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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Live safer.TM.

NSF International（简称NSF）成立于1944年，是一个致力于

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机构。今天，NSF是世界领先的、独立

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有关水质和食品安全产品的认证和测试。同时，NSF被

公认为国家标准制定的权威机构，她使来自包括官方管理机构、制造商、学术界、科研领域以

及消费者的各方意见达成一致。这些内容广泛的标准为产品制造商提供了证明其产品的品质、可

靠性以及性能的基础，保障了买家、消费者以及卫生官员的利益，使他们对产品的安全放心。

NSF饮用水处理装置（DWTU）的认证方案最早建立于70年代初，第一个DWTU标准始于

1973年。今天，共七个饮用水处理装置标准被全球上百家公司采用，数以千计的饮用水处理系统

及处理部件得到了认证，改善和保护了饮用水的品质。

考虑到NSF认证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影响，以及为满足企业在其产品上使用NSF标志来证明追求

完美的承诺，NSF制订了本认证指南。本指南的目的在于勾画出一个简洁明了的认证流程，以便您

以最少的时间和费用通过认证，获得最大的利益。从您开始着手的那一刻起，本指南将是您通往

成功的向导。

本文件只是NSF提供的协助您顺利完成认证的众多资源中的一项。在认证进行过程中，有其它

提供有关相应过程更详尽、细节的资源。同这份指南及其它资源一样重要的是来自NSF专业人员的

帮助。我们的承诺是完美的客户服务。指派给您的NSF认证项目经理（CPM）将会在每一个步骤中

引导您。他们的目标是确保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认证。认证项目经理作

为您团队在NSF的一分子，随时准备给予您一切可能的协助。

除认证项目经理外，NSF成员包括毒理学专家、化学家、工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其它专家。

他们的任务就是提供全球最全面的产品评估，并且在整个认证过程中为您提供必要的协助。认证

项目经理会协调这些专家和各部门之间的运作，确保认证过程简单、受控。

我们希望以下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在指南的最后有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们将回答您的相关

问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并在您准备就绪后启动认证过程。我们期盼与您合作，使您获得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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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行业国际广泛认可的、极具价值的NSF认证标志，证实您产品的质量和益处。

水处理技术

过去三十年来，饮用水处理工业的创新令人注目。现今的水处理技术包括吸附式介质、离子

交换、反渗透、陶瓷过滤器、皱褶式过滤器、紫外线、蒸馏和氧化还原等。NSF的测试、认证以及

饮用水处理装置（DWTU）标准也不断更新，使其涵盖所有这些技术。

凡拥有NSF认证标准所涵盖的产品的公司，都可以申请NSF的产品认证。产品认证所需的所有

评估要求均包括在一组标准----NSF/ANSI 饮用水处理装置标准内。结构的完整性、材料安全

性、污染物降低的性能和对产品相关文档的要求，都在每一个标准中得到详尽的规定。每一个标

准同时涵盖了所有的测试方法、产品的评估和判定准则。 

NSF饮用水处理装置认证整个水处理系统，也认证组成系统的部件（参照下列的图表）。

NSF把「系统」定义为：可提供使用者经处理过的水的完整的水处理产品。完整的水处理系统认证

包括结构完整性、材料安全以及污染物降低的性能。

NSF把「部件」定义为一个零件或一个系统的组件，这些部件必须在与其它的部件结合后，

才能提供给使用者经过处理的水。这些部件需通过材料安全性的认证及必要时对结构完整性的认

证。部件的例子有：仅需做材料安全性认证的碳块组件，需要做材料安全性和结构完整性认证的

过滤器壳体，仅需做材料安全性认证的反渗透部件，还有许多其它类型的部件。

NSF标准

每一项NSF标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专业技术的。当您一但确认了适用的标准，该单一标准包括

了您产品达到NSF认证要求所需的所有测试方法以及评判准则，不需要其它标准。下表将能协助您

确定您的产品，以及相关的污染物降低声明的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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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是否需要材料
安全性认证？

是否需要结构
完整性认证？

是否需要污染物降低
性能认证？

非承压部件

承压部件

（如：滤心外壳）

配管系统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相似产品分组测试

假如您有多个类似产品需要认证，NSF有专业的人员从技术角度判断决定，是否通过测试其中

的一个产品，而不需对其他类似产品再进行测试。这项程序称为「分组归类」。对产品归类是建

立在产品的相似性上的，例如不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原料，或者是结构的相似性。当多种产品提

交认证时，NSF将会决定归类是否可行，并决定哪些产品需要测试。在测试之前提交所有产品的资

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测试模式使您认证的价值最大化。

流程

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步骤来尽可能快地完成认证。一但您提交了必要的初步信息，您的认证

项目经理将用这些信息来计划流程，开展各项活动。认证项目经理将及时通报各项活动的详细状

态。NSF完美的内部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产品评估能力使这一切变为可能。（关于流程的细节请参

