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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冰箱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让 2020 年变得如此不同。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疫情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习惯。通过近期的消费调查不难发现，大家使用家用电器的

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新的需求。比如，疫情之下，为了

减少外出采购的次数，不少家庭养成了“趸货”的习惯，冰箱

的利用率大幅上升，扮演着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需要存储的

食材多了，大容积才能满足家庭食物管理的要求，而高效保鲜、

分区储藏这些功能特点肯定是理想冰箱的标配。此外，这次疫

情把人们的健康意识刷出了新高度，健康生活首当其冲的还是

“食”，于是，关注冰箱抑菌、除菌的消费需求不断加大比重。

事实上，近年来，冰箱生产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增加市场

占有率，高端市场成为冰箱生产企业静心博弈的主战场。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冰箱生产企业纷纷出

台了市场应对措施，推出了更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并针对疫

情期间人们对冰箱大容积、保鲜、抗菌、节能高效等技术指标

提出的更高要求，积极调整产品研发设计方向，完善旗下新品。

于是，2020 年最新上市的冰箱新品和往年有些不同，它们有着

鲜明的健康调性，外观更靓丽时尚。与此同时，这些新款冰箱

也延续着依托科技创新提升性能、完善用户体验的思路，变频、

精准控温、湿度调节、速冷、匀冷、风冷无霜、双制冷系统……

在这些专业术语背后，海尔、博世、西门子、万宝、美的、海信、

美菱等市场主流冰箱品牌不断有新的技术成果落地，刷新着冰

箱的各项性能指标。

此外，智能化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而冰箱作

为人们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成了全屋智能的交流端口，

多了一块显示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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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冰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信息采集、分析、下载、上

传；联络其他电器，分工协作，按计划完成家务劳动；联络

销售端采买信息，结合自家情况买菜、制定健康食谱；闷了

还能播放娱乐节目让你开心，来段烹饪节目启发美食灵感。

它，俨然就是我们的生活管家。

毋庸置疑，冰箱正在变得更强大。那么，我们消费者

在选购、使用冰箱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为了在特殊时期帮助

消费者选购冰箱、用好冰箱，作为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旗下媒

体，《电器》杂志社编辑出版了《乐享家电——帮您选台好

冰箱》2020 版，从专业视角出发，呈现精彩内容，为您购买、

使用冰箱出谋划策，让大家与冰箱的相处，多一分和谐、多

一分安心、多一分乐趣。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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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我所愿的生活好帮手——海尔华宴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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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冰箱燃爆精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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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选购画重点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让我们对冰箱的要求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容积、

保鲜、抗菌、节能……当然，我们也希望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更美好的生活，那么，

智能冰箱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这个阶段，选购冰箱时，我们要更注意哪些问

题呢？

×70L=210L

容积——大

特殊时期，要尽量减少外出采购的次

数，去超市一趟买回来的蔬菜、水果、牛奶、

肉、蛋、鱼等食材统统都要塞进冰箱，大

家可能已经意识到大冰箱的重要性了，很

多家庭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拥有一台大冰

箱。那么，购买冰箱时，我们应该怎样确

认冰箱的容积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买

多大的冰箱。

冰箱容积越大，能容纳的食物就越多，

储存能力更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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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积冰箱带来的舒适和便

捷更爽，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可考虑选

择容积大一些的冰箱。

保鲜——久

塞进冰箱的食物多了，就要求冰箱的

保鲜能力更强。

简单来说，冰箱是利用低温来抑制细

菌繁殖和酶的活性达到保鲜效果。冰箱保

鲜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制冷系统对冰箱内部

环境温度和湿度调节的精细程度，同时，

合理的存储空间划分有利于满足不同种类

食物的保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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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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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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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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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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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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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匀冷技术——借助于冷藏及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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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氧干湿分储——通过阻氧＋调湿以

及抽屉的密封自锁功能，让氧气被隔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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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外，提升保鲜效果。

抗菌——健康

疫情之下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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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省

通常，冰箱在消费者家中一“住”就

是十几年，日子久了，高效节能可以为您

省下大笔电费。目前，按照国家标准要求，

市场上销售的冰箱全部黏贴能效标识，标

示 1 级的为最节能产品，数字越大能效水

平就降低一个级别，5 级只是能效合格产品

（关于解锁能效标识信息，详见本手册 P6）。

简单介绍一下目前主流冰箱节能技术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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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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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美的、海信、帝度

等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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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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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型隔热效果较好的发泡

材料以及微孔发泡技术得到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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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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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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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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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术
解
读

TEC
H

N
O

L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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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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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知
识
点K

N
O

W
LE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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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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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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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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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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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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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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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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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别
提
示

SPEC
IA

L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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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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案例

近日，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携 6 款冷柜正式加入铜佳品

质生活大家庭。

此次加入铜佳的 6款冷柜是海尔最新推出的冰睿系列高品质冷柜。

该系列冷柜全部采用磷脱氧铜冷藏蒸发器及一体式回气管，导热率更

好，制冷速度更快，使用寿命更长，食材保鲜时间更长。

如果您家里需要一台冷柜，海尔的冰睿系列冷柜绝对是不错的选

择。顺便提醒一句，这 6 款冷柜已经上市，在售的产品会在黏贴的新

版能效标识二维码中添加铜佳标识以及使用铜材料的信息，消费者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跟踪获查阅关信息，轻松确认自己买到的是一款真材

实料的好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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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知
识
点K

N
O

W
LE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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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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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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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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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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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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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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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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它，遇见幸运
——卡萨帝ACME艾美控氧保鲜冰箱BCD-500WDCTU1

    新品体验

今年春节，难得提早放假回家，对于

我而言，慢经长途颠簸，到家的第一件事，

不是直奔床的怀抱，而是打开冰箱，寻觅

心心念念家的“味道”。但是这一次，却让

满怀期待的我落了空。罪魁祸首就是在我

家服役十余年的冰箱——容积有限、制冷

能力下降，无法保鲜家人为我准备的美味。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0年才刚刚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为了防止病毒扩

