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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高端化、需求细分、节能环保、

科学保鲜……在刚刚结束的由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举办的 AWE2017（中国家电及消费电

子博览会，简称 AWE）上，海尔、美的、博世、

西门子、三星、LG、海信、美菱等国内外知

名冰箱品牌悉数到场，轮番奉上融合新技术、

新理念的 2017 年度新品。这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通过这样的集中展示，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冰箱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家电产

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是智能化带来冰箱功能上的变

化。从最初只是存储食物，发展至今，通过

语音交互、触摸屏、大数据应用、云平台等

智能化概念相关技术的持续引入、不断深化

发展，冰箱肩负起家中管理美食、计划采买

的重任，甚至还集合了休闲娱乐功能，更好

地陪伴人们生活。

其次，冰箱外观多样化，面板设计色

彩丰富、质感细腻，甚至勾勒精美图案，把

手、边框设计造型别致，充分考虑人体工程

学，这让冰箱看上去更有个性的同时更方便

实用。与此同时，大容积满足人们保鲜更多

食物的需求，而通过精细划分温区，精确控

温，科学合理地安排存储不同种类的食物，

蔬菜、水果、肉、蛋、鱼，甚至是化妆品、

名贵药材，都有了理想的“家”。

的消费体验美好一切为了创造更

提到冰箱的变化，我们还应该看到与能效相关技术指标的快速

提升。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

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标准 GB12021.2-2015，对冰箱能效要求有

明显提高。各个冰箱生产企业，压缩机、隔热材料、制冷剂、门封

条等上游配套企业积极行动，通过变频、精确控制，以及新材料、

新技术、新设计的应用不断提高冰箱能效水平。毫无疑问，新一代

好冰箱节能环保，这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好处。

无论冰箱怎么变，保鲜存储食物才是它的“本职工作”。近年

来，主流冰箱生产企业在这个课题上也下了不少功夫，除了精确控

温，合理划分温区，还在探讨用主动加湿、模拟果蔬光合作用所需

条件、除菌除异味、温室抽真空、速冷冻等技术手段让食物营养不

流失、原汁原味。

作为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旗下行业媒体，《电器》杂志社已经连

续 12 年出版发行《帮你选台好冰箱》消费指导手册，以专业视角

展现冰箱技术升级成果以及产品发展趋势，并穿插介绍冰箱购买、

使用、保养常识，推介主流冰箱品牌最新投放市场的优秀产品。坚

持做这项工作，或许并不能替消费者做出具体购买决定，但是我们

希望，可以通过专业、公正、及时、全面、多角度的介绍，让您更

了解冰箱的一切，从而做到理性消费，最终，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

得到更美好的消费体验。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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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冰箱那些事儿，

你了解多少？

在市场上如何

甄别好冰箱，

尽量多地掌握

技术参数背后的

“秘密”，

搞懂专业术语，

“入门级”

转眼变成“专业级”。

环保代码

环保冰箱代号用“HC”、“H”、“HM”

表示，其中“HC”表示制冷剂为 R600a，“H”

表示制冷剂为 R134a，“HM”表示制冷剂为

R401A。为保护臭氧层并兑现中国政府的

环保承诺，2007 年 1 月开始，中国已经禁

止冰箱生产中使用含氟里昂制冷剂（R12）

和发泡剂（R11）。所以，好冰箱应该是采

用环保制冷剂和发泡剂的“全无氟”冰箱。

目前“无氟”冰箱采用的制冷剂通常有两

种：R600a 和 R134a。

中国冰箱星级指数表

符号 冷冻室（℃） 保存时间

* ≤-6 1 个星期

** ≤-12 1 个月

*** ≤-18 3 个月

**** ≤-24 3 ～ 6 个月

“*”符号

“*”符号表示冰箱冷冻室所能达到

的温度，“*”符号越多表明冰箱冷冻室储

藏食物的时间越久。

容积

冰箱能容纳多少食物，容积越大，

储存食物越多。购买冰箱时，可综合考

虑家庭常住人口、生活习惯以及经济条

件等因素，确定冰箱容积。简单来说，

基本可以按照人均使用冰箱容积 70L 来

计算，一个三口之家选择容积为 210L

的冰箱比较合适。当然，随着大容积冰

箱的日趋普及，越来越多消费者已经认

识到大容积冰箱带来的舒适和便捷，所

以，如果条件允许，可考虑选择容积大

一些的冰箱。

冰箱内涵知多少？

9详
解 个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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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能力

冷冻能力是指冰箱在指定试验条件下

24h 对食品的冻结能力，冰箱铭牌上会标明

冷冻能力的数值。按GB8059.4-1993 规定，

每 100L 容积的冷冻室，冷冻能力限定值不

得小于 4.5kg/24h，冷冻室小于 45L 时，冷

冻能力不得小于 2kg/24h。理论上，冷冻能

力越大越好，但实际选择中也要考虑能耗

问题，好冰箱应该是可以达到能效 1 级的

同时，具备较强的冷冻能力。

型号

型号是生产企业为区分不同产品

而编写的代码，大多数企业会按照国

家推荐标准编写产品型号，看似简单

的电冰箱型号中也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以 BCD-500W为例：

能效等级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新版《家用电

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标准

GB12021.2-2015 正式实施。本标准规定

了家用电冰箱（以下简称电冰箱）耗电量

限定值、能效等级与节能评价值判定方法、

耗电量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本标准适用

于电机驱动压缩式，家用电冰箱（含 500L

及以上）、葡萄酒储藏柜、嵌入式制冷器具。

标准规定，冰箱的能效等级为 1 ～ 5 级，

其中 1 级、2 级为节能产品，1 级最节能，

5 级为能效合格产品，低于 5 级的冰箱不

允许上市销售。

无霜
有效容积（L）

BCD-500W

冷冻

冷藏

电冰箱

直冷式（dB） 风冷式（dB）

容积≤ 250L

45 47

容积 >250L

48 52

冰箱噪声值（声功率级）

抗菌

冰箱市场上很多产品在以“抗菌”、“除

菌”功能为卖点进行宣传推广。继 2009

年 3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家用和类似用

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通则》国

家标准 GB21551.1-2008 后，2011 年 9 月

15 日，《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

净化功能电冰箱的特殊要求》GB21551.4-

2010 实施。标准规定，具有抗菌功能或同

时具有去除异味装置的电冰箱（简称抗菌

电冰箱）在抗菌、显著阻碍真（霉）菌生长、

消除异味功能方面的卫生要求、检测方法

和标志。

Ｉ类电器

家用电器按安全防护方式进行分

类，Ⅰ类电器代表此类家用电器执行

防触电保护方式中的一种，此类电器

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还

必须接地。按国家标准规定，家用冰

箱属Ⅰ类电器，这要求您不可擅自更

换电源插头和电源软线，必须使用确

有接地端的三孔专用插座。设置接地

线时不能用自来水和煤气管道做接地

线，更不能接到电话和避雷针上。

噪声值

冰箱的噪声值可以在产品说明书或者

铭牌上找到，数值越低代表冰箱越安静。

GB19606-200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

限定值》对家用及类似用途的冰箱规定了

噪声限定值。这是强制性标准，不符合要

求的冰箱是质量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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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式

目前国内市场有双门、三门、对开门、多门等结构形式的冰箱产品。

双门冰箱具有冷藏和冷冻功能，而大多数三门冰箱是在双门冰箱的基础

上增加了比冷藏室温度略低，保鲜保湿效果更好的果菜室。

容积在 500L 上下的大冰箱通常采用对开门或多门结构形式。在多门结构

产品中，冰箱门的增加通常表示箱体内分隔为不同温度范围的空间数量增加，

不但减少储藏食物之间的串味，还可减少冷量损失。

压缩机频率和转速

根据压缩机种类的不同，可以把冰箱分为定速冰箱和变频冰箱两种。

温控方式

目前，冰箱的温控方式有电脑温控、电子温控和机械温控。电脑温控的

冰箱温度控制最为精确，对食物保鲜更为有利，售价相对较高。机械温控误差

较大，但售价相对低廉。

气候类型

家用冰箱按气候类型分为四类，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冰箱多数为宽气

候设计，许多新产品标注“SN-ST”代号，表明适用环境温度为 10 ～ 38℃。

冷却方式

家用冰箱按冷却方式来分，可分为间冷式（又称风冷式）和直冷式两种。

近期市场上开始流行一种风、直冷混合式冰箱，综合了两种冷却方式的优点，

冷藏室为直冷式，食物水分不易流失；冷冻室为风冷式，不需要定期除霜。

冰箱机型可根据结构形

式、压缩机频率和转速、冷

却方式、气候类型、温控方

式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划分。

这一步看上去技术含量比较

高，不过，不用担心，一般

您在卖场选购冰箱时，促销

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基本信息

给予建议。这里，我们只是

列出以下五种划分方式所包

含的冰箱机型，帮您做到心

中有数。

类型 代号 适用环境温度

亚温带 SN 10℃～ 32℃

温带 N 16℃～ 32℃

亚热带 ST 18℃～ 38℃

热带 T 18℃～ 43℃

性能表现 直冷式 风冷式

结霜 有霜 无霜

温控 一般 精准

耗电量 小 大（一般比直冷式多 5%～ 15% ）

噪声 小 相对较大

售价 便宜 较贵

温度均匀性 差 好

冷却速度 慢 快

结冻速度 快 稍慢，但冻结后的食物不会粘贴在冷冻室表面

制冰速度 快 稍慢

结构 简单 复杂

冰箱类别知多少？

5细
说 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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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节能、保鲜是

