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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多维度地提出了智能家用炒菜机产品智能水平的评价指标

和评价方法。根据智能家用炒菜机产品的技术发展趋势，按照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选

取了在“安全、可靠、健康/美味、易用”四个方面对增强产品功能、提升产品性能、改善

用户体验具有一定价值的智能功能，并对其进行了明确定义；针对各项智能功能，提出了量

化评价指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测评方法，重点突出产品如何通过各种智能技术的应用，

使产品功能更强、性能更高、体验更好；在对各项智能功能评价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智能家

用炒菜机产品四个维度智能水平的评价，并以智能指数的形式表征出来，反映出了智能产品

带给消费者增值和附加值的能力水平。 

本标准第3章给出了器具各项智能功能的定义，第4章给出了评价的总体要求，第5章给

出了各项智能功能的要求，第6章及相关附录给出了各项智能功能的检测评价方法。 

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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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炒菜机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炒菜机产品（以下简称器具）的智能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水平

等级、评价规则和测评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家用或类似用途的炒菜机的智能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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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4536.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8219-2018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T/CAS 289-2017 家用房间空气调节器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 和 GB/T 28219-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炒菜机 household cooking machine 

能够将用户加入的食材和调料，按照设定程序自动制作菜品的烹饪器具。 

3.2  

空中下载技术 over-the-air technology (OTA) 

通过无线局域网、移动通信等无线网络的空中接口对器具的数据和程序进行远程管理的

技术。 

3.3  

软件功能安全 software functional safety 

采用软件实现器具非正常工作状态下保护的功能。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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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T/CAS  XXX—XXXX 

2 

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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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器具自检功能 appliance self-check function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以及服务平台能够自动根据器具当前运

行状态，判断器具是否运行良好、是否处于故障或者保护状态的功能。 

3.6  

智能烹饪功能 smart cooking function 

根据用户选择的食谱、加入的食材量、用户设置等自动完成烹饪的功能。 

3.7  

食谱管理功能 recipe management function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对用于烹饪的食谱进行排序、添加（下

载）、删除的功能。 

3.8  

烹饪助理功能 cooking assistant function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借助语音、图文、视频等对用户烹饪过

程进行提示或指导的功能。 

3.9  

自定义烹饪功能 custom cooking function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支持用户自定义烹饪过程参数并存储形

成食谱的功能。 

3.10  

远程操作功能 remote operation function 

利用无线通信系统、语音、总线系统等方式在器具视线之外给出指令以实现对器具控制

的功能。 

3.11  

智能指数 intelligent index 

用于表征器具智能水平高低的一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由达到相应等级的智能效用的个

数和对应的智能等级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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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智能指数可表示“mAnB”的形式（m=0,1,2,3,4, n≤4—m），例如“4A0B”表示 4 个智能效用均

达到了 A 级； 

注 2：根据组合关系，智能指数中智能效用与智能等级结合共有 3
4
种组合，其中 4A0B 表示智能水平最

高，0A0B 表示智能水平最差； 

注3：通常为了方便，“mAnB”中当m=0，指数简记为“nB”，当n=0时，指数简记为“mA”。 

3.12  

智能效用 intelligent effect  

器具通过智能功能达到的用户所预期的用途和效果。 

注：器具的智能效用包括：安全、可靠、美味、易用。 

 

4  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水平等级 

4.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十项智能功能组成，每个智能功能具有不同的智能效用。根据智能效用，

本标准规定了不同智能功能的分值权重。通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要求和检测评价，可以得出

器具每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并分别累加到相应的智能效用总分中。智能功能评价对应关

系见表 1。 

表 1 智能功能评价技术要求和测评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智能功能 智能效用 技术要求 测评方法 分值 

1  
软件功能安全 安全、可靠 见5.1 见6.1 30 

2  
信息技术安全 安全、可靠 见5.2 见6.2 30 

3  
联网模块 OTA 安全、可靠、易用 见5.3 见6.3 20 

4  
器具控制功能 OTA 安全、可靠、易用 见5.4 见6.4 30 

5  
器具自检功能 安全、可靠、美味 见5.5 见6.5 30 

6  
智能烹饪功能 美味、易用 见5.6 见6.6 50 

7  
食谱管理功能 美味、易用 见5.7 见6.7 40 

8  
烹饪助理功能 美味、易用 见5.8 见6.8 30 

9  
自定义烹饪功能 美味、易用 见5.9 见6.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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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智能功能 智能效用 技术要求 测评方法 分值 