散，人们的正常出行受到限制，我家所在

的街道社区，要求居民减少外出采购，尽

量一次性多储备食物和生活用品，冰箱不

给力，只好往厨房、阳台堆“储备粮”，很

是狼狈。这次疫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习惯，拥有一款大容积冰箱已成为我家的

“刚需”。

换台新冰箱。3 月，随着国内疫情逐

步得到控制，买冰箱的计划开始实施。听

说朋友家添置了一台新冰箱，于是，带好

口罩去朋友家“实地考察”。朋友介绍，他

新入手的这款冰箱是刚刚上新的卡萨帝

ACME 艾美控氧保鲜冰箱。说实话，见到它

的第一眼我就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立刻被

它大气的外观设计深深吸引，发出了心动

的信号。事实上，这款冰箱完美摒弃了繁

产
品
体
验

PRO
D

U
C

T

笔 /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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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500WDCTU1
总容积（L）：500
耗电量（kWh/24h）：0.88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5
噪声值 [db（A）] ：36
净尺寸（mm）：677×700×1900
能效等级：1级

琐复杂的线条堆砌，体现质感美，通过黄

金空间比设计，占地面积只有 0.47m2，使

用空间却达到了 500L，总体上看，可完美

贴合各种装修风格。

打开冰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

法式储藏格局，通过冰箱分区，将各类食

物对号入座，看着就那么整齐、卫生。其实，

我还是更关注冰箱的保鲜效果。朋友随即

从冷藏室里拿出一捆青菜，并告诉我这是

一周前放进冰箱的，看着青菜朝气蓬勃的

样子，我暗暗做了决定，买它！

查阅资料得知，这款冰箱搭载了

F-Dplus 全时感应变频，搭配 16 个智能传

感器，通过MSA控氧保鲜及双重杀菌科技，

提升 8 倍保鲜力，实现细胞级养鲜效果，

留存食物“原鲜”口感。对于冷藏室及冷

冻室的不同温度环境，这款冰箱还特别区

分为涡流动态杀菌及草本杀菌两种不同的

杀菌方式，有针对性地杀菌，杀菌率达到

99.99%。说实话，这样的杀菌效果对于有

点洁癖的我来说充满了诱惑，同时考虑到

父母的饮食健康问题，入手这样一款高颜

值的健康冰箱就更有必要了。

没过多久，我家迎来了卡萨帝 ACME

艾美控氧保鲜冰箱。在它的助力下，我家

一周只需购买一次食材，再也不用担心空

间不够用的问题。特殊时期，它立下大功，

家人都说，多亏有了它，我家才能保证每

餐新鲜美味、营养丰富。靠近冰箱，屏幕

自动唤醒，而这款冰箱的神奇就藏在这简

洁大气的屏幕里。在卡萨帝 ACME 艾美控

氧保鲜冰箱的健康管理页面，无论是化妆

品、药品的临期状态，还是食物的存储天数，

都有专门的提醒，同时它能接入血糖血压

设备，分析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状态，根

据家人的身体状况提供饮食建议，并匹配

每周的膳食规划，进行三餐食谱的科学定

制，避免亚健康，相当智能。

闲暇之余，我也试用了这款冰箱的其

他功能，比如，珍品模式、母婴模式、零

度保鲜模式的切换调节、合理利用，很多

细节都让我非常满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加分项——专属定制的化妆品空间和

保健品空间。化妆品精分储存让母上大人

和我不用再担心化妆品变质浪费的问题。

同时，对于父母来说，保健品空间的

存在也能很好地帮他们科学进补保健，加

固身体素质。

总之，它让我们拥有了更好的生活体

验，遇见它，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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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我所愿的生活好帮手
——海尔华宴肤感保鲜冰箱BCD-521WSGKU1新品体验

2020 年，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新房竣工装修完毕，

一直在老家的父母接来同住，而我，即将“升职”为妈妈。现在，

坐在家中，温馨惬意，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

新家，最令我满意的是冰箱。

购买冰箱时，我把需求一一列出——我要更大的存储空间，

满足 4个大人 1个孩子的食材存储需求；我要更合理的空间划

分，受够了旧冰箱的“堆在一起”，我要食物分门别类井然有序；

我要更强大的保鲜能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一定是忙碌的，

我想要新鲜的水果蔬菜，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超市；我要更安

全的独立存储空间，专门留给即将到来的小宝宝；我要高“颜

值”，厨房空间并不大，塞不下大冰箱，它只能呆在客厅……

本以为我的要求太多，冰箱购买过程会遇到困难，没想

到，海尔华宴肤感保鲜冰箱 BCD-521WSGKU1 竟然一次通关，

来到我家。

第一眼看到它，它的“高冷”气质竟然和我家客厅的新

中式装修风格和谐统一，宁静雅致。冰箱面板采用时下最流

行的璀璨晶釉蓝色系，视觉效果就是 iPhone 11 Pro 的 AG 玻

璃放大 150 倍后的感觉。据说，这种面板是通过 800 度高温

窑烘烤煅烧融合而成，实现 15°柔和光感，0.5 微米触感，

将微米级缎光柔抛工艺美感、光感、触感融于一身。而对我

来说，这样的设计除了极强的装饰效果，更重要的还是易清洁、

好打理——虽然是玻璃材质，但触感柔和的面板竟然不容易

留下手印，抹布擦拭后也没有什么痕迹，很神奇。

存储空间上，这款冰箱具有 521L 超大容量，五区分储。

先来说说它的大。我做过测试，冰箱一次性装满蔬菜、水果、

鸡蛋、肉、牛奶、饮料以及七七八八的食材后，全家四口顿顿

型号：BCD-521WSGKU1
净尺寸（mm）：669×830×1906
耗电量（KWh/24h）：0.89
冷冻能力 (kg/12h) ：9.5
总容积（L）：521
冷藏室容积（L）：277
冷冻容积（L）：185
变温室（L）：59
能耗等级：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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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不重样，基本两周，我都没再去采买过食物。大

