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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美健(个护)电器专业委员会

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版权归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所有，未经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许可不得随意复制修改，

其他机构采用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制修订标准须经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引

用本标准的内容需指明本标准的标准号。 

截至本标准正式发布之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未收到任何有关于本标准涉及专利的报告，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不负责确认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是否还存在涉及专利的可能性。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浙江月立电器有限

公司、温州拉博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上海雷瓦电器有限公司、珠海金稻

电器有限公司、广东华能达电器有限公司、广东永日科技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美康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诗杭电器有限公司和海尔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世茂、司明明、黎勇、方培松、范茂昌、周旋、江峰、李隆轩、

宋晓闯、曾文礼、黄继仿、晏洪刚、陈荣会、余秋来、王义兵、黎家忠、黄楚鑫、黄伟平、

邝志恒、陈贤能、玛玻、何家盛、李刚、曾儒军、卜钿杰、文俊修、于旭东、郝玉琳。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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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直发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卷/直发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卷/直发器。 

注：利用热风将头发弯曲或拉直的器具不在本标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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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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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

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的电磁兼容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5465.2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

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23106  家用和类似用途毛发护理器具的性能测试方法 

QB/T 1876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毛发护理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5、GB/T 23106和QB/T 187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标准。 

3.1  

卷/直发器  curling and/or straightening hair stylers 

将利用电能产生的热量传递到发热面板，通过发热面板的热将头发弯曲或拉直的器具。 

3.2  

标称温度  declared temperature 

卷/直发器达到稳定状态后，受热部位中心点的温度值。该值由制造商规定。 

3.3  



T/CHEAA  0008-2019 

2 

自我保护材料发热体  self-protecting material heating element  

串联一个高压开关长时间直接通电后，其表面温度在350℃以下某一温度将维持恒温的

发热体。如：PTC发热、发热绳等。 

3.4  

非自我保护材料发热体  non-self-protecting material heating element 

串联一个高压开关长时间直接通电后，其表面温度随着不断的上升会产生破坏现象的发

热体。如：MCH（陶瓷）发热、发热线、发热膜（MGH）等。 

3.5  

机械式卷/直发器  mechanical curling and/or straightening hair stylers 

利用自我保护材料发热体自身的恒温特性，使产品达到某一设定的温度值后出现恒温的

状态，通过机械开关断电停止发热体发热的卷/直发器。 

3.6  

电子控制式卷/直发器  electronic control curling and/or straightening hair 

stylers 

通过多个电子元件组成的线路板控制产品温度和停止发热体发热的卷/直发器。 

4 产品分类 

4.1 按功能分类 

直发器、卷发器、自动卷发锤、二合一卷/直发器、热直发梳和异形造型器等。 

4.2 按供电方式分类 

无线卷/直发器和插电式卷/直发器。 

4.3 按发热体类别分类 

自我保护材料发热体卷/直发器与非自我保护材料发热体卷/直发器。 

4.4 按控制方式分类 

机械式卷/直发器和电子控制式卷/直发器。 

5 通用要求 

5.1 使用环境 

一般室内或类似室内环境（满足如下要求）：周围应无爆炸性危险介质，无腐蚀金属、

破坏绝缘的气体和导电尘埃存在，无外界气流、强烈阳光和其他热辐射作用。 

a) 使用温度：-5℃～45℃； 

b) 相对湿度：45％～85％； 

c) 亮度：200-500 LUX。 

5.2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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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直发器应满足GB 4706.1和GB 4706.15的要求。 

