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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 & 生活

乐享家电 I love my life
modern life need a best refrigerator

中国家电行业权威期刊《电器》杂志倾力制作

帮你选台好冰箱（2016 版）

随刊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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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换代，近年来，冰箱这个我们再

熟悉不过的家电产品身上发生了不少变化，

不但冷冻、冷藏食物这一基本功能早已延伸

至对食品保鲜效果更深层次的探讨。在席卷

整个家电业的智能大潮下，语音交互、人脸

识别、触摸屏、大数据应用、云平台等一系

列智能科技成果在冰箱上得到创新应用。于

是，冰箱懂得如何调整到最佳运行模式呵护

有着不同保鲜需求的水果蔬菜，知道主人家

里常备哪些食材，并记录食材保质期，提示

食物过期，提醒主人在电子商城下单购买食

材，提醒播放网络上的音乐、视频。冰箱的

身份不再仅仅是储存食物的容器，而是成为

用户管理美食、采买购物、休闲娱乐的多功

能平台。

通过优化制冷系统、充注环保制冷剂、

应用变频技术以及新型绝热材料，新一代冰

箱更节能环保；而在保鲜课题上，除了进一

步强调精确控温、合理划分温区，新一代冰

准备好了吗？您，购买新一代冰箱，

箱采用的保鲜技术更为细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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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制造环节，市场上的主流品牌，海尔、美的、博世、西门

子、三星、LG、海信等，一直不断创新，在技术上寻求突破，在产

品升级的道路上不断提升迈进。那么，作为消费者，您是否已经做

好准备？接纳一台全新概念下的冰箱常驻家中，成为您打造幸福生

活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必须强调，理性消费对消费者、对生产企业、对市场、对行业

都有好处。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消费？掌握一些知识和技巧是非常有

必要的。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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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您理性消费。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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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新一代冰箱，您，准备好了吗？ 

小心机，高颜值冰箱炫品味

分开放，不串味更新鲜
——海尔星厨冰箱BCD-405WDGQU1体验

关于变频那点儿事儿

科技让冰箱变得更牛

根据需求挑冰箱

2016冰箱新品来袭

这8个词组很关键

我的互联网生活就这样来了
——海尔馨厨冰箱
    BCD-401WDEJU1体验

协办单位：海尔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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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挑冰箱

决定买一台冰箱？先要弄清楚自己的需求。根据家中住

房条件、常住人口数量、需要的特殊功能、使用习惯选择值

得信任的品牌，理智消费，相信，一台可心儿的好冰箱很快

就会住进您的家，成为您打造幸福生活的好帮手。

×70L=2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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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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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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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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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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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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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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安装了触摸屏、液

晶显示器。

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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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流品牌产品质量都比

较可靠。

看外观设计

家电市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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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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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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冰箱节能高达 40%，噪

声低至 26 分贝，比定速冰箱冷冻食物的速度快 20%。

关于变频那点儿事儿
买冰箱，您可能会碰到一个词——变频。近年来，变

频冰箱的普及速度不断加快，那么，什么是变频冰箱？它

具备哪些优点？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变频那点儿事儿。

变
频
让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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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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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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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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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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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意图表示该

款冰箱能效等

级为 1 级，属

于节能冰箱。

注

搞懂这 8 个词组，让您立刻成为半个行家，

这可是您最终掏腰包买冰箱前的必修课，这时，

您可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需求，对冰箱性能做

出初步判断。

这8个词组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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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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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 日 起 将 正

式实施新版冰箱能效标准

GB1202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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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霜
有效容积（L）

BCD-500W

冷冻

冷藏

电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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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8个词组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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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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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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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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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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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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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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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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小课堂

科技让冰箱变得更牛
冰箱生产企业在技术上不断寻求突破，让冰箱变得更

牛的新技术都有哪些？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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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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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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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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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气对开门

     空间十字分

          多门多温区

              经济实惠选三门

                   智能更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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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新品来袭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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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厨无霜干湿分储多门冰箱
型号：BCD-630WBGUU1

总容积 (L) ：630( 冷冻室：95/ 冷藏室：430/ 独立全温室：105)

净尺寸 (mm) ：908×768×1900

耗电量 (kWh/24h) ：1.22

冷冻能力 (kg/24h) ：15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这款冰箱采用干湿分区精确控制技术，可通过实时感知保鲜状况，智能匹

配不同食材的最佳储藏环境。微风道无霜科技确保干区不返潮；HCS 生态膜技

术保证湿区不脱水。独立的三循环动态制冷系统确保肉类及果蔬保鲜不串味，

结合 ABT 巡航杀菌技术，令储存食物自然新鲜。

105L 超大容积独立全温室，可实现 5℃～-20℃，26档变温。值得一提的是，

全温室可根据用户需要，自由调整为冷藏室或冷冻室使用。另外，采用焦点传

感技术的人感智慧窗，能实时感知人体发出的特定波段红外线。用户走近冰箱时，

人感智慧窗会逐渐透明亮起，用户即刻了解冰箱中储存食物情况。配合 Wi-F i

智慧物联技术，让新鲜触手可及。

630L 1.22 度海尔

冰箱保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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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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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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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kWh。

冰箱新品来袭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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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V6000 Plus 对开门冰箱拥有

