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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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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多维度地提出了智能门锁产品智能水平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根据智能门锁产品的技术发展趋势，按照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选取了对增强产品功能、提升

产品性能、改善用户体验具有一定价值的“安全、可靠、易用”三个方面的智能功能进行评价。针

对各项智能功能，提出了量化评价指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测评方法，重点突出产品如何通过各

种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产品功能更强、性能更高、体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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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门锁智能水平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门锁（以下简称“门锁”）智能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水平等级、评价指标和测

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门锁的智能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GB/T 4343.2-2009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度 

GB/T 14536.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4536.13-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门锁的特殊要求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 

GB/T 30148-2013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28219-2018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3 T/CAS 290-2017 智能家电系统互联互操作评价技术指南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2014、GB/T 28219-2018、GA374-2019 及 T/CAS 290-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门锁 smart lock  

应用了智能化技术或具有了智能化能力/功能的电子防盗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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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功能安全 software functional safety 

采用软件实现的门锁功能安全。 

注：IEC 61508(GB/T 20438)系列标准中“功能安全”的定义是：与受控设备和受控设备控制系统有关的整体安

全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功能的正

确行使的功能。 

3.3  

信息技术安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通过采用安全功能要求和安全保障要求，使评估对象能够抵御攻击者的威胁，保证数据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的功能。 

[T/CAS 290-2017,附录 C] 

注：门锁的评估对象包括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APP）、远程服务器等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功能模块。 

3.4  

活体指纹 living fingerprint 

具有温度、导电性等生物特征的表皮上突起的纹线。 

3.5  

虚位密码 virtual password 

用户在有效密码前面或后面输入任意的数字、字符等。 

3.6  

浮动密码 floating password 

每次通过密码开锁时点亮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字顺序任意变化，位置不固定。 

3.7  

远程管控功能 remote control function  

门锁支持用户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 APP 软件，通过局域网、移动互联网等对门锁

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功能，例如远程开锁、记录和查询日志、远程钥匙管理等。 

3.8  

虚锁 virtual lock 

关门并执行上锁动作后，门锁的锁舌未能伸出，没有上锁成功。 

3.9  

智能监测与报警功能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alarming function 

门锁实时监测周围环境并在发现异常时发出警报的功能，如试开报警、非正常开锁（如暴力开

锁）报警、防劫持报警、防虚锁报警、门锁电量低报警等。 

注1：试开报警，例如当卡或者指纹等连续错误5次（可依据说明书规定）情况下触发报警； 

注2：暴力开锁报警，例如破坏锁体安装及固定件、控制系统等，强行使锁体脱离门体的情况下触发报警； 

注3：防劫持报警，例如输入预先设定的被劫持密码或指纹情况下，系统自动通知预先设置的报警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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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防虚锁报警，当关门并执行上锁动作后，门锁的锁舌未能伸出，没有上锁成功情况下触发报警。 

3.10  

联网模块 OTA  networking module OTA  

在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服务器向远程控制终端（如手机 APP）推送联网模块固件升级的信息

并需用户点击确认升级的功能。 

注：OTA，即空中下载技术。通过无线局域网、移动通信等无线网络的空中接口对门锁的数据和程序进行远程

管理的技术。 

3.11  

场景控制功能 scene control function  

在触发用户自定义的响应条件后，门锁与其他家电设备联动控制，协调完成用户的某一项或某

几项需求的功能。 

3.12  

权限分级功能 permission rating function 

门锁允许分等级设置不同用户的不同开锁权限或时限的功能。 

3.13  

反锁检测功能 anti-lock detection function   

门锁在识别出反锁状态后，自动控制门外的开锁权限的功能。 

3.14  

智能指数 intelligent index 

用于表征门锁智能水平高低的一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由达到相应等级的智能效用的个数和对

