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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提到冰箱，许多家庭都有购买需求，面对诸多选择，消费者就怕挑花了眼。从

这个角度来看，很有必要和大家说说冰箱的发展趋势，给大家讲讲什么才是好冰箱。

从 AWE 2015 上各个冰箱品牌展出的新品不难看出，智能化、风冷变频已成潮

流趋势，可以实现的功能和用户操作体验不断升级，升级换代的冰箱正在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随着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的发展，冰箱可以通过连接互联网

实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操作体验。比如，可以通过网络下载食谱，可以用手机 APP 管

理冰箱内存储的食物，可以远程操控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快乐。

与此同时，变频技术在冰箱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变频冰箱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

变频技术应用于冰箱，使压缩机能够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环境温度、储存食物量等

实际情况自动调整转速，使冰箱在节能、保鲜、降低噪声等方面表现更出色。

其实，无论如何更新换代，低温保鲜食物都是冰箱最本质的功能，也是消费者

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冰箱生产企业也想了很多办法，低温保鲜、光波保鲜、

真空保鲜、吸附保鲜、锁水保鲜、速冻保鲜、0℃生物保鲜、多温室保鲜……

此外，从国家标准规定，到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对家用电器节能、环保的重视

程度不断加强，于是，更节能、更环保成了冰箱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各个

品牌不断寻求技术突破。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冰箱这个“大家伙”很可能要陪伴我们多年，选对好冰箱

很重要。2015 年 5 月，冰箱销售旺季到来之时，各个冰箱品牌都有不少外观新颖、

性能优越、功能全面的冰箱新品上市销售。作为行业权威期刊，由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主办的《电器》杂志将冰箱产品升级趋势、技术路线，冰箱选购、使用、保养的

知识、技巧，以及各个品牌最新推出的冰箱产品介绍等内容集结成册，出版发行《乐

享家电——帮你选台好冰箱》，希望这本册子能解决您购买、使用冰箱时遇到的一些

实际问题。

迈进“高大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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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高大上”的时代

看懂冰箱并不难，搞清楚9大关键词

让冰箱出类拔萃的尖端科技

买冰箱？简单，只需跟紧这8步

新品展示——对开门冰箱

新品展示——多门冰箱 

新品展示——三门冰箱

为极致设计而倾心
——海尔博观冰箱 BCD-800WBCOU1体验

干湿两相宜，新鲜更健康
——海尔干湿分储冰箱BCD-460WDGZ体验

大两门最实用
——新飞莱铂锐两门风冷冰箱BCD-350WGS体验    

冰箱另类用途盘点

特别声明：本手册产品介绍中标注的能源效率等级以 2009 年 5 月 1 日公布的 GB12021.2-2008《家用

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为依据标注。

欢迎关注“乐享家电”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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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能力

冷冻能力是指冰箱在指定试验条件下 24 小时对食品的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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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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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电机驱动压缩机家用电冰箱的生产均执行《家

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标准 GB12021.2-2008。

看懂冰箱并不难
搞清楚   大关键词9知识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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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表示该款冰箱
能效等级为 1 级，属
于节能冰箱。

无霜
有效容积（L）

BCD-500W

电冰箱
冷藏
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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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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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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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噪声值

冰箱的噪声值可以在产品说明书或者

铭牌上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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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参照这个标准，选择噪声值较低的冰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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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频、定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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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级 符号 冷冻室温度（℃）大约保存食品时间

一星级 * ≤ -6 1 个星期

二星级 ** ≤ -12 1 个月

三星级 *** ≤ -18 3 个月

四星级 **** ≤ -24 3 ～ 6 个月

中国冰箱星级指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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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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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实施。标准是专门针对抗菌家电

提出的，对家用电器此类功能的范围、术语、

定义、技术要求等内容详加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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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标准

规定，市场上销售的

所有容积电机驱动压

缩式家用冰箱必须粘

贴能效标识。

注

容积（L） 直冷式（dB） 风冷式（dB）

≤ 250 45 47

>250 48 52

噪声值范围（dB） 人体感受

0～ 20 很静、几乎感觉不到

20 ～ 40 安静、犹如轻声絮语

40 ～ 60 一般、普通室内谈话

60 ～ 70 吵闹、有损神经

70 ～ 90 很吵、神经细胞受到破坏

90 ～ 100 吵闹加剧、听力受损

冰箱噪声值（声功率级）

人类忍受噪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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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效

中国冰箱生产技术已经很成熟，大多

数冰箱生产企业都可以生产出能效 1 级、2

级的产品，市场上也很少见到能效 4 级、5

级的冰箱。通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高能效等级冰箱的市场售价会略贵一些，

但如果考虑到日后产生的运行费用，选择

高能效冰箱更经济，更环保。

实现冰箱高能效的技术手段主要有：

A. 高效压缩机

压缩机被称为冰箱的心脏，重要性可

见一斑。压缩机质量的好坏决定了冰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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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可以批量生

产能效比超过 1.75W/W 的高效压缩机，

并纷纷推出能效比超过 2.0W/W的超高效

压缩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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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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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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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减薄

了隔热层。

■ 智能化

所谓智能冰箱，就是能对冰箱进行

智能化控制、对食品进行智能化管理的

冰箱。具体来说，就是能自动进行冰箱

模式调换，始终让食物保持最佳存储状

态，可让用户通过手机或电脑，随时随

让冰箱出类拨萃的
尖端科技知识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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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冰箱里食物的数量、保鲜保质信

息，可为用户提供健康食谱和营养禁忌，

提醒用户定时补充食品等。智能冰箱通

常配有显示屏，电脑处理器和智能操作

系统，可以实现播放音视频文件的功能，

还可以与网络连接，浏览网页、传输信息，

并实现远程控制、在线软件升级、在线

故障检测和排除等功能。

■ 变频技术

变频技术在冰箱上的应用使压缩机能

够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环境温度、储存食

物量等实际使用情况自动改变转速，使冰

箱在节能、保鲜、降噪等方面的表现更出色，

近年来，变频冰箱的普及速度不断加快。

A. 节能

变频冰箱之所以节能，是因为采用变

频压缩机和驱动器，增加了变频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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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室内温

度的高低）良好匹配，避免无谓的能量消耗。

有些冰箱的压缩机采用了“线性变频技术”，

不仅制冷的效果得到了大幅提升，其运转

稳定性和耐用性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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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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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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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环保

以高效节能为基础，好冰箱还应在生

产材料、结构设计等方面诠释环保理念。

实现更环保的技术手段主要有：

A.“全无氟”

为保护臭氧层，全球范围内开始陆续

禁止冰箱采用含氟里昂制冷剂和发泡剂（用

于冰箱保温），转而采用环保工质。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在家

用电器生产中使用含氟里昂制冷剂和发泡

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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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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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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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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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冰箱？简单，
只需跟紧这  步

■ 确定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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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三口之家需要选择容积为

210L 的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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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

济条件及住房条件允许，可考虑选择容积

大一些的冰箱。

■ 确定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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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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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冰箱和定速冰箱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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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大容量冰箱上性能

