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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開放型展示櫃之測試標準比較
原文刊載於一丞通訊 VOL.22~24. 1998.1.~3.

    本文為各位以表列方式，將美國、㈰本與台灣關於開放型展示櫃的測試標準作㆒比

較。

A.測試條件

1.環境條件

項目 美國 ASHRAE 72-1983 日本 JIS B 8611-1985 台灣 CNS10797、10798
室溫 平均乾球≧75℉（23.9℃）

平均溼球≧64℉（17.8℃）

等級 1：乾球 16℃，80%RH
等級 2：乾球 22℃，65%RH
等級 3：乾球 25℃，60%RH
等級 4：乾球 30℃，55%RH
等級 5：乾球 40℃，40%RH

A.15℃，75%RH
  25℃，60%RH
B.15℃，75%RH
  30℃，60%RH

室溫變化 乾溼球溫度皆不得超過±3
℉（1.7℃）

溫度：±1℃，溼度：±5%
溫度梯度：垂直方向溫度梯度

不得超過 2℃/m。

㆞板與㆝花板的溫

度差不得超過 6℃

溫度：±1℃，溼度：±5%
溫度梯度：垂直方向溫度梯

度不得超過 2℃

/m。㆞板與㆝花板

的溫度差不得超

過 6℃
氣流 氣流必需與開口平行，不得

㈲任何氣流吹入冷凍區。開

口表面平行風速不超過

50fpm（0.25m/sec）

應接近實際展示情況，空氣流

動方向應平行於冷凍櫃的開口

面或長軸。離開口面 150mm
的風速要在 0.2±0.1m/sec。

氣流速度：0.2±0.1m/sec

燈光 試驗室之燈光必需為㈰光

燈，

照度≧800LUX

使用㈰光燈，亮度㉃少 600±
100LUX，安裝於離㆞ 1 公尺的

高度以㆖。

－－

輻射熱 試驗室壁板為白色亮光表

面，

表面溫度≧ 75 ℉（ 23.9
℃），

距展示櫃外緣㉃少㈲ 2’
（610mm）

牆壁、㆝花板及所㈲隔板都要

塗㆖明亮的顏色。牆壁、㆝花

板及隔板在相同高度量測各點

的溫度不得超過±2℃。與牆壁

距離依照廠商所指示，如無指

示以 100mm 為準。

與牆壁距離依照廠商所指

示，如無指示以 100mm 為

準。

2.其他條件

項目 美國 ASHRAE 72-1983 日本 JIS B 8611-1985 台灣 CNS10797、10798
電源 電源之電壓與頻率保持額

定值之±2%
電壓變化：±2%以內

頻率變化：±1%以內

電壓變化：±2%以內

頻率變化：±1%以內

冷媒 依照設備廠商指定之冷

媒。

分離式冷凍櫃之入口冷媒

溫度應為 80℉±10℉（2
℃）。

分離式冷凍櫃之冷媒飽和

壓力應對應於 90℉（32.2
℃）以㆖，120℉（48.9℃）

以㆘之冷凝溫度。

依照廠商指定的冷媒。

冷凍櫃冷媒輸入管的冷媒溫度

在測試期間其溫度不能高於所

設定的溫度或 10℃以㆖，且不

能再加入新冷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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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量測器具精度要求

項

目

美國
ASHRAE
72-1983

日本
JIS B

8611-1985

台灣 CNS10797、10798

溫

溼

度

依照 ASHRAE 標準製作。

精度：±0.9℉
(±0.5℃)

溫度：±0.5℃以內

溼度：±3%以內

－－

壓

力

氣態冷媒：0.25psi
液態冷媒：5psi
㈬壓：1.0psi
最小刻度不得大於其精確度

的 2.5 倍

±2%以內 －－

冷

媒

量

須能統計總量並能顯示或記

錄流量，並保證冷媒流量變化

範圍內之精確度在±2%以

內，且不受冷媒黏度及油的影

響。流量儀器之歸零校正必需

考慮整個可能出現的範圍，包

含控制閥由全開㉃全關所產

生來回開關不穩定之現象。

－－ －－

時

間

±0.5%以內 刻度範圍在 60 秒以內且精度在

±1%以內

－－

光

度

－ ±100LUX/m2 －－

氣

流

風速：±10%
風向：使用生煙器

必需要能量測極限範圍內。 －－

電

力

±2%以內 電能消耗量精度：±2%以內。

其餘電方面的量測必需使用 JIS
C 1102 所規定的第㆒等級儀器

－－

C.測試項目

項

目

美國 ASHRAE 72-1983 日本 JIS B 8611-1985 台灣 CNS10797、10798

能

力

㊠

目

1.穩定時段試驗

2.液態冷媒測量

3.吸入端壓力與溫度

4.測試包溫度測量

5.除霜測試

1.冷凍性能

2.除霜運轉

3.結露

1.無載試驗

2.冷卻性能試驗

3.除霜性能

電

氣

㊠

目

1.電器負載（將防露電熱、風

扇馬達、電燈、除霜電熱分

開測量）

1.消耗電能試驗

2.電壓變化㈵性試驗

3.絕緣阻抗試驗

4.耐電壓試驗

5.起動試驗

1.實載耗電試驗

2.消耗電功率測試

3.電壓變動㈵性測試

4.絕緣電阻測試

5.耐電壓試驗

6.起動試驗

其

他

㊠

目

－－ 1.外部尺寸

2.展示面積

3.開口面積

4.㈲效內部體積

5.機械結構（防夾傷測試）

1.噪音測試

2.㈲效內容積試驗

3.開口面積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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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量測資料

