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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２６９２０《商用制冷器具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拟制定以下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

———第２部分：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

———第３部分：制冷自动售货机；

———第４部分：商用制冰机。

本部分为ＧＢ２６９２０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制冷学会、大连富士冰山自动售货机有限公司、江苏白

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勒尔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青岛海容商用冷

链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奥太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三电冷机有限公司、海信

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河南统一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商业大学、厦门市制冷学会、上海理工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集美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清华大学、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国

家商用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成建宏、肖杨、刘小朋、崔健、钱春雷、王烁、李波、丁剑波、彭光辉、倪自力、程凯、

马洪奎、唐学平、任飞、叶闽平、崔贞纯、郑自峰、范志广、申江、张建一、马益民、张青、殷刚、梁秀英、

武卫东、李红旗、李俊明、马超、梁振南、刘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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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制冷器具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

第３部分：制冷自动售货机

１　范围

ＧＢ２６９２０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以下简称：售货机）的术语与定义、计算方法、能效

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自携机械制冷、封装饮料的自动售货机。

本部分不适用于：

———不带制冷功能的常温自动售货机；

———非封装饮料的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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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１００１．２　制冷陈列柜　第２部分：分类、要求和试验条件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　瓶装、罐装和其它封装饮料自动售货机性能试验方法

ＩＳＯ９０５０　建筑玻璃　光传导性、阳光的直接传导性、总太阳能的传导性、紫外线传导性及相关玻

璃因素的确定（Ｇｌａｓｓ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ｏｌａｒ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ｌａｚ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制冷自动售货机　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犲犱犫犲狏犲狉犪犵犲狏犲狀犱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狊

具有自助付款后自动售卖功能的瓶装、罐装和其他封装饮料的商用制冷器具。

３．２　

有效冷藏容积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冷藏箱内边界所围成的、减除售货机的冷藏箱体内制冷系统占据的空间后，用于预冷、冷藏和售卖

瓶装、罐装和其他封装饮料的空间。

注：冷藏箱体内用于封装饮料售卖的非隔离的空间，或采用可拆卸的隔板、隔热材料隔离的空间均认为是制冷空间

的一部分，该部分作为制冷空间进行售卖能力和温度试验。

３．３　

非制冷空间　狀狅狀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狆犪犮犲

售货机内用于其他非制冷货品售卖的，并用不可拆卸的隔热材料与制冷空间进行隔离的空间。

注：非制冷空间内带有加热功能的部分也是该空间的一部分。

３．４　

低功耗模式　犾狅狑狆狅狑犲狉犿狅犱犲

在非活动（售卖）状态时，无需用户干预，售货机通过自动调整照明、制冷和／或其他能量使用系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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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于低电源消耗的运行状态。

３．５　

制冷低功耗模式　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狅狑狆狅狑犲狉犿狅犱犲

自动售货机的制冷系统运行在允许饮料温度有一定的升高状态下的低功耗模式。

３．６　

辅助低功耗模式　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狔犾狅狑狆狅狑犲狉犿狅犱犲

售货机减少部分辅助功能，同时减少能量使用，与制冷低功耗模式不同的一种低功耗模式。

注：该模式主要由灯光调节、关闭照明灯等功能构成，但不包括以提高冷藏室温度为目的的制冷系统调整。

３．７　

瞬时平均温度　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犪狏犲狉犪犵犲狀犲狓狋狋狅狏犲狀犱犫犲狏犲狉犪犵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狋ｎｍ

测试期间同一时刻，位于最先被售出位置上所有标准试验包的算术平均温度。

３．８　

总平均温度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狋ｍ

在单个测试周期内，所有瞬时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３．９　

额定冷藏温度　狉犪狋犲犱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某一基本型售货机在设计温度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其运行状态满足ＧＢ／Ｔ２８４９３中规定的温度稳

定状态条件时，最先售卖饮料的总平均温度。

３．１０　

售货机日耗电量　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犱犪犻犾狔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犲犱犫犲狏犲狉犪犵犲狏犲狀犱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狊

犈２４ｈ

在规定的工况条件下，售货机温度达到稳定运行状态下，运行２４ｈ的能源消耗总量。

３．１１　

售货机日耗电量限定值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犱犪犻犾狔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犲犱犫犲狏

犲狉犪犵犲狏犲狀犱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狊

犈ｍａｘ

售货机日耗电量的最大允许值。

３．１２　

售货 机 能 效 指 数 　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犻狀犱犲狓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犳狉犻犵犲狉犪狋犲犱犫犲狏犲狉犪犵犲

