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自营破壁机品类商品品质认证质量标准 

 

前言 

 

为提升商品品质，帮助消费者甄选优质商品，我们上线了“品质认证”标签。销售商家申

请此标签可通过商家后台-商品管理-商品资质管理页面，上传资质。我们审核资质，评估商品

质量，若商品符合所属类目品质认证质量标准，将打上“品质认证”标签。标签会在商品搜索

列表、商品详情页面等处呈现，商详页面的品质生活栏目会呈现相应质量文件，提升消费者对

商品的信任度。我们对“品质认证”商品定期抽查，如发现质量指数不达标，或有负面舆情，

将取消打标。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阳光、徐正翱、梁晶、张晓、宓锡梅、尹雪静、关阳、王迪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 本标准规定了破壁机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在售的相关企业生产或委托加工生产的破壁机商品。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条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

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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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品的安全、卫生和环保要求按国家的相关标准条款

执行。 

GB 478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21551.2-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条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  破壁料理机：也称破壁机，即利用外力将细胞壁打破将食材细胞内的蛋白质、脂肪、矿物

质、维生素等充分释出，食材充分搅拌粉碎的方式，处理食物的一种搅拌机； 

(二)  除菌率：在除菌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微生物数量减少的值； 

(三)  除菌对数值：作用对象在除菌试验前后回收获得的特定微生物的活菌数对数值的差； 

(四)  粒径：破壁处理后食材的平均颗粒直径。 

 

第四章 技术要求 

 

第五条 申请京东“品质认证”标签的商品，需满足以下要求： 

(一)  除菌性能要求 

具有除菌功能的破壁机，除菌率不应低于 99.99%，除菌对数值不应小于 5，即达到 9

分。 



表 1 破壁机除菌功能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实测值/分级方法 

评分标准 

除菌率 除菌对数值 

除菌性能 

除菌率 

除菌对数值 

x≥99.99% y≥5.50 10 

x≥99.99% 

5.00≤y＜

5.50 

9 

x≥99.99% 

4.00≤y＜

5.00 

8 

99.9%≤x＜

99.99% 

3.00≤y＜

4.00 

6 

99%≤x＜

99.9% 

2.00≤y＜

3.00 

3 

 

(二) 粒径要求 

破壁料理机按照按第五章第六条中（二）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规定的方法试验后，需满足表

2 一级评分达到 9.3 分。 

破壁机粒径的评分标准如下： 

表 2 破壁机粒径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一级评分标准 二级指标 二级评分标准 

粒径 

0.7 倍果蔬粒径的评

分值与 0.3 倍豆浆粒

果蔬粒径 

 

x≤350 10 

350＜x≤400 9 



径的评分值加和所得 400＜x≤450 8 

450＜x≤500 7 

x>500 6 

豆浆粒径 

 

x≤130 10 

130<x≤170 9 

170<x≤200 8 

200<x≤250 7 

x>250 6 

 

(三) 用户体验要求 

1.  静音效果 

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果蔬搅打噪声声压级和谷物搅打噪声声压级均值不高于

82.5dB，即达到 9 分。 

2.  自清洁效果 

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破壁机的自清洁效果应符合具有自清洁效果，刀片、杯

底无明显污渍的条件，即达到 6 分。 

3.  免手洗效果 

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破壁机的免手洗功能应能在免手洗程序执行 1 次之内将

破壁机搅拌杯内脏污清洁至肉眼可见洁净状态，即达到 8 分。 

表 3 破壁机用户体验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实测值/分级

方法 

评分标准 

静音效果 噪声声压级 

x≤77.5dB 10 

77.5dB＜x≤

82.5dB 

9 

82.5dB＜x≤

87.5dB 

8 

87.5dB＜x≤

92.5dB 

7 

x＞92.5dB 6 

自清洁效果 

清洁效率 

自清洁效果 

具有自清洁效

果，刀片、杯

底、杯内壁、

杯盖内侧均无

肉眼可见污渍 

10 

具有自清洁效

果，刀片、杯

底、杯内壁无

明显污渍，杯

盖内侧有明显

污渍 

8 



具有自清洁效

果，刀片、杯

底无明显污

渍，杯内壁、

杯盖内侧有明

显污渍 

6 

具有自清洁效

果，杯底无明

显污渍，刀

片、杯内壁、

杯盖有明显污

渍 

4 

无自清洁功能

或使用自清洁

功能后无明显

清洁效果 

2 

免手洗效果 清洁成本 

1 次洗净无水

痕 

10 

1 次洗净有水

痕 

8 

2 次洗净 6 

3 次洗净 4 



4 次以上 2 

 

