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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

2010年7月29日

深圳市WTO事务中心二〇一〇年度培训项目系列教材

培训教材

消费类电子最新IEC标准及欧美能效壁垒动态培训班



■  培训时间：

2010年7月29日

■  讲课专家：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曾延光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工程师             李   明

TCL集团                              产品认证中心　                              技术总监　      丁锡锋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机电实验室      副主任             鹿文军

■  时间安排：

14:00-14:10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领导致辞

14:10-14:40　音视频产品各国能效要求分析及动态（曾延光）

14:40-15:10　计算机、外部电源产品欧美能效要求分析（李明）

15:10-15:20　答疑

15:20-15:30　休息

15:30-16:10　音视频信息通讯产品安全要求（丁锡锋）

16:10-16:15　答疑

16:15-16:45　AV和ITE产品出口常见质量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建议（鹿文军）

16:45-16:50　答疑

■  注意事项

1. 未经主办方许可，请不要在培训期间散发任何宣传资料；

2. 上课期间，请保持安静，并将手机调成无声或振动模式。



1

音视频产品各国能效要求分析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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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产品各国能效要求分析及动态

曾延光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2010.7.29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2009年7月23日公布，(EC) No 642/2009条例

适用范围
 电视接收机

– 主功能为显示和接收音视频信号

– 由显示器、一个以上的调谐器/接收器、以及数据存储和/或显
示附加功能（DVD、HDD、VCR）组成

 电视监控器
– 在屏幕上显示多种来源的视频信号，包括选择性控制和复制来
源于外部设备的音频信号、通过标准视频信号路径（cinch、
SCART、HDMI）以及未来无线标准（但不包括非标准视频信号
如DVI和SDI）连接的电视广播信号，但不接收和处理广播信号
。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

电视机

欧盟
 ErP电视机实施条例No 642/2009

 电视机能源标识条例草案

美国
 能源之星电视机4.1和5.1版规范

 电视机EnergyGuide标签草案

 加州CEC电视机能效法规

澳大利亚
 电视机的强制性MEPS和能效标签

能效要求比对分析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定义
 开机模式：电视机连接于电源并且产生声音和图像的状
态。

 待机模式：包括重新激活和信息/状态显示两种状态。

 关机模式：设备连接到主电源但不提供任何功能的状态
，包括仅提供关机模式指示，或仅提供保证欧盟EMC指
令要求的功能的状态。

 家庭模式：制造商建议的正常家庭使用的电视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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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生态设计要求
 1.开机功耗（最大限值）,A为可视屏幕面积（dm2）

开始实施日期 2010年8月20日 2012年4月1日

分辨率 全高清 其他分辨率 所有

电视接收机 20+A×1.12×4.3224 20+A×4.3224 16+A×3.4579

电视监视器 15+A×1.12×4.3224 15+A×4.3224 12+A×3.4579

 2.待机/关机功耗（最大限值）

开始实施日期
待机模式

关机模式
重新激活 信息/状态显示

2010年1月7日 1 W 2 W 1 W

2011年8月20日 0.5 W 1 W 0.3 / 0.5 W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7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生态设计要求
 5.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

– 合格评定中的技术文件：
– 测量的试验参数：环境温度、测试电压和频率、电力供应系统的

总谐波失真、音频视频测试信号的输入端口、使用仪器的信息和
文件、电气检测使用的装置和电路

– 开机模式：开机功耗、代表典型广播电视内容的动态广播内容视
频信号的特性、能耗达到稳定状态的步骤顺序、峰值亮度比

– 待机/关机模式：待机/关机功耗、使用的测量方法、模式的选择
和程序的描述、自动转换模式时的事件序列

– 自动断电：自动转换时需要的时间
– 有害物质：汞的含量（X.X mg）或铅的存在

– 2010年8月20日后，在网站上公布以下信息
– 开机功耗、待机/关机功耗、峰值亮度比、有害物质含量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6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生态设计要求
 2.待机/关机功耗（续）

– 2010年1月7日后，应提供低功耗模式（待机/关机模式，和/或
不超过待关机模式功耗的其他模式）

– 2011年8月20日后，应具有自动断电功能，即自动转化为待机/
关机/其他低功耗模式。

 3.家庭模式
– 从2010年8月20日开始，初始激活时带有初始设定菜单（
forced menu）的电视机应在初始设定菜单中提供“家庭模式”

– 如果用户在初始激活时选择了“家庭模式”以外的模式，应激活
第二次选择程序来确定该选择。

 4.峰值亮度比
– 制造商交货时开机状态或家庭模式状态的峰值亮度与电视机所
提供最亮开机状态的峰值亮度之比  65%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8

