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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操作原理
冷風機主要結構與風扇相似，但加添

了一個儲水器及一個循環捲動的水簾。「代

用冰磚」（ice-substitute）（俗稱「雪種」）是冷

風機必備配件，通常附送2個，作用是把儲

水器內的水降溫；用戶必須經常把它放入

雪櫃急凍格（即冰格）內降溫及備用，當一

個在儲水器內的代用冰磚完全解凍時，另

一個可即時補上。水簾把冰水不斷從儲水

器捲出，當空氣進入冷風機時，可以被冰水

輕微降溫，令吹出的風「冷」一些。

水簾的水揮發到空氣時，水會吸收一

點潛熱（latent heat of evaporation），令空氣

降溫。

樣本
測試了5款型號，售$480至$1,128，

輸入功率由50至80瓦特，附送遙控器，3款

附送兩個代用冰磚，1款送1個，1款送3

冷風機

個。全部樣本都是座地式，4個有滾輪方便

移動。

安全測試
安全測試主要參考為電風扇而設的

新版國際標準IEC60335-2-80：2002進行。

測試的5個樣本中，「Innotec」（#1）完全通

過電風扇標準IEC60335-2-80：2002的測試

項目。部分樣本在個別項目未能符合標準

要求，例如有下列問題：

（一）「APPE」（#5）、「美的」（#4）及

「施樂牌」（#3）的外殼及/或支撐開關掣物

料遇約850℃的灼熱絲（glow wire）測試會�

火，顯示如電器內部發生故障（例如短路）

是否物有所值？
冷風機又稱涼風機或冷風扇，依靠用戶加入

的冰或預先雪凍的「代用冰磚」，聲稱可吹出涼快

的風。冷風機大多宣傳能比電風扇吹出更涼快的

風，甚至聲稱涼快效果接近冷氣機，而又比冷氣機

慳電得多，一些更加上空氣淨化、負離子及光觸媒

等普通電風扇較少提供的特點，以吸引用戶選購，

特別是一些寢室不能安裝冷氣機或嫌冷氣機太凍

太耗電的用戶。然而，冷風機的表現真的切合宣傳

聲稱嗎？測試對冷風機作出詳細的剖析。

代用冰磚（ice-substitute）俗稱「雪種」，是冷風機

必備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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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備用狀態。由於在接觸或清洗代用冰磚

後手難免沾濕，用戶應抹乾手才觸摸電掣，

在加冰或換水前應先把插頭拔出，或利用

插座及拖板上的電源掣切斷電源，以策安

全。冷風機用完後亦宜把電源完全切斷，以

節省電力。

效能測試
效能測試參考了為蒸發式空氣冷卻

器 （Evaporative Air Cooler）而設的澳洲標準

AS2913的原理及部分測試方法，根據本港

氣候條件及實際使用情況進行。測試以香

港的環境濕度為基準，分三種測試環境，在

恆溫恆濕實驗室內進行：

A. 33℃/80% - 香港天文台資料顯示，

過往6月至9月相對濕度平均超過80%，而

而產生高溫，或可能因此增加�火危險。鑒

於市面部分產品仍根據1997年版本標準

生產及測試，本會亦額外依據1997年版標

準，用550℃較低溫的灼熱絲測試，結果顯

示所有樣本用舊版本標準測試都不會�火。

（二）「Turbo」（#2）的電路板外殼

遇針焰（needle flame）測試會�火，顯示

一旦附近物料起火，火勢可能蔓延。但如

果根據1997年舊版本標準，樣本則通過

測試。

（三）「APPE」（#5）使用的電源線規

格較低，應選用較粗電線。

（部分廠商採用加濕器的國際標準

IEC60335-2-88及IEC60335-2-98進行

測試，惟各有關標準在上述項目的要求都

一致，只是最近期版本比舊版本嚴格。）

手濕觸電危險較高

全部樣本都沒有顯示有任何防水設

計，只有個別樣本在說明書呼籲用戶小心

避免沾濕機身。本會認為使用時冷風機經

常載�水，用戶有可能用濕的手接觸面板，

或弄濕機身，所以參考國際標準加入有關

防滴保護（drip-proof）測試。結果發現所有

樣本都有基本防水保護。雖然如此，由於機

內有水箱，用戶在使用時仍要多加留心，以

免打翻水箱造成漏電危機。

用完後應把電源完全切斷

全部樣本都配備遙控，但無一具備可

完全切斷電源的開關掣。儘管用戶可用遙

控器或機身上的輕觸掣將冷風機關掉，但

事實上機內的電路仍接上電源，處於通電

$1,128

IC-3100C

1
Innotec

$780

TAC-400

2
Turbo

$699

SR-888

3
施樂牌  Silk-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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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氣溫溫度可達33℃。此測試環境可模