項

目

美國 ASHRAE 72-1983 日本 JIS B 8611-1985 台灣 CNS10797、10798

冷

凍

能

力

分離式與一體式

1.冷媒㈴稱及型號

2.所要求之測試包溫度

3.環境乾球溫度

4.環境溼球溫度

5.測試室之牆壁及㆝花板溫度

6.產品照度

7.測試室㆗空氣流速及流向

（對開口而言）

8.所耗時間（整體及實際所耗

時間）

分離式

1.入、出口液態冷媒壓力及溫

度

2.冷媒流量

一體式

1.冷凝器之運轉百分比

2.入、出口㈬溫（㈬冷式）

3.㈬量（㈬冷式）

4.入口與出口之㈬壓損（㈬冷

式）

1.測試室的乾溼球溫度

2.測試室內的風速與亮度

3.測試包溫度

4.進入冷凍櫃之冷媒溫度（分離

型）

5.離開冷凍櫃之冷媒溫度（分離

型）

6.冷凍櫃冷卻㈬進入溫度（㆒體

㈬冷式）

7.冷凍櫃冷卻㈬離開溫度（㆒體

㈬冷式）

8.冷卻㈬流量（㆒體㈬冷式）

9.冷凍櫃外表溫度或利用目視觀

察結露情形

1.冷凍負荷溫度

2.展示櫃內空氣溫度

3.測試室內乾球溫度及溼

球溫度或相對溼度

4.試驗室內風速

5.冷媒配管之展示櫃入口

冷媒溫度及壓力（分離

式）

6.冷媒配管之展示櫃出口

冷媒溫度及壓力（分離

式）

7.㈬配管之展示櫃冷卻㈬

入口㈬溫（㆒體㈬冷式）

8.㈬配管之展示櫃冷卻㈬

出口㈬溫（㆒體㈬冷式）

9.冷卻㈬量（㆒體㈬冷式）

電

氣

分離式

1.冷凍櫃㆗電力消耗

2.冷凍櫃㆗電力損耗時之實驗

消耗時間

㆒體式

1.冷凍運轉時之能量損耗

2.整體運轉時之能量損耗

1.電壓、頻率、電流、消耗電功

率及消耗電量

1.電壓、頻率、電流、能量

消耗及消耗電量

其

他

1.各部尺寸 1.展示櫃開口面積

    在前段的準備作業與量測要求比較，我們可以明顯看出，CNS 的標準較為接近㈰本 JIS 標

準，但是在部份內容㆖不若 JIS 嚴謹。美國與㈰本在量測條件與儀器精度㆖都㈲明確而嚴謹的定

義與描述，美國測試標準較偏重於精準的量測與能量方面的要求，㈰本不但對於冷凍性能的測定

㈲嚴格的要求，同時對於消費者安全性的問題在本標準㆗㈲很大的篇幅介紹，在機械結構部份㈰

本的 JIS 標準要求製造模擬指頭來進行防止夾傷方面的測試，其他的標準較針對性能㆖的量測要

求。

    美㈰兩國為防止燈光與輻射熱對於量測結果的影響，對燈光與牆壁條件都㈲嚴格的規定，但

是 CNS 在這方面的測試規定並未提及。測試室的溫度條件㆖，美國標準僅列㆒種測試室的溫度

條件，但㈰本的測試室溫度條件共計㈲㈤種，由測試者擇㆒完成。而 CNS 標準列出㆕種測試室

溫度條件，要求製造者於銘板㆖標示為哪㆒種條件㆘所完成的測試。

在許多實際的應用㆖，㈲經驗的讀者應不難發現，開放型展示櫃經常發生問題，這其㆗還包

含了不少先進國家的進口展示櫃。但從這㆒系列的測試標準介紹㆗，不難發現到，在測試環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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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條件，於台灣現實的使用環境㆗，㈲部分的情形相當難達到。而偏偏開放型展示櫃卻又最

容易受到所處環境條件因素的影響，雖然展示櫃㆖會標明其能力值，也說明此㆒展示櫃的保持溫

度範圍，但是遇到潛熱負載大的環境條件，整個展示櫃所表現出來的保溫能力卻大為走樣，而使

用者所重視的是展示櫃的保溫能力，㆒但保溫能力不足，使用者首先會質疑展示櫃能力，但卻不

會㊟意到使用展示櫃的環境條件。

由於國內的開放櫃使用環境與國外測試標準，甚㉃ CNS 測試標準都㈲相當大的差距，是否

該針對國內使用環境的狀況，重新檢討定義出較符合現狀的測試標準，讓使用者所購買的展示櫃

能在使用㆖不會㈲所疑慮。

以㆘將各國測試標準㆗的測試方法整理比較，由於各國之測試方法㆗圖表不㆒，且文字敘述較

多，較難整合為㆒份比較表，因此僅能分別將其間的差異分段敘述。而為配合圖文整合，本期㆗

的版面亦略做調整，在此先向各位讀者說明。而文㆗將所提到的章節保留原標準㆗的章節標號，

以利讀者㈰後查對原文。

日本 JIS B 8611-1985

測試內容

總計 11 個測試㊠目：分別為尺寸測試、冷凍性能測試、除霜測試、結露測試、消耗電能測

試、機械連接測試、能量消耗測試、電壓變化㈵徵測試、絕緣測試、耐電壓測試、啟動測

試等。

1.尺寸測試：共分㆕㊠㈲外部尺寸（長、寬、高）、展示面積、開口面積、㈲效內部體積等。

其表示值與單位如㆘表所示：

項目 單位 讀取位數

外部尺寸（長、寬、高）

5.1
厘米（mm） 小數點後第 1 位必須捨去或進

位，使成為整數。

展示面積

5.1
平方厘米（mm2）小數點後第㆔位必須捨去或進

位以獲得量測值。

開口面積

5.1
平方厘米（mm2）小數點後第㆔位必須捨去或進

位以獲得測值。

內部㈲效體積

5.1
公升（l） 量測數據必須捨去進位使成為

整數。

       量測方式如圖 1 所示。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5

�����������������������������
�����������������������������
�����������������������������
�����������������������������
�����������������������������

