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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站

這次測試的5款小型電熱

水爐主要用於廚房，勝在體型嬌

小，輕易收納於廚櫃內，受到講

究家居布置的人士歡迎。但使用

時出水是否夠熱？是否安全？

就此，本會及機電工程署

分別測試了5款此類電熱水爐的

性能及安全程度。

功率約為6千瓦特
由於即熱式電熱水爐沒有儲水箱，

因此並非以容量而是以電功率來區分。

市面上出售的即熱式電熱水爐普遍由6

千瓦特（單相供電）至2萬餘瓦特（三相供

電）。測試的5個樣本額定功率均為6千瓦

特，適合用於廚房或浴室，供水給「星盆」。

在各類電器中，電熱水爐算是耗電

較多的一種。安裝前，應先由註冊電業承

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確定有關的供電

電力線路的最大負載電流值，足夠應付

電熱水爐的電力需要。一個6千瓦特的熱

水爐，輸入電流約27安培，新型樓宇的電

力裝置多足以應付。6千瓦特以上的熱水

爐，宜採用三相供電的設計。選擇安裝6

千瓦特以上熱水爐的住戶應先向電力公

司暸解住所的供電情況，或需申請「三相

四線」的供電。此外水壓也應留意，由於

即熱式電熱水爐需一定的水壓才能啟

動，居於舊式樓宇、頂樓或接近頂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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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安裝前應先檢查供水壓能否達到廠

