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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版权归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所有，未经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许可不得随意修改或复

制，其他机构采用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制修订标准须经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允许，任何单位或个

人引用本标准的内容需指明本标准的标准号。 

任何了解本标准制修订的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提供所拥有、使用、知晓的本标准涉及相

关专利，截至本标准正式发布之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未标准化委员会收到任何有关于本标

准涉及专利的报告。本标准不负责针对专利或者类似权利的证据、有效性或者范围给出权威

的或全面的信息。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杭州白拿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欧派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虹美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汉斯希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万春晖、朱瑶敏、张新国、曹亚裙、肖肖、葛守猛、王娟、李军、

李新民、陈华方、姜益民、张天恩、郭元丰、唐鹏、邵光达、蒋青青、罗合伟、杨磊、周礼

顺、李虎、袁海燕、彭彪、孟庆芳、王善辉、唐东亮、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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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社会高速的发展，家用电器产品的数量及品类日益增多，传统纸质说明所带

来的污染同时也在不断增加，因此通过将说明电子化、互联网化不仅能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

号召，从源头上减少印刷污染，还能以视频、交互等新媒体手段帮助使用者更生动、直观地

了解产品和使用产品，易于保存和获取，同时为家电厂商减少印刷、翻译等成本。 

然而，当前社会及家电行业对电子说明书的定义及标准参差不齐，容易误导使用者购

买与使用，从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为引导家电电子说明书业务健康有序的发展，使其为

社会及家电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故制定本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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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产品电子说明书 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电器产品电子说明书（以下简称电子说明书）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品类家用电器产品的电子说明书。 

本标准可为其他类型产品的电子说明书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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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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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296.1-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1 部分：总则 

ITU-T H.264 通用视听业务的先进视频编码（Advanced video coding for generic 

audiovisual services） 

HTML 5 超文本标记语言 5.0 版 

3. 术语和定义 

3.1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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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信

息。它通常以使用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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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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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296.1-2012，定义 3.3 ] 

3.2 

家用电器产品电子说明书 

为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者提供以图文、视频、音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为主要表示方式的产品使用说明，并在使用者与家电厂商间建立使用者交互、客服

对接等信息和服务渠道。 

4. 总则 

4.1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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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说明书应按照 GB/T 5296.1-2012“8. 编制要求”进行规范编制。 

4.2 完整性   

电子说明书应按照 GB/T 5296.1-2012“4. 总则”提供完整信息。 

4.3 合规性 

当电子说明书为家用电器产品的唯一使用说明载体时，其内容应包括： 

a) 生产执行的标准的代号、编号、名称； 

b) 需要事先让使用者知晓的信息； 

c) 安全须知、技术参数、产品的使用方法、使用范围、安装方法； 

d) 维修方法和保存条件、三包凭证，修理单位的名单、地址、联系电话等； 

e) 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标注标明产品中

有害物质的名称、含量、所在部件及其产品可否回收利用，以及不当利用或者处置

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信息等（如没有其他方式标注）； 

f) 按照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能源效率相关政策明示相关信息； 

g) 按照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国家安全标准、GB/T 5296.1-2012 的 9.2、9.3 的要求为

使用者提供安全警示； 

h) 其他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要求。 

4.4 传播效力 

4.4.1 适用性 

a) 用户适用性：电子说明书应适合各类使用者的认知习惯及诉求。 

b) 技术适用性：电子说明书应建立在超文本标记语言5.0等以上版本的技术架构上，并实

现在各主要类别的信息系统中的适用。 

4.4.2 多元化 

a) 内容多元化：电子说明书应根据产品及使用者需求采用多种表达形式。 

注：如文字、图形、影像、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 

b) 语言多元化：电子说明书应根据产品及使用者需求实现多种语言的转化功能，应注意跨

语言、跨文化传播的有关事项。 

c) 终端多元化：电子说明书应实现在微型计算机、移动终端、电视等多种终端上使用。 

4.4.3 架构清晰 

电子说明书应架构清晰，各模块应突出，使使用者能够快速查询或寻找到所需部分。 

注：家用电器电子说明书架构示例可参见附录 B。 

4.4.4 自传播 

电子说明书应能够通过网络或数字存储设备进行传播和复制。 

4.4.5 迭代响应 

电子说明书应随产品的迭代进行内容升级，为使用者提供使用信息的版本更新，同时应

保存旧版本及相关业务。 

4.4.6 双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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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电子说明书应能够在家电使用者与家电厂商之间形成信息双向交互的通道。 