狏犲狀犱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狊

η

在规定的工况条件下，售货机的日耗电量实测值（犈２４ｈ）与限定值（犈ｍａｘ）之比。

４　产品类型及计算方法

４．１　制冷自动售货机的类型

制冷自动售货机分为以下类型：

ａ）　Ａ级售货机（ｃｌａｓｓＡｍａｃｈｉｎｅ）

带有制冷功能的，仅售卖冷藏的瓶装、罐装和其他封装饮料的售货机，且不是组合型售货机。

售货机正面，制冷空间透明部分的面积占售货机正面总面积的比例至少为２５％，且该透明部

分用于展示被出售的冷藏饮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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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Ｂ级售货机 （ｃｌａｓｓＢｍａｃｈｉｎｅ）

带有制冷功能的，仅售卖冷藏的瓶装、罐装和其他封装饮料的售货机，除Ａ级以外瓶装、罐装

和其他封装饮料的售货机，且也不是组合型售货机。

注：通常该类型售货机的透明部分仅用于展示饮料，不用于售卖。

ｃ）　组合型售货机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由制冷空间和非制冷空间两部分组成的瓶装、罐装和其他封装饮料的售货机。非制冷空间与

制冷空间之间用不可拆卸的隔热材料进行隔离。其中制冷空间用于冷藏的瓶装、罐装和其他

封装饮料的售卖，非制冷空间用于其他售卖。可分为组合型 Ａ 级售货机和组合型Ｂ级售

货机。

１）　组合型Ａ级售货机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ａｃｈｉｎｅ）

组合型自动售货机的一种。售货机正面，制冷空间透明部分的面积占售货机正面总面积

的比例至少为２５％，且该透明部分用于展示被出售的冷藏饮料。

２）　组合型Ｂ级售货机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ｍａｃｈｉｎｅ）

组合型自动售货机的一种，除组合型Ａ级以外的组合型售货机。

４．２　日耗电量计算方法

４．２．１　日耗电量

售货机的日耗电量实测值犈２４ｈ应按式（１）计算：

犈２４ｈ＝犃 ×犈ｂａｓｅ＋犈ｐ ……………………（１）

　　式中：

犃　　———制冷低功耗系数。对于测试时带有制冷低功耗模式（该模式不能被关闭）的售货机，

犃＝０．９７；对于不带有制冷低功耗模式的售货机和测试时关闭制冷低功耗模式的售货

机，犃＝１。

犈ｂａｓｅ ———２４ｈ的售货机基础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２４小时（ｋＷ·ｈ／２４ｈ）。

犈ｐ ———收款支付系统总耗电量。对于带有收款支付系统的独立机型或主机，犈ｐ＝０．２０；对于不

带有支付系统的从机，犈ｐ＝０。单位为千瓦时每２４小时（ｋＷ·ｈ／２４ｈ）。

４．２．２　数值修约

数值修约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所有的中间计算应按实际测量值进行，不修约，最终计算结果应进行修约；

ｂ）　耗电量的直接测量或计算的值，在能效报告中提交的最终结果犈２４ｈ和犈ｍａｘ均应保留２位小数

（单位：ｋＷ·ｈ／２４ｈ）。

４．３　年耗电量计算方法

售货机在规定的工况条件下，日耗电量犈２４ｈ与３６５ｄ的乘积，为该售货机的全年耗电量，按照式（２）

计算：

ＰＡＥＣ＝３６５×犈２４ｈ ……………………（２）

　　式中：

ＰＡＥＣ———全年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年（ｋＷ·ｈ／ａ）。

４．４　能效指数计算方法

能效指数η按照式（３）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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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犈２４ｈ

犈ｍａｘ

×１００％ ……………………（３）

　　