优势表现得更为突出

产品价格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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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方便

制冰速度 快 稍慢

结构 简单 复杂

风冷式和直冷式电冰箱性能比较

知识 8K
n
ow
le
d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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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类型：家用冰箱按气候类型分为

四类：亚温带型 ( 代号 SN，适用环境温度

10℃～ 32℃ )，温带型（代号 N，适用环境

温度 16℃～ 32℃），亚热带型（代号 ST，

适用环境温度 18 ～ 38℃），热带型（代号

T，适用环境温度 18℃～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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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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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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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值得信任的品牌

知名品牌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在品

质、服务等方面都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

冰箱市场的品牌集中度较高，总体来讲，

主流品牌产品质量都比较可靠。

■ 了解冰箱各项功能

目前，冰箱市场上热销的产品大多带

有一些附加功能，除了围绕食品储藏开发

的各种保鲜、除异味、杀菌等功能外，带

有制冰、藏酒、速冻等功能的冰箱也是时

下消费者的热门选择。另外，随着移动互

联技术的普遍应用，一些企业也推出了拥

有“人机对话功能的冰箱。还有一些厂家

别出心裁，甚至在冰箱面板上安装了液晶

电视、配上 MP3。这方面您可要考虑清楚，

不要光图一时新鲜，选择附加过多功能的

冰箱，因为，功能增加意味着售价高于普

通产品，日常使用过程中，一些附加功能

会增加冰箱能耗，同时，冰箱“出毛病”

的几率也会增加。

■ 算算耗电量

这里告诉您一个计算公式——冰箱寿

命期运行费用=日耗电量（度）×365（日）

×12（年）×0.6（元 / 度）。不同品牌、

型号的冰箱日耗电量在产品宣传手册或说

明书中都有标注，卖场摆放的冰箱样机面

板右上角粘贴的能效标识上也有标注。您

可以将冰箱日耗电量的数值带入公式，计

算出冰箱的每日运行费用，再参照购买成

本，就能知道买哪款冰箱更划算了。

■ 美观实用的设计

这一步其实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冰箱

服役期内，您能否感觉“顺眼”又“顺心”。

时下冰箱市场产品丰富，各种颜色，不同

材料，各种风格设计的冰箱琳琅满目，完

全可以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您选择时可

根据家中装修风格、家具颜色和个人喜好

综合考虑，还可与空调、洗衣机等家电产

品成套购买。要提醒一点，不要只图花俏，

最好选择那些“百搭”颜色和设计风格，

让冰箱这个耐用家电成为您家中永远的和

谐亮点。

■ 理性“掏腰包”

一上来就比价格绝对是大错特错，要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您一定要确认走完

上述 5 个步骤后，再在选定的几款冰箱中

根据预算比较价格，最终选择性价比最高、

最适合自己的冰箱。多在几个家电卖场进

行价格比较，即便是在同一连锁旗号下，

不同门店、不同渠道产品销售价格也是存

在差别的，就算价格完全一样，一些家电

经营场所组织积分换礼品或是其他促销活

动也可能让您有意外收获。

■ 网购冰箱注意事项

可以直接选择各大冰箱品牌自己的销

售网站，或者在天猫、京东上边的旗舰店，

比较有保障。如果想在网上“淘”到更划

算的，一定要选择正规网站，最好选择名

气大、实力雄厚的购物网站。选择授权商家，

要查看卖家是否具有该品牌的授权书，一

般有了授权书的店铺，卖的都是正品。有

些网上店家，会用旧电器组装翻新后出售，

买家一定要警惕，要问清楚对方，机器是

否全新，并在对话工具上留下记录，拍照

留存，以便日后遇到问题投诉。

冰箱是大家电，需要配送和上门安装，

购买时需要和卖家谈妥配送方式，以及是

否享受正规的保修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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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节能简约对开门冰箱——海尔

对开门冰箱 超大存储空间使对开门冰箱成为食物

最爱的“豪华别墅”，大件食物好“安家”。

型号：BCD-521WDPW

总容积（L）：521（冷冻室：178/ 冷藏室：343）

净尺寸（mm）：905×655×1790

耗电量（kWh/24h）：0.98

冷冻能力（kg/24h）：12

噪声值 [dB(A)] ：42

气候类型：ST/SN/N/T

能效等级：1

海尔 BCD-521WDPW 汲取欧式家居外观设计灵感，简约而不

简单，易清洁、防磕碰，极简时尚。经典白色时空穿梭纹理面板，

高档白色皮纹箱体，整机美观协调主流竖向显示屏设计，嵌入隐藏

把手，和门体浑然一体。此外，冰箱中央冷量分配系统可按需分配，

控温精确，而超微孔发泡技术使冰箱保温性能更好，节能省电。冰

箱 521L 超大容量，相当于 2 台普通三门冰箱的容量。专业风道及

风路设计，改变落后的分层出风方式，冰箱内部循环全新 3D 立体风，

防止冷气直吹风干食物。

新品

Pr
od
u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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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对开门冰箱——美菱

型号：BCD-568WPCF

总容积（L）： 568（冷冻室：204/ 冷藏室：364）

净尺寸（mm）：744×912×1755

耗电量（kWh/24h）：0.98

冷冻能力（kg/24h）：14

噪声值 [dB(A)] ：41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美菱雅典娜 BCD-568WPCF 外观时尚简洁，为纯白覆膜钢板机身，耐磨、

耐滑、便于清洁。568L 超大容积的设计以满足更多食材需求。冰箱冷藏室设有

超大果蔬盒设置，果蔬随心存放；冷藏室可独立关闭，起到进一节能的作用。

冰箱内部选用全反射 LED 冷光源，照明无死角，非常人性化。冰箱内部出风口

设计独特，上扬式全方位立体循环风有效避免冷气正面吹干食物。此外，这款

冰箱拥有独特的智能无霜技术，可以自动判断箱内的温度，自动除霜，并且可

以立体多层出风，使冰箱内部温度更加均匀。冰箱控制系统可实现 ±0.1℃精

确控温，精控节能保鲜，温度波动较小，可使保湿效果提升 30%。

风冷云空间对开门冰箱——惠而浦

型号：BCD-583WDGBW

总容积（L）：583（冷冻室：218 / 冷藏室：365）

净尺寸（mm）：915×717×1802

耗电量（kWh/24h）：1.09

冷冻能力（kg/24h）：15

噪声值 [dB(A)] ：44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惠而浦 BCD-583WDGBW应用了惠而浦独创的第六感智能保鲜技术，自动感

应冰箱内储存量、温度和湿度，精准呵护食物；冷冻室采用多风道出口设计，层

层送风，冷冻均匀无死角，冷藏室 360°循环立体送风，制冷更快，并锁水保湿。

这款冰箱还配置了直流变频压缩机，可根据食物存放多少及冰箱内外温差自动调

节转速，从而实现保鲜、恒温、节能、静音一体化效果。此外，冰箱在外观上独

创性地采用鲁克斯花纹面板和隐藏式把手设计，高贵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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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原装对开门冰箱——日立

