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62163.9

(22)申请日 2019.07.22

(71)申请人 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

地址 453000 河南省新乡市开发区36号街

坊

(72)发明人 王鸿海　何晖　仪志恒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豫开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31

代理人 王金

(51)Int.Cl.

F25D 29/00(2006.01)

F25D 23/02(2006.01)

F25D 21/08(2006.01)

F25D 17/06(2006.01)

F25D 1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

在运行过程中，电控装置每间隔5秒判断一次四

项退出条件；四项退出条件有至少一项满足时，

退出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当四项退出条件均

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在每一次开机条

件满足时开启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并在

压缩机关闭时或LCWC≤-1℃时关闭冷藏风门；电

控装置以节能调频方法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

当TLJ≥T1时，完成一次风冷冰箱节电运行的循

环，进行化霜，化霜后重新运行本风冷冰箱节电

运行方法。本发明能够消除现有技术中不利于降

低能耗的因素，使冰箱以更稳定地工况运行，减

少总的压缩机开启次数，减少开机大电流所消耗

的能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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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风冷冰箱具有制冷系统、送风系统、电控装置、用于采集环

境温度的环温传感器、用于采集冷藏室温度的冷藏温度传感器和用于采集冷冻室温度的冷

冻温度传感器，制冷系统包括通过制冷剂管路循环连通的压缩机、冷凝器、节流装置和蒸发

器，蒸发器用于提供冷量，蒸发器处设有电加热器；

冷藏室门体处设有冷藏门开关，冷冻室门体处设有冷冻门开关；

送风系统包括风道、设置在风道内用于向冷藏室供冷风的冷藏风门和设置在风道内用

于向冷冻室供冷风的冷冻风机，电控装置通过线路连接环温传感器、冷藏温度传感器、冷冻

温度传感器、电加热器、压缩机、冷藏门开关、冷冻门开关、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环温传感

器采集的实时环境温度值为TH，冷藏温度传感器采集的实时冷藏室温度为TC，冷冻温度传

感器采集的实时冷冻室温度为TD，TH、TC和TD均为实数且单位均为℃；电控装置内存储有冷

藏室温度修正参数LCXZ、冷藏室温差参数LCWC、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参数TLJ、预设的压缩

机累计运行时间上限参数T1、冷藏门开门次数参数LCC、冷冻门开门次数参数LDC、冷藏门开

门持续时间参数LCS、冷冻门开门持续时间参数LDS、压缩机节能状态连续工作最长时间值

TMAX、冷藏室设定温度参数TLCS以及冷冻室设定温度参数TLDS；

TLJ的单位为小时；T1和TMAX的单位均为小时且55小时≤T1≤72小时；电控装置通过冷

藏门开关采集冷藏门开门次数以及开门持续时间，并通过冷冻门开关采集冷冻门开门次数

以及开门持续时间，LCC和LDC的单位均为次；LCS和LDS的单位为分钟；LCXZ、TLCS和TLDS的

单位均为℃；

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在上一个化霜周期结束、电控装置关闭电加热器时，电控装置记录本次化霜持续时间

THS，将TLJ的值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时，将LCC和LDC的值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数，开启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THS的单位为分钟；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电控装置每间隔5秒判断一次以下四项退出条

件；

第一项退出条件是：  35分钟≤THS≤40分钟；

第二项退出条件是：LCC+LDC≥M1次，M1为自然数且3≤M1≤6；

第三项退出条件是：LCS+LDS≥M2分钟，M2为自然数且2≤M2≤5；

第四项退出条件是：TLJ≥TMAX，  2≤TMAX≤5小时；

以上四项退出条件有至少一项满足时，退出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电控装置按照现

有的风冷冰箱运行方法控制冰箱的运行；

当以上四项退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在每一次开机条件满足时开启

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并在压缩机关闭时或LCWC≤-1℃时关闭冷藏风门；

LCWC＝TC－TLCS+LCXZ；

LCXZ大等于-2℃且小于等于1℃；

开机条件是：TD≥TLDS+1℃；

当TLJ≥T1时，完成一次风冷冰箱节电运行的循环，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处于停止状

