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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灶具智能等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本文件规定了家用燃气灶具产品（以下简称器具）的智能功能定义、技术
要求和检测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智能燃气灶具，不适用于带有远程启动、开机功能的灶具，
适用范围不包含集成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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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
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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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GB 16410《家用燃气灶具》
GB/T 20438 《电气/电子/可编程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系列标准
GB/T 28219《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T/CAS 290《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
T/CAS 332《家用炒菜机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T/CNHA 1023《“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家用燃气灶具》
DB37/T 2903.72《砂锅老豆腐》
JSGF CVC059《家用燃气灶、集成灶烹饪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除下列术语和定义外，GB/T 28219中的术语和定义，均适用本规范。
3.1 智能家用燃气灶具 intelligent household gas stove
应用智能技术，将感知、决策、执行等能力综合利用以实现特定功能的家用燃气器具。
3.2 软件功能安全 software safety
采用软件实现燃气灶具的功能安全。
注：GB/T 20438 (IEC 61508)系列标准中“功能安全”的定义是：整体安全中与受控设备和受控设备
控制系统有关的部分，它取决于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和其他风险降低措施正确执行其功能。

3.3 信息技术安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通过采用安全功能要求和安全保障要求，使评估对象能够抵御攻击者的威胁，保证数据
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注：器具的评估对象包括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APP）、远程服务器等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功能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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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低电量提醒 reminder of low battery power

器具使用电池，且电池电量较低导致器具智能功能无法使用，或器具无法正常点火
时，能够通过光、声等方式提醒用户电池电量低的能力。
3.5 防干烧 protection against dry heating
器具在使用过程中，温度达到制造商的标称值时可以自动切断燃烧器供气的控温装置的
能力。
3.6 烹饪安全 cooking safety
器具在普通烹饪过程中和智能菜谱运行过程中具有防干烧功能，能够保障烹饪过程的安
全的能力。
3.7 烟灶联动 mutual control of range hood and cooker
器具能够与烟机互联，器具启动后烟机电机自动运行，器具关闭后烟机电机自动停止运
行或延时一定时间后自动停止运行的能力。
3.8 控温 temperature control
利用器具进行煎炸烹饪时，能够通过自动的火力调节，使锅内温度趋向于设定值的能力。
3.9 智能菜谱 smart cooking recipe
根据用户选择的食谱、加入的食材量、用户设置等，器具可自动控制烹饪火力、温度和
/或时间的能力。
3.10食谱管理 recipe management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等）可对用于烹饪的食谱进行添加、删除和排序
的能力。
3.11烹饪参数自定义 cooking Parameters Customization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等）可支持用户自定义烹饪过程参数并存储形成
食谱的能力。
3.12空中下载 OTA
器具的联网模块在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通过联网模块下载器具功能程序的固件或配置
信息数据，可以通过器具本身和/或其匹配的远程控制终端（APP）等确认升级信息并点击升
级的能力。
4. 功能要求
4.1 安全要求
安全功能包括基本安全、软件和信息技术安全、以及烹饪安全三部分。其中，器具必须
满足基础安全、软件和信息技术安全的要求，方可进行其它要求的评价。
4.1.1 基本要求
器具应当具有3C认证，同时需要满足GB 16410、GB 30720、GB 4706中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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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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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信息技术安全
器具具有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端（APP）或远程管理模块（云）等功能时，应满足T/CAS
290附录C中所规定的等级要求。
4.2 便捷性
器具在使用过程中，应能通过智能化手段减少烹饪过程的人为参与的难度、步骤等。从
电池低电量提醒、烟灶联动、食谱管理、烹饪参数自定义等方面进行评价。
4.3 智能烹饪效果
器具具有智能烹饪功能，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辅助用户完成烹饪。
4.4 实用性
器具的模块、软件、功能等可以通过OTA升级迭代；器具功能可通过控制终端（APP）远
程操作。
5. 检测方法
5.1 实验环境及设备要求
如果测试可以通过器具本机的控制终端（APP等）进行，则应在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
3G、4G、Zigbee等）下进行测试。路由器连接设备数不超过12个，器具的联网模块、远程控
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同步正常，网速不低于500kbps。
5.2 便捷性
5.2.1 电池低电量提醒
1） 试验条件：适用于需要使用电池的器具；准备一台功率调制器。
2） 检测方法：通过检查器具使用说明、技术规格书等资料确认器具是否具有电池低电
量提醒功能。如有，将功率调整器的正负极模拟电池接入电路。低电量提醒应当具有两个电
压阈值，记为Va、Vb。其中， Va为触发低电量提醒功能的最高电压，Vb为能够进行正常点
火的最低电压。线路接好后，进行如下操作：
a) 按0.1V的间隔调整电压，同时进行点火操作，重复五次，确定一组能够使点火针正
常放电的最低电压，并取该组中的最大值，记为Vb；按0.1V的间隔调整电压，同时
进行点火操作，重复五次，确定一组能够触发如说明书所述的低电量提醒功能的最
高电压，并取该组中的最小值，记为Va；
b) 将电压调至Vb~Va之间，并进行点火操作，并观察是否有如说明书所述的光、声等方
式提醒用户电量低，需要更换电池；
c) 若器具还有定时关火、防干烧保护、定温或菜谱等其它功能，将电压调至大于Va，
并启动这些功能。观察这些功能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5.2.2 烟灶联动
1） 试验条件：按照说明书要求安装器具及其配套的烟机，其余同5.1。
2）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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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检查器具使用说明、技术规格书等资料确认器具是否具有烟灶联动功能；根据
说明书将烟机与器具进行配对，然后在开启烟灶联动功能的情况下，启动器具。记
录器具启动后至烟机电机启动的时间；
b) 从产品所带的智能菜谱中任选一道菜，根据食谱描述放置锅具及食材，记录启动器
具并点火后至关火的时间段内需要人参与的步骤数。
5.2.3 食谱管理
1） 试验条件：同5.1。
2） 测试方法：按照器具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骤手工操作器具或/和匹配的控制终端
（APP等），判断器具是否可以对食谱进行排序、下载、删除、找回删除等操作。
5.2.4 烹饪参数自定义
1） 试验条件：同5.1。
2） 测试方法：按照器具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骤手工操作器具或/和匹配的控制终端
（APP等），判断器具是否能够自定义烹饪的时间、温度、火力档位等参数，以及是否能够
存储在本地或服务平台上。
5.3 烹饪安全
5.3.1 普通状态下的防干烧
1） 试验条件：使用燃气条件：0-2；使用GB 16410中所规定的试验用下限铝锅。其余

