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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技术专利浅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高建华

沈萍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315312）

摘要：随着“万物互联”概念的兴起，智能照明技术近年来广受关注。本文以智能照明为研究主题，对全球
和全国范围内的智能照明相关专利进行了申请趋势、地域分布、IPC 分布、主要申请人等分析，希望对中国
的智能照明行业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智能照明；专利分析；专利布局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ｗｅ ｔｏｏｋ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ｈｏｐｅ ｏｆ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ＩＰ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ａｙｏｕｔ

引言
智能照明 ［１］ 是指利用计算机、无线通讯数据传输、

图 １ 为世界智能照明相关专利历年申请情况，由图
可知， ２００９ 年以前智能照明的申请量增长相对缓慢，而

扩频电力载波通讯技术、计算机智能化信息处理及节能
型电器控制等技术组成的分布式无线遥测、遥控、遥讯

3 481
3 411

控制系统。具有灯光亮度的强弱调节、灯光软启动、定
时控制、场景设置等功能；随着“万物互联”概念的提

2 766

出几发展，近年来智能照明技术收到了广泛关注，而飞

2 512

利浦、欧司朗、欧普、雷士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纷纷加
入使得中国的智能照明热度逐年攀升。文中从专利的视

1 877

角对全球和全国范围内的智能照明专利进行分析，期望

1 529

对中国智能照明发展提供帮助。

1 216

以智能照明为检索主题，利用 Ｐａｔｅｎｔｉｃｓ 检索工具共

833

检索到世界智能照明专利 ２１ ２１６ 件，中国智能照明专利
546

６ ３８２ 件。
120 134 147
55 66 72

201
163182

664

395
249 291

１ 全球智能照明专利分析
１．１ 全球智能照明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1

全球智能照明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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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检测认证 /

家用新风净化机标准体系解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杨贤飞

许来春

陈赵斌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

510663）

摘要：家用新风净化机兼具新风和内循环净化等功能，甚至热回收和加热等附加功能，集合了新风机和空
气净化器的产品特点。目前还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通过不同结构新风净化机和不同标准分析，选择 GB/T
34012、GB/T 18801 和 GB/T 21087 等标准适合新风净化机的检测项目，包括净化效率、机外静压、净化能
效、噪声、容尘量、洁净空气量、累积净化量、交换效率（温度、焓和湿量）、有效换气率和凝露试验（制
冷工况、制热工况 I 和制热工况 II）等。由于新风机和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的检测方法和指标均有差异，
未来应制定适合新风净化机产品自身特点的产品标准，统一净化性能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新风；净化；热交换； 内循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
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Ｂ ／ Ｔ ３４０１２， ＧＢ ／ Ｔ １８８０１ ａｎｄ
ＧＢ ／ Ｔ ２１０８７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ｅａｎ－
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ＥＲ， ｎｏｉｓｅ， ｄｕｓ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ＣＡＤＲ），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ｃ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ＣＣＭ），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ｎｔｈａｌｐ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
ｎｅｔ ａｉ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Ｉ）， ｅｔｃ．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ｒｃｌｕｌａｔｉｏｎ

引言

逐步下降并平稳。但空气净化器在解决室内空气污染问

随着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的好坏对影响人体健康的

题的同时，紧闭门窗也导致二氧化碳上升、含氧下降和

认识越来越清晰，空气净化产品近几年发展迅速。其中

霉菌滋生等问题。因此，消费者对市场提出了新要求，

空气净化器产品发展始于 ２０１２ 年，人们对 ＰＭ２．５、雾霾、

即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也要能解决室内空气流通问题，

空气污染等问题的关注。在 ２０１３ 年，空气净化器产业迎

融合空气净化器和新风系统两者的功能于一体的新风净

来井喷式增长，而后在 ２０１４ 年冲高回落，在 ２０１５ 年理

化机产品应运而生。

性 回 归， 在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 短 时 回 暖，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１９ 年

家用新风净化机的发展，带动行业检测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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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90 制冷剂在家用小容积冷柜上的应用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２９０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ｎｔ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ｅｅｚｅｒ
刘宏宇

