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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S XXX-201X 

前言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这

也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

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 CAS 1.1《中国标准化

协会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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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

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外，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

化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Ⅱ 





T/CAS XXX-201X 

1 
 

户外生鲜自提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户外和储藏生鲜食品的制冷自提柜的结构、特性和性能的要求，同时

也规定了制冷自提柜的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用于户外、储藏生鲜食品且具有自提功能的制冷陈列柜（以下简称户外生

鲜自提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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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1001.1-2015  制冷陈列柜 第1部分：术语  

GB/T 21001.2-2015  制冷陈列柜 第2部分：分类、要求和试验条件 

GB/T 21001.3-2015  制冷陈列柜 第3部分：试验评定 

GB 50009-2012  建筑结构载荷规范 

GB/T 18713-2002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UL 541-1999 Standard for safety refrigerated vending machines 

3  术语和定义 

GB/T21001.1-2015、GB/T21001.2-2015、GB/T 21001.3-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户外生鲜自提柜 outdoor fresh self-lifting cabinet 
由一个或多个间室组成能够控制在规定温度下、用于户外储藏生鲜食品、且具有自提功

能的制冷陈列柜。 

3.2  生鲜食品 fresh food 
未经烹煮等熟制加工过程、未添加其他配料的食用农产品，包括畜禽肉类、果蔬、水产

品等。 

注：定义来自《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2015年253号。 

3.3  自提柜 self-lifting 

消费者根据使用规则自行开门提取预定食品，不需要服务商辅助的储藏柜。 
注：使用规则可以为刷卡、指纹、密码等验证方式。 

3.4  基本风压 reference wind pressure 

风荷载的基准压力，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 10m 高度处 10min 平均的风速观测数

据，经概率统计得出 50 年一遇最大值确定的风速，再考虑相应的空气密度，按贝努利

（Bernoulli）公式确定的风压。 
3.5  基本雪压 reference snow pressure 

雪荷载的基准压力，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积雪自重的观测数据，经概率统计得出

50年一遇最大值确定。 

3.6  遮蔽板 shield plate 

用于阻挡日照和雨淋的保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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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户外生鲜自提柜通用要求 
除本节下述内容外，应符合GB/T 21001.2-2015要求。 

4.2  温度性能 
温度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各温度测点的温度值范围 

类型 

最热温度 Tmax，最热 M

包的最高温度低于或

等于的温度 

最低温度 Tmin，最冷 M 包的最

低温度高于或等于的温度 

 

特性温度 

℃ 

冷藏 8 0 4 

冷冻 -15 - -18 

4.3  抗风能力 
抗风能力应该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各面应符合的抗风等级 

 抗风等级 抗风载荷 

正面 10 级 0.96kN/㎡ 

侧面 10 级 0.96kN/㎡ 

注：如果当地历史最大风力高于 10 级，则按当地历史最大风力设计 

4.4  抗雪能力 
产品顶面遮蔽板抗雪能力设计不小于3.3kN/㎡。 

4.5  抗雨能力 
淋雨实验后，满足UL 541要求，各储物间室不得出现积水现象。 

5  试验方法 

5.1  冷柜通用要求 
除本节以下试验外，按照GB/T 21001.2-2015进行试验。 

5.2  温度性能试验 
按GB/T 21001.2-2015中5.3.3.1规定的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5.3   防风能力试验 