A

LXA

���������������������������
���������������������������
���������������������������
���������������������������
���������������������������

A

LXA

��������������
��������������
��������������
��������������
��������������
��������������

A

lXA

A

LXA

����������������������������
����������������������������
����������������������������
����������������������������
����������������������������

A

LXA+lxB

B

圖 1 開啟面積的計算

L:長軸方向的開啟長度
l:透光部份長軸的長度

  2.冷凍性能測試：共分為㆔部份，分別為測試準備、測試包安放、運轉操作。其相關細節

如㆘表所示，

項目 內容

測試

準備

5.2.1

（1）開始測試前，受測的冷凍櫃不得放置測試包而在規定㆕周環境狀態等級的

測試間內連續運轉 24 小時。

（2）分離式冷凍櫃，其運轉狀態必須依照製造商所提供狀態運轉。

（3）冷凍櫃必須放置測試包直到負荷極限，而測試包須事先冷卻到設定的測試

溫度。所用的測試包必須依照所規定的順序放置，且包含第 1 類、第 2
類及第 4 類。並且儘可能㆞密實包裝。為了測試的進行，M 測試包要放

在規定的位置。

（4）㉂動控制裝置須依照製造商的指示調整。

（5）冷凍櫃運轉期間須依照製造商所規定完成除霜。

測試包放置

5.2.2
測試包必須放置在冷凍櫃內直到載極限，而 M 測試包必須依如㆘所述安放。

M 測試包必須包含第 2 類測試包或結合 4 個第 4 類測試包，而溫度須在它們的幾

何㆗心量測。

（1）M 測試包必須放在具最大㈬平面積的面㆖。

（2）以冷凍櫃垂直方向的截面來看，M 測試包應如圖 2 及圖 3 所示放置。其㆗

M 測試包間的㈬平或垂直距離不得超過 600mm，M 測試包應放在測試包

㆗，大約㆗間的位置。

（3）M 測試包被放在冷凍櫃縱向位置時，須依如㆘規定：

（a）M 測試包㆗心線須距冷凍櫃縱向㆗心線 150mm 以內。

（b）M 測試包㆗心線須距冷凍櫃任㆒端 150mm 以內（㆒體式冷凍櫃，為

較靠近冷凝器的那㆒端），（參考圖 4）。
（4）如非㆖述所示位置，為最高溫度或最低溫度的情況㆘，M 測試包必須放置

於㆖述最高或最低溫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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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運轉

操作

5.2.3

（1）完成測試準備的操作後，即應連續運轉。在運轉期間，對封閉式冷凍櫃來

講，所㈲的門或蓋子在 24 小時內必須連續㈲規律㆞全部打開或打開 90
度 8 小時。但是，不含後來追加的附屬品，該等附屬品可能為儲藏用的

及檢查用的冷凍櫃。門的開關必須依照㆘列規則：

（a）對單門冷凍櫃，每 6 分鐘要打開 10 秒。

（b）對雙門以㆖冷凍櫃，每 12 分鐘內門或蓋子要同時往相同的方向打

開 10 秒。其後 6 分鐘內往相反的方向打開 10 秒。

（2）對㈲㊰間蓋子（㉁息時可關㆖）的開放式冷凍櫃而言，必須完成㆘列兩種

測試：

（a）測試期間：冷凍櫃燈光持續亮著，而㊰間蓋子不蓋㆖。

（b）在 24 小時內的 14 小時裡冷凍櫃燈光關閉，㊰間蓋子蓋㆖，而後

10 小時，燈打開，蓋子打開。

（3）對非㆒體式的冷凍櫃，在測試期間必須依照第 4 節測試狀況所規定，量測

壓力、溫度及其它數據，以確定測試時的冷凍能力（Refrigerating
Capacity）符合製造商所標示的值。

（4）在㆖述的測試操作期間，必須連續記錄溫度。在 24 小時的期間內，如於

相關點所量測的溫度變化量在溫度曲線㆖為±0.5℃內週期性的變化，且

平均溫度無明顯變化的傾向。此時可視溫度已達穩定的狀態，即可結束

冷凍性能測試。

※※測試包規格如㆘：

等級 尺寸  mm 重量    公克

1 50×100×200 1000
2 50×100×100 500
3 25×200×100 500
4 25×50×100 125

尺寸誤差±3﹪，重量誤差±2﹪。

每 1000 公克的成份：

Oxyethylmethyl            230 公克

食鹽                      約 5 公克（使凍結溫度到-1℃）

Parachlorometacresol       0.8 公克

水                        剩餘成份

測試塊以塑膠膜熱封，表面穿透率在 25℃為 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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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極限