应的智能等级组成。智能指数可表示“mAnB”的形式。 

注1：本规范中m=0,1,2,3，n≤3-m； 

注2：根据组合关系，智能指数中智能效用与智能等级结合共有33=27种组合，其中3A0B表示智能水平最高，0A0B

表示智能水平最差。 

注3：通常为了方便，“mAnB”中当m=0，指数简记为“nB”，当n=0时，指数简记为“mA”。 

3.15  

智能效用 purpose and effect of intelligent functions 

门锁通过智能功能达到的用户所期望的用途和效果。 

注：智能门锁的智能效用包括安全、可靠、易用3个方面。 

4 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水平等级 

4.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十六项功能组成，每个功能具有不同的智能效用。根据智能效用，本标准规定

了不同智能功能的分值权重。智能门锁评价对应关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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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能门锁评价技术要求和判定准则对应关系 

序号 智能功能 智能效用 技术要求 判定准则 分值 

1 

智能

水平 

指纹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3 见 6.3.4 30 

2 密码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4 见 6.4.4 30 

3 射频技术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5 见 6.5.4 30 

4 组合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6 见 6.6.4 30 

5 远程管控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7 见 6.7.4 10 

6 智能监测与报警功能 安全、可靠 见 5.8 见 6.8.4 20 

7 语音提示功能 易用 见 5.10 见 6.10.4 20 

8 实时监控通讯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11 见 6.11.4 10 

9 联网模块 OTA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12 见 6.12 10 

10 场景控制功能 易用 见 5.13 见 6.13 10 

11 权限分级功能 安全、易用 见 5.14 见 6.14 10 

12 反锁检测功能 安全、易用 见 5.15 见 6.15 10 

13 

技术

安全 

软件功能安全 安全、可靠 见 5.1 见 6.1 40 

14 信息技术安全 安全、可靠 见 5.2 见 6.2 40 

15 电磁兼容性 安全、可靠 见 5.16 见 6.15 20 

16 环境可靠性 安全、可靠 见 5.17 见 6.16 20 

注：门锁各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根据表中“智能效用”一列的分布，分别累加到相应的各个智能效用总分，例如

“软件功能安全”实际得分 20 分，则“安全”、“可靠”两个智能效用方面分别累计 20 分。 

4.2 智能水平等级 

根据表 1，通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要求和检测评价，可以得出门锁每项智能功能的实际得分，

并分别累加到相应的智能效用总分中，进而确定门锁在智能效用方面所达到的智能水平等级，见表

2。 

表 2 门锁智能水平等级判定 

智能效用 
智能等级 

A 级 B 级 

安全 ＞250 250～190 

可靠 ＞220 220～160 

易用 ＞140 140～100 

智能水平等级可用智能指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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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指标 

5.1 软件功能安全 

门锁中用于保护用户和环境安全的软件应符合 GB/T 14536.1、GB/T 14536.13 中所规定的 B 级软

件或 C 级软件要求。 

评分规则：满分 4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40×a1（圆整到整数位），其中达

到 B 级或以上（100%），否则（0%），记为 a1。 

5.2 信息技术安全 

门锁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端（APP）以及远程管理模块（云）在信息技术安全至少应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1.1～C.7.2.1.6 的要求；或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4.2 和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 所规定的 B 等级要求；或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4.3 和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3 所规定的 A 等级要求。 

评分规则：满分 4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40×a2（圆整到整数位），其中达

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A 级（100%）；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B 级（80%）；达到 T/CAS 

290-2017 附录 C 中 C.7.2.1.1—C.7.2.1.6 要求（50%），记为 a2。 

5.3 指纹开锁功能 

门锁应能够支持指纹开锁；开锁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s。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3×b3（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仅活体指纹才能开锁（100%），三维立体且导电的指纹即能开锁（80%），三维立体指纹即能

开锁(50%),记为 a3； 

b）开锁响应时间不大于 1.0s（100%），响应时间大于 1.5s（80%），记为 b3。 

5.4 密码开锁功能 

门锁应具备密码开锁的功能，并具有保障密码安全的相关技术措施，如设置虚位密码以防止偷

窥，设置浮动密码以防止指纹痕迹破密和设置密码有效期限等。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4×b4×c4×d4（圆整到整

