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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冰箱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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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协会、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

限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浙江

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东芝家用电器制造（南海）有限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制冷压缩机集团有限公司、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雷、李晓峰、费斌、龙云雨、魏邦福、任伟、鲍雨锋、舒少仁、

刘兆雷、杨常坤、刘秋根、杨宝珍、王自贤、蔡移、刘志成、刘刚、朱谷昌、朱金江、朱建

超、万春晖、邵光达、满明强、蔡训儒、金阳云、张朋格、方伟涛、刘飞、彭毅、罗锦龙、

唐鲁彦、杨承志、夏建军、巫竹平、夏秋凉、刘启星。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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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十多年来，冰箱产品在国内陆路运输和海运运输中，都存在着卧放运输的需求，电冰

箱的卧放运输能够提升运输效率和优化运输成本。陆路运输中，由于大中城市道路限高、限

行，大多数短途配送都采用小型厢式货车或面包车，使冰箱需要卧放运输；长途车载运输中，

为遵守国家出台的车辆超限政策，一部分冰箱在长途车载运输也需要卧放。在海运运输中，

冰箱通常采用在集装高箱中卧放一层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装箱量，使得平均单台运输成本约

降低了24%。 

在此背景下，为保障运输过程中的产品质量、驱动产业技术升级、顺应冰箱及物流行业

的切实需求，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冰箱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7月组建了《电冰箱卧放运输特

殊要求》标准工作组，标准组各成员在近一年半的时间中积极开展了多轮的讨论、验证、意

见征求，最终形成了本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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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卧放运输特殊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冰箱卧放运输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运输标识和装卸操作规程。相对

于电冰箱通常的竖直放置，电冰箱的卧放是指将电冰箱水平放置。 

本标准适用于可卧放运输的电冰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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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用要求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GB/T 8059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GB 1960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 

GB/T 22939.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 电冰箱的特殊要求 

ASTM D 4169  船运集装箱和设备的性能试验规程（Standard Practice for  

Performance Testing of Shipping Containers and Systems） 

ASTM D 4728  船输集装箱随机振动检测的标准试验方法（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Random Vibration Testing of Shipping Containers） 

3  术语和定义 

GB/T 805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产品可卧放状态要求 

为实现电冰箱卧放运输，应首先明确产品的可卧放状态： 

a) 可卧放面：根据产品结构、性能特性，确定产品可卧放面（背面卧、侧面卧）； 

b) 卧放层数：根据产品尺寸，运输车辆高度，限高政策等因素确定产品卧放层数。 

4.2  产品卧放可靠性要求 

生产者应基于产品的可卧放状态并依据本标准的第5章设计并开展卧放验证试验，验证

产品是否能满足各验证项目的可靠性要求。 

4.3  产品外包装卧放信息标识及提示语要求 

为便于工厂、物流、经销商等储运环节操作人员识别，生产者应依照本标准附录A要求，

在产品外包装上印刷含有可卧放面、非卧放面、可卧放层数、使用前处置要求等方面的信息。 

4.4  产品卧放运输装卸操作要求 

为确保运输环节冰箱卧放装卸的操作安全、规范，工厂、物流、经销商等储运环节应依

照本标准附录B进行各项装卸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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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试验 

5.1  试验目的 

对集装箱、卡车、小型配送车辆运输的冰箱产品包装件，可能发生的运输摆放方式进行

综合模拟测试，评估冰箱产品及包装件在非正常运输摆放方式下防护的可靠性。 

5.2  试验设备 

包装跌落试验机、夹抱车、振动试验台、斜面冲击试验台、支撑垫块，电气安全性能检

测仪器等。 

5.3  试验样品 

试验样机应按照出厂规定进行包装。 

5.4  测试程序及方法 

试验按照表1项目顺序进行测试。 

表1 试验程序及方法 

试验

顺序 

试验 

类型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温湿度 

预处理 
温湿度预处理  温湿度试验 

样 品 应 在 温 度 32 ℃

±2℃，湿度 85%±5%的气

候条件下放置 24h。宜在

15min 内进行下项试验。   

2  冲击  旋转跌落试验 

  旋转棱跌落（高度距地面 230mm）产品

卧放面的底面楞进行。跌落次数 1次。 

 

支撑垫块：高度和宽度 90mm‐100mm，长

度应比被垫起的包装件测试棱长 200mm。

依据可卧放状态将可卧

放面底部楞放置在支撑

块上，抬起顶部楞至测试

高度，释放楞。 

3  振动  随机振动试验 

包装件振动轴向/方向数量 2（根据实际运

输情况选择）。宜采用以下方式：1、单层

卧放；2、两层卧放；3、立一层卧一层；

可根据公路运输限高高度，选择卧放层数。

试验方法：参照  ASTM D 

4169和 ASTM D 4728 进

行。试验参数：Grms 0.52

（加速度均方根）。样机

状态：依据可卧放状态仰

卧或侧卧。试验时间：每

个轴向≥1.5h。 

 