５　能效等级

依据售货机能效指数的大小，依次分成１、２、３、４、５五个等级，１级表示能源效率最高。

根据售货机的能效指数测试结果，依据表１判定该售货机的能效等级。各等级售货机的实测能效

指数不应低于表１的规定值。

表１　售货机能效等级指标要求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１ η≤５５％

２ ５５％＜η≤６５％

３ ６５％＜η≤８０％

４ ８０％＜η≤９０％

５ ９０％＜η≤１００％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日耗电量限定值

制冷自动售货机的日耗电量应符合表２中的售货机日耗电量限定值的规定；否则，该产品为不

合格。

对抽取的样品，按照第７章的规定，测试其日耗电量（犈２４ｈ）。产品日耗电量的实测值（犈２４ｈ）与额定

值均应不大于日耗电量限定值（犈ｍａｘ）。

对于有多个额定冷藏温度的售货机，其日耗电量（犈２４ｈ）和日耗电量限定值（犈ｍａｘ）均取最低额定冷

藏温度下的值。

表２　售货机日耗电量限定值

售货机分类
日耗电量限定值

ｋＷ·ｈ／２４ｈ

Ａ级；

组合型 Ａ级的制冷部分
（１．８４×犞＋２．４３）×犽

Ｂ级；

组合型Ｂ级的制冷部分
（１．８４×犞＋２．２０）×犽

　　其中：

犞 ———售货机的有效冷藏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犽 ———不同的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 的调整系数，单位为千瓦时每２４小时立方米［ｋＷ·ｈ／（２４ｈ·ｍ
３）］，犽＝１．１５×

［１＋０．０３×（８－狋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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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允许偏差

产品的能效指数额定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其能效指数实测值不大于额定值

的１０５％。

产品日耗电量的实测值（犈２４ｈ）不应大于其额定值的１０５％。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总则

７．１．１　进行耗电量试验时，售货机的制冷空间内应按最大装载量摆放试验负载。应按照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

和本部分的要求预先进行售卖能力试验，售卖试验合格后再进行耗电量试验。非制冷部分不进行售卖

试验。耗电量试验和售卖能力试验的预备试验用饮料的温度应与试验环境温度相一致，符合７．６．２．３试

验环境温度的要求。

７．１．２　对于售卖试验，应在最先售出的饮料总平均温度与额定冷藏温度之间的差值不超过±２℃的条

件下进行试验，且在试验期间，售卖数量达到售货机的容量的５０％时，或被售出的试验负载不足５０％，

但试验负载温度超过１０℃的试验负载个数超过试验负载总量的１０％时，试验终止。此时，温度在

０℃～１０℃之间的已售出的试验负载数量，至少应占试验负载总量的２５％。

７．１．３　对于耗电量试验，在非低功耗模式试验期间，最先售出的饮料总平均温度与额定冷藏温度之间

的差值应不超过±２℃，且单个标准试验包的温度应在０℃～１０℃之间。

７．１．４　对于售货机的额定冷藏温度为一定的温度范围或多个温度时，应在售货机最高和最低的额定冷

藏温度下进行耗电量试验，其饮料温度均应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７．２　低功耗模式

售货机除了满足６．１的２４ｈ的能耗限定值要求外，在非售卖期间，应有适当的自动控制（如电路控

制、软件控制）使售货机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对于连接有附加电源的售货机，也应考虑其节能性能，并

满足以下要求：

ａ）　售货机应能够在以下的至少一个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１）　灯光低功耗模式———在７．６．１０规定的时间内，照明灯关闭；

２）　制冷低功耗模式———在７．６．５规定的时间内，饮料的瞬时平均温度狋ｎｍ从饮料总平均温度

狋ｍ 上升到（狋ｍ＋２）℃以上（对温度敏感的食品除外，如牛奶）；

３）　整机低功耗模式———灯关闭并且制冷部分也运行于低功耗工作状态；

４）　其他的低功耗模式———应满足售货机的现有功能，相关信息和技术指标可在产品能效标

识备案网站进行查询。

ｂ）　在待机状态下，产品能够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中。

ｃ）　除低功耗控制设备已预置在该机器内部并不可调整外，低功耗模式相关的控制电路和控制软

件可由售货机的运营商或售货机的所有者在现场进行调试。

７．３　有效冷藏容积的确定

售货机的有效冷藏容积，不包含非冷藏室的容积。有效冷藏容积按如下要求确定：

ａ）　对于蒸发器等制冷部件置于冷藏箱体底部的售货机，有效冷藏容积高度的下边界以最底层货

架的底部水平面为基准；

ｂ）　对于蒸发器等制冷部件置于冷藏箱体顶部的售货机，有效冷藏容积高度的上边界以制冷部件

的最低处的水平面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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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对于蒸发器等制冷部件置于冷藏箱体侧面的售货机，有效冷藏容积的侧边界以制冷部件的最

