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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

居家及办公环境下健康家电检测技术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董文惠

顾思佳

肖艳宾

（嘉兴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俞春阳
嘉兴

314000）

摘要：对于很多人，最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疫情发生以来，很
多冰冷的数字震颤着人们，同时也有很多温暖感动着大家。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会产生
很多深远的影响，其中必定包括对居家和办公环境以及健康的关注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对现有
家庭和办公中家电的健康技术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保鲜和新风技术的应用以及检测关注重点，协助企业进行
健康家电的设计与生产，同时帮助消费者透过概念正确了解健康家电。
关键词：检测技术；冰箱；储存和食品保鲜；新风空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ａｋｅ ｕｐ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ａｎ ｅｙｅ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ｌ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ｌｏｔ ｏｆ ｗａｒｍ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ｕ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ｌａｉ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ａ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ｓｈ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引言

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紧接着《办

２００３ 年的非典过后，２０２０ 年正值新年之际，中国

公建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运行管理应急措施指南》

又遭受了一场灾难，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之

等标准陆续发布。疫情下，健康和安全成为每个人的

快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仅仅十多天就影响了几十多个

最关心的话题。

省份，甚至出国“遨游”。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国很多地方的餐饮场所、娱乐场所、

１ 一个聚焦点，两个场景

电影院等人群聚集地暂停开放。国家卫健委发布居家

１．１ 聚焦点：健康

防控等各类指南和方案，遏制疫情蔓延。春节结束复

经此一“疫”，国家和人们对健康和安全认识水平

工之际，国务院出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不断提高。以“健康”重新定义家用商品，为美好生活

联防联控机制、复工政策，各省区陆续出台复产复工

保驾护航。

项目名称：工业产品检测能力提升——商业制冷系统安全保障和健康性能评价技术研究，项目编号：SCRV20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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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和 t 检验在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编写中的应用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ｔ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陈钧

曾博

林道祺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卢栋呈
广州

王珊珊
266000）

摘要：在能力验证计划的实施中，能力验证计划提供者应向所有参加者提供详细的文件化的作业指导书，本
文将探讨方差分析在作业指导书编写中的应用。
关键词：能力验证；方差分析；t 检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Ｔ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ｔｅｓｔ

引言

式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大的差异？采用什么方法来评价采

在能力验证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能力提供者应向参

用不同的测试布置会导致结果出现不一致？本文将应用

加者发送能力验证样品和作业指导书。对于能力验证样

方差分析和 ｔ 检验方法来帮助更好地明确作业指导书的

品，能力提供者通常都会进行样品均匀性 ／ 稳定性检验

要求。

和评价以确保能力验证中出现的不满意结果不归咎于样
品之间或样品本身的变异性。而作业指导书通常是要求

１ 应用方差分析方法明确作业指导书的要求

参加者按照大多数日常检测样品的处理方式进行测试，

为了避免因作业指导书要求不明确导致参加者结果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存在多种测试方法可选择、

出现偏离，本文引入方差分析和 ｔ 检验评价作业指导书

不同的试验布置等，这些差异有可能导致参加者结果出

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以下我

现偏差。另外，指导书的要求还要结合样品的特征进行

们将以举例说明的方式阐述。

编写。为此，我们需要结合能力验证样品明确作业指导

例 １，在一次端子骚扰电压试验的能力验证计划中，

书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试验方法、步骤等的要求，以确

能力验证提供者设计了一款信号发生器作为样品。那么

保能力验证中出现的不满意结果不归咎于作业指导书中

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该样品采用 ０．８ ｍ 高试验桌测

的未明确规定。那么如何保证作业指导书中的要求是否

试和采用 ０．４ ｍ 高试验桌测试，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明确呢？比如端子骚扰电压测试中通常有三种测试布置

于 是 我 们 需 要 对 该 样 品 分 别 用 ０．４ ｍ 高 试 验 桌 和

可供选择，对于本次能力验证计划的样品，这三种测试

０．８ ｍ 高试验桌进行测试，但是需要测试几次？得出的测

布置是否可以任意选择？会不会因为选择的测试布置方

试数据后，如何评价是否有差异？差多少算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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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8-2008 标准中 19.111 试验方法及分析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９．１１１ ｉｎ ＧＢ 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
王珊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所

