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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冠病毒疫情下检测机构应急预案的实施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王 蓉

朱国锋

（嘉兴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

314000）

摘要：本文通过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分析，结合检测行业在“人、机、料、法、环”等环节的特点，介
绍检测机构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如何编制企业防控和应急预案，分析疫情应急预案的侧重点与一般安全生
产应急预案的差异，帮助检测机构顺利复工并战胜疫情的影响。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应急预案；检测机构；安全生产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引言

１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分析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持 续 发 现 多 起 病 毒

１．１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

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 ／ 肺部感染。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该 病 毒 被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命 名 为 新 型 冠 状
［１］

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呼吸道飞沫传播
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进一步明确。

病 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例多可以追踪到与确诊的病

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例有过近距离密切接触的情况 ［２］。

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统筹抓好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被感染，被感染的主要是成

“六稳”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坚

年人，其中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感染。

定信心，强化措施，实现有序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 日，妇幼健康司正式确定儿童和孕产妇是

笔者通过分析检测机构“人、机、料、法、环”等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群 ［３］。

节的特点，结合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特点，帮助检测

１．２ 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

机构提供撰写疫情应急预案的思路，保证企业有序复

感染病毒的人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症状，有的人只是

工，保护员工健康安全。

发烧或轻微咳嗽；有的人会发展为肺炎；有的人则更为
更加严重甚至死亡。该病毒致死率约为 ２ ～ ４ ％，但这

资助课题：“质量实践与科普教育基地开发研究”，课题项目号：SARV201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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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浙江制造”之认证创新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ａｄｅ＂
肖艳宾

董文惠

李 寒

（嘉兴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

314000）

摘要：本文通过“浙江制造”认证的具体实践，从“浙江制造”的标准创新、认证模式创新、现场认证评价
创新等维度分析总结“浙江制造”认证活动的创新之处。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浙“浙江制造”认证对企业在管
理提升、质量升级中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浙江制造”；认证；创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ａｄ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ａｄ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ｓｉｔ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ａｄ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引言

有很积极的借鉴意义。

２０１４ 年，中国第一个地方区域型公共认证品牌“浙
江制造”诞生，这是浙江省一直以来将政府引导推动和

１ 创新的概念

市场化运作紧密结合的成果。该品牌的核心是“区域品牌、

１．１ 创新的定义

先进标准、市场认证、国际认同”，方法是“标准 ＋ 认

创新是一个汉语词语，亦作“剏新”，一指创立或

证”，并且将产品质量、生产技术、服务信誉整合了起

创造新的，二指首先。

来。作为一个区域品牌，它象征着浙江制造业的领先性，

卓越绩效准则对“创新”的定义是：为了改变产品、

是浙江制造业的“典范”和“领头羊”，代表着产品的

过程或组织有效性及为利益相关方创造的价值而进行的

高水平及高质量。“浙江制造”认证实践历经 ５ 年有余，

有意义的改变。 创新包括采取某种新创意、新过程和新

目前已制定完成一千多份浙江制造团体标准，为上百家

技术，引入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 创新的内涵包括未

企业颁发了一千多张浙江制造认证证书，极大的促进了

来成功所必需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

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ＤＢ ３３／Ｔ ９４４．２－２０１７“浙江制造”评价规范 第 ２ 部分：

浙江制造认证模式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与其在认证活

管理要求 ［２］ 中对“创新”的定义是：以现有的思维模式

动中采取的创新实践密不可分。浙江制造认证不仅是全

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

国首个省级区域性认证品牌，而且在标准体系、认证模式、

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

现场认证评价等多维度采取了创新，对各种认证活动均

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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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材料应用于家用空调器的试验研究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Ｈｏｍ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马 闯1

李廷勋 2

李焕新 3

（1.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3.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
佛山

528311； 2. 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528311）

摘要：为推广抗菌功能的材料在家用空调器风道结构部件中进行应用，本文针对家用空调器相关零部件使用
抗菌功能材料，零部件表面细菌抑制生长情况进行试验研究。通过材料选择、配方优化、以及试验验证来实
现抗菌及抑菌的长效功能。
关键词：家用空调器；风道；抑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ａｉｒ ｄｕ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ｏｍ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ｍ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ａｉｒ ｄｕｃｔ； 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引言

