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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科技飞速发展，
就让我们从一台冰箱开始

翻开这本 2021 年版《乐享家电·帮你选台好冰箱》，你

知道吗？这已经是《电器》杂志社连续第 13 年在冰箱销售旺

季来临之时，将当年新上市的各品牌主推冰箱产品相关信息

集结成册，为消费者选购冰箱提供直观、客观的第一手参考

材料。

13 年来，每年一次梳理冰箱新品都会让人感慨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仔细体会着冰箱制造令人惊喜的每一

次创新突破——变频技术普及、高效压缩机推广应用、不断

优化制冷系统、采用全新的发泡材料、安装优质门封，冰箱

能效水平得以显著提升；通过对冰箱内部各温室温度、湿度、

氧气含量的精准调控，得到 0℃生物保鲜、微冻、深冷智冻、

锁水保鲜、干湿分储、真空保鲜、控氧保鲜等技术理念的加

持，冰箱的保鲜效果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健康是永恒话题，

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后，健康成了人们关注的

头等大事，后疫情时代，冰箱正在掌握更多关于抗菌、除菌

的新技能；此外，智能化浪潮下，冰箱增加了更多与使用者、

食材、互联网、家中其他电器，甚至是超市、健康机构“对

话交流”的能力。

从 2021 年新上市的冰箱新品不难看出，海尔、卡萨帝、

博世、西门子、美的、万宝、海信、美菱、康佳、新飞等主

流冰箱品牌未曾停下创新突破的脚步，围绕大容量、超薄、

高颜值、个性化、AI 操控、嵌入一体式、家居场景化等直接

提升用户体验的关键点，集中输出自己的最新技术成果。

为了更好地对接消费需求，在围绕保鲜、营养、杀菌、净

味等核心性能指标不断寻求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赋予冰箱

更多的艺术气息、健康功能，以及关于智能应用场景的各

种设想，成了各个冰箱品牌努力探索的方向。

与此同时，消费需求的个性化、细分化也给冰箱制

造的突破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竞技场，比如给母亲和宝

宝打造专属存储空间的母婴冰箱、为爱美人士收纳高档护

肤品的化妆品冰箱、满足成功人士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冰吧

和酒柜，都在 2021 年有亮眼的新品上市销售。

一次次蜕变，可以说，冰箱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

业进步的缩影。好冰箱不断融入新技术、新理念，我们当

然有理由相信，冰箱会变得更强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它，是“管家”也是“伙伴”。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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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家人健康的冰箱怎么选？

首先，食物新鲜我们才能吃得健康。

在冰箱存储了一段时间的食物，我们可

以通过测量食材失重率、饱满度、VC

变化率、汁液损失率、营养留存度等细

微变化来判断食物的新鲜程度，进而判断冰箱的

保鲜能力。为了留住食物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主

流冰箱品牌不断提升制冷系统对冰箱内部环境温

度、湿度调节的精细程度，精准匹配不同种类食

物的保鲜要求。同时，过高的氧浓度也会加速食

材腐败，为此，一些冰箱还增加了控氧、抽真空

的储藏空间，进一步呵护那些“娇气”的食材。

市场上热销冰箱所采用的保鲜技术手段有很

多，这里做简单总结介绍。

MSA控氧保鲜——通过氮氧分离，降低储鲜

空间内的氧含量来达到减缓食材氧化的目的。

干湿分储——通过控湿技术和整体密封结构

设计，实现干区湿度维持在 45% 左右，适合干

货存储，湿区湿度保持在 90% 左右，给果蔬提

供适宜的高湿存储环境。

真空保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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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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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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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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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深冷智冻技术——可极速锁鲜，使食

材营养留存率提升 23.20%，解决传统冰箱制冷

慢、制冷深度不够等消费痛点，帮助食材迅速通

过冰晶带，实现细胞不破损，锁住营养。

金属匀冷技术——借助冷藏及冷冻室的金属

匀冷背板，达到持续均匀释放冷力，减少冰箱内

温度波动的目的。

-3℃微冻技术——当需要食用肉类的时候直

接取出而不需要解冻，避免了在解冻过程中流失

含有营养的水分，解决传统冷冻肉类营养流失和

口感不佳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侵扰之下，大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健康，冰箱负责

储存食物，利用低温来抑制细菌繁殖和酶的活性达到保鲜效果，其工作性质和家

人的饮食健康息息相关。什么样的冰箱更能呵护家人健康？选购冰箱之前，让我

们先来一起深入了解一番。

怎样才算健康？

我们可以从保鲜效果和健康功能两个方面对冰箱

进行综合考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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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是个存储食物的大容器，如果

能够做到材料安全、具备净味杀菌功能，

并结合时下流行的智能科技给我们提出

一些科学营养合理搭配的膳食建议，那

么，这台冰箱的健康特质就十分鲜明了。

健康功能的加持，让我们在享受冰箱提供的

“服务”时更安心。

杀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在冰

箱内最容易检测出的细菌，这些细菌容易引起人

肠道疾病，具备杀菌功能的冰箱对大肠杆菌等杀

菌率在 99.99%以上。

防霉——冰箱具有 0 级（最高级）抗霉菌性

能。

除味——冰箱内各种微生物滋生，也很容易

导致食物变质，产生各种异味，如三甲胺（鱼腥

味），硫化氢（腥臭味）等，除味功能可以扫除

冰箱内异味困扰。

材料安全性——冰箱内部很多部件都会与

食物发生实际接触，材料安全很重要，冰箱塑料

件有害物质溶出物的限量及挥发性有机物必须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目前，一些冰箱品牌尝试采用

304 不锈钢制成冰箱内胆，抗菌材料制成冰箱隔

板、抽屉，食品可接触安全认证材质打造冰箱内

部的母婴专属空间，购买冰箱时可以根据自身具

体需求多加关注。

食材管理——借助智能传感技术，冰箱可以

进行日常食材管理，具备过期提醒、健康菜谱推

荐等功能。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冰箱市场上开始有更多产

品在以“抗菌”、“除菌”功能为卖点进行宣传推广，

有了抗菌这个附加功能。抗菌冰箱保鲜效果更好，

也给家人健康更多一份保障。但在具体购买冰箱的

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国家对这类冰箱的效果和性

能是有具体要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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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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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冰箱，才是抗菌

冰箱，一定要确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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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门“更衣”

新鲜的蔬菜、水果买回家，去掉塑料袋、外包装，换用自家食品级保鲜袋分装，然后密封。

记住两个分装原则：蔬菜、水果要分开——因为有些水果会释放乙烯类的催熟剂，混放会

缩短蔬菜的保质期，造成变质；按顿分装——因为大包蔬菜反复打开，容易造成污染，按

一顿的量分装，一顿一袋，方便又安全。

防疫期间，冰箱就该这样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家里冰箱的使用率大大提升，各种囤回来的食材塞满

冰箱。但是，使用冰箱，你做得都对吗？健康最重要！冰箱到底怎么用才安全？哪

些环节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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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分房”