欧盟：ErP的电视机实施条例

过渡性测量方法（2010年5月4日在OJ上公布，
2010/C 114/05）
 开机功耗：IEC 62087第2版

– 第3条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 第5条 通用测量方法

– 第11条 测量条件以及电视机开机（平均）模式的检测

 待机/关机功耗：EN 62301第1版
– 第3条 术语和定义

– 第4条 一般测量条件

– 第5条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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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9

欧盟电视机的能源标识草案

 2010年6月18日，欧盟在OJ上正式公布了新能源标识框架指
令2010/30/EU

 新指令的主要内容
 新标识仍基于A～G级，颜色等级也不变，在A级上增加 A+、A++和
A+++3个等级，以反映技术进步，但能效等级的总数限制在7个；

 产品的广告及技术宣传资料（如产品说明书和使用手册，无论是印
刷还是网上的）应显示产品的能效等级；

 产品范围将扩展到商用和工业设备（如商用电冰箱、展示柜、工业
烹饪器具、自动售货机和工业电动机）以及能源相关产品（如窗户
玻璃和框架或外门）。

 欧委会计划2010年出台实施条例的产品有：电视机、电冰
箱、洗碗机、洗衣机、热水器、锅炉和空调7种。
 2010年3月26日：电视机能源标识条例草案G/TBT/N/EEC/272/Rev.1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1

欧盟电视机的能源标识草案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A+++ EEI 0.10

A++ 0.10  EEI 0.20

A+ 0.20  EEI 0.30

A 0.30  EEI 0.40

B 0.40  EEI 0.50

C 0.50  EEI 0.64

D 0.64  EEI 0.80

E 0.80  EEI 1.00

F 1.00  EEI 1.20

G EEI  1.20

比对ErP电视机实施条例
(EC) No 642/2009的生
态设计要求，第一阶段
（2010年8月20日后）电
视机的能效等级要达到E
级以上。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0

欧盟电视机的能源标识草案
在OJ公布12个月后 2013年1月1日开始 2016年1月1日开始 2019年1月1日开始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2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屏幕面积 开机功耗最大值（A为英寸2） 开机功耗最大值（A为厘米2）

4.1版：2010年5月1日生效

A<275英寸2(1774厘米2) Pmax = 0.190×A＋5 Pmax = 0.029×A＋5

A275英寸2(1774厘米2) Pmax = 0.120×A＋25 Pmax = 0.019×A＋25

5.1版：2012年5月1日生效

A<275英寸2(1774厘米2) Pmax = 0.130×A＋5 Pmax = 0.020×A＋5

275英寸2(1774厘米2) 
A1068英寸2(6890厘米2) Pmax = 0.084×A＋18 Pmax = 0.013×A＋18

A>1068英寸2(6890厘米2) Pmax = 108

 2009年9月3日，EPA发布了4.0和5.0版电视机能效规范。

 2010年4月20日，发布4.1和5.1版新规范。

 1.开机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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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3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1.开机功耗（续）：举例

对角线尺寸 可视屏尺寸 屏幕面积 4.0版限值 5.0版限值

20 17.49.8 170.5(1100) 37 27

32 27.915.7 438.0(2826) 78 55

42 36.620.6 754.0(4865) 115 81

50 43.624.5 1068.2(6892) 153 108

60 52.329.4 1537.6(9920) 210 108

 2.睡眠（概念上同待机）模式功耗
 1 W，且最低睡眠模式能耗应设为缺省睡眠模式。

 3.年耗电量
 基于每天开机5小时、睡眠19小时的假定，计算年耗电量（kWh）。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5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6.亮度要求
 防止制造商为了达标而将家庭模式的亮度调得过低

 7.下载获取模式（DAM）
 何为下载获取模式（DAM）?

– 产品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退出睡眠模式：

– 通过电子节目指南（EPG）下载使用的频道列表信息；

– 监控紧急信息/通信，和/或；

– 其他通过互联网协议的通信。

 每天最大容许耗电值为：
– 4.0版（2010年5月1日）：0.08 kWh

– 5.0版（2012年5月1日）：0.02 kWh

/ 65
/


家庭模式 缺省出厂模式的峰值亮度

％
零售模式 最亮可预选模式的峰值亮度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4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4.自动亮度控制

 5.带外部电源的产品
 满足能源之星Ac-Ac和Ac-Dc外部电源能效规范中有关空载和主动模
式下的能效要求。

1_ _ _0.55 0.45a broadcast o broadcast abc broadcastP P P   

 Pa1_broadcast   电视机45％时间在低环境亮度时的平均开机能耗

 Po_broadcast 直接进入感应器的环境亮度最低为300 lux时测得的平均开机能耗

 Pabc_broadcast 直接进入感应器的环境亮度为0 lux时的测得开机能耗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6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8.测试程序
 睡眠模式