注：“信息双向交互”指，家电厂商可以通过电子说明书为使用者提供如产品使用说明、产品升级说

明、产品相关生活知等信息，使用者可通过电子说明书向家电厂商反馈如使用感受、产品意见、

维护修理需求等信息。 

4.5便捷性 

电子说明书应为使用者提供便捷的访问方式。 

注：可参考附录 A ，通过引导使用者进行二维码扫描的方式来实现。 

5. 制作规范 

5.1文本标记语言源程序的文件扩展名 

当电子说明书建立在超文本标记语言5.0等以上版本时，应视情使用htm或html等便于操

作系统或程序辨认的扩展名。 

5.2 文字和标点符号 

电子说明书应使用规范的字体和标点符号。电子说明书在手持式电子设备上呈现时，其

最矮字体的高度不应小于0.7mm；电子说明书在纸质载体上输出时，其输出后的最矮字体不

应小于3.2mm。 

5.3 图 

5.3.1 形式与清晰度 

电子说明书中的图应采用线稿图片、实拍图片、渲染图片等形式的图片，图片整体清晰

度不应低于800×600像素，每个视频模块的传输量不应高于30M。 

5.3.2 格式 

电子说明书中常用的图像文件，应采用 gif、jpg 与 png 等图片存储格式。 

5.3.3嵌入方式 

当电子说明书建立在超文本标记语言5.0等以上版本时，电子说明书中的图应整体嵌入。 

5.4 视频 

5.4.1制作规则 

视频应按照ITU-T H.264的编码规则进行制作。 

5.4.2格式 

电子说明书应采用 mov、mp4、rm、rmvb、avi、fiv、wmv、mpg 等音视频格式。 

5.4.3嵌入方式 

当电子说明书建立在超文本标记语言5.0等以上版本时，视频应整段嵌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3%8D%E4%BD%9C%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3%8D%E4%BD%9C%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A%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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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家用电器产品电子说明书二维码示例 

A．1 基本要求 

每一项电子说明书宜映射唯一的二维码或多元化二维码，二维码底层采用QR Code码。 

A．2 尺寸 

电子说明书二维码尺寸宜采用 50×50mm，宜根据具体使用场景等比放大或缩小，不宜

小于 10×10mm。 

A. 3 文字提示 

a) 二维码中间宜有文字提示，如“视频说明书”； 

b) 二维码正下方宜有文字提示，如“扫描二维码，阅读电子说明书”； 

c) 文字格式宜符合 GB/T 5296.1-201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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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家用电器产品电子说明书架构示例 

 

B．1 通用架构 

B.1.1 简述 

用于产品的初介绍，便于使用者快速了解产品。 

 

B.1.2 用前准备 

用于产品使用前的介绍与解惑，如表B.1所示。 

表B.1 用前准备框架示例 

1、产品参数确定 2、注意事项告知 3、产品简单安装 

4、产品完整检查（含配件） 5、产品环境检查 6、产品初始运行 

 

B.1.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产品的使用，如表B.2所示。 

表B.2 日常使用框架示例 

1、电源与开关 2、面板（按键）与功能 3、场景与操作 

 

B.1.4 维护保养 

介绍本产品故障代码、维护知识，如表B.3所示。 

表B.3 维护保养框架示例 

1、故障代码解析 2、清洗与定期清洗 3、维护与定期维护 

 

B.1.5 更好的体验 

  不同产品的内容更新，如表B.4所示。 

表B.4 更好的体验框架示例 

产品更新 内容更新 维护（清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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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房间空气调节器电子说明书架构 

B.2.1 简述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时长3s。 

 

B.2.2 第一印象 

用于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5所示。 

表B.5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使用前的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产品尺寸（框线图）  

3 产品结构及部件介绍（遥控器）  

4 产品特点  

 

B.2.3 产品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的使用，如表B.6所示。 

表B.6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使用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功能使用指导（基础功能：制冷、

