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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及冰箱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

法。冰箱包括限定有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箱

体、用于分别开闭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取放口

的门体以及设置在箱体内的制冷系统；制冷系统

包括压缩机、冷凝器、用于切换制冷系统的工作

状态的电磁三通阀、分别用于为冷藏间室和冷冻

间室提供冷量的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以及

分别为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化霜的冷藏加

热丝和冷冻加热丝；制冷控制方法包括：冷冻蒸

发器化霜结束；制冷系统为冷藏间室制冷。本发

明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可使在冷冻蒸发

器化霜结束后，残留在冷藏蒸发器底部的制冷剂

参与制冷循环，并通过回气管运动到制冷系统中

的冷凝器内，减少了残留在冷藏蒸发器内的制冷

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06766533 B

2020.05.26

CN
 1
06
76
65
33
 B



1.一种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所述冰箱包括限定有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箱体、

用于分别开闭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取放口的门体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内的制冷系

统；所述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用于切换制冷系统的工作状态的电磁三通阀、分别

用于为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提供冷量的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以及分别为所述冷

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化霜的冷藏加热丝和冷冻加热丝；所述制冷控制方法包括：

所述冷冻蒸发器化霜结束；

所述制冷系统首先为所述冷藏间室制冷，以减少残留在所述冷藏蒸发器内的制冷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根据所述冷藏间室的制冷时间判断是否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其中

判断所述冷藏间室的制冷时间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时间阈值t；

若是，则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其中

所述预定时间阈值t为5～10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所述制冷系统还包括分别将所述

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产生的冷量扩散到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内的冷藏风机和冷

冻风机；其中所述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若判断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则电磁三通阀切换至冷冻侧，压缩机以高

转速运行，冷冻风机工作。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结束后，运行所述制冷系统的原始控制程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其中所述制冷系统为冷藏间室制

冷的步骤还包括：

电磁三通阀切换至冷藏侧，压缩机以高转速运行，冷藏风机工作。

8.一种冰箱，其执行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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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及冰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冷冻冷藏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及冰箱。

背景技术

[0002] 图1是双系统冰箱的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同时制冷时制冷剂循环示意图。参见图

1，现有技术中，双系统冰箱的制冷系统一般可包括压缩机110、与压缩机110出口连通的冷

凝器120、用于切换制冷系统100的工作状态的电磁三通阀150、冷冻毛细管131和冷藏毛细

管132、分别用于为冷冻间室和冷藏间室提供冷量的冷冻蒸发器141和冷藏蒸发器142、分别

将冷冻蒸发器141和冷藏蒸发器142产生的冷量扩散到冷冻间室和冷藏间室内的冷冻风机

161和冷藏风机162以及分别为冷冻蒸发器141和冷藏蒸发器142化霜的冷冻加热丝171和冷

藏加热丝172。

[0003] 图2是双系统冰箱的冷冻蒸发器141化霜时的制冷剂循环示意图。参见图2，当冷冻

蒸发器141满足化霜条件(化霜条件可为冷冻蒸发器141累计运行时间达到预定阈值)时，冷

冻加热丝171为冷冻蒸发器141加热，并在冷冻蒸发器141内形成温度、压力均较高的气态制

冷剂。冷冻蒸发器141内的部分气态制冷剂将经由蒸发器连接管运动到冷藏蒸发器142内

(此时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温度低于冷冻蒸发器141内的温度)，并液化为液态制冷剂留在冷

藏蒸发器142底部。

[0004] 图3是双系统冰箱的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后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时的制冷剂

循环示意图。参见图3，当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后，若直接启动压缩机110为冷冻间室制

冷，冷藏蒸发器142底部的液态制冷剂将不会再参与循环，导致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剂偏

少，制冷不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一种可减少冷冻蒸发器化霜后，残留在冷藏

蒸发器内的制冷剂。

[0006]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目的是要在快速开始对冷冻间室的制冷的基础

上，克服了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剂偏少，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

[0007] 本发明第二方面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一种冰箱。

[0008] 特别地，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所述冰箱

包括限定有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箱体、用于分别开闭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的取放口

的门体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内的制冷系统；所述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用于切换制

冷系统的工作状态的电磁三通阀、分别用于为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提供冷量的冷藏蒸

发器和冷冻蒸发器以及分别为所述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化霜的冷藏加热丝和冷冻加

热丝；所述制冷控制方法包括：

[0009] 所述冷冻蒸发器化霜结束；

[0010] 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藏间室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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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可选地，所述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0012] 根据所述冷藏间室的制冷时间判断是否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

[0013] 可选地，判断所述冷藏间室的制冷时间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时间阈值t；