擬本港夏季較炎熱的情況。

B. 29℃/90% - 模擬氣溫稍低但較潮

濕的環境，大概是夏天雨季的情況。

C. 26℃/65% - 模擬溫度不太冷的冷

氣房情況。

最高效能也只能降溫2℃

測試時樣本按說明書指示加入水及

經雪櫃冷凍至零下18℃的代用冰磚，樣本

有額外「冷凍絲架」的也同時放入機內，有

機頂冰格則加入適量冰粒。開動冷風機後

在出風口收集吹出的風，即時量度空氣溫

度和濕度與入風口的分別。結果發現3種室

內環境下，以表現得最好的樣本來說，量得

的出風口溫度最多只比入風口下降約2℃，

故只能使室內氣溫輕微下降。相比冷氣機的

出風口溫度能持續比入風口低超過12℃，

冷風機的製冷效果並不明顯。

運作一段時間後溫度回升

冷風機最明顯的製冷效果通常在放

入代用冰磚之後的1小時內出現，運作一段

時間後，冰水溫度回升，「冷」風效果便逐漸

減弱。「施樂牌」（#3）在運作1小時後仍能

維持出入風口的溫差；「美的」（#4）在運作

15分鐘後，出風口的溫度開始回升。另一發

現是所有樣本當未加入代用冰磚時，單靠

水喉水不但不能為空氣降溫，量得的出風

口溫度更比入風口稍為上升約0.5℃，這可

能是機內馬達散熱所致。

本港氣候環境冷風機難發揮
由於冷風機會放出濕氣，所以實驗室

又量度了出風口與入風口的濕度分別。在

65%的相對濕度之下，出風口的冷風濕度

比入風口平均上升了約5%。當進入機身空

氣濕度為80%時，量得升幅約2%；相對濕

度達90%的「濕立立」狀態，機內的水分已

很難揮發，出入風口濕度未見明顯分別。這

表示當空氣的濕度愈高，水簾的水愈難揮

發到空氣中及吸收潛熱，不能發揮蒸發降

溫（Evaporative Cooling）的作用。

較適宜於乾燥環境
空氣愈乾燥，水簾愈容易揮發出水

分，冷風機效能便愈佳。所以冷風機在乾燥

而酷熱的氣候環境下（例如澳洲夏天）效果

會較佳，可帶來涼快感覺，又可提升室內濕

度。負責效能測試的實驗室特別揀選了其

中一個樣本，在溫度29℃及濕度40%較乾

熱的條件下測試效能，發現溫度可較大幅

下降5℃至24℃，涼快效果應較明顯。但本

港夏日氣候潮濕炎熱，水簾水分揮發的現

象不顯著，所以降溫效果並不明顯，除非冷

風機與冷氣機同時使用。

濕度增加開冷氣徒浪費電力
不過，若冷風機與冷氣機齊用，無論

冷風機放出的水分是多是少，冷氣機仍須

將濕氣抽走，冷風機無疑令冷氣機多添了

負荷，使冷氣機耗電量增加。如想更快將

冷風吹送，相信用普通風扇來擴散室內冷

氣，更為可取。

輸入功率及
空氣流速都有偏差

所有樣本聲稱的功率與實際量得的

功率都有差異，樣本聲稱的輸入功率 由50

至80瓦特，實際量得的輸入功率由39至58

瓦特，比聲稱少20%至35%。

實驗室在冷風機樣本的出風口量度

空氣流速，與聲稱數值比較，結果發現，除

$899

KTD-120

4
美的  Midea

$480

KYT-12

5
A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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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沒有聲稱最高空氣流速的樣本「施樂牌」