方額定的最低操作水壓。

體積纖巧易隱藏
小型即熱式電熱水爐的體積細小，

較氣體式熱水爐纖巧得多，可輕易隱藏

於廚櫃。密封式氣體熱水爐需安裝在合

適的牆壁上。即使機動排氣式型號的爐

身可安裝於廚櫃內，吸排氣管仍需接駁

至戶外。

3個樣本的設計適合安裝於「星盆」

之上，其餘2個則可安裝於「星盆」下。大部

分牌子都有近似型號適合安裝於「星盆」

上或下，消費者可按家居布置需要選購。

操作原理
一開水龍頭就有熱水

小型即熱式電熱水爐的爐身不設

任何開關或水溫調校掣，靠爐內以水壓

操作的開關操作。每次開啟熱水龍頭，自

來水會流經熱水爐，當水壓足夠時，開

關便會啟動加熱系統。當關掉熱水龍頭

時，熱水爐亦會因水壓下降而自動停止

操作。

水流量控制水溫

熱水龍頭開得愈大，水流量（flow

rate）增加，輸出熱水的溫度便會降低（見

圖一）。換句話說，熱水的溫度由輸入自

來水的流量及溫度決定，故實際操作中

用者可透過開熱水龍頭的幅度稍作調

節，例如想提升水溫，可關細熱水龍頭來

減低水流量。

不過，要留意的是，由於此類熱水爐

需一定的水壓才能操作，故不能將水流

量過度調低。部分型號隨機附有控制水

流量的流量調節器（flow regulator），鼓勵

用戶安裝在出水口，防止因水流量過高

而導致水溫不足。水垢或其他沉積物會

令水流量變小，當發現此情況，可把流量

調節器擰下清理。

安全測試
安全測試乃參照國際電工委員會

標準IEC 60335-2-35進行，測試結果顯示

樣本通過主要安全測試項目，包括防觸

電保護、溫升、電氣絕緣強度、耐潮濕、非

正常工作、機械強度、結構等，但有個別

項目的表現仍有改善空間。

較多樣本元件耐燃能力有待改善

較多樣本的微型開關（m i c r o -

switch）或支撐微型開關的膠料耐燃能力

不滿意。「電寶即熱」、「德國寶」、「真佳」

及「西門子」支撐微型開關的膠料未能通

過針焰試驗（needle flame test）。除「電寶

即熱」外，其餘3個樣本的微型開關同時

未能通過灼熱絲試驗（glow wire test）。

「針焰試驗」是將測試物料放在支

架上，架底放有測試專用紙，將12毫米高

的火焰施加於樣本上30秒。標準規定，取

去施加的火焰後，樣本上的火焰需在30

秒內自行熄滅，測試專用紙亦不能被滴

下的熔液燃�。「灼熱絲試驗」的過程和

針焰試驗相近，只是將12毫米高的火焰

換成加熱至750℃的灼熱絲。上述樣本都

是因測試專用紙被燃�而不能通過試

驗。不過，測試結果顯示這些樣本在正常

和非正常操作情況下溫升都符合標準。

只要適當使用及維修，這些熱水爐並無

特別高的火警危險。

此外，「Zanker」的接地端子沒有加

上彈弓墊圈，可能影響接地的可靠性，但

測試結果顯示樣本的整體接地效能仍然

良好。

機身標註及說明書有改善空間

所有樣本的機身標註或說明書都

有未完善的地方。問題包括：沒有註明冷

水入口及熱水出口、接線端子標註不足、

額定水壓沒有以公制單位「帕斯卡」

（pascal）或其符號「Pa」標示、沒有標示額

定頻率、說明書的安全警告不齊全。由於

電熱水爐應由具備相關知識的註冊電業

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持牌水喉匠

安裝，上述不足之處對電熱水爐的安全

應不會構成直接影響。

效能測試
參照歐洲標準EN 50193，量度各樣

本的功率、操作所需的最低水壓、輸出熱

水溫度及水流量。測試時電壓定在220伏

特，輸入自來水的水溫控制在15℃，可反

映本港冬季較低的水溫，水壓調控在操

注

圖一 : 輸出熱水溫度與水流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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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輸入自來水溫度
Rs = 啟動熱水爐所需的最低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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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需的最低數值。

加熱效率均理想

全部樣本的加熱效率均在95%以

上，浪費能源甚少，表現頗佳。測試時按

標準規定，將水壓調控在操作所需的最

低數值，所以在測試中量得的，是熱水爐

操作範圍內最低的水流量及最高的溫升

數值。測試時輸入的冷水水溫為15℃時，

量得的熱水溫度由35℃至53℃，熱水流

量介乎每分鐘2.2至4.4升。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聲稱
原產地

保用期
(年)

爐身大小
高×闊×深
(厘米)

效能測試

量得功率
(千瓦特)

熱水
溫度

熱水流速
(升/分鐘)

加熱效率
(%)

輸出水溫
調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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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小型即熱式電熱水爐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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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售價是約數，乃本會於2003年12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 : 型號已經停售，列出的是本會於2003年8月購買樣本的價錢。

[2] 在220伏特電壓下量得的功率數值。
所有樣本的額定電功率均為6千瓦特。
*：額定操作電壓為230伏特。
除「西門子」(#4)外，額定操作電壓均為220伏特，與本港的供電壓相同。

[3] 測試時將水壓調控在操作所需的最低數值。
[4] 測試時將輸入自來水的水溫控制在15℃。
表中所列為熱水爐操作範圍內最高的輸出水溫。

[5] 表中所列為熱水爐操作範圍內最低的熱水流速。

[6] 水溫高、流速低的樣本可藉調大熱水龍頭來降低水溫，靈活性較大。
[7] 實際操作所需的最低水壓數值。
舊式樓宇、頂樓或接近頂樓層數的供水壓可能較低，或不能啟動操作水壓要
求較高的熱水爐。

[8] 安全表現資料由機電工程署提供。
英文字母為安全測試表現不滿意的項目。
a : 接地端子沒有彈弓墊圈
b : 支撐微型開關(micro-switch)的膠料耐燃能力不滿意
c : 微型開關的耐燃能力不足
d : 機身標註或說明書有未完善的地方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MDT 6000

DHC 6

EDO 6H

DH-06100

GPI-6

Zanker

Stiebel Eltron電寶即熱

Junkers真佳

Siemens西門子

German Pool德國寶

1

2

3

4

5

1

2

1

1

1

29×19×10

36×20×10

24×14×10

25×14×10

25×14×10

6.03

6.11

5.76

5.42 *

5.83

53℃

35℃

45℃

44℃

39℃

2.15

4.42

2.74

2.61

3.40

95.1%

99.8%

98.1%

97.3%

96.3%

#

[1] [2] [3] [4] [3][5] [6]

$1,000

$1,090

$1,180

$1,434

$1,200

測試站

1. Zanker 2. Stiebel Eltron 3. Junkers

4. Siemens 5. German Pool

電寶即熱 真佳

德國寶西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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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表現 總評
量得最低
操作水壓
(MPa)

★★★★

★★★★

★★★★

★★★★

★★★★

●●●●●

●●●●●

●●●●●

●●●●

●●●●●

●●●●●

●●●●

●●●●

●●●●

●●●●

[9] 總評按以下比重計算：
安全表現 30%
加熱效率 45%
輸出水溫調校範圍 20%
量得最低操作水壓 5%

0.054

0.052

0.058

0.087

0.065

a,d

b,d

b,c,d

b,c

b,c,d

[8] [9][7]