10  
远程操作功能 易用 见5.10 见6.10 20 

注：器具各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根据表中“智能效用”一列的分布，分别累加到相应的各个智能效用总

分，例如“软件功能安全”实际得分 20 分，则“安全”、“可靠”两个智能效用方面分别累计 20 分。 

 

4.2 智能水平等级 

根据表 1，按照第 5 章和第 6 章对器具各项智能功能的评价规则和测评方法,确定器具

在智能效用方面所达到的智能水平等级，见表 2。 

表 2 器具智能水平等级判定 

智能效用 
智能等级 

A 级 B 级 

安全 ＞100 80～100 

可靠 ＞100 80～100 

美味 ＞130 100～130 

易用 ＞160 120～160 

注：器具的智能特性安全评分为 120 分，可靠评分为 120 分，健康/美味评分为 70 分，易用评分为 150

分，则器具的智能水平等级为 3A1B 

5  评价指标 

5.1 软件功能安全 

器具中用于保护用户和环境安全的软件应符合 GB 4706.1-2005的附录 R和 GB 

14536.1-2008规定的B级软件或C级软件要求，并考虑器具特定的危险防护。 

注：器具中可能涉及使用软件保护的部分包括电机堵转保护、电子元器件异常保护、传感器异常保护，

机械危险保护、加热单元过热保护等。 

评分规则：满分30分，实际得分计算：20×a1（圆整到整数位），其中能够达到B级及以

上（100%），不能达到B级要求（0%），记为a1。 

5.2 信息技术安全 

器具联网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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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017中A.4.3和T/CAS 289-2017中A.7.3所规定的A等级要求（增加独立的附录）；

或达到T/CAS 289-2017中A.4.2和T/CAS 289-2017中A.7.2所规定的B等级要求；或达到T/CAS 

289-2017中A.7.2.1.1～A.7.2.1.6的要求。 

评分规则：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2（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达到T/CAS 289-2017附录A中A级要求（100%）；达到T/CAS 289-2017附录A中B级（80%）；

达到T/CAS 289-2017中A.7.2.1.1～A.7.2.1.6要求（50%），记为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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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联网模块 OTA 

联网模块OTA应满足以下要求： 

a)当有新联网模块固件时，器具的远程控制端软件（APP）应提示用户可升级状态和版

本信息，在用户点击升级后，可对联网模块的固件升级； 

b)联网模块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联网模块应仍可以正常工作。 

评分规则：满分2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20×a3×b3×c3（圆整到

整数位） 

a)提示用户升级并需用户确认（100%），不能提示用户升级或者不经用户同意自动升级

（80%），记为a3； 

b)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联网模块可以正常工作（100%），断电断网影响联网模块的正

常工作（0%），记为b3； 

c)能够查询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100%），不支持版本信息的查询（80%），记为c3。 

5.4 器具控制功能 OTA 

器具控制功能OTA应满足以下条件： 

a)当有新的器具功能程序固件时，器具的远程控制端软件（APP）应提示用户可升级状

态和版本信息，在用户点击升级后，可对器具功能程序的固件升级； 

b)器具功能程序的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器具功能程序应仍可以正常工

作； 

c)器具功能程序固件下载过程中，不影响物联网功能，远程控制终端APP仍然可以操控

器具。 

评分规则：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4×b4×c4×d4（圆

整到整数位），其中： 

a)提示用户升级并需用户确认（100%），可升级时不能提示用户（80%），记为a4； 

b)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器具功能程序固件可以正常工作（100%），断电断网影响器具

功能程序固件的正常工作（0%），记为b4； 

c)固件下载过程中，物联网功能不受影响（100%），固件下载过程中物联网功能不能正

常执行（80%），记为c4； 

d）能够查看器具功能程序升级进度、状态、版本信息（100%），不能查看器具功能程序

升级进度、状态、版本信息（80%），记为d4。 

5.5 器具自检功能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以及服务平台应能自动根据器具当前的

运行状态，判断当前器具是否运行良好、是否处于故障或者保护状态，应能检测出器具功能

说明书列举的故障及对应故障器件以便提示维修。 

器具故障一般包括：供电异常（电压过高或过低）、漏电故障、传感器故障、电机堵转、

无内锅或内锅不匹配、盖子未合到位、未安装必要附件、锅内未放食材（8种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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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规则：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5×b5（圆整到整数