第五章 试验方法 

 

第六条 申请京东“品质认证”标签的商品，需按照以下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一) 除菌试验 

按附录 A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定其结果是否符合第四章第五条中（一）的要求。 

(二) 粒径试验 

按第五章第六条中（二）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定其结果是否符合第四章第五条中

（二）的要求。 

1.  实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以下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均在此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 20℃±5℃，无明显气流及热辐射影响； 

b   相对湿度 45%～75%； 

c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d    电源电压单相 220.0V±2.2V； 

e    电源频率 50Hz±1Hz； 

f    试验用水：生活饮用水。 

2.  试验方法 

a  果蔬粒径 

将新鲜胡萝卜洗净，切成不超过 15mm×15mm×15mm 的块状物，放入水中浸泡 24h。

按胡萝卜和水质量比为 2:3，装入搅拌杯至额定容量。在额定电压下，将器具调至最高速度挡

位工作 2min。 



然后将胡萝卜混合液搅拌使其颗粒分散均匀，并移入加有去离子水的分散槽中，通过激光

粒度仪分析其粒径大小，取其体积加权平均值。 

b  谷物粒径 

按说明书称取相应质量的标准干大豆放入破壁机容器中，并加水至其对应容量，选择相应的全

豆功能键开始制浆（如有疑问请参照说明书要求进行制浆）。制浆结束后，将豆浆混匀，通过

激光粒度仪分析其粒径大小，取其体积加权平均值。 

 

第六章 检验规则 

 

第七条 申请京东“品质认证”标签的商品，需按照以下规则进行检验： 

(一) 检验分类 

商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本规则执行基于型式试验报告。 

(二) 型式检验 

1.  型式检验的项目 

型式检验的应包括本标准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商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当设计、工艺、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到商品性能时； 

e  抽样样品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有合同要求时。 



3.  抽样方案 

型式检验抽样应按 GB/T 2829 进行。型式检验的样本应在检验合格的商品中抽取，可根据

不同检验分组进行，但每一组不能少于 3 个。 

有合同要求时，可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4.  判定规则 

检验中如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加倍抽取样本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后如仍有不合

格，则型式检验不通过。 

  

第七章 附录 A 

 

第八条 除菌测试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一)  试验菌种及污染物的制备 

1.  试验菌种的选择 

大肠埃希氏菌 Escherichia coli CGMCC 1.90；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CGMCC 1.89。 

注：根据使用要求，也可选用其他菌种或菌株作为试验用菌。 

所有菌种或菌株应有国家相应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提供并在报告中标明试验用菌种名称及分

类号。 

实验室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安全使用试验微生物，并且尽量选择非致病或低致病微生物。 

培养菌种使用的各种培养基组分，应符合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的要求。 

所有涉及微生物操作的器皿和材料都应提前进行灭菌，首选湿热灭菌（121℃，

20min）。 



2.  培养条件 

如果菌种提供机构有特殊要求，应以其要求为准。没有特殊要求的，试验菌种的一般性培

养条件应符合 GB 21551.2-2010 中 A.5.2 和 A.5.3 的要求。 

本标准的试验条件都是以大肠埃希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例，如果用其他试验菌种，相