态，关闭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开启电加热器，进行化霜，化霜后重新运行本风冷冰箱节电

运行方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压缩机采用变频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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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当以上四项退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

电控装置按以下节能调频方法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

节能调频方法是：压缩机的最高频率为PMAX，压缩机的最低频率为PMIN；PMAX和PMIN的

单位均为Hz；

当TH≤10℃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

当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AX；

当10＜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PMAX-PMIN）×（TH-10）/

2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TH≤10℃时，LCXZ为-1℃或-2℃；

当10℃＜TH≤25℃时，LCXZ＝-1+（TH-10）/15；

当25℃＜TH≤38℃时，LCXZ＝（TH-25）/13；

当38℃＜TH时，LCX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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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风冷冰箱的节电运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冰箱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是多数家庭中低温储存食品的必备电器。随着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对电器的能耗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强，冰箱也在

向着绿色、节能的方向不断发展，各大品牌商也推出不少节能冰箱产品。

[0003] 现有的节能技术很多是从冰箱的发泡层厚度、发泡剂材料以及改进压缩机等方面

来压缩能耗的。

[0004] 现有风冷冰箱具有成熟的运行方法，依靠压缩机的运行来使蒸发器处产生冷量，

依靠风机和风门启闭为冰箱间室送冷，并根据成熟的化霜控制方法适时打开蒸发器处的电

加热装置，对蒸发器进行化霜。

[0005] 申请人的研究团队仔细研究了冰箱的实际运行过程，发现现有的运行方法中存在

如下不利于降低能耗的因素：

一、第一项因素基于冰箱的基本运行状态，即：①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常情况

下，冰箱在其运行过程中绝大部分是关门存储食品状态，开门取放物品仅占冰箱运行总时

间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②冰箱整体对外的传热系数和传热面积恒定不变，除非冰箱结构

被破坏。③正常运行状态下，冰箱内温度变化幅度较小，长期来看呈稳定状态。

[0006] 基于以上事实，根据传热公式φ＝KA×⊿t（φ为传热量，K为总传热系统，A为总传

热面积，⊿t为传热温差），引起传热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为冰箱外的环境温度。在环境温度的

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冰箱整体与外界的热交换量（散失冷量）保持稳定。

[0007] 我们知道，压缩机制冷与冰箱散冷构成一对动态平衡的因素，压缩机的制冷速度

与冰箱散冷速度越能做到均衡匹配，则压缩机稳定运行时间越长，启停次数就能减少，从而

起到节能的效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节约了冰箱启动过程中的大电流带来的高能耗，这就

好比开车，如果稳定地定速巡航，将比时快时慢开完同样距离要更省油。

[0008] 现有技术中，还没有根据环境温度对压缩机运行频率进行线性调节的技术方案，

压缩机运行频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与冰箱对外散失冷量的速度匹配度不均匀（有时高些有

时低些），因而成为不利于降低能耗的因素。

[0009] 二、第二项因素是冷藏风门的启停控制完全基于冷藏室的设定温度。当冷藏室的

温度高于冷藏室的设定温度1℃以上时（冷藏室实际温度为冷藏室温度设定温度+1℃时即

打开冷藏风门），开启冷藏风门，将冷冻室蒸发器处的冷量送入冷藏室。当冷藏室的温度低

于冷藏室的设定温度1℃以上时，关闭冷藏风门。

[0010] 由于冷藏风门的启停中不考虑压缩机的启动因素，因而会导致提高压缩机启停次

数。这是因为：

现有的控制方法中，开机温度高于冷冻室设定温度1℃，冷冻室温度大于等于开机温度

时，开启压缩机；关机温度低于冷冻室设定温度1℃，冷冻室温度小于等于开机温度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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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压缩机启动过程中冷藏室风门大概率处于关闭状态，这会导致压缩机停止后较短

时间内，冷藏室温度就高于冷藏室的设定温度1℃以上，从而导致冷藏室风门打开，将冷冻

室蒸发器的冷量送往冷藏室，这部分冷量就不能用于维持冷冻室的低温状态，从而导致冷

冻室的温度会相对更快地上升到开机温度，再次启动压缩机。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消除现有技术中不利于降低能耗的因素，提供一种风冷冰箱节

