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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CT）发布，版权归 CHCT 所

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 CHCT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于 2018年 12月 04日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4.3.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的内容变更； 

附件 4:型式试验费用：增加“新申请费用、变更申请费用”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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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智能家居系统的互联互通认证，系统中构成的各相关设备（如适用）须取

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者其他国家市场准入资格。 

2.认证模式、获证条件 

认证模式：产品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 

获证条件： 

a.构成智能系统的终端设备须取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者其他国家市场准入资

格（如适用）； 

注：未能及时取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需提供同类别产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工厂检查证明、产品符

合性及一致性声明，且应在本次获证后 6 个月之内完成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并向我司提供国家强制性产

品证书信息。 

b.产品符合本规则规定的相关要求。 

3.认证的基本环节 

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型式试验 

c.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d. 获证后的监督 

4.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申请 

4.1.1 认证单元划分 

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智能家居远程服务平台（云平台）、控制端（手机 APP等）、各类支

持互连互通的终端设备（例如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灯具、开关、门窗控制器、各

种传感器等等）。 

按智能家居系统构成（云端平台、控制端、设备端）、系统软件版本等参数的不同划分

申请单元。 

相同产品，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中任何一方或几方不同，应作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4.1.2 申请认证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申请资料： 

a. 《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书》（网络填写或纸面寄送） 

证明资料： 



                                        编号 CHCT-05-001-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认证规则 

CHCT版权所有                                                                                          2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申请时） 

b.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

关合同副本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其他文件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资料： 

a.已获证书及检测报告（提供复印件） 

b.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特性描述（见附件 3） 

c.工厂检查证明（如需要） 

d. 产品符合性及一致性声明（如需要） 

e.其他资料 

4.1.3 受理申请 

认证中心收到申请资料后，评审合格后向委托人寄发产品《认证受理通知书》，同时向相

关检测机构下达型式试验任务。 

4.2 型式试验 

4.2.1 样品要求 

4.2.1.1送样原则及数量 

送样原则：由认证中心受理工程师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进行产品检验，必

要时，增加样品补充差异试验。申请人负责提供用于型式试验的样品，并应确保其提供的样

品与实际生产的产品一致。 

送样数量：主检样品数量 1套/单元。 

4.2.1.2样品处置 

样品处置：型式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主检样品按认证中心有关要求处置。 

4.2.2 依据标准及要求 

4.2.2.1检验依据 

按照 GB/T 28219-2018《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和 T/CAS 290-2017《智能家电系

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进行检验。 

4.2.2.2检验项目及要求 

试验项目参见 4.2.2.1 中规定的技术规范中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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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试验方法 

依据 4.2.2.1 规定的技术规范中的检验方法进行。 

4.2.3 型式试验时限 

型式试验时间（包括出具型式试验报告）为 30 个工作日（因型式试验不合格，企业进

行整改和重新检测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样品之日算起。 

4.2.4 检测结果 

样品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相关试验要求，即为合格。 

若检测项目中存在不符合项目，允许企业进行整改，整改时间不超过 2个月。 

4.2.5 型式试验报告 

承担型式试验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经认证机构审核、批准后，

检测机构负责给申请人发送电子版检测报告；如申请人需要纸版检测报告，则由检测机构负

责给申请人寄送一份纸版检测报告。 

4.3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3.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的结论、申请资料等进行综合评价。 

按照附件 2，在“安全性、可靠性、易用性、可定制性”四个必备的维度方面,每个维度智

能等级评价结果达到 B 级及以上，予以颁发智能化水平认证证书。 

每一个单元申请颁发一张智能指数认证证书。 

4.3.2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申请起 60 天内向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4.3.3 认证终止 

当型式试验不合格时，如 90 个工作日内整改仍不合格则终止认证活动。 

4.4 获证后的监督 

4.4.1 监督检查的方式： 

    采取“生产厂抽样检查和市场抽样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 

认证产品获证后 12 个月内进行首次监督检查，采取生产厂抽样检查的方式进行，以后

每 12 个月内应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可以采取由认证中心组织在市场抽样检查或由认证

