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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目的和意义 

吸油烟机的工作噪音，作为消费者的使用痛点，以及油烟机的行业难题，已

是生产企业当前的重要挑战和技术难点。对于如何评价吸油烟机工作时的噪音水

平，以达到消费者满意的要求的评价标准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依据及相应国标。

对于市场上目前吸油烟机的静音、超静音只是商家的宣传手段，容易造成产品名

不副实、质次价高等损害市场秩序的情况。 

因此，建立吸油烟机的静音分级评价规范十分必要。既可以规范吸油烟机的

产品质量，又可以有效区分其质量优劣，避免商家夸大宣传、以次充好等不正当

竞争手段。同时为消费者选购“静音”产品提供直观、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任务来源和主要工作过程 

依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2016〕第 048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五金制品协

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要求，《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团体

标准由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提出并对项目进行论证后予以立项，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作为主起草单位参加标准起草。 

（一） 标准起草准备 

为了使标准修订工作更为完善、正确，根据工作计划安排，在企业自愿申请

的基础上，会议最终确定 5家起草组成员，名单如下：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

器有限公司，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江苏省轻工协会燃具及厨具电器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沈阳国家日用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柳润峰理事长对此次团体标准制定工作非常重视，特别强

调团体标准的高、新、快原则，要把高水平的产品更快的引入市场，团体标准应

体现行业的新水平。让新的市场来引领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建设，以新的标准来引

导行业的发展。 

 

（二） 标准起草过程 

2021 年 6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了《吸油烟机静音分级评价规范》标准启动会

暨起草组工作会议。会上，柳润峰理事长强调各参编单位专家要认真细致地对标

准内容进行沟通探讨，按照高、新、快的要求，实现对行业的引领。各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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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本着对行业负责的精神，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逐字逐句对《吸油烟

机静音分级评价规范》标准制定内容进行了深入全面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如下： 

1.考虑噪音测量需开机稳定半小时后才开始测量，因此原团标名称“吸油烟

机全程静音评价规范”改为“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更为严谨；  

2.为了体现标准对行业的引领主旨，保留一级及二级静音评价标准，去掉三

级，三级不能称为静音； 

经过对各个试验项目进行严谨的数据验证，起草组对数据验证结果进行了全

面的讨论和分析，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标准（征

求意见稿）。 

三、 主要试验分析 

试验一：工作风量标定 

  工作风量（m3/min） 

低档 7.2 

中档 8.2 

高档 10.3 

爆炒档 12.3 

通过程序设定和空气性能测试，将机器设定为四个档位分别对应工作风量为

（7/8/10/12）m3/min。 

试验二：工作风量下的吸油烟效果测试 

1、工作风量对应的标定功率 

档位 
空气性能实测 

吸油烟效果试验

标定 

工作风 试验风 试验功 工作风 工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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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量 率 量 率 

低档 7.2 
6.78 48.39 

7 46 
8.26 38.19 

中档 8.2 
7.61 65.92 

8 61 
9.23 51.02 

高档 10.3 
9.37 117.18 

10 112 
11.72 97.98 

爆炒

档 
12.3 

11.2 199.81 
12 196 

14.25 172.61 

空气性能测试结合排烟阻力曲线确定在对应工作风量下对应的整机功率，确

定吸油烟测试时分别对应工作风量为（7/8/10/12）m3/min时各档位的标定功率。 

2、吸油烟效果测试 

\ 

低档 中档 高档 爆炒档 

（7m3/min） （8m3/min） （10m3/min） （12m3/min） 

1 2 1 2 1 2 1 2 

功率（W） 45.5 45.8 60.6 60.3 111.2 111.3 195 195.5 

转速

(rpm) 
970 970 1070 1060 1310 1310 1570 1580 

PM2.5 测

试（PPM） 
140 135 98 107 31 28 2 4 

   试验结果表明，工作风量越大，吸油烟效果越好，工作风量≥10m3/min，能

保证较好的吸油烟效果，给客户更好的使用体验。 

试验三：工作风量对应的工作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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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位 

空气性能实测 工作噪声实测 

工作风量 

（m3/min） 

试验功率 

（W） 

试验风量 

（m3/min） 

功率 

(W) 