应的试验条件要随之改变。 

(二) 试验菌种的活化和菌液制备 

将标准试验菌株接种于斜面固体培养基上，在（37±1）℃条件下培养 24 h 后，在 5℃～

10℃下保藏（不应超过 1 个月），作为斜面保藏菌。 

将斜面保藏菌转接到平板固体培养基上，在（37±1）℃条件下培养 24 h，每天转接 1

次，不超过 2 周，试验时应采用 3 代～5 代、24h 内转接的新鲜细菌培养物。 

用接种环从新鲜培养物上刮 1 环～2 环新鲜细菌，加入适量 0.9%的生理盐水中，并依次做

10 倍梯度稀释液，选择菌液浓度为 109 CFU/mL～1010 CFU/mL 的稀释液作为试验用菌液，

按 GB 4789.2 的方法操作。 

(三)  试验用污染物的制备 

将 3 中的试验用菌液与灭菌 2.0％的黄原胶溶液按 1:1 比例混合均匀，配制成试验污染

物。 

(四)  试验仪器和设备 

试验中所用试验仪器和设备如下： 

1.  生化培养箱：温控精度 1℃； 

2.  冷藏箱：5℃～10℃； 

3.  干燥箱：0℃～300℃； 

4.  Ⅱ级生物安全柜； 



5.  压力蒸汽灭菌器。 

6.  平皿、试管、移液枪、接种环、酒精灯等试验室常用器具。 

(五)  试验步骤 

1.  试验前准备 

破壁机应按照制造商的要求进行安装试运行。 

试验前待测破壁机应连续运行 2 个标称的除菌程序，运行结束后，用 75%的乙醇溶液冲洗

容器内壁 2 次，再用无菌水冲洗 3 次，无菌环境下自然晾干。 

2.  试验用污染物的涂覆 

在破壁机刀片处选取 1 个位置，在内壁选取 3 个位置，区域大小为 10mm×10mm，分别

位于刀片尖端、最高水位线、最低水位线和中间水位线处，各位置均匀涂覆 20μL 试验用污染

物，污染物涂覆完成后，放置于无菌实验室环境温度下静置 15 min。 

3.  除菌试验 

污染物涂覆静置 15 min 后，按制造商明示的除菌程序运行 1 个周期。待程序结束后，用

无菌棉签沾无菌生理盐水分别擦拭 3 个位置，将采样端剪入含有 5 mL，浓度为 0.9%的生理盐

水无菌试管内充分洗脱，将洗脱液梯度稀释后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NA）中，在

（37±1）℃条件下培养 24 h 后进行活菌计数，按 GB 4789.2 测定洗脱液中的活菌数。 

4.  阳性对照 

选取 10mm×10mm 的玻片 2 片，各涂覆 20μL 试验用污染物，无菌条件下放置与试验组

相同的时间后，分别投入 5 mL 无菌生理盐水中充分洗脱，按照与试验组相同方法测定洗脱液

中的活菌数，含菌量应为 5×105~5×106 CFU/片。 

（六） 除菌效果计算 

除菌率和除菌对数值分别按照公式（A.1）和（A.2）计算： 



𝑃 =
𝐵−𝐴

B
× 100%…………………………………（A.1） 

Q=lgB - lgA……………………………………（A.2） 

式中： 

P——除菌率；  

Q——除菌对数值； 

B——对照组样品平均回收菌落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片（CFU/片）；  

A——试验组样品平均回收菌落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片（CFU/片）。 

同一规格的样机平行测试 3 次，取 3 次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第八章 附录 B 

 

第九条 用户体验测试评价试验需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一)  实验预处理及要求 

1.  实验材料：胡萝卜、大豆（干豆）、饮用水、量杯； 

2.  实验仪器：噪声仪。 

(二)  实验方法： 

1.  静音效果测试： 

静音效果通过果蔬搅打和谷物搅打 2 个实验进行测评，最终由专业噪声仪测试噪声声压级

考量破壁机的静音效果进行打分、评级。 

a   果蔬搅打实验 

将胡萝卜与纯净水按 1：3 的比例装入搅拌杯，测量破壁机在正常运行榨蔬果汁程序的运

行噪声，由工程师测量距离破壁机水平距离 0.5m、距地面竖直高度 1.53m 处的噪声声压级。 



b   谷物搅打实验 

按照样机说明书中的制豆浆方式将大豆和纯净水按 1：9 的比例装入搅拌杯，测量破壁机

在正常运行豆浆程序运行噪声，由工程师测量距离破壁机水平距离 0.5m、距地面竖直高度

1.53m 处的噪声声压级。 

2.  自清洁效果测试: 

测试具有自清洁功能的破壁机的自清洁效果。 

将干大豆与水按 1：9 的比例装入搅拌杯至额定容量，运行做豆浆程序直至程序运行完

毕，自然倒出豆浆直至倒置搅拌杯时杯内液体滴落速度小于等于 3 滴/s，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自

清洁相关要求在搅拌杯内加入定量清水，使用自清洁程序对搅拌杯进行清洁，清洁后人工将污

水倒出，由专业工程师观察清洁效果。 

3.  免手洗功能清洁效果测试 

测试具有免手洗功能的破壁机的清洁效果。 

将干大豆装入搅拌杯至额定容量，运行做豆浆程序直至程序运行完毕，按照产品说明书的

免手洗相关要求使用免手洗程序对搅拌杯进行清洁，机器自动进水清洁，清洁程序运行完毕，

机器自动排水后，由专业工程师观察清洁效果，一次免手洗程序结束后有残留的，进行第二次

免手洗清洁，观察污渍残留，依次类推，根据清洁成本和清洁效果逐级分等分级。 

 

第十条 本标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发布，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