  

顶部 底部 

振动台 振动台 振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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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程序及方法（续） 

试验

顺序 

试验

类型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4 
搬运 

性能   
夹持试验 

夹持力：大于 8kN，上限 10kN 

施加 15s 以上但不超过 1min 

产品包装有夹持标志的，

按夹持标志方向进行夹持

试验；夹持时夹板距地面

10cm。 

用夹持设备对样品的两侧

（冰箱上部和下部两个位

置各一次），每个方向夹

持两次，共夹持 4次。 

5 冲击 跌落试验 

跌落高度 20cm。 

 

应采用跌落试验机进行试

验，依据可卧放状态跌落

至可卧放面。 

跌落高度：20cm； 

跌落次数：2次。 

6 冲击 斜面冲击 

卧放冲击速度 1.5m/s，冲击一个 2/4 侧面、5

前面、1顶面，每面冲击 1次。 

 

调整斜面冲击小车速度，

将包装件卧放在冲击台面

上，调整被测端面对准冲

击台面竖板，调整小车至

规定位置，释放小车。冲

击后，将包装件重新调整

到规定位置，进行下一次

冲击。 

7 冲击 翻滚试验 选做。 

样品卧放于地面，推动样

品绕四边楞翻转，对每个

面进行倾翻冲击试验。 

8 
搬运

性能  

卧放踩踏

试验 
侧卧或仰卧。使用踩踏模拟设备或 75kg 人。 

使用踩踏模拟设备或75kg

人，对包装件上部（卧放

面对立面）周边及中间位

置进行踩踏。 

 

5.5  试验记录及要求 

5.5.1  试验记录 

测试报告应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a) 对产品及包装的精确描述：尺寸、重量和规格； 

b) 被测试机器数量及他们在试验中的测试方法、测试参数等； 

c) 测试程序中的偏差； 

d) 测试日期及地点； 

第 1次 第2次 

10cm 

地板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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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试验操作人员； 

f) 试验后的结果记录。 

5.5.2  试验要求 

试验结果应满足表2规定。 

表 2 检查项目及要求 

序

号 
检查部位  检查项目 

符合情况

（√、×） 
现象描述

1 

包装箱 

产品名称、型号正确。     

2  包装结构完整、内部缓冲件无外露、脱落。     

3  打包带无明显松动、脱落、断裂不良。     

4  包装方式     

5 

门体 

门体开关顺滑流畅,不可有较大的阻尼或伴有异常声。     

6  门封条无因受挤压出现明显绞边变形现象。     

7  瓶座、显示板等固定正常，瓶座无开裂破损等现象。     

8  侧板 侧板外观无划伤，磕碰，变形，掉漆等。     

9 

后背 

对于后背有冷凝器的，冷凝器固定牢固。     

10  压机盖板螺丝固定牢固无歪斜、滑丝，压机盖板无明显变形。    

11  后背应无明显异常闪缝、不平现象。     

12 
后背电控盒固定牢靠，无闪缝。电控板固定牢靠，无元器件

松弛或脱落。 

   

13 
顶面 

顶面不能出现开裂、变形等现象。     

14  上铰链盒安装到位，不允许出边。     

15 

铰链 

门开启最大角度时，果菜盒等可拆卸部件能方便拿出。    

16 
门铰链螺钉固定到位，无松动，无滑丝，铰链无出边，开关

无异音。 

  

17 
对于门铰链内带有导线的，不允许出现导线磨损、断裂、拉

伸变形等现象。 

  

18 

内部器件 

内胆无变形、挤伤、破损等现象。    

19  抽屉、搁物架、果菜盒固定牢靠，无开裂现象。    

20  温控器、灯罩等固定正常，无脱落，异常闪缝等现象。    

21 

压机及风

扇 

压机仓化霜接水盘应安装到位，牢固。    

22  压机固定牢靠。    

23  风机安装牢固、固定螺丝无松动。     

24  风扇无开裂，变形等现象。     

25  风扇旋转自如，不能碰到内部线路。     

26  压机底板无明显变形且不能刮伤用户地板。     

24  风扇无开裂，变形等现象。     

25  风扇旋转自如，不能碰到内部线路。     

26  压机底板无明显变形且不能刮伤用户地板。     

27  抽屉 抽屉开关顺畅，两侧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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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检查项目及要求（续） 

序

号 
检查部位 检查项目 

符 合 情 况

（√、×） 

现象描述 

28  通电运转 样机通电后显示正常，制冷正常，风扇旋转正常。     

29 

电气安全 

外部紧固螺钉是否松动、脱落。   

30  接地螺母是否松动、脱落。   

31  通电正常运行。   

32  电磁阀是否松动、脱落。   

33 
控制电源盒是否有损伤，电源接线盒的固定是否松动、脱落，

内部电源板是否松动、脱落、损坏。 

  