626L 的大容量，冰箱内部功能分区

一目了然，通过科学规划内部空间，

可将实际存储空间增大，让内部空间

有效利用率更高。采用抽屉式分类方

式储存食物，其抽屉式果蔬存鲜盒拥

有良好的密封性和保湿性。冰箱采用

全新门中门设计，可实现存储食材的

分区单独取用，减少内部冷气不必要

的流出，避免内部温度频繁变化，有

效延长冰箱内食物保鲜期。

该款冰箱采用的抗菌过滤器

在减少异味的同时，抗菌率可达

99.99%，除异味效果达 90%，可对

抗灰尘、真菌、细菌孢子以及微生物

等致病源，保证食材健康卫生。配备

线性变频压缩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同时，节能减耗、安稳低噪，可

为消费者提供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玫瑰金彩晶对开门冰箱
型号：BCD-625WDGEU1

总容积 (L) ：625( 冷冻室：234/ 冷藏室：391/ 变温室：12)

净尺寸 (mm) ：908×738×1790

耗电量 (kWh/24h) ：0.88

冷冻能力 (kg/24h) ：12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海尔 BCD-625WDGEU1 对开门冰箱采用

玫瑰金色彩晶钢化玻璃面板，典雅、时尚的

同时，不怕磕碰划擦、不惧厨房油污、易于

清洁。冷冻室及冷藏室各采用七层空间格局、

四档变温室设计，按照科学的高度分割空间，

满足不同食物储存需求，避免空间浪费。干

湿分储技术可确保果蔬新鲜美味，水分充盈。

干区运用微风道无霜科技，精确控湿，确保

空气湿度始终保持在 45%左右；湿区采用

专利 HCS 生态膜技术，使空间湿度保持在

90%左右。该冰箱采用变频压缩机、变频离

心风机、智能自感变频技术，白天压缩机高

速运转，夜晚压缩机低频运转；可根据食物

制冷需求按需送风，保鲜效果提升的同时节

能静音。

625L 0.88 度海尔

大容量门中门对开门冰箱
型号： V6000 Plus

总容积 (L) ：626

626L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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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道智宴多门冰箱
型号：RF60K9560SR

总容积 (L) ：596( 冷冻室：99.5/ 冷藏室：397/ 变温室：99.5)

净尺寸 (mm) ：908×733×1825

耗电量 (kWh/24h) ：1.25

冷冻能力 (kg/24h) ：12

气候类型：T

能效等级：1级

三星 RF60K9560SR 多门冰箱配备一

块 21.5 英寸全高清液晶显示屏，可展

示冰箱内部食物储存画面。用户通过屏

幕可轻松拖拽保质期标签至食物上，也

可手工或语音添加食品及相关信息以进

行管理。冰箱内置高清相机，会将画面

即时传送到移动设备上，以方便用户随

时随地知晓家中食材储备情况。

该款冰箱采用无霜保湿三循环制冷

系统，高保湿冷藏室时刻确保果蔬新鲜，

不同间室可实现独立循环，保证了间室

间食物不会串味。宽带变温室能提供五

挡预设温度，5℃啤酒模式、3℃冷藏模

式、-1℃生态保鲜模式、-5℃干爽保

鲜模式、冷冻模式可通过选择预设温度，

确保食物在最佳温度下保鲜更持久。

596L 1.25 度三星

三门结构对开门冰箱
型号：BCD-600WDS

总容积 (L) ：600( 冷冻室：225/ 冷藏室：375)

净尺寸 (mm) ：908×685×1774

耗电量 (kWh/24h) ：0.98

冷冻能力 (kg/24h) ：15

气候类型：ST

能效等级：1级

万宝 BCD-600WDS 对开门冰

箱，使用独特的三门结构外观，拥

有独立三温区设计。左侧冷冻室为

全电脑控制，采用无霜风冷方式制

冷，上出风下回风，保证间室温度

均匀的同时，拥有快速冷冻和智能

运行两种模式；冰箱右侧冷藏室分

上冷藏和下冷藏两部分。冷藏室采

用直冷方式制冷，通过单独制冷循

环，可保持食品水分不丢失。此外，

该款冰箱下冷藏室做为可变温室，

能够满足用户冷藏和微冻室储存大

容量食物的多重要求。

通过电脑智能控制，冰箱冷藏

室和冷冻室可分别调节，单独关闭，

达到降低能耗的需求。值得一提的

是，该款产品灌注性能优异的新型

碳氢制冷剂 R600a，不破坏臭氧层，

无温室效应，绿色环保。

600L 0.98 度万宝



20 REFRIGERATOR

食尚大咖对开门冰箱
型号： BCD-610WKS1HPG

总容积 (L) ：610( 冷冻室：207/ 冷藏室：386/ 变温室：17)

净尺寸 (mm) ：910×743×1786

耗电量 (kWh/24h) ：0.88

冷冻能力 (kg/24h) ：12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该款冰箱采用高亮铝合金拉丝装饰