– IEC 62301(第2版)最新版标准草案

– 2010年5月14日为FDIS阶段，新版标准预计2010年10月出台

 开机模式
– IEC 62087:2008(第2版)第11条“电视机开机（平均）模式的测量条件”
– CEA-2037《电视机平均功耗的确定》

– 输入信号电平精度：CEA-2037第4.3节

– 广播测试信号：CEA-2037第4.1节

– 指出开机功耗测量时的真实功率因子

– 出厂缺省设置的检测

– 带有自动亮度控制产品的检测：CEA-2037第4.4.3.2节

 与网络连接产品的检测
– 所有提供网络功能（如以太网，WiFi）的产品网络应测试睡眠和开机功

耗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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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7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9.亮度测量
 应在暗室条件下进行，在关机模式下显示屏的亮度测量（E）应1.0 lux，

亮度的测量应使用光测量仪（LMD）并垂直于显示屏的中心。

 测量应考虑到目前公认的现有技术水平的测定方法，使用可靠的、准确的、
可再现的测量程序。

 对于带有自动亮度控制的电视机的测量，关闭此功能；如果不能关闭此功能
，应在直接进入环境光感应器的光超过300 lux水平的情况下进行

 确保电视机设为家庭模式或出货时的缺省模式；

 使用动态广播内容视频信号进行开机模式功耗测量，显示IEC 62087第2版第
11.5.5条款提供的三条视频信号（在黑色背景上显示3个白条）；

 在三条视频信号显示10分钟之后，测量家庭模式下的亮度（Lhome）；

 在测量家庭模式亮度Lhome1分钟内，将电视设为零售模式或预先设定的最亮模
式，显示三条视频信号；三条视频信号再显示10分钟后，测量零售模式的亮
度（Lretail）。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9

电视机EnergyGuide标签草案
 2007年EISA要求披露电视机等消费类电子的用能信息；
2009年3月16日，FTC发出ANOPR，征求使用非DOE测试程序
（能源之星）为测试方法以及电视机能效标签的适当形式

 2010年3月11日，FTC在联邦记事（FR）上公布电视机能效
标签提案，并于4月7日向WTO通报（G/TBT/N/USA/528）

 电视机能效披露规则草案的主要内容：
 须在电视机正面的屏幕边框加贴长方形（或在屏幕上的右下角加贴
三角形）的EnergyGuide标签，规定了标签具体式样和最小尺寸

 标明产品名称、型号、公司名称、年耗电量、估计的年能源成本

 同类产品的比较信息（最小耗电量、最大耗电量、该电视在此范围
的位置），草案列出了各尺寸电视机年电费的可比性适用范围

 采用能源之星（Energy Star）的测试程序

 估计的年能源成本基于每天开机5小时和待机19小时的使用率，以
及11美分/kWh的电力成本率确定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8

能源之星电视机能效规范

 10.下载获取模式（DAM）(4.1和5.1版新增内容)
 仅对含有Rovi EPG的电视：

 启动传输流播放；

 使用规定的安装程序设置被测设备（DUT），并启动主机通道扫描；

 输入的参数：邮编 01730、服务 空中（非有线）、数据接收方法 调谐器（
非互联网）；被测设备必须配置其他参数的默认设置；

 此时，电子节目指南（EPG）处于启动状态。然后必须通过遥控器或设备上
的开/关按钮关掉被测设备，使得被测设备能够搜索和接收Rovi配置数据并
进入EPG的稳态模式，通常不超过2小时。

 可以快速检查EPG的安装状态（打开被测设备，访问被测设备的EPG功能和特
征），再关闭被测设备。然后观察功率表降到睡眠模式功率水平，即被测设
备已完成了其搜索并处于EPG稳态模式。

 然后启动24小时闹钟，开始测量功率，期间不要打开被测设备。24小时后，
关闭闹钟，检查总能耗（瓦小时）

 计算EDAM = 测量的24小时用电量–((24–估计DAM持续时间)睡眠模式最大功
耗)。因为在24小时试验结束前约15分钟，EPG有几分钟为DAM模式，然后再
为睡眠模式，为第二天的下载做准备。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0

电视机EnergyGuide标签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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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1