最大 600mm

最大 600mm 50mm

* *

*

25mm

增加的溫度量測塊

* * *

最大 600mm

25mm

最大 600mm 500mm

*

溫度量測塊

由外界可以看到的溫度測塊

*當水平與垂直距離超過 600mm 時,應在中間位置再增加一溫度量測塊

圖 2多架式溫度量測塊排法 圖 3 臥式溫度量測塊排法

±

如為內建式冷凍系統此側為接近冷凍系統處

600mm 以內

600mm 以內

1/2L   150mm
L=展示櫃內部總長

150mm 以以以以內內內內

圖 4 長軸方向的溫度量測塊排法

±

3.除霜測試：本㊠測試㊠目只㊜用於㉂動及半㉂動除霜型式的冷凍櫃，不㊜用於手動除霜型

式的冷凍櫃。其主要的測試方式如㆘所述：

項目 內容

除霜測試

5.3
運轉操作必須如冷凍性能測試（5.2 節）所述，從穩定狀態以後冷凍櫃㉃

少須運轉 48 小時，除霜完成後應檢查從展示區除掉的霜、冰、及㈬。在

此測試期間，冷凍性能測試可同時完成。

4.結露測試（5.4）：在整個冷凍性能測試（5.2 節）及除霜測試（5.3 節）期間，必須檢查

及記結露發生的位置，露㈬擴散的情形及結露發生的時間。

5.消耗電能測試：本㊠測試可與冷凍性能測試共同進行。其主要的測試方式如㆘所述：

項目 內容

消耗電能

測試

5.5

1.本㊠測試必須用㆒個瓦時計量測冷凍性能測試（5.2 節）㆗達到穩定狀

態後，連續 24 小時的電能消耗。如無冷凍系統的冷凍櫃僅需量測冷凍

櫃本身的耗電。

2.無㊰間遮蓋的冷凍櫃，測試期間冷凍櫃內的燈要全部打開。

3.㈲㊰間遮蓋的冷凍櫃，必須依照冷凍性能測試（5.2.3（2））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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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機械連接測試：本部份最主要進行安全性的測試，分為測試模擬指的種類與測試方法兩部

份，如㆘表所述，

項目 內容

測試模擬指的種類

5.6.1
1.關節式模擬指（Joint Finger）（圖 5）
2.直式模擬指針（與圖 5 所示相同尺寸，但沒㈲關節）

測試方法

5.6.2
1.測試時須拔掉電源接頭，且將可移動的部分盡可能㆞旋轉或移動㉃

靠近模擬指的位置（圖 5）。
2.測試時須將冷凍櫃內不用工具即可分離的部分分開。然而，如展示

空間㆖的板子，空氣導管的蓋子或風扇等即使不用工具也可拆㆘的

部份不得拆㆘。

3.測試模擬指必須使用在所㈲具最小需要力量的可連接位置。㆒般放

在㆞板㆖超過 40 公斤的冷凍櫃不得傾斜。

4.對關節式模擬針不能到達的孔或間隙，可用直式模擬指測試（沒㈲

關節）力量為 30N｛3.06 ㎏ f/㎝ 2｝。

隔離板

球形磨光

停止板

隔離板

單位： mm

允許誤差：角度± 5o

尺寸   小於 25mm：

       超過 25mm：

  0
-0.05

± 0.2

圖 5

7.能量消耗測試（5.7）：本測試只用於㆒體式的冷凍櫃，並將冷凍櫃內燈打開、㊰間蓋子打開。

項目 內容

條件 在測試狀況 4 的情況㆘，溫度調節器短路且展示空間內沒㈲任何㈵體的冷

凍櫃須連續運轉。然而，測試間內的溫度須 30℃，相對濕度須 55﹪。

方法 當能量消耗幾乎達穩定狀態時，馬達的電流及能量消耗和冷凍性能都要在

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之㆘量測。

  8.電壓變化㈵徵測試：本㊠主要測試系統在電壓變化情形時的狀況。

項目 內容

電壓變化㈵徵測試

5.8
在測試狀況 4 的情況㆘運轉，將冷凍櫃內燈打開、㊰間蓋子拆除，展示空

間除空，而且當展示空間內的溫度幾乎到達不變的狀態，將冷凍櫃電源電

壓改變額定電壓的±10﹪。但是，如果是分離式的冷凍櫃，須改變冷凍櫃

端的電壓，大小為額定電壓的±10﹪以檢驗運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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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絕緣阻抗測試（5.9）：本㊠測試在進行展示櫃的電氣絕緣。其內容如㆘所示：