容积更需匹配合理的空间划分，这款冰箱采用全新抽屉

式五门结构，各种食材都有特定的藏身之所，内部空间

利用率大大提升，存放不同种类的食材也不怕互相干扰。

容积大、保鲜能力强。这两点太重要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尽量减少去人多的地方、尽量不下馆

子聚餐，就这两条，大家全都乖乖回归家庭饭桌，储

备食材的冰箱必须够大、够强。

保鲜能力方面，这款冰箱号称全空间保鲜，实际

使用效果的确非比寻常。容积达到 277L 的冷藏室实

施干湿分储，湿区运用 HCS 调湿控氧膜技术锁住水分

VC，干区通过微风道独立送风技术保证营养不流失。

水果蔬菜放进湿区，存储两周依然新鲜水灵；我把黄花、

木耳、干虾仁、干海参这类以前不知道怎么储存的食

材以及一些食补药材放进冰箱冷藏室的干区，保存效

果也很好，不返潮、质感不变，因为干区是独立送风，

也没发现串味问题。更细腻的是，湿区、干区都有调

节键，湿区三档调节湿度、干区三档调节温度。

如果说，这款冰箱冷藏室的保鲜“功夫了得”，那

冷冻室的“黑科技”则是让人惊叹——冻得快化得更

快！它有一个超导料理盘，应用导热系数为银的 3.2

万倍的超导热管显著提高导热效率，快速解冻保留新

鲜原味，急速速冻营养不流失。速冻食物，食品快速

通过冰晶带，不刺破细胞，速冻速度约为普通冰箱的 3

倍；快速解冻，单独使用，食品从冷冻状态快速解冻

至 0℃，解冻速度约为常规空气的 4 倍。最明显的是冻

饺子，北方人爱吃饺子，以前家里包了饺子也冻起来，

但那时冻过的饺子再拿出来煮，容易破、爱出汤，味

道也打了折扣。自从有了这台冰箱，速冻饺子的卖相

和口味直线提升。快速解冻就更有用了，肉块快速解

冻到 0℃，轻松切丝、切片，不耽误炒菜下锅。

我是准妈妈，我要冰箱有专属母婴食物存储空间！

我查阅过不少“育儿经”，母婴食材对温度、湿度有严

格要求，母乳等婴儿食品，存储温度必须保持恒定——

4℃冷藏、-20℃冷冻为最佳存储温度。母乳在恒温环

境下，才能确保脂肪、免疫球蛋白、钙、磷等婴儿成

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此外，冰箱存储大量食物，

细菌滋生是常见问题，有独立的母婴食物存储空间才

更安全放心。这款冰箱有个变温区，可在 -20℃～ 5℃

之间设置温度，可作母婴专属空间使用，通过母婴启

动键，一键切换母婴模式，三种母婴模式可调，母乳、

婴幼儿辅食、零食都可安全存放，宝宝成长的各个阶

段都能派上用场。

更让我放心的是，这款冰箱采用了 ABT 巡航杀菌

技术，24 小时巡航杀菌，杀菌率高达 99.99%，同时

可抑制细菌生长，呵护全家人的健康。

此外，这款冰箱一些细节之处的处理也很贴心——

抽屉的全钢三节滑轨，抽拉顺畅声音小；LED显隐触控屏

与面板融为一体，触控灵敏；抽屉的金属把手握上去触感、

弧度都舒适；冷藏室有个前盖翻转托盘，很特别也很方便。

这台冰箱，一切如我所愿，非常满意，有了它，我

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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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帝ACME艾美控氧保鲜冰箱

型号：BCD-500WDCTU1
总容积（L）：500
耗电量（kWh/24h）：0.88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5
噪声值 [db（A）] ：36
净尺寸（mm）：677×700×1900
能效等级：1级

如果你发现一台冰箱已经不能满足你日益丰富

的生活需求，不妨看看这款能兼顾到每位家庭成员

特殊需求的百变冰箱——卡萨帝 ACME 艾美控氧保

鲜冰箱。

Acme 源于古希腊语 Akme，意为至高的极点，

寓意一种极致的趋于更高极点的美好状态，也是这

款冰箱想要传达的一种极致理念。

从产品本身的表现来看，此款冰箱依托全效集

合科技，以超高空间利用率为设计原则，突破空间

限制设计，占地面积 0.47m2，采用第三代宇航绝热

材料，搭配巴斯夫超微孔发泡技术，将冰箱保温性

能提升 8 倍，并通过隐藏风道设计，实现 500L 超大

使用空间，同时依托 F-D Plus 全时感应变频升级系

统，搭配 16 个智能传感器智能匹配压缩机风机最佳

转速，将噪声值降至最低，完美提升了冰箱的基础

性能。

保鲜技术方面，此款产品搭载MSA控氧保鲜科

技，严格控制冰箱中的氧气含量，锁住新鲜。另外，

对于有化妆品与保健品储存需求的人而言，该冰箱

还特别加入了美妆净享空间以及珍品变温空间，让

家中所有需要在存储上被特殊“保护”的东西都能

在冰箱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冰箱在外观交互设计方面

还特别加入了人感科技，这就意味着，在进入厨房

的那一刻，冰箱智能感应系统会自动开启，迎接你

归来，做好准备为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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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双擎冷动力多门冰箱臻享版

型号：KFF98AA63C
总容积（L）：605
耗电量（kWh/24h）：1.03 
冷冻能力（kg/12h）：
噪声值 [db（A）] ：38
净尺寸（mm）：906×736×1910
能效等级：1级