加州CEC电视机能效法规

 2009年11月18日，加州能源委员会（CEC）通过美国第一部
有关电视机的强制性能效标准CEC-400-2009-023-CMF

 适用范围：屏幕面积在1400平方英寸以下电视

 能效要求
 最大开机功耗

– 2011年1月1日：P  0.20  A + 32

– 2013年1月1日：P  0.12  A + 25

 最大被动待机功耗  1 W

 最小功率因子（对于P100 W） 0.9

 没有任何音频视频信号，15分钟内自动进入被动/主动待机模式

 通过遥控或集成按钮/开关关机，应进入被动待机模式

 家庭模式或出厂缺省模式/零售模式或最亮设置模式亮度比  65%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3

澳大利亚电视机强制性MEPS和标签

三种模式
 开机模式

 被动待机模式
– 电视机仅监控从遥控或内部定时器发出的打开电视机命令的信
号，它通常为一种低功耗模式，功率通常小于1 W。

 主动待机模式
– 电视机并不产生图像或声音，但会执行其他功能，如下载电子
节目指南（EPG）、进行固件更新等。

– 通常需要调谐器工作，同时需要必要的处理功耗执行这些功能

– 该模式消耗的能量远大于待机能耗，但又远小于开机能耗

– 通常在24小时内在此模式下工作较短时间，并非所有产品都会
有这个模式。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2

加州CEC电视机能效法规

 测试方法
 被动待机模式：IEC 62301:2005（第1版）

 开机模式和功率因子：IEC 62087:2008（第2版）

 带有初始设定菜单的测试协议

 带有自动亮度控制的计算方法和亮度测量方法同能源之星

 报告要求
 类型（CRT、LCD、等离子等）

 可视屏幕面积、屏幕尺寸、垂直分辨率、宽高比

 是否有自动亮度控制、初始设定菜单、集成感应器

 家庭模式亮度Lhome、最高设置亮度Lhigh 、峰值亮度比

 被动待机模式、开机模式、零售开机模式功耗、功率因子

 声明、标签以及网站等宣传资料应包含开机功耗信息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4

澳大利亚电视机强制性MEPS和标签

• SRI：星级指数

• CEC：比较能耗（能效标签上显
示的年耗电量）

• BEC：基本能耗，
BEC=127.75+0.1825A

• ERF = 20％，能耗减少因子（
每增加一颗星CEC的减少百分比）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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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5

澳大利亚电视机强制性MEPS和标签
 MEPS
 第一阶段(2009年10月1日):MEPS=127.75+0.1825A
 第二阶段(2012年10月1日):MEPS=90.1+0.1168A

– MEPS为年耗电量（kWh/y），A为屏幕面积（cm2）

– 基于每天开机10小时、待机14小时的假定

– 第一阶段MEPS相当于标签的1星级，第二阶段相当于4星级

其他要求
 亮度比：家庭观看模式亮度/商店显示亮度  50%。

参考标准
 AS/NZS 62087.1:2010 音视频产品功耗的测量方法

 AS/NZS 62087.2.2:2010 电视机的MEPS和标签要求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7

待机和亮度比能效要求比较

待机（睡眠）功耗
 欧盟最严

– 2010年1月7日：重新激活1W，信息/状态显示2W，关机1W
– 2011年8月20日：重新激活0.5W，信息/状态显示1W，关机
0.3W（一般）/ 0.5W（带有易视开关）

 美国能源之星、加州CEC  1W

峰值亮度比
 澳洲最松： 50%

 欧盟、美国能源之星、加州CEC： 65%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6

开机能效要求比较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8

机顶盒

欧盟

 ErP简单机顶盒实施条例No 642/2009

 ErP复杂机顶盒行业自愿协议草案

美国

能源之星1.1版数模转换器DTA规范

能源之星2.0版机顶盒能效及其修订(3.0版)

澳大利亚

机顶盒的强制性MEP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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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9

欧盟ErP简单机顶盒实施措施

 2009年2月5日在OJ上公布，Regulation (EC) No 107/2009

 适用范围：简单机顶盒（SSTB）

 SSTB为以下的独立装置（不管其使用的接口）
 主要功能是将标清（SD）或高清（HD）、免费的数字广播信号转换
为适合于模拟电视或收音机的模拟广播信号；（地面、卫星、有线）

 没有“条件接收”（CA）功能；（与复杂机顶盒最主要的区别）

 不提供基于标准库格式可移动媒介的录制功能。

 SSTB可配备以下附加功能
 使用集成硬盘的时移和录像功能；

 将高清广播信号接收转换为高清或标清视频输出；

 第二调谐器（可独立录制、同时可以观看不同节目的组成部分）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1

