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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冰箱非稳定运行噪声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电冰箱（包括冷藏冷冻箱、冷藏箱、冷冻箱）非稳定运行噪声的术语

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工厂装配，使用电机驱动压缩机获得制冷效果并采用空气自然对流或强

制对流方式进行冷却的家用电冰箱（以下简称冰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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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标准。 

GB/T 3947  声学名词术语 

GB/T 4214.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GB/T 6881.3-2002  声学 声功率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混响场中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

法 第 2 部分：专用混响测试室法 

GB/T 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47、GB/T 4214.1 和 GB/T 8059-20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启动时间段噪声 noise during startup time  

在规定的工况下，冰箱通电或者停机重新启动，冰箱开始运行直至每个间室的平均温度

达到 GB/T 8059-2016 第 22.3 条设定温度，该期间产生的噪声（声功率级）。 

3.2 运行阶段峰值瞬态噪声 peak instant noise during runtime 

在规定的工况下，冰箱通电运行期间产生的最大峰值噪声（声功率级）。 

注：由于压缩机瞬间启动，电磁阀、风门、开关等元件动作产生。 

3.3 停机时间段噪声 noise during downtime 

在规定的工况下，冰箱在压缩机停机后的噪声。 

注：制冷剂在制冷系统中回流循环产生的噪声，或者因化霜产生的滴水声、汽化声、冰

块脱落声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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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压缩机变速阶段噪声 noise during compressor speed conversion stages 

在规定的工况下，变频冰箱在通电运行过程中，由于压缩机转速的改变而产生的噪声（声

功率级）。 

3.5 风机变速阶段噪声 noise during fan speed conversion stages 

冰箱在通电运行过程中，由于风机转速的改变而产生的噪声。 

4 技术要求 

4.1 启动时间段噪声限定值要求 

按5.3条进行试验，任意制冷循环中的启动阶段，启动段噪声值和冰箱铭牌标称值对比，

其差值不应超过 6 dB(A)。 

4.2 运行阶段峰值瞬态噪声限定值要求 

按 5.3 条进行试验，在有效记录时间内，冰箱的噪声峰值不应超过冰箱铭牌标称值的 10 

dB(A)。 

4.3 停机时间段噪声限定值要求 

按 5.3 条进行试验，任意制冷循环中的停机阶段，取任意 3min 内的声功率级平均值，

该值不应超过冰箱铭牌标称值。 

4.4 压缩机变速阶段噪声限定值要求 

按 5.4 条进行试验，在变频冰箱所有工况中，压缩机在转速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最大噪声

声功率级不应超过铭牌标称值的 6dB(A)。 

4.5 风机变速阶段噪声限定值要求 

按 5.5 条进行试验，风机最高转速工作状态下，冰箱的声功率级不应超过冰箱铭牌标称

值的 6dB(A)。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冰箱断电，门或盖打开的状态下放置在 23℃±3K 的环境温度中，使冰箱达到环境温度，

根据经验，器具开门在试验室一般需要 3-6h 才能达到平衡的要求。 

其它噪声试验的相关试验条件参见 GB/T 8059-2016 第 22 章。 

5.2. 传声器位置 

按照 GB/T 6881.3-2002 第 7.3 条款和 GB/T 8059-2016 第 22 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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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试验程序 

在冰箱满足5.1条款中的要求后，测量从样机通电启动开始至稳定运行结束的噪声数据。 

启动时间段噪声、运行阶段峰值瞬态噪声、停机时间段噪声测试取数说明请按照下图 1。 

 

图 1 冰箱运行时域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运行阶段峰值瞬态噪声，取峰值左右共计 3s 的数据。 

5.4. 压缩机变速阶段噪声测试 

在冰箱达到 GB/T 8059-2016 第 22.2 条规定的稳定状态后，进行下述测试，记录其变速

阶段产生的最大噪声。 

注：定频冰箱不做要求。 

5.4.1 升/降频测试 

升频测试：将压缩机调至最低频率运行 10min，然后设定为最高频率，记录升频全程冰

箱噪声的时间历程数据，噪声记录时长 8min; 

降频测试：升频测试完成后将压缩机频率设定至最低频率，记录降频全程冰箱噪声的时

间历程数据，噪声记录时长 8min。 

注：升/降频测试中风机在最低转速下运行，该方法主要目的是对压缩机进行转速匹配，

避免共振现象发生，供开发人员参考使用。 

5.4.2 频率稳定测试 

降频测试完成后，根据冰箱实际设定工况将压缩机由低到高分别调至各工况实际工作频

率，每次调节频率后运行 10min 开始测试，如风机转速可调，首先在风机最低转速下进行

压缩机调频测试，然后将风机切换为最高转速进行相同测试。 

压缩机变速阶段噪声测试取数说明请按照下图 2。 

启动时间段（通电启动） 

启动时间段 

（停机重新启动） 

停机时间段噪声 
运行阶段峰值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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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冰箱变频测试时域示意图 

5.5. 风机变速阶段噪声测试 

测试环温以及冰箱间室档位满足 5.1 条款要求前提下，在冰箱达到 GB/T8059 第 22.2 条

规定的稳定状态后，调节风机转速至最高转速，记录冰箱的运行阶段噪声，记录时长 5min。 

注：直冷冰箱不做要求。 

风机噪声测试取数说明请按照下图 3。 

 

图 3 冰箱风机噪声测试时域示意图 

6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试验状态； 

b) 试验点位； 

升频测试 降频测试 稳定状态 

风机升转速 风机最高转速 
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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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启动时间段噪声、运行阶段峰值瞬态噪声、停机时间段噪声、压缩机变速阶段噪声、

风机变速阶段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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