同5.1。
2） 试验方法：将气密性测试合格的带有防干烧功能的家用燃气灶具按生产者说明书中
所明示的方式安装。在灶头上放置GB 16410所规定的试验用铝锅（下限锅）并加入对应水量，
大火加热15min。
a) 维持大火状态并移走锅具，观察防干烧是否会被触发；
b) 关火并使探头冷却至室温。将热电偶温度计布置在试验铝锅的内表面底部布，并盛
入200mL温水，重新点火并放在灶眼上。用大火加热直至锅内水烧干且防干烧保护
器动作，记录此时的温度计读数。重复3次试验取平均值，计算该平均值与标称值
之差。两次实验的间隔以温度计降到室温为准。具备防干烧保护功能的灶眼均需检
测，并单独进行测试；
c) 对于器具可以感知并识别锅具种类，并根据不同种类选择不同的防干烧温度或防干
烧策略的情况，应根据说明选取所有可适用的锅具或情况，重复b）中的试验。
5.3.2 智能状态下的防干烧
1） 试验条件：按照说明书要求安装器具，使用燃气条件为0-2。智能烹饪功能包括控
温功能及菜谱功能。对于控温/菜谱功能，按照说明书规定选择锅具。若说明书无规定，则
选取材质为不锈钢、开口尺寸30cm、高8cm~12cm的平底炒锅。其余同5.1。
2） 试验方法：
a) 控温功能：在器具或控制终端（APP）上选择能够控制的最高温度，不放锅点火。
从点火时开始计时，直至干烧发生，记录干烧发生的时间。
b) 菜谱功能：按照说明选择煮饺子，不放锅点火。从点火时开始计时，直至干烧发生，
记录干烧发生的时间；
c) 将探头冷却至室温，将所选锅具放在灶头上，锅内加入煮饺子菜谱说明所述的水量。
按照说明选择菜谱，从菜谱运行时开始计时，记录时间直至菜谱结束或触发防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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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d) 将探头冷却至室温，将所选锅具放在灶头上，锅内不放水及食材。按照说明选择煮
饺子，从菜谱运行时开始计时，记录时间直至菜谱结束或触发防干烧保护。
5.4 智能烹饪效果评价
5.4.1 控温效果
1） 试验条件：按照说明书要求安装器具，使用燃气条件为0-2。按照说明书规定选择
锅具，若说明书无规定，则选取开口直径30cm，高8cm~12cm的不锈钢不粘平底锅。食材选择
选用不易散块的老豆腐做为测试用食材，切成约2cm厚的豆腐片，豆腐片横截面积在25～
2
36cm 之间，室温放置。老豆腐的选择参考DB37/T 2903.72 《砂锅老豆腐》。温度测量选用
热电偶，测温精度至少为±1℃。其余同5.1。
2） 试验方法：
a) 将锅放置在灶上，并倒入约100 mL左右的食用植物油（如花生油等）；放入测温
用的热电偶，需保证油没过所有的热电偶。锅具的中心、两侧均至少布置一根热
电偶，即至少布置三根热电偶；
b) 在灶具或者APP上选择控温功能并设定温度值或温度范围。点火开始加热，按照说
明书中对下锅时机的说明将四块准备好的老豆腐放入锅中。如说明书没有规定，
则食材在档位开始自动调低时下锅。整个烹饪时间持续约600s，中间根据提示或
实际烹饪情况自行翻面。
c) 将不同位置热电偶测得的温度数据在每个相同的时间点上取空间平均，得到一条
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取该曲线的时间平均值即为锅内油温的平均值。令单条测温
线测得的数据为
，其中i表示时间，j表示测温线，或者空间，则测得的锅内油
温平均值计算方法为：
=