还 在 为 冰 箱 细 菌 滋 生 的 问 题 发 愁？ 大 可 不 必。 博 世

KFF98AA63C 冰箱帮你处理。与其他品牌的冰箱不同，此款冰箱的

铂金净风系统通过循环送风，在保证食物保鲜周期的同时，实现

99.99% 有效抗菌，借助于博世自有的零度维他保鲜技术，通过内

外精准的温度、湿度感知系统，确保温度无限接近零度而不结冰，

同时还降低了温度的波动范围，有效延长食物保鲜周期。

配置方面，此款产品特别应用了先进的双擎动力系统，一个压

缩机独立为冷冻制冷，帮助肉类或其他需要冷冻存储的食材以更快

的速度通过冰晶带，提升保鲜效果。另一个则主要负责冷藏与零度

制冷，两个系统互不干涉，杜绝空间串味现象，提升使用好感度。

当然，在这个颜值与功能缺一不可的年代，博世 KFF98AA63C

冰箱同样以外观惊艳著称。大空间可以满足普通家庭一周甚至更长

时间的食物存储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它焦糖栗色的 ins 风格“外衣”，

配合长久闪亮不褪色防刮擦晶刚玻璃面板，在经典法式四门设计的

映衬下，一种特有的金属拉丝质感已实锤。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产

品的内部还有独立蛋盒以及独立旋转制冰机等心机设计，不论是冬

日的爱心蛋挞还是夏季的美味冰饮，有保鲜专家 KFF98AA63C 在，

定能保护好你一年四季的所有料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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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华宴肤感系列保鲜冰箱

型号：BCD-521WSGKU1
净尺寸（mm）：669×830×1906
耗电量（KWh/24h）：0.89
冷冻能力 (kg/12h) ：9.5
总容积（L）：521
冷藏室容积（L）：277
冷冻容积（L）：185
变温室（L）：59
能耗等级：1级

海尔 BCD-521WSGKU1 华宴肤感系列法式五

门全空间保鲜冰箱，是一款内外兼修，保鲜效力超

群的冰箱。从外观上看，此款产品搭载时下流行的

璀璨晶釉蓝色系，在面板材质的应用上，突破性地

将 iPhone 11 Pro 的 AG 玻璃放大 150 倍应用到冰

箱上，通过 800℃高温窑烘烤煅烧融合而成，实现

15°柔和光感，0.5 微米触感，将微米级缎光柔抛

工艺美感、光感、触感融于一身，宁静雅致又不失

设计美感。

在 AG肤感外观的基础上，此款冰箱搭载全空

间保鲜技术，不论是深海鲶鱼、澳洲龙虾、藏区虫

草、还是日常果蔬，所有天南海北的食材在它的“胃

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存储空间上，海尔华宴肤感系列法式五门全

空间保鲜冰箱具有 521L 超大容量，五区分储，一

次储存可满足全家 14 天食材需求，再也不用担心

天天采购、存储的关系平衡问题。

在保鲜功能上，这款冰箱分为鲜活保湿区与

干货珍品区。通过冷藏干湿分储，湿区运用 HCS

调湿控氧膜技术锁住水分 VC，干区通过微风道独

立送风技术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款冰箱还拥有自身

职能恒温系统，达到化霜温度波动范围＜ 5℃，锁

住食材新鲜本质。

这款冰箱还额外设置了母婴专属空间，通过

母婴启动键，一键切换母婴模式，三种母婴模式可

调，呵护母婴的每个阶段。除菌净化方面，通过

EPP 全空间超净杀菌，杀菌率达 99.99%，食材健

康毫无后顾之忧。耗能方面，通过高效变频压缩机

额加持，节能静音两不误，1 天不到 1 度电，让深

夜追剧的你，也能享受到身临其“静”的安逸。

主
推
产
品

PRO
D

U
C

T



23REFRIGERATOR

西门子纤薄对开门冰箱

型号：KA50SE22TI
总容积（L）：501（冷藏室：329/ 冷冻室：172）
耗电量（kWh/24h）：1.2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5
噪声值 [db（A）] ：39
净尺寸（mm）：1837×908×636
能效等级：2级

 忙碌的日常，如何提升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品质，吃的好是关键。

如果有一台大容积的冰箱能足够装下一家人一星期以上的果蔬，蛋奶，

肉食，面点，饮料等，随时保证食材新鲜就好了；而如果这台冰箱还

颜值高，和家居融为一体就更完美了。但现在的冰箱都很占地方，放

在哪里都突出橱柜表面一大截，两边还要各留出 10cm 的距离用于散

热和方便开门，既不美观又浪费空间。

西门子纤薄对开门冰箱，大容量保鲜，纤薄凹进橱柜空档，不

占多余空间，更适合你的厨房！整机采用全风冷瀑布式出风，冷气下

沉立体分布, 带来501大容量保鲜，满足一家人一星期食物储存需求。

多样食材，分区存储，更卫生，更便利。它的箱体深度仅为 550mm，

整机深度也仅有 636mm，嵌入橱柜立面不突兀，释放更多精彩空间！

它配备高效底部散热系统，确保机器安装两侧只需留 20mm间隙，比

一般对开门机器占地面积节省 20%。整体“全嵌”，仍然保证 90°开

门时抽屉可正常抽拉，轻松拿取食材。无边框玻璃门设计，简洁大气，

纯净优雅。隐藏式控制器与冰箱浑然一体，操控界面逻辑简单，轻松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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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厨装一体全空间保鲜冰箱

型号：BCD-500WDIGU1
总容积（L）：500
耗电量（kWh/24h）：0.99
冷冻能力（kg/12h）：6.0
噪声值 [db（A）] ：37
净尺寸（mm）：617×905×1900
能效等级（2015 标准）：1级