一米阳光对开门冰箱——海信

型号：R-SBS3100C

总容积（L）：546( 冷冻室：194/ 冷藏室：203/ 蔬果室：149)

净尺寸（mm）：920×760×1060

耗电量（kWh/24h）：1.23

能效等级：1

日立泰国原装对开门冰箱，具有水晶黑和水晶银两种颜色可选。冰箱配装智能饮水制冰系统，

内置储水盒给水，无需外接水管及过滤器，矿泉水，蒸馏水或冷开水等注入内置水盒的饮用水，

流经 3层水源过滤网后，便会自动制冰，只需轻触按键，无需打开冰箱门，即可自动出冰。

双冷却风扇设计，可根据需要高效独立冷却冷藏室和冷冻室，冷却效率高，更节能。同时，

这种设计可有效保持食物的水分、营养、鲜度及味道。除此之外，日立独创的智能变频技术能够

通过自动控制电机运转，实现最理想的低能耗运转方式，节能环保。冰箱采用 R600a 无氟制冷技

术，节能的同时更环保。

型号：BCD-565WTG/B

总容积（L）：565( 冷冻室：195/ 冷藏室：370)

净尺寸（mm）：914×690×1776

耗电量（kWh/24h）：1.10

冷冻能力 (kg/24h) ：12

噪声值 [dB(A)]:42

能效等级：1

海信 BCD-565WTG/B 对开门冰箱采用 69cm 极薄箱体设计，可与橱柜深度

吻合，摆放效果更理想。冰箱选用高保温内胆、高密度发泡层，保温、节能、省

空间。冰箱冷藏室、冷冻室配备独立循环风道和风门，根据 PDM精确传感器的信

号传输，及时输送冷气，可以使食物快速降温，持久保鲜。冰箱采用全风冷无霜

技术，冷藏不结霜、冷冻不结冰，层层制冷，温度均匀，留住食物营养，免去除

霜烦恼。海信独创多抽屉精细存储，在洞悉不同食物保鲜需求基础上，专位专放，

设计 6 个独立密封室，使食物实现精细化存储，新鲜不串味。此外，冰箱还具备

假日、节能、智能、速冷、速冻、锁定、冷藏可关闭，七大生活常用模式，满足

个性化设置需求。



15REFRIGERATOR

乐享家电

紫雅白对开门冰箱——华日

型号：BCD-580WHEE

总容积（L）：580（冷冻室：219 / 冷藏室：361）

净尺寸（mm）：911×752×1794

耗电量（kWh/24h）：1.12

冷冻能力（kg/24h）：12

噪声值 [dB(A)] ：42

能效等级：1

580L 超大容量，361L 冷藏室和 219L 的冷冻室，无论是冷藏还

是冷冻，这款冰箱都能满足多天食物储存需求，省却天天往超市跑

的劳累。华日 BCD-580WHEE 拥有大容量的同时，在智能控制、食

物保鲜、外观设计等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冰箱全智能控制系统

能自动监测并调节箱体内温度，保证食物在最佳保鲜环境下。面板

装饰采用彩晶玻璃搭配 3D 印花，色泽艳丽，耐用不褪色。在细节

方面，冰箱触摸按键与面板融为一体，防水、防尘、易清洁。华日

独创隐藏式按拉条，美观又实用。此外，光波保鲜科技主动模拟有

益光线，促进果蔬的光合作用，让营养常驻果蔬之中。

烟灰银对开门冰箱——奥马

型号：BCD-520WKCB

总容积（L）：520( 冷冻室：207/ 冷藏室：393)

净尺寸（mm）：905×655×1770

耗电量（kWh/24h）：1.02

能效等级：1

奥马烟灰银对开门冰箱采用全风冷对开式设计，实现智能无霜、立体送风，具有精确控温、

智能调节、快速冷藏、深度冷冻、超低能耗等特点。这款冰箱支持智能、节能、速冷、速冻、童

锁、冷藏单独关闭等多种模式，多种模式一键切换，降低用户操作负担。冰箱内部超大门搁架及

底层果箱前移式设计，提高容积使用率，非常实用；层架和抽屉导轨一体式设计，可将抽屉放置

在任意位置，随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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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活鲜管家对开门冰箱——新飞

型号：BCD-610WGV

总容积（L）：610（冷冻室：243 / 冷藏室：367）

净尺寸（mm）：935×757×1848

耗电量（kWh/24h）：1.12

冷冻能力（kg/24h）：15

能效等级：1

在冰箱外观设计中，紫色的运用并不多见，新飞 BCD-610WGV 成功用紫色面板营造出冷艳

与高贵。同时别致的黄金弧设计，独有的奢华体验，惊艳的视觉享受，运用磨砂材质，更人性化。

本款多维无霜对开门冰箱，采用双循环系统，冷藏室和冷冻室独立制冷，按照不同需求分别输送

冷量，健康储存，避免串味，保持食物原汁原味，保湿更保鲜。另新飞首批通过国家 CQC 除菌

质量认证，冰箱更洁净，食物更新鲜，杜绝冰箱病。此款冰箱通过高效变频压缩机和多个感温探

头的系统设计，根据食物多少、开门次数，合理输送冷气，减少能耗，比普通冰箱节能 30%以上。

冰箱±0.1℃精确控温，温度波动小，食物更保鲜。

爵士金对开门冰箱——万宝

型号：BCD-608WMCEA

总容积（L）：608（冷冻室：225/ 冷藏室：383）

净尺寸（mm）：908×685×1774

耗电量（kWh/24h）：0.98

冷冻能力（kg/24h）：15

噪声值 [dB(A)] ：42

能效等级：1

万宝 BCD-608WMCEA 外观设计用了爵士金，华贵气派。在性能上，这款冰

箱具有风冷无霜、全速冷冻、新鲜不结霜等特点。由于采用了全风冷技术，冰箱

冷冻室冷冻速度快，食物由内到外均匀冻透，有效锁

住营养。采用电脑智能温控，冷藏、冷冻温度单独控制，控温更精确。这款

冰箱配装了名牌高校节能压缩机，COP 值更高，更节能。有趣的是，冰箱冷冻室

设有旋转制冰盒，制冰方便、快捷。冰箱各层搁物架布局合理，空间利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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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00 门中门冰箱——LG

多门冰箱 多温区划分使多门冰箱成为不同食物的“私人港

湾”，水果、蔬菜、鱼、肉……都有自己的专属空间。

型号：G6000

总容积（L）：601 ( 冷冻室：200/ 冷藏室：401)