照概述章节）

NSF在线

NSF提供方便又安全的在线服务，使您无论何时都能获得相关的信息。“NSF在线”是一个给

客户提供项目进度查阅、生产场所信息、测试报告、帐单和电子付费服务的安全网站。“NSF在

线”也提供在线估价功能，可估算一些常见的污染物降低性能测试的费用。客户能方便地查阅一

些特定测试的费用。

产品种类 可选的污染物降低声明 标准

陶瓷、或其它的过滤系统

陶瓷、或其它的过滤系统

反渗透系统

紫外线系统

蒸馏

水软化系统

淋浴过滤系统

碳过滤部件

过滤器腔体部件

反渗透部件

42

53

58

55

62

44

177

42

42

58

感官-氯降低、微粒降低、氯胺降低等

健康－铅降低、孢囊降低、VOC降低等

TDS降低（强制性）、健康声明－铅降低、孢囊降低、

VOC降低等

消毒

TDS降低（强制性）、健康声明－铅降低、孢囊降低、

VOC降低等

硬度降低（强制性）、健康声明－钡降低、镭降低

氯降低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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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您的认证项目经理将协助您完成认证过程的每一个步骤，

尽可能使认证过程顺利而又省时。认证项目经理将会要求提供下

列信息以便开始认证工作，他们将会协助您收集这些信息，以及填写所需

的表格。

•  认证申请和保证金

•  您公司地址以及生产场所的地址

•  要求认证的产品的清单和产品描述

•  产品的结构分解图或图纸

•  需要测试的污染物降低声明的说明（假如您的产品是系统）

•  产品的水接触部件清单（WPL）

您的认证项目经理得到这些信息后就可以开

展项目了。通过评审WPL可以确定哪些材料配方

已经存在于NSF的档案里，哪些还需要从您的供

应商处收集。标准要求提供与水接触的材料的配

方，以进行相应的材料安全测试。

收集到这些信息后，NSF会对生产场所进行初

次审查。审核员将会解释审查要求和程序并且回

答您可能提出的问题。在进行工厂审查和收集材

料配方的同时，可在NSF的实验室进行污染物降低

性能的测试。从供应商处得到材料配方信息后，

就可以进行产品的材料安全测试。在进行产品测

试时，将按照相应标准规定，对产品的文档进行

审查和批准。产品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以及产品文

档审批后，认证项目经理将会将您的公司正式列

名从而完成认证过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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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afer.TM.

常见问答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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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跟NSF认证有关的常见问题。

问：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否能得到保密？

答：NSF对与客户和他们的供应商所讨论的和提供的所有信息将严格保密。我们的

员工定期接受关于商业信息保密的训练。NSF将客户的记录安全地储存在具有严格控制和缜密回溯

功能的系统中。

问：认证的费用是多少？

答：NSF将按您所提供的产品基本信息来对您的产品作出精确的认证费用估算，这一估算是免

费的。在有基本资料的前提下，费用是根据所用的技术和您所要认证的对污染物降低性能的声明

而定的，所以需要了解产品的基本情况。其它影响费用的因素包括处理系统的容量和流量。

问：认证需要多长时间？

答：NSF有最大、最先进的饮用水处理设备的测试实验室。我们也有最庞大的毒理学专家队伍

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审核员。大部分的认证所需要的测试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其它的工作，

如产品文档的评审和生产场所审查可以在测试期间进行。有时由于难以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材料配

方的资料，所以认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详见“与您的供应商一起工作”一节）

问：是否需要将我所有的污染降低性能都进行测试和认证？

答：不是。如果您的产品有一个以上的污染物降低性能声明，您可以只申请认证其中一个、

或几个或者所有的功能，这由每个公司自己来决定。在声明性能时，我们只要求在产品上标明哪

些是由NSF认证的，哪些不是。

问：什么是系统的流量？

答：流量是指在一定的压力下，通过系统的水流率。对您系统所作的声明的测试，就是在该

流量下进行的。按NSF/ANSI 42和53号标准认证时，通常以每分钟多少加仑（gpm）或是每分钟多

少升（lpm）来表示。对按NSF/ANSI 58标准来认证的反渗透系统，通常以每天多少加仑（gpd）或

每天多少升（lpd）来表示。



问：什么是系统的容量？

答：系统的容量是指通过系统且污染物能得到有效降低的水的总量。常用加仑或升来表示。

如果一个系统有多项污染物降低性能得到认证，那么这个系统只能标明一个容量，即通过认证的

污染物降低中的最小的那一个容量。举例讲，系统具有5,000升降低氯的处理能力，但降低铅的处

理能力只有2,500升，那么2,500升就是这个系统的最小容量，也就是系统对氯和铅的处理容量。

问：什么是水接触部件清单？

答：水接触部件清单（WPL）是指在您的产品中与饮用水接触的所有材料的清单。在开始认证

工作时，项目经理会要求您提供所有的成品部件或材料的供应商名称，以及原材料的配方。同时

也要求提供所有材料与水接触的面积尺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材料与水接触的面积是以平方英

