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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解 磊

近日，《免洗洗手液》等六项洗涤用
品行业标准入围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的 2021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计划，其中，《免洗洗手液》英文版
也将在中文国家标准发布后 90天内完
成。

填补产品细化标准缺失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重视手部清洁与消毒，
洗手液需求量激增，尤其是含有乙醇的
免洗洗手液，因兼具清洁和消毒的功
能，广受消费者青睐，但却缺乏相关细
化的国家标准。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含乙醇的
免洗洗手液遵照的国家标准为 GB/T
26373-2010《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而
这是目前关于医用酒精的标准，适用于
以乙醇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乙醇消毒剂，
不适用于乙醇与其他杀菌成分复配的
消毒剂，也不适用以乙醇为溶剂的消毒
剂。

此外，细分到免洗洗手液这一品类
的标准只有《乙醇免洗洗手液、洗手凝
胶》团体标准。

但目前的市场上，从成分看，免洗
洗手液主要分为含乙醇和不含乙醇两
类，不含乙醇类别还有植物成分类和季

铵盐类消毒成分类。免洗洗手液还可
按剂型分为凝胶型、液体型、泡沫型。
因此，《免洗洗手液》入围推荐性国家标
准计划可以填补此类产品细化标准缺
失，积极提升标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
带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达到75%酒精浓度才有用

上文提到的免洗洗手液种类繁多，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正确选购呢？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
科医生刘婧告诉记者，在购买时，产品
上带有“卫消证字”的洗手液属于消毒

产品，主要功能可含有杀菌、抑菌等；而
带有“妆”字的产品则属于普通化妆品
范畴，功能以清洁为主。从功能上看，

“卫消证字”的洗手液在杀菌抑菌方面
的功效更胜一筹，因此消费者选购免洗
洗手液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它是
妆字还是消字。

“免洗洗手液达到75%酒精浓度的
才真正有用。”刘婧表示，只含酒精还不
够，还要看浓度。在购买免洗洗手液
时，要重点看一下包装，基本上都会标
注酒精含量。最佳的是75%酒精浓度，
60%—80%之间酒精浓度（也属于有效

浓度范围）。不建议选择90%甚至95%
酒精浓度太高，因高浓度酒精渗透入菌
体蛋白迅速凝固形成坚固的菌膜，影响
酒精渗透入菌体，从而降低了消毒效
果，所以不能用于消毒；低于 60%酒精
浓度的，达不到消毒效果。此外，如果
能添加一些氨基酸、透明质酸、芦荟、维
生素E衍生物等成分，可对手部皮肤起
到保护作用。

正确使用是关键

刘婧告诉记者，据她观察，有许多
消费者并不会正确使用免洗洗手液，或
者将免洗洗手液代替正常的洗手。

她表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取一枚
1元硬币大小的量，覆盖全部手部皮肤，
揉搓1分钟，自然风干，建议洗完手擦干
后，再涂上一层护手霜。免洗洗手液只
能清洁手部，却不能代替洗手的作用。
当手上特别脏时，酒精的效果还不如水
洗的效果强。使用方法不当就无法达
到抑菌杀菌效果。如果长期使用，易使
手部皮肤屏障受损，酒精挥发让皮肤越
洗越干，出现干裂、瘙痒、湿疹。

“其实，最有效的洗手方法，就是配
合肥皂、洗手液等去污产品，通过水的
流动将病毒冲洗掉。如果身边没有水
源或不方便洗手时，免洗洗手液应急还
是可以的，如果有水源，建议还是好好
洗手。”刘婧说。

本报讯（记者 王薛淄）照明产品
覆盖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其质量
高低、节能性、智能化等方面和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8 月 27 日，记者在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看到，由中关村
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和广东省
照明学会双归口的第一批“领跑者”
LED 照明产品评价标准——《“领跑
者”标准评价要求 LED 读写作业台
灯》及《“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室内
照明用 LED 产品》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发布并实施。

其中，《LED读写作业台灯》标准规
定了 LED读写作业台灯“领跑者”标准
评价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适用于
以 LED 为光源，额定
电源电压不超过直流
36V 或 交 流 250V、频
率50Hz的读写作业台
灯的企业标准水平评
价。

在基础指标选取原
则上，标准指出，首先，
电气安全是产品好坏
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
达到的强制性标准指
标要求，也是历年国家
专项监督抽查的必检

项目，所以将安全及电磁兼容选取为基
础指标。其次，由于近年来国家对产品
环保要求越来越高，限用物质的限量要
求被选取为基础指标。最后，考虑到灯
具的光学性能对于中小学学生视力的
影响，将蓝光危害、遮光性和波动深度
等性能指标也作为基础指标。在核心
指标选取原则上，工作组通过总结概
况，最终选择照度及照度均匀度、一般
显色指数、光效和额定寿命作为核心指
标。产品的照度及照度均匀度直接影
响消费者的读写效率和使用体验。一
般显色指数影响周围物品在消费者眼
中的真实色彩。光效和额定寿命是产
品是否节能环保重要指标。此外，标准

