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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缝制机械行业需求，由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6日提出申请，经上海缝制机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审核

通过进行制定，项目名称为《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主要起草单位：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蝴蝶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波芬缝纫机配件

有限公司、台州凯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缝纫机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计划应

完成时间 2023年。

二、 目的和意义

随着家用缝纫机的自动化技术在近些年不断发展，家庭用户对于家庭缝纫的

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国际上包括胜家、兄弟等国际品牌都不断推出了集缝纫与绣

花功能的家用缝绣一体机，这类产品近年来在市场的需求和销售量不断攀升，并

在未来势必成为家用缝纫机市场的主流产品之一。

1）标准制定的创新性：

与常见的多功能家用机不同的是，家用缝绣一体机通常内置丰富的缝纫线迹

以及绣花花样，通过更换配置即可切换缝纫功能与绣花功能。绣花花样可通过

USB导入，而借助无线通讯等技术，甚至可通过WIFI同手机 APP连接并进行

操控，以此为家用缝纫缝绣一体机引入了更多互联网+的概念，提升了产品的实

用性，也增加了拓展功能和应用场景的可能性。目前家用缝纫机行业标准对于缝

纫以及绣花方面的产品和技术有较为全面的标准，但缺乏对于具有花样存储、无

线通讯等产品的标准，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对于产品要求的提升，以

往标准中对于外观质量、缝纫及绣花性能的基本参数、安全要求也有待修订与增

加。

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虽然家用缝绣一体机目前主要的消费市场不仅在国内，更在欧美市场风靡，

作为世界家用缝纫机特别是多功能缝纫机最大的生产国家，我国的缝纫机企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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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认识到生产和开发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的重要性。

国内的家用机企业通过代工、自主研发等方式，已积累了比较强大的生产力

和技术力，而为了使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制定此要求更高、专业性

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是必不可少的。

三、 标准先进性

本标准根据国标 GB/T 30408-2013 计算机控制家用多功能缝纫机中规定的

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下列表说明新增的技术要求、技术指标提高的相关内

容及比较说明。

指标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国家标准 团体标准

基本参数

1 最高缝纫速度（直行线缝） ≥600针/分 ≥800针/分

2 最高缝纫速度（刺绣缝纫） ≥300针/分 ≥550针/分

3 最大线迹长度 3.6 5

4 针杆摆动位分辨率 / ≤0.25

5 储存花样数 /

图案花样不小于 99

个；字母花样不小

于 3套

6 相对湿度 40%～80% 30%～85%

外观质量要求 7 外观质量要求（塑料件） / 抗光老化

机器性能

8 自动穿线 / 合格

9 自动剪线 / 合格

10 照明灯 / 合格

缝纫性能

11 缝厚能力 / ≥8 层

12 缝料层潜移量 ≤5mm ≤4mm

13 送料方向稳定性 / PA或 PB值≤7mm

运转性能

14 噪声声压级（直行线缝）

最高缝纫速度

（600）的 90%下试

验，≤75dB(A)

最高缝纫速度

（800）的 90%下试

验，≤75dB(A)

15 噪声声压级（刺绣缝纫）

最高缝纫速度

（300）的 90%下试

验，≤70dB(A)

最高缝纫速度

（550）的 90%下试

验，≤70dB(A)

控制功能 16 自动调速 /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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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SB功能 / 合格

18 无线通讯功能 / 合格

安全要求

19 控制系统外壳 / IP20

20 绕线离合装置 / 合格

21 针板盖开启保护 / 合格

22 压脚抬起保护 / 合格

电磁兼容

23 静电放电抗扰度 / 合格

2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 合格

指标说明：

1. 最高缝纫速度（直行线缝）：直行线缝的最高缝纫速度从不小于 600针/分提

高到不小于 800针/分，这对直线线缝的机械结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

要求经过国内外同类机型比对，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项设计不仅是对电

机驱动、材料强度和机械结构的提升，更是对此类机型整体设计的提升。

2. 最高缝纫速度（刺绣缝纫）：刺绣缝纫的最高缝纫速度从不小于 300针/分提

高到不小于 550针/分，数值提升接近 2倍，经过国内外同类机型比对，已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充分满足家用刺绣的效率需求。在提高刺绣速度的同时，