按食物存放时间、温度要求，根据冰箱内部容积分区情况，合理利用

箱内空间分类放置。冷藏室里，冷风从上至下，形成自然对流循环。虽然

冰箱可以达到基本的温度均衡，但制冷速度最快的还是上层，并且，越靠后、

越靠近蒸发器，冷却速度也就越快。

3  定期“洗澡”

定期对冰箱进行清洗、消毒十分重要，建议大家最好能做到对家里的

冰箱每月进行一次清洁和消毒。

冰箱消毒步骤

第一步：清洁隔板。冰箱断电，取出隔板。用温水兑一些洗洁精，擦

拭清洁隔板，冲洗后沥干放回。

第二步：消毒门封条。门封条是冰箱污染的“重灾区”，清洁消毒也需

要多费心。把门封条取下，如有可见的发霉、发黑，可以用牙膏擦洗，让

牙膏里的黏膜剂帮助去掉污物。洗净后清水冲洗。用浓度 1：99 的含氯消

毒剂浸泡 20 分钟，沥干后装回。

第三步：内部消毒。冰箱内部不建议使用含氯消毒液擦洗，因为含氯

消毒液气味重、且有一定腐蚀性，容易造成化学残留，对食品安全不利，

最好用 75%的医用酒精喷洒或擦拭，作用时间 10 ～ 20 分钟。

第四步：擦拭外壁。冰箱内壁清洁后将门敞开，在自然风干的过程中

清洁冰箱外壁，特别注意通风栅要用吸尘器或软毛刷清理干净。

第五步：接插电源重新启动。内外全部清理过的冰箱静置晾干，散去

异味。放回隔板、置物架、抽屉等部件，关闭冰箱门，接插电源，待冰箱

内部温度降低到设置温度，重新启用。

冷藏室存储空间分配原则

格局 分区 储藏食物种类

上区 熟食区 直接食用的食物（剩饭剩菜等）

中区 成品区 有包装的食物

下区 生鲜区 新鲜蔬果蛋肉

冰箱门 饮料、调料区 带包装的饮料、酱料、调味料等

冷冻室存储空间分配原则

格局 储藏食物种类

上区 直接食用的食物（冰淇淋等）

中区 有包装的速冻食物

下区 冷冻肉类（有条件的还可另置一层）

特别提示：

冰箱不是“保险箱”，冷藏或冷冻条件只能减

慢细菌的生长速度，部分微生物仍能在这种条件下

生长。因此食物放入冰箱并非“一劳永逸”，应定

期检查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腐败迹象要立即清除，

避免污染其他食物。不要将冰箱塞得太满，保证冷

空气有足够的循环空间以达到最佳制冷效果。切忌

生熟食物混放，有效利用保鲜袋或保鲜盒将食物分

别包装存放，熟食在上、生食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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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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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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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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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让冰箱更出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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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冰箱九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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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几个方面进一步划分。搞懂一些常见专业术语很有必要，学会透过专业术语判断

电冰箱综合素质是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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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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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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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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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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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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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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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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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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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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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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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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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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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佳品质生活标识
助您认准真材实料好冰箱

一台优质的冰箱不仅要有美观、大方的外在，更应该具备高效保鲜、节能环保、

低噪静音的深厚内涵。让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认识它，压缩机、冷凝器、毛细管、蒸发器，

这些都是冰箱最重要的组成部件，通过制冷剂在它们之间不断地循环，就实现了冰

箱内的制冷过程。

冰箱里结构最为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部件非压缩机莫属，它直接决定着

一款冰箱的“冷酷”程度，当然还有能耗以及噪声等诸多方面。通常，高性能冰箱

压缩机会选用优质铜材作为管线，这是因为铜材具有高导电、导热性能以及超强的

稳定性，能够达到安全、高效的运行效果，并且有效控制噪声。同时，铜还是可百

分百回收的环保材料，符合当下绿色、低碳的发展潮流。

不仅是压缩机，使用铜材对于冰箱其他部件品质的提升也十分明显。铜具

有良好的强度与韧性，且耐腐蚀，因此，全铜管路在防断裂、防锈蚀、防渗漏

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经得起制冷剂、外部液体的长期侵蚀，即使长期处于高温、

高压下状态也不会破裂，有效防止内漏发生，确保冰箱的稳定运行。

什么是铜佳品质生活？它与我们选购冰箱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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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具有天然的抑菌性，经权威机构检测，铜

能够在两小时内杀灭其表面超过 99.9%的特定细

菌。可见，全铜蒸发器不仅耐用、高效，还具备

抗菌的优势，减少接触面的“二次污染”，呵护全

家健康。

风冷冰箱中的风扇也不容小觑，它能够促

进冰箱内冷气流动，提升制冷速度，使冷气散布

更加均衡，确保冷冻室内壁不结冰，为您省去除

霜的烦恼。如果应用了全铜线电机风扇，那么这

款冰箱无论在耐用、节能还是静音方面，表现都

将更加出色。

不只冰箱，同样为我们带来新鲜与凉爽的冷

柜也是如此。冷柜常常置身阳台甚至室外，使用

环境更为复杂，更需要选用优质材料保证其长时

间稳定运行。一款优质的冷柜通常会选用全铜管

蒸发器，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冷柜的整体性能，还

能从容应对复杂环境，延长使用寿命，为用户带

来更优质的使用体验。

为了使消费者能够在选购时简单、明确地辨别使用

了铜材的优质产品，国际铜业协会 ( 中国 ) 率先在家电

及家居行业内推出“铜佳品质生活”标识，它以最简单、

鲜明的方式张贴在产品上，帮助您轻松识别用铜的家电、

家居产品。

您还可以扫描新版能效标识二维码，查看这款家电的

核心零部件是否使用了铜材以及使用铜材对产品性能的提

升。同时，铜佳标识链接的信息平台还会展示该型号产品

获得的“国际铜业协会标识授权证书”和“第三方权威检

测机构 TUV 的材质检测报告”，极具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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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无霜
有效容积（L）

BCD-500W

冷冻

冷藏

电冰箱

1 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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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电冰箱不允许上市销售，图中所示，

冰箱能效等级为 1级。

2 生产者名称、型号

生产企业名称容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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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冷藏室容积、冷冻室容积

冰箱能容纳多少食物，容积越大，

储存食物越多。此外，可关注各温室容

积，根据自家实际需求做出选择。

中国能效标识解读
能效标识是粘贴在用能产品上的一种标签，突出表明该产品能源消耗量的大小

和能效等级。目前，市场上电冰箱能效标识根据新版《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

能源效率等级》标准 GB12021.2-2015 规范使用。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该新版标准