位） 

a)能够检测到全部8种基本参数（100%），只能检测到部分参数（80%），记为a5； 

b)检测到故障后采取可靠措施并能提示用户（100%），不能提示用户（80%），记为b5。 

5.6 智能烹饪功能 

器具的智能烹饪功能应能实现下述要求： 

a）向用户提供清晰、简明的界面选择食谱，操作不超过3步； 

b）能够根据食谱、加入的食材量自动调整工作参数；  

c）支持一步放入全部食材，一键完成烹饪； 

d）炒菜的平均烹饪时间不超过6min； 

注:只适用于炒菜,炖菜\红烧\煲汤等不属于此范围。 

e）温度均匀性：食材温度均匀性达到±10℃； 

f）翻炒均匀性：土豆块染色率不低于70%； 

g）产生的油烟不超过0.5g； 

h）具备补炊功能； 

i）炒菜感官评分：应不低于75分。 

 

评分规则：满分5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50×a6×b6×c6×d6×e6

×f6×g6×h6（圆整到整数位） 

a）提供清晰、简明的界面，操作不超过3步（100%），达不到上述要求（50%），记为a6； 

b）可以根据食材量调整工作参数，例如功率、时间（100%），仅需人工设置（80%），记

为b6； 

c) 支持一步添加全部食材（100%），需要多次添加（50%），记为c6； 

d）烹饪时间满足上述要求（100%），不满足上述要求（50%），记为d6； 

e）控温结构、均匀性、精准性满足上述要求100%），不满足上述要求（50%），记为e6； 

f) 产品的翻炒均性满足上述要求100%，不满足上述要求50%，记为f6； 

g) 产生的油烟量满足上述要求（100%），不满足上述要求（80%），记为g6； 

h）具备补炊功能（100%），不具备补炊功能（50%），记为h6； 

i) 口味主观评分满足上述要求（100%），不满足上述要求（50%），记为i6。 

5.7 食谱管理功能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应提供食谱管理功能，对食谱进行排序、

添加（下载）、删除的功能。 

评分标准：满分4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40×a7×b7×c7×d7×e7

（圆整到整数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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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仅能通

过APP进行管理(50%)，记为a7； 

b）可以对食谱进行排序、下载、删除全部操作（100%），仅能进行部分操作（50%），记

为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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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地食谱不少于50组（100%），不少于20组（80%），少于20组（50%），记为c7； 

d）支持联网添加/下载和本地添加食谱（100%），仅能本地添加食谱（50%），记为d7； 

e）删除食谱可以找回（100%），不能找回（50%），记为e7。 

5.8 烹饪助理功能 

器具应通过本地用户界面或者与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等）向用户提供语音、图

文、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的烹饪说明、操作步骤、演示信息或者提供在线交互功能。 

评分规则：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8×b8×c8（圆整到

整数位） 

a）同时提供本地用户界面和控制终端的方式（100%），仅通过控制终端（50%），记为a8 

b）支持语音、图文、视频（100%），支持语音和图文（80%），仅支持语音或图文之一（80%），

记为b8 

c）支持在线交互（100%），仅支持单向接受信息（50%），记为c8 

5.9 自定义烹饪功能 

器具应具备自定义烹饪功能，且满足下述条件： 

a）能够自定义烹饪的时间、温度、火力档位； 

b）能够存储形成食谱，且能对食谱名称进行自定义； 

c）在烹饪过程中应能调整部分参数。 

 

评分规则：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9×b9×c9（圆整到

整数位） 

a）满足上述1）全部要求（100%），仅满足部分要求（50%），记为a9； 

b）能存储在本地和服务平台（100%），仅存储在服务平台（80%），不能存储（50%），记

为b9； 

c）能够在烹饪过程中调整部分参数（100%），不能调整参数（50%），记为c9。 

5.10 远程操作功能 

远程控制功能应满足以下条件：  

a)用户按下控制终端（APP）功能按键后，器具开启相应功能，响应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5s； 

b)用户远程控制器具的成功率应不小于90%； 

c)当器具接收到相应的指令时，应有明确的声音或显示反馈； 

d）器具接收到控制命令的声音反馈可通过控制终端（APP）设置； 

e）当器具相应功能开启后，控制终端（APP）应有明确的反馈指示。 

 