尚殿波

陈开松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

230601）

摘要：通过总结我国学者对 R290 制冷剂系统的提效方法，提出了对 R600a 家用小容积冷柜制冷器件的改进
措施，验证了 D 型结构蒸发管、扁管结构冷凝器、较小内径毛细管以及压缩机制冷工况提效方案，最终给出
了 R600a 家用小容积冷柜切换使用 R290 制冷剂的制冷系统改进建议。
关键词：R290；小容积冷柜；制冷工况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２９０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
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６００ａ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ｅｅｚｅｒ，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Ｄ－ｔｙｐ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ｆｌａｔ ｔｕｂ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ｒ，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ｔｕｂ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２９０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ｎｔ ｉｎ Ｒ６００ａ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ｅｅｚｅｒ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２９０； ｓｍａ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ｅｅｚｅ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引言

器的散热量大于圆管冷凝器的散热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冷柜的制冷系统节能方法进行
大量了研究。张赛 ［１］ 等介绍了 Ｄ 型管的成型原理、特点
及 Ｄ 型管蒸发器在传热效率上的提升，实现冰箱冰柜产
品能耗的降低及目前低能耗产品的开发。魏华锋

［２］

１ Ｒ２９０ 制冷剂在小容积家用冷柜中出现的问
题

等研

Ｒ２９０ 制冷剂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和热力性能，在商

究了 Ｄ 型管蒸发器在卧式节能冷柜上的应用，验证 Ｄ 型

用冷柜中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５］。Ｒ２９０ 制冷剂相对于冷

管蒸发器实现了 ７ ％ 的节能效果，同时可提高卧式冷柜

柜传统使用的 Ｒ６００ａ 制冷剂，其单位容积制冷量较大，

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田德强

［３］

等通过试验和理论

因此，Ｒ２９０ 制冷剂在大容积冷柜中性能表现优越。

计算分析了节流毛细管流量对整个制冷系统的运行性能

根据我司已完成开发和在开发中的不同容积的 Ｒ２９０

的影响，得出影响因素有节流毛细管的内径、进入节流

家用冷柜，统计其压缩机价格和标准耗电量能效指数（如

毛细管前制冷剂的过冷度、冷凝器的冷凝温度及系统的

图 １）。当设计的冷柜容积减小时，匹配的压缩机排量

质量流量，合理选择节流毛细管进口状态参数及其长度

和相应的压缩机价格都会随之降低，但是由于 Ｒ２９０ 压

对节流毛细管的流量性能与整个制冷系统的匹配具有重

缩机生产工艺及成本的原因，价格的下降幅度及下降空

要的指导意义。刘杰

［４］

等在简化冷凝器研究模型的基础

间都并不大，而且，由于 Ｒ２９０ 制冷剂单位容积制冷量

上对比分析了内置扁管冷凝器和圆管冷凝器的换热性能，

较常用的 Ｒ６００ａ 制冷剂更大，导致冷柜开机时间减短，

结果显示，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相同的条件下，扁管冷凝

单位时间内开停机次数增加，在冷柜上表现为能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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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室内除尘能力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Ｄ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常鲁楠

左双全

孙志辰

王 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70）

摘要：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人们对于室内空气质量越来越重视，空气净化器现已逐步进入人们视线，不过
由于行业起步较晚，对于净化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现有国标对于性能的测试还存在着不足，为了深入研究
空气净化器的净化能力，以香烟烟雾为主要污染源，分析其不同粒径颗粒物的自然衰减情况，以及空气净化
器对于不同粒径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为提高空气净化器的性能提供改进方向。
关键词：空气净化器；香烟；粒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ｉｇｈ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ｅｐ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ｕｓｅ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ｒ；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引言

的颗粒物在大气中漂浮的时间很小，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目前室内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主要因素，

很快就可以沉降在地面上。１００ μｍ 以下的颗粒物可以

造成室内污染的主要原因除了受室外空气质量的影响外，

长期在空气中漂浮，对环境能见度，人体的呼吸系统产

还有人类自身的活动。由于冬天北方多采用燃煤取暖的

生不利影响。当颗粒物粒径在 １０ μｍ 以下的时候，就可

方式，每到冬天空气污染的问题就愈发严峻；同时人们

以进入人体的呼吸系统了，容易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当

在室内吸烟、点蚊香等相关活动也会引起室内空气质量

颗粒物的粒径小于 ２．５ μｍ 的时候，颗粒物就可以进入

的下降。简单的室内空气循环根本无法去除污染，但是

肺泡，当颗粒物的粒径在 １ μｍ 以下时，对人体造成的

开窗通风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污染物，自进入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危害最大，颗粒物通过进入肺泡，随着氧气交换的过程

全国中东部地区长期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气中，受

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引起血栓、导致血压升高，

影响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不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多条

