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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实施，以及经

济收入的提高，家用洗碗机成为家庭生活主要

助手已是必然，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一机

多能将成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

一是健康安全深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常态化，将大大促进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进一步实

施，都将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

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

会良性协调发展。这无疑将推进家用电器的健

康化发展。

目前，家电所谓的健康安全，还仅仅停留在

除菌、抗菌、净化等健康功能上，而对产品自身

产生的不健康隐患却少有关注，如运行中产生

的挥发性有机物、噪声、二次污染，以及食品接

触材料有害物质的迁移等，都是今后健康安全

的主要发展方向。对于家用洗碗机来讲首要解

决的是降低噪声，以及按国际先进水平提高材

料的健康安全水平，即其内胆、搁架、喷臂等与

餐具接触材料，执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QB/

T 4984-201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溶出物

限值和试验方法》行业标准的要求。

二是节能环保成为入市门槛。随着 QB/T

5428-2019《家用和类似用途节水型洗碗机 技

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行业标准 2020 年 7 月 1 日

的实施，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8383-2019

《洗碗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2021年 1月 1

日的实施，家用洗衣机将迎来以节能、节水为主

的发展新阶段。上述标准除对规定了用水量、用

电量的限值外，还结合洁净指数、干燥指数对产

品节能、节水效果进行分级，因此，在促进节电、

节水的同时，性能质量也相应提高。

三是“洗碗机+消毒柜”一机多能是必然。

2020 年 中 国 质 量 检 验 协 会 相 继 发 布 的 T/

CAQI 87-2019《洗碗机保管功能技术要求和

评价方法》、T/CAQI 99-2020《家用和类似用

途水槽洗碗机》、T/CAQI 106-2020《洗碗机消

毒 效 果 技 术 要 求 及 试 验 方 法》、T/CAQI

119-2019《洗碗机干态储存测试方法和技术要

求》等，4个团体标准相继实施。其中 T/CAQI

87-2019、T/CAQI 119-2019 标准解决了洗涤

后 储 存 餐 具 环 境 的 潮 湿 问 题 ，T/CAQI

106-2020 给出了杀灭细菌、病毒的技术要求，

以及相应消毒等级。这3个标准的实施使得洗

碗机变成消毒柜成为可能，从而洗涤+消毒模

式得到正式认可。

T/CAQI 99-2020 标准，在给出了洗涤餐

具的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同时，还给出

了洗涤水果、蔬菜，去除农药残留的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从而使得洗碗机洗涤水果、蔬菜，并

去除农药残留成为可能，

我国家用洗碗机增速超预期

家用洗碗机主要性能检验结果分级占比柱状图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鲁建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爆
发，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按下了暂停键，我
国家电市场也不能独善其身，多数产品
生产和销售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
长。抗击疫情的常态化，大大提升了全
民的健康意识，从而使得家用洗碗机的
销量不降反生，发展速度超出预期。

据奥维云网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月到7

月，国内全渠道零售量为 97.6 万台，零售额为

42.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7%和23.1%，

呈现出显著的逆势增长态势。这足以说明消费

者的认知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关于除

菌/消毒功能的认知有了大大提高。

我国家用洗碗机的发展已经有 20 多年的

历史，由于国内市场一直不温不火，因此，产量

虽然不低，但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低位发展水平，

主要原因是大型生产企业都以出口为主。随着

近年来世界范围贸易战的爆发，以及国际经济

形势的突变，党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今后中国经济将以内循环发展为主，无

疑为家用洗碗机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目

前，我国家电制造正在从以价格竞争为主体

的中低端，转向以质量竞争为主体的中高

端，因此，家用洗碗机的质量水平直接影响

其发展与普及，这无疑对制造企业提出了新

的挑战。

家用洗碗机质量主要从电器安全、健康安

全、使用性能等三个方面考核。可以肯定地讲，

一部分国内产品质量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同时相当一部分质量也有待提高，市场上依

然存在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洗涤容量虚标现

象依然严重，加强市场监督势在必行。

在电器安全上，我国家用洗碗机已经基本

建立电器安全、健康安全、节能环保和使用性能

的标准体系，其中GB 4706.25-2008《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作为

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335-2-5国际标准，也就是说在电器安

全方面，与国际标准的要求一致，因此，完全可

以保障消费者使用中，在防止触电、烫伤、机械

危险、火灾，以及毒性和辐射危险等方面的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健康安全方面，家用洗碗机质量水平首