净尺寸（mm）：912×1797×758

耗电量（kWh/24h）：1.26

冷冻能力（kg/24h）：10

能效等级：1

LG G6000 冰箱在外观上最大的特征是在冰箱右上方的门

上叠加了一个“门中门”，为消费者带来便捷感受，实现新鲜

生活。LG G6000 容量高达 601L，但“身材”更“苗条”。

LG“空间科学”处处体现出设计的人性化，上冷藏下冷

冻的设计，不用弯腰即可拿取食物；倾斜式果蔬盒密闭保鲜，

水分不易流失；便取式调味盒可取出，烹调更方便；独立式

双附加空间方便储藏鸡蛋、零食、药片等体积较小的食品；

可折叠灵动搁架随心调整高度，储存大尺寸食物；密闭保鲜

冷冻盒有效防止食物串味；滑轮式轻便抽屉轻松推拉更省力。

LG G6000 抗菌效果高达 99.99%，强效净化冰箱内部空

气。这款冰箱具备智能诊断功能，使用者只需拨打一个电话，

就能对冰箱进行故障诊断。配装 LG 独特的线性变频压缩机，

LG G6000 的“心脏”低能耗、低噪声、更耐用、更强劲，并

有 10 年包修保障。

新品

门中门

√ 轻松拿取：一键式开启，更轻松；

√ 节能：减少冷气流失，更节能；

√ 持久保鲜：减少主体开关次数，更保鲜；

√ 迷你桌：放下即可搁置杯子，倾倒饮品；

√ 可调移搁架：可根据食物尺寸改变冰箱内空间大小。

Pr
od
u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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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 800 智慧窗冰箱——海尔

型号：BCD-800WBCOU1

总容积（L）：800（冷冻室：330 / 冷藏室：448/ 软冷冻室：22） 

净尺寸（mm）：1904×766×1005

耗电量（kWh/24h）：1.38

冷冻能力（kg/24h）：16

噪声值 [dB(A)] ：36

能效等级：1

海尔 BCD-800WBCOU1 博观对开门冰箱采用 Smart Window 智慧窗技术，

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支持门体显隐可视化的冰箱。该冰箱通过智

能感应可以让用户在不打开冰箱门的状态下，看到冰箱内部物品，带给用户新潮、

智慧、时尚的生活体验。该冰箱的智慧中心可根据光感传感器察觉房间的光线，

自动调节冰箱中光源的强弱，同时还可感知用户对冰箱的使用频次，当黑夜来临，

它感知到用户入睡时间到来，会自动进入夜间安静模式低频率运行，节能且降噪。

海尔博观对开门冰箱带有wifi 模块，可连接到海尔云端，并与用户的移动端相连，

智慧的交互窗口无处不在，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控制冰箱，让健康随心所愿。

星厨无霜干湿分储冰箱——海尔

型号：BCD-460WDGZ

总容积（L）：460（冷冻室：140 / 冷藏室：320） 

净尺寸（mm）：833×649×1900

耗电量（kWh/24h）：0.75

冷冻能力（kg/24h）：12

噪声值 [dB(A)] ：36

能效等级：1

海尔 BCD-460WDGZ 星厨冰箱首创干湿分储专利技术，申请了 23 项专利。

不仅如此，这款 T 型门冰箱温区设置和其他品牌也有很大区别，普通品牌最多只

有 3 个温区，而这款冰箱有 5 个温区。冷藏区：媲美法式超宽空间，便于存放大

体积食物，如大蛋糕、法式面包、大西瓜、果盘等。保湿区：生态植物膜保湿技术，

湿度在 90% 以上，适合存放蔬菜、水果等。干燥区：运用微风道技术，湿度控

制在 40% 以内，适合存放虫草、海参、枸杞、干果等。成品区：适合存放熟食、

速冻汤圆、水饺等。生鲜区：适合存放生肉和海鲜类食材。My Zone 独立变温区，

可以通过显示屏调节珍品、果蔬、0℃ 3个档位，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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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冷动力多门冰箱——博世

零度多门冰箱——西门子

型号：KMF40S50TI

总容积（L）：401（冷冻室：105 / 冷藏室：206/ 微冷冻室：90）

净尺寸（mm）：772×752×1911

耗电量（kWh/24h）：0.99

冷冻能力（kg/24h）：18

能效等级：1

博世 KMF40S50T I 混合冷动力多门冰箱门体比例接近黄金分割，拥有错落有致的空

间划分。博世混合冷动力多门冰箱承袭了包豪斯学派的“赋机械以灵魂”的追求，冷冻室、

保鲜室和冷藏室的结构布局生动，四门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206L 百变冷藏室，带来

大而灵活的储存方式，让奶酪、草莓、鸡蛋各就各位。90L 零度保鲜室，将保湿与温度

控制得恰到好处。105L 无霜冷冻室，拥有 18kg 大冷冻力，风冷无霜设计，避免冰霜困扰。

在看得见的新鲜背后，是博世强大的创新科技：混合冷动力、三循环系统、零度维他保

鲜，三管齐下，效果出众。

型号：KM40FSS9TI

总容积（L）：401（冷冻室：105 / 冷藏室：206/ 零度生物保鲜室：90）

净尺寸（mm）：752×772×1911

耗电量（kWh/24h）：0.99

冷冻能力（kg/24h）：18

气候类型：T/ST/N/SN

能效等级：1

西门子 KM40FSS9T I 零度多门冰箱，以独立的保鲜系统，令每个保鲜区都拥

有出众的保鲜效果。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以零度保鲜技术、三循环制冷、无霜设计，

实现多门冰箱的真正独立保鲜，让食物各得其所。在提供饮食健康与舌尖享受之

外，冰箱更有节能、美观、超大容量、超大冷冻能力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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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风冷极地冰箱——帝度

型号：BCD-399WM

总容积（L）：399 

净尺寸（mm）：693×715×1874

耗电量（kWh/24h）：0.86

冷冻能力（kg/24h）：14

噪声值 [dB(A)] ：42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

帝度冰箱，中国南北极科考队官方指定专用冰箱，女神林志玲倾

情代言，保鲜、节能、稳定、耐用。该款帝度 BCD-399WM四门冰箱

独创 NANO-MIST 离子水雾保鲜，可保持食物长达 30 天水润新鲜；具

有强劲心脏——恩布拉科压缩机，它是冷冻王者，冷冻能力达 14kg。

隐藏式把手、智能报警、分类储存，帝度 BCD-399WM堪称最智能的

四门冰箱。

品道家宴多门冰箱——三星

型号：RF56J9061TL/SC

总容积（L）：564( 冷冻室：101.5/ 冷藏室：361/ 变温室：101.5)

净尺寸（mm）：908×733×1825

耗电量（kWh/24h）：1.01

能效等级：1

三星品道家宴系列是三星新推出的高端多门冰箱，“品”即冷藏、冷冻、变

温三个间室呈“品”字结构，并采用无霜保湿三循环制冷系统，在实现 564L 大

容量的同时，冷藏空间视野更宽阔，冷冻空间分区更细致。冰箱冷藏室背部设有

金属匀冷却板，温度保持更长久，即使频繁开门也能快速恢复。冰箱保温层采用

真空隔热材料，在确保保温效果的同时，令冰箱内壁更纤薄，实现同等外观尺寸

下更大内部使用空间。此款冰箱采用嵌入式设计，适宜的深度与高度，与橱柜相

得益彰。此外，三星品式多门冰箱还采用了双智能变频压缩机，可以独立制冷，

精准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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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门中门——LG