d)

1

=

1

（1）

其中Ti代表空间平均的温度曲线，I代表有效采样数，J代表布置的热电偶数。控
温精度为设定值T0与以上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T0-Tc|。
数据序列
从食材下锅后温度首次进入设定值±10℃的范围内开始计算。如果食
材下锅后，锅内温度在超过100s的时间内都无法进入预定的控温范围，则有效数
据应从食材下锅时开始计算。

5.4.2 智能菜谱烹饪效果
1） 试验条件：准备热电偶（精度至少±1℃），计时器，以及材质为不锈钢、开口尺
寸30cm、高8cm~12cm的平底炒锅。单个长约8cm的速冻饺子20个。其余同5.1。
2） 试验方法：
a) 选择煮饺子食谱，并根据食谱准备锅具及水。若说明书或菜谱没有说明，则选取试
验条件中所述的锅具并加入1.5L水。将热电偶放入水的中间位置，并按照说明使用
器具启动食谱。使用计时器按照实际先后顺序记两个时间点：锅内水第一次达到
99.5℃（以海拔0m计，或比当地海拔沸点低0.5℃时），以及器具提示用户下锅的
时间点。计算并记录两者之差的绝对值，记为dt1；
b) 在上述试验中，将饺子一次性下锅并开始计时，至器具停止提示用户下锅，记录两
者的时间差，记为dt2。
5.5 实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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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联网模块OTA
1）试验条件：同5.1。
2）试验程序：服务器挂载两个联网模块固件程序，保证版本号不一样，可做测试升级
切换。
3） 试验方法：
a) 检查控制终端（APP）是否能够显示当前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及可升级状态和版
本信息，升级时是否有进度提示，以及升级完成后是否能显示升级完成信息；
b) 在升级过程中切断器具的电源或网络，然后重新连接电源及网络，检查是否可以仍
然正常升级；
c) 通过有线或者网络的方式连接器具与服务器，检查是否可以通过有限以及网络的方
式将当前版本升级切换为另一个版本。
5.5.2 器具控制功能OTA
1） 实验条件：同5.1。
2） 试验程序：服务器挂载两个器具控制功能固件程序，利用强制编码更改命令，可做
测试升级切换。
3） 试验方法：
a) 检查控制终端（APP）是否能够显示当前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及可升级状态和版
本信息，升级时是否有进度提示，以及升级完成后是否能显示升级完成信息；
b) 在升级过程中切断器具的电源或网络，然后重新连接电源及网络，检查是否可以仍
然正常升级；
c) 通过有线或者网络的方式连接器具与服务器，检查是否可以通过有限以及网络的方
式将当前版本升级切换为另一个版本。

6. 评价方法
6.1 便捷性
6.1.1 电池低电量提醒
基础分5分，总得分记为A1=5*(a+b+c)。
a) 若Va>Vb，a=0.3，否则a=0；
b) 当电压在Vb~Va之间并进行点火操作时，器具能够通过光、声等方式明确提醒用户
电量低，需要更换电池，b=0.3；能够提示，但是提示方式无法让用户能够明确了
解需要更换电池的，b=0.2；不能提示，b=0；

c) 若器具还有定时关火、防干烧保护、定温或菜谱等其它智能功能，且在电压大于Va
时能正常运行，c=0.4,否则c=0。
6.1.2 烟灶联动
基础分5分，总得分记为A2=5*(a+b)。
a) 器具点火后，烟机电机能顺利启动，且启动时间小于等于30s，a=0.4，否则a=0；

b) 进行智能烹饪时，在器具点火后，需要人参与的步骤数≤3，b=0.6，否则b=0。
6.1.3 食谱管理
基础分5分，总得分记为A3=5*(a+b)。
a) 食谱管理包括对食谱进行排序、下载、删除、找回删除等全部操作，a=0.6；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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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部分功能，a=0.3；
可以通过器具本体和与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进行管理，b=0.4；若只能
通过器具本体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进行管理，b=0.2。