寸或是平方厘米来表示。但对有些材料如碳，则用磅或克来表示。

问：要进行什么样的测试？

答：测试是根据所要认证产品的种类，是部件还是系统而定。如果部件是桶体或过滤器外

壳，那么就要进行材料的浸泡析出测试。如果产品是承压部件，如过滤器外壳，就同时也需要进

行结构完整性测试。如果要认证的是一个系统，那么就要进行材料浸泡析出和结构完整性测试，

以及您要声明的污染物降低性能的测试。

问： 什么时候进行生产场所的初次审查？

答：生产场所的审查可以在认证过程中的任何时候进行，但要在产品获得认证之前。

问：初次生产场所审查过程中会做些什么？

答：审核员将与您联系安排首次生产场所审查的时间。在审查期间，他们将评估所有材料的

制造过程，检查现场产品装配和包装以及评审材料记录。详情请见附录B。

问：什么时候可以被正式列名？

答：公司成功的完成了所需的文件、测试、产品文档的评审和生产场所的审查，公司就会被

列名（被认证）。在满足这些要求后，NSF会立即通知您。

问：什么时候我可以使用NSF认证标志？

答：在达到了所有的认证要求后，公司可以在产品上使用NSF标志。在满足这些要求后，

NSF会立即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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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公众如何可以得知我们公司已经在NSF列名了？

答：NSF给每一个列名的生产场所颁发正式的证书。NSF还提供可免费访问的网站（www.nsf.

org）。网站列出了通过认证的产品清单。在线列名是每天更新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搜索。

消费者、买家、卫生官员以及其他制造商通常会使用这个网站来确定和查找通过认证的系统和部

件。

问：如果我的产品没有完全符合认证要求，怎么办？

答：首先，很重要的是不管测试是否通过，NSF不会将测试结果告诉除了申请认证的公司以外

的任何人。如果产品没有通过某一测试，这并不是整个程序的终结。申请人可以分析测试结果的

原因，在找到原因并且纠正后进行重新测试。由于NSF的独立性，NSF不能对产品提出改进建议。

如果产品的其它测试项目在此项目前已经通过，通常这些已通过的项目就不需要重做。

7



Live safer.TM.

NSF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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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的饮用水处理装置的标准包括了强制性测试要求和自愿

性测试要求。强制性测试包括了材料的安全性，如适用，还包括

了结构完整性测试。对某些特定的技术，所声明的最低的污染物降低性能

也是强制性的。系统和部件必须通过强制性测试项目。对所声明的系统污染物降低性能有不同

的自愿性测试可供选择。对部件不能进行污染物降低声明测试。

此外，对于系统还有产品文档的强制要求，包括安装和操作说明书、性能数据表、铭牌以及

如适用时备件的包装等。

标准明确了对每种技术所要做的测试。认证项目经理在认证开始时就会明确您的产品要做什

么测试。下面对每种类别作一概括以便对这些要求有一个基本了解。

材料评审和测试：对所有的技术

材料安全性的评估分两步。从材料的评审开始，即评估在系统或部件中所有与水接触的材料

的成分，单体或杂质，是否可能析出，进入水中从而影响水质。材料的评审是由NSF的毒理学专家

根据水接触部件清单(WPL)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认证项目经理会帮助您提供这些信息。基于对整

个水接触部件清单的评审，如果NSF现有的档案中没有您所用的水接触部件的信息，那么认证项目

经理会提供您相应的表格，由您的部件或组件的供应商填写相应信息。

NSF已经有超过45,000种材料的配方信息记录在案。如果您的供应商曾经填写过相应的表格，

就不需再重复填写。配方的清单是保密的。认证项目经理可以使用这些信息评审您的水接触清

单，确认哪些已有记录了。有的供应商按NSF饮用水处理装置的标准或其它的标准如NSF/ANSI 51: 

NSF/ANSI 61来认证他们的部件。这些通过认证的产品是公开的，也是在选择部件供应商时很有价

值的资源。

按部件类型在线认证数据库很容易进行搜索，找到认证部件的型号、公司及其联系方式等。

您可以发现其中有数千种经NSF认证的部件。如果选用经过认证的部件可以节省认证的时间和费

用。请访问www.nsf.org来查询。



第二步是材料的浸泡析出测试。标准规定了材料的浸泡析出测试要求，并因产品所用的技术

而不同。认证项目经理会与您交流有关测试的具体要求，所要求的样品的数量和样品的提交。在

按您的产品说明进行初始处理后，产品将按一定的条件浸泡在水中。然后检测浸泡水样中可能存

在的从材料中析出的不同的杂质。有一系列对各种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的检测分析标准，然后NSF的

毒理学专家根据产品中所使用的材料，对他们认为重要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水样中发现的任

何污染物不能超过标准所规定的最大值。材料的浸泡析出测试从收到样品起，大约要花30天可以

完成。

在水处理技术的NSF标准中，对上述材料安全性的要求唯一有例外的是淋浴过滤器。淋浴过滤

器不是用于提供饮用水的，对材料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广泛。对淋浴过滤器，仍需要进行材料的配

方评审，但只要证明材料中没有加入铅。淋浴过滤器不需要做材料的浸泡析出测试.