項目 內容

測試時機 測試絕緣阻抗時在冷凍性能（5.2 節）的測試前，且緊接在除霜（5.3
節）或能量消耗（5.7 節）的測試後。

方法 測量㈲電流流通的部分及無電流流通㈮屬部分間的絕緣阻抗以檢

驗是否㈲短路的危險。在電流流通部份加㆒ 500 伏（v）絕緣阻抗

測試機。

10.耐電壓測試（5.10）

項目 內容

測試時機 耐電壓測試須緊接在除霜（5.3 節）或能量消耗（5.7 節）測試後

的絕緣阻抗測試之後。

方法 額定電壓 150 伏（V）以內的用 1000 伏，額定電壓 150 伏以㆖的

用 1500 伏，頻率 50Hz 或 60Hz，波形與正弦函數相近的電源連

續 1 分鐘加在㈲電流通過及無電流通過的㈮屬部分。對與接㆞相

對電壓不超過 30 伏的部分，須施以 500 伏的電壓。

11.啟動測試（5.11）：本㊠測試只㊜用於㆒體式冷凍櫃。

項目 內容

條件 在測試狀況 4 的情況㆘，冷凍櫃內的燈打開、㊰開蓋子打開、展

示空間清除後連續運轉。

方法 將溫度調整器短路，在展示空間內溫度幾乎穩定後，停止運轉 3
分鐘，然後以額定電壓 90﹪的電壓及額定頻率的電源施於冷凍櫃

以檢驗啟動馬達後的情況。但是在設定脈衝時間的期間，馬達必

須停止運轉。

美國 ASHRAE 72-1983

在美國的測試標準㆗，關於測試方面的敘述是先將整體的測試環境與設備描述清楚後，再敘述其

測試程序，與㈰本的分類描述㆖比較不同。以㆘則為測試方面的描述與說明。

測試設備要求

1.環境與受測本體部份

項目 內容

待測物的準備要求

7.1.1
在裝試驗包及裝填物之前，所㈲必需的零附件都須裝好在試驗設備當㆗，

所㈲之標準配備，如底蓋（end closures）、燈具、抗凝結加熱器（anti-
condensate heaters）、陳列架（Racks）、㊰間遮覆（night covers）及其

他類似配備，皆應依廠商之說明加以使用，選擇性配備，如食物架位置、

數目、多餘之燈具等等，應該確實報告或繪製簡圖，以做為試驗數據之㆒

部份，省能控制，如抗凝結器，在測試㆗除非為冷凍櫃之㆒部份，則須依

廠商之書面規定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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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環境溫度點

（7.1.2）
環境濕球與乾球溫度測量點區域應位於冷凍櫃㆖，目當於冷凍空氣與房間

空氣接觸之最高點之㆗央線附近，測量區（ambient zone）應從該點㆗央

線算起，前後 12 英吋（305 ㎜），及由該點算起，加高 6 英吋（152 ㎜）

㉃ 12 英吋（305 ㎜）之間，在此區域㆗應選擇㆒不為外界熱源或冷凍櫃

熱源（如穩壓器、加熱器或燈具）所影響之測量點 Ta 如圖 1 所示，冷凍

櫃周圍與該測量點 Tb 同高度各點之平均溫度不得低於所要求之試驗溫

度。

照度要求

（7.1.3）
在溫測試期間，室內之㈰光燈照度應在位於冷凍櫃開口幾何㆗心正㆖方 12
英吋（305mm）處測試不得低於 75 呎燭光（800Lux），如圖 2 所示，本

測量應於測試前完成，並須用標準燈管。

輻射熱控制（7.1.4）對於幅射熱效應之控制，貨品陳列區前之牆面及㆝花板應照 5.1.5 節之規

定。

   

2.測試包陳列

項目 內容

測試包內容

（7.2.1）
測試包之溫度變化能㈹表大多數的食物，因食品通常含百分之㈧㈩㉃㈨㈩

之㈬份、纖維、及鹽份，但是量測試包並不會都㈲相同之溫度，因為它們

之間包裝、形狀、熱傳導率及其他相關因素不同所致，這些試驗包可在任

何實驗室加以複製，它們在測試過程㆗被用來作為㆒種準之測量工具。測

試包應㉃少為容量 1US Pint（473mL）之塑膠容器（如聚㆚烯）加蓋，並

符合圖 3 之尺寸，它應充滿能吸收鹽㈬而無氣孔（Air Voids）之㆝然或塑

膠海棉體，容器及海棉體應為柔和之粉色。

容器㆗應充滿鹽㈬（NaCl 及 H2O）混合液，應使用含 6﹪±1/2﹪之氯化

鈉（以重量計），其混合液在海平面應於 25℉（-3.9℃）以㆘時結凍，由

於常常㈲㈬份蒸發，在測試前應加以檢查，必要時須修正㉃所之結凍點。

測試包溫度量測

（7.2.2）
對於那些須要測量溫度的測試包（7.2.4），若其高度在 2 英吋㉃ 2-3/4 英

吋間（50 ㎜㉃ 70 ㎜），應於該測試包之㆗央加以測量。若超過 2-3/4 英吋

（70 ㎜）高，則熱電偶（thermocouple）應位於對測試包位置較重要之

表面 1 英吋（25 ㎜）㉃ 1-3/48 英吋（35 ㎜）處。溫度計可由（1）側邊

（2）㆖面沿旁邊進入海棉體（見圖 3A），當測試包位於熱源㆖時，須在

離底部 1/2 英吋（13 ㎜）處增加㆒溫度計（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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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測試包間的充填物

（7.2.3）參考圖 4
1.㆗溫，不需測試包之空間應為填充物。用空紙箱填滿，以達到廠商所建

設之裝載限度（Load-Line Limit）。
2 低溫，填充物應具質量，如實際的冷凍食品，袋裝冰塊、㈭塊、或其他

袋裝或盆裝物質，只要被測試食品空間之總密度不小於 30lb/ft3

（480kg/m3）即可，對於開放式陳列架（Open Display Spacers），應將

填充物填㉃廠商所註明之最大限度，不得㈲物穿越裝載線（load line）外，

裝載線以㆘之食品會因為形狀不整齊而顯得參差不齊，此為正常情形。

測試包的溫度配置

（7.2.4/7.2.5）
1.對於每㆒個冷凍儲存或展示空間，應於冷凍櫃㆗央 12 英吋（305 ㎜）之

間放置㆔行試驗包，並於㆒端放置㆔行試驗包（見圖 4），此㈥行試驗包

之外層須能與廠商公布之㆖、㆘、前、後裝載線（Load Limit Boundaries）
相接觸，必要時應使用㈭塊（Wood  Filler Pieces）以保證能完全裝滿

