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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国家标准是根据国标委发〔2019〕21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19 年消费品国家标准专项计划的通知》下达的标准修订项目，其计划编号为

20191280-T-607，由深圳市君斯达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明钟表有限公司、西安轻工业钟表研

究所有限公司、湖南盛世威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卓越电子有限公司、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石狮

市信佳电子有限公司、漳州市英姿钟表有限公司、深圳市系致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精诚三和

定时器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工作意义 

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在我国体育、教学、运动等领域得到较为广泛地应用。随着产品技术水

平的提升及相关标准的变化，原国家标准 GB/T 22778—2008《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中的规范性

引用文件需要更新，部分技术内容也需要调整和完善，在 2016 年开展的推荐性国家标准集中复审

工作中，钟表标委会已决定对该标准进行修订，以及时提高本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液晶数

字式石英秒表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修订工作任务下达后，成立了由起草单位人员参加的标准起草小组。本标准由深圳市

君斯达实业有限公司主编，主编单位根据目前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产品的技术发展水平现状确定

了本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规范标准格式，于 2020 年 5 月完成了《液

晶数字式石英秒表》标准讨论稿的编写，并将讨论稿分发给各起草单位征求意见。 

2020 年 6 月，主编单位对收集到的意见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秘书处根据沟通结果更新了标

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分发至各起草单位确认后于 7 月初形成征求意

见稿。 

4．主要起草单位所做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所做工作如下： 

深圳市君斯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标准主要修订技术内容的提出，论证标准中的技术指标和

试验方法； 

深圳市华明钟表有限公司：对标准讨论稿中的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提出修改意见，与其他参

编单位就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的论证进行沟通交流； 

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起草标准讨论稿，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对标准技术内容提

出调整和修改建议，完善标准讨论稿技术内容、编写格式和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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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盛世威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卓越电子有限公司、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泰

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石狮市信佳电

子有限公司、漳州市英姿钟表有限公司、深圳市系致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精诚三和定时器实

业有限公司：负责对标准讨论稿的技术内容、编写格式和文字编辑提出意见或建议，论证标准中

的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a) 根据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市场实际需求确定标准修订内容。 

b)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要求规范标准文本结构和文字编辑。 

2.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充分考虑了我国市场上多种类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产品技术发展现状，并

参考了 GB/T 22780－2017《液晶式石英手表》和 QB/T 5410-2019《液晶式石英定时器》的相关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以下是技术内容及其试验方法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a) 规范性引用文件 

更新了第 2 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原标准中引用文件 QB/T 1897《钟表  防水手表》和

QB/T 1898《钟表  防震手表》均有相关的最新标准，因此修订标准时，将这两项引用标准更新

为最新标准 GB/T 30106《钟表  防水手表》和 GB/T 38022《钟表  防震手表》。增加引用文件

GB/T 17626.2《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表 5 中静电放电发生器的技

术要求引用了该标准。删除了引用文件 GB/T 8897.3《原电池  第 3 部分：手表电池》，原标准中

提及此文件之处为电池更换周期计算公式的“注”，不应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 

b) 时段测量精度 

5.4 条表 2“时段测量精度”中，考虑到部分非专用型秒表运行至 1 h 后无百分秒显示，所以

无法测量其 1 h 时段测量精度，因此删除非专用型秒表 1 h 时段测量精度△E≤0.50 s 的要求，相

应增加非专用型秒表 30 min 时段测量精度△E≤0.40 s 的要求。同时表 6 中增加测量时段 30 min

时的测试次数为 3 次。 

c) 温度系数 

表 3 中温度系数指标的确定，考虑了温度与瞬时日差之间的相关性，修订时分别规定了温度

系数 Ct1 和 Ct2 的指标。 

d) 耐湿性能 

删除原标准中 4.8.2 条中有关低温耐湿性能的要求，同时删除相应的试验方法。原标准中规定

此条内容是基于之前有同类液晶电子产品（低端健身车表）出现过这方面问题，后来改进设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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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问题。目前市场上秒表产品基本都能达到此要求，且由于试验室设备达不到低温高湿要求，