正式实施。能效标识内涵丰富，消费者读懂这张小纸片，就能帮您选到称心如意的

冰箱。

1

2

3

4

5

4 二维码

能效标识增加了二维码扫描区，在

品牌商系统对接能效平台的基础上，消

费者只要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

检索产品能效信息之外，直接进行品牌

售后服务、客服咨询、商品购买等在线

操作。

5 综合耗电量

这个数值标注该型号电冰箱在标

准规定测试条件下 24 小时的耗电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耗电量越低越好，

消费者还要结合电冰箱容积、冷冻能力、

功能设置等综合条件，根据自家实际需

求和承受能力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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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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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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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配装高效或变频压缩机，降低冰箱整机能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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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环保技术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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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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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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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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不惑  精彩人生和谐伸展
——鉴赏家系列卡萨帝F＋冰箱BCD-520WLCFPAFV5U1体验

四十不惑。回想毕业时不顾家人反对，

和女朋友艰苦创办公司的那些日子，仿佛

就在昨天。一路芳华，当年的女朋友成了

我的妻，我们共同创办的公司稳步发展。

孩子活泼懂事，老人身体健康，我是何其

幸运，在这个年纪拥有了幸福的一切。

不惑之年，我们重新规划生活，兼

顾事业的同时要把更多时间和精力归于家

庭。我们买了一处大房子，要过三世同堂

的日子，厨房装修选择半开放式，和就餐

区、客厅打通，整体设计，这里将成为我

们一家分享美食，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主

要场所。为了让我家的品质生活再上一个

台阶， “大件”家电的选择成了关键，这一

次，我和妻不约而同地看上了卡萨帝 F ＋

冰箱 BCD-520WLCFPAFV5U1。

卡萨帝 F ＋冰箱看上去沉稳大气，颜

色和质感都恰如其分地烘托出我家半开

放式厨房整体装修设计的艺术格调。不

同的光线下，冰箱面板闪烁着细微的星

星点点，璀璨耐看。实际使用中，我发

现这种面板材质的选择也是卡萨帝花了

一番心思的——看上去时尚硬朗却触感

温润，并且不容易留下手印。在我眼中，

笔 /同辉

产品体验

PRODUCT
这才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嵌入式冰箱，可

以严丝合缝地嵌入橱柜。因为运用了底

部前置散热科技，冰箱整机得以零距离

自由嵌入橱柜，左右不留任何缝隙，空

间利用最大化的同时，还有美观、消除

卫生死角等好处。

存储食物是冰箱的“本职工作”，这

款冰箱号称细胞级养鲜，实际使用过程中，

这一点神奇到让人惊叹。事实上，我们选

择的卡萨帝 F+冰箱，冷藏、冷冻都超级能

装，空间划分非常合理。比如，偌大的冷

藏空间里，精细划分出“养颜冻龄空间”，

可以专门存放化妆品。“储蛋空间”专门用

来放鸡蛋。“神鲜盒”采用了 MSA 控氧保

鲜科技，通过氮氧分离，降低储鲜空间内

的氧含量，达到减缓食材氧化的目的。实

际使用效果是，以前，草莓、蓝莓、车厘

子最多在冰箱里放两天，颜色、味道、口

感还会大打折扣，而“住在”卡萨帝 F ＋

冰箱的“神鲜盒”里，这些娇气的浆果存

放时间明显延长，甚至一周后还能新鲜如

初。这简直刷新了我和妻的认知，每周一

次的大采购，我们开始更大胆地增加生鲜、

应季蔬菜、鲜美浆果、高端有机食材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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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不惑  精彩人生和谐伸展
——鉴赏家系列卡萨帝F＋冰箱BCD-520WLCFPAFV5U1体验 型号：BCD-520WLCFPAFV5U1

总容积（L）：520（冷藏室：279/
冷冻室：150/ 变温室：91）
综合耗电量（kWh/24h）：0.95
冷冻能力（kg/12h）：8
噪声【dB（A）】：36 
净重量（kg）：147
净尺寸（mm）：677×830×1920

购量，反正冰箱保鲜能力强，不用担心存

储损耗暴殄天物。

这款冰箱冷冻空间的细胞级养鲜能力

也很强大，特设应用了 -30℃ + 深冷智冻

科技的专门抽屉，在这里，冷冻的过程就

像是发起了一场“食物细胞保卫战”，争

分夺秒极速锁鲜，帮助食材迅速通过冰晶

带，实现细胞不破损，锁住营养，使食材

营养留存率提升 23.20%。实际使用过程

中，我们发现，刚买回家的牛排、鲜肉、

活鱼、鲜虾放进冷冻抽屉，很快就冻结实

了，再次取出化冻烹饪时没有太多血水流

出，菜品出锅，口感、味道都是感受得到

的鲜美，原汁原味丝毫未损。这下我们信

了，卡萨帝冰箱细胞级养鲜，真的是养护

每一颗细胞的新鲜饱满，让每一口食材都

能带来新鲜如初的视觉体验和口感如初的

味觉享受。有这台冰箱帮我们留住食材最

初的营养和口感，一家老小从此吃得开心、

吃得健康。

这台冰箱还有个让我惊喜的绝招——

智慧动态杀菌净化。以前，冰箱打开经常

会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让人极其不爽，曾

经试过各种办法祛除异味，效果都不理想。

而卡萨帝 F ＋冰箱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对 61 种食材气味实时监测，采用智慧动

态杀菌净化系统，完成六重高效杀菌净化

还能祛农残，3 ～ 5 分钟极速净味，堪称新

风级净化。

总是希望家中的电器有那么一点点超

前性，日常使用新奇有趣愉悦心情、朋友

来了可做谈资吹个小牛、细微之处连接时

代赶时髦，卡萨帝 F ＋冰箱堪称智慧新鲜

管家，准备了 8 个“食材智能管夹”，名副

其实的“黑科技”，精准对接了我的实际使

用需求，很有意思。“食材智能管夹”可以

主动识别牛肉、羊肉、猪肉、鱼、燕窝等 8

类食材，食材种类、存储日期、储存舱室

等信息可实时上传至冰箱智慧系统和手机

端。食材信息被自动录入后，系统会动态

监控食材保质期并提醒用户及时食用，食

材快没了，冰箱还会自动下单购买，及时

补给。

我和家人都相信，卡萨帝 F ＋冰箱会

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品质生活增色不少，无

论是职场打拼还是呵护家庭，饮食健康有

保障的我们每一天都将元气满满，这，我

当然会给卡萨帝 F＋冰箱记上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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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大，不过“一席家宴”
——海尔家宴冰箱BCD-460WGHFD14NZU1体验

