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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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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

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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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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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风感舒适型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多风感舒适型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多风感模式、采用风冷冷凝器、全封闭型电动机—压缩机，额定制冷量在

9000W 及以下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其他类型空调器可参照使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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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 12021.3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5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T 33658-2017  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要求与评价方法 

T/CAB CSISA 0005-2018  人工环境舒适性产品 第 1部分：房间微气候调节器 

JDYB 001-2017  具有无风感模式的分体落地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术语和定义 

GB/T 7725-200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多风感舒适型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Multi draught comfortable split type room air conditioner 

具有多种舒适风感模式的一种分体式房间空气调节器，简称：多风感空调器。 

注：多种舒适风感模式可包含无风感模式、自由无风感模式、均匀风模式和远距风模式等。 

 

吹风感  Draught 

由空气流动引起的非意愿的人体局部冷却感觉。 

[GB/T 18049-2017,定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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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风感指数(DR)  Draught rate 

由于气流带走人体热量所导致的不满意人群的百分数。 

[GB/T 33658-2017,定义3.5] 

 

无风感模式  Non-draught mode 

多风感空调器的一种或多种制冷运行模式，在各运行模式下目标区域的空气流动速度平均值和

吹风感指数(DR值)均能满足规定值。 

 

自由无风感模式  Free non-draught mode 

在规定条件下，可实现三档及以上变化的一种无风感模式。 

 

热稳定状态  Thermal stable state 

在约 1h 的时间间隔内，每 20min 计算一次室内所有测点的平均值，连续 3 个平均值的差值不大

于 1℃时的热环境状态。 

[GB/T 33658-2017,定义 3.7] 

 

均匀风模式  Uniform wind mode 

可实现全室（厅）均匀凉意的一种运行模式。 

 

均匀制冷房间温差  Uniform cooling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多风感空调器在规定条件下运行制冷模式并开启均匀制冷功能一段时间后，房间纵向或横向温

度差值。 

 

远距风距离  Long air supply distance 

在规定条件下，多风感空调器开启远距风模式运行，出风口方向风速下降到 0.3m/s 时的最远

水平距离，单位为米（m）。 

 

远距风模式  Long air supply mode 

可实现远距风功能的一种运行模式。 

型号、分类及基本参数 

按 GB/T 7725-2004 第 4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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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通用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 5.1 的规定。 

性能要求 

无风感模式性能要求 

平均风速 

按 6.2.1 试验时，多风感空调器在无风感测试点位置的平均风速不应大于 0.3 m/s。 

吹风感指数 

按 6.2.1 试验时，多风感空调器的吹风感指数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1 吹风感指数 

运行模式 测点 吹风感指数（DR） 

多风感模式 

其它测点 10%＜DR≤20% 

无风感测点 DR≤5% 

 

无风感模式制冷量    

按 6.2.2 试验时，无风感模式下，实测制冷量与额定制冷量的比值不应小于制造商规定值。 

无风感模式凝露 

按 6.2.3 试验时，多风感空调器室内机外表面凝露不应滴下，室内送风不应带有水滴。 

均匀风性能要求 

均匀制冷房间温差 

多风感空调器开启均匀制冷模式，按 6.2.4 试验时，室内侧规定区域内各水平面的干球温度平均

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2.0℃；要求室内侧规定区域内垂直地面的各纵向平面的干球温度平均

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2.0℃。 

均匀风制冷量 

按 6.2.5 试验时，实测均匀风制冷量与额定制冷量的比值不应小于制造商规定值。 

远距风距离 

具有远距风模式的多风感空调器，按 6.2.4 试验时，送风距离应不低于 15m，且不低于宣称送风

距离的 95%。 

能源消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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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型多风感空调器能源消耗效率应符合 GB 12021.3 的规定，转速可控型多风感空调器能源消

耗效率应符合 GB 21455 的规定。能效标准新版本实施后，按新标准执行。 

其他性能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 5.2 的规定。 

可靠性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 5.3 的规定。 

试验 

试验条件 

供电电源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按多风感空调器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运行。 

试验起始工况 

平均风速和吹风感指数试验条件 

按表 2 规定的工况条件，其他试验工况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表2 无风感模式试验起始工况 

序号 参数 规定值 各读数对额定工况最大偏差 读数平均值对额定工况偏差 

1 
室内初始干球温度 /℃ 32 ±0.5 ±0.3 

2 
室内初始湿球温度 /℃ 23 ±0.3 ±0.2 

3 
室外侧干球温度 /℃ 35 ±0.5 ±0.3 

4 
室外侧湿球温度 /℃ 24 ±0.3 ±0.2 

 

均匀制冷房间温差试验条件 

按表3的工况条件，工况稳定后关闭房间门窗。 

表3 试验条件 

工况条件 

室内侧空气状态，℃ 
墙体平均温度，℃ 

室外侧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均匀制冷 36 60% 34 43 60% 

 

