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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电冰箱用全封闭型制冷压缩机，其性能参数评价标准，是采用标准工况--ASHRAE标准（冷凝温

度54.4℃±0.3℃，蒸发温度-23.3℃±0.2℃）的试验条件来进行评价，压缩机生产商的设计开发，也

是依据该评价标准进行同步设计开发。而实际上电冰箱制冷系统稳态运行工况，与压缩机设计的标准工

况是有差异（冷凝温度38℃±0.3℃，蒸发温度-28℃±0.2℃）。因此，现有压缩机设计是针对标准工

况，无法确保实际工况的效率最优，为此，针对电冰箱实际运行工况，开展电冰箱压缩机的高效化和与

电冰箱系统的合理匹配，是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规范和引导压缩机与电冰箱系统设计相匹配，达到最佳效率点协同一致，特制订能满足电冰箱

实际运行工况的压缩机性能参数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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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实际工况下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性能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冰箱实际工况下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制冷剂为 R600a和R134a的低背压类的电冰箱用、其名义制冷量按压缩机GB/T 9098-2008
标准规定工况，不超过 400W的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以下简称压缩机）。 

制冷剂为其它类型的同类压缩机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706.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动机-压缩机的特殊要求 

GB/T 5773-2016   容积式制冷剂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GB/T 8059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制冷器具 

GB/T 9098-2008   电冰箱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9098-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名义值  rated parameter 

产品技术规格书中标称的数值。 

[GB/T 9098-2008,定义3.1] 

3.2  

制冷量  capacity 

在规定的制冷能力试验条件下，由试验测得的流经压缩机所在制冷循环中，蒸发器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乘以压缩机吸气口的制冷剂气体比焓，与压缩机所在的制冷循环中蒸发器膨胀前的制冷剂液体比焓之差，

单位：W。 

[GB/T 5773-2016,定义3.1] 

3.3 
输入功率  input power 

全封闭型压缩机为电动机输入功率，以及维持压缩机正常运行所需的其他辅助功率，如外设润滑油泵

消耗功率，单位：W。 

[GB/T 5773-2016,定义3.3] 

3.4 

制冷性能系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压缩机制冷量与输入功率之比，单位：W/W，简称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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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9098-2008,定义3.4] 

3.5 

标准工况  standard conditions 

GB/T 9098-2008表6中所规定的制冷量和性能系数试验条件的工况。 

3.6 

    实际工况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4 技术要求 

电冰箱实际运行工况下所规定的制冷量和性能系数的试验条件见表 2。 

4.1 基本要求 

压缩机应满足GB/T 9098-2008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4.2 性能要求 

4.2.1制冷量 

压缩机实际工况实测制冷量应不小于其名义值的95%。 

4.2.2制冷输入功率和工作电流 

输入功率实测值应不超过名义值的115%，其工作电流实测值应不超过名义值的110%。 

4.2.3性能系数（COP） 

压缩机实测性能系数（COP）应不小于其名义值的95%。 

4.2.4启动性能试验要求 

在38℃（针对SN、N、ST类型气候地区方向的产品）和43℃（针对T类型气候地区方向的产品）环温条

件下，如表1的启动试验平衡压力条件，压缩机能满足在1.06倍的额定电压的升电压启动和0.85倍的额定电

压的降电压启动。 

表1 启动性能试验平衡压力 

制冷剂 R600a R134a 

系统平衡压力（绝对压力），MPa 0.30 0.50 

5 试验方法 

5.1 性能试验 

按GB/T 9098-2008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制冷量按GB/T 5773-2016中第5.1.1条款方法A进行第

二制冷剂量热器法试验，其试验条件见表2。   

表2 实际工况试验条件 

冷凝温度 

℃ 

蒸发温度 

℃ 

过冷温度 

℃ 

吸气温度 

℃ 

环境温度 

℃ 

38.0±0.3 -28.0±0.2 32.2±0.3 32.2±3 32.2±1 

注：对于未采用上述试验条件的情况，应作出相关说明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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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启动性能试验 

带有全部电气附件的压缩机接入启动性能试验装置（见图1）。每次试验前其截流阀预先按表2规定的

工况调到合适位置。将系统抽真空并充入适量的制冷剂，打开均衡阀，压缩机运转5min后停机，调整充入

的制冷剂量，使系统达到表1规定的平衡压力，关闭均压阀。 

按GB/T 9098-2008中6.3.1方法进行升电压启动和降电压启动试验 

a) 升电压启动：在压缩机接线端子处测量的端电压为1.06倍的额定电压时，连续启动压缩机3次。每

次启动达到工况后，立即停机，并用均压阀使系统恢复到平衡压力； 

b) 降电压启动：在压缩机接线端子处测量的端电压为0.85倍的额定电压（对于低电压启动压缩机，

电压为0.75倍的额定电压）时，连续启动压缩机3次。每次启动达到工况后，立即停机，并用均

压阀使系统恢复到平衡压力。 

带有PTC元件启动装置的压缩机，2次启动之间的停止间隔时间应不少于5min，以确保PTC元件能恢复启

动功能。 

注 1：电源变压器应有足够的容量，以保证试验时在压缩机上所测得的闭路试验电压不少于试验电压的98%。 

注 2：启动性能试验装置的系统管路高压部分内容积至少为50cm
3
。 

 

图1 启动性能试验装置 

5.3 其它试验项目 

按GB/T 9098-2008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 试验报告 

测试报告参照GB/T 9098-2008第7章，在性能参数测试表中增加电冰箱实际工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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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电冰箱标准工况与实际工况热力学循环对比图 

压缩机的性能参数在GB/T 9098-2008评价的测试基础上，增加电冰箱实际工况性能评价要求，压缩机

标准工况与冰况循环对比（图A.1），目的是使压缩机的最佳性能效率点，与电冰箱的实际系统设计需求的

效率点能完全相匹配。压缩机标准工况（ASHRAE标准）的制冷量，可作为电冰箱设计热负荷需求的参考，

而电冰箱实际工况下的能效比将作为电冰箱能耗设计时选用的主要指标参数。 

 

 

 

 

 

 

 

 

 

 

 

 

 

           

图A.1 压缩机标准工况与冰况循环                       

 

 

 

标准工况循环 

实际工况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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