整体结构测试：对所有技术

所有的NSF饮用水处理装置标准都要求对整个系统和与有压力水相连的部件进行结构测试。结

构测试可能包括循环压力、静压和爆破压力。所有的测试都是在未进行过其它测试的新样品上进

行，即同一个样品不经受多次的测试。此外，测试并不需要将样品破坏，但在测试结束时样品应

完好且无任何泄漏。

在承压状态下工作的系统通常会要求进行静压测试。将系统的压力升到标准规定的最大压力

并保持15分钟。系统必须保持完好并具有水密性。对绝大多数系统在3倍的最大工作压力或300磅/

平方英寸中取大者进行。对于明排系统在1.5倍的最大工作压力或150磅/平方英寸中取大者进行。

绝大多数系统还要求做循环压力测试，将系统的压力升到规定的压力，然后降低到小于

2磅/平方英寸，再行升压，按规定进行循环。对绝大多数的系统升压至150磅/平方英寸，进行

100,000次循环。对明排系统则是50磅/平方英寸，10,000次循环，系统不漏水，即通过测试。

非金属承压容器部件要求进行爆破测试。完整系统通常不做爆破测试。爆破测试是关闭所有

的开放部分将压力升到400磅/平方英寸或者4倍的最大工作压力，取其大者，保持短暂的时间，然

后释放，承压容器不漏水，即通过测试。

污染物降低的测试：根据不同的技术

过滤器污染物降低的测试

过滤器污染物降低的测试按标准42和53的要求进行。这两个标准除了在污染物降低的声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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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其它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标准42是针对感官影响的声明，而标准53是针对健康影响的声

明。在这两个标准中的绝大部分的声明可以分为两类:

•  化学物的降低-包括氯、VOC、杀虫剂、除草剂、金属

•  机械物的降低-包括胞子、混浊、石棉、微粒。

每一项测试都要用两个系统，每一项测试要用新的系统。举例说，检测氯的降低和VOC的降

低，就要用4个系统。在所有的测试中，两个系统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时进行测试，两个系统都必须

通过测试，才达到标准要求。如果只有其中的一个通过，整个测试就不算通过。

化学物降低的测试是基于预计的过滤元件的容量。测试条件为：

•  标准42: 100%的容量

•  标准53 带性能指示装置(PID): 容量的120%

•  标准53 不带PID: 200%

超过100%容量的测试仅针对与健康有关的声明，这为使用者没有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对系

统进行适当的维护时提供了附加的安全系数。无论应用什么安全系数，120%或者200%成功通过

测试后，制造商声明的容量仍只能是100%。举例说，一个不带PID的系统，声明对于铅的容量为

1,000升，它应当在2,000升的条件下测试。产品必须在2,000升流量条件下，将铅的指标降低到标

准的要求。如果它能符合该测试要求，产品将通过具有1,000升容量的降低铅污染物的认证。如果

系统带有PID，测试将进行到1,200升为止，产品则通过1,000升的降低铅污染物的认证。这仅适用

于针对标准53的健康声明。

有时候公司对过滤元件的容量并不明确，下面的一些指南应牢记心中：

•  每一个系统只能声明一个容量。如果要声明具有几种污染物的处理能力，那么最低的处理

容量将被定为系统的容量。

•  NSF 测试实验室可以在其它条件下进行测试。这些附加的数据可以用来帮助确定实际的系

统容量。这些数据可以被用于认证。同时进行研究测试和认证测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PID系统必须通过系统记录所处理水的体积，根据达到的容量来通知使用者什么时候更换过滤

元件。计算日历天数的装置并不是PID。有多种方法，如用指示灯或停止处理水来通知使用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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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元件。因此，在标准53中也规定了相应测试来确认PID是否正常工作。

绝大多数的污染物降低测试只进行一次。但是，在标准53中对金属污染物的声明要求在pH为

6.5和8.5两种条件下进行测试。譬如在声明降低铅的处理能力时，就要做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测

试，只有在两种条件下都通过了测试才能通过认证，只通过一个pH的测试就不能作声明。

机械物降低测试并不是基于容量，而是基于在整个测试期间的流量的降低。按照起始流量的

百分比，在几个点上采集样品，最终的样品采集点是起始流量的75%。

测试管线式系统时，不管是对化学物还是对机械物的降低声明，都是在测试期间将系统反复

地的开和关。这是模拟阀门的开和关，以及系统的水流停止和开启。对于机械物降低的测试，循

环是50%打开，50%关闭(50/50)，或等量时间有水流和无水流。对化学物降低测试，其循环是

50/50或者10%开和90%关(10/90)。在每种情况中，循环的最长周期是40分钟，最短15分钟。举

例对一个10/90循环周期时间是20分钟，测试是2分钟的流动，接着18分钟无流动。公司可根据不

同测试而自己做出选择。选择不同的循环，可能考虑的因素有:

•  50/50-测试快，因此费用也省

•  10/90-测试时间长因而增加了费用，但可能会改进难度大的污染物的降低。

重力型系统，象罐和壶式过滤器是按照公司提供的每天可处理的最大次数手工测试。

测试由您的认证项目经理协调。认证项目经理将测试要求用所提供的表格记录成档。这些表

格包括了所有的测试规范，是您和NSF的记录。请在提交测试系统之前，评审这些表格以确认所有

的测试规范是正确的。

反渗透系统污染物的降低测试

所有的反渗透(RO)系统是按照NSF/ANSI标准58来评估的。不象在42和53标准中可以选择任何

污染物降低的声明，标准58要求所有的系统对总溶解固体物(TDS)的降低测试和认证。对各种RO系

统，测试正好一周时间，也包括系统的每天生产率(DPR)的测量，系统的恢复，以及在适用时，系

统的效率。

RO系统对其他污染物降低的声明是可选择的，主要包括化学物，如金属和无机污染物降低的

声明。如同TDS污染物降低的测试一样，所有污染物降低的测试也是一周。RO系统污染物声明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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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是在将前后过滤器移除后完成的，所以其性能只是基于反渗透膜。

