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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

别。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

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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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标准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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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清洁机器人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家用和类似场合下使用的清洁机器人的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单相不超过 250V，其他器具不超过 480V 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清洁机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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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7-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20291.1-2014 家用真空吸尘器 第 1 部分 干式真空吸尘器 性能测试方法 

GB/T 34454-2017 家用干式清洁机器人 性能测试方法 

QB/T 4833-2015 家用和类似用途清洁机器人 

IEC 60704-2-1:2014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Test cod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irborne acoustical noise - Part 2-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vacuum cleaners 

IEC 62929:2014 Cleaning robots for household use - Dry cleaning: Methods of measuring 

performance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291.1-2014，GB/T 34454-2017，QB/T 4833-2015 界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机器人 cleaning robot 

在一定的区域内，能在无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清洁地面的器具。 

注：清洁机器人包括移动体，并可含有充电座和附件。它也可通过使用遥控器控制运行。 

[GB/T 34454—2017：3.1]  

3.2 干式清洁机器人 dry cleaning robot 

以不借助液体或溶液的方式，只用于清洁地面上非液体物质（如灰尘）的清洁机器人。 

注：典型的清洁方式包括真空、滚刷、抹布和掸子等。 

[GB/T 34454-2017:3.2] 

3.3 湿式清洁机器人 wet cleaning robot 

用于清理地面上的液体，或借助液体的方式去除非液体物质（如灰尘）的清洁机器人。 

注：典型的清洁方式包括真空、滚刷、抹布和掸子等。 

[QB/T 4833-2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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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洁头 cleaning head 

机器人底部的空气吸入口 

注：清洁头的宽度是指空气吸入口在器具前进方向上的宽度。 

[GB/T 34454-2017:3.3] 

3.5 充电座 docking station 

基座base unit 

可提供手动或自动充电、从机器人中移除灰尘、数据处理或其他辅助功能的单元。 

[GB/T 34454-2017:3.5] 

3.6 集尘器 dust receptacle 

机器人内部用来收集灰尘的容器。 

[GB/T 34454-2017:3.9] 

3.7 测试模式 test mode 

用于直线除尘，制造商规定或说明的，以固定速度直线前进的可重复的工作模式。 

注：此模式应是正常使用的一种工作状态，包括功率，速度，连续的前进方式。 

3.8 定位导航类清洁机器人 navigation and location type cleaning robot 

能够对自身位置感知、自主规划导航的清洁机器人，如激光定位导航、视觉导航或类似功能及

其组合的清洁机器人。 

4 要求 

4.1 地板除尘率 

4.1.1 直线硬地板除尘率 

按照 GB/T 34454-2017 第 6 章直线除尘测试要求，其中运行次数改为（N=1），即单次清洁试验

包含 1 次运行（直线向前运动）。按照如下等级分级： 

表1 直线硬地板除尘率等级 

直线硬地板除尘率等级 限值 

A 直线硬地板除尘率≥80% 

B 70%<直线硬地板除尘率≤80% 

C 60%<直线硬地板除尘率≤70% 

 

4.1.2 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 

按照 GB/T 34454-2017 第 5 章矩形框除尘测试要求，其中运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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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等级 

 

 

 

4.2 边 角 除 尘率 

根据 QB/T 4833-2015 第 6.3.3 章节，进行边角除尘率测试，测试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表3 边角除尘率等级 

 

 

 

 

 

4.3 单房间覆盖率 

单房间一次覆盖率测试方法按照 QB/T 4833-2015 第 6.3.1 章测试要求，仅计算一次覆盖率。按

照如下等级分级： 

表4 单房间覆盖率等级 

产品类别 清洁头宽度 

单房间一次覆盖率等级 

A B C 

非定位导航类 ﹤150mm 一次覆盖率≥65% 55%≤一次覆盖率<65% 45%≤一次覆盖率<55% 

≥150mm 一次覆盖率≥70% 60%≤一次覆盖率<70% 50%≤一次覆盖率<60% 

定位导航类 ﹤150mm 一次覆盖率≥70% 60%≤一次覆盖率<70% 50%≤一次覆盖率<60% 

≥150mm 一次覆盖率≥75% 65%≤一次覆盖率<75% 55%≤一次覆盖率<65% 

 

4.4 多房间覆盖率 

多房间一次覆盖率测试方法按照本章节相关测试要求，仅计算一次覆盖率。 

表5 多房间覆盖率等级 

产品类别 清洁头宽度 多房间一次覆盖率等级 

A B C 

非定位导航类 ﹤150mm 一次覆盖率≥65% 55%≤一次覆盖率<65% 45%≤一次覆盖率<55% 

≥150mm 一次覆盖率≥70% 60%≤一次覆盖率<70% 50%≤一次覆盖率<60% 

定位导航类 ﹤150mm 一次覆盖率≥70% 60%≤一次覆盖率<70% 50%≤一次覆盖率<60% 

≥150mm 一次覆盖率≥75% 65%≤一次覆盖率<75% 55%≤一次覆盖率<65% 

 