34  冷藏室灯罩是否牢固，紧固螺钉是否松动、脱落。   

35 
蒸发器、风扇电机是否松动、脱落，风扇电机支架是否有裂

痕、断裂。 

  

36 
泄露电流、耐压、接地电阻测试要满足 GB 4706.1、GB 4706.13

规定要求。 

  

37 

功能 

噪音依据 GB/T 8059 测试,结果要满足 GB 19606 规定值。   

38  冰箱是否制冷，有无泄漏现象。   

39  按键操作不允许出现松动、脱落现象。   

40  压缩机固定牢靠，启动正常。   

41  门锁正常。   

42 

外观及附

件 

平衡度，把冰箱放在水平地面上，旋调节脚，冰箱能平稳放

置，无倾斜。 

  

43  搁架或搁架支撑物是否有损伤、脱落。   

44  瓶框是否有损伤、脱落。   

45  上下门测试后不应出现明显偏斜。   

46  门体开关顺滑流畅，不可有较大的阻尼或伴有异常声。   

47  门铰链盖与箱体离缝不得过大。   

48  门铰链（上、中、下）有无变形。   

49  底板变形量不得过大。   

50  外观有无变形，开裂现象。   

51 
包装箱不得破损，包装侧条不得断裂；包装箱印刷字迹摩擦

变形和被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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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要求 

A.1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及提示语印刷位置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及提示语应印刷在产品包装件的可卧放面及非可卧放面共四面上，

即按照图A.1正常竖直运输状态放置下的5前面、6后面、4左侧面、2右侧面的显著位置上。 

 

图A.1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及提示语印刷位置示意图 

 

A.2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及提示语 

表 A.1  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图形符号及提示语 

标志

名称 
图形符号 标志 含义 

冰箱

卧放 

运输 

标识 

 

 

表示包装先竖直立

放，顶部卧放 1层

或 2层，可根据实

际情况定义卧放层

数 

 

厂家应根据各自情况定义

具体的竖放时间 

表明可卧放面及操

作安全提示 

  

非卧放面提示 此面禁止朝下卧放 此面禁止朝下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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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电冰箱卧放运输标识尺寸及颜色 

A.3.1 标识尺寸 

卧放标识外框尺寸50mm×200mm。如果包装尺寸过大或过小，应等比例放大或缩小。标

识高度不应小于30mm。 

A.3.2 标识颜色 

标识颜色应为黑色等，除非另有规定，一般应避免采用红色、橙色或黄色，以避免同危

险物品标识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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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电冰箱卧放运输装卸操作规程 

B.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可卧放运输的电冰箱产品在长途车载运输及仓库存储中的装卸操作。集装

箱、小型厢式货车等条件下的装卸操作可视情参考本附录中的相关内容。 

B.2 设计码放方案 

可卧放电冰箱的码放方案需要根据配货情况、产品包装尺寸、可卧放层数、车量或仓库

限高、预留装卸空间等因素综合考虑。 

尤其要注意车辆或场地局部发生尺寸变化的情况。 

示例：如图B.2中的车辆高板部位，应视情采用仅立放+卧放各一层、仅立放一层、仅卧放二层等方案。 

 

图 B.2 

B.3 夹抱 

在具备旋转夹抱车的情况下，应按照图 B.3 将冰箱夹抱并按可卧放面卧放后放上货车。 

在不具备旋转夹抱车的情况下，应由两位操作工将冰箱按可卧放面卧放后，再用夹抱车

将产品放到货车上。 

 

图 B.3 

B.4 单层或双层装货 

应根据外包装指示卧放标识和提示语的指引将冰箱卧放，依照图B.4 中的数字顺序，逐

层码放冰箱。 

高板部位 



T/CHEAA 0006—2019 

9 
 

 

 

图 B.4 

注：应先码放两边，再码放中间，从低到高。 

B.5 多排装货顺序  

应依照图B.5 逐排逐层的顺序码放冰箱,直至结束。货堆尾部应留出足够的空间用于中

转库卸货。 

 

图 B.5 

 

B.6 铺保护纸板 

应按照图B.6 在车尾部从后向前依次在最上层铺垫纸板，不应在无保护的情况下踩踏。

操作人员应佩带安全带，操作工应只能落脚于冰箱两个侧面上有护角防护的位置。 

第一层码放 第一层中间码放 

第二层码放 第二层两边码放  第二层中间码放 

2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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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B.7 卸货 

应按照图B.7 的数字顺序从小到大依次卸下卧放冰箱，即依照先中间后两边，先高后低

的顺序逐排逐层卸下所有卧放冰箱。 

注：卸货是装货的逆向过程。 

 

 

 
图 B.7 

—————————————— 

上层卸货

下层卸货  多排卸货

抬起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