5.3.1 正面防风能力检测 

将户外生鲜自提柜的上半部分间室装满负载包，按真实使用的情况固定，然后对冷柜的

正面几何中心处施加一个水平向后的推力 F，同时在冷柜左右两侧面几何中心处同时或交替

施加 500N 的水平方向力，持续 1h，检查冷柜各处是否有破坏或明显变形。其中，推力 F
用公式（1）表示： 

Fz=Pw*Az  ………………… （1） 

式中： 

Pw——表示基本风压/（kN/㎡）； 

Az——表示冷柜垂直方向投影面积/㎡ 

     Pw = 1
2
ρav02………………… （2） 

式中： 



T/CAS XXX-201X 

3 
 

ρa——表示当地空气密度/（kg/m³） 

V0——表示当地最大风速/（m/s） 

5.3.2 侧面防风能力检测 

将户外生鲜自提柜的上半部分间室装满负载包，按真实使用的情况固定，然后对冷柜的

左侧面或右侧面几何中心处施加一个水平向右或左的推力 F，同时在冷柜背面几何中心处施

加 500N 的水平向前的推力，持续 1h，检查冷柜各处是否有破坏或明显变形。其中，推力 F
用公式（3）表示： 

Fc=Pw*Ac  …………………  （3） 

式中： 

Pw——表示基本风压/（kN/㎡）； 

Ac——表示冷柜垂直方向投影面积/㎡ 

Pw = 1
2
ρav02…………………  （4） 

式中： 

ρa——表示当地空气密度/（kg/m³） 

V0——表示当地最大风速/（m/s） 

5.4  防雪能力试验 
将装满负载的户外生鲜柜按使用情况固定，利用负载包代替积雪，在冷柜的顶层均匀布

置总质量 M 的负载包，按 GB 50009-2012 建筑结构载荷规范中全国各城市 50 年一遇风压-

雪压表来确定负载包质量。 

总质量 M 的负载包均匀放置在冷柜顶层 24 小时后，将一半质量的负载包叠放在另一半

质量的负载包上，并将负载包移动到顶面中间位置持续 24 小时，将负载包撤走检查冷柜是

否有破损或明显变形。 
5.5  防雨能力试验 

试验按 UL 541-1995标准 67部分内容进行检测，图中各参数符合表 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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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编号 尺寸（mm） 

A 710 

B 1400 

C 55 

D 230 

E 75 

 

6  检验规则 

除本节内容外，GB 21001.3-2015检验规则及评定规则适用于本标准。 

6.1  温度性能和品质检测 
6.1.1  总要求 

温度性能和品质检测的检测项目应符合表4规定，不合格分类A、B、C按表5执行。 

表4 检测项目 

序

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型式试验 

（全检项目） 
温度 4.2 5.2 √ 

  

2 
安全试验 

（抽检项目） 

抗风能力 4.3 5.3 √ 
  

抗雪能力 4.4 5.4 √ 
  

抗雨能力 4.5 5.5 √ 
  

 

品质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抽样方案由生产厂自行确定。 
6.1.1.1  温度性能检测要求 

当检验户外生鲜自提柜的温度性能试验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这些

检验也可单独用于一些特殊性能的研究。应包括表4中所列的项目和GB/T 21001.2规定的项

目。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宜每年不少于

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e） 产品的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又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1.1.2  安全试验检测要求 

当检验户外生鲜自提柜的品质项目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品质项目

检验应包括表4中所列的项目。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品质项目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冷鲜肉品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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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  评定规则 
温度性能试验和安全项目试验按表4进行单项评定后，按表5进行综合评定。 

温度性能和安全试验的检验项目中只要出现一项A类不合格，则判定该次型式/品质检验

不合格，同时判定该周期产品不合格。 

表5 检测综合评定为不合格的情况表 

序号 
检验综合评

定 

不合格分类 

A（致命） B（严重） C（轻微） 

1 不合格 1 
  

2 不合格 
 

3 
 

3 不合格 
 

2 2 

4 不合格 
 

1 3 

5 不合格 
  

4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应符合GB/T 21001.2-2015第7章的规定。 

7.2  包装 
低温乳品冷柜的包装应按照GB/T 1019-2008 要求的防潮包装、流通条件Ⅰ的防震包装

及横木撞击试验进行包装设计和定型。按流通条件Ⅰ进行震动试验及横木撞击试验，试验结

果应符合GB 1019有关规定。 

7.3  运输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野蛮装卸、过度倾斜、暴晒和雨雪淋袭。 

7.4  贮存 
应贮存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存在腐蚀性及有害气体。产品包装经拆

装后仍需继续贮存时应重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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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户外生鲜自提柜安装 

A.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房间空气调节器室外机安装用支架的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房间空气调节器（额定制冷量14000W以下）室外机安装用支架。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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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 17790 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 

A.3 术语和定义 

除GB 17790规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下列术语和定义也适用于本文件。 

A.3.1 空调器室外机安装用支架 Installation rack standard for outdoor unit of 

air-conditioning 

一种能使空调器室外机可靠地固定在安装面上的构件（简称支架）（见图 1、2、3） 

A.3.2 安装面固定架 Installation supporting structure 

支架上固定于建筑外墙上的构件（图1、2中的垂直部分）。 

A.3.3 水平托架 The level of bracket 

支架上用于支撑和固定空调器室外机组的构件（图1、2中的水平部分）。 

A.4  技术要求 

支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A.4.1 分类 

根据安装方式不同分为挂壁式和平台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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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材料不同又分为热轧型钢（俗称角钢）、镀锌钢板或镀铝锌钢板、不锈钢三类。 

结构示意图如图1、图2、图3所示。 

 