型号：GR-D24FBGHL

总容积（L）：601（冷藏室：401/ 冷冻室：200）

净尺寸（mm）：912×1797×758

耗电量（kWh/24h）：1.26

冷冻能力（kg/24h）：10

能效等级：1

LG 双门中门冰箱在外观上最大的特征是在冰箱上方的两个对开门中，又叠

加了两个“门中门”。双门中门一键式开启，拿取食物更轻松；减少冷气流失，

更节能；减少主体开关次数，保鲜更持久。冰箱配装了 99.99% 抗菌过滤器，

抗菌效果高达 99.99%，强效净化冰箱内部空气。冰箱内部独立式双附加空间，

方便储藏鸡蛋、零食、药片等体积较小的食品；可折叠灵动搁架随心调整高度，

储存大尺寸食物；密闭保鲜冷冻盒防止串味；滑轮式轻便抽屉轻松推拉更省力。

第六感智能法式四门冰箱——惠而浦

型号：BCD-401WMGBUW

总容积（L）：401( 冷冻室：148/ 冷藏室：253)

净尺寸（mm）：693×715×1874

耗电量（kWh/24h）：0.86

冷冻能力 (kg/24h): 14

噪声值 [dB(A)]: 42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

惠而浦第六感智能法式四门冰箱应用惠而浦持续创新而铸就的“第六感智能操控系统”，自

动感知，智能操控，智能显示，智能交互，智能保鲜，智能报警，实现人性化操作，创造“易”

生活。冰箱的外形采用欧美设计风格，形成了鲁克斯阵列纹。值得一提的是，BCD-401WMGBUW

采用国际知名品牌恩布拉科变频压缩机，配合 6thSense 智能操控系统自动匹配所需冷量，使压缩

机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带来强劲冷量的同时，更节能、更静音。惠而浦第六感智能法式四门冰箱

独创双循环制冷系统，并采用全风冷高保湿设计，双循环独立制冷系统能够准确控制各间室温度、

湿度，无霜更保湿，并保证食物不串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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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温四驱动四门冰箱——海尔

型号：BCD-412WDCN

总容积（L）：412（冷冻室：60 / 冷藏室：295/ 变温室：57）

净尺寸（mm）：695×708×1900

耗电量（kWh/24h）：0.89

冷冻能力（kg/24h）：10

噪声值 [dB(A)] ：36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

海尔 BCD-412WDCN 独立双变宽温冰箱，各个温室温度自由变换，

满足不同使用需求。冷藏室、变温室、全温区、冷冻室四区独立控温。

此款冰箱配装了 ABT 杀菌除味装置，可杀灭 99.9% 细菌并分解有机

污染物为水（H2O）和二氧化碳（CO2），杀菌防霉、清新温室内部空气，

创造模拟自然的储鲜生态，为食物提供最好的新鲜环境。采用多风道

立体出风，使冷气分布均匀，科学循环，使冷藏冷冻室内温度均匀，

温差小，全方位呵护食物。

冰箱保养常识

T
IP

S

√冷藏室或保鲜室底部有积水是由后壁下方接水槽上的排

水孔堵塞造成，应清理接水槽上排水孔中的污物。

√停电时要减少冰箱的开门次数，避免再放入新食品，若

提前知道要停电，可提前调低温度或打开速冻功能，使箱内温

度冷却到更低值。

√留意门封条，发现门封

条漏气应及时更换，避免冷气

从门封条的缝隙流失。

√冰箱运行噪声大可能是

由于内部物品摆放不当，先将

冰箱内部物品，有气是冰箱侧

门的瓶瓶罐罐摆平，然后调平

冰箱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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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金四门十字对开冰箱——华日

金色十字多门冰箱——容声

型号：BCD-389DEC

总容积（L）：389（冷冻室：128 / 冷藏室：261）

净尺寸（mm）：782×613×1770

耗电量（kWh/24h）：0.72

冷冻能力（kg/24h）：8

噪声值 [dB(A)] ：39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

华日 BCD-389DEC 冰箱拥有时尚韩式四门设计，十字对开，黄金比例分割空间，

食材取用一目了然。261L 超大冷藏空间容纳更多储存需求，6 个冷冻室，全封闭式

抽屉，为不同食材提供分类储存空间，拒绝串味。全智能控制，隐形显示屏与面板

融为一体，防水防尘，易于操作；锁水保鲜技术能保持冰箱内湿度，锁住食物水分，

确保营养与口感不流失。

型号：BCD-439WKK1FPK-ZQ22

总容积（L）：439( 冷冻室：72/ 冷藏室：295/ 变温室：72)

净尺寸（mm）：794×718×1810

耗电量（kWh/24h）：0.88

冷冻能力 (kg/24h) ：12

能效等级：1

容声 BCD-439WKK1FPK-ZQ22 金色十字多门冰箱采用全风冷无霜技术，风冷

不风干，风道设计循环速度更快，制冷更快速。拥有八大存储空间，精致分区，

分类存储，使存放更合理，翻找更方便。此款冰箱拥有宽幅变温室，-5～ -18℃

软冷冻、冷冻随意切换。冷藏室双 LED 冷光源，光照柔和均匀，冰箱使用矢量变

频压缩机保鲜、节能、降噪并可以延长冰箱使用寿命。冰箱采用全新的 Nanofresh

纳米负离子保鲜保湿杀菌技术以达到双重保鲜效果，实现了冰箱的“保湿与杀菌”

两大功能集于一身。此技术一方面通过释放纳米级水分子，持续为食物补水保鲜，

另一方面通过正负离子碰撞产生巨大能量实现冰箱全室杀菌，双管齐下实现保鲜

品质的倍增和杀菌效果的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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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十字对开门冰箱——美菱

型号：BCD-450ZP9CJ

总容积（L）：450（冷冻室：75/ 冷藏室：300/ 变温室：75）

净尺寸（mm）：735×785×1815

耗电量（kWh/24h）：0.58

冷冻能力（kg/24h）：10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美菱雅典娜 BCD-450ZP9CJ 为十字对开门设计，超薄的机身，金属钛钢面板的应用，

专为中国家庭量身设计。此款智能变频冰箱采用电脑智能芯片，精准把控冰箱每 0.1℃的变

化，可实现分区域单独设置温度与一键智控，真正实现食材的极致新鲜。独立制冷、独立循环、

独立温区的三循环三温区分类保鲜技术，不仅食材不串味，也使得制冷效率加倍提升。1Hz

精确变频使冰箱能耗大幅下降，能效显著提升。此外，LECO 光生态净味保鲜系统 360°动

态除菌，再次提升保鲜效果。

雅典娜多门冰箱——美菱

型号：BCD-356WPC

总容积（L）：356（冷冻室：101/ 冷藏室：255）

净尺寸（mm）：711×684×1800

耗电量（kWh/24h）：0.79

冷冻能力（kg/24h）：12

噪声值 [dB(A)] ：42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美菱雅典娜 BCD-356WPC 采用全风冷无霜设计，无霜制冷，免去除霜的烦恼，食