6.1.4 烹饪参数自定义
基础分5分，总得分记为A4=5*(a+b)。
a) 能够自定义烹饪的时间、温度、火力档位等全部参数，a=0.6，否则a=0.3；
b) 自定义的菜谱能够存储在本地及服务平台上，b=0.4，否则b=0.2。
6.2 烹饪安全
分为普通状态下的防干烧，以及智能状态下的防干烧两种情况，总分20分。
6.2.1 普通状态下的防干烧
基础分为10分，实际得分记为A5=10*(a+b)。
a) 如器具没有防干烧功能，或标称有，但空锅大火状态下不能被触发，实际得分=0；
b) 记录的锅内温度平均值与标称值的相差在±30℃范围内，a=0.8，否则a=0.4；
c) 如声明器具可以适应不同的锅具，且每种锅具干烧时的锅内温度平均值与标称值相
差均在±30℃范围内，b=0.2，否则b=0.1。
6.2.2 智能状态下的防干烧
基础分为10分，实际得分记为A6=10*(a+b+c+d)。
a) 控温功能下，干烧发生的时间<240s，a=0.4，否则a=0；
b) 菜谱功能下，干烧发生的时间<240s，b=0.2，否则b=0；
c) 菜谱正常烹饪时，在结束前防干烧功能不触发，c=0.2，否则c=0；
d) 菜谱不放水烹饪时，结束前防干烧功能被触发，d=0.2，否则d=0。
6.2.3 控温效果
基础分20分，总得分记为A7=15*a。控温精度≤±10℃，a=1，否则a=0.2。
6.2.4 智能菜谱烹饪效果
基础分20分，总得分记为A8=15*(a+b)：
a) dt1≤60s，a=0.8，否则a=0.2；
b) dt2≤30s，b=0.8，否则b=0.2。
6.3 实用性评价
6.3.1 联网模块OTA
基础分10分，总得分记为A9=10*(a+b)：
a) 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完成后显示升级完成信息，a=0.4，否则a=0；
b) 器具在断网断电并重新连接后，仍然可以正常进行升级，b=0.4，否则b=0;
c) 同时具备OTA和有线升级两种方式，b=0.4，否则b=0。
6.3.2 器具控制功能OTA
基础分10分，总得分记为A10=10*(a+b+c)。若器具没有控制模块OTA功能，b=0；若有：
a) 控制终端（APP）能够显示当前控制模块固件版本信息及可升级状态和版本信息；
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完成后显示升级完成信息，a=0.4，否则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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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控制模块仍然可以正常工作，b=0.4，否则b=0；
同时具备OTA和有线升级两种方式，c=0.2，否则c=0。

7. 智能水平评价
7.1 评价项目
器具的智能指数评价项目见表1。
表 1 智能水平评价项目
序号

1

2

产品安全

便捷性

3

烹饪安全

4

烹饪效果

5

实用性

评价项目

测评方法

最高可得分

基本要求

4.1.1

软件安全

4.1.2

信息技术安全

4.1.3

电池低电量提醒

5.1.1

5

烟灶联动

5.1.3

5

食谱管理

5.1.4

5

烹饪参数自定义

5.1.5

5

普通状态下的防干烧

5.2.1

10

智能状态下的防干烧

5.2.2

10

控温效果

5.3.1

20

智能菜谱烹饪效果

5.3.2

20

联网模块OTA

5.4.1

10

器具控制功能OTA

5.4.2

10

实际评价得分

要求全部合
格

注：上述单项累加之和为智能指数评价得分，记为X，X=A1+A2+…+A10

7.2 智能水平评定
智能家用燃气灶的智能指数评定采用5星级制，5星最优，各星级智能指数评价得分（总
分为100分）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智能水平分级
分级

评价得分

5星级

80＜x≤100

4星级

65＜x≤80

3星级

50＜x≤65

2星级

35＜x≤50

1星级

20<x≤35

非智能

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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