电运行方法。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风冷冰箱具有制冷

系统、送风系统、电控装置、用于采集环境温度的环温传感器、用于采集冷藏室温度的冷藏

温度传感器和用于采集冷冻室温度的冷冻温度传感器，制冷系统包括通过制冷剂管路循环

连通的压缩机、冷凝器、节流装置和蒸发器，蒸发器用于提供冷量，蒸发器处设有电加热器；

冷藏室门体处设有冷藏门开关，冷冻室门体处设有冷冻门开关；

送风系统包括风道、设置在风道内用于向冷藏室供冷风的冷藏风门和设置在风道内用

于向冷冻室供冷风的冷冻风机，电控装置通过线路连接环温传感器、冷藏温度传感器、冷冻

温度传感器、电加热器、压缩机、冷藏门开关、冷冻门开关、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环温传感

器采集的实时环境温度值为TH，冷藏温度传感器采集的实时冷藏室温度为TC，冷冻温度传

感器采集的实时冷冻室温度为TD，TH、TC和TD均为实数且单位均为℃；电控装置内存储有冷

藏室温度修正参数LCXZ、冷藏室温差参数LCWC、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参数TLJ、预设的压缩

机累计运行时间上限参数T1、冷藏门开门次数参数LCC、冷冻门开门次数参数LDC、冷藏门开

门持续时间参数LCS、冷冻门开门持续时间参数LDS、压缩机节能状态连续工作最长时间值

TMAX、冷藏室设定温度参数TLCS以及冷冻室设定温度参数TLDS；

TLJ的单位为小时；T1和TMAX的单位均为小时且55小时≤T1≤72小时；电控装置通过冷

藏门开关采集冷藏门开门次数以及开门持续时间，并通过冷冻门开关采集冷冻门开门次数

以及开门持续时间，LCC和LDC的单位均为次；LCS和LDS的单位为分钟；LCXZ、TLCS和TLDS的

单位均为℃；

本发明的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在上一个化霜周期结束、电控装置关闭电加热器时，电控装置记录本次化霜持续时间

THS，将TLJ的值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时，将LCC和LDC的值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数，开启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THS的单位为分钟；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电控装置每间隔5秒判断一次以下四项退出条

件；

第一项退出条件是：  35分钟≤THS≤40分钟；

第二项退出条件是：LCC+LDC≥M1次，M1为自然数且3≤M1≤6；

第三项退出条件是：LCS+LDS≥M2分钟，M2为自然数且2≤M2≤5；

第四项退出条件是：TLJ≥TMAX，  2≤TMAX≤5小时；

以上四项退出条件有至少一项满足时，退出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电控装置按照现

有的风冷冰箱运行方法控制冰箱的运行；

当以上四项退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在每一次开机条件满足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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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并在压缩机关闭时或LCWC≤-1℃时关闭冷藏风门；

LCWC＝TC－TLCS+LCXZ；

LCXZ大等于-2℃且小于等于1℃；

开机条件是：TD≥TLDS+1℃；

当TLJ≥T1时，完成一次风冷冰箱节电运行的循环，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处于停止状

态，关闭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开启电加热器，进行化霜，化霜后重新运行本风冷冰箱节电

运行方法。

[0013] 压缩机采用变频压缩机，在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当以上四项退

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按以下节能调频方法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

节能调频方法是：压缩机的最高频率为PMAX，压缩机的最低频率为PMIN；PMAX和PMIN的

单位均为Hz；

当TH≤10℃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

当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AX；

当10＜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PMAX-PMIN）×（TH-10）/

22。

[0014] 当TH≤10℃时，LCXZ为-1℃或-2℃；

当10℃＜TH≤25℃时，LCXZ＝-1+（TH-10）/15；

当25℃＜TH≤38℃时，LCXZ＝（TH-25）/13。

[0015] 当38℃＜TH时，LCXZ＝1。

[0016] 开机条件满足时开启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能够使冷藏室达到较低的温度，