[0014] 若是，则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

[0015] 可选地，所述预定时间阈值t为5～10分钟。

[0016] 可选地，所述制冷系统还包括分别将所述冷藏蒸发器和冷冻蒸发器产生的冷量扩

散到所述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内的冷冻风机和冷藏风机；其中所述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0017] 若判断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则电磁三通阀切换至冷冻侧，压缩机

以高转速运行，冷冻风机工作。

[0018] 可选地，所述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还包括：

[0019] 所述制冷系统为所述冷冻间室制冷结束后，运行所述制冷系统的原始控制程序。

[0020] 可选地，所述制冷系统为冷藏间室制冷的步骤还包括：

[0021] 电磁三通阀切换至冷藏侧，压缩机以高转速运行，冷藏风机工作。

[0022]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冰箱，包括以上任一所述的用于冰箱的制冷

控制方法。

[0023] 本发明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通过在冷冻蒸发器化霜结束后，首先对冷藏间

室进行制冷，使残留在冷藏蒸发器底部的制冷剂参与制冷循环，并通过回气管运动到制冷

系统中的冷凝器内，减少了残留在冷藏蒸发器内的制冷剂。

[0024]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当冷藏间室制冷一定时间后，再为

冷冻间室制冷，克服了由于冷冻蒸发器化霜结束，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而导致冷冻制冷通

路的制冷剂偏少，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而且将冷藏间室制冷时间设定在本发明给出的优

选时间范围内，可在使冷藏蒸发器内的液态制冷剂充分地参与制冷循环的基础上，快速开

始对冷冻间室的制冷，以避免影响冷冻间室内食物的冷冻效果。

[0025] 根据下文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更加明

了本发明的上述以及其他目的、优点和特征。

附图说明

[0026] 后文将参照附图以示例性而非限制性的方式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一些具体实施例。

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标示了相同或类似的部件或部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这些

附图未必是按比例绘制的。附图中：

[0027] 图1是双系统冰箱的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同时制冷时制冷剂循环示意图；

[0028] 图2是双系统冰箱的冷冻蒸发器化霜时的制冷剂循环示意图；

[0029] 图3是双系统冰箱的冷冻蒸发器化霜结束后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时的制冷剂循环

示意图；

[0030] 图4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31] 图5是根据本发明图4实施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

程图；

[0032] 图6是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33] 图7是根据本发明又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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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图4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参见图4，在

该实施例中，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可包括如下步骤：

[0035] 步骤S402：确定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在该步骤中，可通过冷冻加热丝171的工

作状态来确定冷冻蒸发器141化霜是否结束。

[0036] 步骤S406：制冷系统100为冷藏间室制冷。

[0037] 在此实施例中，通过在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后，首先对冷藏间室进行制冷，使

残留在冷藏蒸发器142底部的制冷剂参与制冷循环，并通过回气管(连通冷冻蒸发器141与

压缩机110的管路)运动到制冷系统100中的冷凝器120内，减少了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残留

制冷剂。

[0038] 图5是根据本发明图4实施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

程图。参见图5，在该优选实施例中，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可包括如下步骤：

[0039] 步骤S502：确定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

[0040] 步骤S504：计时器开始计时。

[0041] 步骤S506：电磁三通阀150切换至冷藏侧，压缩机110以高转速运行，冷藏风机162

工作(即冰箱的制冷系统100为冷藏间室制冷)。

[0042] 步骤S508：计时器数值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时间阈值t。即判断冷藏间室的制冷时

间是否大于等于预定时间阈值t，若是，执行步骤S510；若否，执行步骤S506。在该步骤中，预

定时间阈值t的数值优选为5～10min，例如可为5min、7.5min、10min。

[0043] 步骤S510：电磁三通阀150切换至冷冻侧，压缩机110以高转速运行，冷冻风机161

工作(即冰箱的制冷系统100为冷冻间室制冷)，计时器清零。

[0044] 步骤S512：制冷系统100为冷冻间室制冷结束后(冷冻间室内的温度达到设定温

度，一般为-15～-21℃)，运行制冷系统100的原始控制程序。(即根据冰箱冷藏间室和冷冻

间室内的实时温度判断是否为冷冻间室制冷或同时为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制冷)。

[0045] 在此优选实施例中，当冷藏间室制冷时间达到预定时间阈值t时，再为冷冻间室制

冷，克服了由于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而导致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

剂偏少，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而且将冷藏间室制冷时间设定在本发明给出的时间范围(5

～10min)内，可在使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液态制冷剂充分地参与制冷循环的基础上，快速开