大学毕业后，我和异地恋的男朋友没

有选择马上结婚，而是在各自的城市为了生

活而奔波，几年下来，我们逐渐有了些积蓄，

外加父母的赞助，终于在去年喜提人生中的

第一套房。有了房子，我们顺利在 2021 年

初正式“持证上岗”共同进入人生下一阶段。

比计划来得更早些，一个小生命即将到来，

为了照顾我、照顾孩子，父母也搬来同住，

公公婆婆偶尔也会来团聚。从单身生活快速

变为有老有小的一大家子，要操心的事情

立刻多了起来，我甚至有些茫然，比如——

一家人的吃喝。

一个人在外打拼的时候我是女汉子，

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管理一个家庭完全

不一样，做任何决定都需要站在每一位家庭

成员的角度考虑问题，满足他们的各种需

要，比如——购买一台冰箱。

家中的常住人口即将变成 5 人，原来

的那台小冰箱肯定是不够用的，我希望能有

一台大冰箱来帮我管理家人的吃喝。随着产

期临近，换台大冰箱变得迫在眉睫。立刻行

动，经过一番考量，最终，我选择了海尔家

宴冰箱 BCD-460WGHFD14NZU1。

很特别，它，是我最喜欢的紫色，收

到货时，它的晶钻玻璃触感奢华珠光紫外观

笔 /小真

产品体验

PRODUCT
居然令“直男”老公也觉得眼前一亮，连声

夸我审美在线。

海尔家宴冰箱通过冷藏冷冻全空间保

鲜，将温度、湿度、速度、净度四度合一，

精控保鲜，并通过食材干湿分储，将空间

整齐划分。海尔客服告诉我，这款冰箱是

行业首款 7K 全空间保鲜平隐嵌入抽屉式冰

箱，达到国家一级健康保鲜标准。对于我

的家庭需求和住房条件，这款冰箱也是非

常合适，总容积达到 460L，整机厚度却只

有 622cm，并可完美嵌入到橱柜中，同时，

采用底部散热的方式，在达到良好制冷效

果的同时嵌入橱柜时更严丝合缝，也节省

了不少空间。总之就是，它很能装、很省

地儿。

冰箱来到我家的那天，我和老公特意

抽出时间去超市大采购了一把，将一周的食

材通通备齐，还格外买了一些平时觉得不

耐储存的“娇气”食材，准备好好测试一

下冰箱的保鲜“功夫”。回到家，食材“入

库”的过程竟是意料之外的愉快体验，这款

冰箱内部格局设计合理，区域划分精细且人

性化。打开上层对开门，空间宽敞通透，可

调节搁物架、防倾倒瓶座，可根据不同存储

需求灵活调节，最大限度提高空间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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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460WGHFD14NZU1
总容积（L）：460 （冷藏：270/
冷冻：161 / 变温室：29）
耗电量（kWh/24h）：0.85
冷冻能力（kg/12h）：6
噪声值【dB（A）】：36
净尺寸（mm）：830×622×1775
能效等级： 1 级

大冰箱收纳食材就是痛快，我们买回来的面

包、蛋糕、熟食等需要放进冰箱的食物轻轻

松松安放妥当，酸奶、牛奶、饮料、各种调

味酱料，瓶瓶罐罐的也各就其位，满满当当

井然有序。

如果说，这些并不出奇，那冷藏室下

部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对我来说就是非常贴

心的设计了。待产期间翻看各种育儿杂志，

都强调孕妇要维持膳食平衡，多吃蔬菜水

果。左侧抽屉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储藏蔬菜

水果的鲜活保湿区，水果蔬菜放进这个抽

屉，15 天后还能新鲜如初，真的很神奇。

右侧的抽屉是个变温区，可以在软冻、珍

品、母婴三挡之间调节，软冻适合鱼、肉

的短期存储；珍品适合存放珍品干货，9 个

月不返潮；设置为母婴挡时，可满足孕期、

哺乳期、奶粉期、幼儿期不同需求。这个

存储空间对我来说太有用了，一举解决了

我这个特殊时期的燃眉之急。独立的空间

总让我觉得更放心，眼下，我用这个空间

存储孕妇常用的一些补气血的药材，比如

燕窝、阿胶，等到小宝宝出生，这个空间

就专门留给他（她）做“粮仓”，存放母乳、

鲜奶、奶粉和婴幼儿辅食什么的。

最下边的两个大抽屉是冷冻区，也细

心地设计了分储隔板，这样，储藏空间足够

大的前提下，通过冷冻精致分区，冷冻配

置分储隔板，冰品、鲜肉分区存放不串味。

抽屉的滑轨材质看上去非常好，别看冷冻室

这么大两个抽屉，开合推拉却完全不费力

气 .抽屉可以完全拉开，拿取食物也很方便，

即使装满食物依然开关顺畅、省力。

健康，是全家人关注的重点，冰箱的

净味除菌性能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它主

要是通过冷藏 EPP 杀菌，精准显示杀菌进度，

让食材健康清晰可见。还有一点值得夸赞，

这款冰箱采用了海尔专利柔性双变频技术，

冻得快、冻得透、更节能，每天的耗电量只

有 0.85 度左右。

新冰箱来到我家一个月的时间里，家

人对它的表现都很满意，老公负责周末采购

补充食材，父母每天从冰箱里取出新鲜的食

材，营养搭配，精心照料着我的一日三餐，

他们甚至还学会了用海尔智家APP 查菜谱，

给晚餐变个花样……

越长大对家的眷恋越深刻，刚毕业时，

喜欢飘忽不定、游山玩水的日子，慢慢才懂

得，世界再大，不过“一席家宴”。感谢海

尔家宴冰箱 BCD-460WGHFD14NZU1，让我

的家更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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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飨宴冰箱T门600系列

型号：BCD-600WSGKU1
总容积（L）：600（冷藏室：394/ 冷冻室：103/ 变温室：
103）
耗电量（kWh/24h）：0.95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7.5
噪声值 [db（A）] ：35
净尺寸（mm）：672×905×1900
能效等级：1级

秉持让新鲜快人一步的理念，海尔飨宴冰箱 T

门 600 系列通过全空间保鲜科技，从冷藏到冷冻，

从新鲜口感到营养留存，为食材提供更专业健康的

保鲜呵护。在除菌净化性能上，在冷藏空间，海尔

飨宴冰箱 T门 600 系列将杀菌、净味、防霉三效合一，

并支持智能判断空间环境，当食材放入，自动进行

杀菌净化，并根据开门时间长短，智能匹配杀菌时长，

除菌率≥ 99.999%，除味率≥ 98.7%，通过杀菌净

化可视化显示，让健康储存有目共睹，让用户储鲜

踏实放心。这款冰箱的冷冻室通过天然植萃草本杀

菌，可有效祛除肉类常见菌并达到高效去味的效果。

除此之外，这款冰箱特有的恒温鲜冻舱，通过恒温、

恒湿设计，让化霜回温时间缩短一倍，湿度波动近

乎于零，锁住食材营养与口感。

在冰箱的锁鲜区，通过阻氧干湿分储，干区储

存干爽不粘手，湿区储存蔬菜 7 天依旧水润新鲜，

水果储存 15 天后还能饱满口感甘甜。而其全温区变

温空间及特有的母婴储存区则为 0 ～ 10 岁幼童提供

多一层的天然保障。

事实上，除技术实力外，当打的颜值同样是海

尔飨宴冰箱 T 门 600 系列的一大招牌特色。0cm 自

由嵌入设计简约大气，曜光晶釉蓝面板外加金属拉

丝质感灵动深邃，细节之处，不论是分层隔板、抽

屉把手、T 门精细化格局、5°防倾倒盒子、还是舒

适温暖的三秒渐亮面光源，满满都是飨宴冰箱 T 门

600 系列带给用户的最大诚意。

主推产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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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MO高定冰箱灵感系列