海 尔 厨 装 一 体 全 空 间 保 鲜 冰 箱 BCD-

500WDIGU1，以科技释放前沿美学，通过超然美学

设计，支持平隐式嵌入，将古老色彩与现代 TMI 纳

米级 UV 压印工艺融合，呈现珍贵的晶釉蓝色，结

合光与影的美妙，同时具有耐指纹、易清洁、不褪

色的原生特性，区隔以往的单一材质，实现厨装一

体的贴合。

操作性上，此款冰箱凭借全新六门格局，采

用中式对称艺术，细分 500L 大容积冷冻冷藏分区，

并搭配中门双变温间室，左变温空间存放母婴、零

食、软冻类食材，右边则为珍品、速冻、生鲜的专

属区域，取放食材时，金属阻尼滑轨抽屉让推拉更

顺畅，锁住新鲜；右边的金属超导抽屉，配合一体

式食品级铝合金材质，快速制冷，锁住食材原鲜。

同时，通过多元化的储鲜解决方案及卫星级 0.01s

感应系统，光速感知食材变化，定向定量按需送风，

瞬时锁鲜。通过阻氧干湿分储，自动调节湿度，减

缓食材氧化，保证果蔬长久水润新鲜，在精控微风

道科技的应援下，达到干货珍品不易返潮，营养不

流失，纵然是燕窝也可以放心储存。

另外，这款冰箱专属的恒温、底置制冷效果，

集四大核心部件于底部，汇聚底部散热定向进出风

增加换热效率，节能 20%，彻底杜绝热流，从源

头实现恒温。在此基础上，不论是冷藏区还是中门

变温区和冷冻区都有 EPP 全空间超净系统的全方位

护航，杀菌率达 99.99%，净味率达 98.7%。在智

能操控方面，该款产品采用 TFT 精感智能屏，7.2

英寸设计，手控范围刚刚好，融合物联网智能，化

身娱乐精灵，让冰箱“科技力”十足。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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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T型对开三门冰箱

型号：BCD-408WPCE
综合耗电量（kWh/24h）：1.05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5
噪声值 [db(A)] ：38
容积（L）：408（冷藏室：150/ 变温室：100/ 冷冻室：158
含 20 二星级容积）
净尺寸（mm）：812×660×1737
能效等级：2级

BCD-408WPCE 冰箱是万宝冰箱-臻 .Life 系列的

明星产品，拥有时尚的外观和丰富的功能配置，让生

活更出彩。在外形上，它使用香槟金玻璃面板，匠心

光泽，加以多层复合工艺，易打理、耐划磨、美观大方。

同时，这款冰箱拥有 66cm 超薄箱体，可以整合橱柜，

让空间更加美观简洁。

在功能上，它具有 Pp Fresh 涡旋净味、雷达感温、

双变频、急速冷冻、360°风冷无霜五项智能锁鲜黑科

技，为食材保住营养、留住新鲜，让生活更健康。在

细节上，这款冰箱设计也考虑得非常周全，铝包边大

号抽屉、耐用加厚瓶框、高亮度 LED 冷光灯、钢化玻

璃搁架等，使用更贴心，更显高档大气。

PRODUCT

万宝变频十字对开门冰箱

型号：BCD-446WPGE
总容积（L）：446L
冷藏容积（L）：294L
冷冻容积（L）：152L
冷冻能力（kg/12h）：5
冷却能力（kg/12h）：30
净重 /毛重（kg）：86/95
净尺寸（mm）：836×636×1830
 

BCD-446WPGE 是万宝冰箱一款高端变频大

容量十字对开门冰箱，拥有时尚颜值和强大内在，

是一款全能的生活管家。它，风冷无霜。自动除

霜定格新鲜，省去手动除霜的时间，将时间留给

家人。采用智慧变频技术，让这款冰箱静鲜共享，

减少温度波动，保鲜效果提升，让食物更鲜活，

实现恒温级保鲜。这款冰箱为 446L 大容积，独

立分区，美食分开放不串味，满足全家人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Pp.fresh 涡旋净味系统，杀菌净味，

分解有机物质，不会出现难闻的气味，呵护家人

健康饮食。

此外，这款冰箱的电脑控温，更智能，提供

速冷、速冻、假日三大模式，一键操控。

冰箱的可调节搁架设计也是人性化设计的亮

点， 将 446L

大容积精分

细 储， 可 根

据需求随意

调 节， 大 西

瓜也能整个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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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CD-210WLDEIUD（DZ）
总容积（L）：210
耗电量（kWh/24h）：0.56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2.0
噪声值 [db（A）] ：38
净尺寸（mm）：644×456×1779
能效等级：1级

如果你想知道年轻人的第一台冰箱

应该长什么样，不妨看看统帅“自由拼合，

能言善辩”的 Leader 智慧冰箱 iCase 系列。

作为可以一直伴随年轻人成长的一款智能

冰箱，它一经出世就受到了各方的大力追

捧。结合极简美学、色彩意识与未来主义

的它以面板无 LOGO 印记、整机无操控按

钮、黄金圆角设计 3个方面，全面诠释出

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美学。有意思的是，对

于冰箱内部的灯光颜色设计，在它这里也

能进行 DIY 个性定制，共分为浪漫、纯净、

治愈、温暖四种风格，可随时随心切换。

另外，它还内置了语音功能，支持三种音

色自选，并可通过手机 WiF i 加蓝牙智能

操控，乐趣新鲜握在手中。当然，对于它

来讲，这只是一个热场环节，真正的“大招”

是它的组合式可变格局设计。这种设计可

按照家庭人数拼合，不论是养宠单身族、

甜蜜小两口、温馨的三口之家、还是三代

同堂大家庭，Leader 智慧冰箱 iCase 系列

都能满足你。在冷藏冷冻方面，独立双系

统冻藏可变，空间温度独立可调。在此基

础上，它还支持零度极鲜、软冷冻、全冷

藏、冷藏关闭等 7种场景模式，满足你的

所有期待，为新鲜保驾护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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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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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智慧冰箱iCas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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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声WILL冰鲜箱

型号：BCD-558WKK1FPG
总容积（L）：558
耗电量（kWh/24h）：0.88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70
噪声值 [db(A)] ：35
净尺寸（mm）：864×685×1900
能效等级：1级

容声 WILL 冰鲜箱，通过水、光、离子三大生长元素的巧

妙运用，用科技模拟生态环境。首先，智能无水雾控湿系统，

通过湿度传感器持久保持内部空间 70%左右黄金湿度，凭借电

离发生器打碎水分子，让果蔬充分吸收水分，保持鲜活；其次，

SUPL 多频光照养鲜技术，顶部采用整块面部光源，利用最佳光

谱比为果蔬提供最自然的光合作用；最后，“AI 负离子主动除

菌净味技术”，保证整个储存过程中果蔬不受细菌侵害，健康新

鲜成长。

PRODUCT

格兰仕物联网生态冰箱

型号：BCD-488WTDPHGX
总容积 (L)：488（冷藏室：322/变温室：83/冷冻室：83）
综合耗电量 (kWh/24h)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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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655×1943
能效等级：2级

