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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产品统一接入要求》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中轻联标准[2022]89

号）、计划编号：2022004、项目名称“智能家居产品统一接入要求”进行制定的，

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轻合盛科技有限公司等，计划完成时间

为 2022 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 2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轻合盛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提出《智能家居产品统一接入要求》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2022年 3月，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标准立项。 

 

图 1标准立项通知 

2022 年 3-4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轻合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全国家

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委员会内部以及家电企业、家居企业、科研机构征集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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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单位征集通知 

2022年 5月 11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暨起草工作组

第一次会议。因疫情原因，会议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

轻合盛科技有限公司、海尔、美的、海信等单位的 1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

宣布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为组长单位。新成立的起草工作

组在原有标准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初步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编写

大纲，并对起草工作进行了分工。 

    

图 3 标准启动会暨起草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2022年 7月 6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二次

会议。因疫情原因，会议仍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轻合

盛科技有限公司、海尔、美的、海信、众家云等单位的 16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标准架构进行了讨论，强调了该标准制定应重点关注应用层面的接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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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要求，并对标准文本逐字逐句进行了讨论。本次会议工作组对标准的框架、

主要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图 4 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2022年 6-8月，起草工作组依据标准草案，开展标准技术内容的试验验证，

涉及海尔、美的、海信、格力、方太、九阳等近 10个品牌、130多个型号的智

能产品，类型包括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新风机、空气净化器、蒸煮一体机、

电风扇、LED灯、插座、墙壁开关等 10余种。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于不同企业提出的技术方案，起草工作组还通过微信

群、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了多次针对性的技术讨论和试验验证，并多次要求不

同技术方案提出单位进行技术融合，以使标准更为完善。最终，全体工作组成员

对智能家居产品的接入方式、接入协议、接口要求、安全要求等技术细节达成一

致意见，确认了标准草案全部内容。全体工作组成员一致认为标准文本完善后，

可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⒈主要参加单位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轻合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众家云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海信家电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滁州

学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安徽中认倍佳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⒉起草工作组主要成员 

赵鹏、叶迅凯、张涛、李禹翔、陈挺、董楚楚、冯承文、赵希枫、刘琰、邢

军、刘德义、赵羽声、李岳洪、汪超、陈丽芬、李旸、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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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工作分工 

赵鹏、李禹翔负责标准起草、试验验证等的牵头和全面协调工作；叶迅凯、

张涛、冯承文、陈挺、董楚楚、赵希枫、汪超除参与标准起草，主要负责试验验

证、数据分析、汇总统计等工作；刘琰、邢军、李岳洪、刘德义、赵羽声、李旸、

陈丽芬、曹原参与标准起草、提供试验样机，并负责相关法规、专利及标准的查

询和整理。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编制，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进行很好的衔接，充分考虑智能家居

产业特性，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以智能产品应用方案为基础，走产学

研相结合的路线，推动智能化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在智能产品接入的应用协议、

接口要求等方面填补国内空白。起草工作组在标准编制的过程中坚持自主知识产

权、成本和易用性等主要衡量指标，跟踪国际相关领域技术发展态势，融合众家

所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并遵守以下原则。 

⒈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国家或行业有关智能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政策为依据，在已

有标识标准、互联规范的基础上，研究智能家居产品接入的拓扑结构、应用协议、

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对智能产品的属性、功能及参数进行分析、总结和提升，

通过系统性与标准化整理、撰写、修改和反复验证，使标准更科学、准确、合理、

完整地规范智能家居产品的平台接入，确保智能产品能够被有效识别和场景化应

用，指导企业组织设计、生产和评测，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和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 

⒉代表性原则 

本标准以“智能家居产品接入”为核心，从拓扑结构、应用协议、数据类型、

数据传输格式等方面对智能家居产品的接入方式、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进行描述

和规范，力求智能家居产品在物联网应用过程中能够被有效识别和集中控制，既

代表了产品的场景化应用需求，又代表了产品乃至行业的发展提升方向，对消费

者、企业、市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⒊技术先进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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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上，本标准综合考虑到智能家居产品场景化应用可能涉及到的方

方面面，研究提出智能家居产品接入方式、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并从中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功能接口进行逐一规范。起草工作组在大量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缜密、

充分地完成标准验证工作，确保应用协议和功能接口的普适性和代表性。 

⒋经济合理性原则 

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

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充分体现标准的经济合理性以及标准中涉及

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的实际要求，力求针对性突出、技术内容合理，使本标准

的制定有利于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标准的

推广应用。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家居产品接入服务平台的要求，包括智能家居产品接入的

通用要求、接口要求和安全要求，适用于智能家居产品与服务平台之间直接或间

接接入的技术实现。 

1接入方式 

智能家居产品接入服务平台的方式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如图 5所示。 

服务平台

管理单元

智能家居产品2智能家居产品1

直接接入

间接接入

控制终端

 
图 5 智能家居产品接入的结构拓扑图 

a）直接接入：智能家居产品直接与服务平台进行连接。 

b）间接接入：智能家居产品的通信能力或者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多个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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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产品经管理单元汇聚中转接入服务平台。智能家居产品通过本地局域网络与