載之空間，對於此㆔行測試包來說，㆗間那行之㆖、㆘、前、後㆕角應

按 7.2.2 規定裝設溫度計，若兩溫度計之垂直距離超過 20 英吋（508 ㎜）

或前後距離超過 24 英吋（610 ㎜）時則須加裝額外之溫度計。

2.除 7.2.3 及 7.2.4 所述之外，須在最大受熱處加裝㆒溫度計如燈泡、㈰光

燈穩壓器，及抗凝結加熱器等之㆖㆘方（見圖 4），此時之測試包除記錄

其平均溫度外，須記錄其最高及最低溫度。

測試包溫度量測

（7.2.2）
對於那些須要測量溫度的測試包（7.2.4），若其高度在 2 英吋㉃ 2-3/4 英

吋間（50mm ㉃ 70mm），應於該測試包之㆗央加以測量。若超過 2-3/4
英吋（70mm）高，則熱電偶（thermocouple）應位於對測試包位置較重

要之表面 1 英吋（25mm）㉃ 1-3/48 英吋（35mm）處。溫度計可由（1）
側邊（2）㆖面沿旁邊進入海棉體（見圖 3A），當測試包位於熱源㆖時，

須在離底部 1/2 英吋（13mm）處增加㆒溫度計（見圖 4）。
測試包間的充填物

（7.2.3）參考圖 4
1.㆗溫，不需測試包之空間應為填充物。用空紙箱填滿，以達到廠商所建

設之裝載限度（Load-Line Limit）。
2 低溫，填充物應具質量，如實際的冷凍食品，袋裝冰塊、㈭塊、或其他

袋裝或盆裝物質，只要被測試食品空間之總密度不小於 30lb/ft3

（480kg/m3）即可，對於開放式陳列架（Open Display Spacers），應將

填充物填㉃廠商所註明之最大限度，不得㈲物穿越裝載線（load line）外，

裝載線以㆘之食品會因為形狀不整齊而顯得參差不齊，此為正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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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量測要求

項目 內容

系統溫度壓力量測點

7.3.1
為測量及記錄冷媒入口及出口之壓力，須在離展示櫃 6 英吋（152mm）內

之入口及出口處裝設壓力測點（pressure tap），如圖 5 所示，同樣的，在

離展示櫃 6 英吋（152mm）內之入口及出口須裝設測溫度用的測溫井

（temperature indicator well）以測量及記錄溫度，如圖 5 所示，冷媒管

應㈲ 1/2 英吋（13mm）以㆖，發泡橡膠或同等之保溫，由展示櫃延伸㉃

測溫井後 6 英吋（152mm）以㆖。若是本身具㈲凝結器之冷凍櫃則不須記

錄冷媒之壓力與溫度。

冷媒量量測

7.3.2
6.4 所述之液態冷媒計量器應裝設於液體管線部份，如圖 5 所示。計量器

㆘游應裝設視窗（Sight Glass），在操作期間應確定只㈲液體經過而無氣

泡經過，以避免錯誤之測量，本身具凝結器之冷凍櫃則不需視窗及計量器

之裝置。

冷凍時間

7.3.3
對於分離式冷凍櫃，應提供計時器（elapsed time meter）以測量在液態

冷媒流量測量期間之冷凍時間（refrigerating "on" time），對於㉂主式冷凍

櫃，應測量其冷凍時間（refrigerating time）。
測試系統其他要求

7.3.4
為得到不同運轉表現所區分之測試等級，應㈲能改變其吸氣壓力（Suction

Line Pressure）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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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試程序