青岛

266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 GB 4706.8-2008 标准中 19.111 条款内容进行分析，确定了不同分类产品的试验条件，结
合实际情况中电热毯类产品的不同控制方式，明确了元件失效试验中最严酷的故障条件，对此类产品的检验
检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电热毯；电热褥垫；电热垫；元件失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ｅ １９．１１１ ｉｎ ＧＢ 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ｂｌａｎｋ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ａｕｌ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ｅｓｔ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ｌａｎｋｅｔ；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ｐａ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引言

１ 试验条件

自从电热毯类产品由生产许可证管理转换为强制性

如 ＧＢ 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 中 １９．１１１ 所述：对电热毯和电热

产品认证管理以来，各认证机构、检测机构接到该类产

褥垫，在 １１．１０１ 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品生产销售企业的新产品申请和变更申请多了起来，作

以下是 １１．１０１ 章节关于试验条件描述：器具按 １１．４

为国家认监委 ＣＮＣＡ－Ｃ０７－０１：２０１７《强制性产品认证实

的规定供电，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直至稳定状态建

施规则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文件中指定的电热毯类产

立，环境温度保持在 ０￣１５ ℃范围内的最不利温度上。除

品认证依据标准，ＧＢ 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对电热披风应设在最低设定位置上外，控制装置和软线

器的安全第 １ 部分：通用要求》（以下简称 ＧＢ ４７０６．１－

开关都应调整到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上。

２００５）和 ＧＢ 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对电热垫，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把控制器调整

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特殊要求》（以

到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上，并按 １１．４ 的规定供

下简称 ＧＢ ４７０６．８－２００８）中有多项复杂的试验，尤其第

电。

１９ 章非正常试验，对电热毯、电热褥垫、电热垫三类产

供电方式：无论是电热毯、电热褥垫还是电热垫，

品规定了多项试验进行考核，其中 １９．１１１ 条款要求元件

器具均按 １１．４ 的规定供电，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直

失效的情况下，器具不会过热。电热毯、电热褥垫或者

至稳定状态建立。

电热垫在标准要求的试验条件（包括环境温度、档位设定、

档位设定：电热披风：最低设定位置。

供电方式等条件）下工作，施加一个可能的元件失效故

其余电热毯、电热褥垫和电热垫：（说明书中描述的）

障，柔性部件的表面温度或者温升不能超过规定的限值。
下面从试验条件设置、元件失效试验选择两个方面对该
项试验进行分析。

推荐连续使用的高温设定位置。
环境温度：电热毯和电热褥垫：０ ￣１５ ℃范围内的最
不利温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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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鲜肉类保鲜测试方法解读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陈 林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528311）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生与健康逐渐成为大众的生活主题，数据显示 60% 以上的消费者在购买
家用电冰箱时，更加关心蔬菜水果鱼肉能够在冰箱中最长储存多久，储存后的口感是否会发生变化，存放多
久不影响食用，对人体健康是否会有不良影响等。本文对家用电冰箱的鲜肉类保鲜测试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解读，明确了实用肉类保鲜的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及测试报告输出等，为家用电冰箱肉类保鲜测试提供了
指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冰箱；肉类；保鲜；测试方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ｆｒｕｉｔ， ｍｅ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ｕ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ｍｅａ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ｍｅａｔ；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引言

可测试、可量化结果的试验方法。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在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会

大利召开的国际电冰箱保鲜标准会议上，各国企业专家

用到冰箱或冷柜系类产品，而且市场上冰箱冷柜的需求

学者才最终确定以重量损失率、凝露量和肉类解冻损失

量还在持续不断上升，作为人们追求食材鲜美的需求，

率 ３ 大指标作为食品保鲜功能评价重要指标。以此为依

冰箱的食品保鲜是消费者购买冰箱时最关心的一个功能，

据，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制定

可以说，如今的冰箱保鲜，已成为家用冰箱不可忽视的

并发布了《电冰箱保鲜要求及测试方法》行业标准 ［２］，

最基本属性。进入 ２０１７ 年，各大冰箱企业纷纷重新聚焦

可以说是为行业制定了保鲜的通用标准并对保鲜性能提

冰箱产品的“保鲜项”，通过一些创新技术的投入研发

出合理的量化定义。

和应用，让冰箱的保鲜水平愈发精准化、智能化。消费

食品保鲜领域的范围较广，包含蔬菜、水果、肉类、

者购买冰箱就是用来保持食物、蔬菜和水果的新鲜，因

剩饭菜的储存等，本文将聚焦于鸡肉、猪肉、鱼类等鲜

此冰箱保鲜方面的量化指标及如何测试等急需制定合理

肉类保鲜测试要求和测试方法进行解读。

的标准。标准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
商一致后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