条，搭配钢琴漆拉手，视觉完美分割的

同时不留指纹。深咖色钢化玻璃面板，

时尚、优雅，适合各种家居风格。矢量

变频压缩机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噪声，

省电节能。冰箱搭载全风冷无霜系统，

采用 360°循环制冷，设计有多重出风

口。此外，冷冻室和冷藏室均使用独立

感温设计，控温更精确，可有效锁住食

物水分，保鲜持久的同时远离食物串味

烦恼。Nano Fresh 纳米负离子保鲜保湿

杀菌技术融合“杀菌与保湿”，冷冻室

可实现 -25℃深冷速冻，进一步将食材

凝固保鲜。

光印棕十字对开门冰箱
型号： BCD-618WKK1HPC-HC40

总容积 (L) ：618( 冷冻室：219/ 冷藏室：399)

净尺寸 (mm) ：912×780×1810

耗电量 (kWh/24h) ：0.95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容 声 BCD-618WKK1HPC-

HC40 十字对开门冰箱采用隐形门

把手设计，极具金属质感，光印

棕色机身尽显高端大气，可以很

好地与整体家居搭配。通过 WIF I

智能模块，用户在掌控存储食物

状态的同时，可以实施温度及存

储模式等信息的精准控制，更智

能，更方便。冰箱采用环抱风技术，

可全方位立体送风，冷量迅速均

匀分布，有效保证食物长效新鲜。

矢量变频技术，不仅可精准高效

制冷，精准控温，留住食材每一

分新鲜营养，还有着高效低耗的

出色表现。此外，该款冰箱运行

时噪声值仅 38 分贝，让用户尽享

超静音的舒适生活。

610L 0.88 度容声

618L 0.95 度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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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管理对开门冰箱
型号： BCD-640WKGPZM

总容积 (L) ：640( 冷冻室：239/ 冷藏室：401)

净尺寸 (mm) ：910×750×1808

耗电量 (kWh/24h) ：0.89

冷冻能力 (kg/24h) ：15

能效等级：1级

美的对开门冰箱 BCD-640WKGPZM

搭载 i+ 智能管理系统，具备食品过期

提醒、语音控制、远程控制等功能。整

合了食材百科、菜谱教程、生活资讯、

网络交互等多方资源，带来全面升级健

康、营养、便利的生活体验。该款冰箱

不仅拥有流纱金高颜值外观，更具有

i-AUTO 变频科技和 i-ACC 雷达科技。

i-AUTO 变频科技，有效降低能耗，为

食物匹配的冷量更精准，更好地按照食

物保鲜需求制冷，且不浪费电；i-ACC

雷达科技，通过多个感温探头全天候监

控，感知细微温度变化。掌控温度恰到

好处，让冷藏室瞬间保鲜，让冷冻室速

冻锁鲜。

美的凡帝罗BCD-646WGPZV

十字对开门冰箱不仅拥有三系

统速鲜科技、等离子除菌科技、

i-AUTO变频科技，金属匀冷技

术等多项保鲜科技，更拥有强大

的分类存储功能。-18℃～ 7℃

跨越式变温区，可为不同食物，

提供更适合的温度，满足更多种

类的食品存放需求。双层果蔬盒

设计、儿童专属抽屉，满足分类

储藏，防止串味。底层果蔬盒配

置保湿膜，更长时间保持水分不

流失，实现干湿分区。冷藏室门

体配置谷物密封盒，冷冻室及变

温室均配置饺子盘，让您的生活

更便利。同时搭配格调咖玻璃无

界外观，以及光线柔和的大面积

曲面面光源，从整体上提升外观

质感。

640L 0.89 度美的

凡帝罗十字对开门冰箱
型号： BCD-646WGPZV

总容积 (L) ：646( 冷冻室：91/ 冷藏室：455/ 变温室：100)

净尺寸 (mm) ：905×775×1935

耗电量 (kWh/24h) ：0.79

冷冻能力 (kg/24h) ：18

能效等级：1级

646L 0.79 度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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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星空金对开门冰箱
型号： BCD-568WPCJ

总容积 (L) ：568( 冷冻室：200/ 冷藏室：364/ 其他：4)

净尺寸 (mm) ：978×809×1843

耗电量 (kWh/24h) ：0.98

冷冻能力 (kg/24h) ：14

气候类型： SN/N/ST

能效等级：1级

美菱雅典娜 BCD-568WPCJ 对开门

冰箱采用“星空金”外观设计，时尚、

靓丽，气派，可融入多种家具风格。“I”

型全拉通隐藏式把手”不碍事、不占空

间、不易磕碰。LECO 净味保鲜系统可将

箱体内的异味和微生物，经空气循环收

集到 LECO 系统内，再经过滤网被分解

为 CO2 和 H2O，释放自由基，主动除菌，

营造清新环境。

该款产品采用“0.1 度变频技术”，

实现压缩机以 1HZ 为单位精确运转，温

度控制精确到 ±0.1 度，有效实现超节

能、超保鲜、超保湿、超静音四大效

果。-32℃极速冷冻保鲜技术，冷冻速

度快，化冻血水少，营养不流失，肉质

保鲜还非常好。不只如此，该款冰箱压

缩机支持十年免费包换，确保用户即使

多年使用也无后顾之忧。

智雅鲜韵对开门冰箱

型号：BCD-580WHEF

总容积 (L) ：580( 冷冻室：219/ 冷藏室：361)

净尺寸 (mm) ：911×691×1794

耗电量 (kWh/24h) ：0.98

冷冻能力 (kg/24h) ：12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华日智雅鲜韵对开门冰箱，采用韩国进口