管理单元连接，管理单元通过广域网络与服务平台连接。管理单元提供协议转换、

地址映射、数据处理等功能。 

2通信协议 

2.1 直接接入服务平台的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家居产品与服务平台的数据交换宜使用（但不限于）下列方式： 

a)基于长连接的 MQTT通信； 

b)基于无连接的 CoAP通信； 

c)基于短连接的 HTTPS通信； 

d)基于长连接的 WebSocket通信。 

2.2 间接接入的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家居产品通过管理单元接入服务平台，智能家居产品与管理单元的数据

交换宜使用（但不限于）下列方式： 

a)Modbus 通信； 

b)ZigBee 通信； 

c)Bluetooth 通信； 

d)基于 Ethernet 或 WLAN的 IP通信。 

2数据传输格式 

3.1 直接接入服务平台的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家居产品与服务平台通信时，数据传输格式宜使用（但不限于）HTML、

JSON、XML。 

3.2 间接接入的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家居产品通过管理单元接入服务平台，智能家居产品与管理单元通信时，

数据传输格式应使用下列格式之一： 

a）类文本格式：如 HTML、JSON、XML，详见表 2； 

b）二进制格式：有效数据由一个或多个数据项组合而成，数据项结构为“数

据类型-数据长度-数据值”。 

3消息结构 

消息结构见表 1，由消息头和消息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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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消息结构 

Message Header Message Body 

MQTT/CoAP/HTTPS/WebSocket header 有效数据体+校验值 

4接口要求 

智能家居产品应提供以下一种或多种通信服务接口： 

a) 注册接口 

b) 注销接口； 

c) 登录接口； 

d) 登出接口； 

e) 心跳维持接口； 

f) 软件或数据更新索引接口； 

g) 空中下载接口； 

h) 产品发现接口； 

i) 校验码获取接口； 

j) 校验码上报接口； 

k) 获取物模型文件接口； 

l) 控制接口 

m) 状态上报、故障上报接口； 

n) 网络时钟同步接口。 

（二）解决的主要问题 

家居智能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整个家居行业转型升级、保持竞

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家居产品实现智能化之后，可以将分散在不同物理地点的

各个产品联成一个整体控制系统，改变单一的被动控制局面，实现“人机对话、

智能控制、自动运行”。随着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产品与网络连接，生产厂商大

多都开发了本企业独立的智能家居通信协议。但由于同一个家庭中会存在多个厂

商的产品和多种人机交互操作软件，同一个厂商的产品也需要被多个厂商提供应

用程序或服务平台所管理，而当前应用系统各部分的接口协议繁多、不兼容，导

致用户的消费体验差。如何能够使用不同家电厂商、不同应用程序提供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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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商使用统一的接入要求实现智能产品互联互通及互操作，是当前行业急

需解决的问题。我国是全球家居产品生产大国，而智能家居产品及其技术的应用，

不仅会使家居产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功效，对于我国家居行业

来讲，也将通过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化和集成，探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再到“中国服务”的全新模式。 

鉴于此，制定适应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智能家居产品统一接入标准，规范

市场上智能家居产品的接入方式、应用协议、接口要求和接入安全要求，使不同

企业、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智能家居实现互联互通和场景化应用，将为我国家

居行业未来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具有积极且深远的意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试验验证，主要是智能家居产品接入方案的合理性、可

行性验证，验证样机涉及康佳、绿米、机智云、拓康、兰舍、贝乐等近 10个品

牌、20 多个型号，产品类型包括空调器、电冰箱、新风机、空气盒子、智能窗

帘、智能灯、智能插座、墙壁开关等 20余种。 

试验验证是基于智能家电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依据标准要求在服务平台中接

入所有测试样机，并搭建场景化应用，验证标准技术内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

及每台测试样机网络功能实现和场景化联动。 

根据试验验证结果，起草工作组明确了通信数据传输格式、消息体格式，完

善了部分通信服务接口参数。 

                       

直接接入的测试样机（部分）                    间接接入的测试样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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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机列表                             接入应用验证 

    

场景化应用测试环境                           验证测试记录单 

图 6 标准验证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智能家居领域同类的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五、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提出和制定，遵循智能家居领域现有国家标准中关于标识、产品分

类、数据类型、代码格式等相关要求，可与共同制定的《智能家居产品物模型》

标准配套使用，将填补我国智能家居应用领域的行业空白，使我国以智能家用电

器为代表的智能产品相关标准更趋完善，协调配套性良好。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内容无矛盾和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发挥工作组成员的积极性，讨论和验证工作充分，不存

在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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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本项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考虑到团体标准的时效性，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智能家居产品统一接入要求》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