１ 测试要求

规范性文件 ［１］。近几年来，在冰箱行业，国内外冰箱制

１．１ 放入冰箱前要求

造厂家的研发部门一直在联合探讨食品保鲜的标准，即

日常食用待测试的鸡肉、猪肉或鱼肉等必须为热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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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香型净味材料在冰箱中的应用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Ｏｄｏ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ｓ
张启花

刘京京

任猛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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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优化塑料改性工艺，对香味及净味
材料在冰箱零部件中的应用进行验证，从而改善冰箱内气体质量并制定净味效果的试验验证方案及香味的评
判方法。
关键词：香型；净味；塑料；评判方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ｄ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ｏｍａ ａｎｄ ｏｄｏｒ－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ｐａｒｔｓ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ｅｓｔ ｐｌａ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ｄ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ｄ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ｏｍａ； 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引言

１ 增香及净味材料对冰箱箱内气氛的改善机制

随着我国冰箱产量的迅猛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１．１ 增香机制

断提高，冰箱已经被应用到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食材

通过一定的配方和加工工艺，将 ＨＩＰＳ 与增香剂按照

存放种类多且复杂，导致细菌滋生，影响用户的健康。

比例称重、混匀，然后通过双螺杆挤出机抽粒，使增香

冰箱在生产设计中越来越体现抗菌除臭、环保等特点。

剂均匀地分散在特定载体塑料中。塑料是以单体为原料，

芳香塑料制品就是一种具有新型功能的产品，由于

通过加聚或缩聚反应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其特殊

在产品成型加工过程中加入了增香剂，使制品在使用时

的分子结构可以让低分子的增香材料渗透进去。由于低

能散发出芳香气味，给人以新鲜、舒雅、清新的感觉，

分子增香剂的挥发性及相溶性差别，使塑料中的低分子

可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起到促销作用 ［１］。

增香剂不断扩散，再从表面挥发到环境中去，散发出芳

日本在香味塑料制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２］

，我国

也有了很大发展，媒体上已有多种香味母粒及香味塑
［３］

料制品被报道 。
本文尝试将香味材料、净味材料与冰箱零部件材料
相结合进行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增香净味材料来对冰箱

香气味，从而达到长期散香的目的。
１．２ 净味机制
利用净味材料在塑料表面的净味功能，对电冰箱内
异味气体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分解冰箱内异味，达到改
善箱内气体环境。

内环境进行改善，给消费者多一些嗅觉上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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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贴视觉检测系统设计及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ｂｅ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陈传好

余和青

张 铂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510300）

摘要：标贴是各种家电产品非常重要的识别标志，数量大且种类繁多，标贴印刷后和使用前都需要人工检查
印刷质量，效率很低。本文设计一种暗箱和白色光源系统，并选择高分辨率的工业相机，实现高精度的图形
采集，在 HALCON 视觉软件平台下，开发一种视觉建模和视觉灰度测试软件，实现最大 A3 幅面标贴的高精度
防错印、防划痕和污迹检测，极大地提高了标贴印刷质量检测效率。
关键词：机器视觉；暗箱；变换矩阵；仿射变换；灰度空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Ｉｔ ｉｓ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ｕ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 ｃａｍｅｒａ ｏｂｓｃｕｒａ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ＡＬＣ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ｒａ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ｔｉ－ｍｉｓｐｒｉｎｔ， ａｎｔｉ－ｓｃｒ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ｓｔａ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３－ＦＯＲＭＡＴ ｌａｂｅ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ｌａｂｅｌ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ｍｅｒａ ｏｂｓｃｕｒ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ｆｆ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ｙ ｓｐａｃｅ