作为格兰仕智慧家居的核心中枢，物联网生

态冰箱 BCD-488WTDPHGX 打破传统冰箱的固化功

能，以 AI 赋能，融入人机交互功能，是全屋智能

家电管理中心。

21.5 英寸交互式体验屏实现了人与冰箱的双

向交互，AI 语音唤醒更是提高了该款冰箱在智能

家电领域的进步和创新。智能家电集中管理操控、

食材保鲜期实时提醒、云菜谱智能查询、家居安防

手机 APP 监控提醒、影音娱乐购物查攻略等一系

列功能为用户带来非常便利的家庭生活。

保鲜方面，配备 4U 净化舱，加持光触媒杀菌

保鲜技术，除菌净味，为食材提供新鲜无菌环境。

冷藏区特设干湿分

储保鲜盒，温度、

湿度可调，满足家

庭对食材的多元化

储存方式。

冰 箱 整 体 设

计大胆采用了国内

罕见的门中门设

计，用户取物方便

快捷。左门配置深

色玻璃门，让用户

随时了解冰箱内物

品，方便补充食材。

十字对开门设计简

约时尚，食材互相

独立，不串味，取

物时冷气流失少，

节能且满足家庭美

学。



28 REFRIGERATOR

COLMO BLANC冰箱

净尺寸（mm）：908×1915×875
耗电量（kWh/24h）：1.15
气候类型：SN/N/ST/T
冷冻能力（kg/12h）：9.0
总容积（L）：718（冷藏室：417/ 冷冻室：149/ 变温室
152）
噪声值 [dB(A）] ：37
能效等级：1级

COLMO BLANC 是系列家电，整套产品全部采

用“星泽灰”主色调，产品视觉聚焦点是“曙光金”。

这个设计运用在冰箱上，如夜幕星泽，一缕曙光

划破夜空，有着金属的质感，也有着晶体的通透。

这款超设计感的冰箱有慧眼保鲜、营养专家、

区块保鲜三大亮点。

慧眼保鲜功能是通过 AI 高清广角自然驱雾摄

像头 136°大视野“巡视”冰箱内部，全层食材

都在“监控”范围内，准确采集冰箱内储存的食

材情况数据，识别算法自进化，并通过 CNN 神经

网络洞悉食材本质，分析营养成分。

营养专家功能板块提供营养管理、购物生态

系统、食材管理三大项服务功能。冰箱就是家庭

专属营养管理师，可以根据家人健康信息、食材

储藏情况搭配营养菜谱。购物生态系统自动定位，

链接优质食材供应资源，线上购买配送到家。食

材管理可以完成食材自注册，存储时间自提醒，

鲜度时间准确提示。

区块保鲜实现专区专储，珍品干藏区阴凉干

燥，最低湿度 30%，抑制霉菌滋生；生态保鲜区

实现水分子膜保湿，持久保湿，历久弥鲜；最特

别的是温藏养生区，回型匀热恒温，热带水果专

属温区，巧克力不融化不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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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芝味冰箱

产品型号：GR-RM631WE-PG1A2
总容积 (L) ：601
冷藏室 (L) ：308
冷冻室 + 热物 (L) ：109+30
制冰室 (L) ：22
果蔬室 (L) ：132
耗电量 (kWh/24h) ：0.63
冷冻能力 (kg/12h) ：4.0
噪声值 [dB(A)] ：34
净尺寸 (mm) ：685×748×1833
能耗等级：1级

这款东芝冰箱以低温冰鲜、原味解冻、快速微冻的模式，精准匹配

肉类食材所需生态存储环境，使不同状态的肉类食材达到最完美的食用

口感，释放食材美味尖峰时刻。与以往概念的肉类冰鲜功能不同，它通

过 iFeel 感温智控系统，为食材营造-1℃低温、恒温、恒湿的肉类熟成环境，

搭载紫外光波主动抑菌技术，让肉类实现一周新鲜的同时更能提升美味，

释放食材美味尖峰时刻，打造星级料理舱，定义肉类保鲜新基准。

东芝冰箱从人性化设计优化用户体验，iTouch 体感触碰门让大家可

轻松释放双手，中置果蔬休眠舱更符合人体工程设计，减轻烹饪时的负担。

由于采用航空级隔热材料，纤薄的箱壁使得产品拥有超高容积率，以更

小的体积承载更大的容积。

PRODUCT

美的微晶一周鲜冰箱

产品型号：BCD-511WGPZM
总容积（L）：511（冷藏室：336/ 冷冻室：175）
耗电量 (kWh/24h) ：0.89
冷冻能力 (kg/12h) ：7.5
净尺寸（mm）：833×648×1898
能效等级：1级

美的微晶一周鲜冰箱搭载了立体雷达测温，

逆冻结规律智能送冷以及“独立微晶舱、波浪型立

体送风道、顶出风底回风”三重设计保障等核心技

术，通过挥发性盐基氮、汁液流失率和显微镜下的

肉类微观结构等国家通用数值的变化，达到“冰鲜

不结冻、鲜肉即食切”及“一周长效保鲜、营养不

流失”的效果。

PST 动态杀菌技术也应用于该冰箱，实现可视

化高效除菌、持久净味 ,并通过调湿空间实现生态

养鲜，持久鲜嫩。冰箱具备温湿精控功能，除了能

很好地储存水果，对日常食材或珍贵药材、干货也

能针对不同的干湿存储需求，提供相应的存储空间，

防止出现“湿货”水分流失，“干货”易受潮的问题，

最终达到延长食材保鲜期，锁住食材的营养和美味

的效果。

美的微晶冰箱 BCD-511WGPZM 采用星耀灰配

色，机身正面采用

了哑光灰磨砂玻璃

和精细拉丝工艺，

整体非常大气，质

感非常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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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菱M鲜生“琉璃紫”冰箱