先应提到的是除菌/消毒能力，这是因为健康安

全是我国对家用电器特有的技术要求。2014年

7月1日实施的QB/T 1520-2013《家用和类似

用途电动洗碗机》行业标准，除对清洁性能、干

燥性能、用电量、用水量、噪声、寿命等主要性能

指标提出要求外，增加了除菌率、抗菌率等健康

安全的技术要求。 标准要求产品除菌率应不

低于99.9%，这一要求领先国际标准至少10年，

并与 GB 17988-2008《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

要求》国家标准的要求一致。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试验数据处理中心

（以下简称试验数据处理中心）统计了从 2018

年到 2020年近 3年情况，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

健康家电检测中心（以下简称健康家电检测中

心）出具了 433 份检验报告。通过对除菌能力

检验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433 份检验报告中

仅有一份的除菌率为 99.44%，其他 432 份均超

过99.99 %，也就是说99.8 % 产品的除菌能力

达到了消毒柜的二星级水平，充分反映了当今

我国家用洗碗机的健康安全质量水平，即绝大

多数产品的除菌能力已经达到消毒柜的中等消

毒级别。

在使用性能上，作为洗碗机使用性能的基

础性标准，QB/T 1520-2013《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动洗碗机》行业标准，对清洁性能、干燥性能、

用电量、用水量、噪声、寿命等主要性能指标提

出了技术要求。试验数据处理中心统计了健康

家电检测中心自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8月，共

计 200多个型号的 101份检验报告、600多个试

验 数 据 。 通 过 分 析 试 验 数 据 ，按 QB/T

1520-2013 中规定的 A（国际先进）、B（国内先

进）、C（国内中等）、D（国内一般）级要求，各级

所占比例分布如下图。

从图中各等级所占比例可以看出，A 级占

比：清洁指数 49%、干燥指数 43.1%、能效指数

47.1%、水效指数 52.9%；C 级占比：清洁指数

22.5%、干燥指数 27.5%、能效指数 25.5%、水效

指数 21.6%、噪声 39.2%，数据说明上述项目质

量发展相对比较均衡。

而噪声A 级占比11.8%；干燥指数、能效指

数、水效指数和噪声的 B 级占比分别为 9.8%、

3.9%、3.9%和5.9%。相对干燥指数、能效指数、水

效指数、噪声等项目A级占比来讲，B级占比太

少，因此，这些项目的质量水平都有较大提升空

间，特别是噪声，是今后质量提升的主要方向。

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我国家用洗碗机性能

质量，在清洁、干燥、节电、节水等 4个方面，接

近50%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清洁性能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占比接近 20%，值得强调的是

干燥、节电、节水和噪声等项目，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的占比均低于 10%，属于发展质量发展不

平衡阶段，这也是企业今后应努力的方向。

家用洗碗机迎来新机遇
2020年1月到7月，国内全渠道零

售量为 97.6 万台，零售额为 42.6 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7%和23.1%。

加强市场监督保障家用洗碗机质量
试验数据显示，我国家用洗碗机性

能质量在清洁、干燥、节电、节水等4个
方面，近一半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健康环保和一机多能是今后方向
家用洗碗机成为家庭生活主要助手

已是必然，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
一机多能将成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