的玻璃面板，隐藏式触摸显示屏，高端大气上

档次。这款拥有智能控制专利技术，实现精准

控温和节能保鲜。采用华日智能化霜专利技术，

清爽又省心。精致的内饰、简洁暗拉手、开门

超市智能提醒等细节，彰显品质感。

568L 0.98 度美菱

580L 0.98 度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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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五门冰箱
总容积 (L) ：396( 冷冻室：105/ 冷藏室：206/ 零度维他

保鲜室：85)

净尺寸 (mm) ：752×772×1911

耗电量 (kWh/24h) ：0.93

冷冻能力 (kg/24h) ：18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西门子零度五门冰箱，采用独立的三

循环制冷系统，让多门冰箱实现了零度生

物保鲜功能，无论是果蔬还是肉类，都能

得到更好的保鲜效果。同时，西门子零度

五门冰箱也为用户提供了独立的储存空间，

日常使用更便捷。

西门子为用户设计了实用的“新鲜第

五门”，在实现卓越保湿、保鲜功能的同时，

便于用户取放食材。第五门采用了更加符

合人体工学的门体高度，典雅舒适的嵌入

式门把手，让用户取放食材时更加轻松。

此外，“新鲜第五门”采用了零度生物保鲜

科技，搭配高效保湿滤膜，在锁住果蔬的

水分和养分的同时，可以更长久的保证果

蔬的新鲜水润和良好口感。

西门子零度五门冰箱还能以独立的保

鲜系统对果蔬进行细致存储。低湿区可为

生鲜鱼肉提供更加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而

高湿区则更加适合水果蔬菜的存放，分开

存放互不干扰的同时，将食材的新鲜水润

做到了极致。在获得饮食健康与味觉的享

受之外，冰箱更具有节能、美观、大容量、

大冷冻力等优点。

442L 0.93 度西门子

冰箱清除异味小窍门

用纱布包 50 克茶叶放入冰箱，一个月后取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再装入纱布放进冰箱，如此反复，去除冰箱异味。

将几块新鲜的桔子皮洗净晾干，散放在冰箱里。

将一个柠檬切成两半，放在冰箱冷藏室上层，柠檬散发的清香味可在一周内清除冰箱内的异味。

将竹炭放入冰箱，竹炭特有的多孔结构可以迅速吸收冰箱里的异味，用一段时间后，将竹炭取出放在阳光下晒干，还可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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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积互联网冰箱
型号：BCD-401WDEJU1

总容积 (L) ：401( 冷冻室：130/ 冷藏室：271)

净尺寸 (mm) ：708×708×1804

耗电量 (kWh/24h) ：0.90

冷冻能力 (kg/24h) ：10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海尔 BCD-401WDEJU1 冰箱采用

“MIN I 法式”简约外观，内饰通透，设

计明亮无死角。新型风冷技术保证冰箱

制冷快速，不结霜、无温差、温度更均

匀，营养不流失；Smartfresh 杀菌净味技

术可天然释放负离子，净味的同时杀菌

率达 99.99%；三挡变温室技术通过果

蔬档、冰镇档、0℃档，三挡自由变温，

可满足各种食材的分类储鲜。值得一提

的是，该款冰箱通过触控交互、语音交

互、人感交互、远程控制四大智能交互

手段，利用 10.1 英寸 IPS 高清屏、语音

播放、APP 连接等方式，为用户带来新

鲜管家功能、厨房超市功能、海量智能

菜谱、预约解冻功能、影音娱乐功能五

大智能体验。

法式五门冰箱
型号：BCD-405WDGQU1

总容积 (L) ：405( 冷冻室：127/ 冷藏室：235/-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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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在满足所有食物储存湿度要求的

基础上，通过细致分割空间，保

证食物分类，专区储存，避免食

材串味，确保食物的新鲜原味。

精控微风道系统可智慧按需送风、

制冷精确，减小温度波动，快速

精确制冷。IG-LF 原鲜控湿系统有

助于延缓果蔬过熟老化，延长食

物保鲜期。ABT 巡航杀菌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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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高效变

频压缩机和变频离心风机，冰箱

更节能、更静音。

401L 0.90 度海尔

405L 0.68 度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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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冷冻力多门冰箱
型号：KME48S20TI

总容积 (L) ：442( 冷冻室：110/ 冷藏室：332)

净尺寸 (mm) ：752×715×1911

耗电量 (kWh/24h) ：0.94

冷冻能力 (kg/24h) ：15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442L 0.94 度博世

博世 KME48S20T I 冰箱，采用“混

合冷动力”制冷技术。先进的智能变频

系统，功能强大，令制冷速度更快，温

度波动更小，冰箱运行噪声更低。

强对流制冷保证食材不易风干，智

能速冷可快速让冷藏室内食物达到理想

存储温度，更长久地留住果蔬的新鲜。

冷冻室采用风冷无霜设计，通过智能速

冻快速护送冷冻室食物通过冰晶生成

带，摆脱冰霜困扰的同时可有效锁住食

物营养。冰箱采用全气候带设计，适应

环境温度横跨 10℃～ 43℃。即使环境

条件严酷，依然可保持整机稳定运行。

此外，博世 KME48S20T I 冰箱采用

经典的无框玻璃门，搭配无暇的皓白色

外观、岩石灰嵌入式隐藏把手、以及纯

金属导轨，设计简约时尚，可良好地融

入多种家居风格。冰箱内选用的 LED 顶

灯，采用清新冷光源，照明更柔和，为

用户带来更舒服的使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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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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帝罗十字多门冰箱
型号： BCD-530WGPZV