外部侧立面（与货架相邻的侧立面）为基准。

７．４　售卖能力

按照ＧＢ／Ｔ２８４９３和本部分的要求进行售卖试验，其结果应符合７．１的要求。

７．５　展示面积和透光率

展示面积为售货机用于展示、可视商品的前面板中所有透明材料的总面积。Ａ级售货机制冷空间

的展示面积应不少于前面板表面积的２５％。

前面板为售货机展示透明部分所在的面板，其面积通过测量前面板边缘到边缘的尺寸确定，所测尺

寸不含任何支脚或其他突起，不超越柜子主尺寸。

透明材料的透光率见 ＧＢ／Ｔ２１００１．２，或按ＩＳＯ９０５０进行测量。透光率应大于４５％，否则不认为

是透明材料。

７．６　基础耗电量犈犫犪狊犲测试

７．６．１　通用要求

应符合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和本部分的要求，进行连续２４ｈ的耗电量试验；如存在制冷低功耗模式，在进

行２４ｈ基础耗电量试验时，应关闭该模式；售货机的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 在（额定冷藏温度±２）℃的条

件下进行耗电量试验。

当本部分的要求与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要求不一致时，按照本部分的要求执行。

７．６．２　试验条件

７．６．２．１　试验室要求

应满足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要求，且试验室的空气气流组织、空气温度分布和照度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００１．２的

要求。

７．６．２．２　售货机的安置

售货机试验放置时，应满足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要求，同时空气气流应平行于前面板，售货机门打开时

应使气流流入最少。

有多个售货机同时试验时，不同售货机各侧面相距的距离应不少于１ｍ，同时应防止售货机排出的

热气干扰。

７．６．２．３　试验环境

所有气候类型的售货机，其耗电量试验均在环境温度（２５±１）℃和相对湿度（４５±５）％ＲＨ的试验

环境条件下进行。

７．６．２．４　试验电压

对于可连接到双电压（电压范围）或双频率（频率范围）的售货机，采用较低的额定电压或频率进行

试验。试验电源相关允差应满足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要求。

７．６．２．５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和记录每分钟至少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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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２．６　温湿度测量仪表

温度测量仪表的误差不大于±０．５℃；湿度测量仪表的误差不大于±３％ＲＨ。

７．６．３　饮料平均温度

饮料的平均温度应为最先售卖的饮料温度的平均值。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规定耗电量试验中的饮料平均温度为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其余的饮料平均温度均为

瞬时平均温度狋ｎｍ。

７．６．４　组合型售货机测试

非制冷部分不装任何负载。非制冷空间内带有加热功能的部分在进行能效试验时不运行。

７．６．５　制冷低功耗模式的验证

售货机通过本节的试验的验证后，如存在制冷低功耗模式，在进行２４ｈ耗电量试验时不运行制冷

低功耗模式。为了验证制冷低功耗模式的存在，按制造商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启动制冷低功耗模式，试

验连续运行６ｈ。试验期间持续记录ＧＢ／Ｔ２８４９３中规定的所有数据，直到能证实制冷低功耗模式是否

存在。

自动售货机如带有制冷低功耗模式，应满足以下ａ）、ｂ）要求之一：

ａ）　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在该６ｈ周期内，瞬时平均温度狋ｎｍ上升超过耗电量试验时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 至少２℃

以上，并保持至少１ｈ；

２）　 该６ｈ周期结束时，在没有直接物理或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售货机的饮料瞬时平均温度

狋ｎｍ应恢复至制冷低功耗模式试验前的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并满足７．１的规定。

ｂ）　该６ｈ周期内压缩机不工作，饮料瞬时平均温度狋ｎｍ上升不超过总平均温度的规定值狋ｍ 的

２℃，该６ｈ周期结束后，在没有直接物理或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售货机的饮料瞬时平均温度

狋ｎｍ应自动恢复至制冷低功耗模式试验前的饮料总平均温度狋ｍ，并满足７．１的规定。

７．６．６　售货机的能效测试单元

售货机的能效测试以基本型为单元进行测试。

ａ）　因不同的货架可能会影响能耗，在一个基本型下有多个货架可选择时，如多个货架组合模型作

为一个基本型单元时，应由制造商提供能装载最大质量试验负载的货架模型进行能耗测试。

或也可将每个独立货架列为一个基本型单元分别进行能耗测试。

ｂ）　对于主控单元控制多个从机的设备，能效测试单元可分为最大控制能力下的主机单元和从机

单元。

７．６．７　试验负载

按照ＧＢ／Ｔ２８４９３中试验负载的定义，在各货道中装载最大数量的试验负载，试验负载中的液体在

８℃下的密度应为（１±０．１）ｇ／ｍＬ，并按７．６．８的要求配置标准试验包。

７．６．８　饮料温度测点布置

热电偶和其他测量装置的布置要防止气流进入。不宜采用直接夹在门缝进入的方式，否则应采取

措施，确保密封良好。可穿过门垫圈进入并做好密封。可以使用破坏性方法，如钻孔等。

测量布线不应对内部测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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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测试最先被售出的饮料温度，标准试验包按如下要求摆放在最先被售出的饮料位置上。