每一项测试需用两个系统。所有的测试中，每个系统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时进行。两个系统必

须都通过测试才符合标准要求。如果只有一个系统通过测试，那么整个测试就不算通过。

由于反渗透膜可以使用几年，所以相同的RO系统可以进行多项测试。也可以同时测试多种污

染物，这样您就可以节省测试费用。您的认证项目经理会给您提供建议。

产品文档的评审：对所有技术

文档要求

产品文档是为了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功能以及为了维修的需要。NSF所认证的产品的文档必

须符合相关标准对文档的要求和NSF对认证标志的使用要求。按照NSF的标准文档定义为：

•  安装和维护说明书

•  性能数据表

•  铭牌

•  备件包装

要求有零部件和服务信息，公司名称和地址等信息。对某些污染物降低的声明可能会要求包

括在文档中。在文档中提供的信息都应当和实际测试条件相一致，譬如，流量、容量和使用条件

说明。

此外，产品样本，印刷广告资料或网站广告中任何有关贵公司认证的声明和说明必须符合

NSF标志使用的要求。

认证项目经理可以在贵公司正式印刷这些文档前评审这些文档的草稿。这一评审可以使公司

从一开始就不会漏掉有关的要求因而是非常有帮助的。认证项目经理可以使用不同格式的文件，

如微软的Word文本，PDF文件到实际的印刷材料。NSF强烈建议公司在正式交付印刷前，请认证项

目经理审批这些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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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afer.TM.

认证

公司列名

NSF为产品已经通过其认证的公司提供几种列名的选择。最

常见的列名是要求列名的公司同时也是该认证产品的制造商。在这种情况

下，公司按照常规的申请程序提交供检测的产品，同时进行生产场所的初次审查。无论该制造

商是直接从原材料开始生产和装配出成品，还是一部分从原材料开始生产，一部分购买部件来生

产的，抑或是完全以外购的部件生产的。

另一种选择是一个公司按照合同用已经由NSF列名的公司所拥有的、并经过NSF认证的生产场

所进行生产。该选择被称为“不同与列名制造商”(OTLM)列名。这一选择的益处在于可以减少生

产场所审查费用，因为NSF审核员在同一次生产场所审核期间对两家公司的同一生产场所进行了审

查。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产品在获得NSF认证之前要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评估。第三种形式是一家公

司在另一家已被NSF列名的公司所认证的以及在所列名的公司的生产场所生产的产品上加贴标签，

这种选择被称为用“另一名称(ANF)”列名。这家得到产品加贴标签认证的公司有自己完整的列

名，产品完全由已列名公司按已认证产品生产。由于产品和已列名公司的完全一致，所以对ANF列

名就不收生产场所审查费。

第四种选择也是最后一种选择，是采用上述加贴标签（定牌）的方式，但没有自己的公司列

名。该未列名公司将他们的产品作为另一型号的产品，在已列名的公司的产品之下列名。产品的

文档可以用未列名的公司的名称，但必须提及已列名公司。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在NSF出版的列

名名录中追踪到该产品。这是最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不需要承担任何列名或生产场所审查的费

用。

在第三和第四种形式下，产品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因为认证是基于已认证的产品。唯一

要少量支付的是对新列名定牌产品的文档的评审费用。

上述的列名类型提供给企业不同价位的选择。当然不同的列名形式，公司对列名的责任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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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不同的。您的认证项目经理会与您讨论这些选择的细节，回答您的问题并帮您决定哪一形式

更适合贵公司。

生产场所审查

生产场所审查是为了确认生产的经认证的产品与提交给NSF的相关文件及被测试的产品是否

一致。

如公司尚未被NSF列名，则初次生产场所审查在初次产品认证项目过程中进行，但需在产品

认证过程结束前进行。初次审查时间是在审查之前与客户沟通确认的。审查的目的是确认提交给

NSF的信息以及为客户提供其后续审查相关要求的信息。

一旦通过认证被列名，NSF会进行不预先通告的年度审查。年度审查中会包括检查库存记录、

评价NSF提供的正式的产品文件报告、零部件和原材料确认、生产现场巡查、公司实施的质量控制

和质量检验以及在产品上和文档中NSF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已列名的公司想认证在己列名的生产场

所生产的其它产品，这些产品经认证可以增加到现有的列名中，不需要进行初次生产场所审查。

这些新增加的产品将在下一次生产场所的年度审查中进行审查，年度审查时间不预先通告。

每一次审查结束时会对发现的问题和结论做总结。每一次审查都有一个最终的报告。报告包

括了审查范围、审查中发现的不符合的问题。这些不符合必须及时纠正，直至审核员满意。

产品的复检

为保持认证，5年后需对产品进行复检。产品5年复检的样品通常将由审核员在年审时抽样。

已认证产品的变更

公司在认证后变更产品是很正常的，但是要求公司将变更通知NSF并得到NSF授权才可以进

行。NSF要对变更进行评审，并确认为保证产品持续符合认证要求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您的认