5.2.1 电源线性能 

卷/直发器电源线（不包含充电式卷/直发器）有效长度(L)应≥1.6m、导线横截面积应

≥0.5mm²、铜丝直径应≤0.16mm。绝缘层表面必须清晰模印内容标识。 

5.2.2 防烫保护 

卷/直发器机身外壳宜使用耐高温绝缘材料，手柄部分手持区域的温度应符合GB 4706.1

的要求。 

5.2.3 标识提醒 

卷/直发器手柄同烫发面（即高温金属体）宜有明显的分界形状，或颜色区分。 

5.3 外观及表面处理 

5.3.1 表面外观 

卷/直发器应无机械性损伤，保证色泽均匀、鲜艳光洁，无气泡，不应存在颜色不均、

刮伤、擦伤、脏污、塌陷、破裂等问题。注塑成型表面需保证无明显熔接线、缩水、毛刺。 

5.3.2 结构设计和尺寸 

卷/直发器应与规格书保持一致，操作部件应确保完整，紧固件不应松动和缺少，不应

存在其他明显不良问题。 

5.3.3 表面图案 

卷/直发器应清晰可读，保证无颜色不均、脏污、偏位、渗墨文字，其标志牌粘贴牢

固，不应存在脱落、卷边问题。 

5.3.4 金属零部件要求 

卷/直发器漆膜镀层不应存在起层、剥落、开裂、锈蚀等现象，应有防腐蚀保护层。 

5.3.5 陶瓷油涂层要求 

a) 涂层可耐酒精、汽油擦拭； 

b) 涂层冷态硬度不应小于3HR。 

6 性能要求 

6.1 温度性能 

6.1.1 温升性能 

在20-25℃室温下，按7.4.1测试，卷/直发器标称温度从冷态至达到130℃所需的时间（T）

应满足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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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卷/直发器温升时间 

6.1.2 标示温度和偏差范围 

按7.4.2方法测试，卷/直发器标示温度实际测试值与标示温度值的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

定。 

表2 标示温度偏差 

单位：℃ 

标示温度 偏差温度 

130-225 ±15 

6.1.3 发热面板表面温度 

按 7.4.3 测试，卷/直发器产品恒温状态下，发热面板表面任意位置点温度值应不大于

240℃。 

6.1.4 发热面表面温度均匀性 

a) 直发器：在恒温闭合状态下，按 7.4.3 测试方法，测得 A、B 和 C 点的温差应≤

20℃； 

b) 卷发器：在恒温状态下，按 7.4.3 测试方法，测得 A、B、C、D 和 E 点的温差应≤

30℃； 

c) 直发梳：在恒温状态下，按 7.4.3 测试方法，测得 A、B、C、D 和 E 点的度差应≤

40℃。 

6.1.5 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温差 

直发器发热面板打开在温度稳定状态下，按 7.4.4 测试，上下发热面板（即直发器标称

温度）的温度差应≤30℃。 

6.2 开合性能 

6.2.1 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开合性能 

a) 在最高档恒温下，直发器上/下夹发热面板自然合拢，应平直贴合、前端贴合。

当加热面板(Q)≤100mm直发器，后端开口(H)应≤2mm；当加热面板(Q)＞100mm直发器，后

端开口(H)应≤5mm，如图1所示。 

品名 发热体类别 达到130℃时间（s） 

直发器 自我保护材料 ≤100 

非自我保护材料 ≤45 

卷发器 自我保护材料 发热通直径≤25mm ≤130 

发热通直径＞25mm ≤180 

非自我保护材

料 

发热通直径≤25mm ≤90 

发热通直径＞25mm ≤130 

自动卷发锤 自我保护材料 ≤80 

非自我保护材料 ≤55 

直发梳 自我保护材料 ≤200 

非自我保护材料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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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合拢后端开口示意图 

b) 在最高档恒温下，直发器上/下夹发热面板自然合拢，应平直贴合，上/下发热面

板左右错位(K)应≤0.5mm，上/下发热面板(J)应≤0.5mm，如图2所示。 

 

图2 上/下发热板摆嘴错位示意图  

c) 按7.5.1方法测试验证，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加持贴合力度应通过直发器吊纸测

试，各测试点吊纸带都不滑落。 

d) 具有锁住上下发面板功能的直发器，在锁住状态下，上/下发热面板间隙（W）应

≤8mm,且当产品高于台面200mm水平跌落到操作台面（台面材料橡胶面、木板等）时，上/

下发热面板不会弹开。 

 

图3 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锁住示意图 

e) 按7.6测试，直发器张合夹30000次后，未出现断裂，且产品功能正常，无高压、

带电体露出，无异音。 

f) 按7.7铰轴吊磅测试，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的手柄应能通过≥2.3kg(5磅）负重，