总容积 (L) ：530( 冷冻室：72/ 冷藏室：386/ 变温室：72)

净尺寸 (mm) ：833×745×1935

耗电量 (kWh/24h) ：0.75

冷冻能力 (kg/24h) ：14

能效等级：1级

美的智能冰箱 BCD-530WGPZV 配

置三系统速鲜科技，令冷藏、冷冻、变

温间室可独立控温，快速制冷，各间室

不串味，各有各新鲜。其中，变温室可

为不同食物选择更适合的温度，-18℃

～ 7℃跨越式变温，满足更多种类的食

品存放需求，方便更实用。同时，搭载

等离子除菌科技，通过等离子全面主动

出击，第一时间击穿细菌蛋白，使细菌

失去活性，全面有效地消灭冰箱内隐

藏在各个角落以及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

菌，全程不产生有毒残留物，不破坏食

物营养与风味，用心呵护食物，带来更

健康的生活体验。

雅典娜多门冰箱——美菱
型号： BCD-430WP9C

总容积 (L) ：430( 冷冻室：148/ 冷藏室：282)

净尺寸 (mm) ：720×783×1805

耗电量 (kWh/24h) ：0.85

冷冻能力 (kg/24h) ：12

气候类型： SN/N/ST

能效等级：1级

美菱雅典娜 BCD-430WP9C

多门冰箱采用经典的十字造型，

玫瑰金色钢板搭配舒适清新的高

档内饰、超大果蔬盒、隐藏式出

风口等设计，既有颜值又有实用

价值。LCD 触摸屏，反应灵敏，

指尖轻点即可实现轻松调节。冰

箱内部采用 LECO 光生态保鲜系

统，这款冰箱采用美菱 0.1 度变

频技术，节能静音。采用 LECO 光

生态保鲜系统，可全面杜绝细菌

滋生，保证食材新鲜。此外，该

款冰箱拥有 -32℃极速冷冻功能，

具有超大冷冻能力，可快速锁住

食物营养，令食物持久保鲜。

530L 0.75 度美的

430L 0.85 度美菱



27REFRIGERATOR

休眠保鲜六门冰箱
型号：R-E8800XC

总容积 (L) ：551( 冷冻室：118/ 冷藏室：343/ 蔬果室：90)

净尺寸 (mm) ：825×728×1833

耗电量 (kWh/24h) ：0.99

冷冻能力 (kg/24h) ：9.25

能效等级：1级

这款冰箱搭载创新独特光触媒休眠

保鲜蔬果室，可利用光触媒休眠保鲜科

技，将蔬果散发的乙烯气体和异味成分

分解，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分子，抑制

蔬果的呼吸活动，促使蔬果进入休眠状

态，保存营养与水分。光触媒休眠保鲜

真空冰温室，不仅实现约 0.8 个标准大

气压下的真空环境，其内部设置的抗氧

化保鲜盒所释放的抗氧化物质和植物萃

取成分，更能抑制食物的氧化及酵素活

动，食材就像进入休眠状态，新鲜更持

久。此外，采用触摸感应式电动门设计，

一指轻触，冰箱冷藏室门自动开启，方

便实用。

金色十字多门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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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容声 BCD-439WKK1FPK-

ZQ22 多门冰箱拥有八大存储空

间，精致分区，分类存储，可使

冰箱内食材存放更方便合理。宽

幅变温室技术，确保冰箱在-5℃

～ 18℃微冻、软冻、冷冻模式

间随意切换。Nano Fresh 纳米负

离子保鲜保湿杀菌技术，实现了

保湿与杀菌两大功能二合一。该

款冰箱采用全风冷无霜技术，风

冷同时不风干，结合矢量变频压

缩机技术，高效制冷的同时，可

有效节能降噪，延长冰箱使用寿

命。不只如此，冰箱拥有“智能

模式”、“假日模式”、“速冻模式”、

“节能模式”和“锁定模式”五

大模式，日常使用一键搞定，方

便实用。

551L 0.99 度日立

439L 0.88 度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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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大气多门冰箱
型号：NR-F610VX-X5

总容积 (L) ：495( 冷冻室：87/ 冷藏室：299/

           果蔬室：92/ 新鲜冻结室：17)

净尺寸 (mm) ：740×733×1828

耗电量 (kWh/24h) ：0.90

气候类型：ST

能效等级：1级

松下 NR-F610VX-X5冰箱采用镜面

无边框玻璃外观设计，大气时尚。采用

100% 全开式抽屉设计，抽屉打开长度

约 55cm，方便实用。通过将压缩机从

冰箱底部移动至顶部，为用户创造了更

多的存储空间。不只如此，这款冰箱还

可自动检测冰箱内部存储量的变化，帮

助用户做出相应的调整方案。

冰箱采用 -3℃微冷冻保鲜方式，

食材无需解冻仍能持久保持新鲜度。果

蔬室里自带的透视保鲜滤网能够有效的

控制果蔬室的湿度，长久保持蔬果新鲜

度。冷藏室内配备有 AG+ 银离子抗菌

除异味装置，抗菌率可达 99%、对异味

吸附分解率达 90%。此外，冰箱采用

ECONAVI 节能导航技术，通过多重感应

器来记录客户的生活习惯，自动调整压

缩机的工作效率，节能省电。

法式四门变频冰箱
型号：BCD-418WDEB

总容积 (L) ：418( 冷冻室：130/ 冷藏室：251/ 变温室：37)