材迅速冻透，不遗失食物营养的同时保鲜更出色。浪漫法式设计超大的冷藏冷冻箱，

满足大容量的需求。冷藏室可单独关闭，外出旅行时更节能省电。冷冻室抽屉为导轨

式设计，打开取物可一步完成。复合式组合搁架，满足多变空间。除了使用空间的灵

活性，通过双精确变频，高灵敏度感温控制系统，稳定箱内温度，减少温度波动对食

物保鲜带来的冲击，压缩机以 1Hz 为单位精确运转，温度控制精确到±0.1℃，科学精

准保鲜，最终有效实现控温精确、能效提升、噪声降低的三大效果，让冰箱里的食物

持久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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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沃鲜管家多门冰箱——新飞

型号：BCD-395WGVA

总容积（L）：395（冷冻室：114 / 冷藏室：206/ 多功能室：75）

净尺寸（mm）：701×692.5×1921.5

耗电量（kWh/24h）：0.86

冷冻能力（kg/24h）：6

气候类型：ST/N/SN

能效等级：1

新飞赢沃除菌多门冰箱以“赢取爱意人生”为设计理念，整体外观高雅，倡导精致、优雅

的生活。先进的 360°环抱送风，冷藏室 13 个立体出风口循环包裹食物，制冷更均匀，有效减

少普通风冷冰箱直吹食物引起的风干，锁定食物营养，延长食物保鲜期。冰箱配装国际知名品

牌高效变频压缩机，5 个感温探头可根据存放食品的多少调整压机的工作时间，节能、省电、

噪声更低，控温精确保鲜好。专业变温室设计，5℃～ -7℃可调温区，可根据食物种类设定适

宜的存储温度，保持食物色泽、口感与营养。新飞独创的 SUP-AES 领鲜除菌系统可以有效的

去除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真正做到新鲜无死角，健康有保障。新飞首批通

过国家 CQC 除菌质量认证。

冰箱保养常识

T
IP

S

√及时除霜，冷冻室内

结霜，阻碍蒸发器制冷效果，

不能自动除霜的冰箱在蒸发

器上结霜厚度超过 4mm 时应

及时除霜，这样做每月可省电

5kWh ～ 20kWh。

√冰箱也要定期“体

检”。提醒您多关注冰箱各

个零部件的运转情况，定期

检查压缩机启动是否有异、

制冷效果是否良好、噪声是

否加大，遇到异常千万不要

大意，要及时查找原因，必

要的时候联系厂家检查维

修。

√要给冰箱“洗澡”，每年至少要

两次，最好一个月一次。清洁冰箱时要

先切断电源，用软布蘸上清水或食具洗

洁精，轻轻擦洗，然后用清水将洗洁精

拭去。为防止损害箱外涂复层和箱内塑

料零件，不要用洗衣粉、去污粉、滑石

粉、碱性洗涤剂、开水、刷子等清洗冰箱，

以防损伤内胆或管露。清洁完毕，将电

源插头牢牢插好，检查温度控制器是否

设定在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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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冰箱 多了中间的门，多了贴心的食物储藏空间，

三门冰箱给食物“特别”的关爱。新品

316airline 风冷巡航——海尔

型号：BCD-316WDCM

总容积（L）：316（冷冻室：90/ 冷藏室：183/ 变温室：43）

净尺寸（mm）：655×640×1900

耗电量（kWh/24h）：0.69

气候类型：SN/N/ST

冷冻能力（kg/24h）：13

能效等级：1

海尔全新风冷科技领先升级，以 AIR-line 风冷巡航重新定义风

冷技术，时刻确保冰箱内的食物维持最佳新鲜状态。海尔采用 ABT

巡航杀菌、梯度巡航保湿、立体巡航风和巡航双变频四项领先技术，

持续保持冰箱内部净度、湿度、温度、节能等最佳运行状态。冰箱

利用巡航智能科技，保持冰箱温度、湿度、纯净度、节能的控制，

使食物始终处于最佳的保鲜状态。

温度——巡航立体风冷

配备 3D 立体环绕风，采

用多风道立体出风，冷气均匀

分布，科学循环，让食物享受

24 小时由内而外的均匀保鲜。

湿度——梯度巡航保湿

风冷空间、保鲜空间、

高保湿空间三重梯度保湿模

式，时刻维持三类食材专属湿

度，专为不同属性食物的需求

量身打造。

节能——巡航双变频

独有巡航双变频感应科技，

智能传感器实时感应冰箱内外部

环境温度，并根据食材存储量、

内外温度的变化，自动匹配最佳

转速配比，保鲜、节能、静音。

纯净度——ABT 巡航杀菌

动态监测机箱内空气环境，

冷冻室 5 秒即完成一次扫描，保

障箱内环境时刻洁净如新；更具

备强效杀菌功能，一键快速深度

除菌，清洁健康。四项核心科技

Pr
od
u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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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零度三门冰箱——西门子

型号：KG28US1C0C

总容积（L）：280（冷冻室：78 / 冷藏室：133/ 零度生物保鲜室：69）

净尺寸（mm）：614×667×1854

耗电量（kWh/24h）：0.54

冷冻能力（kg/24h）：10

气候类型：T/ST/N/SN

能效等级：1

西门子 KG28US1C0C 把零度保鲜技术与无霜技术有机结合，全面锁住水分的同

时同步免去除霜烦恼，使食物水润清新，以保证食物的温度、湿度适宜。各间室形

成独立的冷气循环系统，有效避免食物串味。此外，西门子 KG28US1C0C 拥有 280L

大容量，非常节能，两天仅消耗约 1 度电。加厚的保温层设计，确保冷气无流失，

大幅降低耗电量。要倍享新鲜，更要维护省心，食物既不结冰又可以维持长久的新鲜，

全靠西门子无霜零度保鲜冰箱，开启无霜加零度双重境界，让新鲜生活充满活力。

维他鲜生代三门冰箱——博世

型号：KGU28S170C 

总容积（L）：401（冷冻室：78 / 冷藏室：133/ 变温室：69）

净尺寸（mm）：667×614×1854

耗电量（kWh/24h）：0.54

冷冻能力（kg/24h）：10

气候类型：T/ST/N/SN

能效等级：1

博世 KGU28S170C 维他鲜生代三门冰箱，采用创新混合冷动力技术，分别

为冷藏、零度维他、冷冻不同区间专供不同的制冷模式，冷藏室和维他室采用

强制对流制冷技术，更大限度保留果蔬水分，减少营养的流失；独特的零度维

他保鲜技术，使食物接近 0 ℃而不结冰，配合先进的硅滤膜保湿技术，锁住食

物水分，保湿保鲜。冷藏室 133L 清新大空间，全新直流风扇设计，温度更均匀，

让各种美食不串味。冷冻室 78L 灵活无霜空间，顶置蒸发器及风道设计，提高

制冷效率同时节省出更多可用空间。灵动储藏让大小各异的食物轻松入住，三

层抽屉和两层玻璃搁架都可灵活移动、取出，多达 18 种储藏组合，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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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管家双门匀冷冰箱——华日

型号：BCD-280LEQ

总容积（L）：280（冷冻室：120 / 冷藏室：160）

净尺寸（mm）：620×610×1818

耗电量（kWh/24h）：0.49

冷冻能力（kg/24h）：5.5

噪声值 [dB(A)] ：39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BCD-280LEQ是华日匀冷冰箱的代表产品。华日匀冷科技突破了传统制冷方式，