数位），其中： 

a）门锁具有虚位密码设置功能且具有误输入次数上限报警（或输入超时报警）等措施（100%），

具有虚位密码设置功能但不具有误输入次数上限报警（或输入超时报警）等措施（90%），门锁不具

有虚位密码设置功能（80%），记为 a4； 

b）门锁具有浮动密码功能（100%），门锁不具有浮动密码功能（80%），记为 b4； 

c）门锁具有设置密码有效期限功能（100%），门锁不能设置密码有效期限（80%），记为 c4。 

d）门锁具有管理员模式且需从门内侧按特定按键才可以进入“管理员模式”（100%）；门锁具

有管理员模式但仅从门外侧或 APP 端即可进入“管理员模式”（80%）；门锁不具有“管理员模式”

（50%），记为 d4。 

5.5 射频技术开锁功能 

门锁应能支持射频技术开锁功能；支持多种不同类型的 IC/ID 卡或具有类似功能的电子门锁，

例如银行卡、交通卡、开锁的手环、开锁的 NFC 手机等；具有防止复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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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5×b5（圆整到整数位），其

中： 

a）支持 2 种及以上类型 IC/ID 卡或具有类似功能的电子门锁进行开锁（100%），仅支持特定的

一种射频门锁开锁（80%），记为 a5； 

b）具备防止复制功能（100%），可被复制但复制后无法解锁（80%），可被复制且可解锁（0%）

记为 b5。 

5.6 组合开锁功能 

门锁除具备多种单独开锁模式外，至少具备两种方式组合开锁模式。 

评分规则：满分 3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30×a6×b6（圆整到整数位），其

中： 

a）可设置任意两种方式组合开锁模式（如，指纹+密码；密码+IC/ID 卡等）（100%），只能采用

特定组合模式开锁（80%），只能采用单一方式开锁（60%），记为 a6； 

b）各种单独开锁系统相互独立，不受其它开锁系统故障的影响（100%），否则（70%），记为

b6。 

5.7 远程管控功能 

门锁可支持远程管控功能。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7×b7×c7×d7（圆整到整

数位），其中： 

a）开锁和上锁均能够在 APP 端有提醒（100%），否则（80%），记为 a7； 

b）能够查询开或关门记录（100%），否则（80%），记为 b7； 

c）APP 端能够生成、分配、设置时效和删除临时（密码）钥匙（100%），否则（80%），记为

c7； 

d) APP 端具有开锁按键且需要结合门锁本体操作授权才能共同开锁（100%），APP 端具有开锁

按键且可独立执行远程解锁功能（60%），若 APP 端不具有开锁功能（50%），记为 d7。 

5.8 智能监测与报警功能 

门锁应能够监测周围环境并在发现异常时发出警报的功能，如试开报警、非正常开锁（如暴力

开锁）报警、防劫持报警、防虚锁报警、门锁电量低报警等。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8×b8×c8×d8×e8×f8（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a）具有试开报警功能（如指纹连续错误 10 次；密码连续错误 5 次；卡连续错误 5 次；组合开

锁连续错误 5 次）（100%），否则（80%），记为 a8； 

b）具有非正常开锁（如暴力开锁等）报警功能（100%），否则（80%），记为 b8； 

c）具有防劫持报警功能，如，当输入设定好的被劫持密码或指纹时，手机 APP 发出报警（100%），

否则（80%），记为 c8； 

d）具有防虚锁报警功能（100%），否则（80%），记为 d8； 

e）具有门锁电量低报警功能（100%），否则（80%），记为 e8； 

f）（除“防劫持报警”外）门锁本体和手机 APP 能够同步显示报警（100%），否则（80%），记

为 f8。 

5.9 语音提示功能 

门锁应具备语音提示功能。 



T/CAS XXX—2019 

8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20×a9×b9×c9（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在配置过程中，全程具有语音导航提示功能（100%），仅部分操作动作具有语音导航（80%），