未出现断裂，且产品功能正常，无高压、带电体露出。 

6.2.2 卷发器夹子开合性能 

a) 按 7.5.2 方法测试，卷发器夹子夹合力度，应通过 75g 卷发器吊纸测试，各测试点

吊纸带都不滑落 

b) 按 7.6 方法测试，卷发器夹子张合夹寿命通过 10000 次，满足张开操作力度在测

试前 85%内，无破裂、裂纹、缺口，无高压、带电体露出。 

6.2.3 二合一卷/直发器开合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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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和卷转换功能的二合一卷/直发器应同时满足，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开合性能

6.2.1和卷发器夹子开合性能 6.2.2所述性能。 

6.3 微型轻触电子按键 

按 7.8测试 5000 次寿命后，按键节奏感好，有明显的触感，无异音，且功能不受影

响，开关盖没有发生影响使用的变形、异常动作等，没有发生开关短路、触点溶化或者其

他电气方面的异常。 

6.4 旋转式调节键 

按 7.9 测试 5000 次寿命后，旋转依然平滑，无无异音，功能不受影响，旋钮盖没有发

生影响使用的变形、异常动作等，没有发生开关短路、触点溶化或者其他电气方面的异常。 

6.5 负离子浓度 

标有负离子功能的卷/直发器，按照 7.10测试，产品负离子浓度数值≥60万个/cm³。 

6.6 指示灯提示功能 

卷/直发器在工作状态时宜有档位指示灯/警示指示灯。 

6.7 显示功能 

标称具有液晶LCD显示功能的卷/直发器中液晶LCD显示的文字或记号应清楚识别，各功

能设计符号应正确标示。 

6.8 自动关机断电/待机保护 

电子控制式卷/直发器应有自动关机/待机功能，且从停止操作至自动关机/待机的时间

应不超过 75分钟。 

6.9 电磁抗干扰强度 

按 GB4343.1、GB17625.1和 GB17625.2,测试验证且满足以下余量要求： 

a) 骚扰功率-EMI，测试通过，且满足余量在测试的频率段都在 5dB以上； 

b) 电源端口骚扰电压测试通过，满足余量在测试的频率段都在 5dB以上。 

6.10 卷/直发器整机寿命 

按照 7.11试验，卷/直发器产品各项功能应正常。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除对环境另作规定的试验外，试验应在一个基本上无风的室内进行，环境温度保持

在(23±2)℃，相对湿度：45%～75%。 

7.1.2 试验用的电子测量仪表，除型式试验外，准确度不低于 0.5%，出厂检验时准确度

不低于 1%。 

7.1.3 测试用交流稳压电源(220V/50Hz)其额定电流不小于 1A，稳压精度为±2%。 

7.1.4 被测样品应在产品说明书或设计技术要求规定的使用状态下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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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试验电源应与产品所规定的电源相一致，当产品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电源时，应选

择较不利的一种作为试验电源。 

7.1.6 标称温度按以下图示位置的测量点的温度值，二合一卷/直发器以直发器为准。 

a) 直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A、B、C，其中C点温度作标称温度值，见图4。 

注：直发器的温度是闭夹状态下，所测试的温度；图中A=B=10mm；C点为A与B之间中点。 

 

图4 直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 

b) 卷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A、B、C、D、E，其中C点温度作标称温度值，见图5。 

注：图中A=B=15mm；C点为A与B之间中点；D点为B与C之间中点；E点为A与C之间中点。

 

图5 卷发器温度测量点置 

c) 直发梳温度测量点位置：A、B、C、D、E，其中C点温度作标称温度值，见图6。 

注：图中A=B=15mm；C点为A与B之间中点；D点为A与C之间中点；E点为B与C之间中点。 

 

图6 热直发梳温度测量点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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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外观试验 

7.2.1 外观检查：目测。 

7.2.2 间隙测试：用塞规检测产品。 

7.3 电源线长度测试（不包含充电式） 

用10N的力拉直电源线，卷尺测量如图7标注尺寸位置间的长度值(L)。 

 