近年冰箱技术发展趋势，

为了制造出更好的冰箱，

冰箱生产企业

不断开拓创新，

积极探索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计，

让我们一起逐条验证，

正确解锁，

识别货真价实的好冰箱，

开启

一段留住食物新鲜的

特别生活体验。

有“智慧”好冰箱更懂你

把冷藏室温度降低一点”“冰箱里有哪些食材快过期了？”“播

放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推荐一个菜谱”……10 年前，我们不敢想象，

这是在与冰箱对话。如今，智能冰箱更懂你，让你在单位就能随时查

看冰箱中有哪些食材、通过手机直接下单购买生鲜，智能冰箱根据你

的身体营养需求和喜好推荐菜系食谱，甚至语音播报天气预报、播放

近期热剧等。

智能冰箱，又叫互联网冰箱或者超级冰箱，是以厨房或餐厅为

场景的互联网方案解决中心，触控屏是智能冰箱的标配。智能冰箱具

备联网功能，可通过手机 APP、语音等方式完成人机交互，跟据环境

温度进行自动或人为调节温度，始终让食物保持最佳存储状态、让用

户随时掌握食物数量、保鲜信息。在兼具 Wi-F i 远程遥控、食品保

鲜管理、菜谱推荐工能的同时，还可以令用户享受到影音娱乐、一键

购物等功能带来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智能冰箱还能完成对食材从源

产地到用户餐桌的全流程监督，让用户吃到放心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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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冰箱一站式解决方案

智能冰箱涉及产业极其广泛，就目前

发展情况来看，触摸屏、系统、变频控制、

Wi-F i 模组都非常重要，此外，随着“智

能化”的发展，摄像头、传感器、语音交

互等模块也变得愈发重要。作为智能冰箱

解决方案商的先行者，上海绿联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在智能冰箱初现市场时，几乎为

所有品牌提供了 Wi-F i 模组、智能触摸屏

以及变频控制器等智能化解决方案。联网

只是智能冰箱的初期形态，娱乐模块仅为

辅助功能，事实上，绿联为智能冰箱定制

方案的核心是家庭健康生活，包括通过各

种食品溯源技术保障食材的安全，通过食

品识别技术保障食材的保鲜周期，通过健

康饮食方案定制家庭的专属营养方案，通

过不断升级的 AI 交互将冰箱塑造成家庭的

“健康卫士”机器人，推荐用户选择并快捷

购买适合自己的安全食品，实现一站式的

服务闭环。

那么，问题来了，

智能冰箱实现的前提有哪些？

可以为用户提供哪些服务？

与传统冰箱有哪些区别？

冰箱智能化对用户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冰箱智能化实现前提

1. 物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云平台技术成熟。

2. 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概念火热。

3. Wi-Fi 模组、传感器等精密仪器成本下降、精度提升、性能稳定。

4. 4G 网络搭建范围广泛。

5. 人工智能交互升级，用户互动体验提升。

6. 冰箱产业转型升级，高端化趋势明显。

7. 用户对食品健康安全关注度提升。

8. 厨房生态圈各互联网资源成熟可对接。

→力推冰箱智能化的原因

1. 冰箱是家居中为数不多的 24 小时开机的非移动终端。

2. 冰箱是接入屏幕非常方便的白色家电产品。

3. 人机交互性比较频繁，用户粘性高。

4. 冰箱可以产生持续性内容，并可以形成相应的商业模式。

5. 传统冰箱厂商互联网转型的必由之路。

6. 厨房和餐厅目前无互联网入口，属于家庭最后的互联网蓝海区域

→冰箱智能化对用户的意义

1. 解决用户痛点，如食材管理不浪费，多样菜谱更乐趣，一键购买更

便捷等。

2. 兼具娱乐终端，令家务工作不再枯燥。

3. 以用户冰箱为终端，建立围绕用户家庭千人千面的健康安全饮食生

态平台。

4. 以冰箱为中心，用户家庭的厨房电器可实现互联互通，生活更加高

效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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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被称为冰箱的心脏，其重要

性可见一斑。压缩机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冰箱的制冷能力、能效水平、

噪声水平，真正的好冰箱一定会采用品牌

好、性能优越的压缩机。

作为冰箱的主要耗能部件，选择高

效甚至超高效的压缩机以及变频压缩机已

经成为冰箱生产企业实现节能目标最为有

效的方法。

中国冰箱压缩机的能效水平提高很

快，恩布拉科、加西贝拉、黄石东贝、钱

江等著名冰箱压缩机品牌纷纷推出能效比

超过 2.0W/W的超高效压缩机。

好冰箱要有好“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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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频
让
冰
箱
更
出
色

降噪

变频压缩机是

软启动，在工作过程

中的转速也是平滑过

渡，因此，同等功率下，

变频冰箱的噪声值往

往低于普通冰箱。

保鲜

采用变频控制

可实现对冰箱各温

室的精确控温，冰箱

内部温度波动小，因

此，变频冰箱对食物

的保鲜效果更好。

节能

变频冰箱的制冷

量可以调节，与冰箱

的负载（冰箱内存储

食物的多少及温度的

高低）良好匹配，避

免无谓的能量消耗。

对比参数 定速冰箱 变频冰箱

耗电量 相对较高 相对较低

噪声值 相对较高 相对较低

保鲜效果 相对较差 相对较好

容量范围    — 在大容积冰箱表现得更为突出

产品价格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变
频  
定
速

VS

所谓变频，是相对于压缩机频率恒定而言，是指通过改变交流电频率的方式实现交流

电控制，进而改变电器运转速度的技术。定速冰箱的压缩机频率和转速是恒定的，不论冰

箱内存储的食物有多少、环境温度的高低，冰箱压缩机总是在 3000rpm 左右定速运转。当

冰箱的冷藏室或冷冻室内达到设定温度时，冰箱压缩机即停止工作；而当温度高于设定温

度时，冰箱压缩机即启动制冷。变频冰箱采用变频压缩机和驱动器，增加了变频控制系统，

利用模糊控制原理实现系统的最佳运行，冰箱压缩机转速可以根据冰箱内存储食物的多少、

温度的高低以及开关门的次数，在 1600 ～ 4500rpm 范围内自动调节，避免无谓的能量消耗，

达到节能的效果。当冰箱内温度很高时，变频压缩机运转速度可达 4500rpm，可使冰箱内

温度迅速降低，确保快速制冷；而当冰箱内温度较低时，变频压缩机即进行低速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在冰箱变频技术应用领域，恩布拉科掌握尖端核心科技，自 1998 年

起，开始向全球市场输出智能的 Fullmotion 全驱变频压缩机。在中国，恩布拉科是最早推

出变频压缩机的厂商，目前恩布拉科已推出第四代超高效变频技术。VM 系列压缩机是加

西贝拉公司 2017 年全新推出的超小型变频压缩机，应用了公司在 FEM、CFD、声学、运动学、

电磁场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核心技术，具有高效、静音、小型、宽转速、高可靠性等

特点。东贝最新推出的 VFA 系列迷你变频压缩机，融合了轻量化、扁平化、高效及超低噪

声等设计理念。

关于变频那点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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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制冷系统

合理的系统设计是充分发挥高效压缩

机制冷能力和节能效果的必要保证。目前，

西门子、博世、三星、LG 等外资品牌及

海尔、美的、海信、帝度等国产品牌纷纷

通过采用先进的制冷循环（多路循环、双

制冷系统、劳伦兹循环等）以及改进制冷

系统流程等方式实现制冷系统的优化。

精确控制

利用电子技术精确控制，让冰箱始终

处于最佳和最经济的运行状态，节能省电

的同时，先进的制冷循环设计与精确的运

行控制相结合，让冰箱实现多温区精确控

制、冷量科学对流，提高保鲜能力。精确

运行控制技术手段很多，比如模糊控制技

术、智能化霜技术、变频技术、低温自动

补偿技术等。

让冰箱节能、环保的
      其他技术手段

除了配装高效或变频压缩机，降低冰箱

整机能耗，冰箱生产企业还通过优化制冷系统、

精确控制、应用新型保温隔热材料等手段提高

冰箱能效水平。好冰箱，节能、经济、环保。

全新发泡材料

出于保温需要，冰箱门及箱体内都有

发泡材料制成的隔热层，减少冰箱冷量的

损失。然而，加厚发泡层的同时也会带来

材料消耗冷量的增加，并且造成生产此材

料所需间接能耗的增加，厚厚的发泡层还

会缩小冰箱有效容积，所以，不能无限制

加厚发泡层。近年来，冰箱企业纷纷开始

采用新型隔热效果较好的发泡材料以及微

孔发泡技术，特别是真空发泡板隔热技术

（VIP 技术），在增加隔热效果的同时减薄了

隔热层，相同外观尺寸下，冰箱内部实际

使用空间更大。

环保设计

2006 年 7 月 1 日，欧盟WEEE 和 RoHS

指令开始实施，要求电器制造商承担回收

责任，并对制造过程中产生的铅、镉、汞、

六价铬、多溴联苯及多溴二苯醚有害物质

加以限制。这使中国冰箱企业更重视冰箱

的环保设计，例如采用易拆卸结构设计，

使用环保原材料和焊接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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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好“拉链”，
冰箱更节能

