴、消毒、报警、照明、通风、娱乐、支付、储物等功能，与配套软件相

结合，通过电脑、手机等，实现远程信息处理和控制的浴房。浴房采用统一模数制作，具有

统一的尺寸规格与参数，并满足公差配合及模数协调的接口，由隔墙板、吊顶、地面、洗浴

设施、消杀设备、控制系统等基本构件组成的独立洗浴单元。

3.2 共享浴房 shared bathroom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可多人预约、淋浴模块可单独租赁使用，提供洗浴服务的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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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与编码

4.1 分类

按热源类型分类，类型及代号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热源类型及代号

热源类型 电 天然气 煤 水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 太阳能

代号 EL NG CO WP AP SE

按消杀类型分类，类型及代号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消毒类型及代号

消毒类型 紫外线 喷雾消毒 无

代号 US SD NO

按场所类型分类，类型及代号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场所类型及代号

场所类型 学校 海滨浴场 医院 高速休息区 景区 酒店 其他场所

代号 SC BB HP HR SA HO ES

4.2 编码

浴房按产品名称代号（ZMGY）、热源类型代号、消毒类型代号、场所类型代号、产品顺序号、标准

号进行编码。

— — — — T/LJH 021—2021

产品顺序号

场所类型代号

消毒类型代号

热源类型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

示例：采用热源类型为太阳能，消毒类型为紫外线，场所类型为学校，产品顺序号为 188，按 T/LJH

021—2021 标准生产的浴房，编码为：ZMGY-SE-US-SC-188 T/LJH 021—2021

ZM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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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材料、结构、构件和配件

5.1 原材料

所用的原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5.2 结构

浴房结构应符合以下规定：

5.2.1 浴房应有顶板、壁板、防水盘和门。

5.2.2 浴房所需的配件按以下两类根据需要选定：

a）主要配件：智能热水表、淋浴器、照明灯具、置物架、毛巾架、镜子、手机盒、排风扇、管道、

管件等；

b）选用配件：紫外线消毒装置、喷雾消毒设备、更衣柜、应急呼叫器、蓝牙音箱、视频播放器等。

5.2.3 地面应防滑和便于清洗，应安装地漏。

5.2.4 构件、配件及结构应便于保养、检查、维修和更换。

5.3 构件

构件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5.3.1 顶板、壁板、防水盘：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模压制作。顶板应设置维修口，上水软连接及阀门等

应设在维修口附近的位置。防水盘无渗漏，经过防滑处理或具有防滑措施。

5.3.2 门：用铝型材等复合材料或其他具有防水功能的材料制作。浴房门在应急时应能从外面开启。

5.3.3 其他材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5.4 配件

5.4.1 智能热水表：应具有联网功能；可实现远程预定、设定配置、温度时间显示、付费等功能；可实

现监控运行、收集数据、智能优化等统一管理。显示器字迹清晰、便于观察。

5.4.2 淋浴器：淋浴器供给冷水和热水，可自由调整温度和水量。采用节水型，应符合GB 28378 淋浴

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的规定。淋浴器配水支管直径25mm～40mm，支管管径不小于15mm。淋浴器保持

同时给水要达到100%。

5.4.3 电器：照明灯具、排风扇、插座及开关等，应符合GB4706.1及其它相应的标准。灯具防护等级不

应低于IP55。灯具和排风扇可采用手动、智能等多种控制方式；手动分散控制时，开关应安装在浴房壁

板外侧。

5.4.4 内部设施配件：每个浴房配备防雾镜子、防锈防腐的置物架和毛巾架、手机盒等。

5.4.5 给排水管道、管件：应不易锈蚀，可采用耐腐蚀的朔料制品或铜、铝制品等，并符合相应的标准

要求。

5.4.6 紫外线消毒装置：安装紫外线灯等消毒装置，对传播媒介上和浴房内的病原微生物进行消毒。紫

外线杀菌灯的控制装置应由时间继电器单独设置，并应采取防误开措施。

5.4.7 喷雾消毒设备：配置喷雾消毒设备对浴房表面和空气进行消杀。可采用手动、智能等多种控制方

式；当采用自动控制方式开启消杀设备时，应采取防误开措施。消杀后应根据室内空气质量，开启通风

换气设备，并应采取防误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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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更衣柜：配置具有强度高、耐冲击、不易腐蚀、无毒无味等特性的更衣柜。

5.4.9 应急呼叫器：当洗浴用户按下应急呼叫按钮时，声光报警器立即发出警报声音，并伴有强光闪耀。

工作人员接到呼救信号便会赶往事发地点处理。

5.4.10 音箱：配置可通过蓝牙、u盘等器材进行音乐播放，防水、防潮的音箱。在紧急疏散情况时，可

作为广播使用。

5.4.11 视频播放器：可通过蓝牙等器材播放视频的播放设备，防水、防潮。

1—顶板；2—喷雾消毒喷头；3—排风扇；4—紫外线灯；5—淋浴器；6—照明灯；7—毛巾架；8—智能

水表；9—置物架；10—镜子；11—壁板；12—应急呼叫器；13—门；14—地漏；15—防水盘。

图 1 浴房示意图

6 要求

6.1 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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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房在下列环境条件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5℃～40℃；

b) 相对湿度：≤90％；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d) 工作电源：频率：50Hz；电压：240V/380V。