中心组织生产厂现场抽样检查任意一种方式进行。若市场抽样监督不合格，认证中心将追加

生产现场的抽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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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生产厂抽样检查 

在生产厂抽取认证产品样品，所抽取的样品由生产厂送至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测。 

抽样应从生产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机抽取。 

4.4.1.2市场抽样检查 

在市场零售商或批发商的仓库或销售市场抽取认证产品样品。 

4.4.1.3产品监督检测的项目 

监督抽样检测项目由认证中心制定，检测项目数量与型式试验项目数量比较，不少于

1/3、不大于 1/2。 

4.4.1.4抽查检查数量 

每一类别认证证书为 5 张及以下时，每次监督抽查抽取 1 张证书覆盖的产品进行检测。 

每一类别认证证书为 6 张及以上时，每次监督抽查至少抽取 2 张证书覆盖的产品进行检

测，最多不超过同类产品认证证书总数的 25%。 

通常抽取认证证书上的 1 个型号产品进行测试。 

4.4.1.5产品抽样检测结果 

1）样品检测合格，建议保持认证证书； 

2）样品检测不合格，或不能按要求的时间送样检测时，建议暂停认证证书。 

4.4.2 监督检查的频次 

对获证企业及产品，产品获证后的 12 个月内安排首次监督检查（工厂抽样检查），以后

每次监督间隔不超过 24 个月（工厂抽样检查或市场抽样检查）。若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可增

加监督检查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 

2）认证中心有足够证据对已获证产品的性能质量与标准或技术要求规定的符合性提出

质疑时； 

3）连续两次监督检查不通过的； 

4）各类国抽、省抽中相关测试项目发生不合格的； 

5）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等而可能影响产品

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4.3 监督结论 

认证中心对抽样检测报告进行综合评定。若监督符合要求，则持证人所持证书持续有效。

若监督不符合要求时，根据认证中心《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恢复、注销、撤销

认证的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作出暂停的处理，将处理结果通知持证人，并对外公告。

限期 6个月内完成整改，整改后进行工厂抽样检测，经确认整改有效后，恢复证书，否则将

撤销证书。 

5.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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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证书的有效性通过认证中心对获证企业定

期的监督获得保持。证书有效期满需延续使用的，委托人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

办理申请。 

5.2 认证变更 

5.2.1 认证变更申请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认证证书，如果其产品发生以下变更时，应向本中心提出变更申请： 

1）认证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结构、制造工艺和供货单位/生产厂等发生变化； 

2）认证产品的商标，持证人、制造商或生产厂（名称和/或地址、质量保障体系等）发

生变化； 

3）其他影响认证结果的因素变更。 

5.2.2 变更评价与批准 

认证中心将核查以上变更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变更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

异进行补充检测。合格后，确认原证书持续有效和/或换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5.2.3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提供变更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 4.2.1 的要求选送

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5.3 认证扩展 

5.3.1 认证扩展申请 

根据本规则中规定的认证单元划分原则，持证人在原有认证单元上增加新的认证型号，

应按照 4.1、4.2、4.3 的要求办理认证。 

5.3.2 扩展评价与批准 

认证中心将核查以上扩展情况，确认原认证结果对认证扩展的有效性，需要时，针对差

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试验。合格后，颁发新的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5.3.3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 4.2.1的要求选送样

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5.4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认证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按照认证中心的《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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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控制程序》执行。 

若申请人未能在本次获证后 6个月之内完成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不能向我司提供国家

强制性产品证书信息，我司依具体情况予以证书暂停或撤销的处罚。 

6.认证标志的使用 

持证人应按照认证中心《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 

使用标志应遵守《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6.2认证标志的加施 

持证人应向认证中心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中合适的方式来加施认

证标志。 

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铭牌、说明书或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7.收费规定 

按认证中心《产品认证收费管理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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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水平评分表 