引言

即便是知名的企业，仍然采用人工检测标贴的印刷错误。

机器视觉技术在家电行业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几个方

因此，本文设计了由暗箱、白色光源和计算机组成的视

面，第一，应用于智能家电生产线中机器人自动装配系

觉标贴智能检测系统，实现了最大 Ａ３ 幅面的家电标贴

统的视觉定位，协助机器人对部件的识别、定位并完成

纸印刷质量的自动检测。

产品的自动装配；第二，应用于产品质量的在线检测和
零部件生产的在线检测，如空调器长 Ｕ 管生产的铜管表

１ 机器视觉检测系统设计

面氧化变黑检测、冰箱钣金生产的 ＰＣＭ 板厚度尺寸检测、

标贴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主要由工业相机、 光源和计

划痕和黑污检测、各种印刷质量检测、产品外观检测等；

算机系统组成。为了提高标贴检测的准确度，屏蔽检测

第三，检测产品结构特点，检验产品是否漏装或错装零

系统现场周围光线，避免环境光源给成像带来的干扰，

部件等。家电产品上常常有许多标贴，如能效标识、电

并且为了防止标贴纸弯曲影响图形采集效果，需要将标

路图、警示标识等，其大小、种类非常多，使用量大，

贴纸固定。因此，设计了一种暗箱系统来获得更好的图

标贴的印刷部门需要检查印刷质量，在生产线上线使用

形采集效果。暗箱的设计与光源系统和标贴纸的最大尺

标贴前也必须检测，以免误用，影响产品质量，但是，

寸有关，光源系统则设置在暗箱内。由于无论标贴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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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空调器性能影响因素的正交试验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黄志刚 1

冯静娅 2

黎顺全 1

（1.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528311；

2.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710000）

摘要：变频空调的性能受到室内外环境、压缩机频率、室内外风机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等多因素的综合影
响，以不同的参数组合运行，变频系统的性能表现也不同。本文采用正交试验的方法，并通过设计得到的正
交表来进行实验，结果分析显示压缩机频率对制冷量和能效 EER 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是室内环境温度
和室内风机转速，影响最小的是室外风机转速和电子膨胀阀开度；利用优化后的参数运行，保证系统制冷量
输出的同时提升系统能效 7.8 % 。
关键词：变频空调；性能；正交试验；系统优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ｆａｎ ｓｐｅ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ｖａｌｖ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ｏｒ ｆａｎ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ｆ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ｖａｌ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７．８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引言

同的参数组合运行，变频系统将表现不一样的性能，能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

能效差距较大。因此对变频系统最优运行参数的研究是

们更倾向于选择节能、绿色、高效的产品 ［１］。其中变频

至关重要的。

空调更是因为人们提供舒适环境和节能效果得到市场的

变频空调可调节参数为压缩机频率、室内风机转速、

认可。变频空调最大的优势在于根据室内外环境温度的

室外风机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加上室内环境温度、

变化进行相应的参数调节，不在以固定不变的频率、转

室外环境温度，以往很多针对单因素研究往往忽略了各

速运行，给人们带来更舒适和节能的使用体验 ［２］。然而

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亦或是多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利

变频系统的性能受到室内外环境、压缩机频率、室内外

用大量实验的实验才能得到相应的结果。

风机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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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三环定子多自由度超声电机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李 争

赵 亮

郭 鹏

王 哲

（河北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石家庄

050018）

摘要：由于环形行波定子发展较为成熟，性能较为稳定，但只能实现单自由度旋转运动，对此提出了一种三
环形定子多自由度球形超声电机，通过三个环形行波定子空间排布和激励电压的协调控制实现球形转子的三
自由度运动。首先，详细介绍了三环形定子多自由度球形超声电机的结构及其所选材料；然后对环形行波定
子和三环形定子多自由度球形超声电机进行理论分析，论证环形行波定子的驱动作用和三自由度运动的可行
性；再通过有限元分析对环形行波定子进行模态和瞬态仿真；最后通过实验测试证明三环形定子多自由度球
形超声电机，得出超声电机的输出性能，验证三环形定子多自由度球形超声电机的可行性。
关键词：超声电机；多自由度；行波定子；球形转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ｒｏｔｏｒ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ｍｏｔ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ｒｏｔｏｒ

引言

动元件，可避免电磁干扰，以逆压电效应作为原理，先

超声电机是 ８０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微特电

将变化的电场转化为压电陶瓷的形变，再通过与压电陶

机。其不同于传统的电磁电机原理，以压电陶瓷作为驱

瓷连接在一起的定子弹性体将能量通过摩擦作用传递到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77070, 51577048）；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E2018208155）；河北省高层次人
才资助项目 (A201905008)；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ZD2018228）；高节能电机及控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资助项目（KFKT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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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池生产企业供应链预测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ａｌｅ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邱初暄 1

陈燕旋 2

（1.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3. 惠州比亚迪公司

莫梁君 1
广州
惠州

张俊杰 1
51000；

郑昌龙 1

余昌祎 3

2. 广州施耐德母线有限公司

广州

51000；

51600）

摘要：供应链预测是电池企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着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越准确的预测的意
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控制得越好，反之则意味着生产效率降低和成本提高，本文介绍如何结合理论与
生产实际，有效应用工具和策略来提升预测的准确率。
关键词：供应链；预测；预测颗粒度；SIOP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ｐｐｌ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 ＳＩＯＰ