证项目经理会对有关的变更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估进行答复。一般情况下，此前进行的产品初

次认证时的检测仍然有效。如需进一步的检测，这些检测也要比初始检测少很多。

NSF标志的使用

NSF标志被公认为是对产品符合由NSF专家委员会所制定的质量、可靠性以及性能的高标准的

确认。产品拥有这一标志的公司符合全球最全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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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证的完整系统必须带有NSF标志，NSF标志也必须在被认证的部件和备件的外包装上得到

显示。带有该标志的产品必须与认证要求完全一致，只有通过认证的产品才能使用该标志。对于

在包装、操作手册、铭牌、产品文档、甚至发运文件上的NSF标志的使用有明确的书面规定（见下

表）。标志只能用在认证的生产场所生产的产品上。您的认证项目经理会明确的告诉您有关在您

的认证产品上使用NSF标志的要求。

Components

REPLACEMENT ELEMENT
COMPONENT

REPLACEMENT ELEMENT
COMPONENT

OR

OR

OR OR

OR
B ox statement if component
is cer tified for mater ials and
str uctur al r equir ements

Complete Functional Systems or
where the Replacement Element
Data Plate Serves as the System

Data Plate

System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 for the
reduction of ___.

System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 for the
reduction of ___.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for the reduction of
___.

System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 for the
reduction of ___.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 in model ___ for
the reduction of ___.

This (name of component) is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_ for material
requirements only.

This (name of component) is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 ___ for material
requirements only.

This (name of component) is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ANSI
Standard____ for material
requirements only.

Replacement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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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供应商
一起工作

当今市场上，全球上千家公司通过各种渠道销售数以百万

计的产品。销售商可以是产品制造商，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简

单地经销由他人制造的产品，甚至有时分销商再分销给其他它分销商。如

此，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产品从实际制造商算起，可能经过了三个甚至更多的步骤。

NSF在得到有关贵公司所购买的和用在要认证产品上的部件的文件后，将区分各种关系。为

了达到追踪这些信息的目的，NSF用了“供应商”和“配方人”这样的名称。直接卖给公司零部件

的是供应商。实际拥有配方和制造原材料的是配方人。有时他们是同一个公司，有时是不同的公

司。

NSF也追踪列名公司所用的塑料制品的成型厂。他们可能在从配方人那里采购的材料中加入添

加剂，如颜料或脱模剂。

NSF基于两个原因来追溯这些关系。首先，书面记录您的直接供应商，配方人和塑料制品成型

厂可以了解认证产品的构成。这些信息会在随后的审查中加以验证。

其次，这些关系对收集材料配方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见NSF标准要求中的材料评审和测试

部分)。从上述分销商的分布可以看出，配方信息可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工作。我们已经有超过

45,000种材料的配方记录在案，也就是说这一工作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如果材料配方信息尚未记

录在案，就需要和您的供应商以及配方人来合作收集这些资料。

认证项目经理会紧密协助您来得到这些信息。然而，应意识到，使您的供应商了解您的认证

项目，让他们知道您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信息并与其一起跟踪，确保他们按时提供所要求的

信息，您就能对整个过程起到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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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afer.TM.

术语

吸收性：吸收或吸取水中的污染物。

活性碳系统：利用活性碳作处理的系统或部件。

添加剂：直接或间接加入饮用水中的物质。

吸附性：通过表面交互作用从水中吸收或移出污染物。

感官的：与健康无关的饮用水的相关的因素。

用另一名称（ANF）：是NSF列名的一种形式。指已列名的公司，以另一公司的名义申请认证新命

名的产品，并单独列名。这个新列名公司的新的产品除了名称/型号不同外，必须与原认证的产品

完全一致。

审核：参见审查。

容量：一个系统能维持最低污染物降低性能的处理水的容量。通常以加仑或者升表示。

认证项目经理(CPM)：NSF饮用水处理装置认证代表，这个代表将在整个认证过程为您提供协助。

化学物降低量：确定系统对水中污染物的降低能力的测试。

公司：委托NSF进行认证的任何私有或公共机构、团体、个人或其他实体，或者是一个实体的分部

或部门。

部件：系统的某一部分。部件可以独立认证，但只能在产品包装上使用NSF标志，而不能在产品上

使用。部件种类包括壳体、过滤器、隔膜、龙头、装配件、管道、阀、存储罐等。

台上式净水器：放置在一个台面上并通过管道与厨房水槽龙头连接的系统。通常用一个分流器使

水通过系统。处理过的水从厨房水槽龙头回管或者从系统喷管中分出。

台上式手动净水器：放置在一个台面，用户将水灌注入系统，然后使系统运行产生处理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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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蒸馏装置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台上式手动净水器。