序号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要求 技术指标 评价方法 
分值 

（分） 

1.  安全性 

设备安全性 见5.1.1  见6.1.1  25  

功能安全性 见5.1.2  见6.1.2  25  

信息安全性 见5.1.3  见6.1.3  25  

电磁兼容性  见5.1.4  见6.1.4  25  

2.  可靠性 

容错性 见5.2.1  见6.2.1  25  

稳定性 见5.2.2  见6.2.2  25  

易恢复性 见5.2.3  见6.2.3  25  

易维修性 见5.2.4  见6.2.4  25  

3.  完备性 

家居场所覆盖度  见5.3.1  见6.3.1  30  

有效连接数（场景/功能

数）  

见5.3.2  见6.3.2  30  

用户需求覆盖等级  见5.3.3  见6.3.3  40  

4.  易用性 

自动化程度  见5.4.1  见6.4.1  20  

自适应能力  见5.4.2  见6.4.2  20  

复杂程度  见5.4.3  见6.4.3  20  

响应时间  见5.4.4  见6.4.4  20  

智能人机交互  见5.4.5  见6.4.5  20  

5.  开放性 

平台资源开放性  见5.5.1  见6.5.1  30  

应用程序接口/软件开

发套件（API/SDK）开放

性  

见5.5.2  见6.5.2  30  

多平台支持  见5.5.3  见6.5.3  40  

6.  可定制性 
基础功能定制化 见5.6.1  见6.6.1  50  

功能/场景定制性 见5.6.2  见6.6.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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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水平等级划分 
 
 

 互联互操作等级 
互联互操作指标特性 A 级 B 级 

安全性 ≥80 60～80 

可靠性 ≥80 60～80 

完备性 ≥80 60～80 

易用性 ≥80 60～80 

开放性 ≥80 60～80 

可定制性 ≥80 60～80 

 
 
 
 
 
 
 
 
 
 
 
 
 
 
 
 
 
 
 
 
 
 



                                        编号 CHCT-05-001-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认证规则 

CHCT版权所有                                                                                          9  

 

附件 3：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特性描述 

按产品型号填写 

申请编号：                                  申请人：                           

产品型号：                           

一、样品描述 

 

产品类别 
 智能家电系统（包括云端、控制端、设备端等） 

 
 其  它：                

互连互通特
性描述 

设备安全性（参考技术规范 5.1.1和 6.1.1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功能安全性（参考技术规范 5.1.2和 6.1.2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信息安全性（参考技术规范 5.1.3和 6.1.3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电磁兼容性（参考技术规范 5.1.4和 6.1.4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容错性（参考技术规范 5.2.1和 6.2.1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明
参考技术资料） 
 
 

稳定性（参考技术规范 5.2.2和 6.2.2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明
参考技术资料） 
 
 

易恢复性（参考技术规范 5.2.3和 6.2.3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
明参考技术资料） 
 
 

易维修性（参考技术规范 5.2.4和 6.2.4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
明参考技术资料） 
 
 

家居场所覆盖度（参考技术规范 5.3.1和 6.3.1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
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编号 CHCT-05-001-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认证规则 

CHCT版权所有                                                                                          10  

 

有效连接数（场景/功能数）（参考技术规范 5.3.2和 6.3.2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
主要技术指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用户需求覆盖率（参考技术规范 5.3.3和 6.3.3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
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自动化程度（参考技术规范 5.4.1和 6.4.1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自适应能力（参考技术规范 5.4.2和 6.4.2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复杂程度（参考技术规范 5.4.3和 6.4.3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
明参考技术资料） 
 
 

响应时间（参考技术规范 5.4.4和 6.4.4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
明参考技术资料） 
 
 

智能人机交互（参考技术规范 5.4.5和 6.4.5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
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平台资源开放性（参考技术规范 5.5.1和 6.5.1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
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应用程序接口/软件开发套件（API/SDK）开放性（参考技术规范 5.5.2和 6.5.2具体说
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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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支持（参考技术规范 5.5.3和 6.5.3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标或
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基础功能定制化（参考技术规范 5.6.1和 6.6.1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指
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功能/场景定制性（参考技术规范 5.6.2 和 6.6.2 具体说明该特性对应的功能主要技术
指标或注明参考技术资料） 
 