引言
供应链预测是企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直接关
系着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越准确的预测意味着生产效

长期预测（１８ 个月以上）是为了做出重要的长期的
战略、投资新建或关闭工厂等关乎企业生命的重大决定
提供支持。

率的提高和成本控制得越好， 反之则降低生产效率提升
成本。合理的应用工具和策略可以有效提升预测的准确

２ 如何做预测 （ 操作细则 ）

率。

基本原则遵循“从数据开始，由判断结束”。基于
业务有一定的重复性，可以通过收集和研究历史销售数

１ 为什么要做预测

据，再用有效的数据模型或者一定的逻辑，预测出未来

短期预测（１￣６ 个月）是为了缩短供应链响应周期，

可能的销售数据，再根据大项目、新旧产品、重点客户、

合理安排产能，缩短交期，减少催单，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促销等情况对某些产品线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是结合前

提前准备总是没错的，要准备多少、怎么准备，就是前

端销售（判断）和后端计划（数据）的智慧得出来的最

端销售和后端供应链协同的结果了。 短期预测对提高生

靠谱的预测。可重复性越高，数据的成分就越多，可重

产效率降低成本起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复性越低，判断的成分就越多；越是在产品生命周期的

中长期预测（６￣１８ 个月）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和
工厂长期规划，比如投产、转线、外发等重大决定。

两头，判断的成分越多，越是在成熟稳定期，数据的成
分就越多。

海关总署科研项目 (2018IK041)，广东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2016GDK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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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焊盘布局对精密合金电阻的电压检测精度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ＣＢ Ｐａｄ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ｎ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ｙ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ｓ
唐 彬

丁晨晖

杨漫雪

（南京萨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

210049）

摘要：电流检测电阻有多种种类可供选择，在大电流的使用环境，如汽车、功率器件等，须使用大功率的精
密合金电阻。这种电阻的电阻值通常较小，通常在 50 mΩ 以下电阻值，电阻焊接在 PCB 的焊盘上时，电压
的采样位置对在电流检测元件采样的精度影响较大，其结果可以大幅增加测量误差。目前通用的布局都使用
4 端子电阻以减少这种误差，但是不同的 4 端子 PCB 布局对电阻值的影响也不一样。本文采用一种标准的低
成本 4 端子布局结构实现高精度开尔文检测。
关键词：电阻测量；精密合金电阻；温度系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Ｉｎ ｈｉｇｈ－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ｙ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ｂｅｌｏｗ ５０ ｍΩ．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ｓｏｌｄ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ＣＢ ｐａ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ａ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ｓ ｕｓｅ
４－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ｏｒ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ｉ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４－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ＣＢ ｌａｙｏｕｔ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ｏｗ－ｃｏｓｔ ４－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Ｋｅｌｖ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引言

１ 开尔文测试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加

当电流检测电阻值已小到几毫欧时，其引线的电阻

之新能源时代的来临，锂电池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

造成的误差则不能忽略，为此开发出四引线结构，如图

或缺的产品，广泛用于手机，电脑，手表，玩具以及众

１ 所示，接近电阻根部的两引线为测量 ＶＲＳ 端，另两根引

多的电气电子产品中，锂电池的安全除了锂电池单元的

线为电流的通路。在电阻根部测量 ＲＳ 上的电压（消除了

安全性需要保证外，其锂电池的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对电

引线电阻的测量误差）是精密测量方法，也称为凯尔文

流检测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我公司致力于专业的电流

（Ｋｅｌｖｉｎ）测量法。

检测电阻设计和生产企业，对各种 ＰＣＢ 布局对电流检测
精度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

为 了 能 够 清 晰 的 识 别 误 差， 本 次 试 验 采 用 一 个
２５１２、０．５ ｍΩ、３ Ｗ 电 阻，２５１２Ｒ００５ 其 电 阻 值 精 度 为
±１ ％。其电极面尺寸和普通的 ４ 焊盘布局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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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自平衡车 CMG 永磁电机控制系统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ＣＭ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ｗｏ－Ｗｈｅｅｌｅｄ
Ｓｅｌｆ－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肖 曦1