评分规则：满分1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20×a10×b10×c10×d10

（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a)响应时间达到要求，即≤5s（100%），响应时间＞5s（80%），记为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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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成功率≥90%（100%），成功率＜90%（80%），记为b10； 

c)器具语音提示（100%），器具没有语音提示或反馈（80%），记为c10； 

d）远程控制终端（APP）有明确的反馈指示（100%），远程控制终端（APP）没有明确的

反馈指示（80%），记为d10。 

6  测评方法 

6.1 软件功能安全 

通过GB 4706.1—2005的附录R及GB 14536.1—2008附录H检测软件功能安全。 

6.2 信息技术安全 

依据附录A进行信息技术安全检测。 

6.3 联网模块 OTA 

6.3.1 试验条件 

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Zigbee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不超过12个，联网模

块能够连接上互联网。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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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监测数据 

APP能够显示当前两个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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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联网模块升级状态信息。 

6.3.4 判定准则 

通过控制终端软件显示两个联网模块升级信息，也可通过服务器后台查询两个联网模块

版本信息确认更新，或通过调试串口查看打印的日志信息判断。 

6.4 器具控制功能OTA 

6.4.1 试验条件 

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Zigbee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不超过12个，联网模

块能够连接上互联网。 

6.4.2 试验程序 

服务器挂载两个器具控制功能固件程序，保证版本号不一样，可做测试升级切换。 

6.4.3 监测数据 

APP能够显示当前两个器具控制功能固件版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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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固件模块升级状态信息。 

6.4.4 判定准则 

通过控制终端软件显示两个器具控制功能升级信息，也可通过服务器后台查询版本信息

确认更新，或通过调试串口查看打印的日志信息判断。 

6.5 器具自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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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器具功能器具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通过手动模拟各种故障并通过操作远程控制

终端APP软件来确认是否符合要求。 

6.6 智能烹饪功能 

通过附录A检测智能烹饪功能。 

6.7 食谱管理功能 

按照器具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骤手工操作器具及匹配的控制终端（APP等），判断器具食

谱管理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6.8 烹饪助理功能 

按照器具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骤手工操作器具及匹配的控制终端（APP等），判断器具烹

饪助理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6.9 自定义烹饪功能 

按照器具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骤手工操作器具及匹配的控制终端（APP等），判断器具自

定义烹饪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6.10 远程操作功能 

6.10.1试验条件 

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Zig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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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500kbps。 

6.10.2试验程序 

按下远程控制终端的功能按钮，然后观察器具的响应以及控制终端的显示。 

6.10.3监测数据 

记录器具的实际状态、器具响应的时间、远程控制终端的状态。 

6.10.4判定准则 

通过观察器具的实际运行状态与远程控制终端操作的期望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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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能烹饪功能检测方法 

A.1 试验条件 

a）网络条件：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Zig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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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

不低于500kbps。 

b）试验设备：温度记录仪、电子秤、功率计、秒表； 

家用吸油烟机一台（CXW-230-JY508，电机输入功率230W，风量15m3/min，油脂分类度

91%，常态气味降低度98%）； 

 吸油滤纸（45cm*60cm）若干张； 

 过滤网一个（目数5，过滤网直径200mm）。 

c）试验负载：一级大豆油、水、按照说明书及食谱、试验要求准备食材。 

d）其他：50W白炽灯 

 

A.2 试验程序 

a）按照说明书要求配置器具，确保其网络连接正常； 

b）通过手工操作器具确认器具用户界面操作是否清晰、简明并记录操作步骤； 

c）通过视检、说明书,确认是否是否可以一次性投入全部食材，一键完成烹饪； 

d) 炒菜的平均烹饪时间测试： 

按照不同食材（鲜蔬、肉类、禽类、牛羊肉、海鲜）各选 1 道菜，根据食谱分别准备

食材，使用器具进行烹饪，确认是否一步完成烹饪，并记录每个烹饪程序的时间 ti（i=1,2,3，

4,5），计算平均值 t； 

e）温度均匀性测试： 

将 500g 鸡胸肉切成 15mm±2mm 的块状，和 20ml 的大豆油一起倒入锅内，启动器具全

功率加热 3min 后，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并记录锅内鸡肉的温度。任意选取 5 个点，计算最高