引起心脑血管等疾病，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 ［２］。

高速被封、多地机场关闭，严重影响居民的安全出行。
同时，雾霾天气频发使得医院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明显增
［１］

多 。所以空气净化器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１ 污染物的选取
一支香烟就可以导致严重的室内污染，在正常情况

不同粒径的颗粒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尽相同，

下室内颗粒物的污染浓度在 ２０ μｇ／ｍ３ 左右，但在室内吸

颗粒物的粒径越小对于人体的危害愈大。１００ μｍ 以上

完一支香烟时，室内污染物的浓度会急剧上升到 ２ ｍｇ／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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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遥控器液晶偏光片失效的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 ｏｆ ＬＣ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付道明

鲁 屹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70）

摘要：针对空调遥控器在售后出现液晶“麻点”问题，本文从偏光片的材料、生产工艺及其显微外观结构等
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和 X- 射线能谱仪 (EDS) 确定“麻点”区域的成分，确定偏光片
铝反射膜表面的“麻点”区域含碘元素，非麻点区域、正常品不含碘元素；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PVA 膜
上的碘透过 TAC 膜与铝膜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了碘化铝（AlI3）。可通过偏光片的材料和工艺方面进行优化，
抑制碘的升华或阻断升华路径，从根本上增加碘的溢出难度、减少铝层的腐蚀。
关键词：液晶；偏光片；碘；铝反射膜；PVA；TAC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Ｃ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ＥＭ） ａｎｄ Ｘ－ｒａ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ＥＤ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 ａｒ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ｌ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ｉｏｄ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 ａｒｅ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ｏｄ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ｏｄ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ｏｄ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ＶＡ ｆｉｌｍ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ＡＣ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ｆｉｌｍ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ｉｏｄｉｄｅ （ＡｌＩ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ｏｒ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
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ｌａｙ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Ｃ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ｒ； ｉｏｄｉｎｅ；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ｌｍ； ＰＶＡ； ＴＡＣ

引言

材料：偏光片；

近些年来国内内外多次出现的空调遥控器液晶“麻

仪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和 Ｘ－ 射线能谱仪

点”异常，因其出厂时无任何特征导致无法检测，加上

（ＥＤＳ）。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情况的不可预测性和经销商仓储环境
的不可控，给遥控器产品质量的控制带来较大压力。为

２ 结果与讨论

了从根本上分析液晶偏光片失效的原因，本文分别从偏

２．１ 失效现象

光片的材料、生产工艺和显微外观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

图 １ 为液晶失效现象图，图 ２ 为反射型偏光片失效

和分析，其结果可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

示意图。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出，“麻点”发生在铝反
射膜上，孔洞内 Ａｌ 发生化学反应，在偏光及折射作用下

１ 实验材料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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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为“麻点”（黑点），实际上是透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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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用缓冲包装材料综述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ｕ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黄大年

蔡训儒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

230601）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瓦楞纸板、蜂窝纸板、EPS、EPE、透明包装膜、气柱袋、EPP 冰箱用缓冲包装材料，
分析了每种材料的优缺点，肯定了缓冲包装材料在冰箱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透明包装膜、气柱袋、EPP 是冰
箱包装材料的应用趋势。
关键词：瓦楞纸板；蜂窝纸板；EPS；EPE；透明包装膜；气柱袋；EPP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 ｂｏａｒｄ，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ＥＰＳ， ＥＰ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Ａｉ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ａｇ ａｎｄ ＥＰＰ ｃｕ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Ａｉ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ａｇ ａｎｄ ＥＰＰ ａ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
ｅｒａｔｏｒ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 ｂｏａｒｄ；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 ｐａｐｅｒｂｏ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 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ｔ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ａｉ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ａｇ； 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前言

纸和一层瓦楞纸加工而成的纸板，如图 １ 所示。双层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楞纸板由两层箱板纸、两层瓦楞纸和一层夹芯加工而成

高，电冰箱作为最常用的家用电器之一已进入寻常百姓

的瓦楞纸板，如图 ２ 所示。

家 ［１］。由于电冰箱体积和重量较大，在运输及装卸环节

１．１ 瓦楞形状

中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冲击或震荡，进而对质量和外观造

瓦楞的形状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 Ｖ 形、Ｕ 形和

成一定的破坏。因此，选择恰当的缓冲包装材料，对电

ＵＶ 形。Ｖ 形瓦楞近似于尖形，Ｕ 形瓦楞呈圆形，而 ＵＶ

冰箱进行合理的包装，进而提高物流运输的可靠性就显
得尤为必要 ［２］。
本文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冰箱用缓冲
包装材料。