ａ）　对于从货架底部起的奇数层货架，标准试验包应放置在以下位置上：

１）　最左边和最右边各１个；

２）　对于有大于或等于５个饮料位置的每个奇数层货架上，如果有奇数个位置，为货架正中央

的１个位置；如果有偶数个位置，为货架正中央的２个位置。

ｂ）　对于从货架底部起的偶数层货架，标准试验包按下列要求放置：

１）　对于有小于或等于６个饮料位置的偶数层货架，标准试验包在左起第二个和右起第二个

位置各放置一个；

２）　对于有大于６个饮料位置的偶数层货架，标准试验包在左起第１个和第２个，及右起第１

个和第２个位置各放置２个。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标准试验包在具有５个水平位置的售货机上的每层摆放

７．６．９　售货机耗电量试验周期

当试验负载温度达到ＧＢ／Ｔ２８４９３规定的温度稳定状态后，开始进行耗电量试验。对带有辅助低

功耗模式的售货机持续进行１８ｈ的试验，对不带有辅助低功耗模式的售货机持续进行２４ｈ试验。在

售货机耗电量试验期间，除７．６．１０规定的辅助低功耗模式试验外，无法禁用的节能装置，设置为最耗能

的状态，并禁用所有的能源管理系统。在售货机耗电量试验期间，按照ＧＢ／Ｔ２８４９３中的规定，要防止

任何物理刺激或其他输入自动激活低功耗模式。

７．６．１０　辅助低功耗模式试验周期

对于带有辅助低功耗模式的售货机，辅助低功耗模式运行６ｈ，在耗电量试验进行１８ｈ后开始，并

一直持续到２４ｈ的能耗测试周期结束。在辅助低功耗模式测试期间，售货机带有的最低能耗照明和低

功耗模式的控制设置开启运行，且不开启制冷低功耗模式，饮料温度应符合７．１的规定。在辅助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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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测试期间，按照 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规定，要防止任何物理刺激或其他输入自动激活制冷低功耗模式。