唐艺伟 1

张 猛2

（1. 清华大学 电力系统及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北京

北京

100084；

100080）

摘要：本文讨论应用于两轮自平衡车 CMG 系统的永磁电机控制。首先介绍了系统方案，针对于 CMG 转子使用
的无刷直流电机设计了级联 PI 控制器，针对于 CMG 框架使用的永磁同步电机讨论了其应用特点并提出了一
种结合级联 PI 和扩展状态观测器的复合控制器。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级联 PI 控制器，此复合控制器达
到了更好的控制性能。
关键词：无刷直流电机；永磁交流电机；扩展状态观测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ｗｏ－ｗｈｅｅｌｅｄ ｓｅｌ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ｈｌｅｓｓ ＤＣ ｍｏｔｏｒ（ＢＬＤＣＭ）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ＭＧ ｒｏｔａｔｏｒ ｍｏｔｏｒ， ａ 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Ｃｍｏｔｏｒ（ＰＭＡＣＭ）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ＭＧ ｆｒａｍｅ ｍｏｔ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ａｓｃａｄｅｄ
ＰＩ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ｉｓ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ｃａｄｅｄ 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ｒｕｓｈｌｅｓｓ ＤＣ ｍｏｔｏ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Ｃ ｍｏｔｏｒ；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引言

２０１７ 年推出名为 ＭＯＴＯＲＯｉＤ 的概念车型，成为同年东

两轮自平衡车是智能车辆的一个分支，拥有体积小

京摩托车展上的一个焦点。

巧、机动性高、驾驶简单、适用性广等特点，已经吸

考虑到力矩输出能力和电气控制难度，现有的两轮

引了许多技术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美国的 ＬｉｔＭｏｔｏｒｓ

自平衡车多基于单框架 ＣＭＧ 系统实现。ＣＭＧ 系统由陀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首先提出了两轮自平衡概念车型 Ｃ－１，

螺电机和框架电机组成，其中陀螺电机高速旋转、提供

此车型采用陀螺稳定器技术，通过一组控制力矩陀螺

角动量量值；框架电机带动陀螺电机旋转、提供角动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ｍｅｎｔ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 ＣＭＧ） 使 得 车 身 本 体 保

方向变化；二者配合产生内部力矩抵消外界的倾覆力矩。

［１］

持姿态平衡 。国内的凌云智能公司也从事两轮自平衡
［２］

智能电动车开发 ，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获得 １ ０００ 万美元
Ａ 轮投资，现已推出第三代样车。日本的雅马哈公司于

两个 ＣＭＧ 系统前后对称安装，实现自平衡车偏航和侧倾
的解耦，如图 １ 所示。
取图 １ 中的坐标系约定，记陀螺电机角动量量值为

本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7095,51977008）和广东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B090917001）支持。

2020 年 04 月 /Apr.2020 51

技术·创新 /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洗衣机用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结构的电磁设计和分析对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ｆ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张 旭

林明耀

（东南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南京

210096）

摘要：根据变频洗衣机用永磁同步电机要求的抑制转矩脉动，提高功率密度，降低成本的设计要求，研究了
3 种不同的转子拓扑结构，即表贴式径向充磁、spoke 型内置切向充磁式和拼接式永磁同步电机的电磁性能，
利用二维有限元方法对三种结构的转矩脉动以及转矩密度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拼接式转子结构
永磁同步电机能有效提高磁钢利用率，增加转矩密度，降低转矩脉动。
关键词：拼接式转子；径向永磁同步电机；2D 有限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ｒｑｕｅ ｒｉｐｐ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Ｍ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ｏ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ｓｐｏｋ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ｃｅｄ ｔｙｐ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ｒｅ ｉｎｖｅ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２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ｒｑｕｅ ｒｉｐ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ｏｒｑｕ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ｃｅｄ ｒｏ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ｏｒｑｕ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ｌｉｃｅｄ ｒｏｔｏｒ； ｒａｄｉａｌ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ｔｏｒ； ２Ｄ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引言

场，抗退磁能力较强，同时由于其凸极结构，可以利用

变频器供电的永磁同步电机和转子位置矢量闭环控

磁阻转矩。传统内置式永磁转子的局限在于无法避免漏

制算法配合，不仅具备普通直流电机的优异调速性能，

磁问题，采用隔磁桥本质上是通过损失部分聚磁能力，

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无刷化，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降