产品型号：BCD-406WQ3M
净尺寸（mm）：641×703×1925
耗电量（kW.h/24h）：0.85
气候类型：ST/N/ T/SN 
冷冻能力（kg/12h）：4.5
总容积（L）：406（冷藏室：216/ 冷冻室：147/ 变温室 :43）
噪声值 [dB(A）] ：35
能效等级：1级

美菱 M鲜生“琉璃紫”冰箱 BCD-406WQ3M，

将来自紫罗兰的色彩灵感融入冰箱机身设计，带

来有如花瓣脉络般的珍贵纹理，质感丝丝细密。

工艺上经过上百道工序、上千度高温淬炼而成，

使色彩层次丰富、精致细腻。

在极具东方韵味的惊艳外观基础上，BCD-

406WQ3M 采用超薄箱体设计，进一步提升了空间

使用体验。在保鲜功能方面，这款冰箱采用美菱

独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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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活的水分子产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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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

现“玫瑰保鲜 33 天”的长效保鲜效果，有效解决

保鲜时间短、解冻血水多、袋装保鲜差等使用痛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 M 鲜生“琉璃紫”冰箱

搭载了“精控分储”系统，针对不同食材、不同

保存周期、温湿度要求，进行精确温控、分区存

储管理，尤如一个“缤纷养鲜吧”：养鲜控温室分

为高湿鲜润、中湿养鲜和低湿干燥三档调湿；智

控变温室拥有果蔬、零度、冰镇三档电脑控温，

食材分类存储更合理，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食物口

感和营养不损失，满足家庭用户对食物的健康保

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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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十字鲜薄冰箱

型号：BCD-310WD4EBX
总容积（L）：310（冷藏室：205/ 冷冻室：105） 
耗电量：（kWh/24h）：1.06
气候类型：SN/N/ST
冷冻能力（kg/12h）：3
噪声值 [db（A）] ：<40
净尺寸（mm）：700×625×1695
能效等级：3级

康佳十字鲜薄冰箱 BCD-310WD4EBX，领先行业首推占地宽 700mm、

深 625mm 的 310L 十字四门风冷冰箱。该产品集两门大冷冻、三门软冷

冻和法式多门冰箱之大成，锁定 3 ～ 5 口之家这样一个中坚消费群体，

可完整嵌入橱柜，将小体积与大容量的优势集于一体。

十字四门的造型设计既时尚又雅观，搭配玫瑰金全钢化玻璃面板，

迎合现代人的审美，为家居生活增添了高雅时常之感。四门独立分区，

可实现食材分类存储不串味，310 升可轻松满足 3～ 5口之家的日常需求，

实现分区保鲜、小体积与大容量的多赢。

在空间设计上，冷藏开门后空间净宽可达到 590mm；在保鲜技术上，

搭载了康佳最新第四代风冷无霜系统，采用全空间保湿养鲜技术，相比

于普通风冷冰箱，既免去除霜烦恼，保鲜性能又大幅升级。经检测，可

让果蔬的保鲜效果提升至 85.2%。

PRODUCT

康佳15天生态原鲜冰箱

型号：BCD-456WD4EBLP
总容积（L）：456（冷藏室：304/ 冷冻室 152） 
耗电量：（kWh/24h）：1.09
气候类型 ：SN/N/ST/T
冷冻能力（kg/12h）：6
噪声值 [db（A）] ：<42
净尺寸（mm）：830×662×1859
能效等级：2级

康佳 15 天生态原鲜冰箱 BCD-456WD4EBLP，

采用双变频电脑温控设计，搭载了康佳三大核心技

术——云离子保鲜技术、变湿保鲜技术及行业首创

的细胞能量养鲜技术。

细胞能量养鲜技术通过增加冰箱内生物能量

场，可同时作用于冷藏室和冷冻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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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冷藏室，搭载变湿保鲜技术，

实现干湿分类存储。在养鲜保湿仓，采用生物分子

保湿膜技术，自动调节水分和气体的平衡，可保持

适宜新鲜蔬菜、水果的湿度；在珍品干货仓采用整

体密封设计，专门为木耳、枸杞等干货保持低湿环

境。

除此之外，康

佳 15天生态原鲜冰

箱还应用了全新升

级的第四代云离子

杀菌技术，可实现

除菌、降农残、保

湿净味于一体，通

过云离子装置，可

持续释放大量负氧

离子，形成天然的

养鲜仓，杀菌率高

达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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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净味冰箱

产品型号：BCD-515WGPM
容积（L）：515（冷冻室：175/ 冷藏室：315）
净尺寸（mm）：833×648×1898
耗电量（kWh/24h）：0.89
噪声值 [dB(A)] ：38
能效等级：1级

美的冰箱的创新 PST+ 超磁电离净味

技术，通过超磁感放电场中瞬时产生活性

离子风暴，席卷冰箱内异味及细菌。在食

物异味开始散发前，快速将异味抑制。冰

箱搭载的超磁感离子电解，强力抑菌，彻

底杀灭冰箱 99.99% 异味细菌；高活性金

属催化模块，持续释放高活性物质，进一

步加速催化高能活性离子与异味、细菌分

子发生反应。可以说，美的净味系列创造

了真正无菌无味的冰箱净化空间，时刻守

护每一份食材的自然新鲜原味，引领冰箱

净味进入更快速、更彻底、更长效的无菌

无味“净时代”。

同时，这款冰箱采用温湿精控技术，

两档调湿，定制储鲜湿度，在净味杀菌的

同时满足多种食材存鲜需求。冰箱源于北

欧初晨金色的阳光的极地金外观设计，更

以高级腕表级抛光，勾勒出冰晶立体感。

主
推
产
品

PRO
D

U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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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米互联网21Face冰箱