图1：空调室外机支架                           图2：空调室外机支架 

（适用于空调制冷量5000W≤CC≤7500W）            （适用于空调制冷量＜

5000W） 

 
图3：平台式空调室外机支架 

A.4.2 外观要求 

支架外观表面应均匀、平整，无裂痕、无锈迹，无变形扭曲、毛边等缺陷；涂层不应有

脱落、漏涂、露底、起泡等缺陷。 

不得有锐角和锐边，避免刮伤手指。 

A.4.3 材料及厚度 

A.4.3.1 材料 

支架材料应选用不低于GB/T 700中Q235A性能要求的材质，并应符合GB 17790的相关要

求。  

A.4.3.2 厚度   

支架使用的材料厚度应满足表6要求： 

表6 材料厚度 

制冷量 ＜5000W ≥5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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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厚度 ≥2.0mm ≥2.2mm 

A.4.4 结构 

支架的外观结构中所有的紧固件应有防锈、防松措施，且螺栓孔应分布合理。 

空调器室外机组与支架的连接螺栓，应与说明书安装要求一致。 

固定支架的螺栓应符合表7与表8要求。支架的构件尺寸应符合表9要求。 

表7 支架组装的连接螺栓 

空调制冷量 CC（W） CC＜5000 5000≤CC≤7500 

螺栓数量（枚） ≥4 ≥4 

螺栓规格（mm） ≥8 ≥10 

表8 支架与安装面连接的膨胀螺栓 

空调制冷量 CC（W） CC≤5000 5000<CC≤7500 

螺栓数量（枚） ≥4 ≥6 

螺栓规格（mm） ≥10 ≥12 

注：当 CC＞7500 时，应采用平台式空调器室外机安装支架。 

表9构件尺寸 

空调制冷量 CC（W） CC≤5000 5000<CC≤7500 7500<CC≤14000 

水平托架长度（mm） ≥425 ≥460 ≥550 

安装面固定架长度（mm） ≥450 ≥450 ≥600 

A.4.5 支架附件 

A.4.5.1 膨胀螺栓 

膨胀螺栓应采用直径不小于M10的镀锌或不锈钢膨胀螺栓，长度不得小于100mm（若外墙

有保温层的墙面，膨胀螺栓增加的长度应大于保温层的厚度），且应符合GB/T 3098.1的要求，

其具体尺寸要求如下： 

    a)  螺栓长度≥95mm； 

    b)  螺栓管套≥65mm； 

    c)  套管厚度≥1.5mm； 
d)  套垫片厚度≥1.5mm。 

    支架上承载、耐受剪切力的固定或连接螺栓抗拉强度等级应不低于GB/T 3098.1-2010

的第7章表3中8.8 级要求。 

A.4.5.2 底脚连接固定件的规格尺寸至少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不锈钢螺栓：M8×30； 

    b)  不锈钢螺母：M8； 

    c)  数量至少 4个。       

A.4.5.3 支架组合固定件的规格至少应满足如下要求： 

    a)  镀锌马车螺栓：M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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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镀锌弹簧垫：8； 

    c)  镀锌平垫(内孔直径×外圆直径×厚度)：φ8mm×φ21mm×1.5mm。 

    注：支架组合件的性能等级不低于GB/T 3098.1-2010的第7章表3中8.8级。 

A.4.6 防锈 

支架、支架附件必须经防锈处理，经过防锈处理后的安装支架与支架附件应符合： 

（a）电镀附件和紧固件应进行防锈蚀处理，其表面应光滑细密、色泽均匀、不应有明

显的斑点、针孔、气泡、镀层脱落等缺陷。 

(b)涂装件涂层牢固、涂层均匀、外观良好，表面不应有明显的气泡、流痕、漏涂、底

漆外露及不应有的皱纹和其它损伤。 

A.4.7 承重 

支架的整体承重能力应符合GB 17790承重的要求。 

A.4.8 抗拉强度 

水平托架和安装面固定架的材料抗拉强度应不低于GB/T 700 的Q235A 要求。 

A.4.9 安全使用年限 

支架及支架附件的安全使用年限应不低于空调器本身的安全使用年限。 

A.4.10 安装 

支架安装除符合GB 17790中安装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与对面墙壁的距离应在 2米以上，以免因空调器室外机通风散热不良，而导致空调