6.2 外观

6.2.1 顶板、壁板：内表面应光洁平整，无裂纹、无气泡，颜色均匀；外表面无缺损、毛刺等缺陷；切

割面应无分层、毛刺。

6.2.2 卫生洁具外观应光滑、无裂纹、颜色均匀、边缘整齐。

6.2.3 金属件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表面加工良好，无毛刺、伤痕、锈蚀、气孔等明显缺陷；

b）喷漆部分无脱落、斑点、创伤、锈蚀等明显缺陷；

c）电镀部分无电镀层剥落等明显缺陷；

d）需防锈部分应做防锈处理。

6.2.4 其他各部件外观无明显缺陷，无异味。

6.3 使用性能

6.3.1 可洗浴，可供冷、热水。热水供应系统配水点水温不得高于50℃，热水锅炉或水加热器的出水温

度不宜高于55℃。

6.3.2 有通风设备，能够换气。

6.3.3 排水通畅，不渗漏。

6.3.4 浴房便于清洗，清洗后地面无积水。

6.3.5 无其他不安全及影响使用的故障。

6.4 通电

6.4.1 电器设备工作正常、安全、无漏电现象。浴房内设备配置均在安全电压以内，有接地、绝缘、漏

电保护及隔离措施。

6.4.2 浴房应设置辅助保护等电位联结，将保护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可接近的外界可导电部分相连

接。

6.4.3 泄漏电流不超过0.75A。

6.5 光照度

浴房内照度值≥70lx。宜采用细管直管形三基色荧光灯、发光二极管灯（LED）等高效能光源。

6.6 耐湿热性

试验后表面无裂纹、无气泡、无剥落、没有明显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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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电绝缘性

6.7.1 耐湿热性试验后，带电部位与金属配件之间绝缘电阻大于5MΩ。

6.7.2 施加1500V电压，1min后无击穿、烧焦现象。

6.8 强度

6.8.1 砂袋冲击：壁板、防水盘冲击后应无裂纹、无剥落、无破损等异常现象。

6.8.2 挠度：顶板、壁板小于7.0mm，防水盘小于3.0mm。

6.9 连接部位密封性

试验后无渗漏现象。

6.10 配管检漏

给水管、排水管及排污管无渗漏现象。根据浴房配置检查是否符合 6.2 规定的相应使用性能。

6.11 防水盘性能

符合 GB/T 13095 整体浴房 标准中附录 B 的要求。排水口直径≥50mm，排水口应配置防臭、大口径

地漏。地漏应设置在地面最低点。

6.12 喷雾消毒性能：喷雾消毒液及使用应符合 GB 27948 空气消毒剂卫生要求。喷雾效果和操作应符合

GB/T 38504 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喷雾喷头宜为不锈钢材料，以避免被药剂腐蚀。

7 试验方法

7.1 试样及试验条件

7.1.1 试样：试样采用单体浴房。

7.1.2 试验条件：试验环境温度为(10～35)℃，相对湿度为45%～80%；浴房按使用状态平稳地置于刚性

地面上。

7.2 外观检验

按 6.5 规定的照度条件，距离浴房被检处（500～700）mm，用肉眼观察。

7.3 使用性能

用温度测量仪检测热水供应系统配水点水温、热水锅炉或水加热器的出水温度。根据浴房配置检查

是否符合 6.3 规定的相应使用性能。

7.4 通电试验

浴房接通电源，检查各插座是否有电，电器设备工作是否正常、安全。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浴房

的接地电阻。电器强度、保护接地阻抗、泄漏电流等测试按照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的相关规定执行。

7.5 光照度试验

7.5.1 试验用照度计光谱响应应接近于视见函数，测量误差不大于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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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在浴房内照明装置正常照明的情况下，用照度计测量距底面1000mm高、距四壁300mm的空间内的