如何快速辨别冰箱门封优劣

一摸：感受门封的手感舒适、光滑、柔软、回弹性好；

二看：看门封表面是否有杂质、四角焊接的部分是否有瑕疵；

三观察：手眼配合，观察门开关是否自如，关闭后是否有间隙。

与冰箱门封有关的常见问题

冰箱门密封不严，冰箱门关不上，主要原因是门封材料耐寒性、耐老化性不好，容易变硬、变形所致；

冰箱门封发霉、难清洁，主要原因是传统门封材质中含有酯类成分、易沾染食物中的水分、油分

等物质导致发霉。

劣质门封问题多

耐寒性不好——直接导致冰箱低温密封效果差；

硬度随温度变化率大——材料硬度种类多；

增塑剂迁移——变形、硬化、腐蚀内胆。

饮料雪糕、水果蔬菜、鸡鸭

鱼肉、牛奶鸡蛋……每一次打开

冰箱门，你都能发现好吃的。取

出食物，甩手关门，动作潇洒娴

熟。等等，这一瞬间，你是否想

过，冰箱门和衣柜门、屋门有什

么不同？它厚厚的门体四周，为

何有一圈软边？它没有锁，怎么

能和冰箱箱体严丝合缝的闭合在

一起？所有冰箱都采用的这种设

计有什么玄妙内涵？

好吧，带着这些问题，让我

们一起认识一下——冰箱门封条。

冰箱门封条（以下简称门封）是

一种用在冰箱门体和箱体之间起

密封作用的配件，由软质胶套和

磁条两部分组成，是冰箱重要的

外观件和密封件。好的门封表面

光滑、无毒、无味，材料自身具

备弹性，经多次开关挤压后仍能

保持不变形。

门封是冰箱内食物保鲜的第

一道防线。冰箱密封不良，会出

现漏冷、凝露、结霜等问题，影

响制冷效果，造成压缩机反复启

停，缩短冰箱使用寿命。因此，

门封的好坏，是影响冰箱用户体

验的关键因素之一。好的门封，

就像衣服的拉链一样，开合自如，

经久耐用，更能牢牢锁住温度。

TPE终结烦恼，给好冰箱系紧节能“拉链”

TPE 是一种兼具橡胶与塑料特性的热塑性弹性体，是更符合冰箱门封需求的材料，安徽万朗磁

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型TPE冰箱门封条，与传统门封相比，在密封、环保、节能等性能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万朗是行业内率先同时实现TPE冰箱门封条的材料研发、批量制造与规模应用的企业，

该成果已于 2016 年 9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万朗获得工信部批准，主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

TPE 冰箱门封条特点、优势

性能 特点 优势

硬度变化 硬度受气温变化影响小 四季使用同一硬度的材料

耐久性 长期使用不变硬 降低生命周期内冰箱能耗

低温性能 低温硬度变化率小 低温密封效果更优

稳定性 非极性高分子共混物，不与 PCM 板、ABS 板、HIPS 发生相互侵蚀避免 PCM 板粘连现象 不会使内胆腐蚀或开裂

环保性能 无卤环保，生产过程中无有毒、有害气体释放 符合国际家用电器无卤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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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冰箱，高保鲜

冰箱保鲜效果是

消费者最为看重的，

好冰箱

必须在对食物

进行“保质”这一基本功能上，

进一步锁住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让蔬菜、水果等食物

尽可能长时间地

保持新鲜、水灵。

实现高保鲜的技术手段主要有：

A. 低温保鲜

利用低温来抑制细菌繁殖和酶的活性达到保鲜效果。这

种方式最常见，是市场验证最充分的主流保鲜方式。

B. 光波保鲜

通过特定波长的光波进行光合作用，还原蔬菜和水果的

生长环境。

C. 吸附保鲜

通过吸附剂吸附水果和蔬菜的催熟气体（乙烯），达到

保鲜效果。

D. 锁水保鲜

使冰箱内保持相对较高的湿度，抑制食物水分蒸发，使

食物更长时间保持较好的口感、外观，并保证一些水溶性营

养物质不流失。

E．速冻保鲜

对于肉类食品而言，在经过 -1℃～ -5℃时，细胞液会

形成冰晶，这就是所谓的“冰晶生成带”，这一过程经历的

时间越长，冰晶越有可能刺破细胞壁，造成肉类食品营养流

失，想要保鲜，冰箱必须具备迅速、强大的冷冻能力。

F.0℃生物保鲜

技术原理是还原食物最佳休眠环境，为冰箱特设一个相

对稳定、独立、无限接近 0℃又不低于 0℃的保鲜室，并保

证该温室的一定湿度，使食物可以在不结冰状态下保持最低

温度，延长食物保鲜时间。

G. 多温室保鲜

蔬菜、水果、肉类、鸡蛋的最佳存储温度各不相同，通

过尽量多地划分温室和合理设定温度区间，满足不同种类食

物的保鲜要求。

H. 真空保鲜

一项新的保鲜技术，通过抽真空减少鱼肉、果蔬等食物

的氧化作用，进行超强抑菌并使食物进入休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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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食塞满的幸福生活
——海尔全空间保鲜对开门冰箱BCD-618WDGTU1体验

嘴馋就爱逛超市，每次都刹不住，各种好吃的装满购物车，

结账时我在手忙脚乱，老公却站在那儿袖手旁观，还嘲笑我说：

“你怎么不把超市搬回家？”

有何不可？

我要买一台超大冰箱，带更多美食回家。忙碌工作一天，

下班后不用四处采买，回到家，打开冰箱，各种食材应有尽有，

一桌美味佳肴迅速上桌，餐前水果、餐后甜点，啤酒、饮料、

冰淇淋……哇塞，这种日子美死了，马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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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冰箱，要容积超大，要像超市

一样，分类存放，每种食材都有最适宜的

储存空间，互不串味，不交叉感染；要像

超市一样，永远新鲜，每种食材都有专属

的储鲜科技，保持食材原汁原味；要有高

品质，每个工艺细节都要经得起考验，使

用便捷、外观时尚。按照这个标准，很快，

我就看上了海尔全空间保鲜对开门冰箱。

它 618L 超大容积，对开门设计，内部空间

划分细腻合理，完全满足我的需求。左手

冷冻室，被分为恒温冷冻区、生食区、熟

食区、素食区；右手为冷藏室，被分为小

罐饮料区、高瓶饮料区、珍品干货区、水

果抽屉、高保湿果蔬区。要知道，食材在

冰箱中的分类储存，是食物保鲜的第一步。

海尔全空间保鲜冰箱，可以对不同食材分

类存放。冷藏，干湿分储；冷冻，鱼肉、

荤素、生熟分储，食物当然就不会相互串味，

避免细菌交叉感染。

把食物放进冰箱容易，但要保证它们

持久新鲜、营养不流失，就没那么简单了。

以后，这种复杂的事儿，完全可以交给海

尔全空间保鲜冰箱来做。它可是掌握了“四

度协一，精控保鲜”绝技的冰箱，光是与

保鲜有关的技术专利就拿到 120 项。所谓

“四度”，是指温度、湿度、速度和净度。

在温度方面，专利精控微风道，按需送风，

温度波动小，保鲜效果提升 20%；节能

15%。专利智能恒温风控系统减小温度波

动 5℃左右；节能 6% 左右。在湿度方面，

专利精控干湿分储湿区90%高保湿不脱水，

除乙烯，保鲜更持久；干区不返潮，同时

有效除异味。速度，专利超导速冷科技速

冻速度提升 3 倍，解冻速度提升 4 倍；精

控双系统独立制冷制冷速度快两间室 100%

不串味。净度，T·ABT 杀菌，天然石质杀菌，

不耗能，无杂质气体，杀菌率 99.99%。

这款冰箱有个特别之处，5：5对开门，

冷藏、冷冻空间对半分，解决了我家冷冻

室总是不够用，冷藏室有时塞不满的问题。

还有，触感反馈按键、90°自动悬停门、

全开大抽屉、三段式静音抽屉滑轨……看

得出，冰箱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花了心思

的，方便实用。更难得的是，这么大个子，

这款冰箱 24 小时耗电量只有 1度。

冰箱就位后，一顿采买，废了好大劲

儿给新冰箱塞满食物，想象着老公回来后

一脸“你疯了”的崩溃表情，心里一阵痛

快解气。谁知，他回来了，从冰箱里拎出

听饮料端着块蛋糕甩下一句，“这大冰箱，

就是棒”走开了。原来，他和我一样，也

喜欢这种被美食塞满的幸福生活。（晓月）

型号：BCD-618WDGTU1

总容积 (L) ：618 

冷藏容积 (L) ：320 

冷冻容积 (L) ：298

耗电量（kWh/24h）：1.0 

冷冻能力（kg/12h）：10 

噪音值 [dB(A)] ：37 

净尺寸 (mm) ：911×716×1900

能效等级：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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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的守护神
——海尔全空间保鲜T型门冰箱BCD-556WDGTU1体验