１ 瓦楞纸板
瓦楞纸板是由箱板纸和通过瓦楞辊加工成波形的瓦
楞纸粘合而成的板状物。冰箱中常用的瓦楞纸板有单层
瓦楞纸板和双层瓦楞纸板，单层瓦楞纸板是由两层箱板

图1

单层瓦楞纸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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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具燃烧自适应控制技术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林锐勤
（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

528305）

摘要：本文对燃气具燃烧自适应控制技术的进一步研究，结合目前燃气热水器和壁挂炉全预混燃烧技术使用 ,
提出一种燃烧特性与火焰电流控制技术方法研究 , 既可实现了结构及电路设计简单，火焰探头和燃气执行机
构可以使用传统的，又通过电路上需要改变原来检测火焰电流的整流特性，将火焰电流转化为连续的信号进
行大量数据测量，并建模分析及探索数据可行的演算方法来控制燃气及空气的比率，从而达到最佳的燃烧工
况。这种方法可以理解为对火焰直接的信号反馈控制。需要研究的是燃烧特性与火焰电流的关系，包括对火
焰电流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燃气热水器；自适应；燃烧特性；火焰电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ｇａ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
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ｌｌ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ｆｕｌｌ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ｌａｍ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ｇａ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ａｓ ａｎｄ ａｉｒ，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ｃｏｍｂｕｓ－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ａｍｅ．Ｗ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引言

件的改变直接对燃烧工况产生影响，包括热效率，ＣＯ、

在燃气具领域，燃烧控制技术由简单的点火与火焰

ＣＯ２ 及氮氧化物的排放，甚至对使用安全构成影响。如

监控，发展到给排气及燃气调节恒温控制，随着燃烧技

何使燃气在不同的环境及安装条件下，与空气呈最佳吻

术的进步，燃烧由大气式燃烧发展到全预混燃烧，燃气

合比，达到均衡燃烧的状态，提高燃气的利用效率，使

空气预混比率的高精度控制成为了燃烧控制的重点研究

产品安全又环保，同时成本许可的范围内，燃烧自适应

对象。

控制技术及相关控制的研究成为各公司首要课题。

燃烧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对燃烧工况产生影响的

燃烧自适应控制技术是指采用电子控制系统，通过

条件有气种成分，环境温度与气压，燃烧器在不同温度

各种传感器对燃烧工况或结果进行反馈监控，从而达到

下压力变化及阻力，以及安装条件的变化等等，这些条

精确控制燃烧的控制技术。对全预混燃烧控制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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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冰箱产品箱壳螺旋式演变
Ｓｐｉ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潘玉梅 1

谢 萍1

张晴晴 1

（1.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熊克念 1
合肥

张 影1

朱 华1

230601； 2. 安徽大学

吴许强 2
合肥

230601）

摘要：箱壳作为冰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冰箱的外观性能和成本构成都都起着关键的影响，随着新工艺和新
技术的发展，冰箱箱壳也经历了不同层面的变化，在出口冰箱产品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箱壳的研究具有
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箱壳材质和效果的变化、箱壳的结构造型变化、箱壳成型工艺的发展、箱壳常见问
题及解决方案、出口冰箱箱壳发展展望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提高出口冰箱的竞争力作出有益指导。
关键词：出口冰箱；箱壳；彩板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ｐｌａｙｓ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ｄａ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ｃａｓ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ｘｐｏｒｔ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ｃａｓｅ； ｃｏｌｏｒ ｂｏａｒｄ

综述

是以 Ｍ 品牌 ＢＣＤ－２００Ｗ（外观和内饰图见图 １），零部

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中国家电出

件成本为例，分析出口冰箱主要零部件（不含原辅材料）

口逐年递增。２０１８ 年我国家用电器产品（含零件）出口

成本构成，见图 ２。

［１］

７５１．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９．６ ％ 。中国冰箱行业在内销
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各品牌冰箱企业出口市场均表现出
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不断
增加的压力下，中国出口冰箱的平均单价也在上涨，这
势必会影响中国出口冰箱的国际竞争力，部分市场正逐
步被土耳其、东南亚、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国家

箱壳

占据。如何降低成本、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以谋求出口冰箱的持续增长，是各大冰箱企业的重中之
重。
在冰箱产品成本的构成中，除冰箱的心脏——压缩
机外，冰箱箱壳的在产品成本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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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CD-200W 外观和内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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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转动惯量下的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方法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彭 湃