将冷冻室制冷管隐藏于冰箱内胆之中，冷气渗透均匀，冷冻速度快，冷冻能力更

强；由于取消了传统的隔板式制冷管，冰箱的玻璃隔板可拆卸，使得整个空间得以

100% 利用，大体积食物轻松存放。华日匀冷冰箱结霜少，除霜操作简单，免除手

动频繁除霜的困扰；超厚微孔发泡，隔绝了外界热气，有效减少冷气流失；耗能低

于国家能效 1级标准，将节能进行到底。

匀冷控霜专利冰箱——新飞

型号：BCD-269YEMG

总容积（L）：269（冷冻室：84 / 冷藏室：125/ 变温室：60）

净尺寸（mm）：599×611×1866

耗电量（kWh/24h）：0.49

冷冻能力（kg/24h）：10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新飞 BCD-269YEMG 为直冷冰箱里的无霜冰箱。匀冷系统的应用内置式缠绕

蒸发器位于冷冻室四周箱壁内，隐藏设计，传热面积大，温度均匀，控霜专利技

术使冰箱内部不结霜，保持箱内干净整洁。冰箱冷冻室采用无蒸发器设计，增大

冷冻室空间，食物存放更随意。值得一提的是冷藏室多光谱自然保鲜通过红、橙、

蓝、紫四色光，合成最仿真的太阳光，让蔬菜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保持果蔬水分、

维生素不流失。中门 8℃至 -12℃自由宽幅变温设计，既可以冷藏储存水果蔬菜，

也可以微冻随取随切，更可以冷冻长期保存食品。提供多种食物储存方式。电脑

三循环，冷藏室、中门可以实现单独关闭，假日远行时可选择关闭，简便节约；

冷冻室速冻功能有利于食物快速保鲜，食物更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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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326WTGER

总容积（L）：326（冷冻室：50 / 冷藏室：233/ 软冷冻室：43）

净尺寸（mm）：600×660×1913

耗电量（kWh/24h）：0.7

冷冻能力（kg/24h）：5

噪声值 [dB(A)] ：38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荣事达 BCD-326WTGER 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恩布拉克压缩机，制冷效率高，

超级静音；行业领先的三维保鲜技术，蔬果保鲜盒内置银离子（Ag+）贵金属，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抗菌可高达 99.9%，高效抗菌保鲜；光合保鲜技术，

模拟太阳光照射发出不同波段的光波，延长植物光合作用，为蔬果营造优良的生

态环境，从而长期保持刚采摘时原汁原味；左右开门设计，冰箱开门方向可以根

据自身需要调节，人性化设计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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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感受实录

为极致设计而倾心
——海尔博观冰箱 BCD-800WBCOU1体验

“看见了吗？透明的！离远些，等会儿，

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这是我最

近一段时间常常念叨的话。只要有亲戚朋

友来家里做客，我就会把人带到我的博观

800 跟前，狠命地显摆一番。而对我的这

一做法，大家并不反感，他们的表情就和

我第一次见到博观 800 时一样，眼中满是

惊喜。

让人一眼就能看到的神奇是博观 800

的门体——当人体靠近冰箱门时，门体的

一部分就会变成可透视的，站在冰箱前，

不用拉开冰箱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冰箱内

部储藏的食物、饮料。而实现这一点，是

相当有技术含量的。博观 800 的右侧门体

有个特殊名字，叫“智慧窗”，它能通过红

外感知启动“人感互动”模块，当人体靠

文 /同辉

体验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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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冰箱冷藏室内光源会在一秒钟之内

逐渐变亮，普通的冰箱门转瞬变成透明的

“智慧窗”，内部的食物一览无余，大大减

少翻找食物的时间、冷量流失和能耗。当

你拿取完食物转身离开后，冰箱冷藏室的

灯会自动熄灭。“智慧窗”采用焦电传感器、

光感传感器，防凝露透明加热膜、湿度传

感器、保温中空玻璃等，类似动车双层保

温玻璃的方式，采用三层玻璃制成透明中

空门，外层玻璃施以超精细印刷技术，使

门体表面在亮灯状态下变成透明，在灯光

灭掉后又与冰箱外表面浑然一体。中间层

玻璃施以纳米级 ITO 真空镀膜，在冰箱内外

温差较大，外界湿度较大的情况下启动补

充加热模式，这样，即使冰箱放在 38℃的

高温，85% 的高湿环境下也不会出现凝露

现象。

从整体外观来看，无论是颜色还是纹

理，博观800都很有味道，就像LV皮包那样，

很耐看。博观 800 外壳装饰运用晶格爵士

棕 UMI 方案，在自然精细的拉链纹理填充

的面色之上，用质感细腻的丝印工艺将疏

密不一的方格打造得晶莹闪耀，变化丰富

的同时不失庄重与典雅。

博观 800 内部划分出五大储藏区域，

除了普通的冷冻室、冷藏室，还有为满足

不同家庭成员个性化需求的保鲜空间。其

中，“珍品”区，相对湿度可以控制在 40%

以下，温度 5℃左右，可以用来储藏需要低

温干燥保存的食材，如香菇、茶叶、枸杞等；

保湿抽屉，适合需要较高湿度保存的食材，

如绿叶蔬菜，新鲜水果等。从此，我的化

妆品、老公的红酒、老人的名贵滋补食材、

孩子的零食都有了专属空间，存储井井有

条，拿取十分方便。

博观 800 最牛的功能是 -35℃深冷速

冻，开启这一功能，冰箱蒸发器迅速降温

至-40℃左右，极冻抽屉内保持-35℃低温，

食物快速冻结，食物中的细胞液瞬间通过

最大冰晶生成带，避免细胞壁破裂，解冻后，

细胞不会失水，锁住营养不流失。

在呵护家人健康方面，博观 800 有

ABT 巡航杀菌技术，实时动态检测冰箱内

部情况，冷藏室 5 秒即完成一次扫描，并

以特定波长的紫外线照射冰箱内部，发挥

杀菌效果。此模块内置在风道内，随冷气

循环直接吹送至冰箱的各个角落，最终实

现对冰箱内部的全面杀菌。

型号：BCD-800WBCOU1

总容积（L）：800( 冷冻室：330/ 冷藏室：448/ 软冷冻室：22)

净尺寸（mm）：766×1005×1904

耗电量（kWh/24h）：1.38

噪声值 [dB(A)]: 36

能效等级：1



34 REFRIGERATOR

使用感受实录

干湿两相宜，新鲜更健康
——海尔干湿分储冰箱BCD-460WDGZ体验

冰箱，保鲜效果最重要。但是，水果、

蔬菜、鸡蛋、肉类、鱼、海参、速冻饺子、

干果……各种食物对存储环境的温度、湿

度要求各不相同，这让我很头疼。有了海

尔干湿分储冰箱，问题轻松解决了。

从外观来看，冰箱有 4 个门，上下左

右对开，但全部打开冰箱门就会发现，冷

藏室、冷冻室划分成 T 字型，冷藏室中间

没有隔断，冷冻室被划分为两个空间。仔

细想想，这种设计其实很有道理，冷藏室

文 /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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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两相宜，新鲜更健康
——海尔干湿分储冰箱BCD-460WDGZ体验