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等级 限值 

A 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85% 

B 75%≤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85% 

C 65%≤矩形框硬地板除尘率<75% 

边角除尘率等级 限值 

A 边角除尘率≥70% 

B 60%≤边角除尘率<70% 

C 50%≤边角除尘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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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一般要求 

多房间覆盖率是测量机器人在 4.4.2 规定的标准测试房间中覆盖可到达区域的能力。本测试所测

量的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的覆盖率。本测试只测试多房间环境下的一次覆盖率。 

4.4.2 标准测试房间 

测试条件的温湿度和光线要求，和 4.3 单房间覆盖率要求一样。 

多房间测试台的测试区域由长 7150mm ×宽 7800 mm（L×W）（公差±50mm）的地面、四周墙面

和天花板组成。 

——天花板与测试地面高度为2750 mm ± 250 mm，天花板应处于同一水平面，且与地面平行。

天花板为白色涂料或白色石棉板，可以适当镶嵌一些装饰，如吊灯或其他灯饰； 

——多房间四周墙壁，白色涂料或浅色布艺墙面，墙面上适当增加一些画框、或有别于白色墙

面的其它装饰画片或卡； 

——测试地面应为未经处理的松木板或等效木板，厚度至少15mm。房间内隔离墙墙壁为白色,

厚度150mm,高度300 mm； 

多房间家具布置如图 1 所示。 

——多房间由小床房、大床房、衣帽间、书房和客餐厅五个功能区组成。各功能区的地面可以

用不同颜色地板，但不同颜色区域的覆盖率应各自记录。推荐小床房房间用灰色地板、大

床房房间用酒红色地板、书房用白色地板、衣帽间和客餐厅用浅色地板或地砖。 

——床头柜、衣柜、书柜和电视柜规格，实木原木色，其长宽尺寸见图2，高度至少为150mm； 

——大床（大床房）、书桌、餐桌和沙发，只安装腿或脚规格，实木原木色，长宽或直径尺寸

见图2，高度为300mm; 

——门（大、小床房），实木原木色，其长宽尺寸见图2，高度为300mm； 

——小床（小床房）规格，厢式床，实木原木色，高度至少为150mm； 

——移门滑轨（衣帽间）规格，未经处理铝质材料，长1200mm，宽40mm,高8mm,倒角R3； 

——椅子横脚（书房）规格，未经处理铝质材料，直径15mm，长度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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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6 ㎡ 多房间覆盖率标准房间 

4.4.3 一般条件 

参照 GB/T 34454-2017 第 7.2.4 章节。 

4.4.4 测试前准备 

参照 GB/T 34454-2017 第 7.3 章节。 

4.4.5 测试方法 

单次试验由三个起始位置各运行一次组成，起始位置和方向如图 2 所示。 

每次试验前，机器人和测试台应按照 4.4.4 的规定进行处理。 

每次运行前，机器人的电池应完全充满。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启动每次运行。如果制造商有要求，可以在起始位置 1、2 和 3 处使用充电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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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的可到达面积中减去充电座所占面积。 

测试持续到清洁过程的结束。根据使用说明设定清洁过程的结束。 

注 1：清洁过程的结束取决于以下一项或多项的情况： 

——机器人提示的清洁周期结束的信息（说明书列举的声音，灯光，文字） 

——在地面上停止运动超过 3min（不是在充电座上停止，因为它可能在充电后会继续工作） 

如果机器人在运行 1 h 后，还处于测试程序中。那么建议停止测试。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需要在 1 h 后继续运行，测试员应申请继续测试。继续测试的原因应被记录。 