记为 a9； 

b）提示语音的音量可调（100%），音量不可调（80%），记为 b9; 

c）门锁可以感知夜晚并自动静音或手动调节静音（100%），若不可调节或自动感知并进行静音

（50%），记为 c9。 

5.10 实时监控通讯功能 

门锁应有实施监控通讯功能。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10×b10（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门锁能够实时监控门外情况并支持手机 APP 远程查看画面（100%），否则（80%），记为 a10； 

b）门锁支持远程与门外到访人实时通讯（100%），否则（80%），记为 b10。 

5.11 联网模块 OTA 

门锁的联网模块宜具有 OTA 功能，且满足下述要求： 

a）当有新联网模块固件时，门锁的控制端软件（APP）应能提示用户可升级状态和版本信息，

在用户点击升级后，可对联网模块的固件升级； 

b）联网模块固件下载失败或升级过程中断电断网，联网模块仍应可以正常工作。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11×b11×c11（圆整到整数位），

其中： 

a）提示用户升级并需用户确认（100%），否则（80%），记为 a11； 

b）断电断网可以正常工作（100%），否则（0%），记为 b11； 

c）能够查询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100%），否则（80%），记为 c11。 

5.12 场景控制功能 

当按下远程控制终端上的情景控制按键后，门锁和其他家电设备应能同时开启相应功能；当门

锁和其他家电接收到相应的指令时，应有明确的声音或显示反馈。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12×b12×c12×d12×e12（圆整

到整数位），其中： 

a）场景支持 3 种以上设备联动（100%），支持 1 种～2 种设备联动（80%），记为 a12； 

b）联动成功率不低于 90%（100%），联动成功率＜90%（80%），记为 b12； 

c）根据环境自动判断门锁的运行模式（如静音模式等）（100%），需要人工手动干预来运行合

适的模式（80%），记为 c12； 

d）场景可以自定义（100%），仅支持特定的场景，不可自定义（80%），记为 d12； 

e）能够场景预约（100%），不支持场景预约（80%），记为 e12。 

5.13 权限分级功能 

门锁应支持将用户的开锁权限进行分级管理。 

权限分级如下表 3（但不限于此种分法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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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权限分级表 

等级 名称 权限 

第一等级 管理员用户 具有最高权限的用户，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开锁、上锁、

查询、下分临时钥匙、设置并管理其他用户等操作。 

第二等级 普通用户 能够不受限制（门锁反锁时除外）地进行开锁、上锁、查

询等操作，但不能设置并管理其他用户操作。 

第三等级 临时用户 仅能在特定时限内使用特定钥匙进行开锁。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 

5.14 反锁检测功能 

门锁应具有反锁检测功能。 

评分规则：满分 10 分，不具备此功能得 0 分，实际得分计算：10×a14（圆整到整数位），其中

能够识别门锁反锁的状态，控制门外人员的开锁权限（如，只允许管理员开锁）（100%），具有反锁

检测但不具有门外开锁权限控制的功能（80%），记为 a14。 

5.15 电磁兼容性 

门锁电磁兼容性应满足下述要求： 

a）静电放电抗扰度 

静电放电抗扰度限值应符合 GB/T 17626.2-2006 中试验等级 4 的规定，试验中电子防盗锁不应有

误动作，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b）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限值应符合 GB/T 17626.3-2016 中试验等级 3 的规定，试验中电子防盗锁

不应有误动作，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且试验后数字钥匙不应出现数据变化或失效。 

c）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采用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电子防盗锁，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符合 GB/T 30148-2013 中第

12 章的规定。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满足上述要求得 0 分。 

5.16 环境可靠性 

门锁环境可靠性应满足下述要求： 

a）耐高温 

门锁应能在（70℃±2℃）温度环境下连续正常工作 4h，或不能正常工作但保证基本功能不丧

失，例如不应意外开锁。 

b）耐低温 

门锁应能在（-25℃±3℃）温度环境下连续正常工作 4h，或不能正常工作但保证基本功能不丧

失，例如不应意外开锁。 

c）耐高温高湿 

门锁应能在（40℃±2℃）、RH（93%±3%）的环境下连续正常工作 48h，或不能正常工作但保

证基本功能不丧失，例如不应意外开锁。 

d）抗冲击 

门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应能承受 X、Y、Z 轴三个方向的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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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冲击试验参数 