（#3）和「APPE」（#5）無從比較外，其餘樣

本聲稱的最高空氣流速與本會量得的數據

有很大差異。「Innotec」、「Turbo」和「美的」

樣本的實際最高空氣流速比聲稱的分別低

23%、86%和91%，也許產品聲稱是指樣本

內風扇能達到的最高表現，而本會量度的

是實際出風口的氣流。

注

[1]

[2]

[5]

[6]

樣本編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聲稱原產地

效
能
測
試
[3]

整體效能評分

降溫能力

操作耗電量

空氣流速

備用耗電量

安
全
測
試
 [4]

整體安全評分

其他項目

結構

額定電壓

功率
(瓦特)

聲稱

量得

聲稱最高空氣流速

量得最高空氣流速

重量(千克)

長x闊x高(毫米)

配件

樣
本
資
料
比
較

●●

●●

●●●●

●●●

●●●●●

●●●●●

●●●●●

■■■

1

Innotec

IC-3100C

$1,128

中國

1.32 W

220-240 V

80

58

0.22m3/s (800m3/h)

0.17m3/s

9.5

410 x 270 x 750

遙控、代用冰磚x2、
光觸媒隔塵網、膠喉

2

Turbo

TAC-400

$780

中國

0.6 W

c #

220-240 V

50

40

0.58m3/s (2,100m3/h)

0.08m3/s

5.07

遙控、代用冰磚x1

3

施樂牌 Silk-Road

SR-888

$699

中國

1.4 W

b #

230 V

60

39

資料不詳

0.03m3/s

7.2

300 x 300 x 625

遙控、代用冰磚x3

4

美的 Midea

KTD-120

$899

中國

0.96 W

b #

220 V

80

56

超過 0.33m3/s
(超過 20m3/min)

0.03m3/s

11.3

340 x 360 x 750

遙控、代用冰磚x2、
冷凍金屬架、
小工具、滾輪

5

APPE

KYT-12

$480

中國

0.9 W

a, b #

220 V

60

46

資料不詳

0.05m3/s

7.8

290 x 310 x 630

遙控、代用冰磚x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越好，最多五粒。

■愈多，表示空氣流速愈高，最多五個。

[1] 售價是約數，乃本會於2005年4月至6月在市面或向代理商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3] 整體效能評分的比重：

降溫能力(評估因素包括降溫幅度及持續時間) 40%

操作耗電量 30%

空氣流速 20%

備用耗電量 10%

如降溫能力不佳，整體評分會受限制。

[4] 整體安全評分的比重：

結構 50%

其他項目(包括不正常操作、防水保護和防觸電保護) 50%

a 使用規格較低的電源線
b 外殼及/或支撐開關掣物料遇850℃灼熱絲�火
c 電路板外殼遇針焰時�火
# 以上測試結果以IEC60335-2-80：2002進行。
鑒於市面有產品仍根據1997年版本標準生產，本會額外再根據1997年版標

準測試，結果發現樣本在舊版本標準下不會�火。

[5] 測試以220V及50Hz進行。

[6] 本會量度樣本的實際空氣流速，電源為220V及50Hz。

冷風機安全及效能測試比較表

底座直徑330，高1,170

風扇與冷氣機同時使用，更能將冷風吹送。

除將耗電量轉嫁雪櫃外，冷風機的濕氣依靠冷氣機

抽走，兩者同時使用，冷風機增加了冷氣機的負荷。

風扇 冷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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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

送出冷風原理

耗電量

出風口與入風口溫差

空氣流速 (最高風速)

濕度改變

安裝

使用方便程度

冷風機與冷氣機的比較

涼快效果

冷氣機

最小型號超過$1,200

把熱能經冷媒帶出室外

最少約750瓦特(以最小型號計)

約0.09–0.12 m3/s (以最小型號計)

抽濕

除移動式冷氣機外，須預留安裝
位置

較簡單

一般超過12℃(以最高風速計)

明顯，遍及整個房間，可連續供冷

冷風機 (又稱涼風機或冷風扇)