制热、除湿、送风） 
 

3 

特色功能操作及效果（自清洁、除

甲醛、LIEP除尘、负离子、离子

杀菌等） 

 

 

B.2.4 联网功能 

介绍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联网功能，如表B.7所示。 

表B.7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联网功能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WIFI连接|蓝牙连接…  

3 联网使用家电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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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维护保养 

  介绍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维护保养，如表B.8所示。 

表B.8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维护保养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日常清洗维护（如滤网清洁、加湿

膜更换、水箱换水） 
 

3 定期保养  

 

B.2.6 故障维修 

  介绍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故障维修，如表B.9所示。 

表B.9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品故障维修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答疑解惑（TOP5）  

3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并给出故障

报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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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洗衣机电子说明书架构 

B.3.1 第一印象 

用于洗衣机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10所示。 

表B.10 洗衣机使用前的介绍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3.2 用前准备 

介绍洗衣机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11所示。 

表B.11 洗衣机使用前的准备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安装需由专业人员上门安装  

4 产品尺寸（线框图）  

5 
摆放位置 

（禁止露天、潮湿、阳光直射等） 
 

6 各部件名称介绍  

7 
拆除运输用固定螺栓，安装防溅塑

料堵卡扣 
 

8 调节底脚  

9 连接进水管  

10 电力要求  

11 试运行  

12 WIFI连接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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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日常使用功能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洗衣机产品的使用，如表B.12所示。 

表B.12 洗衣机使用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开机门、放入衣物、关机门  

3 放置排水管  

4 打开水龙头  

5 投放洗衣液（柔顺剂、消毒剂等）  

6 打开电源  

7 
常规洗衣操作过程 

（模式-程序-参数-功能-启动） 
 

8 特殊功能/模式使用流程介绍  

9 通过WIFI使用家电  

 

B.3.4 维护保养 

  介绍洗衣机产品维护保养，如表B.13所示。 

表B.13 洗衣机维护保养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断开水电  

3 拔掉进水管  

4 卸下排水管  

5 日常清洗维护  

6 定期保养（线屑过滤器）  

7 答疑解惑（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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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电冰箱、冰柜电子说明书架构 

B.4.1 第一印象 

用于电冰箱、冷柜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14所示。 

表B.14 电冰箱、冷柜使用前的介绍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4.2 用前准备 

介绍电冰箱、冷柜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15所示。 

表B.15 电冰箱、冷柜使用前的准备框架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产品尺寸：长宽高  

4 放置的位置 

1) 搬运的注意事项（最大倾斜

角度不能超过45度） 

2) 要放置在太冷（低于5℃）的

环境中，也不要放在户外和雨中使

用。 

3) 放置冷柜应远离热源并避免

太阳光直射，以免影响冷柜的工作

性能。 

4) 冷柜应放置于通风良好的地

方，冷柜周围包括后背应留有

10cm以上的空间。 

5) 安装有脚轮的冷柜，该脚轮

仅限短距离移动，严禁长距离或在

高低不平的路面上推动。 

6) 底脚调节 

5 冷柜构件名称  

6 清洁冷柜 
（清洁冷柜时，请用软布或海绵，

蘸清水或肥皂液） 

7 平稳放置30分钟  

  



T/CHEAA 0007-2019 

11 
 

 

  表B.15 电冰箱、冷柜使用前的准备框架示例（续） 

序号 内容 备注 

7 平稳放置30分钟 
 

8 接通电源试运行 

1) 电源指示灯，指示灯点亮表

示通电，冷柜开始工作。 

2) 请检查电源插座和家中的电

路是否正常。 

3) 半小时后打开冷柜门，内部

有明显降温感觉，表示冷柜工作正

常 

9 空柜运行3~4小时后 
 

10 放入食品 
 

 

B.4.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电冰箱、冷柜产品的使用，如表B.16所示。 

表B.16 电冰箱、冷柜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冷柜显示面板介绍  

3 功能操作 

1) 解锁 

2) 设置温度 

3) 选择功能模式以及功能释义 

4 食品贮存指导 

1) 空隙  

2) 食物包装  

3) 分类放置  

4) 冷冻力介绍（一次放入量最

好不要超过冷柜的冷冻能力，以免

影响冷冻效果） 

5) 禁止储存的物品（盐碱类易

腐蚀内胆的食品） 

5 报警信号  

6 制冰功能（如有）  

7 

冷柜需提示：本产品为低温冷冻转

换柜，为避免皮肤接触冷柜内壁时

到伤害，存取柜内物品时，请戴上

手套 

 