欧盟ErP简单机顶盒实施措施

生态设计要求（续）
 提供待机模式（2010年2月25日后）；

 自动断电功能（2010年2月25日后）；

 测量

 制造商在合格评定中的技术文件应提供；
– 待机和激活模式：功耗、使用的测量方法、设备模式的选择或
程序的描述、设备自动切换模式的事件序列、其他有关设备操
作的说明；

– 测量的试验参数：环境温度、测试电压和频率、供电系统的总
谐波失真、测试期间电源电压的波动、进行电气测试所使用仪
器、装置和电路的信息和文件、RF/或IF输入信号、MPEG-2传
输流中所述音频/视频测试信号、控制器的调节。

 制造商向消费者提供待机和激活模式功耗的信息。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0

欧盟ErP简单机顶盒实施措施
生态设计要求（最大限值）

内容 待机模式 激活/工作模式

第一阶段（2010年2月25日开始）

简单机顶盒 1 W 5 W

信息状态显示的容许量 + 1 W -

解码高清信号的容许量 - + 3 W

第二阶段（2012年2月25日开始）

简单机顶盒 0.5 W 5 W

信息状态显示的容许量 + 0.5 W -

硬盘的容许量 - + 6 W

第二调谐器的容许量 - + 1 W

解码高清信号的容许量 - + 1 W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2

欧盟ErP复杂机顶盒自愿协议草案

 2009年10月12日在第14次咨询论坛上对复杂机顶盒（CSTB
）的行业自愿性协议（VA）进行了讨论

 选择行业自愿协议而非实施措施的理由：
 该类设备的能耗不仅受其设计影响，还受其服务提供商（特别是电
视广播及相关服务提供商）的运作方式影响；CSTB能效性能的显著
提高需要硬件、软件以及服务提供商的通力合作；

 该类设备及其相关产品（如数据调制解调器）的功能发展很快，需
要一个灵活的方式定义其处理的参数以及制定适用的要求；

 尽管复杂机顶盒潜在制造商的数量巨大，其规范仍由有限数量的服
务提供商/运营商制定的。

 根据EuP指令第17条，自愿性协议或其他行业自律措施作为
实施措施的替代方式应根据指令附录VIII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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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3

欧盟ErP复杂机顶盒自愿协议草案

复杂机顶盒（CSTB）的定义
 指配备有允许条件接收（CA），能够接收、解码和处理
来自于数字广播流及相关服务的数据，并且提供输出音
视频信号的独立装置。它可以带内置电源或外部电源。

 不包括简单机顶盒及以下主要功能非接收电视信号的装
置（但不限于）：

–配备数字电视调谐器或电视外接卡的计算机；

–带有数字电视调谐器的游戏机；

–带有基于标准库格式（VHS录像带、DVD、蓝光光盘和类似格式
）移动媒体录制功能的数字接收机；

–带有集成接收解码器的数字电视；

–计算机用数字接收器的外部插件（如USB）。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5

欧盟ErP复杂机顶盒自愿协议草案

设备总能耗（TEC）的评估
 不带自动断电功能

–TEC = 0.365(TonPTV+TstandbyPstandby)
–Ton = 9h, Tstandby = 15h

 带自动断电功能
–TEC = 0.365(TonPTV+TstandbyPstandby+TAPDPAPD)
–Ton = 4.5h, Tstandby = 15h, TAPD = 4.5h

 如果计算的产品总能耗（TEC） 年耗电量允许值（基
本功能允许值+附加功能允许值），则符合本协议的要
求

复杂机顶盒最大年耗电量允许值（kWh/y）

功能 第一阶段 2010年7月1日 第二阶段 2013年7月1日

基本功能

有线 45 40

卫星 45 40

IP 40 35

地面 40 35

瘦客户机(thin-client)

/远程

40 35

附加功能

先进视频处理 20 14

高清 20 14

附加调谐器 20 14

数字录像机（DVR） 20 18

回路（Return Path） 60 35

多解码和显示 38 12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6

能源之星1.1版数模转换器DTA规范

第1.1版DTAs规范于2007年1月31日开始生效。

定义
 DTA：接收地面（空中传播）数字信号并将其转换为适
合模拟电视的模拟输出信号的独立设备，可包括一个远
程控制装置，不提供数字信号输出。DTA不包括卫星或
有线数字信号转换器，也不包括多功能设备（例如带有
数模转换功能的DVD播放机）。