循环：一个模拟在系统内停止和开始流动的测试过程。公司可选择在50/50或10/90循环条件下进

行测试。

日生产率(DPR)：系统每日处理的水的总量。通常涉及反渗透系统。

铭牌：被永久附在系统上的一个标签或标牌。这包括在NSF对文档的要求中。

蒸馏：一个液体蒸发进而浓缩的过程。对蒸馏装置的认证按NSF/ANSI标准62进行。

分销商：不直接制造或添加零件或原料的采购商/供应商。

文件报告：关于认证的系统或部件的文件汇总，包括数据表、示意图、水接触部件清单、产品文

档和测试信息。NSF和列名公司的生产场所各保留一份。

效率：成品水对于流入水量的百分比，用于反渗透系统。

龙头过滤器：装在厨房水槽龙头上的系统（通常通过更换龙头嘴或在龙头嘴前直接安装)。需要得

到处理过的饮用水时，通常用一个分流器将水引入系统。

冲洗说明：公司提供给消费者的使用说明书，详细地告知消费者在使用前调整系统或部件所需的

时间或水量。

配方人：使用未加工过的材料生产单一材料或零件的制造商。

注入水：注入饮用水处理装置以进行污染物降低测试的水。

审查：由NSF代表对列名公司生产场所进行访问，以验证该场所是否正确地生产认证产品。

文档：包括用户手册、性能数据表、铭牌和包装。大多数NSF饮用水处理装置（DWTU）标准要求

评审文档。

材料配方机密报告(MFCR)：用于供应商保密地提供配方信息的表格。例如PA表格。

最高工作温度：制造商确定的系统或部件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最高工作压力：制造商确定的系统或部件所允许的最大压力。

机械物的降低：确定系统机械分离水中微粒物质能力的测试。

媒介：系统或部件中使用的，具有吸收或吸附性功能有助用于降低水中污染物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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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被认证产品的名称或商标。

明排系统：仅在装置进口有水流入期间受到管路压力，在没有流入期间不受压的系统。

不同于列名制造商(OTLM)：NSF的一种列名形式。指列名公司认证的产品，在另一个列名公司的

列名生产场所制造。一个OTLM产品的商品名称/型号可以相同或不同。

用户手册：制造商用于告知消费者有关系统或部件详细的操作和维护保养要求的说明。也称为安

装说明。

产品装配(PA)表格：用于供应商保密地申报未经认证的部件的成分信息的表格。例如阀或过滤

器。

性能数据表(PDS)：文档要求的一部分，包含NSF性能测试的实际结果。

性能指示装置（PID）：系统或过滤器处理水量的跟踪装置。这个装置能提醒用户何时更换过滤

器。

便携式净水壶：一个水壶和一个过滤器组成的系统。过滤器可以是与过滤器压/拉盖帽结合的也可

以是与吸管结合的。这样的系统按NSF/ANSI标准42认证。

工厂：见生产场所。

管线式系统：直接安装在有一定压力的供应水管线上的系统。例如安装在水槽下通过龙头放水的

系统，以及安装在冰箱里通过饮水口或制冰器放水的系统。

管线式-分水龙头：通过一个专用的附属龙头放水的系统。

全屋净水系统（POE）：处理入户的大部分或全部水的系统。这种系统一般安装在水表后。

使用点系统（POU）：通过单个或多个龙头处理水的系统。POU系统不用于处理整个家庭的水供

应。

后置过滤器：反渗透系统中放置在膜后面的过滤器。后置过滤器可以进行相应的例如氯或VOC减少

的声明。

灌注式系统：水通过重力作用通过过滤器滴入水罐或水壶的系统。灌注式系统比其它类型系统容

量要低（也就是额定的加仑数较少）。这种系统按NSF/ANSI标准42和53进行认证。

前置过滤器：反渗透系统中放置在膜前面的过滤器。前置过滤器不能声明相关的污染物降低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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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场所：NSF列名的生产地点，在此生产的产品可以使用NSF认证标志。

产品工作档案（PW）：NSF内部档案，包含了有关被认证系统或部件的相关信息。它包括数据

表，示意图和水接触部件清单。

额定工作流量：制造商确定的系统的流量。通常是以每分钟升或每分钟加仑来表示。

产出率：在没有储水罐或储水罐被旁路的情况下，反渗透系统在运行时产出的成品水量和入水量

的百分比。

备件：经预先包装进而销售的系统中一个元件或部件。例如滤膜、过滤器、媒介或其组合。

反渗透系统：用反渗透的方法（强制水流通过一个半渗透性的膜）来处理饮用水的系统。这种系

统按NSF/ANSI标准58认证。

淋浴过滤器系统：装在喷淋装置器上、提供经处理的喷淋水的系统。这种系统按NSF/ANSI标准

177认证。

供应商：给NSF列名的公司提供原料或部件的公司。供应商也可能是直接配方人。供应商也可能在

配方人提供的原料和部件中添加成分。

供应商信息表：用于供应商保密地提供关于系统或部件中使用材料的配方信息的表格。例如聚丙

烯或聚氯乙烯。等同于WT表格。

系统：由部件组成的完整的水处理产品。系统类型包括：台上式手动净水器、台上式净水器、龙

头过滤器、便携式净水壶、管线式系统、管线式-分水龙头、全屋净水系统、灌注式以及淋浴过滤

器等等。

测试粉尘：NSF/ANSI标准58中用于胞囊和浑浊降低声明测试所使用的粉尘。测试粉尘的尺寸必须

在0到5微米分级间。测试粉尘仅用于按NSF/ANSI标准58的测试。NSF/ANSI标准53测试必须使用微

球体或活的胞囊。

总溶解固体(TDS)：水中的矿物盐的总量，以毫克/升计量。

紫外(UV)系统：利用紫外线来处理饮用水的系统。这种系统是按NSF/ANSI标准55认证。

水软化器：利用阳离子交换来软化水的系统。这种系统按NSF/ANSI标准44认证。

水接触部件清单(WPL)：由产品制造商填写的有关产品中接触水的部件的清单。请参阅附录A中的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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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水接触部件清单
(WPL)