加工条件下易分解失效，所以制备高性能的抗菌塑料，

家用空调器、净水机、空气净化器、冰箱、洗衣机

就需要选择和应用耐温性更好的抗菌剂，鉴于上述情况，

等家用电器，消费者使用一段时间后家用用电器部分涉

选择无机抗菌剂就更为合适。

水部件、空气流通部件等表面会滋生大量病菌、霉菌等，

无机抗菌剂是通过所含的金属离子的抗菌抑菌作用

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直接影响，因而抗菌材料的研究及

来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无机抗菌剂中实际经常使用的

应用于家用电器受到广泛关注。

金属离子是对人体安全的银、铜、锌等几种，其中银离

抗菌材料是一类对粘污在塑料上的霉菌、藻类、细

子的抗菌能力最强。银离子具有抗菌长效性好高效广谱、

菌等起到抑制或杀灭作用的材料，主要通过抑制微生物

安全环保以及无色无味、无毒无害等独特优势，目前银

的繁殖来保持自身的清洁，在包含家用空调器、净水机、

离子已经成为国际上较为新型和理想的抗菌材料 ［１－３］。

空气净化器、冰箱、洗衣机在内的家用电器领域，汽车
内饰上得到广泛应用。

将含银离子的抗菌剂融入家用空调器部件中，特别
是在容易滋生细菌的部件如：面板、底盘蜗壳、导风板、

由于传统有机抗菌剂存在毒性安全性较差、化学稳

过滤网、接水盘、排水管的材料中溶入银离子。使空调

定性较差、会对微生物产生耐药性、在塑料中易迁移，

部件具有强效抗菌能力，能抑制细菌生产繁殖。空调冷

特别是有机抗菌剂耐高温、耐高压等耐热性较差，相应

凝水经过接水盘和排水管排出室外，潮湿的环境容易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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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ldflow 的一体包胶插头表面质量 CAE 优化分析
ＣＡ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Ｇｌｕｅ Ｐｌｕ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胡高荣

成 瀚

李 震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文彬
宁波

余火明
315300）

摘要：一体插头包胶注塑时，产品表面易出现熔接线、缩影、应力痕等外观缺陷，插头浇口位置及数量的选择，
对外观有着直接性的影响。本文结合包胶注塑成型工艺特点，运用 Moldflow 软件对一体插头一点网尾进胶、
两点网尾进胶、头部假网尾一点进胶等不同进浇方式进行 CAE 模拟分析，并开实验模做相关验证，得到了一
点网尾进胶、两点网尾进胶、头部假网尾一点进胶设计的优缺点，确定最优化浇口设计方案，来对插头表面
质量问题点进行改善。
关键词：一体插头；包胶注塑；Moldflow；浇口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ｇｌｕｅ ｐｌｕｇ ｉｓ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ｌ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ｓ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ｌｄ ｌｉｎｅｓ，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ｒｋｓ， ｅｔｃ．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ｕｇ ｇ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ＡＥ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ｄ ｓｌｅｅｖｅ， 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ｎ ｔｗｏ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ｄ ｓｌｅｅｖ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ｕｇ ｓｉ－
ｎｇ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ｋｅ ｃｏｒｄ ｓｌｅｅ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ａｔｅ ｄｅ－
ｓｉｇｎ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ｌｕ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ｇｌｕｅ ｐｌｕ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ｌｄｉｎｇ； ｍｏｌｄｆｌｏｗ； ｇａｔｅ