 关机模式：没有功耗或功耗可忽略不计的状态。

 开机模式：DTA主动提供其主功能、部分或全部次级功
能的状态。

 睡眠模式：比关机状态有更大功耗、能力和响应，比开
机状态有更少（或类似）功耗、能力和响应的状态。



10

37

39

38

40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7

能源之星1.1版数模转换器DTA规范

能效要求
 开机模式： 8W

 睡眠模式： 1W

 具有自动断电功能：在用户无操作的4个小时内从开机
状态自动转换为睡眠状态，在转为睡眠状态前应完成现
有的程序，此功能在出厂时设为缺省设置。

测试方法
 开机：CEA-2022《数字机顶盒主动功耗测量》第6节

 睡眠：CEA-2013-A《数字机顶盒背景功耗》附录A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9

能源之星2.0版机顶盒规范

 2.0版机顶盒规范发布于2008年4月23日

产品范围和定义
 第一阶段排除产品

–游戏机（在计算机能源之星规范中规定）

–数模转换器DTAs（有单独的能源之星规范）

–在专门服务或服务合同之外销售或提供的IP机顶盒

–满足能源之星音视频产品规范定义的产品

 第二阶段排除产品在3.0版规范的制定中讨论

 条件接收
–使用加密、解密、授权技术，防止未经授权查看内容，譬如
CableCard和下载条件接收（DCAS）技术。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8

能源之星1.1版数模转换器DTA规范

测试方法（续）
 对于负载不完全稳定（5分钟内上下浮动不超过5％）的
情况，参考IEC 62301中积分平均测量的说明：

–将产品能耗在5分钟时间内积分后除以总时间获得平均功率值
，功率表应能每隔1秒取样；

–如果工作或睡眠模式的功率呈周期性变动（譬如若干分钟或小
时的周期性变动），积分周期应从5分钟增加至包括一个或多
个完整的循环周期，以获得代表的平均值。

 用连接于产品的无源天线测试

 三种不同通用广播分辨率的输入信号
–480i @ 29.97 Hz (4:3)

–720p @ 59.94 Hz (16:9 HD)

–1080i @ 29.97 Hz (16:9 HD)

最大年耗电量允许值（kWh/y）

功能
第一阶段年度能耗允许值

2009年1月1日生效
第二阶段年度能耗允许值

2011年1月1日生效

基本功能

有线 70 50

卫星 88 56

IP 45 36

地面 27 22

瘦客户机/远程 27 22

附加功能

附加调谐器 53 16

附加调谐器 — 地面/IP 14 8

先进视频处理 18 12

DVR 60 32

高清 35 12

可移动媒体播放器 12 8

可移动媒体播放器/刻录机 23 10

多室（Multi-Room） 44 25

CableCARD 15 待定

DOCSIS 20 待定

家庭网络接口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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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1

能源之星2.0版机顶盒规范

年耗电量允许值的计算
 设备年耗电量的允许值（kWh/y）为基本功能耗电量允
许值与所有适用的附加功能允许值之和。

不带自动断电功能的HD DVR有线STB，PTV=24W，PSleep=18W  kWhBase=0.365*(14*24.0+10*18.0)=188.3 kWh/y

带有自动断电功能的HD DVR有线STB，PTV=24W，PSleep=18W，PAPD=18W  kWhBase=0.365*(7*24.0+10*18.0+7*18.0)=173 kWh/y

举例：一台高清、带有DVR的有线STB

第一阶段：70(有线)+35(高清)+60(DVR)=165 kWh/y； 第二阶段：50(有线)+12(高清)+32(DVR)=94 kWh/y

总能耗（TEC）的评估
 基本能耗值

–不带自动断电：kWhBase=0.365×(14×PTV+10×PSleep)

–带自动断电：kWhBase=0.365×(7×PTV+10×PSleep+7×PAPD)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3

能源之星2.0版机顶盒规范

产品检测程序
 (1)随机选取5台机顶盒样机进行测试。

 (2)从5台样机中随机取3台进行测试：
–如果所有3台样机满足能源之星标准，并且不在规范允许值的
10%范围内，则该机满足能源之星要求；

–如果所有3台样机满足能源之星标准，但其中任一样机落在规
范允许值的10%范围内，进入步骤(3)；

–如果3台样机中的任一样机不满足能源之星标准，则该机顶盒
型号不满足能源之星要求并且没有资格称为能源之星产品。

 (3) 测试剩下2台样机：
–如果这两台样机都符合能源之星标准，那么该机符合能源之星
要求。

–如果这两台样机有一台不符合能源之星标准，那么该机顶盒型
号不符能源之星要求，没有资格称为能源之星产品。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2

能源之星2.0版机顶盒规范

 评估播放和录制功能耗电量（仅对可移动媒体播放产品）
 kWhPlay/Record = 0.365 ×  (PMode - PTV) × HMode
 PTV、PPlayback和PRecord分别为开机、播放和录制时测量的功耗值（W）

