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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环境电器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合肥培恩电器有限公司、华帝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广

东）厨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卡梦帝电器有限公司、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蓝炬星

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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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智能洗碗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智能洗碗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商明示具有智能功能的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表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

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290 家用电动洗碗机 性能测试方法

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GB 38383 洗碗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QB/T 152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

TCAS 290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除下列术语和定义外，GB/T 20290、GB/T 28219、GB 38383、GB4706.1、GB4706.25、QB/T 1520 、

TCAS 290中的术语和定义，均适用本文件。

3.1 家用和类似用途智能洗碗机 Household and similar Intelligent dishwasher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具备感知、决策、执行，并将这些能力综合利用以实现特定功能的洗碗器具，

下文简称“洗碗机”。

3.2 智能清洗功能 Intelligent washing

洗碗机在清洗过程中能根据餐具（GB 38383 附录B规定）的数量以及餐具上污染物的残留量，自

动调节清洗相关参数，实现餐具清洁的能力。

3.3 智能烘干功能 Intelligent drying

洗碗机在烘干过程中根据餐具（GB 38383 附录B规定）的干湿度，自动调节烘干相关参数，实现

餐具干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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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GB 38383 《洗碗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中的最低标称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中通用技术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QB/T 152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中的通用技术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中的基本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的一般要求；

洗碗机应满足GB 4706.2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中的一般要求；

洗碗机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端（APP）以及远程管理模块（云）在信息技术安全至少应达到T/CAS
290附录C中C.7.2.1.1～C.7.2.1.6 的要求；或达到 T/CAS 290附录C中C.4.2和T/CAS 290附录C中C.7.2所
规定的B等级要求；或达到T/CAS 290附录 C 中 C.4.3 和 T/CAS 290附录C中C.7.3所规定的A等级要求。

4.2 智能要求

4.2.1 联网功能

洗碗机可接入互联网，并且具备与智能终端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的功能。平均配网成功率应到达95%

以上。

4.2.2 智能清洗功能

洗碗机具备感知，决策，执行清洗动作的能力。根据 5.2.2的试验方法，两组测试机 a和 b清洁指

数应在 1.12以上；能效指数要求：测试机 a≥ 测试机 b+5；水效指数要求：测试机 a≥ 测试机 b+5。

4.2.3 智能烘干功能

洗碗机具备感知，决策，执行烘干动作的能力。根据 5.2.3的试验方法，两组测试机 a和 b干燥指

数应在 1.08以上；能效指数要求：测试机 a≥ 测试机 b+5。
注：智能烘干功能清洁指数应满足GB 38383中的1级干燥指数要求。

4.2.4 空间升级 OTA 功能

4.2.4.1 包括OTA和设备控制OTA两个部分；

4.2.4.2 当有新固件时，洗碗机的控制端软件应能提示用户可升级状态和版本信息。当用户点击更新后，

可对设备固件进行更新。

4.2.4.3 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模块仍应可以正常工作。升级成功后，智能终端上安装

的APP、服务器后台及本地模块的日志中显示的版本须一致。

4.2.5 智能保护功能

该功能用于保护用户和环境安全的软件应符合GB 4706.1规定的B级软件或C级软件要求。

4.2.6 语音控制功能

4.2.6.1洗碗机的语音控制功能应支持1m和3m范围内的语音唤醒和识别，识别方式包括离线和/或在线识

别。识别率须达到5.2.6.2章节中表3的要求。

4.2.6.2洗碗机的语音控制功能的误唤醒次数，72h安静环境应为0次，24h家庭环境噪音环境应≤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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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远程控制功能

4.2.7.1 用户在智能终端上按下功能按键后，洗碗机开启相应功能，响应时间（网络通畅）<5s；
4.2.7.2 远程控制洗碗机的成功率应≥98%；

4.2.7.3 当洗碗机接收到相应的指令时，应有明确的听觉和/或视觉反馈，且听觉反馈可通过智能终端

进行设置；

4.2.7.4 当洗碗机相应功能开启后，智能终端应有明确反馈指示。

4.2.8 设备自体检功能

洗碗机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应能自动根据设备当前的运行状态，判断当前设备是否

运行良好，是否处于故障或者保护状态，应能检测出设备功能说明书列举的故障及对应故障器件，以便

提示维修，至少应包括漏水、工作时开门、进水阀故障，可包括说明书内提及的其他故障。

4.2.9 多平台直连功能

方便用户使用，洗碗机的网络模块通信模块应能支持同时连接至少2个云平台及相应的远程控制终

端（APP）设备（例如手机APP），多平台之间相关数据能够保持同步。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功能