绪论

道系统和浇口的尺寸都应设计得较大，理论上则应该优

在模具设计前期尤其是对复杂易变、外观质量要求

先考虑采用侧浇口、扇形浇口，但是在实际生产中，除

高的模具设计前期，应用 ＣＡＥ 分析软件针对注塑成型分

了满足自动化生产，以及考虑生产成本，采用潜浇口、

析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可以协助模具设计人员在模具

牛角浇口居多 ［１］。

设计前期及早发现模具和成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
提高设计效率和准确性。塑胶件的注塑质量有很大的比
例源于注塑模具的设计，而模具结构参数中的进胶位置
和浇口类型是重中之重。对聚氯乙烯（ＰＶＣ）塑料进行
模具设计时，由于 ＰＶＣ 塑料流动性较差，相对应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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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体包胶插头，即一次包胶产品存在以下问题
点：
１）一次性包胶，产品表面有熔接线、缩痕、气纹、
鼓包等表面质量问题；
２）注塑成型周期长，产品成本上升，不符合现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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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器纸箱机器人自动装配系统设计及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陈传好 1

刘文波 1

余和青 1

方文权 2

（1.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 广州擎天德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
广州

510300；
510800）

摘要：根据空调器外机纸箱机器人自动装配精度要求，分别设计了纸箱定位成型夹具和纸底托定位机构。纸
箱定位成型夹具利用浮动装置中钢珠滚轮可沿多方向滚动及旋转的特性，消除了纸箱来料时的水平平移和旋
转偏差；同时集成了吸盘、驱动装置、锁紧装置，设置了运动限位及定位参照，实现了纸箱的吸附、定位、
成型功能。纸底托定位机构利用十字机构可沿两个方向运动的特性实现了纸底托四角定位；同时集成升降机
构、对中机构、左右夹紧机构，实现了纸底托四边及四角的定位夹紧。将纸箱定位成型夹具装载于机器人上，
实现了纸箱的自动化装配。
关键词：浮动定位；机器人；纸箱；纸底托；十字机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Ｃ ＯＤＵ ｃａｒｔｏｎ ｒｏｂｏ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ａｒｔ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ｊｉｇ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ｉｘｔｕ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ｌｌ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ｏ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ｎ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ｐ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ｎ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ｍｏｖｅ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ｒｎ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ｃｌａｍｐ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ｍ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ｃｏｒ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ｉｘ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ｏａ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 ｃａｒｔ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ｒｏ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引言

与互换性原理 ［２］，必须保证装配时两个工件的位置偏差

在大量的自动化应用如搬运、装配、焊接等场合中，

在一定允许范围内，两者的位置偏差之和不能超过装配

由于大部分机器人或专机的动作比较固定，一般都是从

配合公差。在空调外机纸箱装配应用中，要将纸箱准确

固定点到固定点的精确运动，无法自动适应来料的大范

套入空调外机纸底托上，需分别对纸箱及空调外机纸底

围偏差变化，因此通常需要对来料进行机械定位，使物

托进行定位。因此，本文分别设计了纸箱定位成型夹具

料处于一定偏差范围内，方便自动化工装夹具对物料进

和纸底托定位机构，分别对纸箱及纸底托进行了定位，

［１］

行抓取、装配、加工等 。对于自动化装配，根据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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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了其来料偏差，实现了自动化装配。

技术·创新 /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离心风机外流场导流模块的优化设计与仿真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Ｆａｎ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吴 凡

田士博

林海佳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许 红
珠海

519000）

摘要：基于 CFD 计算方法，对某空调离心风机出风腔进行流场分析。加装导流装置并对其圆角结构进行多工
况对比计算优化，随着风机转速不同，使其风量提高 0.27 % 至 3.69 %。制作导流工装完成试验对比验证，
综合平均误差 5.62 %，验证了此方法的可靠性，说明利用 CFD 计算方法可以有效的节约产品开发成本，降
低研发周期。
关键词：离心风机；风量优化；优化设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ａ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ｆａｎ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ｇｕｉｄ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ｗａ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ｕｎｄｅｄ ｃｏｒ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
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ｉ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０．２７ ％ ｔｏ ３．６９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ｒｒｏｒ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 ％， ｗｈｉｃｈ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Ｆ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ｆａｎ； ａｉ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引言
某特种空调由于其低焓差，高风量的性能特点，常
在机组中应用大风量的离心风机。所以为保持整机结构

微分形式的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分别为：连续性方程、
动量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 ［２］。其中：
连续性方程 ：

