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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智能开关及类似功能器具智能水

平评价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背景介绍  

如今，社会进入智能时代了，家居的智能化更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在整个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智能开关无疑被视为是实现家居智能化关键性的第一步。通

过更换一个小小的开关就能让普通家电变为智能家电，这样的体验感更是吸引了广

大消费者的目光，于是便出现各大厂商抢占市场的局面。 

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随之而来的便是市场上的智能开关产品智能水平

的良莠不齐，有的产品智能功能繁多却鸡肋，市场推广出现“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造成目前智能开关市场的爆发受到极大的限制。 

为了规范和引导行业发展，鉴别智能开关的智能化发展水平，量化考核指标以

及测试评价方法，指导消费者选购智能开关产品，从而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起草将填补智能开关标准的空白。 

2、任务来源  

规范智能开关的智能市场的发展，促进企业良性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

体验。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公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共同向中国标协提出申请，经立项通过并印发了中国标协【2018】311号

文件，项目名称：《智能开关及类似功能器具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3、主要工作过程  

市场调研：自2018年6月份起，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邀请公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一起进行广泛地市场调研，掌握了目前国内主流品牌的家

用智能开关的研究、生产和使用状况，汇总出主要智能功能及用户需求。提出了《智

能开关及类似功能器具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立项申请及标准初稿。 

标准立项：2018年12月24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印发了，《智能开关及类似功能

器具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中国标协【2018】311号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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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讨论：2019年5月15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松下电气机器（北京）

有限公司、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突破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英特曼电工

（常州）有限公司、全峰检测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杭州涂鸦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于北京召开了标准编制讨论会。会议中对标准初稿的内容进行逐条探讨，并提出标

准修改意见如标准的适用范围、术语定义、评分规则等，同时明确下阶段的工作计

划。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行业征求意见。 

4、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李红伟、于玲、焦

利敏、亓新 
负责标准制订过程的协调工作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

证有限公司 
孙芮、胡亚欣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

文及编制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组

织协调等工作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林治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

文及编制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等

工作 

荷花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王林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

司 
周加良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英特曼电工（常州）有

限公司 
刘锋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北京ABB低压电器有

限公司 
潘艳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贾国东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陈玮 

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

法验证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1）原则性 

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 CAS 1.1《中国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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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2） 适应性 

a）精度等级：充分反映目前测量方法和相应测量装置的精度水平，并兼顾经

济性； 

b）测量要求：模拟智能开关在正常使用状态下、非正常情况下的智能功能； 

c）标定方法：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良好的经济性。 

（3） 先进性 

a）在电气安全要求的基础上，本规范更规定了智能开关的功能安全、信息安

全等要求，以保障对智能开关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且可靠。 

b）规定了智能开关产品智能功能的定义、技术要求和检测评价方法，并据此

评价智能开关的智能功能、智能效用和智能化水平。 

测试方法方面，主要参考和引用了：  

GB/T 14536.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28219-2018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T/CAS 290-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 

GB/T 16915.1-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T 16915.2-2012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 2-1部分：电子开关的特殊

要求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2、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开关产品智能功能的定义、技术要求和检测评价方法，并据

此评价智能开关的智能功能、智能效用和智能化水平。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总体试验情况： 

依据本标准对行业内 4个主流品牌的多款智能开关产品进行摸底测试后得到，

标准中的 13项智能功能每项对应的业内平均分及造成差异化得分的原因，如下表： 

序号 智能功能 平均分 满分 差异化得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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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功能安全 0 30 / 

2 信息技术安全 15 30 
业内约 50%产品不能通过防重

放测试 

3 电路保护功能 30 30 / 

4 防静电保护功能 20 20 / 

5 用户活动感知功能 0 10 / 

6 时间管理功能 19 30 

仅具有云端或 APP端时间管理

中的一种方式，不能同时具备

两种管理方式； 

无倒计时功能 

7 电量统计功能 4 10 

单火线产品不具备电量统计功

能； 

约全部产品不能为用户提供用

电建议。 

8 
温湿度及照度显示功

能 
2 10 

大部分产品不具备温湿度及照

度显示功能 

9 断电记忆功能 0 20 / 

10 联网模块 OTA 10 10 / 

11 器具控制功能 OTA 10 10 / 

12 远程控制功能 20 20 / 

13 场景控制功能 16 20 
不能根据环境自动运行合适场

景 

主要试验分析： 

对电量统计功能进行试验时，主要参数为产品的实时功率，APP显示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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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摸底测试得到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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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范围 
功率计显示

数据(W) 

APP显示数据

(W) 

相对偏差绝对

值(%) 

平均相对偏差

绝对值(%) 

0.1倍电流 

256.6 245.9 4.17 

4.08 
237.5 232.3 2.19 

224.7 212.8 5.30 

199.6 190.3 4.66 

0.5倍电流 

1183.2 1170.8 1.05 

1.30 
1109.2 1090.2 1.71 

1046.2 1033.3 1.23 

1002.7 990.7 1.20 

1倍电流 

2243.7 2213.6 1.34 

0.82 
2201.8 2199.4 0.11 

2132.7 2118.8 0.65 

2024.2 2000.3 1.18 

通过该项试验数据得到行业内的平均水平,故对标准中”电量统计功能”的实时

功率的相对偏差绝对值要求的分界线定为 5%(“相对偏差绝对值≤5%（100%），相对

偏差绝对值＞5%（80%）”)。 

基于以上测试结果，制定了本标准的测试方法和相关指标。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的情况。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目前市场上的智能开关产品的广告宣传噱头繁多，但是智能功能同质化、鸡肋

化是消费者普遍反映的现状，整个行业缺少针对智能开关产品的智能化水平评价的

统一标准，以优化行业内的良性竞争、促进市场发展。标准的制定还可以促进企业

标准指标与用户需求的关联度，使标准与用户更加紧密的结合，推进标准化工作的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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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没有智能开关方面的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

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供社会和会员自愿采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建议  

标准自公布实施后，应尽快组织标准宣贯。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起草的团体标准，无废止现行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