图7 电源线长度测量 

7.4 温度测试 

7.4.1 温升测试 

卷/直发器正放于台面上，按7.1.6位置C点布好热感温线，通电开机同时调至最低档且按

下计时器，当温度达到130℃，记录时间（T）。 

7.4.2 标称温度测试 

卷/直发器正放于台面上，按7.1.6位置C点布好热感温线，通电开机同时调至最低档，当

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5分钟至恒温，没有指示功能的产品稳定10分钟至恒温，记录

此时C温度；再将产品温度设置到下一档，按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5分钟至恒温，没

有指示功能的产品稳定10分钟至恒温，记录此时C温度，依次方法测出各个档恒温时C点温

度值。 

7.4.3 发热表面温度和温差测试 

卷/直发器正放于台面上，按7.1.6位置各点布好热感温线，通电开机同时调到最高档，按

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5分钟产品充分到恒温，记录此时各个点中的温度值，得出最

高温度和温差。 

7.4.4 直发器上/下发热面板温差测试 

直发器自然开夹正放于台面上，按7.1.6上下发热面板C点布好热感温线，通电开机同时

调到最高档，按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5分钟产品充分到恒温，记录上发热面板和下

发热面板C点温度。 

7.5 吊纸测试 

吊纸带：普通A4（厚度0.1mm）纸制作成上部宽（25mm）×高（150mm）2张重叠，底部

填充配重物质，如图8。 

直发器吊纸带：总重量85g；卷发器吊纸带：总重量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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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指的是厚度 

图8 测试纸带 

7.5.1 直发器吊纸测试 

直发器开机状态下调至最高档，当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3分钟到恒温，没有指

示灯功能的产品稳定8分钟，将直发器吊纸带25mm宽的中点放置在7.1.6 a)直发器温度测量

点位置中A点，发热面板一侧露出吊纸带，另一侧吊纸带配重向下，合夹，将吊试纸匀速提

起悬空5秒钟，吊纸带不会滑落。按同样方法将吊纸带放置7.1.6 a)直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

中B、C处，吊纸带不会滑落。 

7.5.2 卷发器吊纸测试 

卷发器开机状态下调至最高档，当产品指示温度停止闪烁后稳定3分钟到恒温，没有指

示灯功能的产品稳定8分钟，正常操作打开夹子，将卷发器吊纸带25mm宽的中点放置在7.1.6 

b)卷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中A点，通一侧露出吊纸带头，另一侧吊纸带配重向下，合夹，握

住手柄将吊试纸匀速提起悬空5秒钟，吊纸带不会滑落。按同样方法将吊纸带放置7.1.6 b)

卷发器温度测量点位置中B、C处位置，吊纸带不会滑落。 

7.6 张合夹寿命测试 

卷/直发器通电开机调到最高档，按照从完全打开的位置关闭可活动部件至完全关闭的

位置，再返回到完全打开的位置为1个周期。卷/直发器以10次/分钟频率进行连续不断操作。

其中，直发器测试30000次；卷发器夹子测试10000次。 

注：自动测试或手动测试均可。 

7.7 铰轴吊磅测试 

制作负重G=2.3kg的吊重，打开直发器将吊重套在N=30mm位置，用手抓住直发器如图9中

M处位置提起直发器，悬空坚持1分钟，测试中可不插电。 

 

图9 铰轴吊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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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微型轻触电子按键测试 