始对冷冻间室的制冷，以避免影响冷冻间室内食物的冷冻效果。

[0046] 图6是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参见图6，

在该实施例中，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可包括如下步骤：

[0047] 步骤S602：确定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

[0048] 步骤S604：计时器开始计时。

[0049] 步骤S606：计时器数值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第一时间阈值t1。即判断冷冻蒸发器

141化霜结束时间是否大于等于预定第一时间阈值t1，若是，执行步骤S608；若否，执行步骤

S606。在该步骤中，预定第一时间阈值t1的数值优选为5～7min，例如可为5min、5.5min、

6.5min、7min。

[0050] 步骤S608：计时器清零后开始计时。

[0051] 步骤S610：电磁三通阀150关闭，压缩机110以最低转速运行。在该步骤中，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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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以最低转速运行，以防止压缩机110撞缸造成损坏。

[0052] 步骤S612：计时器数值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第二时间阈值t2。即判断压缩机110运

行时间是否大于等于预定第二时间阈值t2，若是，执行步骤S614；若否，执行步骤S610。在该

步骤中，预定第二时间阈值t2的数值优选为3～5min，例如可为3min、4.5min、5min。

[0053] 步骤S614：电磁三通阀150切换至冷冻侧，压缩机110以高转速运行，冷冻风机161

工作。计时器清零。

[0054] 步骤S616：制冷系统100为冷冻间室制冷结束后，运行制冷系统100的原始控制程

序。

[0055] 在此实施例中，通过在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后，首先使压缩机110以最低转速

运行，使残留在冷藏蒸发器142(低压侧)底部的制冷剂被吸出，并经由回气管及压缩机110

运动到冷凝器120(高压侧)内，减少了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残留制冷剂。

[0056] 进一步地，在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5～7min后，再运行压缩机110，以防止由于

蒸发器端压力过高而引起压缩机110启动起不来。并且当压缩机110运行时间达到预定第二

时间阈值t2时，再为冷冻间室制冷，克服了由于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直接为冷冻间室

制冷而导致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剂偏少，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将压缩机110运行时间设定

在本发明给出的时间范围(3～5min)内，可在使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液态制冷剂充分地运动

到冷凝器120内的基础上，快速开始对冷冻间室的制冷，以避免影响冷冻间室内食物的冷冻

效果。

[0057] 图7是根据本发明又一个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的流程图。参见图7，

在该实施例中，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可包括如下步骤：

[0058] 步骤S702：确定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

[0059] 步骤S704：电磁三通阀150关闭，冷藏加热丝172工作。

[0060] 步骤S706：获取冷藏蒸发器142的温度。在该步骤中，可采用温度传感器感测冷藏

蒸发器142的温度，且该温度传感器可设置在冰箱制冷间室内。

[0061] 步骤S708：温度传感器感测到的温度是否大于等于一预定温度阈值T。即判断冷藏

蒸发器142的温度是否大于等于预定温度阈值T，若是，执行步骤S710；若否，执行步骤S706。

在该步骤中，预定温度阈值T的数值优选为7～10℃，例如可为7℃、8.5℃、10℃。

[0062] 步骤S710：冷藏加热丝172停止工作。

[0063] 步骤S712：运行制冷系统100的原始控制程序。

[0064] 在此实施例中，通过在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后，首先使冷藏加热丝172工作，使

残留在冷藏蒸发器142底部的制冷剂的温度和压力升高，并经由蒸发器连接管(连通冷冻蒸

发器141和冷藏蒸发器142的管路)运动到冷冻蒸发器141(低压侧)内，减少了冷藏蒸发器

142内的残留制冷剂。

[0065] 进一步地，当冷藏蒸发器142温度达到预定温度阈值T时，再为冷冻间室制冷，克服

了由于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而导致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剂偏少，

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而且将冷藏蒸发器142加热温度设定在本发明给出的温度范围(7～

10℃)内，可在使冷藏蒸发器142内的液态制冷剂充分地运动到冷冻蒸发器141内的基础上，

快速开始运行制冷系统100的原始控制程序，为冷藏间室和/或冷冻间室制冷，以避免影响

冷藏间室和冷冻间室内食物的冷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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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基于前述任一实施例的用于冰箱的制冷控制方法，本发明还可提供一种冰箱。本

发明实施例的冰箱能够克服了由于冷冻蒸发器141化霜结束，直接为冷冻间室制冷而导致

冷冻制冷通路的制冷剂偏少，制冷不良的技术难题。避免了冷冻间室制冷时由于制冷剂不

足而造成的压缩机110轻负荷运转，压缩机110使用寿命减少。

[0067] 至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虽然本文已详尽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多个示

例性实施例，但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仍可根据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接

确定或推导出符合本发明原理的许多其他变型或修改。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应被理解和认

定为覆盖了所有这些其他变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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