 

B.4.4 清洁维护 

  介绍电冰箱、冷柜产品维护保养，如表B.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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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7 电冰箱、冷柜维护保养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断开电源  

3 除霜 
1) 除霜的必要性 

2) 除霜的方法（放水口） 

4 清洁工具  

5 清洗方式 

1) 擦拭箱体（内到外：隔板、

抽屉、瓶框） 

2) 清洁门封条 

6 清洁注意事项  

7 停止使用的保养方式 

例如：长期不用时应切断电源并清

洁冷柜 晾干后封存 

严禁私自拆卸、改造冷柜，禁止人

为损坏制冷管路。 

8 联系售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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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电子说明书架构 

B.5.1 第一印象 

用于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18所示。 

表B.18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使用前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5.2 用前准备 

介绍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19所示。 

表B.19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安装需由专业人员上门安装 
 

4 安装环境 
 

5 产品尺寸（线框图） 
 

6 安装注意事项 
 

7 随机附件 
 

8 电力要求（燃烧气体要求） 
 

9 显示屏介绍 
 

10 WIFI连接家电 
 

11 试运行 
 

 

B.5.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的使用，如表B.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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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0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的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接通电源  

3 界面按键操作及按键具体介绍  

4 通过WIFI使用家电  

 

B.5.4 维护保养 

  介绍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维护保养，如表B.21所示。 

表B.21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的维护保养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日常清洗维护  

3 定期保养（过滤网拆卸）  

4 长期不用排水  

5 答疑解惑（TOP5）  

6 维修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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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电视机电子说明书架构 

B.6.1 第一印象 

用于电视机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22所示。 

表B.22 电视机使用前的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6.2 用前准备 

介绍电视机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23所示。 

表B.23 电视机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配件检查 

产品清单：电视机本机、遥控器、

说明书、无线隔离器、螺钉底座支

架左右 

4 安装和设备连接 
1) 预留位置 

2) 插座规格 

5 安装方法（联系专业人员） 
1) 安装在墙上 20″ 

2) 安装在底座上 30″ 

6 安装提示 
 

7 连接天线和机顶盒 
 

8 连接外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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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电视机产品的使用，如表B.24所示。 

表B.24 电视机的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使用电视机主体操作（遥控器介绍

及操作） 

 

3 节目搜台  

4 网络智能功能介绍  

5 主页版块介绍（软件介绍） 

1) 软件内容 

2) 应用管理 

3) 智能语音功能 

 

B.6.4 清洁维护 

  介绍电视机产品清洁维护，如表B.25所示。 

表B.25 电视机的清洁维护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清洁机体  

3 疑问解答  

4 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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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电烤箱电子说明书架构 

B.7.1 第一印象 

用于电烤箱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26所示。 

表B.26 电烤箱产品使用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7.2 用前准备 

介绍电烤箱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27所示。 

表B.27 电烤箱产品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产品尺寸：长宽高  

4 安装前的准备 
1) 预留位置 

2) 插座规格 

5 安装方法（联系专业人员）  

6 零部件介绍  

7 控制面板介绍  

8 试机  

 

B.7.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电烤箱产品的使用，如表B.28所示。 

表B.28 电烤箱产品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产品操作步骤  

3 功能设置 
1) 时间选项设置 

2) 蒸汽功能 

4 食物烹饪参考  

5 安全注意事项 
1) 使用过程注意事项 

2) 使用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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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4 清洁保养 

  介绍电烤箱产品清洁保养，如表B.29所示。 

表B.29 电烤箱产品清洁保养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安全注意事项 

1) 待箱体冷却至室温后进行清

洁保养 

2) 清洁工具选择 

3) 切断电源 

3 拆卸及清洁玻璃表面 

1) 拆卸方法 

2)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3) 清洁方法 

4 拆卸及清洁烤箱内腔 

1) 拆卸方法 

2)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3) 清洁方法 

4) 注意事项 

5 清洁蒸汽发生器  

6 清洁其他部件 
1)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2) 清洁方法 

7 门体安装  

8 故障处理（TOP5）  

9 联系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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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食具消毒柜电子说明书架构 