项目 试验参数 

加速度 150m/s2（15g） 

脉冲持续时间 11ms 

脉冲次数 6 个面各三次 

波形 半正弦波 

评分规则：满分 20 分，不满足上述要求得 0 分。 

6 测评方法 

无特殊要求下，以下试验环境条件均为： 

温度 20℃±5℃， 

相对湿度 45%RH-85% RH。 

本测试在 1 个门锁上进行，如果试验失败或门锁损坏，则启用备样测试。 

6.1 软件功能安全 

通过 GB/T 14536.1-2008 附录 H 和 GB/T 14536.13-2008 检测功能安全功能。 

6.2 信息技术安全 

依据 T/CAS 290-2017 附录 C 进行信息技术安全检测。 

6.3 指纹开锁功能 

6.3.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秒表，制作假指纹材料(如:硅胶等),导电液； 

6.3.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试验人员录入一个指纹使之成为有效指纹 A，上锁； 

c）用硅胶等类似物制作该手指的假指纹 B，进行解锁试验并记录锁具动作及状态； 

d）将导电液涂满假指纹 B，再次进行解锁试验并记录锁具动作及状态； 

e）试验人员使用有效指纹 A 进行解锁，用秒表记录从活体指纹按压指纹窗的指纹光栅读取面到

执行机构断开锁舌的用时时长。重复该过程三次，将三次时长的平均值作为响应时间。 

6.3.3 监测数据： 

假指纹开锁情况；门锁响应时间。 

6.3.4 判定准则： 

依据 5.3 进行评价。 

6.4  密码开锁功能 

6.4.1 试验材料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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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电源（电池），秒表 

6.4.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设置一个有效密码之后，上锁； 

c）在有效密码前输入任意位数虚位密码，保证有效密码位数（虚位位数+有效位数）不大于说

明书允许的最大位数，进行解锁试验； 

d）如适用，任意输入错误密码 n 次，直至说明书规定的上限次数，试验其是否报警； 

e）如适用，任意输入多位数字（有效密码或虚伪密码均可）后等待，直至门锁因输入超时报警； 

f)人为点亮屏幕后记录数字键顺序，输入有效密码解锁后，再次上锁，待熄屏幕后，人为再次点

亮键盘屏幕，再次记录此时的数字键顺序，对比两次顺序以试验门锁是否具有浮动密码； 

g)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是否具有密码有效期的设置功能，如有，设置密码的有效期限，在超过

时限后输入该密码进行开锁。 

h) 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门锁是否具有“管理员模式”，如有，按照说明书方法进入，并记录进

入“管理员模式”的方式。 

6.4.3 监测数据： 

门锁是否具有虚位密码功能且具有输入次数上限报警或输入超时报警灯机制；两次密码排列顺

序；超期密码的开锁状态；“管理员模式”的进入方式。 

6.4.4 判定准则： 

依据 5.4 进行评价。 

6.5 射频技术开锁功能 

6.5.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多种射频电子门锁（如 IC/ID 卡：银行卡、交通卡、身份证，手环，带

NFC 功能手机等），复制工具 

6.5.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依次录入多种射频电子门锁并进行解锁试验，记录能识别的射频电子门锁种数； 

c）利用复制工具，将一个已录入的有效射频电子门锁复制到另外一个射频电子门锁，用读数据

软件读出两者的数据并对比，若一致，则说明复制成功。用复制射频电子门锁进行开锁试验，记录

锁能否被打开。 

6.5.3 监测数据： 

录入识别的射频电子门锁种数；能否复制及开锁。 

6.5.4 判定准则： 

依据 5.5 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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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组合开锁功能 