在隔磁桥饱和后来形成较大磁阻。显然，隔磁桥宽度与

低了维修成本。这使 ＰＭＳＭ 在需要高控制精度和高可靠

限制漏磁的能力成反比，但是隔磁桥宽度如果过小，转

性的场合 ［１］，如航空航天、数控机床、机器人、电动汽车、

子的机械强度无法得到保证，所以目前隔磁桥的子的漏

计算机外围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方面有着巨大应用前景。

磁系数仍难以减小。

表贴式永磁转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转子结构，这主要

因此，本文提出来了一种利用非铁磁部件固定永磁

是由于这种易于生产装配、成本低，同时可以通过优化

和铁心的新型拼接式转子，并与传统表贴式永磁转子和

设计磁钢形状，生成逼近正弦波形的气隙磁场。表贴式

内置式永磁转子电机的电磁性能进行比较分析。

永磁转子的局限在于其隐极结构，不具备利用磁阻转矩
的条件，同时聚磁能力较弱，难以提升其转矩密度。内

１ 拼接式转子基本结构

置式永磁转子的磁钢固定在铁心中，由于磁钢不正对磁

图 １（ａ） 所示为护套式内置永磁转子，采用独立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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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ldflow 的 LED 平板灯后壳成型分析及应用
Ｍ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Ｄ Ｆｌａｔ Ｌａｍｐ Ｂａｃｋ Ｓｈｅ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朱俊杰

陆展科

张鑫程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

315300）

摘要：在 LED 产品开发过程中，模具设计非常重要。传统的模具设计方法主要是尝试法，制模周期长，风险大，
增加了产品开发周期。利用 Moldflow 软件进行模流分析，能在制模前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产品结构
和模具进行优化，从而减少研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在行业中的优势。本文以 LED 平板灯后壳成
型为例，设计了 3 点针点浇口和 6 点针点浇口两种方案，采用 Moldflow 软件对平板灯进行注塑成型仿真分析，
对比熔接痕、气穴分布、速度和压力切换时的压力、顶出时体积收缩率、缩痕数值、锁模力和翘曲变形参数
结果，确定 3 点针点浇口方案更优。最后针对减少产品熔接痕和气穴给出建议。
关键词：Moldflow；模流分析；平板灯后壳；浇口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ｌ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ｌ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ｒ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ｌｏｎｇ ｍｏｌｄ ｍａｋ－
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Ｍｏｌ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ｌ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ｌ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ｓｈｅｌｌ ｏｆ
ＬＥＤ ｆｌａｔ ｌａｍｐ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３－ｐｏｉｎｔ ｇａｔｅ ａｎｄ ６－ｐｏｉｎｔ ｇａｔｅ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ｏｌｄ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 ａｉｒ ｈｏ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ｔ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ｒｋ ｖａｌｕｅ， ｍｏｌ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ｐ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３－ｐｏｉｎｔ ｇａｔｅ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ｄ 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ｍｏｌ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ｓｈｅｌｌ ｏｆ ｆｌａｔ ｌａｍｐ； ｇａｔｅ

引言

合理设计，在难以保证模具的情况下还增加了生产成本。

随着 ＬＥＤ 照明行业的不断发展，新兴品牌产品不断

现有的仿真软件在模具设计中的应用有效填补了传

增多，使得照明市场日趋分散，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占

统模具设计中的短板，可以在前期设计中通过仿真发现

领市场并从众多竞争企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快速开发

模具设计缺陷和注塑成型缺陷，做到有针对性的去优化

上市新产品。而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模具开发占用了很

产品结构和模具结构，减少后期试模次数，提高产品成

长的周期，严重影响项目进度，在仅凭经验的模具设计中，

型质量 ［１］。运用计算机对产品外壳进行三维建模，通过

模具出现问题的概率大，只能通过不断试模调整修改不

ＣＡＥ 分析技术对塑件注塑成型过程进行仿真和分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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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用电冰箱除菌保鲜技术的应用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ｏｒ
刘世敏 1

袁佳星 2

袁洪波 1

（1. 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

新乡

453002；

2. 河南大学迈阿密学院

开封

475000）

摘要：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肺部形成的。这一突发事件，
促使人们对健康家电的高度重视。具备除菌保鲜功能的家用电冰箱得到更多人的青睐。低温保鲜、光合生鲜、
O3 除菌保鲜、负离子除菌保鲜、高效触媒除菌保鲜等作为几种常用的技术在除菌保鲜上效果各异。本文通过
查阅相关文献，汇总多种冰箱灭菌技术的试验数据，通过调整除菌装置的位置和参数，得出电冰箱获得最佳
除菌保鲜效果的方案，满足 GB 21551.4-2010 的要求，为设计除菌保鲜冰箱提供研究基础和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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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１ 定温保鲜技术