举例：对于带DVR的有线机顶盒，测得PTV = 24.0 W，PPlayback = 30.0 W，PRecord = 32.0 W

则 kWhPlay/Record = 0.365 * ((30.0 – 24.0) * 2 + (32.0 – 24.0) * 3) = 13.1 kWh/y。

模式 DVR 可移动媒体播放 可移动媒体播放和录制

播放时间HPlayback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录制时间HRecord 3小时 0 1小时

 计算总能耗（TEC）
 基本能耗 + 重放/录制功能能耗（如果有）

举例：对于带有DVR的高清机顶盒，TEC = 188.3 + 13.1 = 201.4 kWh/y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4

能源之星机顶盒规范的修订

机顶盒新版（3.0版）能效规范正在制定
 2009年12月3日，电话会议启动规范的修订（3.0版）

 能源性能数据收集和测试程序意见征集

 2010年2月23日，EPA发布机顶盒3.0版第一份标准草案

 2010年3月19日，利益相关方会议

 2010年3月24日：相关方后续会议，完成新的第二阶段
最大允许值的提案并对第一份草案进行补充

修订的目的
 明确2.0版规范第二阶段要求的适合性，确定在以前规
范中没有明确的特性如DOCSIS的能耗允许值，并且评估
是否加入新的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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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5

能源之星机顶盒规范的修订

 3.0版第一份标准草案与现行2.0版的主要差异：
 确定3.0版第一阶段的生效日期为2011年6月1日，第二阶段的生效日期为2013

年6月1日；

 修订了机顶盒基本类型的定义:对于有线、IP、卫星和地面机顶盒基本类型定
义明确包含向瘦客户机/远程机顶盒的内容传送，以适应新的多室系统架构；
增加了有线/卫星DTA基本类型，以区分传输适配器与具有更多特性机顶盒。

 修订了工作模式（Operational Mode）的定义，与最近更新的能源之星规范的
定义一致；

 修订了基本功能和附加功能的TEC允许值：将家庭网络接口和先进视频处理允
许值从2.0版第二阶段附加功能列表移出，增加到有线机顶盒的允许值；

 有线机顶盒的基本功能允许值与卫星机顶盒的基本功能允许值相协调；

 将第一阶段DVR及高清输出的允许值分别提高（放宽）到45 kWh/y和25 kWh/y
，以使更多的全功能机顶盒符合能源之星；

 维持了2.0版CableCard和DOCSIS功能的允许值；

 设置有线/卫星DTA在第一阶段的基本允许值为35 kWh/y，让最好的DTA机顶盒
符合3.0版能源之星规范。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7

澳洲机顶盒的MEPS要求

机顶盒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MEPS）要求：
 澳大利亚：2008年12月1日开始

 新西兰：2009年4月1日开始

参考标准
 测试方法：AS/NZS 62087.1:2010

 MEPS要求：AS/NZS 62087.2.1:2008+A1:2009+A2:2010

高能效要求
 满足下表最低能效要求

 被动待机功率不超过1W；

 满足自动待机或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待机要求

3.0版第一份标准草案修订的最大年耗电量允许值（kWh/y）

功能
第一阶段年度能耗允许值

2011年6月1日生效
第二阶段年度能耗允许值

2013年6月1日生效

基本功能

有线 72 60

卫星 72 60

IP 58 46

地面 22 18

瘦客户端/远程 22 18

有线/卫星DTA 35 24

附加功能

附加调谐器 16 13

附加调谐器 — 地面/IP 8 6

先进视频处理 （加至有线/卫星/IP基本功能）

DVR 45 36

高清 25 16

可移动媒体播放器 8 8

可移动媒体播放器/刻录机 10 10

多室（Multi-Room） 25 22

CableCARD 15 15

DOCSIS 20 15

家庭网络接口 （加至有线/卫星/IP基本功能）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8

澳洲机顶盒的MEPS要求

说明：MEPS定义为最大基准允许值（MPA），该值取决于机顶盒的类型和选择的MEPS方式，MPA是基
本机顶盒的最大功率要求。如果机顶盒带有标准以外的特性，MPA应加上附加特性允许值（AFA），两者
之和不得超过最大功率限值（MPL），即不管机顶盒提供多少特性，MPA + AFA应小于MPL。

产品类型
被动待机最大功率

(W)

主动待机最大功率(W) 开机模式最大功率(W)

MPA MPL MPA MPL

不加密传输（FTA）/免费数字电视机顶盒

标准清晰

选项1 1.0 8 15 8 15

选项2 2.0 7 15 7 15

高清晰

选项1 1.0 12 19 15 22

选项2 2.0 11 19 14 22

收费数字电视机顶盒

收费数字电视机顶盒 未使用 9 15 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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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9