器压缩机过载、过热保护停机，支架安装位置应便于空调器维修。 

b)  选择周围通风散热良好的位置，尽量避开风吹日晒、腐蚀性气体、油烟。 

c)  膨胀螺栓有效安装长度不低于螺栓管套长度。 

A.5 试验方法 

A.5.1 试验仪器:  

a)厚度检测仪器：千分尺 

b)长度检测仪器：卷尺 

c)腐蚀检测仪器：盐雾腐蚀试验箱 

d)承重检测仪器：砝码 

A.5.2 外观检查 

采用目测法，在光照明亮条件下进行目测检查，结果应符合4.2要求。 

A.5.3 厚度 

去除支架检测点表面附着的涂层，用千分尺对支架的材料厚度进行检测，应符合4.3.2

的要求。 

A.5.4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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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的构件尺寸用卷尺检测，应符合4.4要求。 

A.5.5 支架附件 

支架上承重、耐受剪切力的固定或连接螺栓抗拉强度按GB/T 3098.1 的有关要求进行。 

A.5.6 防锈 

按照GB/T 10125进行试验测试。 

a) 盐雾试验应选择中性盐雾试验（NSS试验）；  

b) 盐雾试验时间为 72h。 

A.5.7 承重 

将支架按照生产厂使用说明安装完毕后，先在水平托架上放置一块等同于空调器底部面

积木板或铁板，要求木板或铁板能足够承重，然后在板材上均匀放置重量为空调器机组自重

的 4倍的砝码，且最少不低于 200kg，保持 48h以上。目视，支架及支架附件不得发生明显

或影响安全的永久性变形和裂纹。 

A.5.8 抗拉强度 

应按照 GB/T 700 试验。 

A.6 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A.6.1 出厂检验 

a)  支架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装箱单、质量检验合格证书、使用

说明等后方可出厂。 

b)  出厂检验项目及其不合格分类见表10。 

c) 出厂检验的组批、抽样方案及判定按 GB/T 2828.1的规定进行，其中检验水平和接

收质量上限 AQL值由制造企业根据自身的控制需要或按供需双方需要确定。 
表10出厂检验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致命

缺陷 A B C 

外观 4.2 目测   √  

支架厚度 4.3.2 千分尺 √    

支架结构 4.4 千分尺、卷尺  √   

支架附件 4.5 千分尺、卷尺  √   

包装储运标志 7.2 目测   √  

A.6.2 型式检验 

A.6.2.1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更改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或更改工艺设计时； 
c）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卫生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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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现重大质量事故时。 

A.6.2.2 型式检验项目应满足表 11要求。 

表11型式检验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致命

缺陷 A B C 

外观 4.2 目测   √  

支架材料 4.3.1 4.3.1  √   

支架厚度 4.3.2 千分尺 √    

支架结构 4.4 千分尺、卷尺  √   

支架附件 4.5 千分尺、卷尺  √   

防锈 4.6 5.5 √    

承重 4.7 5.6 √    

抗拉强度 4.8 5.7  √   

标志、包装 7.2 目测   √  

A.6.2.3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样，抽样方案见表 12。 
表12 抽样方案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A 类 

RQL=6.5 

II 一次 n=3 
Ac    Re 

0      1 

A.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A.7.1 标志 

支架的铭牌或说明书中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商标、规格； 
b）制造商名称、地址； 
c）生产日期； 
d)  合格检验证； 
e)  执行标准； 

A.7.2 包装 

A.7.2.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包装箱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商标、规格； 

b）制造商名称、地址； 

c）毛重、净重； 

d）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 

e)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f)   执行标准； 

A.7.2.2 其他应符合 GB/T 1019的规定。 

A.7.3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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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支架不得与强腐蚀性材料同步运输，防止被雨淋袭。 

A.7.4 贮存 

应贮存在通风、干燥、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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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雪载荷计算 

雪载荷计算方式： 

Sk=μrS0 

式中： 

Sk——雪载荷标准值（kN/m2） 

μr——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S0——基本雪压（kN/m2） 

 

估算 α=0，取 μr=1.0； 

查阅最新版《建筑结构载荷规范》附录 E 中的各城市基本雪压的参考值，

其中西藏聂拉木市最高，取 S0max=3.3kN/m2； 

故：Sk=μrS0=1×3.3=3.3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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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风载荷计算 

风载荷计算方式： 

ωk=βzμsμzω0 

式中： 

ωk——风荷载标准值（kN/m2） 

βz——高度 z 处的风振系数； 

μs——风荷载体型系数； 

μz——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ω0——基本风压（kN/m2）。 

βz风振系数取 1。（低于 30M 的房屋不考虑风振系数） 

 

μz取 0.65。（高度低于 5M，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μs 取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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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最新版《建筑结构载荷规范》附录 E 中的各城市基本风压的参考值，

其中台湾宜兰市最高，取 ω0max=1.85kN/m2； 

ωk=βzμsμzω0=1×0.8×0.65×1.85=0.962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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