照度。照度计的探头不能正对着光源，如浴房内照明装置所发出的光带有彩色时，应根据照度计使用说

明书的修正系数加以修正。

7.6 耐湿热试验

密闭浴房,用流量 7L/min，温度(70 士 2)℃的热水，经淋浴器喷洒在浴房里，热水从地漏流出。1h

后目测检查各构件及连接部位。

7.7 电绝缘试验

7.7.1 绝缘电阻试验

7.7.1.1 试验用手摇兆欧表规格为500V、500MΩ，精确度等级为1.0级。

7.7.1.2 耐湿热试验后，将浴房内壁表面的水分擦干，切断浴房电源，用手摇兆欧表测量带电部位(灯

口等)与不应带电的金属件(门框、毛巾架、淋浴器等)之间的绝缘电阻。

7.7.2 耐电压试验

7.7.2.1 试验用高压试验车输入电压为220 V，输出电压应满足(0～2500)V连续可调。

7.7.2.2 绝缘电阻试验后，用高压试验车在浴房内带电部位(灯口等)与不应带电的金属件(门框、毛巾

架、淋浴器等)之间，施加1500 V的交流电压。1 min后检查。

7.8 强度试验

强度试验应在耐湿热试验结束后进行。

7.8.1 耐砂袋冲击试验

7.8.1.1 壁板冲击：在直径约200 mm的布袋中装满质量为（15士0.5）kg的干细砂，用绳索吊挂，砂袋

重心至吊点距离为（1000士10）mm。把砂袋侧移，使绳索倾斜至30°角后，对壁板内表面中央点D（如

图2所示）进行自由冲击，反复5次。检查壁板及连接部位。

1—砂袋重心；2—浴房壁板。

图 2 壁板冲击试验

7.8.1.2防水盘冲击：在浴房内防水盘中央部位的上方（1000士10）mm，用质量为（7士0. 5）kg的砂袋

（由帆布和半个篮球制作，里面装有干砂，上部扎牢，（如图3所示）半球部朝下自由落下，反复5次。

检查底板及连接部位。在防水盘中央部位的上方，用一个质量为1kg的钢球从1m高处自由落下，然后目

测被冲击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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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帆布；2—半个篮球；3—搭接线。

图 3 防水盘冲击试验

7.8.2 挠度试验

7.8.2.1 试验设备

a) 百分表：量程(0～50) mm，最小刻度 0.01mm；

b) 表支架：可升降，支撑百分表；

c) 橡胶板：直径 150mm，厚度 5mm，邵氏硬度(65 士 5)；

d) 压力弹簧秤：量程(0～300)N。

7.8.2.2 顶板挠度：在浴房内顶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外顶相应的部位放置橡胶板，在橡胶板上加

放质量 4kg 祛码，1h 后测量顶板中央挠度。

7.8.2.3 壁板挠度：在浴房内壁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外壁相应的部位通过橡胶板用压力弹簧秤施

加100N的水平载荷，测量壁板中央挠度。在百分表表示的数值相对稳定时记录数值。

7.8.2.4 防水盘挠度：在浴房外底面中央部位支放百分表，再在内底面相应的部位放置橡胶板，在橡胶

板上加放质量100kg的砝码，1h后测量防水盘中央挠度。

7.9 连接部位密封性试验

使用喷枪，保持喷嘴水压0.3MPa，喷射角60°，喷嘴与连接部位相距约300mm，以小于70mm/s的速

度移动喷枪，沿浴房壁与壁、壁与顶面及壁与底面的连接部位喷水。然后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7.10 配管检漏试验

7.10.1 给水管路检漏

7.10.1.1 试验用试压泵最高压力不低于1.0MPa，压力表量程((0～1.5)MPa，精确度等级为1.0级。

7.10.1.2 从进水口注入常温清水，排除管内空气，然后关闭浴房内所有供水管的终端阀门，用试压泵

打压至压力为0.9MPa，保持压力2min以上，无渗漏现象。试验中应徒手关闭阀门，不得借助其他辅助工

具。

7.10.2 排水管路检漏

封闭浴房排水管的末端，加水至防水盘的溢水口，放置30min后，检查连接处有无渗漏现象。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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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使用性能、通电、配管检漏。

8.2.2 抽样及判定

每个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相应要求，判产品合格；如出厂检验项目中某项不

合格，允许采取补救措施，补救后仍不符合要求，判该产品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整体浴房进行型式检验。

a) 首制浴房；

b) 主要原材料、成型工艺或结构有较大改变时；

c) 正常生产每满3年时；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质量监督机构或用户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检验项目

第6章中的全部项目。

8.3.3 抽样及判定

8.3.3.1 同材料、同工艺、同类型、同尺寸的50台产品为一批，不足50台时按一批处理。从该批中随机

抽取一台浴房，按8.3.2规定的项目进行型式检验。

8.3.3.2 型式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判型式检验合格；若外观、使用性能、通电、光照度、配管检漏中

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允许采取一次补救措施，重做此项试验，仍不符合要求判型式检验不合格。耐湿热、

电绝缘、强度、连接部位密封性、防水盘性能中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8.3.3.3 型式检验不合格的一批产品，应从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台进行复检；若其中一台不合格，

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 标志、说明书、包装、储存、运输及安装

9.1 标志

在浴房的明显部位固定标牌，其内容包括标记、商标、厂名、生产日期等。

9.2 说明书

9.2.1 使用说明书

内容包括使用方法、使用条件、清扫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简单故障处理、修理联络点及其他。

9.2.2 安装说明书

内容包括浴房结构、安装、固定方法、组装顺序、注意事项、组装后检验及安装图示。

9.3 包装

9.3.1 包装应牢固可靠。

9.3.2 易损件装箱后应填充纸纸屑、泡沫等保护。

9.3.3 每个包装箱应标明外形尺寸、重量及防压、防雨等标记。

9.3.4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说明书及产品合格证。

9.4 储存

储存应防雨、防晒、远离污染源、火源，堆码层数不得超过3层。

9.5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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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应避免碰撞，不允许在地面拖动，且不受化学腐蚀性药品的侵蚀。

9.6 安装

安装应按说明书或在生产厂指导下进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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