低操作水壓都較說明書所列為低。

安裝要點
● 電熱水爐的安裝和改裝，都必須

由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

持牌水喉匠進行，切勿自行安裝或改裝。

● 購買電熱水爐前，應先確定配電

箱有可供接駁、足夠應付熱水爐電力需

要的供電電力線路。

● 電熱水爐需要接駁家中的固定電

力裝置，及裝設獨立的開關電掣。

● 即熱式電熱水爐一般屬封閉式耐

壓設計，可接駁普通的冷熱水混合龍頭。

● 部分型號只可接駁至1個出水口，

安裝前要詳閱說明書。

● 即熱式電熱水爐需一定的水壓才

能啟動，若居於舊式樓宇、頂樓或接近頂

樓層數，應先檢查供水壓能否達到廠方

額定的最低操作水壓。

盡快更換無煙道式熱水爐
本港已全面禁止安裝及在浴室和

淋浴間使用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不過，

有關規例並不影響在2000年4月1日前已

在廚房裝置的洗滌用無煙道式熱水爐。

由於這種舊款熱水爐會從室內抽取新鮮

空氣來幫助燃燒，並排放可能含一氧化

碳的廢氣予室內空間，在通風不足的情

況下，一氧化碳可能積聚至危險水平。家

中廚房仍使用這種無煙道式熱水爐的用

戶，必須遵守以下3點安全守則：

1. 使用時必須確保有良好的通風環

境，把室內窗戶盡量打開；

2. 不可以在設有空氣調節的地方

使用；

3. 不可以連續使用超過5分鐘。

最穩妥的做法是盡早更換這些舊

款無煙道式熱水爐，換成安全的密封式

氣體熱水爐。密封式熱水爐從戶外直接

抽取供燃燒用的新鮮空氣，而燃燒後的

水溫調控靈活程度

這類熱水爐有一特性，當水流量增

大，輸出熱水的水溫便下降。由於測試時

已將水壓調控至操作所需的最低數值，

故不能將水壓再降低，否則熱水爐便不

能啟動；因此，量得水溫較低的樣本，也

不可藉減低流量來提高水溫。另一方面，

水溫較高的樣本卻有較大彈性，可把熱

水龍頭調大些或混入冷水來降低出水溫

度。樣本中以「Zanker」的輸出水溫最高，

可調校的範圍較闊，使用起來較靈活。

供水足夠一般洗滌用途

這類小型電熱水爐並非為浴室花

灑或浴缸而設計，故熱水輸出有限，但試

驗結果顯示，水溫及供水量應足夠應付

一般「星盆」的洗滌用途。

需一定水壓才能操作

5個樣本中以「西門子」所需的最低

操作水壓最高，至少要0.087 MPa才能啟

動熱水爐。其餘樣本量得的數值介乎

0.052至0.065 MPa。「西門子」、「德國寶」

及「真佳」的說明書上列出最低操作水壓

為1 Bar，即0.1 MPa。這3個樣本量得的最

廢氣亦直接排出戶外，使用時毋須把窗

戶打開。

廠商意見
「電寶即熱」代理商表示已要求德

國製造商改正機身標註不足的問題。致

於支撐微型開關的膠料未能通過針焰試

驗，代理商不認同是次測試結果，並指有

關的微型開關於進行灼熱絲試驗時是不

會產生火焰，因此按IEC60335-2-35支撐

微型開關的膠料是不需要通過針焰試

驗。代理商懷疑是次測試結果不同，是由

於灼熱絲溫度高於標準所致。代理商表

示曾安排獨立實驗所對微型開關重新進

行灼熱絲試驗，結果顯示該微型開關通

過試驗並沒有產生火焰。代理商表示會

定期安排由獨立實驗所測試該電熱水

爐，過往的測試結果均顯示產品符合

IEC60335-2-35的規格。

「真佳」代理商表示，已停止供應該

型號的電熱水爐。

「德國寶」代理商表示有關的微型

開關已通過安全測試，及不再供應該型

號的電熱水爐。

「西門子」代理商表示有關的電熱

水爐屬於舊型號，已停止供應。

5個樣本的表現非常

接近，以「Z a n k e r」MD T

6000（$1,000）及「電寶即

熱」DHC 6 （$1,090）的總評

分較高。當中「Zanker」的水

溫調校較靈活，「電寶即

熱」的加熱效率較佳。其餘

3個樣本的表現不俗，亦可

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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