在关闭压缩机后冷藏室的温度能够更晚满足冷藏风门的开启条件。冷藏风门的开启条件为

现有技术，是TC≥TLCS+1℃。这样，冷藏室就更晚消耗冷冻室蒸发器处的冷量，进而使得冷

冻室的温度能够更晚满足开机条件，这样就延长了压缩机两次启动之间的间隔时间，减少

了总的压缩机开启次数，减少开机大电流所消耗的能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0017] 本发明中的节能调频方法，能根据环境温度对压缩机运行频率进行线性调节，与

环境温度越低、冰箱冷量散失得越慢，因而压缩机运行频率应当相应越低的技术追求相适

应，进而使得压缩机运行频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与冰箱对外散失冷量的速度匹配度更为均

匀，这样一方面使压缩机的运行工况在整体上更为稳定（类似于汽车的定速巡航），另一方

面也能够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动和停止，实现更好的节能效果。

[0018] 四项退出条件能够防止因运行本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而导致冰箱冷藏室或冷

冻室温度过高，避免蒸发器霜层过厚，避免运行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可能导致的负面影

响。

[0019] 冷藏室温差参数LCWC的取值贴近于冰箱工况，能够得出稳定而准确的冷藏室温度

修正参数LCXZ的值，为控制冰箱的运行状态提供更准确的数据，从而对冰箱的运行状态进

行更优的控制。

[0020] 总之，本发明能够消除现有技术中不利于降低能耗的因素，使冰箱以更稳定地工

况运行，减少总的压缩机开启次数，减少开机大电流所消耗的能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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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风冷冰箱具有制冷系统、送风系统、电控装置、用于采集

环境温度的环温传感器、用于采集冷藏室温度的冷藏温度传感器和用于采集冷冻室温度的

冷冻温度传感器，制冷系统包括通过制冷剂管路循环连通的压缩机、冷凝器、节流装置（毛

细管或膨胀阀）和蒸发器，蒸发器用于提供冷量，蒸发器处设有电加热器；

冷藏室门体处设有冷藏门开关，冷冻室门体处设有冷冻门开关；

送风系统包括风道、设置在风道内用于向冷藏室供冷风的冷藏风门和设置在风道内用

于向冷冻室供冷风的冷冻风机，电控装置通过线路连接环温传感器、冷藏温度传感器、冷冻

温度传感器、电加热器、压缩机、冷藏门开关、冷冻门开关、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环温传感

器采集的实时环境温度值为TH，冷藏温度传感器采集的实时冷藏室温度为TC，冷冻温度传

感器采集的实时冷冻室温度为TD，TH、TC和TD均为实数且单位均为℃；电控装置内存储有冷

藏室温度修正参数LCXZ、冷藏室温差参数LCWC、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参数TLJ、预设的压缩

机累计运行时间上限参数T1、冷藏门开门次数参数LCC、冷冻门开门次数参数LDC、冷藏门开

门持续时间参数LCS、冷冻门开门持续时间参数LDS、压缩机节能状态连续工作最长时间值

TMAX、冷藏室设定温度参数TLCS以及冷冻室设定温度参数TLDS；

TLJ的单位为小时；T1和TMAX的单位均为小时且55小时≤T1≤72小时；电控装置通过冷

藏门开关采集冷藏门开门次数以及开门持续时间，并通过冷冻门开关采集冷冻门开门次数

以及开门持续时间，LCC和LDC的单位均为次；LCS和LDS的单位为分钟；LCXZ、TLCS和TLDS的

单位均为℃；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在上一个化霜周期结束、电控装置关闭电加热器时，电控装置记录本次化霜持续时间

（即电加热器的持续开启时间）THS，将TLJ的值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时，将LCC和LDC的值

重置为零并重新开始计数，开启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THS的单位为分钟；

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电控装置每间隔5秒判断一次以下四项退出条

件（刚进入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时立即进行一次四项退出条件的判断）；

第一项退出条件是：  35分钟≤THS≤40分钟；

第二项退出条件是：LCC+LDC≥M1次，M1为自然数且3≤M1≤6次；

第三项退出条件是：LCS+LDS≥M2分钟，M2为自然数且2≤M2≤5分钟；

第四项退出条件是：TLJ≥TMAX，  2≤TMAX≤5小时；

THS、M1、M2以及TMAX等参数的具体值，由设计人员根据冰箱型号在出厂前进行设定。

[0022] 以上四项退出条件有至少一项满足时，退出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电控装置按