上有老、下有小，与健康有关的知识必须加快积累。民以

食为天，对家人的关爱自然先从食物入手。鲜鱼最佳冷藏温度

为 -3℃；肉类在 2℃～ 5℃条件下冷藏可保存一个星期；鲜牛

奶冷藏的最佳温度为 2℃～ 4℃；茶叶在 -20℃～ 10℃温度下

贮存；马铃薯的最佳温度是 2℃～ 4℃……每次电视里播放健

康讲座，这些知识绝不放过，拿出小本子统统记下来。既然，

每种食材都有专属的存放温度、湿度，到底如何保证每种食物

的原先口感和营养？冰箱！突然意识到，一款好冰箱可以充当

健康生活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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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全空间保鲜 T 型门冰箱就是这样

的一台冰箱，它让往冰箱里放食物这项再

寻常不过的事变得科学、讲究、有条理。

首先，这是一款融入分类存储理念的冰箱，

强调食材在冰箱中分类存储是保鲜的第一

步。冷藏室，干湿分类存储；冷冻室，鱼肉、

荤素、生熟分类存储。食物不会相互串味，

细菌不会交叉感染。

事实上，存储环境的温度变化、湿度

变化、制冷速度和存储环境是否洁净对食

材保鲜效果的影响同样重要。海尔关注到

影响食材保鲜的四大因素，用先进的技术

手段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海尔全空间保鲜

T 型门冰箱温度波动小，食材保鲜好；根

据不同食材特点，干湿分类存储；快速冷冻、

解冻，食物更美味、生活更高效；彻底杀菌，

吃得健康，不得“冰箱病”。

不难看出，海尔在这款冰箱内部结构

设计上也花费了一番心思，让它成为别具

一格的全空间保鲜 T 型门冰箱。对我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 93L 超大空间变温室，这

一点，我特意在卖场上比较了总容积相似

的其他品牌冰箱，都没有这么大容积的变

温室。变温室空间可在 5℃～ -20℃之间变

换温度设置，可以根据存储食物的具体需

求扩大冷藏或者冷冻空间。变温室用作冷

冻，冰箱最大冷冻空间为 186L，而用做冷藏，

冷藏空间则拓展为 463L。这个设计太贴心

了，要知道，逢年过节，储存鸡鸭鱼肉等

年货，小冷冻室根本承受不了，而日常居

家过日子，要放进冰箱的更多的是水果蔬

菜什么的，需要超大冷藏空间。因此，变

温室，真的解决了我家的大问题，非常实用。

据说，这款冰箱三系统独立制冷，制冷速

度更快，三间室完全独立不串味。

从健康的角度，我是十分挑剔苛刻的，

孩子的奶瓶、餐具、日常用品绝对都是无

毒安全的，冰箱，我也要 100% 的安全。

这一点，海尔 BCD-556WDGTU1 也令我满

意。它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食

品接触产品安全认证》证书。此外，冰箱

具有动态 ABT 杀菌功能，杀灭大肠杆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杀菌率达到 99.9%。这

一切，让我放心将家人健康托付给它。（同

辉）

型号：BCD-556WDGTU1

总容积 (L) ：556 

冷藏容积 (L) ：370 

冷冻容积 (L) ：93

变温容积 (L) ：93

耗电量（kWh/24h）：0.8 

冷冻能力（kg/12h）：10 

噪音值 [dB(A)] ：35 

净尺寸 (mm) ：830×680×1900

能效等级：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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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享受品质生活
——三星品道家宴冰箱RF65M9371M1体验

用上了三星品道家宴冰箱 RF65M9371M1 以后，才真正

体会到一款优秀的家电产品对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多么大的帮

助。如果要形容这种感受，那么我可以负责任地用一句话告诉

你—“实在是太棒了！”

第一眼看到这款冰箱，就被它雅致的外观设计所打动。精

心打造的金属工艺面板，光泽细腻、格调优雅。位于宽带变温

室门壁顶端的 LED 触控提示，赏心悦目的同时，显示更加清晰。

嵌入式门把手采用一体式设计理念，保证冰箱整体外观和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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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仅如此，这款冰箱还用上了“高大上”

的“蝶门”设计结构，外层蝶门设有美食

窗，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让人一目了然；

蝶门内层保鲜橱是超大保鲜区，即使大体

积食物，也不会受收纳空间局限。这样一

款质感十足、设计出众的多门冰箱，放在

任何风格居室环境中都必然成为颜值担当，

妥妥哒！

“明明颜值高，偏要拼实力！”这句时

下流行语用来描述这款冰箱颇为合适。三

星品道家宴冰箱选用高性能智能变频压缩

机，拥有多档变频设计，可以游刃有余地

调节压缩机输出功率，适应日常使用过程

中多种制冷需求。该款冰箱还采用了金属

匀冷技术和 QR 匀冷技术，这两项技术有

效保障了冷藏室和冷冻室温度的均匀恒定，

实现 360 度全空间精致保鲜，即使频繁开

关冰箱门，内部温度也能快速恢复。箱体

保温层采用真空隔热材料，确保冰箱保湿

效果的同时，箱体内壁厚度进一步纤薄化。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健身控，怎么能

对食材品质没有要求？为了好身材，吃着各

种清淡不添加过多调料的鸡胸、牛肉、蔬菜、

瓜果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对我的舌

头，还是对我的胃来说，食材的新鲜是一件

多么重要的事情。三星品道家宴冰箱恰恰就

是这样一个食材保鲜的好手。通过采用品式

无霜三循环技术，冰箱冷藏室、冷冻室和宽

带变温室间各自独立循环，提高制冷效率，

保湿效果更佳。3个间室采用品式结构分区

设计，让每一部分空间都能实现独立的存储

功能，根据食物种类各司其职，精准储存，

不仅制冷速度快，而且保持间室相互独立不

串味。此外，这款冰箱的宽带变温室可在2℃

到－ 18℃～－ 23℃温度范围内自由调节，

实现 4挡可调节温区——冷藏、生态保鲜、

干爽保鲜、冷冻，为不同食材提供个字适宜

的最佳保鲜环境，最大程度的呵护食材的本

真口味和营养。天天吃着新鲜的食材，感觉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无论是忙碌的工作日还是闲散的休息

日，都能以美食的名义拿起手机，通过三

星品道家宴冰箱内置的 3 个高清摄像头以

及三星 SMART HOME APP（智能家居应用

程序）进行远程操作，实时掌握冰箱动态，

食物种类、存储天数，食材临近保质期手

机也会及时提醒。好吧，我要尽情享受我

的品质生活。（元元）

型号：RF65M9371M1

总容积 (L) ：654 

冷藏容积 (L) ：408 

冷冻容积 (L) ：123

变温容积 (L) ：123

耗电量（kWh/24h）：1.05 

净尺寸 (mm) ：908×733×1825

能效等级：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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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冰箱拥有 557L 大容积。370L 超

宽冷藏室，187L 超宽冷冻室的空间表现，

确保该款冰箱在空间使用率上成绩出色。

能实现更多、更大量食品、更精细化的储

鲜需求，满足用户全家所需。同时，该款

冰箱占地面积仅为 0.55m2，摆放空间更随

意，且优秀的外观设计确保该产品可与家

中橱柜等家具完美融合。

海尔全开抽屉式冰箱温度波动小，精

控微风道科技有效解决冷藏室温度波动问

题，每层储物空间都可实现单独按需精确

送风，制冷快，更节能。冷冻室智能恒温

风控系统有效阻止化霜热量进入冷冻室，

解决冷冻室温度波动问题，保证冷冻食材

原味新鲜。超导料理科技可实现食材快速

解冻、冷冻，有效保证食材细胞不被破坏，

锁住新鲜原味。360 度立体动态杀菌技术杀

菌更彻底，有效保证家人不得“冰箱病”。

值得一提的是，该款冰箱使用精控干

湿分储技术，可满足用户冷藏干湿分类存

放需求，确保湿区不脱水，干区不返潮。

此外，冷藏及冷冻室层层分区，冷藏食材

干湿分储，冷冻鱼肉，生熟食材皆可分区

存放，方便用户对各种食材实现精细管理。

此外，配置全开 33L 大抽屉，冰箱可存入

更多大体积食材，整个西瓜，也可直接放入。

型号 :BCD-557WDGSU1

总容积 (L):557( 冷藏室 :337/ 冷冻室 :187/ 全变温室 :33)

净尺寸 (mm):830×669×1900

耗电量 (kWh/24h):0.79

冷冻能力 (kg/24h):14

能效等级 :1 级

全开抽屉式冰箱——海尔

厨装一体：超薄尺寸可与橱柜完美融合。

空间利用率高：拥有 557L 大容积，370L 超宽冷藏室，187L 超宽冷冻室，空

间表现优异。

精控干湿分储技术：冷藏及冷冻室层层分区，冷藏食材干湿分储，冷冻鱼

肉及生熟食材皆可分区存放。

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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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710WUPB

总容积 (L):710( 冷藏室 :435/ 冷冻室 :275)