也保证了刺绣质量。

3. 最大线迹长度：最大线迹长度由国标的 3.6mm提高至 5mm，此项指标的提

升需重新设计机械结构，对家用缝纫机结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国

内外同类机型比对，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得益于国内自主研发的线迹调节

结构，提升了缝纫范围。

4. 针杆摆动位分辨率：国标对针杆摆动分辨率未做要求，而本标准对针杆摆动

分辨率提出了不大于 0.25mm的严苛指标，该项指标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国内能实现的企业屈指可数，对缝纫刺绣的精密度有很大提升。

5. 储存花样数：国标对产品储存花样数未做要求，本标准提出了图案花样不小

于 99个、字母花样不小于 3套的存储要求，得益于数码存储技术的提升，

实现该项指标已不再是困难，该指标弥补了国标的不足，弥补了储存花样要

求的空白。

6. 相对湿度：相对湿度由国标的 40%～80%提升范围至 30%～85%，对产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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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电控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升了产品适用环境范围。

7. 外观质量要求（塑料件）：本产品外壳由塑料件构成，本标准对塑料件材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具备抗光老化能力，使用此种材质的产品不易因为阳

光照射而发黄老化，对产品品质有着很大提升，增加了耐用性。

8. 自动穿线：国标未对自动穿线提出要求，本标准增加了自动穿线机构要求，

该指标可使机构在缝纫前自动将缝线穿过针孔，极大增加了使用效率，提高

了适龄性，是一种极具技术含量的人性化设计。

9. 自动剪线：国标未对自动剪线提出要求，本标准增加了自动剪线机构要求，

该指标可使机构在缝纫结束后自动剪断缝线，极大增加了使用效率，提高了

缝纫质量。

10. 照明灯：国标未对照明灯提出要求，本标准增加了照明灯机构要求，经研究

国外产品基本配备有照明功能，不仅方便在昏暗环境下使用，还对精密操作

提供了辅助，该指标与国际先进设计接轨，对国内产品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缝厚能力：国标未对产品的缝厚能力提出要求，本标准要求产品至少有 8层

试料的缝厚能力。缝厚能力不仅是对缝纫范围的一个要求，也是产品刺布机

构设计优劣的一个衡量指标，目前国内已能达到 8层甚至以上的刺布厚度，

同类产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完全满足家用缝纫的需求。

12. 缝料层潜移量：缝料层潜移量从不大于 5mm提高到不大于 4mm，对缝纫精

度和缝纫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3. 送料方向稳定性：国标未提及送料方向稳定性要求，本标准根据 GB/T

4517-2013 家用缝纫机 送料方向稳定性测试方法要求，对本产品标准提出了

不大于 7mm的指标要求。送料方向稳定性是对整机机械结构的综合考核，

对缝纫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提升了稳定性。

14. 噪声声压级（直行线缝）：本指标由国标的在最高缝纫速度（600）的 90%下

试验，噪音≤75dB(A)，提升至本标准的在最高缝纫速度（800）的 90%下试

验，噪音≤75dB(A)。缝纫速度的提升同时噪音也会极大提升，但本标准要

求在噪音不变的前提下提升缝纫速度，对指标有着更苛刻的要求，对产品零

件加工精度和配合精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15. 噪声声压级（刺绣缝纫）：本指标由国标的在最高缝纫速度（300）的 9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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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噪音≤70dB(A)，提升至本标准的在最高缝纫速度（550）的 90%下试