温度与最低温度差值。 

f）翻炒均匀性测试： 

将 500g新鲜土豆切成四边均为 20mm±2mm左右的块状，计算总土豆块个数 A。 

向炒菜机内锅中加入 20ml 红墨水或类似的具备染色效果的液体；在额定电压下，选择

带有搅拌/翻炒程序的功能，工作 5min后取出，数出完全染色土豆块的个数 B，计算食材染

色率。 

染色率计算公式： 

δ=（B/A）           ………………………………(A.1) 

其中：δ---表示染色率 

A---表示土豆块总个数 

B---表示完全染色的土豆块个数 

注：完全染色是指土豆块的每一个面都被染色液体完全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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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产生的油烟量测试： 

1）准备新鲜鸡胸肉200g，切成小于35mm长的鸡块；放入室温水中浸泡1min；取出后摊

开放到过滤网中，放置3min； 

2）将步骤1中准备的鸡肉放入炒菜机中，添加20ml一级大豆油； 

3）将一个50cm*50cm*50cm的铁质框架放在油烟机下方，炒菜机放置在该框架正下方； 

4）取合适的吸油滤纸称重，计为m1； 

5）用干净的小磁铁将吸油滤纸（需要 3张，或者调整框架的尺寸）固定在铁质框架的

上面和背面，使得炒菜过程产生的油烟能被滤纸充分吸附。 

5）启动炒菜机，在额定功率下加热 5min（选择相应的功能键？），炒菜结束后，移出

炒菜机。铁质框架继续在油烟机下放置 20min，除去滤纸上吸附的水蒸汽。 

6）取下吸油滤纸，称量吸油滤纸的重量，计为m2； 

7）计算试验前后吸油滤纸的重量变化Δm，计算公式：Δm=m2-m1 

      

图 A.1 炒菜机油烟量测试 

 

h）补炊功能测试： 

重复 c）的任何一个程序，在烹饪结束后，操作器具，确认器具是否具备补炊功能； 

i）炒菜感官评分： 

感官评测人员选择： 

按照表 A.1 分别制备、甜味、苦味和涩感试剂并做好标记，请备选评测人员先后对三

种不同特性、不同浓度的试剂品评、排序，3种试剂均排序准确的备选人员可入选评测员。 

品评不同特性、不同浓度试剂前，备选人员均用纯净水漱口。 

选取 10人作为评测员。 

表 A.1 感官评测人员选取试剂 

特性 试剂浓度 

甜味 蔗糖溶于水：5g/L、10g/L、20g/L 

苦味 苦味剂溶于水：0.1g/L、0.15g/L、0.2g/L 

涩感 单宁酸溶于水：0.1g/L、0.2g/L、0.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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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品制备：酸辣土豆丝食谱。 

食材：土豆丝 320g、干辣椒 4个（g)、蒜 2 瓣。 

调味料：油 40ml、白醋 35ml、盐 3g、鸡精 2g。 

食材处理：土豆切丝后放在大碗里浸泡 15min 左右，然后多清洗两遍，去除淀粉；干

辣椒清洗干净后切 3半、蒜切片备用。 

将准备好的食材、调味料放入炒菜机后启动，完成炒菜后备用。 

感官评测：按照表 A.2对菜品进行打分，并取 10位评测员的打分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

评分。 

表 A.2 感官评测评分记录表 

指标 
判定 

标准 
分值 评分 

熟度 

适中 20   

过熟 15   

偏生 10   

未熟 0   

香气 

香味 

浓郁 
20 

  

香味淡 15   

有异味 0   

色泽 

很好 20   

较好 15   

一般 10   

差 0   

口感

软硬

度 

适中 20   

软 15   

较硬 10   

太硬 0   

口感

滋味 

很好 20   

适中 15   

一般 10   

差 5   

合计       

注： 

1、熟度是指该菜品是否做熟的一个指标； 

2、香气是指否好闻、是否有糊味，能否给人愉快、食欲大开的感觉； 

3、色泽是指色泽搭配合理性、成品色泽情况，色泽好是指色泽搭配好、成品菜色泽美； 

4、口感软硬度是指成品菜的软硬度、咀嚼情况（好嚼、不好嚼）； 

5、滋味是指咸淡情况、鲜香味道等，滋味很好表示酸辣咸鲜味都适宜。 

 

A.3 监测数据 

a）操作过程及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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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手工操作器具确认确认器具用户界面操作是否清晰、简明，操作步骤； 

c）烹饪时间； 

d）控温温度； 

e）油烟产生情况； 

f）口味评价得分。 

 

A.4 结果评价 

测试结果应满足 5.6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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