已不再做这项测试；又考虑到秒表的 PCB 材质和结构密封性使得市场上产品低温耐湿性能不存在

问题，所以删除相关要求和试验方法。 

e) 光照性能 

将原标准的“耐光照性能”修改为“光照性能”，且 5.14 条“要求”修改为“石英秒表在规

定的试验条件下观察液晶显示应正常，不应出现显示闪烁现象。”6.4.14 条“试验方法”修改为“将

石英秒表液晶显示屏放置于距光源 30 cm 直线照射处，照度不低于 600 lx，观察者视线与光源成

30°角，距秒表显示屏 25 cm 处观察显示状态。”原因如下： 

1、液晶显示屏光照异常出现发暗、发紫、重影的不良现象是由于光照升温过高，超出了它的

工作温度所致。5.1 条已规定了秒表的工作温度，所以这里可以不重复规定。 

2、秒表绝大部分是在室外强光下使用，光照性能的测试要求因此提出。 

3、液晶显示屏光照闪烁问题，经主编单位多方调查、分析和验证发现液晶显示屏在光照时出

现闪烁问题与屏的刷新频率及液晶显示屏材料都有关系。按照修改后的的方法和要求，主编单位

对约 60 款产品进行测试，每款测 5 个，共遇到 3 个有屏闪问题的产品，对准角度和相应距离都可

以检测出来。 

4、液晶屏在光照下出现屏闪是刷新时出现，而屏的刷新频率比较高，按试验方法中给出的距

离和角度，如果有屏闪问题就可以看出来，没有时间要求。原“耐光照性能”有试验时长，更改

后没有试验时长，所以修改为“光照性能”。 

f) 附加功能 

考虑到秒表一般具有闹时、背光、温度等附加功能，参照 GB/T22780—2017《液晶式石英手

表》的编写，在标准中增加附加功能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以规范性附录的形式规定了

附加功能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容。 

g) 试验环境 

在 GB/T 22778—2008 中“试验环境”的基础上增加“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波动不大

于 2 ℃”，与钟表标准体系中其他标准协调一致。 

h) 试验仪器设备 

表 5 中静电放电发生器的分辨率和最大允许误差修改为“应符合 GB/T 17626.2 的相关要求”，

和 GB/T22780—2017《液晶式石英手表》中的规定协调一致；增加了恒温恒湿箱湿度的分辨率和

最大允许误差。 

i) 按键耐疲劳性能 

6.4.13 条按键耐疲劳性能试验方法中原静推力为（20±1）N，而秒表的按键结构有很多类型，

按键表面面积比较大，有些结构需要较大推力才能按动，另外关于“按钮开关”的行业标准 JB/T 

3907《机床电器  按钮开关》是以 20 N 为最低力度，综上，将此条 “（20±1）N 静推力”修改

为“最小为 20 N 且能正常揿按至秒表运行的静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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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外观试验方法 

“外观”试验方法中规定在明视距离处检查，即在最适合人眼细致观察物体又不易产生疲劳

感觉的距离处检查。这种检查距离的规定满足了不同视力条件的检验者的检验实际需要。为了帮

助读者理解“明视距离”的概念，以“注”的形式予以解释。此种规定方式与钟表标准体系中其

他标准协调一致。 

k) 出厂检验 

表 8“出厂检验”中增加了防水性能的检验，这与目前产品检验实际情况相符。 

l) 参考文献 

增加了参考文献，标准中提及 GB/T 8897.3《原电池  第 3 部分：手表电池》之处为电池更

换周期计算公式的“注”，因此增加参考文献，将此文件在其中列出。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及其试验方法，已经过生产企业多年的生产实践检验。在标准修订

过程中，编制单位对这些要求及其试验方法，以及本标准中针对于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的特定要

求均开展了试验论证，验证了标准技术内容是科学、合理和适用的，试验方法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的情况。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产品国内外产量情况：国内每年至少 1000 万只以上，其中非专用型占

80%；国外每年至少十几亿，其中非专用型占 90%。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产品技术水平现状：非

专用型秒表大部分作为液晶式石英手表的一个附加功能或用于低端手持式秒表市场，专用型秒表

近几年各厂家都在增加防水品种，开发带打印、带背光、具有 1/1000 秒计时功能，及随着蓝牙的

普级，智能化的蓝牙秒表也在不断推向市场。2008 年首次制定并发布的《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

国家标准，对产品设计、生产和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该标准技术内容滞后需要及时修

订。修订后的标准可以满足行业和社会的需求，修订后标准的实施将会对国内液晶数字式石英秒

表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起到积极地指导作用，并促进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产品在国内外的贸

易中顺利进行。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

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检索，未查到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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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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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均协调一致，无任何冲

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予以上报。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发布本标准后，自标准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后作为标准实施日期。 

标准发布实施后，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将及时通报标准发布信息，并积极协调、

宣传标准内容，鼓励企业积极采用。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原国家标准 GB/T 22778—2008《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废止。 

 

 

                                            《液晶数字式石英秒表》起草小组 

                                         2020 年 0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