洗碗机按照GB 38383《洗碗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中第6章试验方法 进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按照GB/T 28219《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中第5章评价方法 进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按照QB/T 1520《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中第6章试验方法 进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按照GB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中第6章检验方法

进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按照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第5章试验的一般条件 进

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按照GB 4706.2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中第5章试验的一般条件

进行测试和评价；

洗碗机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端（APP）以及远程管理模块（云）按照T/CAS 290第6章检测评价方法

6.1.3信息安全性 进行测试和评价。

5.2 智能功能

5.2.1 联网功能

5.2.1.1 检测条件

测试房间面积不小于16m2，长宽均不小4m，路由器安装在房间一角，待测洗碗机安放在对角，其

他设备可随意摆放。网络环境稳定，路由器连接设备数为12台（包括待测洗碗机和智能手机在内）。使

用智能手机的操作可在房间内任意位置进行。

5.2.1.2 检测方法

a. 有屏设备：直接在网络设置界面输入SSID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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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屏设备：使用APP，并按照说明进行配网操作。

5.2.1.3 数据记录

单次测试中，屏端或手机APP显示“已连接”等提示，网络连接指示灯亮起；后台观察到设备上线，

且可以查看设备信息，即为联网成功，使用多种型号多种系统版本的智能手机（至少2种，IOS系统和

安卓系统各一款）各测试20次，记录联网/配网成功率。

表1 联网测试成功率记录表

网

络

手

机

型

号

系

统

版

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成

功

率

5.2.2 智能清洗功能

5.2.2.1 检测条件

试验过程中的试验条件和设备要求应符合GB 38383中第6章的相关要求。

5.2.2.2 检测方法

准备2台试验样机，分为测试机a和测试机b，按照制造商推荐的摆放方式进行餐具摆放，分别按照

下面方法进行试验，每次试验后根据记录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指标。

a) 测试机a和标准机均按照GB 38383中第6章测试方法中的清洁性能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b) 测试机b和标准机除以下内容外均按照GB 38383中第6章的测试方法中的清洁性能测试方法进

行测试。

差异点：除筷子、小汤勺、马克杯、玻璃杯外的其他餐具按照标准涂覆量的50%进行涂覆；

筷子、小汤勺、马克杯、玻璃杯按照100%涂抹量进行涂抹。

5.2.2.3 试验程序

测试机选择制造商明示带有智能清洗功能的程序，标准机按照GB 38383规定的标准测试程序。

5.2.2.4 数据记录

两组测试机各测试5个周期，取平均值，计算出能效指数、水效指数、清洁指数。

注：能效指数、水效指数、清洁指数按照GB 38383中的计算方法计算。

5.2.3 智能烘干功能

5.2.3.1 检测条件

试验过程中的试验条件和设备要求应符合GB 38383中第6章的相关要求。

5.2.3.2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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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2台测试样机，分为测试机a和测试机b，按照制造商推荐的摆放方式进行餐具摆放，分别按照

下面方法进行试验，每次试验后根据记录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指标。

a) 测试机a和标准机均按照GB 38383中第6章测试方法中的干燥性能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b) 测试机b和标准机除以下内容外均按照GB 38383中第6章测试方法中的干燥性能测试方法进行