型号：CRBK-631
总容积（L）：631（冷藏室：265/ 冷冻室：269/ 变温室：97）
耗电量（kWh/24h）：1.05
冷冻能力（kg/12h）：9
净尺寸（mm）：910×760×1810
能效等级：1级

模仿原生地幔岩的结构，并搭配钢化玻璃进行整体硬度强

化，这款冰箱的面板由玻璃基层、橄榄石、斜方辉石、石榴子石

四种矿石完美融合，岩石肌理浑然而成，防刮耐磨、防撞击、抗

氧化。五维立体雷达感温，冰箱微晶仓内置多个温度传感器进行

立体雷达监测，智能计算获得精准肉温和实时监测不同食材不同

部位的结晶状态。逆冻结智能送冷技术在食材即将结冰时，启用

逆冻结智能送冷规律，抑制冰晶体积和数量，食材始终处于微晶

的最佳状态。这款冰箱是家里的健康卫士，12V 安全电压电离空

气中水分子，再以 1.2 亿个 /秒的速度释放-O负氧离子，以离

子级别大小充分渗透细胞壁，长效杀菌、时刻保鲜。

COLMO高定冰箱灵感系列

型号：CRBK611S-A2 
总容积（L）：611（冷藏室：254/ 冷冻室：225/ 变温室：132）
耗电量（kWh/24h）：0.96
冷冻能力（kg/12h）：9
净尺寸（mm）：908×698×1900
能效等级：1级

COLMO 采用神秘而博大的蓝色调，配以极简几何外观，简约

而不简单，与美式简约设计风格完美契合。独创锻造工艺成就萤石

蓝面板，分别由角闪岩石基底层、石青石基础层、萤石中间层、碳

离子亚光钢化玻璃表层组成，四层矿石精彩还原潘多拉星球蓝。这

款冰箱使用 AI 全食材智鲜技术，宽幅控温舱拥有 132L 大宽幅变温

空间，-18℃～ 7℃宽幅变温自由调节，最长可存放 710mm长度食

材；独有的微孔扰流技术，创新研发高保湿冷冻面食空间，解决面

食长期冷冻存放水分流失、失去弹性、干裂发白问题；抑菌舱中包

含银离子成分，抑制细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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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双擎冷动力多门冰箱臻享版

型号：KFF98AA26C
总容积（L）：605（冷藏室：353/ 冷冻室：170/ 维他保鲜室：
82）
耗电量（kWh/24h）：1.03
气候类型：SN/N/ST/T
噪声值 [db（A）] ：38
净尺寸（mm）：1910×906×736
能效等级：1级

作为博世冰箱产品家族有颜有料的全能选手，

博世·双擎冷动力多门冰箱 KFF98AA26C 臻享版拥

有永不过时的经典白色玻璃面板，简洁优雅的四门

设计，在任何家居环境下都游刃有余。

制冷方面，这款冰箱采用博世双擎冷动力技术，

一台冰箱配备两台压缩机，分别控制冷藏与冷冻，

同步供冷，解决了传统冰箱制冷时不同的空间需要

“排队”等待冷气的瓶颈，避免冰箱控温不准。冰箱

的双擎冷动力技术更是根据冷藏和冷冻不同的需求，

配置了两台不同“性格”的制冷压缩机，一台精控芯，

实现零度室精准控温至 ±0.1℃，长久锁住果蔬生

鲜食品的营养；一台极速芯，实现冷冻提速 40%，

让冷冻肉类快速通过冰晶生成带，减少了冰晶刺破

食材细胞膜，让肉类保鲜效果更佳。

在用户最为关注的保鲜效果上，博世·双擎冷

动力多门冰箱 KFF98AA26C 臻享版搭载博世专利零

度维他保鲜技术，精准控温，将食材保鲜时长延长

3 倍，实力锁鲜。与此同时，这款冰箱特有的铂金

净风全新空气过滤系统，配合多维立体送风，抗菌

率高达 99.99%。不但让存储空间清新通透，还能

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避免冰箱二次污染，让保鲜空

间健康清新。

在此基础上，冰箱拥有 605L 超大储藏空间，通

过多分区设计，一次性满足各类食材的储藏需求。

与此同时，在家居互联的大潮下，智能养鲜，随心

调控亦成为该款冰箱的设计亮点。在远程操控功能

的辅助下，冰箱随时提供食物储存建议，推荐菜谱

内容。

主推产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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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菱M鲜生冰箱

型号：BCD-618WQ3D
总容积（L）：618（冷藏室：376/ 冷冻室：227/ 变温室：15）
耗电量（kWh/24h）：1.05
气候类型：T/ST/N/SN
冷冻能力（kg/12h）：5.5
噪声值 [db（A）] ：37
净尺寸（mm）：943×914×1817
能效等级：1级

M 鲜生 BCD-618WQ3S 冰箱搭载美菱独创的水分子激活保

鲜技术，水分子激活保鲜技术通过振动食物中的水分，从而激活

水分子，产生共振力、裂变力、穿透力三种力，能够降低酶的活

性、减少对细胞膜的破坏、减少汁液的流失，解决了保鲜时间短、

解冻血水多、袋装保鲜差的消费痛点。此外，M 鲜生冰箱加入最

新的MNC+长效净味杀菌技术，30s 杀菌，1min 就能实现冰箱的

净味效果。采用精控分储，这款冰箱让每一种食材都可以有最合

适的存储温度和湿度。

美菱M鲜生冰箱

型号：BCD-501WQ3S
总容积（L）：501（冷藏室：331/ 冷冻室：85/ 变温室：85）
耗电量（kWh/24h）：0.85
气候类型：T/ST/N/SN
冷冻能力（kg/12h）：16
噪声值 [db（A）] ：35
净尺寸（mm）：833×618×1925
能效等级：1级

M鲜生 BCD-501WQ3S 冰箱采用美菱的全面薄 GLS 集成技术，

冰箱嵌入家居仅需 1cm。这款冰箱同时搭载了美菱独创的水分子激

活保鲜技术，打破以控制温度、湿度实现保鲜的原理，通过直接控

制食材中的水分子变化从而实现长效保鲜的效果。水分子激活保鲜

技术通过振动食物中的水分，从而激活水分子，产生共振、裂变、

穿透三种力，能够降低酶的活性、减少对细胞膜的破坏、减少汁液

的流失，解决了食材保鲜时间短、解冻血水多、袋装保鲜差的消费

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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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智慧冰箱iCase E系列

型号：BCD-476WLLMDVDS1U1
总容积（L）：476（冷藏室：270/ 冷冻室：162/
变温室：44）
耗电量（kWh/24h）：0.87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0
噪声值 [db（A）] ：38
能效等级：1级