B.8.1 第一印象 

用于食具消毒柜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30所示。 

表B.30 食具消毒柜产品使用前的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8.2 用前准备 

介绍食具消毒柜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31所示。 

表B.31 食具消毒柜产品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拆包 
 

4 检查配件及配件介绍 
 

5 产品尺寸：长宽高 
 

6 安装前的准备 
1) 预留位置 

2) 插座规格 

7 安装方法（联系专业人员） 
 

8 安装注意事项 
 

9 零部件介绍 
 

10 控制面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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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食具消毒柜产品的使用，如表B.32所示。 

表B.32 食具消毒柜产品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碗架介绍  

2 碗碟摆放提示  

3 按键操作  

4 功能说明  

 

B.8.4 清洁维护 

  介绍食具消毒柜产品清洁维护，如表B.33所示。 

表B.33 食具消毒柜产品清洁维护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安全注意事项  

2 清洁机体 
1)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2) 清洁机体表面和内部 

3 餐具摆放提示  

4 故障处理（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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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家用燃气灶具电子说明书架构 

B.9.1 第一印象 

用于家用燃气灶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34所示。 

表B.34 家用燃气灶产品使用前的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9.2 用前准备 

介绍家用燃气灶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35所示。 

表B.35 家用燃气灶产品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产品尺寸：长宽高 
 

4 拆包及配件检查 
 

5 零部件介绍 
 

6 安装指导（联系专业人员） 

1) 安装位置 

2) 安装工具 

3) 安装步骤 

7 安装注意事项  

 

B.9.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家用燃气灶产品的使用，如表B.36所示。 

表B.36 家用燃气灶产品的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安全注意事项 

1) 使用前需先核对好燃气类

型，要与铭牌上所标一致 

2) 灶具摆放要求 

3 更换电池  

4 
功能操作以及每个功能所对应的

情况 

调节火力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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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4 清洁维护 

  介绍家用燃气灶产品清洁维护，如表B.37所示。 

表B.37 家用燃气灶产品清洁维护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清洁注意事项 

（清洁前先关闭燃气总阀，待燃气

灶冷却，清洁过程中请勿私自拆卸

零配件） 

（清洁过程中不要让水通过盛液

盘和旋钮孔等流入机体内部） 

3 机身清洁 
1)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2) 清洁机体表面 

4 故障处理（TOP5）  

5 联系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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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抽油烟机电子说明书架构 

B.10.1 第一印象 

用于抽油烟机产品使用前的介绍，如表B.38所示。 

表B.38 抽油烟产品使用前的介绍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品牌、品类、型号（系列名）  

2 分段标题  

3 特点一  

4 特点二  

5 特点三、四、五  

 

B.10.2 用前准备 

介绍抽油烟机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如表B.39所示。 

表B.39 抽油烟机产品使用前的准备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免责条约  

3 产品尺寸：长宽高  

4 拆包及配件检查  

5 零部件介绍  

6 安装指导（联系专业人员） 

1) 安装位置 

2) 安装工具 

3) 安装步骤 

7 安装注意事项  

 

B.10.3 日常使用 

从使用者角度讲述抽油烟机产品的使用，如表B.40所示。 

表B.40 抽油烟机产品的使用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安全注意事项 

1) 例如：请勿用潮湿的手去触

摸电源插头 

2) 例如：使用人群限定 

3 控制面板介绍  

4 按键操作及功能介绍 例如：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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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4 清洁维护 

  介绍抽油烟机产品清洁维护，如表B.41所示。 

表B.41 抽油烟机产品清洁维护示例 

序号 内容 备注 

1 分段标题  

2 安全注意事项  

3 清洁 

1) 清洁注意事项 

2) 清洁工具及清洁剂选择 

3) 日常清洁（油杯、油网等） 

4) 深度清洁（专业人员） 

4 清洗周期提示  

5 故障处理（TOP5）  

6 联系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