净尺寸 (mm):820×913×1880

耗电量 (kWh/24h):0.99

气候类型 :SN/N/ST

冷冻能力（kg/12h）：12 

能效等级 :1 级

这款产品采用对开两门三温区结构，左冷冻室、右冷藏室，在冷藏

室内设有一个变温区，满足食材分类存储需求。“鲜魔方”位于冷藏

室中部，可独立制冷，拥有鲜果、0℃、冰镇功能，用户可根据

需要一键设置。这款冰箱采用超宽幅转速高效变频压缩机，运

用 0.1℃变频技术，能耗比定速冰箱降低的同时，可实现

±0.1℃精确控温，温度波动小，保鲜效果有效提升。此

外，1Hz 变频技术可有效控制压缩机运行状态，冰箱

运行更稳定，同时噪声可降低 2 ～ 3 分贝。值得

一提的是，该款冰箱拥有M-Fresh 远程控制功

能，可通过移动终端对冰箱温度、运行状态、

功能开关等进行远程控制，结合美菱食

品保鲜优先级提醒功能，日常使用更

加人性化。

对开门冰箱

   —
—美菱

对开门冰箱

——惠而浦 
Spa

ce空
间站智能

型号 :BCD-593WDGBIW

总容积 (L):593( 冷藏室 :378/ 冷冻室 :215)

净尺寸 (mm):915×717×1802

耗电量 (kWh/24h):1.14

能效等级 :1 级

惠而浦 I.Space 空间站 BCD-593WDGBIW 智能对开门

冰箱采用航天标准制造，使用 VIP 真空绝热面板，有效减

少热传递，高效节能。冰箱密封处采用 TPE 材质多重气囊

箱门封圈，锁住冷气，环保抗菌，无毒安全。此外，该产

品采用美国芯片，凭借惠而浦丰富冰箱制造经验及制冷保

鲜大数据，打造第 6 感智能控制系统，可实时根据环境及

食物变化，对冰箱进行精准优化智能管理。通过手机 APP

连接冰箱，用户还可进行食品数量、保鲜周期等信息管理，

随时掌握食材营养动态。此外，用户还可获取营养搭配、

养生知识等信息，实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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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冰箱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对开门设

计思路，博世将不对称美融入到产品之中，

打造了这款全新不对称三门冰箱，采用无

边框黑加仑紫玻璃面板，为现代家居环境

提升优雅气质。产品的每处细节都经博世

仔细考量与设计，体现产品出色的品质感。

嵌入把手内侧的照明光带可在关门后 5 秒

熄灭，更好地展现人性化人机互动理念，

冰箱冷藏室内两侧配有 LED 灯，可散射到

冰箱内各个角落，便于用户拿取食材。

博世为这款冰箱打造了高达 569L 的总

容积，其中冷冻室 219L、冷藏室 215L、零

度维他保鲜＋室 135L，可完全满足多口之家

的日常食材存储需求。拥有 135L 大空间的

零度维他保鲜＋室采用三层抽屉设计，拥有

“多段控湿”功能，从高到低多段湿度可调，

可满足各种果蔬、肉类等食材的不同需求，

即使娇气的松茸、燕窝等食材，也能得到妥

善的储藏，有效避免食材变质与浪费。

制冷方式上，这款冰箱采用“混合冷

动力”技术，冷藏室采用强制对流制冷技

术，以拥有更好保湿保鲜功效。冷冻室采

用风冷技术，有效避免结霜问题发生。此外，

为了有效保证食物不串味，该款冰箱采用

“三温区独立循环”技术，3 个温区通过传

感器、压缩机及制冷剂阀门的密切配合使

得温度，气味不会互相干扰，加之精准的

温度控制，让食材得以持久保鲜。

型号 :KAF96S80TI

总容积 (L):596( 冷藏室 :219/ 冷冻室 :215/ 零度维他保鲜室 :135)

净尺寸 (mm):912×734×1756

耗电量 (kWh/24h):1.40

气候类型 : SN/N/ST/T

维他保鲜对开门冰箱——博世

人性化蛋架：蛋盒可上下左右自由移动，采用独立自动出蛋设计，通过调

整向前倾斜角，可让鸡蛋自动滚出，方便取放。

随心易搁盘：用旋转轮和搁盘连接，无需取下，通过提拉即可上下自由调

节搁盘高度。

美味部落格：采用不同尺寸设计，食材可分类存储，保证不串味。密封盒

采用食品级材质，可以在微波炉直接使用，也可用洗碗机清洗。

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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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品道智宴RF60K9560SR/SC多门冰

箱以凝眸.钨钢银作为机身主体颜色，线条

方正，机身硬朗。冰箱采用镶嵌式设计，搭

配 21.5 英寸全高清显示屏，冰箱整体感觉

时尚靓丽。

凭借21.5英寸大屏幕及相关智能软件，

三星可以为用户提供食物管理、家庭交流、

厨房娱乐、智能互联四大核心服务。通过内

部摄像头，不仅可以实时了解冰箱内部情况，

还可以通过拖拽标签对食物设置保质期提

醒。通过相关软件将屏幕与手机连接后，即

可进行远程食物管理，根据冰箱内状况选购

食材，方便贴心。日常使用中，用户还能在

这块屏幕上制作冰箱贴，把屏幕作为电子画

图板随意涂鸦，与家人进行别有趣味地聊天、

交流。冰箱内搭载立体声音箱，在厨房随心

欣赏音乐的同时，还能为用户播放语音简讯。

此外，时间、天气、交通状况、备忘录等信

息也可以在屏幕中显示，便于日常使用。

食物保鲜方面，金属匀冷技术使冰箱

内的温度波动始终保持在±0.5℃之间，最

大程度减小了冰箱内的温度变化。品式无霜

三循环制冷技术可实现每个间室温度独立控

制，有效解决食品串味难题。超净 3离子群

可以有效杀灭细菌，搭配活性炭滤网使用，

最大幅度的除臭，消除食物变质气味，为用

户提供干净卫生的新鲜的存储空间。节能方

面这款产品表现也十分出色，真空隔热材料

和智能变频压缩机的使用，为冰箱提供了不

俗的能效表现，更节能。

型号 :RF60K9560SR/SC

总容积 (L):652( 冷藏室 :404/ 冷冻室 :124/ 变温室 :124)

净尺寸 (mm):908×733×1825

耗电量 (kWh/24h):1.25 

能效等级 :2 级

品道智宴多门冰箱——三星

智能科技：通过21.5英寸显示屏及相关智能软件，为用户提供食物管理、家

庭交流、厨房娱乐、智能互联四大核心服务。

品式无霜三循环：不同间室独立循环，冷藏室高保湿，间室间不串味。

金属匀冷技术：均匀冰箱间室内温差，即使频繁开关门也可保证冰箱快速回温，

减少温差波动，省电节能。

匹配橱柜设计：高度和深度都更适合将产品摆放在厨房使用。

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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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527WGPZM

总容积 (L):527( 冷藏室 :352/ 冷冻室 :175)

净尺寸 (mm):830×695×1890

耗电量 (kWh/24h):1.09

冷冻能力 (kg/24h):10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2 级

这款产品使用变频制冷技术，搭配感温探头全天候监控冰箱运行，

保证箱体温度均匀。风冷无霜技术让用户摆脱除霜烦恼，解放双手和

时间，除霜保湿，两者兼得。五区分储结构实现冰箱多变存储空间，

冷藏区搁架可拆卸，便于存放西瓜等大物件；干货区适合存放

对湿度有要求的食材；生鲜区可存放新鲜肉类、海鲜；便捷

区可存放速冻食品、冰激凌等带包装食品。配装了变频

节能型压缩机，根据冰箱内部冷量需求精准供冷，功

能、节能同时更可实现运行降噪。冰箱门采用自

锁式门铰链结构，用户即使轻轻带上门，也可

自动锁闭，忘记关门时更会启动自动报警，

有效防止漏冷、费电。

十字对开门冰箱

   —
—美的

十字对开门冰箱

   —
—美的

这款美的冰箱拥有并联双系统循环技术，冷藏室、冷

冻室采用两套独立制冷系统，独立循环送风、快速制冷、

减少温差，有效实现间室不串味。铂金净味科技为食材提

供持久净味空间。独立感温雷达设置在冷藏室、果蔬盒及

冷冻室内，全天 24 小时监控，减少温差，保持箱体内温

度均匀。风冷技术确保冰箱四季不结霜，冷风不直吹，避

免食材水分流失。拥有 20kg 大冷冻力，食材仅需几分钟即

可完成深度速冻。不仅如此，这款冰箱拥有宽阔冷藏空间，

只需 90 度即可开门取物，用户使用轻松方便。

型号 :BCD-482WTM

总容积 (L):482( 冷藏室 :336/ 冷冻室 :146)

净尺寸 (mm):833×740×1808

耗电量 (kWh/24h):0.98

冷冻能力 (kg/24h):20

能效等级 :1 级

双系统

变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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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根据用户使用习惯，首次将全