潘 艳

潘 华

彭小云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

528216）

摘要：本论文是关于设计一种变转动惯量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方法，属于电机控制技术领域。通过获取永
磁无刷直流电机负载的变转动惯量的变动因子信息，建立起变转动惯量因子参数表，并获取其误差信息，结
合实际产品的经验参数进行修正，引入到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算法中，通过拉普拉斯运算并获得对应的
控制结构图，同时针对变转动惯量的大小与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过载能力，建立起软启动优化参数表，实现
变转动惯量和变转动惯量下的复杂负载的稳定启动及稳定运行控制，实现变转动惯量和变转动惯量下的零转
速超调量控制和零电流超调量控制，避免了启动电流冲击和变转动惯量瞬态冲击导致的功率器件击穿，具有
非常高的电机控制应用价值。
关键词：变转动惯量；电机控制；瞬态冲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ＰＭＳＭ）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ＰＭ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ｐｌ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ＭＳＭ， ａ ｓｏｆｔ－ｓｔａｒ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ｌｏ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ｚｅｒｏ－ｓｐｅｅｄ 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ｚｅｒｏ－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ｔ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引言

难点：一方面变转动惯量难以实现转速的快速收敛，其

制冷行业对低能耗、小空间、绿色节能和无极调速

转速超调量较大，风机安装在设备或冷却系统中容易导

等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传统的交流电机驱动的风机产

致与系统发生共振，产生异常的振动或噪音，尤其是多

品出现逐步缩减的趋势，而外转子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驱

风机成套系统设备的应用情况，其异常的运行效果更加

动轴流风机的方案由于自身具有无极调速、力矩大、风

明显，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抗外

叶与电机一体化设计、能够缩减空间和效率高等特点，

界负载干扰能力弱。另一方面就是阶跃响应输入的转速

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可与青睐。而永磁无刷直流风机本

相应时间较长，无极调速时与转动惯量不匹配导致控制

身除了具有很多优点外，它也有其不足之处与实现上的

系统振荡，引起风机在系统中发出异常的噪音。再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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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蒸发器铜管翅片间隙腐蚀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ｉｎ Ｃｒｅｖｉｃ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ｕｂｅ ｉｎ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施清清

甘立荣

王志民

眭 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70）

摘要：针对售后空调蒸发器铜管翅片间隙腐蚀泄漏问题，结合空调实际生产情况及售后样件，从翅片间隙产
生原因、间隙腐蚀机理、腐蚀介质来源及间隙腐蚀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蒸发器翅片间隙产
生原因为翅片成型异常、胀管收缩、翅片少片等；空气中 SO2、Cl2、H2S、NH3 等通过翅片间隙溶于间隙冷凝
水中形成腐蚀性离子，以及铜管表面残留有机溶剂和挥发油等水解产生的羧酸，使铜管表面形成自腐蚀微电
池，造成腐蚀破坏。此外，蒸发器翅片间隙结构又形成间隙内与间隙口处铜管表面的氧浓差电池，使腐蚀以
自催化形式进行，进一步加快腐蚀速率。对此提出控制翅片间隙、控制铜管表面腐蚀介质残留、提高铜管耐
蚀性等预防措施。
关键词：蒸发器翅片；间隙腐蚀；腐蚀介质；腐蚀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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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ｌ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ａｔｔｅ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ｕｂｅ，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ｐ－
ｐｅｒ ｔｕｂ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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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ｎ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
ｃｒｅ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ｕｂ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
ｒｏ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ｕｂ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ｏｒ ｆｉｎ； ｃｒｅｖｉｃ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前言

构，少部分采用微通道设计的铝制换热器 ［３－４］。翅片管式

随着家用空调普及率的提高，安装环境越来越复杂，

蒸发器采用铜管与铝箔翅片胀接而成，通过铝箔翅片间

对空调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２］。蒸发器作为空调换

的紧密结合将铜管完全包裹，一方面提高换热效率，另

热主要部件，其失效将导致空调整机失效，影响消费者

一方面将铜管与空气隔离，避免换风过程腐蚀物质沉积

使用。目前家用空调蒸发器主要采用铝箔翅片 ＋ 铜管结

到铜管表面，造成腐蚀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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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味材料在冰箱中的净味效果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ｄｏ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张启花