试验允差应满足表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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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试验允差 

项 目 
室内侧空气初始状态 墙体平均温

度，℃ 

室外侧空气状态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试验允差 
最大偏差 ±0.5 ±8％ ±0.5 ±0.5 ±5％ 

平均偏差 ±0.2 ±5％ ±0.2 ±0.2 ±3％ 

 

远距风距离试验条件 

按表 5的工况条件，工况稳定后关闭房间门窗。风速仪的精度应符合附录 A表 A.1规定。 

表5 远距风模式试验条件 

项 目 
室内侧空气状态 室内环境风速（任意点） 

m/s 

房间尺寸 /m 

干球温度 /℃ 相对湿度 高 宽 长 

试验条件 26±2 60±10 ≤0.05 2.6～6.2 ≥8 ≥宣称送风距离+5 

 

其他试验条件 

应符合 GB/T 7725-2004中的规定。 

试验方法 

平均风速试验和吹风感指数试验 

运转条件 

平均风速试验和吹风感指数试验运转条件： 

a) 运行模式：制冷，根据测试内容选择相应的无风感模式； 

b) 设定温度：设定温度为 26 ℃； 

c) 设定风速：默认风速或自动风； 

d) 导风格栅： 

自动控制的垂直导风叶或水平导风叶按照默认角度；非自动控制的垂直导风叶或水平导风

叶调节至厂家规定角度 

e) 换气窗：关闭； 

f) 其它辅助功能：不开启。 

安装要求 

将被测样机安装在附录A图A.1所示外墙中间位置处的地面上。其他安装条件，应符合GB/T 7725-

2004要求。 

测试方法 

应按JDYB 001-2017 中6.3.1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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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感模式制冷量试验 

运转条件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安装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测试方法 

多风感空调器按产品使用说明书分别开启各无风感模式，多风感空调器的设定保证其在测试时

处于默认风速控制状态，其他按照 GB/T 7725-2004 中第 6.3.2 条的规定进行试验，测试制冷量最低

的无风感档位下的制冷量。 

无风感模式凝露试验 

运转条件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安装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测试方法 

多风感空调器开启无风感模式，设定为凝露最恶劣的无风感档位，其余按 GB/T 7725-2004 中第

6.3.12 的规定进行试验。 

均匀制冷房间温差试验 

运转条件 

a) 运行模式：制冷运行，选择均匀风模式； 

b) 设定温度：最低温度或功能书指定温度； 

c) 设定风速：模式默认风档； 

d) 导风格栅：自动控制的垂直导风叶或水平导风叶按照默认角度；非自动控制的垂直导风叶

或水平导风叶调节至厂家规定角度； 

e) 换气窗：关闭； 

f) 其它辅助功能：不开启。 

安装要求 

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并增加一层垂直高度 0.1m 的温度检测点。 

测试方法 

多风感空调器开启均匀制冷功能，按 T/CAB CSISA 0005-2018 中附录 A 的规定，工况稳定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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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均匀制冷功能，累计运行 60min，每隔 5min 记录一组室内侧房间离地面 0.1m、0.7m、1.2m、1.7m

各横向面层温度点的平均值，计算横向 4 层的干球温度平均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每隔 5min

记录一组室内侧房间靠近空调器室内机方向垂直地面的 1m、2m、3m、4m、5m、6m、7m、8m、9m

处各纵向面上高度≤1.7m 的各温度点的平均值，计算纵向 9 层的干球温度平均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

的差值。 

均匀风制冷量试验 

运转条件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安装要求 

应符合 GB/T 7725-2004 中的规定。 

测试方法 

多风感空调器按产品使用说明书开启均匀风功能，多风感空调器的设定保证其在测试时处于默

认风速控制状态，其他按照 GB/T 7725-2004 中第 6.3.2 条的规定进行试验，测试均匀风功能的制冷

量。 

远距风距离试验 

运转条件 

a) 运行模式：送风运行，选择远距风模式； 

b) 风速：最高风档或功能书指定风档； 

c) 导风格栅：导(扫)风板、导风格栅等在不违反制造厂规定的条件下调到最有利送风距离的位

置； 

d) 换气窗：关闭。 

安装要求 

多风感空调器室内机置于宽度方向中轴线，进风格栅离墙壁距离为 2 倍机身厚度。 

测试方法 

按以下步骤测试： 

a) 开机稳定运行15min后开始计时，风速仪的受风口正对空调器室内机出风口，受风口距离地

面高度0.1～1.7m，宽度3m，在与房间宽度平面平行的垂直面内捕捉瞬时风速最大的点； 

b) 将风速仪的受风口固定在瞬时风速最大的位置，采样间隔1s，记录30s内的平均风速不小于

0.3m/s的位置点； 

c) 以0.5m为间隔，将风速仪远离空调器室内机出风口，重复步骤（a）～（b），取满足步骤（b）

要求且距离出风口水平距离最远的位置点，取其水平距离作为送风距离测试结果。 

能源消耗效率测试 

定速型多风感空调器能源消耗效率应符合 GB 12021.3 的规定，转速可控型多风感空调器能源消

耗效率应符合 GB 21455 的规定。能效标准新版本实施后，按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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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试验 