新升级的“零度生物保鲜”技术应用于采

用不对称三门设计理念的产品上，并特别

将使用频率更高的零度生物保鲜室作为第

三门。不只如此，该款冰箱拥有西门子冰

箱史上最大的 135L 零度生物保鲜室。保鲜

室由臻材区、高湿区、低湿区 3 个抽屉组

成，可满足用户对食材的细致分类储存需

求。冰箱“精智”控温，通过情景控制语言，

电脑精确控温，温差波动极小，温度控制

更稳定。通过多级调湿技术，该款冰箱实

现了不同抽屉的多级湿度可调节，令不同

储存要求的食材在更适宜的环境下有效延

长保鲜时间。

该款冰箱拥有独立三循环技术，冷冻室，

冷藏室及零度生物保鲜室可独立运行，单独

制冷循环，互不干扰，各间室内食材互不串

味，冷量分配更均匀合理。另外，直冷技术

和风冷技术的同时运用，让该款冰箱实现了

冷藏室有效保湿，冷冻室风冷无霜，零度保

鲜室保鲜效果更佳。

这款冰箱设计典雅简约，以湖影白作为

主色调的玻璃门表面，打造出半透明点状纹

理，彰显出精致细腻的设计理念。符合人体

工学设计的双边V形内嵌式把手，过渡自然，

高度及宽度适用于大部分家庭。一体化控制

器与嵌入式把手融为一体，无需开门，用户

即可对冰箱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型号 :KA96FS70TI

总容积 (L):569( 冷藏室 :219/ 冷冻室 :215/ 零度生物保鲜室 :135)

净尺寸 (mm):912×734×1756

耗电量 (kWh/24h):1.4

气候类型 : SN/N/ST/T

能效等级 :2 级

零度Plus对开门冰箱——西门子家电

搁盘：采用可翻折设计，无需拆卸，即可折叠收纳。

瓶架：采用上下可调节设计，可自由手动调节高度，无需拆卸。

独立蛋架：拥有大容量储蛋空间，采用易抽拉设计。

独立纳鲜盒：拥有多个不同尺寸，可实现不同食材的分类储存。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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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520WUP9B

总容积 (L):520( 冷藏室 :350/ 冷冻室 :85/ 变温室 :85)

净尺寸 (mm):716×853×1915

耗电量 (kWh/24h):0.79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1 级

这款冰箱正面采用高档玻璃打造，质感晶莹剔透，大气时尚，同时

耐刮抗击，经久耐用。采用全景通背式面光源，照明范围广，确保冷

藏空间无死角，光源不发热，寿命长，便于用户日常使用。冰箱

拥有 18 个存储空间，其中冷藏室有 12 个存储空间、冷冻室及

变温室各有 3 个存储空间，可以有效实现食材分类存储，井

然有序。三系统制冷独立循环，保鲜好、制冷快，并可

有效避免食材串味。使用 LECO-PLUS 杀菌净味系统，

杀菌率达 99.9%，确保食材安全卫生。不只如

此，该款冰箱搭载双变温室，冷藏变温室可通

过正面显示屏直接调节；独立宽幅变温室可

从 -18℃～ 5℃随意调温，冷藏、零度

保鲜、软冷冻、冷冻四种使用需求皆

可实现。

520
智能冰箱

   —
—美菱

养鲜大咖冰箱

   —
—美菱

美菱 BCD-470WUPB 多门冰箱采用金棕色作为主色

调，色泽光亮，质地细腻。冷藏室设有双层三果蔬盒及变

温保鲜室，果蔬得以合理分类存储不串味，近两天准备食

用的肉类食材更可直接存放于保鲜室，无需解冻。采用美

菱自主研发呼吸增鲜技术，全冷藏空间平均湿度可以达到

88%，有效解决风冷冰箱食材风干问题，保证果蔬水润新

鲜。同时，-32℃极速冷冻锁鲜技术可迅速通过冰晶带，

极速冷冻食材，食材细胞不会破裂，避免营养流失。

型号 :BCD-470WUPB

总容积 (L):470( 冷藏室 :293/ 冷冻室 :177)

净尺寸 (mm):712×782×1810

耗电量 (kWh/24h):0.79

气候类型 :SN/N/ST/T

冷冻能力 (kg/24h):12

能效等级 :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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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 BCD-517WDGSU1 全开抽屉式冰

箱采用全空间、全分储设计理念，细分冷

藏空间为精控区、干区、湿区，细分冷冻

空间为独立冷冻抽屉；冷藏食材分干、鲜

类食材进行存储，冷冻食材可分为鱼肉、

生熟类食材存储。

该冰箱冷藏空间食材失水率 <10%，

食材 VC 含量损失≤ 15%，干区食品吸水

率< 0.2%；食材在精控区保证不失水，干

区不返潮，湿区不脱水；冷冻空间食材汁

液流失率 <5%。精致六门格局使冰箱实现

冷藏干湿分储，冷冻鱼肉分区、荤素分区、

冷冻生熟分区。这款产品采用四度保鲜科

技，冷藏室内置有感温探头，按需送风，

制冷快，温度波动小，食材更保鲜，更节能；

湿区可实现三档可调，果蔬不脱水，能有

效除乙烯。干区有效除异味，配备铝合金

复合材料及新型热管技术，导热系数为银

的 3.2 万倍，可快速冷冻、解冻；360 度主

动立体杀菌，杀菌率 99.9%，确保用户使

用过程中健康放心。

不只如此，该款冰箱制作工艺同样精

湛。全铝合金把手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抓

握舒适，外观时尚；三段精钢滑轨推拉顺畅，

承重力强；静音减震滑轮进一步确保用户

开关抽屉顺畅、无噪声；自动分层托盘确

保用户日常使用更方便。不只如此，该产

品特别为用户设置 27L 制冰室，采用全红

外自动制冰技术，在“速冰”功能下 70 分

钟制冰。

型号 :BCD-517WDGSU1

总容积 (L):517( 冷藏室 :187/ 冷冻室 :277/ 变温室 :26/ 制冰室：27)

净尺寸 (mm):830×669×1900

耗电量 (kWh/24h):0.88

冷冻能力 (kg/24h):14

能效等级 :1 级

全开抽屉式冰箱——海尔

全空间保鲜：精致六门格局确保冰箱能实现冷藏干湿分储、冷冻鱼肉分区、

冷冻荤素分区、冷冻生熟分区，确保食材原味、新鲜。

滑动自动开门：轻轻一滑，冷冻室下层抽屉自动弹开，冰箱开门方便、省力。

全自动红外制冰：制冰快、不串味、可拆卸作为独立冷冻室使用。T
I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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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553WTDGVBPI

总容积 (L):553( 冷藏室 :355/ 冷冻室 :99/ 变温室 :99)

净尺寸 (mm):912×700×1810

耗电量 (kWh/24h):0.87

冷冻能力 (kg/24h):12

能效等级 :1 级

海信十字对开门风冷无霜冰箱采用微米级玻璃镂刻工艺彩晶面板，

玻璃内侧采用精细纹理镂刻，时尚有质感，适合各种家居风格。采用

电脑智能控制，可轻松识别和调控冰箱各间室的温度，控温精准。

使用高性能变频压缩机和多频风机，可实现恒温养鲜、节能降噪、

以及深冷速冻等多重功能。全风冷制冷技术确保冰箱自动智

能除霜，解决用户除霜问题。此外，风道可实现 360°环

绕送风，采用独立三循环、三制冷设计，保持食材新

鲜的同时可有效解决冰箱易串味问题。值得一提

的是，冰箱冷藏室设有 DBD 净化养鲜卫士功能，

可实现保湿、除菌、除味功效三合一。相比

普通冰箱，果蔬贮藏周期可延长 20%，

整机除菌率大于 90%，异味分解率大

于 95%。

风冷无霜冰箱

     —
—海信

对开门冰箱

     —
—海信

海信 BCD-558WTDGVBPI 对开门冰箱以时尚流光金为主

色调，搭配彩晶面板，大气有质感，能与各种家居装修风格

完美融合。智能操控方面，采用海信 HiSmart 智能 4.0 系统，

用户根据使用需求，安装相关 APP 即可对冰箱实现远程调温、

食物管理、菜谱推荐、生鲜购物、售后等一些列便捷服务，

可轻松实现对冰箱的隔空操控。冰箱更设有 DBD 净化养鲜卫

士功能，可实现保湿、除菌、除味功效三合一。超宽幅变温

区间，可以作为冷冻室，冷藏室，也可以作为保鲜室，该款

冰箱使用矢量变频及双循环三制冷技术，节能省电的同时，

有效解决食材串味问题。

型号 :BCD-558WTDGVBPI

总容积 (L):558

净尺寸 (mm):910×695×1786

耗电量 (kWh/24h):0.91

冷冻能力 (kg/24h):12

能效等级 :1 级

十字对开门

智静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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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品道私厨系列多门冰箱外观时尚