照现有的风冷冰箱运行方法控制冰箱的运行；

当以上四项退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在每一次开机条件满足时开启

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并在压缩机关闭时或LCWC≤-1℃时关闭冷藏风门；

LCWC＝TC－TLCS+LCXZ；

LCXZ大等于-2℃且小于等于1℃；

在LCWC≤-1℃时关闭冷藏风门，可以防止冷藏室温度过低。

[0023] 开机条件是：TD≥TLDS+1℃；

当TLJ≥T1时，完成一次风冷冰箱节电运行的循环，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处于停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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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关闭冷藏风门和冷冻风机，开启电加热器，进行化霜，化霜后重新运行本风冷冰箱节电

运行方法。

[0024] 开机条件满足时开启压缩机，同时打开冷藏风门，能够使冷藏室达到较低的温度，

在关闭压缩机后冷藏室的温度能够更晚满足冷藏风门的开启条件。冷藏风门的开启条件为

现有技术，是TC≥TLCS+1℃。这样，冷藏室就更晚消耗冷冻室蒸发器处的冷量，进而使得冷

冻室的温度能够更晚满足开机条件，这样就延长了压缩机两次启动之间的间隔时间，减少

了总的压缩机开启次数，减少开机大电流所消耗的能量，达到节能的目的。

[0025] 压缩机采用变频压缩机，在风冷冰箱节电运行方法的运行过程中，当以上四项退

出条件均不满足，且TLJ＜T1时，电控装置按以下节能调频方法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

节能调频方法是：压缩机的最高频率为PMAX，压缩机的最低频率为PMIN；PMAX和PMIN的

单位均为Hz（赫兹）；

当TH≤10℃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

当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AX；

当10＜TH＜32℃时，电控装置控制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为PMIN+（PMAX-PMIN）×（TH-10）/

22。

[0026] 当TH≤10℃时，LCXZ为-1℃或-2℃；

当10℃＜TH≤25℃时，LCXZ＝-1+（TH-10）/15；在-1℃至0℃之间取值，大于-1℃且小于

等于0℃，呈线性变化。

[0027] 当25℃＜TH≤38℃时，LCXZ＝（TH-25）/13。在0℃至1℃之间取值，大于0℃且小于

等于1℃，呈线性变化。

[0028] 当38℃＜TH时，LCXZ＝1。

[0029] 冷藏室温差参数LCWC具有4段取值范围，TH≤10℃时的取值范围对应环境温度最

低的状况，此时冷藏室风门开启时间最短，冷藏室内各处温度不均匀性较强，冷藏温度传感

器处的温度容易偏高，因此通过将LCXZ的值取为负值，来对冷藏室内的温度进行修正。

[0030] 当10℃＜TH≤25℃时，冷藏温度传感器高于冷藏室内平均温度的差值基本呈线性

降低，因而此时LCXZ的取值线性升高，最高为0℃。

[0031] 当25℃＜TH≤38℃时，冷藏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容易低于冷藏室平均温度，因

此LCXZ的取值为正值，来对冷藏室内的温度进行修正。同时，此时冷藏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

度低于冷藏室内平均温度的差值基本呈线性降低，因而此时LCXZ的取值线性升高。

[0032] 当38℃＜TH时，冷藏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低于冷藏室内平均温度的差值基本不

再变化，定值为1℃。

[0033] 本发明中的节能调频方法，能根据环境温度对压缩机运行频率进行线性调节，与

环境温度越低、冰箱冷量散失得越慢，因而压缩机运行频率应当相应越低的技术追求相适

应，进而使得压缩机运行频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与冰箱对外散失冷量的速度匹配度更为均

匀，这样一方面使压缩机的运行工况在整体上更为稳定（类似于汽车的定速巡航），另一方

面也能够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动和停止，实现更好的节能效果。

[003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而非限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等

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局部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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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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