测试。

差异点：除大汤碗、蒸鱼盘、饭勺、汤勺外的其他餐具数量为标准餐具数量的50%，数量为奇数则

加0.5后取整。（标准餐具数量按照GB 38383附录B内容）

5.2.3.3 试验程序

测试机制造商明示带有智能烘干功能的程序，标准机按照GB 38383规定的标准测试程序。

5.2.3.4 数据记录

两组测试机各测试5个周期，取平均值，计算出干燥指数和能效指数

注：干燥指数、能效指数按照GB 38383中的计算方法计算。

5.2.4 空间升级 OTA 功能

5.2.4.1 联网模块OTA

5.2.4.1.1 试验条件

测试房间及网络要求同5.2.1.1，洗碗机及智能手机终端已接入互联网。

5.2.4.1.2 试验程序

服务器挂载两个版本号不一致的固件程序，测试升级切换。

5.2.4.1.3 数据记录

记录升级前后智能终端应用程序显示的固件版本号，观察升级时是否有进度提示，升级完成后是否

显示升级完成相关的提示。也可通过服务器后台查询固件升级状态信息。

5.2.4.1.4 判定方法

通过智能终端应用程序显示升级信息，或通过服务器后台查询版本信息确认更新，或通过串口打印

并查看与固件升级相关的日志，且三者的信息需一致。

5.2.4.2 设备控制功能OTA

5.2.4.2.1 试验条件

测试房间及网络要求同5.2.1.1，洗碗机及智能手机终端已接入互联网。

5.2.4.2.2 试验程序

服务器挂载两个设备控制功能固件程序，利用强制编码更改命令，可做测试升级切换。

5.2.4.2.3 数据记录

APP 能够显示当前控制板固件版本信息，最新固件版本信息，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完成后显示

升级完成信息，也可通过后台服务器监测洗碗机控制功能升级状态信息。

5.2.4.2.4 判定方法

通过控制终端（APP）显示洗碗机控制功能升级信息，也可通过服务器后台查询设备控制功能版本

信息确认更新。

5.2.5 智能保护功能

通过 GB 4706.1 附录 R 检测软件功能安全功能。

5.2.6 语音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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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 试验条件

构造安静测试环境、噪声测试环境（如表5定义），实验设备包括人工嘴、音箱、功放、秒表、声

级计等（见表2）。

表2 设备与作用

设备 作用

人工嘴 高保真播放人声。

音箱/电视 播放噪音、 电视节目等， 模拟外部干扰音。

功放 音频放大

如图1所示，测试房间面积不小于50m2，且长边不小于10m，短边不小于5m。以器具为几何中心，

分别在地面绘制半径为1m、3m和5m（可选）的3个半圆，3个半圆上均匀设置7个测试点。

图1 试验区域及试验布置图

5.2.6.2 试验程序

a) 测试人员分别站在图1所示3个半圆测试点上，进行远场唤醒和识别测试，测试人员声音大

小按照表3相关规定，记录唤醒和识别时间及成功情况。

表3 不同信噪比、距离要求达到的识别率

室内生活噪音(A)

（麦克风处测定）

发声音大小(B)（麦

克风处测定）

信噪比

SNR(B-A)
距离（L）

识别率

标准普通话 带口音普通话

30dB＜A≤40dB 50dB≤B＜60 ≥10dB

1m 95% 90%

3m 95% 90%

5m（可选） 90% 85%

40dB＜A≤50dB 60dB≤B＜70 ≥10dB

1m 95% 90%

3m 95% 90%

5m（可选） 95% 85%

60dB＜A≤70dB 70dB≤B＜80 ≥10dB

1m 95% 85%

3m 95% 85%

5m（可选） 85% 80%

b) 识别率测试按照下述步骤进行，记录识别时间及成功情况。

①试验布置：

人工嘴位于语音模块麦克风（或洗碗机）正前方(注：对于采用全向麦克风的语音识别模块，测

试角度对识别率无影响)，水平直线距离L；音箱/电视、声级计、语音模块麦克风（或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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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同一平面处，音箱/电视与语音模块麦克风距离≥1.5m；声级计与语音模块麦克风尽量靠