净尺寸 (mm) ：710×716×1890

耗电量 (kWh/24h) ：0.9

冷冻能力 (kg/24h) ：10

气候类型：SN/N/ST/T

能效等级：1级

这款冰箱有着优雅咖、淡雅

金等多种外观选择，高端宽体多

门造型，融合了华日 33 年的专业

技术，集变频无霜、宽带变温、

纳米银离子保鲜等前沿技术于一

身。华日 BCD-418WDEB 变频多

门冰箱，采用时尚的圆弧门设计，

造型优美时尚。中间变温室可以

实现冷藏、0°保鲜、冷冻多重温

度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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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安全新鲜保

护。同时，这款华日冰箱采用正

弦波矢量变频压缩机，节能耐用。

495L 0.90 度松下

418L 0.90 度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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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极光系列冰箱
型号：BCD-420WPQG

净尺寸 (mm) ：775×702.5×1860

总容积 (L) ：420（冷冻室：116/ 冷藏室：304）

耗电量 (kWh/24h) ：0.89

冷冻能力 (kg/24h) ：8

气候类型： SN/N/ST

能效等级：1级

该款冰箱采用VIP 真空隔热板技术，

冷藏室下方特设 VIP 养鲜储藏室，独立

控温，一键操控，可为水果、海鲜定制

专属温度。运用智慧变频技术，420L 日

耗电量仅 0.89kWh ；压缩机自动调节转

速，制冷均匀，保鲜效果好；噪声值不

超过 39 分贝，安静运行。特有 ECO 科

技自动帮助用户记录 24h 内不同时段的

冰箱使用频率和习惯，为消费者私人订

制节能方案。采用光触媒技术除菌，抗

菌率高达 95%。使用风冷无霜科技，多

风道循环送风，冰箱内部湿度更加均匀，

呵护食物水润新鲜。

蝶式美学十字对开冰箱
型号： BCD-427WPQG

总容积 (L) ：427( 冷冻室：135/ 冷藏室：292)

净尺寸 (mm) ：765×705×1800

耗电量 (kWh/24h) ：0.85

冷冻能力 (kg/24h) ：10

气候类型： SN/N/ST

能效等级：1级

晶弘蝶式美学系列 BCD-

427WPQG 运用智慧变频技术，

427L 日耗电量仅 0.85kWh ；压

缩机自动调节转速，制冷均匀，

保鲜效果好；静音值不超过 38

分贝，安静运行。特有的 ECO

科技自动帮用户记录 24h 内不同

时段冰箱使用频率和习惯，为消

费者私人订制节能方案。采用风

冷无霜科技，多风道循环送风，

冰箱内部湿度更加均匀。该款冰

箱注重分储设计，冷藏室 2个果

蔬盒，冷冻室 6个分类抽屉，独

立存储不串味。使用 TPE 食品级

门封条，安全无异味，VIP 真空

绝热板，节能的同时，使冰箱有

效容积增加 20%。

420L 0.89 度晶弘

427L 0.85 度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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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门智能无霜冰箱
型号：BCD-253WHEG

总容积 (L) ：253( 冷冻室：100/ 冷藏室：153)

净尺寸 (mm) ：590×650×1745

耗电量 (kWh/24h) ：0.69

冷冻能力 (kg/24h) ：10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 

智能三门冰箱
型号：BCD-316WKEB

总容积 (L) ：316( 冷冻室：93/ 冷藏室：181/ 变温室：42)

净尺寸 (mm) ：620×653×1902

耗电量 (kWh/24h) ：0.69

冷冻能力 (kg/24h) ：13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华日 BCD-253WHEG 智能无霜冰箱，经典两门设计。这款冰

箱采用华日专利的智能化霜技术，清爽又省心。人性化的假日功

能，可以独立关闭冷藏室，助您在自在出行、假日之中，解决后

顾之忧。速冻功能，冷冻速度快，食材由内到外均匀冻透，保鲜

效果好，口感新鲜更能锁住营养不流失。这款冰箱融合智能控制

专利技术，实现精准控温和节能保鲜的双重效果。

该款冰箱集变频无霜、宽带变温、纳米银离子保鲜等前沿技术于一身。

华日 BCD-316WKEB 智能三门冰箱，采用时尚的圆弧门设计，造型优美时

尚。中间变温室可以实现冷藏、０°保鲜、冷冻多重温度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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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安

全新鲜保护。同时，这款华日冰箱采用正弦波矢量变频压缩机，节能耐用。

匀冷保鲜双门冰箱
型号：BCD-242LEP

总容积 (L) ：242( 冷冻室：111/ 冷藏室：131)