高度紧凑，在不破坏原有风腔壳体的条件下优化导流装
置，整流风道，提升风量，降低流体能量的损耗显得尤
为重要。
利 用 计 算 流 体 力 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ＦＤ）仿真可以直观高效的分析流体运动规律，与传统
实验互补分析，互补验证，寻找最佳优化点，根据 ＣＦＤ
流场分析结果，通过反复分析并调整流场结构，完成优
化指导。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研发成本，有效的缩短产
品开发周期 ［１］。

１ 理论控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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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ρ —流体密度，ｋｇ／ｍ３；
ｔ—时间，ｓ；
ｕ 、ｖ 、ｗ —为 ｘ 、ｙ 、ｚ 三个方向的速度矢量分量，ｍ／ｓ。
动量方程 ：
（２）
（３）
（４）

技术·创新 /

LabVIEW 和 NI OPC 在 C# 程序控制 PLC 中的应用研究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ＮＩ ＯＰＣ ｉｎ 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Ｃ
樊明亮 1

陈传好 1

唐民军 2

马 芳1

（1．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 武汉电器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州
武汉

510300；

430050）

摘要：为了解决 C# 等文本编程语言实现控制 PLC 难的问题，本文介绍在 NI OPC Server 的基础上，利用
LabVIEW 丰富的 PLC 的驱动资源和 LabVIEW 控制 PLC 的简便性，将 LabVIEW 控制 PLC 的 VI 方法封装成标准 C
动态链接库 (dll) 的形式，供 C# 等其它编程语言调用，简化了 C# 程序对 PLC 的控制过程，提高了编码效率
和对 PLC 控制的稳定性。
关键词：LabVIEW；NI；OPC Server；C#；PLC；动态库；程序控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ＬＣ ｗｉｔｈ ｃ ＃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ｘ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Ｉ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ｂｙ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ｃ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ｌｌ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ｉｎ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ｃ ＃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 ＰＬＣ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ｂＶＩＥＷ； ＮＩ；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Ｃ＃； ＰＬ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引言

制标准 ［１－３］，兼容了各大工控厂商的设备驱动程序，使得

在过去，采集现场设备数据信息，每一个软件开

ＬａｂＶＩＥＷ 与各类厂商的 ＰＬＣ 通讯在 ＮＩ 的 ＯＰＣ 基础上通

发商都需要开发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种类

讯更加简单方便，只需要设置对应的变量名即可。但是

繁多，加上设备不断的升级换代，无形中给软件开发

不足的是，使用 Ｃ＃ 等其它文本语言开发的程序要与 ＰＬＣ

商增加了很大的工作负担，系统集成商和软件开发商

通讯，需要研究透 ＰＬＣ 的 ＰＰＩ 或者 Ｍｏｄｂｕｓ 等协议，编

急需一种通用、高效、标准、开放的设备驱动标准程序，

程人员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不同的厂商的 ＰＬＣ 协议，

此时，各类 ＯＰＣ（ＯＬＥＭ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标准应

这给开发人员带来较大的不便。

运而生。

为了解决 Ｃ＃ 开发程序与 ＰＬＣ 通讯复杂、困难、研

在工业测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国仪器 ＮＩ（Ｎａ－

究周期长等问题，本文在 ＬａｂＶＩＥＷ 和 ＮＩ Ｏ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平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除了推出图形化开发环境 ＬａｂＶＩＥＷ

台基础上，介绍利用 ＬａｂＶＩＥＷ 编写控制 ＰＬＣ 的 ＶＩ 子

和 ＤＳＣ （Ｄａｔａ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数据记录

程序，并将 ＶＩ 子程序编译成动态库形式，提供给 Ｃ＃

与监控模块之外，还有在各大工控厂商和软件厂商大力

开发人员去调用，使用这种方法控制 ＰＬＣ 方便、简单、

支持下推出 ＯＰＣ（ＯＬＥＭ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现场过程控

稳定，Ｃ＃ 开发人员无需花大量时间去研究 ＰＬＣ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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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计量自动化在线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ｆｏｒｍ Ｌｏ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吴兴广
（广州市兴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510300）