物品保鲜就是保持物品的新鲜（俗语是东西不坏）。

由高效变频压缩机、超保温发泡材料、多气囊门封、

在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低温可以保鲜，所以冬天把

多间室等组成的冰箱，能够利用定温保鲜技术来降低冷

肉类放在室外、放在雪堆里等。我们现在的当前家庭使

藏室内贮藏温度，并减小温度波动，减慢酶的活性从而

用的家用电冰箱就是提供一个低温的环境，便于人们夏

降低呼吸作用的速率，以降低有机物分解的速度；恒定

天贮藏食品，为居家生活提供方便。随着人们物质文化

的低温阻碍细菌的繁殖，减缓食物的腐败，实现果蔬保

生活的不断提高，对保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不再仅仅

鲜的效果。定温保鲜是抑制微生物生长最有效和最安全

是东西不腐败，同时还要满足食品不失水、不变质、不

的方法，可以满足不同食物对各自最佳定温贮存条件的

滋生细菌和霉菌等等。

需要。这种保鲜技术的优点是成本比较低，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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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
消费类电器工作委员会简介
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消费类电器工作委员会是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经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
同意成立，旨在整合行业力量，深化消费类电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水平，确
保消费品质量安全，夯实消费品工业发展根基，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
消费类电器工作委员会将全力推动我国消费类电器的质量安全水平的全面提升，提高我国消费类
电器对内对外的影响力、美誉度与可信赖水平，为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服务。消费类电器工作委员会
将整合消费类电器行业资源，以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为依托，在团体标准与科技成果转化、产品
评测、消费品缺陷和召回管理技术支持、公益事项、重点消费品的基层执法教材编写及培训、标准验
证试验、标准化创新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
目前，消费类电器工作委员会会员覆盖了空调、冰箱、厨房机械、饮水机、热水器、空气净化器、
扫地机器人、美容器、吸油烟机、电脑、电视机、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导航仪、开关、插座、照明灯具、
智能锁、五金及智能化产品等各类电子电器产品，来自消费品监管、质检、标准化、计量、科研、法律、
新闻、文教和消费品主流产销等领域。会员具有广泛性、代表性、领先性、专业性和高层次五大特点。
主任委员单位：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委员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五研究所、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秘书处：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３ 号

电话：０２０－３２２９３７１８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器附件及家用控制器分会（EAC）

简介

http://www.eac.org.cn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器附件及家用控制器分会（英文名称：Electrical Accessories & Automatic Controls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ial Association，缩写 EAC）：是由全国电器附件、家用控制器、电路保
护元器件及相关行业的制造企业、上下游企业、科研设计单位、检测机构及高等院校、地方性社会团体等多种所有制单位，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组成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协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涉及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

行业主要产品
电器附件行业 :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家用和类似用途开关、电气导管和电缆管槽、电缆桥架、卷盘、家用和类
似用途器具耦合器、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低压电路用连接器件、电器附件安装盒等。
家用控制器行业 : 温控器、保护器，起动器、自控元件、定时器，电子线路板、整机配件和水阀、气阀、油阀等。
电路保护元器件行业 : 过流保护元件和过压保护元件。

协会宗旨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履行政府授权委托职能。维护全行业的共同
利益及会员的合法权益，努力为政府服务、为行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发挥政府和会员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作用，开展行业自侓，加强行业管理，为振兴和发展我国电器附件、家用控制器、电路保护元器件等相关行业做出积极贡献。

业务范围
1. 定期提供行业信息资料 ;
2. 组织行业的科技开发 ;
3. 组织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活动 ;
4. 促进科研、生产、流通、服务等横向联系及协作 ;
5. 提高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
6. 开展技术、质量、标准、检测、认证、市场和信息等方面的研讨、交流和服务；
7. 培育行业优质品牌，开展品牌及产品评选和推介活动 ;
8. 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组织开展人才、技术、职业、管理、法规等培训与评价工作，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开展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9. 开展国际交流和展览活动。

协会主要成员
第七届理事会有理事单位 47 家，正、副理事长单位 17 家，主要成员有：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鸿
雁电器有限公司、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蒙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TCL- 罗格朗国际电工（惠州）有限公司、松下电气机器（北京）有限公司、飞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
国）有限公司、浙江德力西国际电工有限公司、湖南深思电工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华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好利来 ( 中国 )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森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限公司、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霍尼韦尔自
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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