一款极简风的冰箱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改

变？ Leade r 智慧冰箱 iCase E 系列新品 BCD-

476WLLMDVDS1U1 带给您答案。以前人们考虑更多

的是物美价廉，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 Z 时

代，单身经济、她经济等群体的不断壮大，在颜值

在线的基础上，更多人开始以智能、极简、轻奢作

为选购家电的重点，而 Leader 智慧冰箱 iCase E 系列

产品 BCD-476WLLMDVDS1U1 正是完美集成了以上

三点。

与普通冰箱产品不同，海尔 Leade r 智慧冰箱

iCase E 系列定位为极简风的智能语音冰箱，在外形

设计上，这款产品深谙日本设计大师深泽直人“简

约不简单”的设计理念，强调冰箱的第一印象是“毫

无装饰”的极简，细究每一处，又无不饱含“精细化”

的极致设计。这款冰箱搭载的全隐式面板、3mm 超

薄边框、微润圆角以及仙羽纹路灰色面板设计以及

创新电镜小红标，都实力诠释了品味与精致。

在技术应用上，该冰箱为变频 1 级，通过干湿

分储，可实现干区 9 个月不返潮，湿区 15 天新鲜如

初的储藏效果；精准控温，-20℃～ 5℃、全温区变温，

让温度控制灵活多变。在除味抗菌上，这款冰箱特

别采用 360 ＋ FRESH 技术，升级净味杀菌，保证食

材健康。

在智能功能方面，这款冰箱不但能进行语音操

控，还能在食材到期前为用户提供语音提醒服务，

包括食物食用禁忌等在它的帮衬下都能一并解决；

内置的 20 万道智能菜谱，让用户再也不用为“吃”

而发愁，随时随心感受烹饪乐趣。此外，这款冰箱

还能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播放歌曲，并通过自带的小

优之系统形成全屋智控中心，通过 NFC 一键触控，

不但能实现手机互联冰箱，还能让全屋家电互动。

主推产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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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声生熟分储冰箱

型号：BCD-505WKK1FPG
总容积（L）：505
（冷藏室：309/ 冷冻室：175/ 变温室：21）
耗电量（kWh/24h）：0.83
冷冻能力（kg/12h）：14
噪声值 [db（A）] ：37
净尺寸（mm）：794×694×1900
能效等级：1级

容声生熟分储冰箱 BCD-505WKK1FPG 拥有生鲜、熟食两个专区。

在生鲜区的箱体顶端采用精密的顶置感温探头，将生鲜区的温度控制

在-3℃，让生肉在表层产生浅层冰晶，将生肉最佳储存周期延长至 9天。

对于熟食的存储，容声生熟分储冰箱 BCD-505WKK1FPG 同样给出了完

美的解决方案。该款冰箱创新采用 INP 熟食鲜储技术，利用感温探头精

准控温；密封胶圈配合阻尼自复位导轨，绝对密封不串味；箱体采用抑

菌玻璃，并增加除菌净味模块，为除菌上了“双保险”。在储鲜效果上，

经过中国海洋大学的检测认证，在容声生熟分储冰箱中存放的熟食，整

体亚硝胺生成量较普通冰箱降低 68.87%以上。

海信真空·全金属冰箱

型号：BCD-560WTDGVBPMIV
总容积（L）：560（冷藏室 374 ：/冷冻室 93 ：/变温室：93）
耗电量（kWh/24h）：0.88
冷冻能力（kg/12h）：7
净尺寸（mm）：864×680×1900
能效等级：1级

海信真空·全金属十字对开门冰箱通过全金属内胆、真空头等舱、

干湿分储、独立果蔬养鲜空间及全空间杀菌净味等多个功能加持，重

设新鲜工艺界限。全空间采用 304 不锈钢内胆，全效集合强抗菌、高

强度、抗腐蚀、抗病毒科技，通过 360°全空间迅速均冷模式，智能

雷达感温，AI 智能温控，快速制冷。这款冰箱在细腻触感设计的基

础上具有耐指纹、易清洁、触手生凉、随光而变的特质。除此之外，

其特有的全金属升降层架，只需轻触按键，便可随心所欲调配冷藏储

存格局。在真空头等舱内，模拟真空环境，杀菌净味，定格食材的口

感与营养。这款冰箱采用冷藏 DBD＋离子除菌净味，并集除菌、净味、

除乙烯、保湿、杀灭病毒为一体，冷冻则以铜离子＋钯离子联合除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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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保鲜大师多门冰箱·曜钢版

型号：KF98FA156C
总容积（L）：602（冷藏室：350/ 冷冻室：170/ 零
度保鲜室：82）
耗电量（kWh/24h）：1.03
气候类型：SN/N/ST/T
噪声值 [db（A）] ：38
净尺寸（mm）：1911×906×784
能效等级：1级

如何让颜值与新鲜并存，西门子保鲜大师

多门冰箱 KF98FA156C 带给您答案。

同时具备零度保鲜和双擎系统的西门子保

鲜大师多门冰箱 KF98FA156C，不仅在控温上更

加精准，温度波动低至 0.2℃，在冷冻速度上，

也提升了 40%。这意味着，无论生鲜还是冻鲜

食材，都能在它的助力下得到更好的呵护，是

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保鲜冰箱。

这款冰箱不只是一台家用电器，同时也是

一件艺术品。在它的点衬下，家居生活不再是

简单的柴米油盐，同样是艺术与灵感交融的灵

动空间。它奢华的全幅进口不锈钢曜黑面板与

精工制造的把手，从视觉，触感，体验各个细

节之处，体现西门子家电德式匠心的高级品质。

在功能设置上，西门子保鲜大师多门冰箱

KF98FA156C 搭载的 IZA 系统，可实现 99.99%

有效抗菌率，凭实力在抗菌净味，满足消费者

对冰箱除菌、抑菌的需求。其双冻力制冷功能，

让箱内空气独立循环不串味。与此同时，得益

于双擎冷冻力系统和零度维他保鲜技术的双重

加持，该冰箱的强劲保鲜性能，有助于实现食

材更健康、更长久的保鲜。

在细节之处，除了特别设置的果蔬珍品专

属空间，西门子保鲜大师多门冰箱 KF98FA156C

贴心设计的全尺寸背灯照明与旋转制冰盒也从

细节之处为用户“食”刻开启，新鲜奇遇保驾

护航。

主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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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十字四门冰箱

型号：BCD-505WPCE
总容积（L）：505L（冷藏室：331/ 冷冻室：174）
耗电量（kWh/24h）：1.06
气候类型：SN/N/ST/T
噪声值 [db（A）] ：
净尺寸（mm）：911×636×1830
能效等级：2级