摘要：电能是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能源，因此必须重视电力运行管理工作。电力运行管理中
的线损问题直接关系到电力企业的效益，本文简单阐述了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的相关情况及四分线损的概念，
并结合工作经验，分析了电力运行中线损存在的原因，最后给出应对线损的自动化技术应用建议。
关键词：线损管理；电力计量；自动化技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ｏ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ｏｓｓ”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ｏｓ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ｙ 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ｏ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引言

移动通信网络，另外，可利用数个计量点来完成测量工作，

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之际，电能的实际需

这样可以使得所获数据更为精准。对电力计量自动化系

求大幅增加，电网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然而从电网管

统予以充分应用，可以使得电网系统管理的自动化程度

理的现状来看，因为管理工作并未落实到位，所以线路

大幅提升，而且能够确保电网运行更为安全，更加稳定。

耗损持续加大，这样一来，资源浪费变得较为严重，电

１．２ 四分线损概述

网也无法保持稳定的运行状态。而要保证线损能够得到

四分线损即是电力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从四个方面

有效控制，必须要加强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的研发工作。

针对线损展开管理，具体如下：①分压管理，简单来说
就是针对不同电压等级导致的线路损耗展开全面分析。

１ 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和四分线损概述

在展开管理时，要切实做好电压等级的考核，在此基础

１．１ 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概述

上对实际的损耗展开统计、分析；②分区管理，也就是

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是将计算机、电能计量、电力

要依据具体的行政单位来完成好供电区域的划分，进而

营销、数字通信等方面的技术整合起来，通过其能够在

对每个区域中线路产生的实际损耗予以分析，这样就能

第一时间完成系统中相关信息的采集工作，并对这些信

够对线路损耗的具体情况有清晰的认知，通过计算就能

息展开全面分析。对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予以分析可知，

够对不同区域的线损率就可以有准确的了解；③分线管

其运行的通信载体主要有两个，即专用通信网络、公用

理，也就是要针对不同运行线路展开统计，了解线路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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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用类制冷器具各项抽查安全方面的不合格案例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徐春建 1

董文惠 1

都周云 2

（1. 嘉兴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

314000

2. 嘉兴市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嘉兴

314000）

摘要：本文结合近年来在家用类制冷器具的各类抽查中常见的安全类不合格案例，依据其执行的国家安全标
准 GB 4706.13-201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和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不合格产生的原因并提
出改进意见，促进制冷器具行业的质量提升。
关键词：制冷器具；GB 4706.1；GB 4706.13；案例；安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
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０７０１）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ａｆｅｔｙ－Ｐａｒｔ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Ｂ ４７０６．１３－２０１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ａｆｅｔ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ｃｅ－ｃｒｅａｍ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ｃｅ－ｍａｋ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ＧＢ ４７０６．１； ＧＢ ４７０６．１３； ｃａｓｅ； ｓａｆｅｔｙ

引言

２０．０ ％。制冷产品行业过高的不合格率与人们对高品质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的需求严重不符，行业存在很大的质量提升及

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需求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与提升。

转型升级的空间和潜力。

制冷器具产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其行业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但在市场消费升级以及行业间竞争

１ 制冷器具安全方面要求

日益加剧的双重压力下，部分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质量提

现阶段制冷器具产品的安全方面要求主要依据

升动作缓慢或者收效甚微。市场上仍然充斥着大量的低

ＧＢ 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

价劣质产品。以 ２０１９ 年国家质量监督抽查为例，冷柜产

分：通用要求》、ＧＢ ４７０６．１３－２０１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

品抽查了 ７ 个省（市）３０ 家企业生产的 ３０ 批次冷柜产品，

电器的安全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其中 ７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达 ２３．３ ％；电冰

以及 ＴＣ ０４ 的各项决议等对安全项目进行考核，另外辅

箱产品抽查了 ８ 个省（市）５６ 家企业生产的 ６０ 批次电

以国家质量法等各项法律法规要求综合评定。制冷器具

冰箱产品，其中 １２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高达

产品需要满足包括对应国家标准、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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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磁炉与电陶炉性能比较分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ｏｂｓ
蔡向明