其余项目试验方法按 GB/T 7725-2004 中 6.3、附录 E.6.3 规定的方法进行。 

测量要求 

按 GB/T 7725-2004 中 6.4 的规定。 

试验结果 

按 GB/T 7725-2004 中 6.5 的规定。 

检验规则 

符合 GB/T 7725-2004 第 7 章的规定，同时增加表 9 规定的检验要求。 

表6 型式检验项目、要求和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缺陷分类 致命缺陷 

1 平均风速 

△ 

5.2.1.1 6.2.1 A — 

2 吹风感指数 5.2.1.2 6.2.1 A — 

3 无风感模式制冷量 5.2.1.3 6.2.2 A — 

4 无风感模式凝露 5.2.1.4 6.2.3 B — 

5 均匀制冷房间温差 5.2.2.1 6.2.4 A — 

6 均匀风制冷量 5.2.2.2 6.2.5 A — 

7 远距风距离 5.2.3 6.2.6 A — 

注1：“△”表示需执行项目，“—”表示不需执行项目； 

注2：A类不合格指产品的极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B类不合格指产品的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C类

不合格指产品的一般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符合 GB/T 7725-2004 第 8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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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风场试验室要求及试验条件 

A.1 试验室房间要求 

试验室结构见图A.1所示，由室内侧（含内室和外室）和室外侧两部分组成。室内侧内室墙体结

构可以为保温库板或者砖墙结构；室内侧外室温湿度可调；室外侧为保温库板，温湿度可调。室内

侧内室温湿度通过打开室内侧内室的门与室内侧外室换热来控制。待环境工况稳定后，打开被测样

机，关闭室内侧内室的门，开始试验。 

 

图 A.1 风场试验室结构示意图 

A.2 试验用仪器仪表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特性应满足表A.1要求。 

表A.1 测量仪器特性 

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响应时间 备注 

空气温度 0℃～40℃ ±0.2℃ ≤10s  

相对湿度 30%～70% ±3% --  

风速 0.05m/s～5m/s 
要求值：±(0.05+0.05va)m/s 

满意值：±(0.02+0.07va)m/s 

要求值：0.5s 

满意值：0.2s 

va为风速绝对值；除非气流为单

向，否则风速传感器应可以测量

任意方向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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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模拟环境试验室要求及试验条件 

B.1 试验室房间要求 

B.1.1 试验室结构示意图  

试验室结构应符合图 B.1的示意。 

 

图 B.1 模拟环境试验室结构示意图 

B.1.2 室内侧内室结构要求  

B.1.2.1 砖墙： 

轻质砖结构，水泥混合砂浆批荡，每扇墙外侧贴外墙瓷砖，内侧扇灰，外侧墙厚 0.27m（含装修

材料厚度），内侧墙厚 0.21m（含装修材料厚度）。 

B.1.2.2 屋顶：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厚 0.1m，平顶，做防水处理。 

B.1.2.3 窗户： 

塑钢玻璃结构，宽≤1.4m，高≤1.5m，玻璃厚度≥5×10
-3
m。 

B.1.2.4 门： 

普通木板制作，宽 0.9m，高 2m。  

B.1.2.5 试验室房间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满足表 B.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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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试验室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围护结构类型 
传热系数 

W/m
2
·K 

屋顶 ≤3.56 

外侧墙 ≤1.46 

内侧墙 ≤1.58 

玻璃窗 ≤2.00 

内侧普通木质门 ≤2.00 

B.2 房间面积及房间内检测点布置 

B.2.1 室内侧内室尺寸  

根据被测样机额定制冷量按表 B.2 选择相应的模拟环境试验室。 

表 B.2 试验使用面积 

额定制冷量（CC），W 试验室及其使用面积，m
2
 

CC≤4500 4.5×3.4=15.3 m
2
 

4500＜CC≤9000 8.0×4.48=35.8 m2 

 

B.2.2 室内侧外室、室外侧尺寸 

室内侧外室、室外侧尺寸不限，应能保证温度场均匀。 

B.3 试验用仪器仪表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特性应满足表 B.3 要求。 

表 B.3 测量仪器特性 

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响应时间 备注 

空气温度 0℃～40℃ ±0.2℃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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