验，噪音≤70dB(A)。刺绣速度的提升同时噪音也会极大提升，但本标准要

求在噪音不变的前提下提升刺绣速度，对指标有着更苛刻的要求，对产品零

件加工精度和配合精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16. 自动调速：国标未对自动调速功能提出要求，本标准对产品控制功能方面提

出了自动调速的功能要求。得益于电控系统的进步提升，自动调速功能也得

以实现，该指标弥补了刺绣控制功能的不足。

17. USB功能：国标未对 USB功能提出要求，本标准对产品控制功能方面提出

了 USB功能要求。产品可直接通过 USB接口输入花样和程序，对产品的数

字化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升了产品的增值能力。

18. 无线通讯功能：国标未对无线通信功能提出要求，作为互联网+和工业 3.0

的核心功能，融入智能家庭系统，无线通讯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本标

准增加了无线通讯功能指标，结合国内发展趋势对产品提出了现代化要求。

19. 控制系统外壳：国标未对控制系统外壳提出要求，本标准根据行业电控系统

相关标准和 IEC国际标准，对本产品提出控制系统需达到 IP20的要求，与

国际同类产品接轨，达到出口标准水平，弥补了国标的空白。

20. 绕线离合装置：国标未对绕线离合装置提出要求，原来绕线时针杆也会随之

运动，可能产生安全隐患，本标准增加了对绕线离合装置的要求，提高了绕

线的安全性。

21. 针板盖开启保护：国标未对针板盖开启保护提出要求，本标准增加了对针板

盖开启保护要求，针板盖开启时产品无法运转，提高了安全性。

22. 压脚抬起保护：国标未对压脚抬起保护提出要求，本标准增加了对压脚抬起

保护的要求，当压脚抬起时，产品应不能运转，提高了安全性。

23. 静电放电抗扰度：国标未规定电磁兼容的相关要求，本标准与国际同类产品

先进水平接轨，根据 IEC要求和 GB/T 17626.2提供的电磁兼容试验方法，

对产品电控系统的电磁兼容能力提出要求，提升了电控系统的安全性。

2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国标未规定电磁兼容的相关要求，本标准与国际

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接轨，根据 IEC要求和 GB/T 17626.4提供的电磁兼容试

验方法，对产品电控系统的电磁兼容能力提出要求，提升了电控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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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四、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根据各阶段标准任务的工作要求，组织了相关领域的调

研，并召开了多次的研讨会，参与标准研讨的专家有缝制机械行业技术人员、研

究机构专业人员等，通过对标准内容进行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标准

文本。主要编制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起草阶段：2022年 1月 10日，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海

缝制机械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正式开展 2022年协会团体

标准制修订起草工作的通知》要求，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对国内外计

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

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技术资料，并进行了

验证，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标准草案。经多次

研究讨论后和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后，于 2022年 8月 31日召开《计算机控制家

用缝绣一体缝纫机》团体标准工作会议，并于 2022年 9月 20日形成《计算机控

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2）征求意见阶段：待补充。

（3）审查阶段：待补充。

（4）报批阶段：待补充。

五、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附件、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准工作组成员根据已有的标准和行业内相关产品的性能、技术等情况，研

制了适用的检测、试验方法，并征询了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方法的合理。

标准中的项目试验方法、达到的技术指标均为实测验证数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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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515—2008 线迹的分类和术语

GB/T 4516—2013 家用缝纫机 缝厚能力测试方法

GB/T 4517—2013 家用缝纫机 送料方向稳定性测试方法

GB/T 4518—2013 家用缝纫机 缝料层潜移量测试方法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6836—2018 缝纫线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30420.1—2013 缝纫机术语 第 1部分：基础术语

QB/T 1177—2007 工业用缝纫机 噪声级的测试方法

QB/T 1514—2011 家用缝纫机 机针

QB/T 1572—1992 缝纫机零件电镀通用技术条件

六、 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八、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组织措施：在上海缝制机械行业协会协调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

标准宣贯小组。

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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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计算机控制家用缝绣一体缝纫机》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9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