近（两者之间距离≤50mm），但不能碰到被测设备的外壳。

图2 试验布置图

②测试集：

使用归档的一百人的录音，人员比例如表4。

表4 测试集

语言 占比
年龄分布（ 男女各占一半）

青年（ 15-30 岁） 中年（ 30-50 岁） 老年（ 50 岁以上）

标准普通话 30% 45% 45% 10%

带方言口音 70% 20% 40% 40%

注： 每种方言 5 人， 方言口音有： 广东口音、 四川口音、 上海口音、 湖南口音、 湖北口音、 江西口音、

山东口音、 河南口音、 安徽口音、 江苏口音、 浙江口音、 福建口音、 北京口音、 陕西口音。

③测试方法

a) 分别调节音箱和人工嘴音量，使前述两种设备单独发声时声级计测出的分贝值符合表1要求。

b) 用人工嘴依次播放测试集语音命令，人工记录或采用自动记录设备记录识别结果。

c) 误唤醒测试按照表5进行。

表5 误唤醒测试

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测试时长 误唤醒标准

安静环境

（噪音≤45dB

信噪比≥10dB）

1.系统上电运行；

2.放置安静环境中

3.统计出现的误唤醒次数

72h 0 次

噪声环境

（噪音＞45db，

信噪比≥10dB）

1.系统上电运行；

2.放置于办公室/家居环境， 播放

一段长时录音（可为视频、 音乐、

各种环境噪声等）

3. 统计出现的误唤醒次数

（注： 播放声音中不含唤醒词）

≥24h 3 次

5.2.6.3 数据记录

唤醒和识别时间及成功情况。

5.2.6.4 判定方法



T/DZJN **-****

8

识别率、误唤醒频次应分别按照表3和表5的要求。

识别率 =（正确识别指令数/输入指令数）*100%

5.2.7 远程控制功能

5.2.7.1 试验条件

测试房间及网络要求同5.2.1.1，洗碗机及智能手机终端已接入互联网。

5.2.7.2 试验程序

按下远程智能终端的功能按钮，观察洗碗机的响应以及智能终端的显示。

5.2.7.3 数据记录

记录洗碗机的实际状态、 响应的时间、 远程智能终端的状态。

5.2.7.4 判定方法

记录洗碗机的实际运行状态与远程智能终端操作的期望应相符，相符记为控制成功，平均成功率应

大于98%。

5.2.8 设备自体检功能

5.2.8.1 试验条件

测试房间及网络要求同5.2.1.1，洗碗机及智能手机终端已接入互联网。

5.2.8.2 试验程序

人为产生漏水、工作时开门、进水阀故障及其他说明书提及的设备故障状态。观察设备是否进入故

障或保护状态，显示介质是否弹出对应的故障代码，若设备正在运行中，手机端APP应弹出对应的故障

提示。

5.2.8.3 数据记录

记录设备是否进入故障或保护状态，以及对应的故障提示是否正确。

5.2.8.4 判定方法

成功进入故障或保护状态，且显示的故障提示代码等与故障类型一致，则判定为自体检成功。平均

成功率应达到98%。

5.2.9 多平台直连功能

5.2.9.1 试验条件

测试房间及网络要求同5.2.1.1，洗碗机及智能手机终端已接入互联网，且网速不低于500Kbps。
5.2.9.2 试验程序

使用多平台的 APP，完成用户登录，网络配置和家电添加步骤，完成后能够通过APP控制家电，家

电上报数据能够同步到不同平台。

5.2.9.3 数据记录

1 测不同平台APP控制命令是否准确下发；

2 通过APP，监测不同云平台同步的数据是否准确。

5.2.9.4 判定方法

① 能够使用多平台APP配网；

② 能够使用多平台APP控制家电；

③ 数据能够同步到多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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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说明

每台洗碗机须经制造厂技术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和

保修单。

6.2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检验项目

6.3.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应按照QB/T 1520 第7章要求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要求进行检验；

6.3.2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GB 4706.25中所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以及本文件第5章中5.2智能功能包

含的所有项目；

6.3.3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上述5.2.1联网功能和5.2.7远程控制功能两项。

7 标志、包装、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洗碗机及包装上的标志应符合GB/T 5296.2相应条款的要求。

洗碗机清洁指数、干燥指数、能源效率指数、水效率指数等指标所能达到的数值应标注在铭牌或使

用说明上。

产品上应标注：

额定容量（中式餐具），套；

7.2 包装

洗碗机应用牢固的包装箱，其要求应符合GB/T 1019的规定。

7.3 说明书

带有智能功能的洗碗机使用说明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连接和配网的用户指导；

b) 智能化功能的操作说明

7.4 运输和贮存

7.4.1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摔撞、雨雪淋袭。

7.4.2 洗碗机应在不开启原包装的状态下，保管于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周围空气中不应有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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