大气，正面面板采用金属工艺打造，能融入

各类居室风格。冰蓝 LED显示屏浮于金属面

板之上，显示清晰，操作便捷，另产品优雅

悦目。嵌入式门把手采用一体式设计理念，

方便易拉的同时让冰箱整体外观和谐自然。

该款产品采用品式无霜三循环技术，

冷藏室、冷冻室、宽带变温室 3 个间室可

独立循环，提高制冷效率，实现精确控温。

3 个间室采用“品式”结构分区设计，让

每一部分空间都能实现独立的存储功能，

根据食物种类各司其职，精准储存。值得

一提的是，冷藏室内壁采用金属匀冷技术，

通过金属传导实现冰箱内部均匀制冷，高

效控制温度变化，并且可降低间室内温度

的波动幅度，保证冰箱内部温度恒定，即

使经常开关门，仍能保证内部制冷效果。

此外，宽带变温室采用可调节温区设计，

分为 4 挡——“冷藏、生态保鲜、干爽保

鲜、冷冻”，宽带变温室可在 2℃到 -18℃

～ -23℃温度范围内调节，食物色泽口感

良好的同时更能兼顾营养。

三星品道私厨多门冰箱融入人性化设

计理念，储存盒选用密闭设计结构，不仅

可解决冰箱串味问题，还能用来存储药物

等特殊食材。搁板采用两段式折叠结构，

调整方便，即使放置高大食材也不用担心。

精钢料理盘更可让用户实现从冰箱到烤箱

的多样使用需求，便捷贴心，方便用户日

常使用。

型号 : RF50K5981DP

总容积 (L):524( 冷藏室 :340/ 冷冻室 :92/ 变温室 :92)

净尺寸 (mm):795×745×1920

能效等级 :1 级

品道私厨多门冰箱——三星

金属工艺面板：能融入各种风格家居，质感即现。

品式无霜三循环：冷藏室、冷冻室、宽带变温室，3 个间室独立循环，提高

制冷效率，实现精确控温，保温保湿不串味，保持食物长久新鲜。

宽带变温室：冰箱右下方宽带变温室采用可调节温区设计，分为 4 挡——

冷藏、生态保鲜、干爽保鲜、冷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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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冰箱运用风冷技术，令零度生物保鲜室拥有更佳食

材保鲜效果的同时，有效解决冷冻室内壁结霜问题。采用零

度生物保鲜技术，保鲜室稳定控制在接近 0℃的温度状态，

搭配优化风道，保持肉类食材细腻口感的同时，令果蔬类食

材更鲜润、美味。该产品采用混合制冷系统，冷藏室采用直

冷加强制对流技术，可使冷藏室内各个角落都能保持温度均

匀，同时可以有效保湿防止食材风干，更好地保持食材新鲜度。

不仅如此，这款冰箱采用独立三循环技术，冷藏室、零度生

物保鲜室、冷冻室可实现独立循环。冷量分配更均匀、合理，

制冷速度更快，温控更加精确，同时各间室互不干扰，食材

不串味。

型号 :KM46FA95TI

总容积 (L):452( 冷藏室 :207/ 冷冻室 :149/ 零度生

物保鲜室 :96)

净尺寸 (mm):752×715×1911

耗电量 (kWh/24h):1.05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2 级

零度十字门冰箱

西门子家电

型号 :BCD-592WDBGI

总容积 (L):592( 冷藏室 :377/ 冷冻室 :215)

净尺寸 (mm):915×717×1802

耗电量 (kWh/24h):1.19

冷冻能力 (kg/24h):15

帝度 BCD-592WDBGI 对开门冰箱集帝度云保鲜和光合保鲜技术于一

身，食材保鲜得到双重保障。云保鲜技术通过铂金离子、银离子、铜

锌离子氧化物等触媒组成的陶瓷载体，可实现铂金离子杀菌、银

离子抗菌，同时铜锌离子氧化物等触媒可吸附异味，实现冰箱

杀菌、祛味、保鲜功能，消除异味率达 99%。光合保鲜技

术通过红光 + 蓝光产生高密度七彩光束，通过模拟太阳

光对果蔬进行光合作用，提高果蔬内部营养成分。此

外，该款冰箱还有诸多人性化设计，双互感智能

系统让冰箱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用户走近冰箱

1 米左右即可被感知，冰箱把手及显示屏灯

会自动亮起，即便是晚上使用也很方便。

大鲜对开门冰箱

   —
—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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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416WGPZV

总容积 (L):416( 冷藏室 :240/ 冷冻室 :135/ 变温室 :40)

净尺寸 (mm):713×731×1842

耗电量 (kWh/24h):0.95

冷冻能力 (kg/24h):9

能效等级 :1 级

这款美的冰箱面板采用钢化玻璃打造，耐冲击、抗划伤、易清洁。

高温丝印技术保证产品外观持久拥有靓丽色泽，搭配 LED 隐形智能显

示屏，高端、时尚。使用美的变频科技，冰箱不仅运行静音、经

久耐用，产品日常使用更加节能省电，24 小时耗电量仅为 0.95

度。冰箱内置多层出风口，冷气均匀分布，科学循环，可短

时间使食材由内到外均匀冻透，无霜的同时冷风不直吹，

有利于保持食材长久水润。此外，该冰箱采用五门三

温区结构，给食材精心呵护。

该款冰箱采用铂金净味技术，铂金粒子通过箱体内冷风

可强效吸附异味。果蔬盒上方设有变温保鲜室，通过三挡温

度调节方式，精控出风强弱，满足食材保鲜需求。i-AUTO 变

频技术可为冷藏室、冷冻室精细匹配冷量，减少温度波动，

为食材提供适宜保鲜温度。双层冷冻抽屉拉取轻松，12kg 大

冷冻力，充分满足用户使用需求。风冷无霜技术避免直吹导

致的食材风干，保证食材水润新鲜。不仅如此，用户可通过

手机远程调整冰箱温度和模式，食材管理方便，日常使用轻松。

型号 :BCD-320WGPZM

总容积 (L):320( 冷藏室 :185/ 冷冻室 :111/ 变温

室 :24)

净尺寸 (mm):613×673×1834

耗电量 (kWh/24h):0.95

冷冻能力 (kg/24h):12

能效等级 :2 级

五门三湿冰箱

   —
—美的

智慧生态冰箱

   —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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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405WDGQU1

总容积(L):405(冷藏室:235/冷冻室:127/全变温室:43)

净尺寸 (mm):700×675×1900

耗电量 (kWh/24h):0.68

冷冻能力 (kg/24h):12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1 级

海尔BCD-405WDGQU1星厨系列抽屉式冰箱采用精控干湿分储技术，

干货区拥有 43L 更大干储空间，采用微风道科技，相对湿度 45% 左

右；保湿区使用 ig-i f 原鲜控湿系统，根据不同果蔬等食材特点，

三档湿度可调，使用 HCS 生态膜，湿度保持在 90%左右。此外，

ABT 巡航杀菌技术可杀灭 99.9% 细菌，并分解有机污染物

为水和二氧化碳，杀菌防雾、清新内部空气。海尔专利

超导体料理盘，内层使用超导热管，导热系数为银的

3.2 万倍。单独使用可快速解冻、冷冻食材；放置

冷冻室使用，食材通过最大冰晶带速度是普通

冰箱速冻功能的 3 倍。值得一提的是，该产

品通过使用高效变频压缩机、变频离心

风机和精控微风道系统，更节能、更

静音。

该款冰箱采用香槟金色为主色调，彩晶面板质感通透。

铝合金把手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手指弯曲弧度，手

感更好。LED 显示屏与冰箱面板巧妙融为一体，触控灵敏，时

尚大气。采用直取直放的全开抽屉式设计，拿取食材更方便、

日常清洁更轻松。抽屉使用三段精钢滑轨，承重能力强，开

关顺畅平滑。干湿分储技术确保食材干区储藏不返潮，除乙烯，

延长保鲜时间；湿区储藏不脱水，低温触媒可除异味。运用

超导体料理盘及动态 ABT 杀菌技术，快速解冻、冷冻的同时，

杀菌净味，保证食材清洁。此外，该产品采用云智能管理技术，

用户通过手机智能远程操作，指尖轻触即可掌控冰箱状态。

型号 :BCD-325WDGFU1

总容积 (L):325( 冷藏室 :186/ 冷冻室 :118/ 变温

室 :21)

净尺寸 (mm):635×680×1770

耗电量 (kWh/24h):0.64

冷冻能力 (kg/24h):12

能效等级 :1 级

抽屉式冰箱

   —
—海尔

星厨系列

三门冰箱

   —
—海尔全开抽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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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直取直放全开抽屉式设计，轻松存取食材，避免因空间受限而造成

开关冰箱门不方便的。

分类存储：食材分类存储，精细管理。

精控微风道：冷藏室按需送风，制冷快、温度波动小、更保鲜、更节能。T
IP

S

海尔 BCD-345WDGFU1 全开抽屉式冰

箱采用欧式外观设计，大气稳重。全金属

背板搭配符合人体力学设计的精致铝把手，

可提供舒适细腻使用手感。LED 显示屏与冰

箱面板巧妙融为一体，触控灵敏，大方时尚。

该款冰箱拥有 595mm宽箱体、679mm

深度及 831mm 黄金腰线等设计，可完美融

入多种风格厨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这

款冰箱最大的特点是采用直取直放全开抽

屉式设计，相较于一般冰箱打开门再打开

抽屉存取食材的方式，海尔冰箱只需开抽

屉便可取出食材，避免因空间受限而造成

开关冰箱门不方便。抽屉与冰箱连接处运

用三节精钢滑轨，承重能力强，开关顺畅。

在食材保鲜方面，“精控微风道”技术

可确保冷藏室按需送风，制冷快、温度波

动小、食物更保鲜、更节能。“精控干湿分储”

