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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行业标准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批行

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9〕126 号）下达的标准修订任务，其计

划项目号为 2019-0550T-QB，由宁波东海定时器有限公司和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起草，计划完成时间 2021 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本标准制定工作任务下达后，成立了由起草单位人员参加的标准起草小组。本标准

是对 QB/T 2269—1996《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的修订，起草小组根据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以

下简称“定时器”）的产品性能及技术发展水平现状确定了本标准的主体修订内容，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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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规范了标准的

编写，于 2020 年 6 月形成了标准讨论稿，并将讨论稿分发给各起草单位征求意见。 

2020 年 6 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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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起草单位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杭州西湖定时器厂、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江苏沙龙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精诚三和定时器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泰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漳州市英姿钟表有限公司、漳

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第一起草单位杭州西湖定时器厂的×××根据本单位定时器的生产实际情况，提出

主要技术内容的修改方案，负责标准讨论稿技术内容的起草和技术指标的论证工作。西安轻工业钟

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负责根据标准编写要求规范和调整标准结构和编写方式，并编写标准编

制说明。其他组员负责审查标准讨论稿，提出技术和编辑性修改意见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a）根据定时器产品的实际情况，论证标准技术内容的合理性，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b）标准的文本结构和编辑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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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同时参考了QB/T 2316—2019《家用电动洗衣机定时器  发条式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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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2. 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的产品分类、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修订的技术内容充分考虑了定时器的设计和生产现状，以市场主流

产品的指标为主，重点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a） 范围 

考虑到类似机械式定时器不仅仅是烤箱，包括空气炸锅在内的很多小家电都在使用，因此在适

用范围后增加“其他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机械式定时器可参照使用”。 

b） 规范性引用文件 

原标准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GB/T 2423.3、GB/T 2828.1 和 GB/T 2829 最新版本的标

准编号或标准名称已发生变化，因此需对这几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相应修改，同时改为不注日期

引用；删除了已废止标准 QB 1538—1992《计时仪器产品代号编写规定  表、钟、定时器代号表示

方法》。 

c） 命名 

4.2.1 条中，原标准中定时器型号的表示方法引用了已废止 QB/T 1538—1992，根据实际调查情

况，目前市场上定时器产品命名方法均有不同，因此重新规定了定时器型号的表示方法，具体命名

各厂家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d） 安装尺寸及工作角度 

5.2.1 条中修改了安装尺寸及工作角度图，是考虑到原标准中的安装方式类似风扇定时器的安装

方式，与产品实际情况不相符。考虑到各生产厂家设计生产的定时器相关尺寸不尽相同，同时存在

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给出了基本的安装尺寸及工作角度参数，并根据机械

制图标准对图示进行了修改。 

e） 定时误差 

5.5 条中将有固有周期振荡系统定时器的定时误差由全程定时范围的±4%修改为±8%，因为市

场客户认为±8%已经比无固定周期的定时器定时误差±15%提高了很多，完全可以接受，修改后符

合定时器产品的市场实际情况。 

f） 操作力矩 

5.6 条中将定时器操作力矩由“不大于 0.5 N·m”修改为“不小于 0.08 N·m，且不大于 0.5 

N·m”，修改后更符合市场对烤箱定时器的需求，也符合产品实际技术水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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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主轴限位器强度 