转速 

（rpm） 

工作噪

声 

（dB） 

低档 7.2 

48.39 6.78 

48 1030 55.5 

38.19 8.26 

中档 8.2 

65.92 7.61 

65.2 1140 58.5 

51.02 9.23 

高档 10.3 

117.18 9.37 

115 1370 63.6 

97.98 11.72 

爆炒档 12.3 

199.81 11.2 

198 1630 67.6 

172.61 14.25 

   试验结果表明，工作风量越大，工作噪声越大，且器具的工作噪声远大于半

消音室的噪声。 

四、标准介绍 

（一）标准的性质 

《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是一部团体标准。 

（二）标准的采标情况 

标准以吸油烟机静音评价为主题，参照了《GB 4214.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噪声测试方法通用要求》、《GB/T 17713 吸油烟机》、《T/CNHA 1025-2020 “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吸油烟机》等吸油烟机和噪声测试相关标准。 

其中，因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与噪声存在直接关系，标准中部分要求参考

了《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及《GB22337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注：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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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准的结构 



5 
 

标准分为五章，在编写内容上严格按照 GB/T 1.1-2009 规则进行内容编写，

并且要求与检验方法在编写上是一一对应的方式。 

五、标准内容说明 

（一）范围 

标准范围中明确指出“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的家用吸油烟机”的静音评价

规范。 

注：规定使用范围为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的家用吸油烟机，结构相同或相

似的产品，都可参照、采用本标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引用规范性文件共计 9部，8部为国家标准，1部为团体标准。 

注：规范性引用文件为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照的其他相关文件，是适用于标

准采纳的先进标准。包括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对于产品特殊性能的试验方法或

产部件的相关要求已有标准予以规定，并且这些标注中的验证方法成熟，技术指

标被生产厂商、管理部门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本标准对以上描述的标准进行

引用。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三）术语和定义 

标准给出了5个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提出了吸油烟机、外排式吸油烟机、最大风量、工作风量、工作噪声

等标准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定义仅适用于本标准。 

1、工作风量（标准中第3.4条） 

器具以最高转速档运行，在规定的排烟阻力下单位时间内输送的气体体积，

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3/min）。 

注：排烟阻力曲线的设定，综合考虑了吸油烟机在共用烟道的排烟状态下，

排风组件，包括：排风管、止逆阀、共用烟道等装置、设施的固有阻力，以及同

一烟道内在一定开机率时产生的，工作风量是模拟器具在规定排烟阻力下的真实

风量。 

2、工作噪声（标准中3.5条）  

器具以最高转速档或短时工作升速档（如有）运行，在规定的排烟阻力下产

生噪声的 A计权声压级量值，单位为分贝（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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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作噪声是模拟器具在规定排烟阻力下的运行噪声，相较半消音室的噪

声测试，其结果更符合用户实际使用时的噪声体验。 

（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吸油烟机“静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判断依据和方法） 

1 最大风量 GB/T 17713-2011 

2 噪声 附录A 

3 工作风量 附录B 

4 工作噪声 附录C 

注：在现有国标对油烟机噪声的评价体系上，引用了领跑者标准中“工作风

量”和“工作噪声”两个指标，从自身噪声和使用噪声两个维度来对机器的噪声

水平进行评级，工作风量是机器在实际使用时的性能指标，而工作噪声是机器在

实际使用时的真实噪音表现，两者结合作为评价机器在实际使用时兼顾吸油烟效

果和噪声的综合表现对于用户而言更具有实际意义，给用户呈现更好的产品和体

验 

（五）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划分为二级，其中一级静音等级最高，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

表 2 

表 2 静音性能分级指标 

评价

等级 

最大风量 

（m3/min） 

噪声 

（dB(A)） 

工作风量 

（m3/min） 

工作噪声 

（dB(A)） 

一级 ≥16 ≤45 ≥10 ≤58 

二级 ≥14 ≤55 ≥8 ≤68 

注：1、以上噪声数据均为声压级 

2、工作噪声的测试环境背景噪声≤45dB 

注：二级静音中工作风量和工作噪声是参考的领跑者标准中创新性指标，一

级静音是综合考虑了工作风量下的吸油烟效果、《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中对于Ⅰ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排放限值、噪声污染防治中建议的保障交谈和通讯

联络对于环境噪声的允许值后确定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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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烟机静音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1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