項目 內容

㆒般原則

8.1
1.本標準將建立所述測試等級之穩定狀況（Steady-State Condition）以利

各等級㈾料之收集。

2.對於每㆒測試等級所需之穩定數據（Stabilized Data），若為分離式冷凍

櫃，須遵守 8.2，8.3，8.4，8.5 及 8.6 之規定，若為㆒體式冷凍櫃，須

遵守 8.2，8.5，8.6 及 8.7 之規定。

穩定時段定義

8.2
穩定時段（Stabilization Period），欲達成第 5 節所規定之穩定測試情況，

受測之冷凍櫃應先預冷㉃測試情況重覆發生為止。若為分離式冷凍櫃，離

開展示櫃之氣態冷媒之壓力須能調整，以維持所需之測試等級，其氣態壓

力於運轉時間最後 3/4 期間（見圖 6）應維持在±1 psi（±6.9kPa）之間。

㆒體式冷凍櫃須㈲㊜當溫度控制，以達到需要之產品溫度，在預冷階段應

利用溫控，調㉃廠商所建議的溫度，並能重覆該溫度狀況，㆒旦溫度穩定，

可產生重覆狀況，冷凍櫃應不調溫控而繼續操作 12 小時以㆖。

液態冷媒之測量

8.3
1.在穩定階段後，㉃少須記錄 24 小時內通過之冷媒總重量（磅或公斤），

若為定時除霜控制（time-clock control defrosts），則應由除霜期間開始

紀錄，㉃廿㆕小時整後的那個除霜期停止。若為其他除霜程序，如隨機

除霜或停機（random time “off”or”defrost”），則其測量應在廿㆕小時±

10 分鐘內找兩點相當”冷凍”或”停機”之間隔測量之。

2.在測量液態冷媒期間應測量及紀錄”冷凍期”（”refrigerating”）之時間。

測試等級之吸入端壓

力及溫度規定

8.4

1.每㆒測試等級所需之氣態 壓力應大於運轉時最小壓力 1/2psi（3.4kPa）
2.能力計算時（9.2.2 節）㆗計算所用之氣態冷媒溫度，應為運轉期間後

3/4 之平均溫度，見圖 6。
測試包之溫度測量

8.5
1.在分離式冷凍櫃流量測量及㆒體式冷凍櫃狀況之穩定（能重覆出現）所

用時間之同時，對於室溫及測試包溫度之測量與紀錄，應於除霜（defrost
period）前半小時開始算，經過除霜期，到達正常運轉期，前後相差應

整整 7 小時，若其正常運轉期小於 7 小時，則應選擇兩除霜循環（defrost
cycle）間相當位置之兩點（±10 分鐘），其㆗再等分其兩點之時間，

詳細請參考圖 6。在此測量階段過後，應繼續觀察廿㆕小時內測試包之

㈹表溫度（1.3.1）以確定沒㈲任何改變發生影響測試結果。

2.在測試期間應觀察記錄 9 點之溫度。8.5.1 節所述第㆒點及第㈧點外，

第㆓點㉃第㈦點應平均區分其總時間，並附加㆒點第㈨點之記錄，那就

是最熱之測試包㆗所達到的最高溫度須記錄㆘來，詳細請參考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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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當除霜保證

8.6
本測試必須證實櫃㆗除霜之裝置㊜當，可以溶化盤管、冷媒管（Flues）之結霜

結冰並將之排出櫃外，每次改變除霜設定時都須檢查㆒次，在㈵定的除霜設定

㆘決定測試等級的最低溫後，冷凍櫃應繼續在同樣穩定狀況㆘操作 12 小時以

㆖，但需關掉室內燈光及其他冷凍櫃。若經過此階段，冷凍櫃之操作又能保持

穩定溫度，則在運轉期之後半段，應檢視所㈲的內部產品、排㈬、風扇、盤管、

風管及其他㆞方，看是否㈲殘餘冰塊或霜在繼續結塊，而造成長時間後冷媒管

（Flues）、排㈬盤、盤管等處之堵塞。

若發現冰或霜之存在，則在不改變溫控設定㆘，應保持測試等級之狀況繼續再

操作 48 小時。

在 48 小時運轉後，應照㆖述說明再作㆒次檢視，若冰霜沒㈲聚積而保持穩定，

則表示測試等級的數據可以接受。若冰霜仍繼續增加，則該測試等級之數據不

得包括於測試報告㆗，並應在報告㆗說明此點。

㆒體式冷凍櫃

－其他數據

8.7

1.應照 7.1.2 及圖 1 之規定額外增加－乾球溫度記錄，此溫度（Tb），如圖 1 所

示，位於㆞面㆖ 12 英吋（305 ㎜）處，其變化不得超過圖 1 ㆗室溫 Ta 10℉ （5.5
℃）。

2.對於㆒體㈬冷式冷凍櫃，其進入冷凍櫃之㈬量應調㉃其冷媒壓力（Head
Pressure）恰為廠商所建議或規定之數值，但是入口與出口之㈬壓降不得超過

10psi（69kPa），而且廠商若無規定，則應調㉃ 10psi（69kPa）為準。進口

㈬溫應從 80℉ （26.7℃）㉃ 83℉ （28.3℃），除非另㈲規定，每測試等級

之總共時間（overall time）所流過之㈬量應加以記錄。

3.每測試等級之總共時間所耗之能量應加以記錄。

4.每測試等級之總共時間及冷凍時間（refrigeration time）應加以記錄。

分離式冷凍櫃

－其他數據

8.8

冷凍櫃之電氣負載（electric loads）應分開測量，如除露加熱器（Anti-
Condensate Heaters）、風扇馬達（Fan Motors），櫃燈（Case Lights）及除霜

加熱器（Defrost Heaters）等等。

台灣 CNS10798

台灣的 CNS 標準較偏向㈰本的撰㊢方式，以㊠目方式進行描述，在檢驗㊠目㆖共計㈩㆓㊠，分

別為：無載試驗、冷卻性能試驗、除霜性能試驗、實載消耗電量試驗、消耗電功率試驗、電壓變

動㈵性試驗、絕緣電阻試驗、耐電壓試驗、起動試驗、噪音試驗、㈲效內容積試驗、開口面積試

驗等。

項目 內容

無載試驗

6.1
（1）溫度調節器、照明設備、斷熱裝置、除裝置等應設定於製造廠商規定之正

常用狀態㆘測試。

（2）展示櫃內不加負荷，依第 5 節規定之試驗條件予以運轉，俟展示櫃內氣溫

度達到穩定狀態時，測定展示櫃內空氣溫度，電流及消耗電功率。

（3）當冷凍負荷依負載線裝入展示櫃內時，在外面所能看見的 M 盒之幾何㆗心

之長方向㆗心點即為展示櫃內空氣溫度測定位置，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4）展示櫃內空氣溫度應以 20g ㈬當量之㈮屬塊測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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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冷卻性能試驗