在运行中允许机器人返回充电的位置，充电时间应包含在运行时间中。 

运行过程中，覆盖面积（即清洁头的覆盖百分比）和覆盖次数会被视觉追踪系统跟踪和记录。 

注 2：为避免由于电池充电中断测试，建议测试前准备好三块充满电的电池备用。 

测试前，所有机器人应通过功能测试。比如根据制造商说明进行自检，确认机器人是否能被接

受进行测试。 

导航测试的试验（包含三次运行）需要重复两次。一个完整的测试包含三次试验，共九次运行。 

如果机器人由于任何原因没有完成正常运行，清洁机器人应在起始位置重新测试，失败的测试结果

作废。然而，整个测试过程中允许每个位置最多一次重启。后面失败的测试结果应包含在测试结果

中。记录失败的次数。      

4.4.6 性能测量 

参照 GB/T 34454-2017 第 7.5 章节。 

测试过程中出现卡住情况的处理： 

如果产品在测试中卡住或无法继续工作，按照如下方式处理： 

a) 如果是第 1 次发生： 

1) 等待 3 分钟，3 分钟内清洁机器人能自动摆脱障碍，不做处理； 

2) 达到 3 分钟，未摆脱障碍物，则进行一次施救； 

施救过程：在保证不搬离地面的情况下将清洁机器人推离障碍物，使机器继续工作，

记录施救时间、记录施救原因； 

b) 如果是第 2 次发生： 

1) 等待 3 分钟，3 分钟内清洁机器人能自动摆脱障碍，不做处理； 

2) 达到 3 分钟，未摆脱障碍物，判断为本次试验失败，停止试验并记录问题及时间； 

5 噪声 

根据 QB/T 4833-2015 进行噪声测试，其中地板吸声系数小于 0.1，面密度应≥50kg/m2，并且不

能产生共振或共鸣。 

表6 噪声（声功率）等级 

噪声等级 噪声声功率 dB(A) 

A 声功率＜68 

B 68≤声功率＜73 

C 73≤声功率＜78 

 



T/CAS XXX—2019 

10 

6 光线影响测试 

在照度为 300-500lux 下，重复 4.3 和 4.4 的单房间和多房间覆盖率测试，记录实际 Lux 值和测

试结果。 

7 最低通过能力 

7.1 测试台 

按照下图增加测试工装，测试通道的顶部由未处理的松木板组成，尺寸 1150mm×665mm×

20mm。顶部不能有明显的弯曲，顶部加 40mm×40mm 的垫块，垫块高度可调或通过其他方式调节

高度。将测试工装安装在测试箱的中间位置，通道可以通过固定装置固定在墙壁上。 

 

 

 

图 2  最低通过能力测试台 

挡板高度可以调节，单位为毫米。 

7.2 测试方法 

一次测试包括 2 个起始位开始的一次运行，最小通过高度在每次测试（2 个运行）应该再重复 2

次，一共进行 3 次，6 个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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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洁机器人起始位置 

自动导航功能根据制造商说明书启动，如果清洁机器人 5 分钟内停止工作，或从一边到另

外一边，或在运行中卡住，则测试停止。 

如果清洁机器人 5 分钟后仍然工作，那么应该使其停止工作。 

7.3 通过判定 

最小通过高度是指清洁机器人成功通过的挡板的最小高度。同一高度，连续的 6 次运行都应该

能够通过。清洁机器人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并且没有卡住，那么认为运行通过。 

7.4 结果处理 

高度结果应四舍五入到下一个整数位。 

测试应以实际宣称的最小通过高度进行验证，最大偏差不大于 3mm。 

8 越障测试 

8.1 测试台 

测试台参考 QB/T 4833-2015 第 6.3.5.1 试验台，尺寸改为 2000mm×1150mm。其中障碍物除了金

属压线条之外，增加矩形障碍物和圆柱形障碍物，障碍物由未经抛光或打磨处理的铝制材质组成。 

矩形障碍物宽度 40mm，边缘有 3mm 倒角，高度从 10mm 到 22mm 不等，建议高度增加幅度为

1mm 整数或整数倍数。 

圆柱形障碍物直径从 10mm 到 22mm 不等，建议直径增加高度幅度为 1mm 整数或整数倍。 

障碍物应固定在测试台上，不能移动或滚动。 

8.2 试验方法 

清洁机器人前进方向正对障碍物，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各个模式分别运行，运行时间为 3 分钟，

确认是否能越过障碍物。 

8.3 通过判定 

按照如下逻辑图，越障测试从 h0 开始，通过一个障碍物高度，需要进行 6 次测试，6 次测试全

部通过才判定为通过。如果机器人骑在障碍物的持续时间超过 1 分钟，判定为不通过。如果扫地机

器人整个主体未通过障碍物，判定为不通过。最终测试结果为最高通过高度 hmax。报告需要记录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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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物形状，最高通过高度。 

 

 

图 4  最高越障能力判定逻辑图 

9 单次充电有效清洁面积 

清洁机器人充满电后，按照 QB/T 4833-2015 覆盖率房间测试一次覆盖率面积，一次覆盖率工作

时间和续航时间计算单次充电有效清洁面积。 

Fsc = Tmax/Twork×Fcoverage                                         

其中： 

Fsc 是单次充电有效清洁面积 

Tmax 是一次充满电的清洁机器人的运行时间（不包括再次回充的时间） 

Twork 是一次充满电的清洁机器人的一次覆盖率的时间 

Fcoverage 是清洁机器人充满电后一次覆盖率的实际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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