万宝十字四门冰箱 BCD-505WPCE 外观设计简洁大气却不失

科技感。十字门对开，使得箱体空间的实用性及利用率大大提高。

通过四门精细分储空间，可有效解决串味问题，保持食物各自新

鲜。而干湿分储不但极大地避免了干货珍品发霉受潮，同时也为

果蔬存储湿度提供了最佳保障。

在这一基础上，新风冷系统是食材保鲜的另一有效屏障。

通过新风冷系统，达到持续循环出风，不直吹的效果，保护食材

新鲜。通过双变频技术，这款冰箱在保障低噪声运行的同时，还

具备节能优势。

万宝法式四门冰箱

型号：BCD-448WPCE
总容积（L）：448L（冷藏室：295/ 冷冻室：153）
标准耗电量（kWh/24h）：0.94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5.0
噪声值 [db（A）] ：1.39
净尺寸（mm）：836×636×1830
能效等级：2级

万宝法式四门冰箱BCD-448WPCE，采用玉沙金色搭配磨砂外观，

特别采用抽屉冷冻仓设计，可嵌合各种装修位置，让家装更加时尚

精致。在储藏性能上，该冰箱通过变频全风冷技术，实现阻氧干湿

分储，还原储鲜生态，留住果蔬水润，让珍品营养不流失。除此之外，

万宝法式四门冰箱 BCD-448WPCE 还通过 Pp.fresh 涡旋净味科技风冷

净味，立体送风，让冰箱内部提供均匀冷气不直吹，并均匀分布在

冰箱各个角落，呵护食物新鲜，环绕出风带走异味，使冰箱气味清新。

在冷冻性能上，通过深度冷冻，使食物均匀冻透，确保食材营

养不流失，锁氧护鲜，让食材存储“鲜”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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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冻龄Pro十字对开门冰箱

型号：BCD-603WM01GBIWS
总容积（L）：603（冷藏室：395/ 冷冻室：104/ 变温室：104）
耗电量（kWh/24h）：0.98
噪声值 [db（A）] ：39
冷冻能力（kg/12h）：7
净尺寸（mm）：909×698×1874
能效等级：1级

来自WGNA（Whirlpool Global New Architecture）全球

共享平台的惠而浦冻龄 Pro 十字对开门冰箱，采用第四代

HFO 发泡技术，拥有更好保温性能的同时，解放出更多使

用空间。与此同时，该款冰箱凭借特有的冻龄 Pro 配置的巡

航保鲜系统，借助 PI 积分比例算法，搭载强劲双变频，灵

敏感知温差变化，并通过自动维持冷藏冷冻室内温度的稳

定，解决由于温度波动带来的麻烦，如冷冻食材因温度不

稳定导致的细胞膜破损、营养成分流失问题。在冷冻生鲜区，

搭载宽幅变温功能，可实现 -20℃～ -7℃宽幅调控，满足

用户对食物的新鲜诉求。

在冰箱内部，特别设置干湿分区抑菌舱，不仅可以实

现食材的干湿分储，还能抑制细菌滋生，为新鲜和健康带

来双重保障。这款冰箱新的保鲜系统还搭载 PT 铂金纳米保

鲜科技，通过铂金纳米技术吸收异味，将异味分子分解成

为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物质，从而保持舱内空气的清新和

相对无菌的环境。在此巡航保鲜系统的强大科技下，惠而

浦冻龄 Pro 冰箱凭实力为家庭凝结鲜美，锁住健康营养。

在细节上，惠而浦冻龄 Pro 十字对开门冰箱不但引入

了臻品料理盘、将搁架加厚至 6mm 外，还特别加入保养品

专属空间。在外观设计方面，这款冰箱通过百搭星耀银配色，

配合 CNC 钢化、UV涂层、拉丝等八层面板工艺，稳重低调，

时尚百搭。

主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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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AES智慧五重除菌冰箱

型号：BCD-618WG9A
总容积（L）：618（冷藏室：355/ 冷冻室：246/ 变温室：17）
冷冻能力（kg/12h）：7.5
耗电量（kWh/24h）：0.96
净尺寸（mm）：965×757×1848
能效等级：1级

新飞 BCD-618WG9A 智慧五重除菌冰箱是一款集高性能、多保鲜、

高颜值的对开门冰箱。该冰箱在外观设计上采用冰釉繁花玉砂玻璃面板材

质，璀璨夺目，巧妙与轻奢家居设计风格融为一体，还具有耐油烟、耐腐蚀、

抚摸不沾指纹等诸多优势，为用户的日常清理带来极大便利。这款冰箱实

现了全空间除菌净味，冷藏室还搭载行业首创 AES 智慧五重除菌专利技

术，采用“紫外线+臭氧+负离子+光触媒+吸附催化分解”五位一体，

除菌率达 99% 以上。在冷冻室设计上，这款冰箱采用碳晶除菌净味装置，

可有效抑制细菌的繁殖，保证食物在长期冷冻的环境健康储存，避免生鲜

食材之间互相串味。值得一提的是，新飞 BCD-618WG9A 智慧五重除菌

冰箱还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母婴专属冰箱。

格兰仕物联网冰箱

型号：BCD-467WTDH
总容积（L）：467（冷藏室：317/ 冷冻室：75/ 变温室：75）
耗电量（kWh/24h）：1.03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
噪声值 [db（A）] ：38
净尺寸（mm）：825×673×1903
能效等级：2级

格兰仕 BCD-467WTDH 冰箱是一款智能物联网生态冰箱，不但

保鲜性能出众，还搭载了 21.5 英寸智能触控显示屏，并通过格兰仕

G+APP 实现手机与冰箱互联，实时为用户提供整套健康饮食管理方案。

通过光触媒除菌、干湿分储、多循环制冷系统的加持，可保证冰箱内

食物持久保鲜不串味。与此同时，这款冰箱还配备了 4 个摄像头，透

过显示屏，用户可随时查看冰箱里面的状态，让每一餐都“食”的放心。

借助触控屏对食物进行管理，用户可以清晰地看见每样食物的新鲜程

度和过期剩余时间，避免食物浪费以及吃到过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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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15天生态原鲜冰箱

型号 ：BCD-590WD5EBRP
总容积（L）：590L（冷藏室：355/ 冷冻室：235） 
耗电量 ：（kWh/24h）：0.78
气候类型 ：SN N ST  T
冷冻能力（kg/12h）：6
噪声值 [db（A）] ：37
净尺寸（mm）：910×700×1866
能效等级 ：1 级

康佳15天生态原鲜冰箱独有凯博岩原石面板，101道工序和2000℃高温

锻造，铸就雅致大气的品质感，不仅有贴近大自然的外观，更具艺术格调。搭

载康佳三大核心技术——K极鲜细胞级养鲜技术、保湿保鲜技术及云离子降农

残技术。通过K极鲜细胞级养鲜技术，增加冰箱内生物能量场，同时作用于冷

藏和冷冻室，在能量场中，能量刺激影响食材，抑制细胞内部代谢，减缓氧化

速率，同时可以改变水分子结合方式，使冰晶形态细小，保证食物细胞组织不

被破坏，避免色泽、口感、气味等品质劣化。不仅可以将果蔬综合保鲜时间延

长70%，还可以让存久易流血水的冻肉也能得到健康保鲜。冷藏室内特有AI

养鲜仓，根据食材选择不同的湿度，为食材提供最适宜的储存环境。

云米互联网大屏冰箱21Face(十字四门502L)