 

WETTED PARTS LIST (WPL)水接触部件清单

部件描述： 部件号： 供应商 配方人 材料类型 部件名称 数量 颜色 媒介量 媒介单位 文件控制编码
水接触面积

（每一部件）
水接触面
积(单位)

THE WEETED PARTS LIST： 水接触部件清单：列出所有与饮用水接触的产品的部件

ITEM#: 与水接触的部件清单中相应产品图纸中的部件的号码

ALT IND: 互换件说明：几组部件可互换。清单中标出两个垫片源

PART DESCRIPTION: 部件描述：部件的简述

PART#: 部件号：公司的用于订货的内部编号

SUPPLIER: 供应商：公司的直接供货公司名称。可能是：配方人、成型商、组装商、装配商、或是混料商

FORMULATOR: 配方人：按配方准备材料的公司名称。配方人和供应商可以是同一公司

MATERIAL TYPE: 材料类型：聚合物的名称

PART TRADE NAME: 部件商品名称

QTY:数量：在一个产品上使用的数量

COLOR:颜色：颜料或着色剂的颜色

WETTED AREA (PER PART): 水接触面积（每一部件）：与饮用水接触的非媒介的面积，需要水接触面积和媒介的量。如部件是由多个部分组成，

可注明"多个"

WETTED AREA (UNITS): 水接触面积（单位）：常用平方英寸或平方厘米

MEDIA AMT: 媒介量：媒介材料的数量，在水接触面积不适用时使用

MEDIA UNITS: 媒介单位：质量单位。常用克或盎司

DCC#: 文件控制编码：NSF所建立的材料配方文件的追溯码，NSF将提供该编码，编码仅与材料有关，与部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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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生产场所审查检查单

NSF生产场所审查包括以下内容：

•  评审申请认证或己认证的产品或材料的配方和/或制造过程。

•  审查产品制造。

•  通过采购定单，采购记录或其它生产追溯系统评审原料供应商，部件供应商和原料成分供应商

的记录。

•  评审质量控制程序和记录。

•  观察质量控制检验。

•  评审分析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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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NSF/ANSI 饮用水处理
装置（DWTU）
标准概要 NSF/ANSI DWTU 标准覆盖了广泛的产品范围，每一项标准

针对一个专门的技术。以下是对每一个标准的描述:

NSF/ANSI标准42

标准42规定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整性、产品文档和感官的、与健康无关的污染物降低的性

能声明的最低要求。最常见的声明是氯和微粒降低。标准42所涉及的常见技术是碳过滤，标准同

时包括了全屋净水系统（POE）和使用点系统（POU）产品。

NSF/ANSI标准44

标准44规定了对住宅用阳离子交换水软化装置认证最低的要求。标准44包括了材料安全性、

结构完整性、盐水系统的精确性、产品文档和硬度的降低以及从一个已知质量的水源的特定污染

物降低的性能。标准44最常见的声明是钡的降低，镭226/228的降低和软化的性能。

NSF/ANSI标准53

标准53规定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整性、产品文档和与健康有关的污染物降低的性能的声

明，如铅，胞囊和VOC的降低的最低的要求。标准53所涉及的最常见的技术是碳过滤，标准同时包

括了全屋净水系统（POE）和使用点系统（POU）产品。一些产品被同时归入42和53两个标准的使

用范围，这是因为这些产品既进行感官方面的又进行健康方面的声明。

NSF/ANSI标准55

标准55规定了对紫外系统认证的最低要求。标准55包括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整性、产品文

档和紫外性能。紫外系统被分为A级（紫外剂量最小为4OmJ/cm2并有报警功能）或B级（最小为

16mJ/cm2)。系统可能是POE或POU。A级系统可进行病原性细菌、病毒、真菌或贾第虫污染的水进

行消毒的声明。B级系统可进行对水中产生的有害的微生物降低的声明。

NSF/ANSI标准58

标准58规定了对POU反渗透系统认证的最低要求。标准58包括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整性、产

品文档、总固体溶解（TDS）降低、和其它的污染物的降低的声明。其它污染物降低声明可能包括



胞囊、钡的降低、镭226/228的降低、铜的降低、六价和三价铬的降低、砷的降低、硝酸盐/亚硝

酸盐的降低、镉和铅的降低的声明。

NSF/ANSI标准62

标准62规定了对POU和POE蒸馏系统认证的最低要求。标准62包括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整

性，产品文档，总固体溶解（TDS）降低和其它污染物的降低的声明。

NSF/ANSI标准177

标准177规定了对住宅淋浴过滤器系统认证的最低要求。标准177包括了材料安全性、结构完

整性、产品文档和游离氯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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