内部空间被打通，空间不受限制，可以随

意安排码放食物，充分利用，于是，大号

儿蛋糕、大号儿披萨饼吃不完，都不用发

愁了，可以美美地“住”进冰箱。冷冻室

被隔开，形成两个独立的空间，生鲜、速

冻食品可以分开放，互不影响不串味。

事实上，海尔干湿分储冰箱的温区设

置远比看上去的复杂，它有 5 个温区。冷

藏区有超宽空间，便于存放大体积食物，

用过就会发现，确实很实用。保湿区采用

生态植物膜保湿技术，湿度保持在 90% 以

上，适合存放蔬菜、水果等。干燥区运用

微风道技术，湿度控制在 40% 以内，适合

存放虫草、海参、枸杞、干果等。成品区

适合存放熟食、速冻汤圆、水饺等。生鲜

区适合存放生肉和海鲜类食材。一切都是

那么井井有条，就连处女座老婆也无可挑

剔。

我说的这些，有一点不知道您注意到

没有，这款冰箱同时拥有保湿区和干燥区，

要知道“干”、“湿”可是一组对立的概念，

如何在冰箱内部和谐共存是很有技术含量

的。冰箱是存储食物用的，可不同食材保

鲜对环境温度、湿度要求是有差别的，传

统冰箱可以满足普通水果、蔬菜等食物冷

藏储存的环境条件，但，一些点心、干果

以及海参、木耳、银耳、干香菇等干货，

明明也很“金贵”，需要妥善储藏，想放进

冰箱却不行。为了保持果蔬新鲜水灵，冰

箱冷藏室内部通常湿度较大，但当环境湿

度高于 40%，干货会吸水返潮，发霉变质

产生毒素，因此，这些“宝贝”无法放进

冰箱。

为此，我特别看重海尔这款冰箱提出

的“干湿分储”概念，通过“微风道”技

术智能控制湿区与干区的空气湿度。保湿

区采用有呼吸功能的生态植物膜，将空气

湿度保持在 90% 左右。干燥区采用空气压

力原理，冷藏室内置感应器可随时监测空

气湿度，将空气湿度保持在 40% 左右，一

旦湿度超过 40% 即会触发感应器，专用微

风路对干区送风降低相对湿度。现在，我

信了，创新科技改变生活，各种干货，就

连虫草这样的名贵药材我都能放心地把它

们放进冰箱。有了“干湿分储”，简直是上

班族的福音，蔬菜类存储时间可延长 7 天

左右，干货保鲜存储时间可延长 5个月。

型号：BCD-460WDGZ

总容积（L）：460（冷冻室：140 / 冷藏室：320） 

净尺寸（mm）：833×649×1900

耗电量（kWh/24h）：0.75

冷冻能力（kg/24h）：12

噪声值 [dB(A)] ：36

能效等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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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感受实录

大两门最实用
——新飞莱铂锐两门风冷冰箱BCD-350WGS体验

“350L 大容积，却被设计为两个门，

与众不同，够豪爽，就它吧。” 选择新飞莱

铂锐两门风冷冰箱 BCD-350WGS 时，没想

那么多，只是觉得，它无霜、够大，实用。

而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渐渐发现，它竟

然有那么多优点。

我不是土豪，但一直喜欢金色，觉得

无论是什么装修风格，家里能添上一抹金

色就像阳光照进来般美好，BCD-350WGS

就有这样的气质，无界玻璃面板散发着金

色光芒，仔细看，上面的装饰花纹像湖水

涟漪般散开，感觉那片金色是流动着的，

有活力的。有意思的是，冰箱面板嵌入了

隐形镜面 LED 显示，显示屏完全隐形于面

板之中，不破坏面板的整体美感，只有完

成冰箱设定操作时，才会清晰看到显示界

文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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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冰箱运行状况一目了然。据说这款冰

箱的新一代定位跟踪系统隐藏式显示屏选

用的是日本东芝的电脑芯片，控制更精准，

而一体式隐形触摸按键寿命更长久，清洁

打理更轻松。

虽说是两门冰箱，但却有着与市面上

常见的三门、四门冰箱相当的容量，350L，

5 ～ 6 口的普通家庭，绝对够用了。

冰箱冷藏室为 195L，采用先进的

360°环抱式立体送风，冷藏、冷冻室多个

出风口循环送风包裹食物，制冷更均匀，

减少了普通风冷冰箱直吹食物引起的风干，

延长了食物保鲜期。

特别给力的是冷冻室，容积 155L，相

当于一个小冷柜，冷冻能力为 10kg，有 4

个大抽屉，鱼、肉类、速冻食品、冰棍雪

糕，各类食品分类储存，不串味，也更卫

生。测量了一下，冷冻室抽屉宽 48cm，深

40cm，高 18cm，整只鸡、整只鱼等大体积

食物直接存放不成问题。更贴心的是，每

个抽屉都能完全取出，不会遇到大块食物

放不进去，冷冻之后拿不出来的尴尬，有

必要的话，整个抽屉都端出来就好啦。仔

细观察，冷冻室抽屉上方设有风口，冷量

循环更迅速，分布更均匀。冷冻室里，类

似的出风口有 12 个，上、中、下、左、右

360°无死角提供冷量，冷冻更快。

由于采用智能双循环系统，冰箱冷藏

室可以实现单独关闭，假日远行时可选择

关闭，节约电费。

家人健康一直是我最关注的，我注意

到，莱铂锐贴有 CQC 认证标识，可以说是

有了国家标准 + 国家认证严苛与权威的双

重保障。冰箱宣传资料上说，冰箱 SUP-

AES 除菌系统运转下，冰箱除菌率在 99%

以上。日常使用过程中，发现冰箱除菌净

味效果确实不错，冰箱内部更洁净、无异味，

食物保鲜期也更长。新飞独创的 SUP-AES

除菌系统，对嗜冷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

肠杆菌、李斯特菌均达到 99% 以上。远高

于国家标准要求的 90%。除菌装置利用风

道和光源有机结合，既有效利用空间，又

突出设计的美观。

其实，这款冰箱的内饰设计也能看出

产品设计师的用心良苦，简洁、通透，美

观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到操作体验的舒适

性，新一代 LED 一体式背板面光源设计，

光源面积分布大，上、下存取物可视度高，

光线柔和不伤眼，而且使用寿命更长。

型号：BCD-350WGS

总容积（L）：350（冷冻室：155 / 冷藏室：195）

净尺寸（mm）：650×673×1848

耗电量（kWh/24h）：0.78

冷冻能力（kg/24h）：10

气候类型：ST/N/SN

能效等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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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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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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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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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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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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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时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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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放入低温冰箱冷藏保存 1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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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时后再拿出来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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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时后，口

香糖就会变得脆硬，此时将物品取出，并

轻轻用指甲刮就能将口香糖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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