７．６．１１　售货机的部件

除非本部分中另有规定，如果可以手动调节，所有为现场安装提供必要的和足够的功能保证的、使

基本型售货机的制冷和售卖能正常运行的标准部件（如，饮料储存部件，温度管理部件，饮料售卖相关部

件，如照明或标识，饮料选择部件，饮料传送和交付部件），应设置为最大耗能状态。如果上述部件不是

必须的，则可以不提供。如果售货机的主要功能不需要这些部件，如断电也不会妨碍售货机的正常运

行，那么这些组件应置于最低能量消耗状态。那些永久运行和在运行期间不能调整的部件，操作员应调

整在正常设置上，并与７．６．９“售货机耗电量试验周期”和７．６．１０“辅助低功耗模式试验周期”的运行要求

一致。在测试过程中，所安装的上述部件和附件在测试期间应同时运行，但在低功耗模式试验期间，由

低功耗模式控制的相关部件除外。

７．６．１２　收款支付系统

售货机在测试期间应断开收款支付系统的电源，不启动收款支付系统的运行。如果它不能被断电，

则设置为最低的能源消耗状态。一个收款支付系统的默认能耗为０．２０ｋＷ·ｈ／２４ｈ，在计算售货机能

耗时应增加该默认能耗，见４．１．１。

７．６．１３　内部照明

售货机内的所有照明设备，包括设备的顶部、底部和侧面板的内部物理边界内或内部的照明装置，

应置于最大能量消耗状态。

７．６．１４　外部客户显示标志（含广告）

所有外部客户显示标志（含广告，如灯光和数字屏幕），凡独立于自动售货机性能之外的，应予以断

开；否则，在测试期间应持续运行。如果客户展示标志（含广告，如灯光和数字屏幕），集成到售货机内，

没有断电的功能，在不需要修改电路的条件下，如果可能，售货机应置于外部配件待机模式，或置于最低

能量消耗状态。服务于售卖或货币处理功能的数字显示，在保留货币处理功能的条件下，应置于最低能

量消耗的状态。

用于显示饮料温度的显示器，在测试期间应持续通电显示。

７．６．１５　防凝露或其他电阻加热器

在测试过程中，防凝露或其他电阻加热器应同时运行。可由用户设置选择的防凝露或其他电阻加

热器，置于为最大能耗位置。对于不允许用户调整的自动控制器，由环境条件控制开启或关闭的自动控

制设备，设置为自动状态下运行。对于制造商发货时不配备售货机的某个特定控制器时，但实际测试需

要使用该控制器的，测试时应由制造商配备一个适当的控制器进行测试。

７．６．１６　冷凝水

对带有冷凝水加热或泵的售货机，测试时应打开加热装置或冷凝泵。

测试前应将冷凝水盘的水清空。测试期间，允许售货机产生的冷凝水积聚，不对冷凝水进行任何人

工干预。

７．６．１７　冷凝器滤网

测试时，去除任何非永久性的冷凝器盘管防尘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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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１８　安全罩

测试时，去除任何用于防窃取或防篡改的安全罩设备。

７．６．１９　通用插座

在测试过程中，不要连接任何外部负载到售货机的通用插座上。

７．６．２０　用于寒冷天气的压缩机曲轴箱加热器和其他电阻加热器

用于寒冷天气的压缩机曲轴箱加热器和其他电阻加热器应在试验期间同时运行。如果有相关控制

系统，如用于控制加热器运行的温控器或电子控制器，应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设置，在测试过

程中该控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７．６．２１　检验报告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报告所需信息参见附录Ａ。

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的检验报告和备案信息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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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检验报告信息

犃．１　总则

本附录列出了按照ＧＢ２６９２０．３、ＧＢ／Ｔ２８４９３完成检验后，检验报告应包含的信息。每个样品的试

验均应有单独的检验报告。

犃．２　申请人信息

检验编号：

申请人姓名：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联系人：

（必须提供一名在中国的人员详

细信息）

姓名：


地址：


职务／职称：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犃．３　制冷自动售货机信息

商标： 　

型号名称：　　　　　　　　　　　　　（如果适用的话）　　

型号： 　

售货机类型： 　

产品执行标准： 　

被测样品的出厂编号：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额定频率： Ｈｚ

按本部分４．１制冷自动售货机的类型中规定的类型系列名称：

样品外型尺寸：宽（ｍｍ）： 高（ｍｍ）： 深（ｍｍ）： （仅供参考）

样品前面板尺寸：宽（ｍｍ）： 高（ｍｍ）： 深（ｍｍ）：

额定气候类型：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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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冷藏容积： ｍ３

最大装载量：

制冷空间展示面积： ｍ２　，　透明材料的透光率： ％

本样品是否有制冷低功耗模式？　　　　　　　　是 □　　　　　　　否 □

是否有手动照明开关？ 是 □ 否 □

是否有时钟、智能感应器或类似的自动化装置控制照明？　　　　　　　是 □　　否 □

是否有时钟、智能感应器或类似的自动化装置控制防凝露加热器？ 是 □ 否 □

制冷自动售货机的制冷剂国际编号：

额定冷藏温度： ℃

试验期间瞬时平均温度的最高温度： ℃

试验期间的实测总平均温度狋ｍ： ℃

试验期间瞬时平均温度的最低温度： ℃

犃．４　试验和检验报告

是否附有符合ＧＢ／Ｔ２８４９３的完整检验报告？

是 □　　　　　否 □

如果不附有检验报告或摘要，说明原因： 　


试验是否在申请人自己的工厂内进行的？　　　是 □　　否 □

执行试验的人员和联系方法： 　


进行试验的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试验实验室资质（认可授权编号）： 　


检验报告号： 　


试验电压和频率： 　



犃．５　电能消耗试验

制冷售货机：

基础耗电量犈ｂａｓｅ： 　


ｋＷ·ｈ／２４ｈ

日耗电量实测值犈２４ｈ： 　


ｋＷ·ｈ／２４ｈ

日耗电量限定值犈ｍａｘ 　


ｋＷ·ｈ／２４ｈ

年耗电量ＰＡＥＣ： 　


ｋＷ·ｈ／ａ

主检


审核


批准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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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于备案机构）

提交日期： 登记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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