 

技术资料 
使用说明书：xxxxxxxxxxxxxxxxxxxx.pdf 
其他：xxxxxxxxxxxxxxxxxxxx.pdf、xxxxxxxxxxxxxxxxxxxx.pdf 

系列型号差
异说明 

（符合单元划分原则且智能功能要完全一致） 
 
 

 

二、提交材料 

 

产品铭牌（贴于背面） 

使用说明：xxxxxxxxxxxxxxxxxxxx.pdf 

其他说明：xxxxxxxxxxxxxxxxxxxx.pdf 

 

三、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功能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申请人：  

公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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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型式试验费用 
 
1、新申请费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费用（元） 备注 
1 申请单元中一个有效连接（场景）

的安全性、可靠性、易用性和可定

制性 

1 万/场景 申请单元内包括 N 个有效

连接（场景），则该项目总

费用=N*1 万元 
2 申请单元整体的完备性和开放性 1 万 —— 
注： 
1、组成有效连接（场景）的组件的安全性专项测试费用不包括在内（单独测试收费）； 
2、具体项目费用比例如下： 

 总比例  分比例 备注 

安全性 0.1 

设备安全性 0.25 确认性费用 
功能安全性 0.25 
信息安全性 0.25 
电磁兼容性 0.25 

可靠性 0.3 

容错性 0.3 —— 
稳定性 0.3 —— 

易恢复性 0.2 —— 
易维修性 0.2 —— 

完备性 0.5 

家居场所覆盖度 0.3 —— 
有效连接数（场景/

功能数） 
0.4 

—— 

用户需求覆盖等级 0.3 —— 

易用性 0.3 

自动化程度 0.15 —— 
自适应能力 0.25 —— 
复杂程度 0.25 —— 
响应时间 0.2 —— 

智能人机交互 0.15 —— 

开放性 0.5 

平台资源开放性 0.4 —— 
应用程序接口/软

件开发套件

（API/SDK）开放性 
0.4 

—— 

多平台支持 0.2 —— 

可定制性 0.3 

基础功能定制

化 
0.5 

—— 

功能/场景定制

性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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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申请费用： 
 
变 更

类别 
变更项目 检测费用（元） 备注 

1 商标更改 2000 —— 
2 由于产品命名方法的变化引起的

获证产品名称、型号更改 
2000 —— 

3 产品型号更改、不影响电器安全的

内部结构不变（经判断不涉及安全

和电磁兼容问题） 

5000 —— 

4 在证书上增加同种产品其它型号 5000 —— 
5 在证书上减少同种产品其它型号 2000 —— 
6 生产厂名称更改，地址不变，生产

厂没有搬迁 

2000 —— 

7 生产厂名称更改，地址名称变化，

生产厂没有搬迁 

2000 —— 

8 生产厂名称不变，地址名称更改，

生产厂没有搬迁 

2000 —— 

9 生产厂搬迁 2000 —— 
10 原申请人的名称和/或地址更改 2000 —— 
11 原制造商的名称和/或地址更改 2000 —— 
12 产品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技术

规则或者认证实施细则发生了变

化 

15000 —— 

13 明显影响产品的设计和规范发生

了变化，如电器安全结构变更或获

证产品的关键件更换 

15000 —— 

14 增加/减少适用性一致的关键件供

应商或关键件供应商名称变更 

2000 —— 

15 生产厂的质量体系发生变化（例如

所有权、组织机构或管理者发生了

变化） 

5000 —— 

16 其他机构换证申请 2000 —— 

17 到期换证 5000 —— 

18 其它  —— 

19 有效连接中所包含的组件的信息

变化(确认与安全无关;与互联互

操作评价结果无关) 

2000 —— 

20 在原认证单元内增加场景 5000/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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