净尺寸 (mm) ：591×606×1722

耗电量 (kWh/24h) ：0.42

冷冻能力 (kg/24h) ：5

气候类型：SN/N/ST

能效等级：1级

华日 BCD-242LEP 匀冷保鲜冰箱，突破原有制

冷方式，将冷冻室制冷管隐藏于冰箱内胆之中，制

冷更均匀，冷冻速度更快，冷冻能力更强。该款匀

冷冰箱的冷冻室玻璃隔板可拆卸，空间可以按消费

者需求自由组合，轻松冷冻“大块头”，可谓是空间

百变。华日BCD-242LEP拥有111L的四抽屉大冷冻室，

满足顾客大冷冻存储需求。这款冰箱在节能上也有

不俗的表现，采用无氟微孔发泡技术、加厚保温层、

优化制冷管路等，产品达到国家１级能效标准。

253L 0.69 度华日

242L 0.42 度华日

316L 0.69 度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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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珂丽石做冰箱

这款冰箱由来自英国和香港的两

位国际知名设计师联合打造，打破了

行业里的金属和玻璃面板的陈规，使

用海尔研发的天然石材海珂丽石做面

板，具有易清洁、抗污、抑制细菌滋

生等特点。这种材料易造型，可进行

立体设计，还可制造出半透明的视觉

效果。

凸显宋佳的时尚和骄傲

设计师搜集宋佳参演的各种影视

作品，看了她的专访及微博，挖掘人

物个性特点，总结出“文艺”、“热情”、

“立体”3 个关键词。设计师用优雅的

红裙、骄傲的高跟鞋、立体的红唇等

元素，并采用艺术化处理手法，展示

宋佳的时尚和骄傲。

小心机，高颜值冰箱炫品味
什么样的冰箱摆在家里气派、养眼？挑选冰箱外观也是很有讲究的。

* 材质：冰箱外壳的材质很关键，通过对普通钢板、不锈钢、钢化玻璃等

材料进行特殊加工，冰箱会散发出或刚毅，或柔美，或张扬，或内敛的气质。

* 颜色：如今，市场上销售的冰箱可谓色彩缤纷，您在选择时一定要与家

庭装修的色调搭配，可以选择安全的互补色，让冰箱和居室色调和谐统一；也

可以大胆尝试撞色手法，营造浓烈、活泼、热情的视觉效果。

* 图案：通过印刷、蚀刻、镶嵌等手段在冰箱面板上描绘图案，细腻地实

现某种艺术效果，提供更个性化的选择。

定制款冰箱

彰显个性，海尔推出了个性化定

制服务，为女明星宋佳定制的冰箱很有

“范儿”。

微浮雕工艺诠释高雅

冰箱上人物的每根头发、衣服上

的每条褶皱都是设计师一点一点镶嵌

上去的。冰箱的边角也经过手工仔细

打磨，细腻光滑。在制作冰箱面板的

过程中，设计师尝试了多种材料和工

艺，经过 1 个多月的尝试，最终确定

了海珂丽材质及微浮雕镶嵌工艺，既

立体又精致。

模拟数据体现人性化

为保证冰箱的整体易用性，工程

师专门找来 8 位身材与宋佳相似的女

同事参与实验。通过实验数据对宋佳

使用冰箱的过程进行数据模拟，从而

得出最接近宋佳的一组个人数据，对

冰箱门体铰链、抽屉滑轨、搁物架旋

转钮等部位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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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互联网生活，就这样来了
——海尔馨厨冰箱BCD-401WDEJU1体验

本以为互联网时代真正触及到人们的

生活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没想到，自从有

了海尔 BCD-401WDEJU1，我的互联网生活，

就这样来了，而那竟然是那么不可思议的

美妙。

BCD-401WDEJU1 的面板上嵌入了一块

10.1 英寸触摸液晶屏，拥有一套完善的智

能交互系统，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用

手指在液晶屏上划来划去，我可以像玩手

机一样完成对冰箱的设置操控，还可以娱

乐一番，让无聊乏味的厨房劳作变得有意

思——爱奇艺网络直播、芒果台，热剧不

会再错过，还能在蜻蜓 FM热点网络电台点

播京剧戏曲、80 后脱口秀。当我靠近，液

晶屏亮起，我走开，液晶屏自动熄灭，据

说这是应用了人感交互技术——原装进口

murata 热释电传感器，探测范围 0.5 ～ 2m，

准确反应人体的实时动作变化，这简直就

像科幻大片。

很神奇，这台冰箱能听懂我说的话，

现在，我已经习惯对着它“汇报”往冰箱

里放入了哪些食材，通过设置，冰箱会提

醒我哪些食物即将过期。做饭腾不出手时，

我也经常通过语音查询想要的菜谱、歌曲、

商品，只要我开口问，冰箱智能液晶面板

都会回应，自动搜索显示我要的内容。它

也会跟我说话，点击天气图标时，系统自

动语音播放天气情况。无法形容，这感觉，

棒极了。

坐在电脑前翻淘宝、京东页面？我告

诉你，那已经过时了，我都是在冰箱上下

单购物，主要是食材。BCD-401WDEJU1 的

厨房超市功能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在线购买，

后台链接丰富的电商资源，支持货到付款

还总有优惠。闪电购平台现在已经有超过

100 件商品，价格都是行业最低。

就算我外出，家里的冰箱也在掌控中，

作者 /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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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401WDEJU1