型号：BCD-502WMLAZ03A
总容积（L）：502（冷藏室：301/ 冷冻室：188/ 变温室：13）
耗电量（kWh/24h）：0.90
噪声值 [db（A）] ：38
制冷方式：风冷
净尺寸（mm）：836×706×1830
能效等级：1级

云米互联网大屏冰箱内置黑科技母婴专属空间，带来超赞的恒温、

恒湿效果，无论是母乳、婴儿辅食、三文鱼还是干果、燕窝都能实现

极限保鲜。这款冰箱植入 21英寸AI 智能大屏，同时搭载AI 智能操作

系统，大大地提升了人机交互属性。母婴专属空调支持-2℃～ 6℃宽

幅变温，满足哺乳期、辅食期、幼儿期 3个重要时期母婴人群存储需

求，更先进的人性化设置给予母婴人群最专业的呵护。这款冰箱采用

360°循环立体风技术，循环立体出风，食材水润新鲜，风冷无霜制冷，

告别除霜烦恼。凯岩灰设计，灵感来源于天然岩石纹理、色泽、质感

等元素，将这些元素完美的融入冰箱外观面板中可以很好的融入当代

家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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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帝馨享冰吧

型号：LC-172WLC78A1U1
总容积（L）：172
耗电量（kWh/24h）：0.75
气候类型：ST
噪声值 [db（A）] ：36
净尺寸（mm）：578×522×1410
能效等级：1级

卡萨帝馨享冰吧 LC-172WLC78A1U1，采用极光

紫外观设计，与现代家居美学相融相生，简约利落，

尽显优雅。其内置的 A-AB 全域净化科技，配合风冷

无霜技术，实现全空间离子深层净护，15s 即可快速

实现全域循环，15min 内实现长效净化，解决异味难题，

还原生态果藏，臻享原鲜与健康。

在存储空间设计上，卡萨帝馨享冰吧 LC-

172WLC78A1U1 特别推出母婴空间与珍品空间。通过

四重智能呵护环节，在工作时避免母乳辅食与其他食

物的交叉感染，呵护宝宝娇嫩肠胃。在珍品空间，通

过特殊的温湿设置，让茶叶、名贵虫草等对存储湿度

有要求的各类食材安心储存。除此之外，其四维生态

果藏功能还能有效避免水果的低温冷害现象，保证存

储蔬果水分不流失，口感脆鲜如初。

在 智 能 控 制 上， 卡 萨 帝 馨 享 冰 吧 LC-

172WLC78A1U1 不但支持远程操控，还可通过连接音

箱，成为家居互联互通的成员之一。在远程操控方面，

用户可通过海尔智家 APP 远程操控冰吧状态，并通过

连接小优音箱进行语音交互，让智慧物联融入家居，

让新鲜尽在掌握之中。

主推产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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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变频深冷立式冷柜

型号：BD-226WEGLU1
总容积（L）：226
耗电量（kWh/24h）：0.59
冷冻能力（kg/12h）：10
噪声值 [db（A）] ：37
净尺寸（mm）：595×635×1676
能效等级：1级

海尔变频深冷立式冷柜 BD-226WEGLU1 是 

-40℃ 智慧深冷立式冷柜，拥有 226L 超大容积，通

过搭载双元混合制冷、双变频高效系统等核心科技，

可实现 -40℃细胞级冷冻保鲜效果， 最大限度保障食

材营养不流失，留住原鲜口感。不仅如此，这款冷柜

还融合了 N -A B 巡航抑菌模块，可有效避免常见

细菌滋生，呵护食材安全，让健康触手可及。 

在产品设计上，这款冷柜的空间优化性极强，占

地不到一块地砖的面积，能随意摆放在厨房、餐厅、

客厅等地，方便灵活节省空间。与此同时，为避免堆

积式存放引起的串味、细菌交叉感染，这款冷柜创新

地采用了立式分储透明抽屉的设计，避免不同食物

的串味粘连，并能一眼看到食材位置，不用弯腰翻

找。与定速压缩机相比，海尔 -40℃深冷立式冷柜

的压缩机和风机都为变频设计，每天只需 0.59 度电，

冷柜内的温度波动仅为 ±0.5℃。在工作时，BD-

226WEGLU1 通过风冷无霜技术加持，一举免去用户

除霜烦恼，省时省力。在智慧空间管理方面，这款冷

柜通过接入物联生态，打造了手机 APP 和智能音箱

双入口的智慧系统， 实现食材空间管理、营养膳食管

理等丰富的智慧场景， 用户可使用手机智家 A P P、

小优音箱记录不同食材存储位置。同时，海尔冷柜还

通过打造膳食营养管家定位，主动进行食材过期提醒、

营养餐谱推荐等，完善家庭智慧饮食全场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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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kmini化妆品冰箱

Kmini 化妆品冰箱 KA1-8A，又称“冻龄魔法盒”，采

取半导体恒温控制等先进技术，为化妆品度身打造专属冷

藏环境，让化妆品或护肤品始终保持如刚开封时的鲜活。

它拥有 8L 容量 ,内部可 DIY 的自由组合设计，针对不同化

妆品的品类提供自由组合专属空间。高跟鞋倾斜外观，可

以随意放置在梳妆台或洗漱间墙壁或卧室的柜子上。

GEVILAN冷暖恒温美妆冰箱

GEV I LAN 冷暖恒温美妆冰箱桌面放置玲珑小巧，内部魔术空

间自由组合更易存放各类美妆产品。采用智能风冷循环，冰箱恒

温保鲜10℃，有效抑菌不结霜，创造最适合护肤品保存的温度环境，

特别适合储藏含有活性物质成分的化妆品。冰箱拥有创新的智能

面膜加热仓，放入面膜后自动加热至 40℃，激活冷藏的面膜营养

活性，又不破坏有效成份，促进面部吸收营养成分。面膜加热板

可旋转打开，加热体积更小的眼贴等，并方便清洁灰尘。

格兰仕美颜化妆品冰箱

格兰仕 BC-103EHF 化妆品冰箱采用一体成型无拼接技术，

通过特殊的圆弧边角设计，复刻上世纪末的流行风格，艺术力满

分。这款冰箱内置滑轨式透明隔层、抽屉以及口红格架，增添

了护肤品分区储藏空间。该款冰箱为化妆品量身打造 4℃、8℃、

12℃、16℃ 4 挡可调温度，满足日常所需的化妆品储存需求。有

趣的是，冰箱采用高显色 LED 灯圈，模拟自然光线，弥补室内

光线不足，点触式 LED 灯 3 挡调节，翻开镜子至 75°自动亮灯。

镜子下方的收纳格设计，让各类化妆工具都有专属安放位置。

化妆品冰箱了解一下？爱美的你一定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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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科技飞速发展，
就让我们从一台冰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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