刘京京

任 猛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吴 园
合肥

蔡薇莉
230001）

摘要：电冰箱其特殊的储存环境导致细菌滋生、异味现象严重。本文另辟蹊径分析电冰箱材料产生的异味。
采用针对性的净味技术，讨论在电冰箱中实现净味的可能性。
关键词：塑料；净味；冰箱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ｄ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ｓｍｅｌ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ｄｏｐｔ ｔａｒ－
ｇｅ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ｄｏ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引言

进行研究。在冰箱内零部件材料繁多，除塑料，金属等外还有

随着我国电冰箱产量的迅猛增加和人民生活

各种胶类。本文另辟蹊径浅谈净味材料对电冰箱零部件材料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 ， 电冰箱已经被应用到千家万户。

生的异味性能的测试方法，以期对后续净味的研究提供参考。

电冰箱低温环境能够延长食品贮存时间，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日常生活中食材存放

１ 试验方法

种类多且复杂，导致细菌滋生，食材间的串味问

１．１ 载体的选择及准备

题严重，影响用户的健康。针对冰箱异味难题，

对电冰箱零部件材料进行梳理，选取塑料件比重比较大

行业内厂家均在持续进行跟进研究。目前行业内

的内衬（ＨＩＰＳ）作为净味材料的载体。对 ＨＩＰＳ 进行改性，在

主要的净味产品 ［１－６］ 采用活性炭、润土、海泡石、

ＨＩＰＳ 中添加净味材料，从而对冰箱内气味进行净味。

硅藻土、麦饭石等无机多孔材料为基体并浸泡化

我们对 ＨＩＰＳ 进行净味材料的添加，在塑料造粒时增加净

学组分或植物提取液制作；另外也有在谷物类萃
取液中的活性氨基酸，可以提高安全性、增强杀
菌净味作用 ［７－８］。
冰箱内部异味产生有两种原因：一是未包裹
处理食物本身的气味；二是食物腐烂变质过程中
产生的气味。虽然冰箱内部温度较低，但是也不
能完全避免食物发生氧化、变质和腐败，异味也
会随之产生。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一部
分异味是来源于材料本身，目前为止鲜有人对其

图1

净味材料的制备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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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机的减振降噪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ｈｗａｓｈｅｒ
张 薇

程繁华

行晓亮

蔡思琦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

528311）

摘要：本文概述了衡量洗碗机噪音的声学参数、六点法测试方式以及根据该测试方法对一种减振降噪方式的
验证。根据本文提出的洗碗机的减振降噪方式，通过 LMS 噪音测试设备对改善前后样机的时间历程曲线、频
谱图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采用该种减振降噪方式不仅能够降低整机的噪声值，而且能够明显降低电源
倍频程处的峰值。
关键词：洗碗机；减振；阻尼；频谱分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ｈｗａｓｈｅｒ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ｘ－ｐｏｉｎｔ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ｈｗａｓｈｅｒ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ＬＭＳ ｎｏｉ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１／３ ｏｃｔ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ｃｔａ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ｓｈｗａｓｈｅｒ；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引言

功率级方法测量洗碗机产生噪声的大小。在精密法半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洗碗机 ［１］ 也逐渐被人们
所熟知并使用。噪音作为衡量洗碗机性能

［２］

音室中，环境反射以及温度、气压的修正可忽略，即环

的一项重要

境修正系数 Ｋ２ 为 ０。同时，被测声压级（洗碗机）低于

指标，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相对其他家电产品，

半消音室背景噪声声压级 １５ ｄＢ，因此，无需对背景噪声

［３］

洗碗机 的结构比较复杂，在洗涤过程中，水流冲击内胆、

修正，即背景噪声修正系数 Ｋ１ 为 ０，进而得到平均声压

餐具等，产生的噪声是洗碗机的主要噪声源之一，并通

级

及声功率级 ＬＷ 为，

过内胆、底座、外壳、管路等向外辐射。除水流噪声外，

（１）

电机、洗涤泵、排水泵等部件也是产生噪声的源头。本
（２）

文叙述了衡量洗碗机噪音的声学参数，采用 ＬＭＳ 设备测
试洗碗机声功率，并从洗碗机的减振降噪角度出发，提
出一种减振方案，降低整机噪声。

式中：
—平均声压级；
Ｌｐｉ—第 ｉ 点 Ａ 计权声压级，ｄＢ（Ａ）；

１ 衡量洗碗机噪音的声学参数

Ｎ—测点数；

当前，洗碗机噪音测试标准依据《家用电器及类似

ＬＷ—Ａ 计权声功率级，ｄＢ（Ａ）；

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 １ 部分：通用要求》，采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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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测量面积，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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