将特殊显色指数、智能化水平和平面色
品差异选取为创新性指标。

《室内照明用 LED产品》标准规定
了室内照明用 LED产品“领跑者”标准
评价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适用于以LED为光源，电
源电压不超过AC250 V、频率 50 Hz的
LED筒灯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不包括使
用集成式LED灯的LED筒灯；适用于额
定电源电压不超过 AC250 V、频率 50
Hz，灯头符合GU10、B22、E14或E27的
要求，PAR16、PAR20、PAR30、PAR38系
列的定向集成式 LED灯企业标准水平
评价；适用于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
AC250 V、频率 50 Hz的非定向自镇流
LED灯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不包括具有
外加光学透镜设计的非定向自镇流
LED灯。

除了上述基础指标和核心指标选
取外，该标准将噪音列入基础指标。同
时，针对产品的特点、行业和市场需要
所提出的消费升级、质量提升所关注的
指标，依照指标数据易于获取和验证的
原则，将统一眩光值、色品空间不一致
性（颜色不均匀度）选取为创新性指标。

记者了解到，“领跑者”标准在制
定时，按照核心指标高于国家标准及
行业标准的原则，制定出评判产品的
关键技术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并鼓励

领军者不断掌握创新性指标，有竞争
力的技术，以这种高层次的竞争推进
行业的质量升级。“企业标准‘领跑者’
是指同行业可比范围内，企业自我声
明公开的产品、服务标准中核心指标
处于领先水平的产品或服务标准，以
及满足上述标准要求的产品或服务。”
广东质检院照明电器与可靠性实验室
主任陈海波介绍称，“目前，‘领跑者’
标准已经成为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准。”

据了解，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
已发布百项“领跑者”评价标准，确定了
一批评价机构，并公布了第一批企业标
准“领跑者”名单。入围“领跑者”名单
的企业标准基本要求包括：提供产品或
服务质量与公开标准一致性承诺书；近
三年，企业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
故；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对应型号产
品相关指标的检测报告等。

广东省照明学会表示，接下来，将
会继续联合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
产业联盟，立项起草《“领跑者”标准评
价要求 普通照明用 LED平板灯》《“领
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LED 高天棚灯》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LED 投光
灯》《“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LED 模
块用电子控制装置》《“领跑者”标准评
价要求 普通照明用 LED模块》五项评
价标准。

本报讯（实习记者 暴梦川）长
期以来，关于机动车使用说明书存
在着标准不一、编写混乱等问题，对
于说明书如何编写，没有一份权威
的，符合汽车行业特点的规范性文
件能够提供指导。近日，市场监管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委 出 台 了 GB/T
40494-2021《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
书》，这是我国关于机动车说明书的
首部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发布对于
汽车消费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新标准适用于汽车、摩
托车（含轻便摩托车）、挂车、无轨电
车、组成拖拉机运输机组的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特型机动车等车
辆。

新标准对说明书的配发、说明
书的形式、印刷办说明书及车辆制
造厂售后责任和义务等基本要求提
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新标准的要求，车辆制造
方应为制造完毕并检验合格的车辆

随车配发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其内容应与车辆实际状态相适应。
若印刷版说明书不是完整版说明
书，则应在印刷版说明书中注明获
得完整版说明书的公开途径。

此外，新标准对电动车和驾驶
自动化车辆也提出了特殊要求。电
动车的要求包括对电动车的充电、
加氢、对外供电的操作说明；充电、
加氢、对外供电的设备性能及参数
说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说明。

对驾驶自动车车辆，新标准要
求说明书必须含有驾驶自动化功能
及与之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包括
设计运行范围、车辆状态、驾驶员状
态（如有））；驾驶自动化系统相关的
各类视觉、声觉、触觉等信号的含
义；驾驶自动化功能的操作方法说
明，且应至少辅以插图说明；驾驶员
在驾驶自动化系统不同工作状态下
执行的动态驾驶任务及驾驶员在动
态驾驶任务接管中的角色；使用驾

驶自动化功能可能的风险说明；使
用驾驶自动化功能时发生事故的应
急处置等内容。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
础分技术委员会专家李铮介绍，GB/
T 40494-2021《机动车产品使用说
明书》是G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重要
配套技术标准。该标准通过提出一
系列技术要求，为机动车用户提供
车辆的各个功能的使用方法、使用
常识、养护注意事项等实用信息，更
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适应我国汽
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制定该标准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对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进行引导和规范，通过提出一系列
技术要求，为机动车用户提供车辆
的各个功能的使用方法、使用常识、
养护注意事项等实用信息，更好的
维护消费者权益，适应我国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近日，中国家电研究院发布了团体
标准T/CAQI208-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
废弃食物处理器耐久性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今后消费者想要挑选一台持久耐
用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就有参照标准了。