5.7 条中将主轴限位器承受的最大力矩由 0.8 N·m 修改为 1.2 N·m，6.9 条的试验方法中也相

应修改，修改后更符合市场对烤箱定时器的需求，也符合产品实际技术水平现状。 

h） 触点压力 

5.8 条中将触点闭合时，触点压力最小值由 0.3 N 修改为 0.8 N，修改后更符合市场对烤箱定时

器的需求，也符合产品实际技术水平现状。 

i） 触点接触电阻 

5.9 条中将触点闭合时，触点接触电阻最大值由 100 mΩ修改为 50 mΩ，修改后更符合市场对烤

箱定时器的需求，也符合产品实际技术水平现状。 

j） 介电强度 

6.14 条中将介电强度试验的条件由“触点闭合状态”修改为“触点断开状态”，原因如下：实际

上，触点闭合状态下，其内部结构带电部分与不带电部分的距离不是最小值，只有在断开的情况下，

带电部分与不带电部分距离才打到最小值，此时测试介电强度更合理；从实际测试可操作性看，在

触点断开状态下定时器处于 OFF 位保持不变，如果在触点闭合状态下批量测试介电强度时，可能会

遇到定时器在测试前就已经归位，即定时器处于 OFF 位、触点处于断开状态的情况。 

k） 耐湿热 

原标准中，耐湿热要求中没有规定电流值，修订时增加了“漏电电流 10 mA”的要求，试验参

数和介电强度中的规定一致，规定漏电电流后也方便试验操作。 

l） 耐热 

根据定时器产品技术水平现状和实际试验情况，5.14 条“耐热”中将“定时误差应不大于 5.5

规定值的 2 倍”修改为“在室温下，其定时误差应符合 5.5 的规定”的要求；同时 6.16 条试验方法

中也修改为“恒温箱中 24 h，然后移至室温中放置 1 h ～2 h，测定其定时误差”。 

m） 耐寒 

根据定时器产品的技术水平现状和实际试验情况，6.17 条“耐寒”试验方法中修改为“恒温箱

中 24 h，然后移至室温中放置 1 h ～2 h，测定其定时误差”。 

n） 耐强制返回能力 

根据定时器产品技术水平现状和实际试验情况（寿命试验机本身带有恒温箱），6.18 条“耐强制

返回能力”中增加“将定时器安装在寿命试验机恒温箱内，接通电源将恒温箱温度升至 120 ℃±5 ℃”

的描述，同时将强制返回操作次数由 5000 次提高为 6000 次。 

o） 出厂检验 

原标准表 1 中对定时器出厂检验接收质量限（AQL）的要求太低，目前市场不认可，根据产品

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现状，修改了出厂检验的接收质量限，提高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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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标志、包装 

考虑到环境要求的提高以及认证机构要求，对标志内容增加了相应的要求，在 8.1 条标志内容

中增加“认证标志图案及编号”，在 8.3 条包装箱标志中增加“环保标志图案”。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修订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a)  规范性引用文件需要更新的问题； 

b)  完善标准技术内容，使其与市场需求和产品发展相适应，并提高标准的适用性、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 

c)  标准文本格式和编写的规范性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起草小组在起草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的过程中，对标准修改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协商，技术

要求和试验方法符合目前定时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实践，并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内容相协

调，提高了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的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追求更高品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消费主流，烘

培食物是年轻人的最爱，同时也为厨房餐桌上增添了不少美味。电烤箱已经成为厨房中必不可少的

烹饪电器之一，作为新兴厨房电器，电烤箱的普及速度正在逐年上升。目前全球电烤箱市场规模在

8000 万～9000 万台，国内电烤箱市场规模约为 1500 万台，在过去的三年里国内连续实现了 50%以

上的增长率，和西方国家 70%～80%的普及率相比，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目前国内电烤箱产能约

为 5000 万台，近三年平均年出口量超过 3500 万台，出口额约为 10 亿元。 

本标准的修订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修改和完善了技术内容，同时安全性能指标也按相应的

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规定，将对规范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可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产品质量，促进我国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产品出口贸易的便利性，

提高国际竞争力，使标准更好地为企业、市场和贸易服务，并为消费者提供应有的产品质量信息。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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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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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标准体系框图中的位置见钟表标委会行业标准报批稿资料所附文件。 

本标准属于钟表标准体系“定时器”中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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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予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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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行业标准 QB/T 2269—1996《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废止。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电烤箱用机械式定时器》起草小组 

              2020 年 0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