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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家电产品使用说明评价活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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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启动会 企业代表发言 媒体专访 



家电说明书呼唤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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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高科技遭遇障碍   
家电说明书呼唤人性化  
 
时间：2004年12月20日 
来源：西安晚报 
记者：周瑞实习生武爱巧 
 
链接：http://www.xiancn.com/gb/wbpaper/2004-
12/20/content_425265.htm 



看家电说明书越来越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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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家电说明书越来越吃力  
请厂商注意国家对说明书是有标准化要求的   
 
时间：2006-12-18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郭峰  

链接：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06-
12/18/content_77042.htm 



家电说明书怎么才能说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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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说明书怎么才能说得明白？ 
 
时间：2008.3.28  
来源：烟台日报 
责任编辑：钟丽  



家电说明书也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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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说明书也需要“说明” 
 
时间：2009-05-13 
来源：房周刊 
编辑：文爽 

链接：http://home.hsw.cn/system/2009/05/13/050174149.shtml 



中国质量新闻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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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家电“软质量” 
——家电使用说明不规范问题调查 
 
中国质量新闻网  2011-08-08 07:50:14 

链接：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er/451002.html 



3·15年度报告:近九成人对家电说明书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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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报3·15年度报告:近九成人对家电说明书不满意 
 
时间： 2014-03-14 09:22  来源： 中国消费网·中国消费者报   作者： 桑雪骐 邱宝昌 

链接：http://315sx.ccn.com.cn/news_data.php?id/2067.htm 

调查项目 比例 

缺乏使用技巧，不感兴趣 3% 

字小书厚，阅读太费力 3% 

太枯燥，没有兴趣看 4% 

太花哨，不实用 13% 

太简单，没说清楚 23% 

太专业，看不懂 43% 



3·15年度报告:近九成人对家电说明书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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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报3·15年度报告:近九成人对家电说明书不满意 
 
时间： 2014-03-14 09:22  来源： 中国消费网·中国消费者报   作者： 桑雪骐 邱宝昌 

链接：http://315sx.ccn.com.cn/news_data.php?id/2067.htm 

调查项目 比例 

凭经验操作，反正在售后期内，有问题找售后服务 7% 

凭经验操作，遇到问题请教朋友或网友 5% 

凭经验操作，遇到问题再查阅说明书 5% 

请有经验的人简单教授使用方法后再自己摸索使用 13% 

大致翻阅一下说明书后开始使用 8% 

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62% 

2005年底，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的《家电产品使用说明书》调查报告 



欧洲对于使用说明的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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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产品评价杂志的信息对消费者影响力很强。 
评价当中“使用说明”也与之相关。 

欧洲家电卖场商品目录 评价项目包含使用说明 《test》杂志 



欧洲对于使用说明的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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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Requirements for Instruction Manuals in the European Market》，25-27 May 2013, Guiyang City, Guizhou Province, China，Dr. Konstantin Angnostopoulos 
 



日本使用说明评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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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现场颁奖 年会现场实物作品展示 

2015年年度大奖颁奖现场 



日本使用说明评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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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jtca.org/tc_award/index.html 

JTCA官网发布获奖信息 

所有获奖作品名单 

优秀案例介绍 

评选检查单（纸质和屏显2种） 

* 总共分3个阶段 
一般每次5人评价,取中间3人结果平均 



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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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说明书为主，结合产品及包装。 

使用说明 instruction for use 
向使用者传达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产品功能、基本性能、特征的信息。
它通常以 使用说明书、标签、铭牌 等形式表达。它可以用文件、词语、标志、符号、图表、
图示以及 听觉或视觉信息，采取单独或组合的方法表示。它们可以用于 产品上【包括：设
备操作器（键、钮）上的说明、设备操作中的电子显示说明】、包装上，也可作为 随同文
件或资料（如，活页资料、手册、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交付。 



课题与思考（一） 

 评价对象范围 
 课题：产品差异大、媒体形式多、参照标准有限。 

• 大家电、小家电、智能家电…… 
• 纸质、电子、音像…… 
• GB 5296，GB/T 19678，IEC 82079 

 
 方案：典型家电产品、典型使用说明形式、参照主要标准。 

• 相对功能结构复杂的家电产品 
• 典型的纸质说明书形式为对象 
• 优先参照强标GB 5296的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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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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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296.1-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总则 
GB 5296.2-200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课题与思考（二） 

 评价参照标准 
 课题：纸质使用说明之外的评价标准缺失。 

• 纸质使用说明形式仍然为主流，标准相对健全。 
• 网络化、多屏化、智能化、与产品一体化的说明形式呈多样化发展，标准跟进不

足。 
 

 方案：纸质媒体之外暂不考虑。 
• 规范主流说明形式。 
• 持续跟踪相关标准的更新 

（例如：GUIDE 37、IEC 82079、GB 5296、GB/T19678）。 
• 积极组织相关企业专家探讨、研究、制定非纸质使用说明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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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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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时间：2015年5~6月 
• 评价依据：产品使用说明评价实施细则 
• 评价方法：专家小组评价 

1. 背对背评价 
2. 专家讨论会审议 

• 评价成果：报告书、评奖结果 

评 
价 
报 
告 

背对背评价 专家讨论会审议 报告书、评奖结果 

内容符合度 编写质量 



课题与思考（三） 

 评委人选选定 
 课题：消费者指出问题不全面、专家主观性偏强。 

方案：参照GB 5296.1-2012附录的评价建议。 
至少5位专业产品检测工程师评测。 

 量化结果的离散控制 
 课题：缺少量化标准、主观判断较多离散性不好控制。 
 方案：背对背评测 --> 对较分散结果集中讨论 --> 去除最高最低分取中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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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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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使用说明整体质
量情况，存在问题及
解决建议形成报告 

中国标准化协会
与中国家电院联
合颁发评价合格

证书 

授予标识 

可用于产品宣传 

提供诊断报告，颁发合格证书，授予“家电说明之星”称号。 

（暂定） 



课题与思考（四） 

 成果提炼 
 课题：通过评价活动能够带来哪些社会效益? 

• 评选结果是否能为企业解决具体问题 
• 能否评选出正面的企业及案例榜样 
• 对企业的产品销售和消费者利益提升有无实质作用 

 
 方案：整体优秀案例与片段优秀案例结合提炼成果。 

• 挖掘优秀案例及要点、 
• 宣传企业良好行为实践 
• 促进消费者利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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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发布 

2015/5/23 22 

活动规模：80人，包含 
 行业领导、专家； 
 中国标准化协会领导、企业领导； 
 网络媒体；报纸媒体；杂志媒体；电视媒体 

为通过评测的企业说明书颁发荣誉证书 获奖产品发布展示 

� 时间：2015年6月or7月（拟）  

� 地点：北京 四星级酒店 

� 主题：中国家用电器产品说明评价项目发布会 

� 颁奖：为通过评测的企业颁发荣誉证书 

� 展示：获奖说明书展示 

电商平台 

精准投放 

大众媒体 
 

手机终端 



未来的改进方向 

 发展评委阵容 
 邀请、培养更多技术传播相关专家参与 
 增加一般消费者参与维度（or 大数据？） 

 扩大评选范围 
 非纸质媒体 
 各类家电、智能家电及之外的消费品、工业品…… 

 升级评价标准及方案 
 及时依据最新技术标准调整评价指标 
 比如：IEC 82079-2012、GB/T 19678-2005 说明书的编制-构成、内容表示和表示方法 

 联合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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