“食物垃圾处理器是个好东西，强烈推荐
给你。”北京消费者何女士告诉记者，前
不久她家装修时，闺蜜送了一台食物垃
圾处理器给她做安居礼物。入住新居
后，她发现食物垃圾处理器能大大减少
家庭垃圾的产生。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研究员
龙飞对记者表示，食物垃圾处理器的学名
叫废弃食物处理器。2021年废弃食物处
理器线上监测销量约为 13.5万台，相比
2020 年有明显增长，其品牌数量也从
2019 年的 109 个提升到了现在的 125
个。新品牌的大量增加使得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产品在向高端化转型升级的同
时，售价几百元的入门级产品的数量也随
之增长。龙飞预计，2021年废弃食物处
理器的年销售额将达到26.3亿元。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健
康家电检测中心的主任级工程师陈松涛
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食物垃圾处理器需要
依据GB4709.4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废弃食物处理器的特殊要求》进行安

全 检 测 ，依 据 GB/
T22802《家用废弃食
物处理器》进行性能
检测。其性能测试主
要以研磨率、研磨速
度、细度百分比、噪声
测试、振动测试、固定
装置的机械强度等 6
个指标为依据。GB/
T22802 中并没有对
产品的使用寿命提出
评价指标和测试方
法，市场上出现了个
别厂家虚假宣传、盲
目夸大等乱象。《家用和类似用途废弃食
物处理器耐久性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中
首次提出了废弃食物处理器“耐久性”技
术指标与评价方法，填补了这类产品耐久
性能在行业内的空白。

据了解，新标准根据产品实际使用
中短时工作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运
行程序。产品运行固定周期后，测试其耐
久性前后的噪声、研磨率等性能指标，衰
减应在可接受范围内。比如A级标准产
品的运行周期应能大于等于3万次，寿命
应在12年以上，这类产品在行业中的预
估占比大约为4%左右；运行周期小于等

于1.5万次，寿命小于6年的，则为不合格
产品，这类产品在行业中的预估占比大约
为8%左右。“市场上的食物垃圾处理器从
几百元到几千元的都有，有了这个标准，
就能知道自己花的钱值不值了。”北京消
费者周女士对记者如是说。

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总工程师刘畅对记者表示，废弃食物
处理器作为家用厨余垃圾处理的“利
器”，能够简单高效地处理家庭中日常的
厨余垃圾，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应积极配
合国家垃圾处理前端和后端的工程问
题，实现整体化发展。 （中 消）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 利 文/摄）日前，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批国家标准里，《果品质
量分级导则》国家标准对果品质量分级的术语定义
和分级要求作出规定，吸引了不少行业企业和消费
者的目光。作为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新
鲜果品，果品质量分级是什么？又有哪些意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食品所研究员席兴军
介绍，新鲜果品质量分级标准是进一步提高新鲜果
品质量、实现优质优价、促进高效流通和贸易的基
础性技术工作。截至到 2020 年，我国制定包含有
新鲜果品质量分级内容的国家标准有 16 项，只涉
及果品种类有 10种；行业标准有 62项，涉及果品种
类有 62 种。这些标准在指导果品生产和流通，提
高果品质量、规范果品市场、维护产、销、消三方利益和促进我国果品质
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标准的制定缺乏指导性导则或指
南，造成了我国现行果品的产品质量（包含质量分级内容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都没有一个统一分级依据、方法、原则和格式，包括等级数
量和等级的名称、质量容许度等。

《果品质量分级导则》标准中规定了果品质量分级的术语和定义、
一般规定、分级一般原则、分级要素及指标的选择和确定、分级指标值
和级差的确定、容许度规定、大小规格规定、检验和判定规则规定等内
容。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适用于以新鲜或原有状态供消费者直接食
用的果品分级标准等规范性文件的编制，不包括加工果品。

席兴军介绍，该标准当中，定义部分明确了水果的成熟等 5个重要
的术语。在分级一般规定部分，分别规定了应等级数量和名称、各级产
品质量容许度等方面的要求。分级一般原则给出了科学性原则、实用
性原则、先进性原则三条相互配合的原则及其内容。在分级要素及指
标的选择和确定部分，给出了六条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包括指标的选
择，为其他分级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中进行果品的分级奠定了技术基
础。在分级指标值和级差的确定部分，给出了质量分级的最低质量要
求、级差大小、级差数值、分级指标确定的技术原则、依据和来源。在大
小规格规定部分，规定了大小规格可以选用的指标、质量整齐度或均匀
性要求、大小规格的定位等。在检验和判定规则规定部分，规定了对于
感官分级指标检验宜用直观的方法，包括可通过制定果品的标准样照、
标准样品、分级孔板、比色卡等方式。

席兴军表示，该标准在借鉴、参阅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
ECE）制定的导则性文件《UNECE 新鲜水果蔬菜标准化框架》以及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果品和蔬菜采用国际标准框架》等国
际组织的标准化指导性文件基础上，依据我国果品质量分级标准的多
年实践和探索制定。《果品质量分级导则》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在果品
领域分级制定导则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体
系，为提高新鲜果品质量、实现优质优价、促进果品高效流通和贸易奠
定了良好的技术标准基础。

《免洗洗手液》等洗涤用品行业标准入围2021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免洗洗手液该怎么选？

消费者挑选食物垃圾处理器有了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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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领跑者”LED照明产品评价标准实施
以高层次的竞争推进照明行业质量升级

我国首部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国家标准“亮相”
对电动车和驾驶自动化车辆提出特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