王婷婷

汤培勇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00000）

摘要：市场上，家用电磁炉与电陶炉在外观、功能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容易给消费者造成混淆。本文从电
磁辐射、噪声、余温散热、烧水模式、爆炒 / 煎炸模式 5 个角度出发，对家用电磁炉与电陶炉进行性能比较
分析，帮助消费者深入了解这两类产品的区别，引导消费者正确地选择和使用。
关键词：电磁炉；电陶炉；电磁辐射；性能比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ｏｂ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ｏｎｆｕ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ａｄｉａ－
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ｒ ｆｒｙｉｎｇ ／ ｆｒｙ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ｏｂ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ｕｉｄ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ｋ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ｏｂ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引言

近两年发布的主流品牌共 ２０ 款产品进行比较试验。电磁

作为家用烹饪炉具，电磁炉与电陶炉产品外观漂亮、

炉与电陶炉各 １０ 款，额定功率均在 ２ ０００ ～ ２ ２００ Ｗ 之

携带方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喜爱。市场上，

间，面板上烹饪区域直径均在 １９０ ～ ２２０ ｍｍ，烹饪区域

电磁炉与电陶炉产品种类繁多，价格高低不一，两者在

均为规则圆形的、单灶头（单加热单元）的便携式产品。

外观、功能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往往令消费者不知如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次研究的 ２０ 款产品按类别分别进

何选择。电磁炉与电陶炉究竟有什么差别呢，消费者该

行逐一编号：电磁炉 １ 至 １０ 号，电陶炉 １ 至 １０ 号。

如何选择呢？
为解决这些疑问，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比较试验的项目总计 ５ 项，包括 ： 电磁辐射、噪声、
余温散热、烧水模式、爆炒 ／ 煎炸模式。

的技术人员对电磁炉与电陶炉产品的安全和使用性能进
行检测和比较，让消费者能够深入地了解这两类产品，

１．１ 电磁辐射

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指导消费者根据所需进行选择。

该项目考核炉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产生电磁辐射的
情况。依据 ＩＥＣ ６２２３３ 进行试验 ［１］，分别检测电磁炉与

１ 样品情况及比较项目

电陶炉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距离炉具边缘 ３０ ｃｍ 处的所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可比性，本次研究选择了市场上

有可能位置，移动磁场传感器，记录所有测量点的 Ｗ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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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制造对防静电的要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ｓｔａｔｉｃ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邱彦博
（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

广州

510663）

摘要：本文阐述了静电对电子产品制造中所产生的危害，说明了预防和消除静电的必要性，分析了静电产生
的原理，提出了建立、实施和保持静电预防和消除所需的基础设施、工作环境、人员能力以及相关管理制度，
为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静电产生原理；静电危害；静电预防和消除；防静电管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ｓｔａ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引言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电子电器生产和出口大国，

移，这时静电的作用和危害就产生了。
１．２ 静电产生的原理

电子元器件和电路集成电路板为电器产品关键件，静电

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的基本结构为质子

在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中危害重大，为了提高电子电器产

（正电）、中子（不带电）及电子（带负电）。正常状

品的质量，增强电子电器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

态下原子中的质子与电子数量是相同的，这时物体对外

制造的产品影响力，我们需了解静电产生的原理，重视

表现出不带电，当两个物体之间相互接触和分离（如物

电子产品制造中对静电的预防和消除，加强对防静电的

体之间的摩擦），这时一个物体就会从另外一个物体上

管理。

带走一些数量的质子或电子，这时两个物体上的质子数
与电子数都不相同，一个物体带正电，另外一个带负电，

１ 静电产生的原理

这样静电就产生了。当带静电物体与其有电位差的物体

１．１ 静电定义

接触时发生了电荷转移，这时静电的作用和危害就产生

物体表面过剩或不足的静止电荷。

了。现实中物体与物体之间的接触和分离是常见的，所

一个物体或物体表面产生的正电或负电就是静电，

以静电的产生也是无处不在。

当带静电物体与其有电位差的物体接触时发生了电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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