总容积（L）：401（冷藏室：271/ 冷冻室：130）

噪声值【dB（A）】：40

冷冻能力（kg/24h）：10

耗电量（kWh/24h）：0.90

能效等级：1

净尺寸（mm）：708×708×1804

下载小厨 APP，手机一键连接冰箱，

随时随地调节冰箱模式，远程操控。

作为女性，我对家里所有物件的

“颜值”还是非常挑剔的，不好看的我

不要。BCD-401WDEJU1 彩晶玻璃面

板很耐看，金色做底，波浪线条点缀。

而当我知道，这个设计有个美丽的名

字，金色天鹅湖，便立刻脑补出一幅

画面——夕阳下，阳光洒在波光粼粼

的湖面，那水，那天都被染成了金色，

一只戴着皇冠的天鹅浮在水面，在静

静等着她的王子……好吧，我承认，

这台冰箱的外观设计唤起了我的公主

梦，高雅、生动、有活力。

事实上，BCD-401WDEJU1 的 MINI

法式简约结构设计非常适合我家，整

机超薄设计小巧不占地方，四门多温

区独立循环保鲜食物不串味，隐藏把

手设计更容易清洁，通透式内饰明亮

清爽。此外，冰箱还设置了 MYZONE

三挡变温区，果蔬档、冰镇档、0℃档，

三挡自由变温，满足各种食材的分类

保鲜。冰箱采用新型风冷技术，制冷

快速，不结霜、无温差、温度更均匀，

营养不流失。Smartfresh 杀菌净味技术

应用堇青石和碧玺石，天然释放负离

子，杀菌净味，不耗能，不产生杂质

气体，安全健康，杀菌率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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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放，不串味，更新鲜
——海尔星厨冰箱BCD-405WDGQU1体验

如果让我对使用过的冰箱提出用户痛

点，我立刻就会回答，我最讨厌打开冰箱

门时，扑鼻而来的那股难闻气味。为此，

我选择了海尔星厨冰箱 BCD-405WDGQU1。

这是一款 5 门冰箱，事实证明，它很好地

解决了各种食物相互串味，造成冰箱内部

气味难闻的问题。

在这款冰箱来到我家之前，水果蔬菜

混放会串味；干货，茶叶放进冰箱会返潮；

冻鱼、冻肉相互串味，这些问题总是让我

头疼又束手无策。而海尔星厨冰箱，细致

分割空间，食物分类储存，专区储存不串味。

更神奇的是，通过对 5 个温室的独立设置

管理，这款冰箱几乎可以满足所有食物储

存所需的湿度、温度要求。

海尔星厨冰箱甚至有个珍品区，可以

储藏茶叶、干香菇、干虾仁，甚至是灵芝、

冬虫夏草、燕窝之类的名贵食材。珍品区利

用微风道专路送风，干燥的冷空气带走水

分，湿度控制在 45%左右，储存干货不返潮。

这些食材有多么容易串味，不用我多说你也

知道，但是，海尔星厨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说起来原理很容易理解，海尔在回风口处添

加低温触媒净味模块，去除珍品室的异味，

防止串味，保持食材原味醇香。

海尔星厨的保鲜效果也非常出色。普

通冰箱冷藏室，由于存在温度波动，导致

食物保质期短，食物容易变质。在这一点

上，海尔宣称可以用精控微风道技术解决，

智慧按需送风、制冷精确，减小温度波动。

据说，海尔把冰箱内部的单一送风模式升

级为八种送风模式，快速精确制冷。

我知道，食材，特别是水果蔬菜的保

鲜，留住水分是非常关键的，在这方面，

海尔星厨有 IG-LF 原鲜控湿系统，提供高

作者 /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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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405WDGQU1

总容积（L）：405（冷藏室：235/ 全变温室：43

           冷冻室：127）

噪声值【dB（A）】：35

冷冻能力（kg/24h）：12

耗电量（kWh/24h）：0.68

能效等级：1

净尺寸（mm）：700×675×1900

湿、中湿、低湿 3 挡可调湿度，专

利 HCS 生态植物膜，高保湿食材不

脱水。此外，除乙烯模块还能延缓

果蔬过熟老化，延长保鲜期。

ABT 巡航杀菌可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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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空气，创造模拟自然的储鲜生

态，为食物提供更好的环境。

用了没多久，我还发现，这款

冰箱的冷冻能力非常出色，化冻烹

饪，鱼、肉的味道依旧鲜美，原汁

原味。说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夸夸

海尔提供的秘密武器——超导料理

盘。将其放置冰箱冷冻室使用，帮

助食品快速通过最大冰晶带，通过

最大冰晶带速度是普通冰箱速冻功

能的 3 倍。超导料理盘还可以单独

使用，快速解冻冷冻食品，从冷冻

状态解冻至 0℃的速度是常规空气

解冻的 4倍。

看着它，就立在我家，玫瑰金

的浪漫温柔配合画沙的精致细腻，

温馨的暖色调与极简干练的线条恰

到好处的魅力，完美展现色彩与图

案的融合协调。从内到外，海尔星

厨令我非常满意，我相信，它会是

我幸福生活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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