$500至約$1,100

利用冰水吹出較涼快及潮濕冷

風，同時將熱能傳送到代用冰

磚裏，其後再由用者將冰磚放

進雪櫃冰格內急凍，冰磚的熱

能透過雪櫃由背後散熱板散

出，但未被帶出室外

40-60瓦特
(未計雪櫃冷凍冰磚耗電量；如
同時用冷氣機，冷氣機可能因
要抽走濕氣而耗用更多電力)

約1℃-2℃(在是次測試環境下)

約0.03 - 0.17 m3/s

輕微放濕

不用安裝，使用位置不限

需經常用雪櫃把代用冰磚急凍，
換水及清洗儲水器等

不太明顯，只局限於出風口前的
空間，降溫效果不穩定

冷氣機VS冷風機
與冷氣機的最大分別在於製冷效能和

耗電量

製冷效能主要取決於降溫能力和空

氣流速。最小型的窗口式冷氣機，最高風速

時每秒鐘吹送約0.09–0.12 m3的冷風，而

冷風機每秒鐘吹送約0.03 - 0.17 m3的涼

風，表面上看，個別冷風機空氣流速似較

高，可是它的出入風口溫差只得1℃至2℃，

而冷氣機出入風口溫差則超過12℃，冷氣

機的降溫能力遠比冷風機優勝。

冷風機耗電量「轉嫁」雪櫃

由於冷氣機的涼快效果較能遍及整

個房間，且出入風口溫差可超逾12℃，而冷

風機的涼快效果只局限於出風口前的空

間，出入風口溫差只有1℃至2℃，兩者的涼

快效果截然不同，所以不宜將耗電量直接

比較。

使用冷風機需將冰磚放進雪櫃冰格

冷凍，透過雪櫃背後散熱板散出熱氣，帶走

熱能，結果是增加雪櫃的負荷，而雪櫃散出

的熱氣亦未能帶出室外，令雪櫃周圍環境

溫度上升。冷風機的耗電量雖然低，但使用

冷風機卻增高雪櫃的耗電量。如雪櫃容積

不大或冷凍能力不勝負荷，櫃內食物溫度

可能受影響。

冰磚𦋐生受關注
代用冰磚溶化或使用後必須放回冰

格雪藏。用戶必須注意𦋐生，如發現冰磚上

有任何污漬或塵粒等，應用潔淨乾布抹擦

乾淨。一些冰磚的體積頗佔空間（樣本中有

冰磚的體積達12cm x 15cm x 21cm，約2盒

1公升牛奶的體積），用戶最好預留特定位

置擺放代用冰磚，及用膠袋包好以隔離凍

食肉類或其他可能流出液體的食物。

此外，水簾及儲水器的𦋐生亦不容忽

視，否則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留意定期

換水、清洗水簾及儲水器。個別型號的水簾

及儲水器不易拆下清洗，用戶購買時宜先

瞭解清洗的方法。

廠商意見
「美的」代理商向本會表示：

廠方是根據舊歐洲標準EN 60335-2-

98:1997測試及生產產品，獲發GS安全認

證，並向本會提供產品通過有關測試的證

書及報告。上述標準直至2006年10月依然

有效，廠方表示其測試結果與本會報告有

分別是因為新舊標準要求不同所致。

「Turbo」代理商表示廠方是根據國

際標準EN 60335-2-80：1997進行測試，

獲發GS安全認證，並向本會提供產品通過

有關測試的證書及報告。

「施樂牌」及「APPE」代理商亦表示廠

方是分別根據國際標準EN 60335-2-88：

1997及EN 60335-2-80:1997進行測試，並

向本會提供有關證書。

機電工程署意見
在設計上是供家庭使用及在本地供

應的電氣產品，須符合《電氣產品（安全）規

例》所載的適用安全規格，以及獲發「符合

安全規格證明書」。機電署已就冷風機安全

測試報告結果展開跟進。就測試安全標準

而言，雖然有關產品是符合舊版EN標準，各

供應商已向該署承諾會作出適當改善，以

確保其產品符合最新安全標準要求。

▲步驟二：用戶最好預留特定位置擺放代用冰磚，

以隔離肉類或其他可能流出液體的食物。

　步驟一：放入

雪櫃前，用膠

袋包好冰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