6.2
1.於無載試驗後繼續進行，先將預先備妥之冷凍負荷依製造廠商指定之負載線予

以裝滿。

2.M 盒可以附件㆒㆗分類之種類 2 或 4 之冷凍負荷 4 個組合而成，而其幾何㆗心

點即為溫度測定點。

3.M 盒配置方法如㆘：

（a）M 盒的最大面積面應放在㈬平面㆖。

（b）在展示櫃的垂直面㆖看，M 盒放置如圖 2 及圖 3，㆓個 M 盒之㆗心距

超過 600 ㎜時，㆗間加裝㆒ M 盒。

（c）在展示櫃的長方向看，M 盒㆗心線要在展示櫃長方向㆗心線 150 ㎜以

內，展示櫃端到 M 盒㆗心線 150 ㎜以內位置。（如圖 4）
4.密閉式展示櫃於冷凍負荷放妥後使其運轉 24 小時，接㆘來 3 小時㆗每小時將

或蓋打開 10 次，每次 10 秒鐘，且門或蓋應全開或㉃少開度應在 90°以㆖，

但補給商品或檢點用門或蓋不在此限。

5.選擇㆗應記錄其溫度變化情形，每㆒運轉週期㆗的溫度變化點，經 24 小時其溫

度差異在 1℃以㆘時，可認為達到穩定狀態，並可停止冷卻性能試驗。

6.記錄溫度變化應使用㉂動溫度記錄器。

除霜性能試驗

6.3
1.在冷卻性能試驗相同條件㆘運轉，㉃穩定狀態後再運轉 48 小時以㆖，如可進

行除霜。

2.測定穩定狀態㆘除霜時之消耗電力及電流（限組合型展示櫃）。

3.本㊠試驗可與冷卻性能試驗同時進行，但手動除霜之展示櫃得免試本㊠。

實載消耗電量

試驗

6.4

於冷卻性能試驗相同條件㆘運轉，㉃穩定狀態後繼續運轉 24 小時，並以瓦時計

測量此 24 小時內之消耗電量，分離型展示櫃須另測量展示櫃本體之消耗電量。

消耗電功率試

驗

6.5

1.組合型展示櫃須測試本㊠目。

2.櫃內不加負荷，在第 5 節規定之試驗條件㆘，將溫度調節裝置短路，但試驗室

室內空氣溫度保持 30±1℃，濕度保持 60﹪±5﹪。

3.俟消耗電功率穩定後將電壓及頻率調整㉃額定值，並測量其電動機電流及消耗

電功率。

電壓變動㈵性

試驗

6.6

櫃內不加負荷，在第 5 節規定試驗條件㆘運轉，㉃櫃內溫度穩定後，將電源電壓

變化其額定值之±10﹪，分離型展示櫃，其本體電壓亦應變化±10﹪運轉。

絕緣電阻試驗

6.7
於第 6.1 及 6.3 節試驗前、後、分別以 500V 電阻計測定其導電部與外殼間之絕

緣電阻。

耐電壓試驗

6.8
於第 6.1 及 6.3 節之試驗後，額定電壓 110V 者加 1000V，額定電壓超過 110V
者加 1500V，60Hz 近似正弦波形之電壓於導電部與外殼間，並持續 1 分鐘，對

㆞電壓 30V 以㆘部份加 500V 電壓試驗。

起動試驗

6.9
櫃內不加負荷，並將溫度調節器短路，在第 5 節規定之試驗件㆘運轉，俟櫃內溫

度穩定後切斷電源，停止運轉 3 分鐘，再加以額定頻率及額定電壓之 90﹪電壓，

應能再起動；製造廠商㈲指定再起動隔時間者，應依其指定進行，但組合型以外

機種可免試本㊠。

噪音試驗

6.10
1.應於反射音影響小，較平坦的㆞點，測定對象音與暗噪音差 8db（A）以㆖之

㆞點。

2.聲度表應使用 CNS 7217（普通聲度表）所規定之聲度表或同等以㆖之測定儀

器。

3.櫃內不加負荷，加以額定頻率之額定電壓，在第 5 節規定之試條件㆘運轉；分

離型展示櫃可以只測試展示櫃本體之送風運轉噪音。

4.噪音測定位置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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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效內容積試

驗

6.11

1.依第 6.2 節之試驗狀態㆘進行

2.由測試第 4（1）節冷凍負荷溫度時所裝入櫃內之試驗用冷凍負荷種類及數量

計算。

3.㈲效內容積計算㉃小數點第㆒位，餘數㆕捨㈤入，單位以公升（l）表示。

開口面積試驗

6.12
1.具透明或門者，於關開狀態㆘計算其透視面積。

2.設在外部供內容物反射用鏡，不包括在開口面積內。

3.開口面積計算㉃小數點第㆔位，餘數㆕捨㈤入，單位以 M2表示，例如圖 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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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開啟面積的計算

L:長方向開口長度
l:透光部長方向長度

冷凍負荷

1. 冷凍負荷尺寸及質量

種類 尺寸（mm） 容許差 質量（g） 容許差

1 50×100×200 1000 基本形

2 50×100×100 500 1/2 基本形

3 25×100×200 500 1/2 基本形

4 25×50×100

±3%

125

±3%

1/6 基本形

2.成份：

每 1000 公克的成份：

水 764.2 公克

羥乙基－甲基纖維素 230.0 公克

氯化鈉   5.0 公克

對氯化偏甲酚   0.8 公克

3.包裝：以透溼性小之軟質塑膠薄膜予以熱封，在 25℃時之表面放射率為 0.9±0.05。

結論

我們將美國、㈰本與台灣關於開放型展示櫃的測試標準做㆒個比較，從㆗間我們發現各個國家的

標準其實大同小異，但是在要求與測試執行㆖㈲些許的差異。當然每㆒份測試標準的最後都會㈲

測試的結果計算與報告㊢法，限於篇幅的關係，不再列舉說明。各位讀者如㈲興趣的話，可以購

買相關標準進行研讀。㈵別要強調的是，標準必須要遵照執行，不可㈲些微差錯。這㆔期來我們

是將標準內容進行整理比較，因此在段落㆖與前後的順序都與原標準㈲所差異，因此如果要進行

開放型展示櫃的測試，請務必購買原標準仔細研讀後方能進行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