技术可保证湿区果蔬不脱水，有效除乙烯，

保鲜更持久；同时，确保干区食材不返潮，

并能有效消除异味。此外，该款冰箱还采

用超导料理盘和动态 ABT 杀菌技术，确保

食材快速解冻、冷冻，营养不流失的同时，

通过 360 度主动立体杀菌，可杀菌、净味，

保证食材清洁卫生，杀菌率达到 99.9%，

有效呵护家人健康。

型号 :BCD-345WDGFU1

总容积 (L):345( 冷藏室 :193/ 冷冻室 :117/ 全变温室 :35)

净尺寸 (mm):635×680×1905

耗电量 (kWh/24h):0.66

冷冻能力 (kg/24h):12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1 级

全开抽屉式冰箱——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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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470WPQG

总容积 (L):470( 冷藏室 :264/ 冷冻室 :168/ 变温室 :38)

净尺寸 (mm):702.5×775×1860

耗电量 (kWh/24h):0.99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2 级

晶弘 BCD-470WPQG 冰箱使用弧形玻璃外观，可完美融入各类风格

家居环境之中。采用直开式抽屉设计，冷冻室轻轻一拉，抽屉即可

100%全开，用户使用不费力。此外，冰箱采用 90 度直角开门设计，

门体打开 90 度时，抽屉即可 100% 全开，无需预留开门空间。

光触媒抗菌技术有效去除异味及细菌，保持食材水润新鲜。

使用 VIP 真空绝热板，冰箱两侧内壁更薄，箱体内部有效

空间增加 17%，便于用户存入更多食材。冰箱内设有

美食 VIP 套间，独立控温可关闭，果蔬、0℃保鲜、

冰鲜三种模式一键设定，使用方便。

万宝中式十字四门 BCD-420WPC 风冷冰箱采用时尚无边

玻璃外观设计，冷藏空间拥有全景式照明，用户存取食物更

方便。采用深冷技术，食物放入储存后可迅速冷冻，搭配多

重变温及独立送风系统，保证食材营养不流失。此外，箱体

内空间可实现分区储存、独立送风，有效避免食材串味问题。

独立风冷三循环技术更可做到精确送风，冷量可有效送达箱

体内各个角落，让食材更新鲜。此外，该产品使用高效变频

节能压缩机，专有制冷核心科技可由里到外锁住冷量，食材

更保鲜、冰箱更节能。另外，这款冰箱拥有万宝第五代静虑

消声系统，可在 39 分贝以下安静运行。

型号 :BCD-420WPC

总容积 (L):420

净尺寸 (mm):782×690×1830

耗电量 (kWh/24h):1.06

气候类型 : SN/N/ST

冷冻能力 (kg/24h):5

能效等级 :2 级

法式对开门冰箱

   —
—晶弘

风冷冰箱

   —
—万宝中式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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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231WETG

总容积 (L):231( 冷藏室 :120/ 冷冻室 :73/ 变温室 :38)

净尺寸 (mm):555×616×1775

耗电量 (kWh/24h):0.7

气候类型 :SN/N/ST

能效等级 :2 级

晶弘风冷无霜三门冰箱拥有62cm纤薄机身，可一体化嵌入橱柜之中，

满足用户一体化厨房布局需求。采用风冷无霜技术，冰箱四季不结霜，

免除用户除霜烦恼。冷冻室右下角采用密封导风槽设计，促进冷

风循环。使用 LTC-S 抗菌净味及离子长效净味双重抗菌技术，

LTC-S 抗菌净味技术，抗菌率达 99%，除异味率达 95%；

离子长效净味技术，抗菌率达 98%，除异味率达 98%。

此外，该款产品拥有新鲜第三门设计，变温室温度可

在 5℃～ -15℃范围内随意调节，保证食物色泽口

感良好的同时更能兼顾营养。

云米冰箱采用双 360°均温风冷系统，保证冰箱内温度

波动在 1℃以内，配合矢量变频动态制冷技术，省电、制冷效

果好。同时，该产品设置了独立智能变温室，-18℃～ 8℃范

围内，温度可随意调节。针对最让人头痛的冰箱细菌滋生问

题，云米设计可更换草本杀菌除味滤芯，该滤芯萃取多种天

然草本活性因子，能够有效抑制异味，杀菌钝酶，杀菌率达

99.99%。不只如此，云米在箱体内 3个温区都放有一枚滤芯，

更换便捷，长效保鲜。值得一提的是，云米冰箱还是一台可

以聊天的冰箱，植入 vioBrain 人工智能系统，结合 10.1 英寸

大屏幕，用户可以听音乐、看剧、看菜谱、打电话，此外用

户还能在这款屏幕上完成一键购物。

型号 :BCD-268WMBA

总容积 (L):268( 冷藏室 :146/ 冷冻室 :81/ 变温室 :41)

净尺寸 (mm):600×690×1895

耗电量 (kWh/24h):0.59

冷冻能力 (kg/24h):6

气候类型 :SN/N/ST/T

能效等级 :1 级

三门冰箱

   —
—晶弘

三门冰箱

   —
—云米互联网智能

风冷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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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CD-388WDEC

总容积 (L):388( 冷藏室 :258/ 冷冻室 :130)

净尺寸 (mm):710×716×1802

耗电量 (kWh/24h):1.04

冷冻能力 (kg/24h):8

能效等级 :2 级

华日法式四门冰箱使用时尚圆弧门体设计，造型优美时尚。拥有悦

动金、悦动咖等多种颜色可供用户选择。采用高端宽体多门造型，集

变频无霜、纳米银离子保鲜等技术于一身。冷藏室植入纳米二氧

化钛银离子抗菌保鲜模块，能更好地除臭和抗菌，为用户带来

安全、新鲜保护。不仅如此，这款华日冰箱采用正弦波矢量

变频压缩机，节能耐用。

华日 BCD-252WKED 智能三门冰箱集变频无霜、宽带变

温、纳米银离子保鲜等技术于一身。中间变温室可以实现冷藏、

0℃、保鲜、冷冻多重温度设定等功能。冷藏室植入纳米二氧

化钛银离子抗菌保鲜模块，能更好的除臭和抗菌，为用户带

来安全新保护。同时，这款华日冰箱采用正弦波矢量变频压

缩机，不仅耐用，更加节能。此外，该款产品采用时尚圆弧

门体设计，与银色箱体搭配，冰箱外形优美、时尚。

型号 :BCD-252WKED

总容积 (L):252( 冷藏室 :137/ 冷冻室 :79/ 变温室 :36)

净尺寸 (mm):590×650×1818

耗电量 (kWh/24h):0.59

冷冻能力 (kg/24h):7

能效等级 :1 级

法式四门冰箱

   —
—华日

智能三门冰箱

   —
—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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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辛辣味

洋葱及葱蒜等辛香料直接切，辛辣味会让人流泪，不妨先放进冰箱冷

冻室 1h，待其中辛辣物质较为稳定后再切，就不会被熏得流眼泪。

淡化苦瓜味

苦瓜有清火的作用，但有人吃不惯它的苦味，把苦瓜放到冰箱里一段

时间后再取出食用，苦味就会淡很多。

受潮饼干变酥脆

饼干受潮，吃起来不再香脆，但尚未超过保存期限丢了可惜，可将饼

干放入冰箱冷冻室约 24h，然后将饼干取出，用手指轻轻一压，饼干就

都碎掉了，吃起来口感也能恢复原来的酥脆。

蜡烛不滴蜡

使用蜡烛前 4h，先将蜡烛放在冰箱冷冻室中。冰冷的蜡烛点火后，会

烧得比较慢、比较久，而且不容易滴蜡。

香烟茶叶不失香味

将香烟、茶叶密封放在冷藏室，可长久不失香味。此外将咖啡放在冷

藏室中就不会结块了。

豆类易于煮烂

以绿豆为例，如果没有经过浸泡很难煮烂，可先将绿豆在适量水里煮开，

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 2h 左右，之后再将锅放在火上加热，水与绿豆

受热程度不同，温度变化会让绿豆较快煮烂。

切蛋黄不易碎

刚煮好的白煮蛋或茶叶蛋用刀一切蛋黄就碎了，可先放入冰箱冷藏保

存 1h，待蛋黄稍冷固后再切，蛋的切口平整，蛋黄也不会碎。

肥皂变硬

将软化的肥皂置于冰箱冷藏室内，可使其变硬。

炒米饭更美味

做好的米饭放凉后放入冷冻室，冻 2h 后再拿出来炒，炒好的米饭粒粒

分开，并且每粒都会很有嚼劲。

去除口香糖

口香糖不小心粘在物品上时，可以将物品放入冰箱冷冻室里，约 1h 后，

口香糖会变得脆硬，此时将物品取出，并轻轻用指甲刮就能将口香糖

剥离。

冰箱另类用途盘点

在人们印象中，

冰箱的功能就是

冷藏或冷冻，保鲜食物。

不过，

不只如此，

冰箱其实还有

很多神奇的用途，

超级实用。

一起来看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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