在额定最大电压下，卷/直发器产品调至最大功率时的电流，手按住轻触测试按键中央

部一下，再松开，为1次循环操作，20次/分钟反复连续不断循环操作5000次。 

注：自动测试或手动测试均可，其自动测试操作力同手动测试操作力度应相同。 

7.9 旋转调节键测试  

在额定最大电压下，调至最大功率时的电流，旋钮旋至最低档位，匀速将旋钮旋至最高

档位，然后匀速将旋钮旋至最低档位，为1次循环操作，20次/分钟反复连续不断循环操作

5000次。 

注：旋钮旋转速度无特别要求 

7.10 负离子浓度测试 

标称具有负离子功能的卷/直发器在开机后，稳定工作状态下，打开负离子功能，使用

吸风式负离子浓度测试仪，靠近负离子发射出口处停留30秒钟，读出最高值。 

7.11 整机寿命 

卷/直发器在额定电压下空载工作30分钟，停止30分钟，按照这样的周期连续试验，累

计测试700个循环周期结束试验。 

8 检测规则 

8.1 检验要求 

卷/直发器产品的安全和性能部分应符合GB 4706.1、GB 4706.15和本标准的要求。 

8.2 产品检验 

卷/直发器产品经品质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使用说明书。 

卷/直发器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3 出厂检验 

8.3.1 产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3。 

表3 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 

序号 实验项目 
本标准所属章条 GB4706.15 

所属章条 

接收质

量限 技术要求 实验方法 

1 输入功率 / / 第 10 章 A 

2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和电气强度 
/ / 第 13 章 A 

3 标志和说明 9.1 7.2.1 第 7 章 A 

4 包装 9.2 7.2.1 / B 

5 表面外观及表面图案 5.3.1/5.3.3 7.2.1 / C 

6 标示温度和偏差范围 6.1.2 7.4.2 / A 

7 吊纸 6.2.1 c/6.2.2 a 7.5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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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 
本标准所属章条 GB4706.15 

所属章条 

接收质

量限 技术要求 实验方法 

8 自然合夹 6.2.1 a、b 7.2 / A 

9 直发器锁手柄 6.2.1 d 7.2 / C 

10 负离子浓度 6.5 7.10 / C 

11 指示灯提示功能和显示 6.6/6.7 7.2.1 / C 

12 电源线性能 5.2.1 7.3 / A 

8.3.2 出厂检验应进行逐批抽样检验。抽检的项目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 4。产品出厂检验

抽样应按 GB/T 2828.1 进行，抽检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由生产商

的质检部门自行决定或由生产商和订货方协商确定。 

表4 出厂检验的抽检项目 

序

号 
抽检项目 

本标准所属章、条 其它标准所属

章、条 

缺陷分类 

要求 试验方法 致命 中 轻 

1 发热面板表面温度 6.1.3 7.4.3 / √   

2 防烫保护 5.2.2 / /  √  

3 温升性能 6.1.1 7.4.1 /  √  

4 温度均匀、温差 6.1.4/6.1.5 7.4.3/7.4.4 /   √ 

5 张合夹寿命 6.2.1 e/6.2.2 b 7.6 /  √  

6 铰轴吊磅 6.2.1 f 7.7 / √   

7 微型轻触电子按键测试 6.3 7.8 /   √ 

8 旋转式调节键测试 6.4 7.9 /   √ 

9 自动关机断电保护 6.8 秒表 /   √ 

10 电磁抗干扰强度 6.9 / GB 17625.1/2   √ 

11 整机寿命测试 6.10 7.11 /  √  

8.3.3 出厂检验中有缺陷项的不合格品，经返修、返工后应重新提交复检，复检合格后，

方可出厂。 

8.4 型式试验 

8.4.1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一次；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4.2 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表 4 所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8.4.3 型式检验的抽样应按 GB/T 2829 进行。形式实验的样本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

随机抽取或新品的送样检验。试验中如有任一个试样的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加倍抽取样本对

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后如仍有不合格，则试验不能通过，并停止出厂检验。待分析原因，

提出处理方案，并再次提交试验合格后，才能恢复生产。 

8.4.4 经型式试验的产品，不应作正品出厂。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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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标志 

每个产品应有如下清晰标志： 

——器具型号； 

——额定电压，单位为 V； 

——额定频率，单位为 Hz； 

——额定输入功率，单位为 W； 

——制造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强制性 CCC 认证标志； 

——防水等级的 IP 代码，IPXO 不标出。 

9.2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019 的要求。 

a) 产品内包装盒上应清晰地标出以下内容： 

——制造厂名、厂址； 

——产品名称型号； 

——商标； 

——条形码； 

——包装回收标志。 

b) 外包装箱上应清晰地标出以下内容： 

——制造厂名、厂址； 

——产品名称、型号； 

——产品数量； 

——重量； 

——体积、长×宽×高； 

——包装回收标志。 

c) 包装盒应附有使用说明书。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严禁雨淋受潮和剧烈的碰撞。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相对湿度小于 80%的仓库环境中，箱体应距地面 150mm 以

上，周围应无腐蚀性化学物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