6.6.1 试验材料及工具： 

电源（电池），门锁，万用表。 

6.6.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依次用门锁支持的开锁方式进行解锁 

c）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是否可任意组合两种开锁模式，若可以，将所支持的所有开锁模式进行

两两组合，进行开锁； 

d）若规定了特定的组合方式，则只试验规定的组合进行开锁; 

e）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开锁系统是否独立，若相互独立，每次失效一个开锁系统，测试其它系

统能否正常开锁。 

6.6.3 监测数据： 

组合开锁的组合方式；开锁系统间的独立性。 

6.6.4 判定准则： 

依据 5.6 进行评价。 

6.7  远程管控功能 

6.7.1 试验材料及工具： 

稳定的网络的环境（WLAN、3G、4G、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

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7.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在门锁本体处进行解锁操作和上锁操作，观察 APP 端是否提醒； 

c）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 APP 端能否生成、分配、设置时效和删除临时（密码）钥匙； 

d）如适用，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 APP 端解锁的同时是否需要本体操作的配合。 

6.7.3 监测数据： 

APP 端的提醒显示；临时（密码）钥匙的设置；远程解锁的控制方式。 

6.7.4 判定准则： 

依据 5.7 进行评价。 

6.8  智能监测与报警功能 

6.8.1 试验材料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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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电源（电池）。 

6.8.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依次利用门锁所支持的开锁方式（如指纹）的无效指令（如无效指纹）连续进行开锁 10 次

（或厂家声明的次数），检查门锁及 APP 反馈响应； 

c）用暴力撬开门锁前面板或暴力锤击门锁外壳，致使锁体面板脱离门体为止，检查门锁及 APP

反馈响应； 

d）录入防劫持密码或指纹，然后输入该密码或指纹，检查门锁及 APP 反馈响应； 

e）人为将锁舌按压进锁芯约 5s 左右，检查门锁及 APP 反馈响应； 

f）卸下所有电池，给门锁供电压为所需电压的 80%的直流电源（或厂家声明的低电量报警阈值），

检查门锁及 APP 反馈响应； 

6.8.3 监测数据： 

以上每种情况下的门锁本体和远程控制端 APP 的反馈响应。 

6.8.4 判定准则： 

依据 5.8 进行评价。 

6.9 语音提示功能 

6.9.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 

6.9.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对门锁进行开锁、上锁操作，录入、配置、联网等操作，检查门锁在全部过程中是否有语音

提示； 

c）依据门锁说明书检查音量是否可调，若可调节，则将音量依次调为门锁支持的音量档位； 

d）将门锁放置于照度范围为 3Lx～10Lx 的暗室中进行开锁、上锁操作，检查门锁能否自动静

音；或依据说明书手动调节门锁静音，再对门锁进行开锁、上锁操作，检查门锁能否自动静音 

6.9.3 监测数据： 

以上操作是否具有语音提示；音量调节后的大小；黑暗环境下门锁能否自动静音。 

6.9.4 判定准则： 

依据 5.10 进行评价。 

6.10 实时监控通讯功能 

6.10.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手机（或 iPad 等远程控制终端），稳定网络的环境（WLAN、3G、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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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

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0.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将门锁、手机进行网络配置及连接； 

c）试验人员 a 站在门外,试验人员 b 拿着配置好的手机处于任意位置（门内，室外等）。 

6.10.3 监测数据： 

手机能否查看试验人员 a 的画面；两位试验人员能否通过手机进行通讯。 

6.10.4 判定准则： 

依据 5.11 进行评价。 

6.11  联网模块 OTA 功能 

6.11.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手机（或 iPad 等远程控制终端），稳定网络的环境（WLAN 和 3G、4G、

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数控制在 12 以内，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

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1.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服务器挂载两个联网模块固件程序，保证版本号不一样，可做测试升级切换。 