产品型号：BCD-450WMLA
总容积（L）：450（冷藏室：273/ 冷冻室：177）
噪声值 [dB(A）] ：≤ 39
能效等级：2级

云米互联网冰箱 21Face 植入 21 英寸触摸大屏，重新定义冰箱的核

心价值。搭载 VioBrain 人工智能系统，支持 AI 语音交互，提供丰富的娱

乐应用，还是全屋智能互联互交入口。这款冰箱容积为 450L，对开门大

容量，6层瓶架区可以装下双层蛋糕、大西瓜、啤酒甚至是冰淇淋机等高

大物件。冰箱采用 360°双循环送风系统，舱室内温度相对稳定，不容

易结霜，蒸发器自动除霜，不用为冰箱定期除霜而身心疲惫。云米冰箱

特设草本杀菌除味滤芯，萃取多种天然草本活性因子，有效杀菌率高达

99.9%，可拆卸、可更换滤芯的设计，让保鲜效果始终如一。此外，这

款冰箱配备 180°矢量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静音；双 LED 灯，冷冻室

里的食物也能一目了然；拨动开关锁扣设计，使隔板更牢固，取物更方

便放心；高强度门铰链经历 10 万次开关门不损坏，寿命更长；移动滑轮，

轻松改变家里冰箱的位置；

PRODUCT

美菱M鲜生全面薄冰箱

产品型号：BCD-502WQ3S
净尺寸（mm）：618×833×1925
耗电量（kW.h/24h）：0.89
气候类型：ST/ N/ T /SN 
冷冻能力（kg/12h）：6
总容积（L）：502（冷藏室：332/ 冷冻室：85/ 变温室 :85）
噪声值 [dB(A）] ：35
能效等级：1级

美菱 M 鲜生全面薄冰箱 BCD-502WQ3S 是 5

月 22 日上市的新品，琉璃紫磨砂全新外观，刀锋

门把手设计，行业首创线性窄显示屏，一键操控，

智慧无痕。将古色之美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为用

户打造优雅、美好的生活格调。

这款新品不仅沿用了美菱特有的长效保鲜技

术优势，实现“玫瑰保鲜 33 天”，其搭载的“全面

薄 GLS 集成技术”更可谓是行业翘楚，实现“特

能装、好嵌入、占地少”三大特性，打造了 1cm

极致嵌入的薄冰箱体验。据悉，美菱 M 鲜生全面

薄冰箱 BCD-502WQ3S 与普通冰箱相比，冷藏侧

壁厚度从 58mm减薄到 35mm，减薄 40%；冷冻侧

壁厚度从 88mm减薄到 45mm，减薄 49%；机身从

720mm 减薄到 618mm，减薄 14%；空间利用率提

升了 20%，冰箱整体占地面积可以减少 38%，将

冰箱的空间使用体验

发挥到了极致。

此外，美菱 M 鲜

生全面薄冰箱 BCD-

502WQ3S 在冷藏室设

计了专门的熟食贮藏

保鲜区域，通过全密

封熟食储存盒配合硅

胶密封条，外加抽屉

的三节自锁导轨，实

现熟食保鲜区域的全

封闭，隔绝气味的传

播，防止细菌滋生，

达到 “熟食储鲜 7 天”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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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BESPOKE灵变·炫
彩系列冰箱

三星 BESPOKE 灵变·炫彩系列冰箱

让“定制化”成为可能，消费者能够像

选家具一样选择冰箱，赋予消费者自由

设计、自由组合的权利，创造独特的家

居风格的同时，重构家电与空间的关系。

该系列冰箱提供丰富的外观颜色，金属、

亮面玻璃及亚光玻璃三种材质面板，消

费者可根据家庭情况选择不同的配置来

满足食物储存需求，可将单台冰箱组合

成一台双门、三门或四门冰箱。

康佳kmini化妆品冰箱

Kmi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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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兰仕复古系列冰箱

格兰仕复古系列冰箱 BCD-295VF 采用圆角流线型外

观设计，增加符合人体力学的镀铬门把手，创造出异于常

规的冰箱形象，再现复古经典家居艺术。格兰仕复古冰箱

内部一体成型箱体圆润无缝，外部红色经过六次喷漆高温

烤制而成，质感亮丽，抗冲击性好，不易损坏且方便清洁。

冰箱整体窄而修长，占地面积小，不论是厨房墙角还是客

厅沙发边，都能起到点缀作用，瞬间为整个家庭增添活力。

现代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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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未来

墙体式冰箱

陶瓷冰箱

饭盒冰箱

Imp r e s s 墙体式冰箱是由新西兰学生

Ben de la Roche 设计的一款冰箱 ，冰箱直

接被镶嵌到墙体里，并且没有门。这样的

设计不仅仅是为了节省空间，而且更加环

保省电。蜂窝状墙体的隔热效果跟冰箱门

不相上下，各个独立的制冷单元都是一个

小小的六角形，不仅可以单独使用，也可

以多个同时使用，是不是很 cool 呢？

说起陶瓷就让人担心，因为它脆弱易

碎，真的能用来做冰箱吗？ Fabio Molinas?

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设计师，他用陶瓷

材质设计的这款 OLTU 冰箱。它的上部是

由 3 个陶土框组合而成的，是一个开放式

的储存空间。冰箱下部产生的热量蒸发产

生水蒸气，为上半部分的瓜果保鲜提供湿

度，保障瓜果的新鲜可口。

这款冰箱算是一个懒人神器了，设计

师将冰箱和饭盒结合起来。显而易见，这

个冰箱饭盒一共有 4 个保温区域，每个区

域都可以根据食物的种类而独立设定不同

的温度，将食品的保鲜做到刚刚好的地步，

让使用者能够随时吃到新鲜可口的美食。

1

3

4

蜂窝概念冰箱

这是一个设计理念先进的模块化冰箱。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蜂窝，将冰箱的各部分隔

离开来，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

安装整面墙还是安装一小部分，并且每个小格

子都安装了独立的过滤系统和独立的制冷系

统，独特个性化且精致，满足不同场景的装饰

与应用所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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