（上接第1版）

标准体系全面普及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如果把两化融合比作一栋摩天大

楼，那么标准则是这栋大楼的地基。

为了体系化推进两化融合管理标准建

设与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以

及工作组，于 2018 年 6 月正式组建全

国两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构建政产学研用多方联动的标准研制

应用交流平台。组织研制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系列国家标准，累计发布 5 项

国家标准、完成 12 项国家标准立项，

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术语、应用实施

指南等亟须标准立项研制，以标准为

牵引汇聚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合力。

推动建设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依

托平台形成涵盖1700余家服务机构、

2万余名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标准应

用推广服务体系，标准宣贯培训活动

覆盖100余万人次。

标杆牵引、试点先行。工业和信

息化部通过打造一批符合标准的可复

制、可推广、有价值的典型标杆，有效

推动两化融合向纵深发展。3111 家

贯标试点企业，151 家企业成为贯标

示范典型标杆，它们发挥出的示范效

应让愈来愈多的企业主动贯标，实现

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制且大范围

普及推广的管理体系类标准，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已成为广大企业开展数字化

转型、构建新型能力的重要方法指导。

截至目前，已经有17万余家企业通过开

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找

准了发展重点和方向。2.8万余家企业

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贯标主题

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而

贯标达标企业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0%，

经营利润平均增加了11.2%，贯标已然

成为广大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我国制订的两化融合标

准也正在走向世界。2019年，国际电信

联盟（ITU）正式发布《企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可持续竞争能力建设方法论》

《产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框架》两项国际

标准。“中国方案”走向世界，成为了国

际标准，它们不仅是我国加快两化融合

国际标准化进程的重要突破，更是向全

世界推广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经验的

成功尝试，提高了国家影响力，并为世

界各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

化转型成效提供了重要参考。

工业互联网平台落地生根
撬动万亿元级新市场

从初步开展试点示范解决方案与

平台创新应用案例，到目前逐步成为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关键支撑，我国正在加速构建多层

次系统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5年

里，工业互联网平台呈现百花齐放的

发展态势，平台产业创新持续活跃，平

台应用深度与广度逐步拓展，基于平

台的制造业生态体系日趋完善。

“十三五”期间，全国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平台数量已经超过70家，连接设备

超过4000万台（套），工业App总数超过

35万个，平台解决方案在区域、行业、企

业纷纷落地，形成以平台为核心，以解

决方案、创新推广中心、产业基金、实训

基地为支撑的“平台+”生态体系。根据

相关测算，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

增加值达到3.41万亿元。预计到2020

年年底，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将

达到3.7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将上

升至3.63%，成为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关键动力。

万亿元级别的产业增加值给企业

带来超千亿元规模的广阔市场，给企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铺好康庄大道。一批

高价值的工业App也应运而生。空压

机作为现代工业中重要的生产设备，小

到车窗升降，大到导弹发射，其应用领

域十分广泛。但是空压机功耗巨大，据

统计，全国每年总耗电量6%用于生产

压缩空气。针对这个缺陷，华为推出空

压机大数据节能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

依托华为“沃土”平台与第三方平台，对

空压机工作全程监控，实时调整排气压

力。据测算，该方案普及后将每年减少

全国范围内电费支出约36亿元。

在智能家居设计方面，欧派家居

与数码大方于 2018 年推出 CAXA 智

能家居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在 30

秒内完成房屋 720°全景、全屋定制

云渲染，有效节约设计成本。此外，

CAXA还可以一键生成CAD图纸、报

价 BOM 清单和 WCC 拆单数据等。

报价、下单等操作可以在 1 小时内完

成，而此前用时为其8倍。

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

通信网络、工业软件等基础设施是

两化融合发展的奠基石。我国4G基站

建设数量占全球基站总数一半以上，4G

用户已达12.9亿户。在此基础上，我国

大力发展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

信技术创新，并着力推动基础网络设施

建设。截至2020年9月，全国已建设开

通 5G基站超 50万个，5G网络加速成

型，并愈发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具备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

特性的5G，不仅改变着公众的移动互

联生活，也给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

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契机。

“十三五”期间，制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工程加速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步

伐加快，综合集成水平持续提高。截

至 2020 年 6 月，全国制造企业生产设

备数字化率达 48.7%、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达 71.5%、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达51.1%。

有了“外力”还不够，“内功”也必

须跟得上。通用芯片、智能传感、工业

云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重

大突破，有效提升产业供给能力。而

在工业信息安全保障方面，则形成了

以国家工控安全在线监测平台为中

心、涵盖省级重要节点的监测网络，工

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能力与应急处置

水平加速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能力

在“内外兼修”下持续提升。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助建经济发展新格局

两化融合发展正在步入深化应用、

变革创新、引领转型的快车道，传统行

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推动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了

41个工业电子商务试点示范项目，持

续推进工业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截至

2020 年 6 月，全国工业电子商务普及

率达 63%，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

“双创”平台普及率超过 84%，全国开

展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

造的企业比例分别达 36.5%、9.1%、

26.8%。工业企业线上线下融合水平

逐步提升。工业电子商务平台体系进

一步完善。经过多年发展，一批交易

规模达百亿元级甚至千亿元级的工业

电商平台发展壮大，如易派客、国网电

商、天物大宗、欧冶云商、震坤行等。

“十三五”期间，工业电子商务、制

造业“双创”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数字

化管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

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加速

普及，共同促进了工业发展方式、增长

动力发生转折性变化，加速经济发展

新格局的构建。 （林婧、赵乐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