6.11.3 监测数据： 

APP 能够显示当前联网模块固件版本信息，最新固件版本信息，升级时有进度提示，升级完成

后显示升级完成信息。也可通过后台服务器监测联网模块升级状态信息。 

6.11.4 判定准则： 

依据 5.12 进行评价。 

6.12 场景控制功能 

6.12.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

数控制在 12 个以内，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

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2.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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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据说明书进行联动设置，记录可以联动的设备种数； 

c）按下远程控制终端的情景功能按钮，记录成功率； 

d）依据说明书设置能够触发联动的环境，试验联动； 

e）依据说明书检查联动场景能否自定义、预约等设置。 

6.12.3 监测数据： 

门锁的实际联动状态、成功率及可支持的场景设置。 

6.12.4 判定准则： 

依据 5.13 进行评价。 

6.13 权限分级功能 

6.13.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

数控制在 12 个以内，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

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3.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依据说明书进行录入并设置门锁所支持的不同权限的用户； 

c）各个权限的用户分别进行开锁、查询或设置用户等级、下发临时钥匙等操作。 

6.13.3 监测数据： 

用户能否完成权限内的操作，能否进行权限外的操作。 

6.13.4 判定准则： 

依据 5.14 进行评价。 

6.14  反锁检测功能 

6.14.1 试验材料及工具： 

门锁，电源（电池），稳定的网络环境（WLAN、3G、4G、5G、Zigbee 等），路由器连接设备

数控制在 12 个以内，门锁的联网模块、远程控制终端能够连接上互联网，并且与服务器之间通信正

常，网速不低于 500kbps。 

6.14.2 试验程序： 

依据以下步骤顺序执行试验程序： 

a）将门锁安装好并接通电源； 

b）设置反锁后从门外开锁的权限； 

c）反锁门锁； 

d）有权开锁的试验人员进行开锁，无权开锁的试验人员进行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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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 监测数据： 

门锁反锁后的开锁情况。 

6.14.4 判定准则： 

依据 5.14 进行评价。 

6.15  电磁兼容性 

门锁电磁兼容性通过下述测试确认是否合格： 

a）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 GB/T 17626.2-2006 中的规定进行试验，判定其结果是否符合 5.15 的 a)要求 

b)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按 GB/T 17626.3-2016 中的规定进行试验，判定其结果是否符合 5.15 的 b)要求。 

c）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按 GB/T 30148-2013 中第 12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判定其结果是否符合 5.15 的 c)要求。 

6.16 环境可靠性 

门锁环境可靠性按照下述标准进行试验： 

a）耐高温 

按照 GB/T 2423.2-2008 相关条款要求进行试验。 

b）耐低温 

按照 GB/T 2423.1-2008 相关条款要求进行试验。 

c）耐高温高湿 

按照 GB/T 2423.3-2008 相关条款要求进行试验。 

d）抗冲击 

按照 GB/T 2423.5-1995 相关条款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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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测报告应包含的信息 

检测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1、 委托人，委托人地址；生产者，生产者地址；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地址； 

2、 试验依据标准； 

3、 试验结论； 

4、 签发日期 

5、 表 A.1 

表 A.1 

序号 智能功能 智能效用 技术要求 判定准则 得分 

1 

智能

水平 

指纹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3 见 6.3.4  

2 密码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4 见 6.4.4  

3 射频技术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5 见 6.5.4  

4 组合开锁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6 见 6.6.4  

5 远程管控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7 见 6.7.4  

6 智能监测与报警功能 安全、可靠 见 5.8 见 6.8.4  

7 语音提示功能 易用 见 5.10 见 6.10.4  

8 实时监控通讯功能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11 见 6.11.4  

9 联网模块 OTA 安全、可靠、易用 见 5.12 见 6.12  

10 场景控制功能 易用 见 5.13 见 6.13  

11 权限分级功能 安全、易用 见 5.14 见 6.14  

12 反锁检测功能 安全、易用 见 5.15 见 6.15  

13 

技术

安全 

软件功能安全 安全、可靠 见 5.1 见 6.1  

14 信息技术安全 安全、可靠 见 5.2 见 6.2  

15 电磁兼容性 安全、可靠 见 5.16 见 6.15  

16 环境可靠性 安全、可靠 见 5.17 见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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