其他音视频产品

欧盟

 ErP声音和影像设备预备性研究情况

美国

加州CEC对消费类音视频设备能效要求

能源之星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1

欧盟ErP声音和影像设备预备性研究

 视频播放器/录像机
 两种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关机/待机、网络待机、快速启动

– 激活/主动模式：次级功能、视频播放和录制

 生态设计要求（2012年）
– 高清播放15 W；标清播放10 W；实时暂停13 W；空闲模式7kWh/y
– 待机关机功耗 符合Regulation No 1275/2008

– 自动断电中的电源管理功能适用于快速启动、空闲、内容导航和实时
暂停工作模式，它应在无用户输入30分（视频播放器）或3小时（视
频录像机）内激活

 投影机
 生态设计要求

– 第一阶段（2012年）最低光效为0.09 W/Lumen，第二阶段最低光效
为0.05 W/Lumen

– 待机关机功耗 符合Regulation No 1275/2008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0

欧盟ErP声音和影像设备预备性研究

 预备性研究进展
 2009年5月12日，第一次相关方会议

 2010年2月8日，第二次相关方会议

 2010年6月14日，第三次相关方会议

 目前，提交 Task 1-7 报告草案

 预计2010年9月完成预研报告

 产品范围
 视频播放器/录像机、投影机、游戏机三类产品

 不包括设计使用电池供电产品，特殊定制产品（专业电影放映机）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2

欧盟ErP声音和影像设备预备性研究

 游戏机
 空闲和睡眠模式能耗参考能源之星标标准

 关机功耗 符合Regulation No 1275/2008

 电源管理（APD）要求：
– 第一阶段：对于高清游戏机，除了玩游戏、游戏暂停、游戏空闲或媒

体播放模式，无操作30分钟内自动断电

– 第二阶段：对于所有游戏机，除了玩游戏和媒体播放模式，系统空闲
、游戏空闲、游戏暂停、媒体播放空闲、媒体暂停等模式，无操作30
分钟内自动断电

– 最后，自动保存功能，切换到睡眠/网络待机/待机模式

 预备性研究网址
 http://www.ecomult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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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3

加州CEC对消费类音视频设备能效要求

待机功耗要求

电器类型 生效日期 最大功耗

紧凑型音频产
品

2007年1月1日 对于没有永久照明时钟显示的产品，
音频被动待机功耗  2 W 
对于带有永久照明时钟显示的产品，
音频被动待机功耗  4 W

DVD播放机和

刻录机

2006年1月1日 视频被动待机功耗  3 W

报告（提交数据）要求
 紧凑型音频产品：音频待机功耗（W）

 DVD播放机和刻录机：视频被动待机功耗（W）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5

能源之星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不适用产品（续）
 主要由电池供电的产品（如MP3播放机、便携式DVD播放器、便携式
游戏系统等）；

 应用于汽车的产品；

 视频投影机；

 家庭和建筑自动化及控制产品；

 整个房屋和整个建筑物的音频和/或视频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

 无线麦克风系统；

 A/B选择开关；

 媒体服务器。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4

能源之星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2009年11月16日，EPA发布新版（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取代2002年1.0版消费类音频和DVD产品规范

 适用范围
 音视频（AV）产品或专用音频DSP设备

 消费类AV产品：预期销售给消费者的磁带录像机、CD播放机/转换
器、CD刻录机、时钟收音机，DVD和蓝光光盘产品、均衡器、影碟
播放器、迷你和MIDI系统、迷你光盘播放机、扬声器、机架系统、
立体声放大器/前级放大器，立体声接收器、桌式收音机和调谐器

 不适用产品
 显示器、电视机、机顶盒（STB）、计算机或游戏机；

 其主要视频播放功能是通过IP视频调谐器，并且在专门的服务合同
以外出售或外提供的产品；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6

能源之星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工作模式（与IEC 62301定义相同）
 开机模式：产品连接到电网电源，已经被激活并提供一个或多个主
功能。也称“激活”“正在使用” “正常工作”模式，分为两种状态：

– 激活状态：产品运行主功能；

– 空闲状态：产品没有运行主功能，也没有内容被主动发送给最终用户

 睡眠模式：也称“待机”模式，指产品连接到电网电源，但不提供主
功能，提供以下一个或几个用户指南或保护功能，并持续一定时间

– 通过遥控开关（包括遥控器）、内部感应器、定时器，帮助激活其他
模式（包括激活或关闭开机模式）；

– 连续功能：信息或状态显示，包括时钟；

– 连续功能：基于感应器的功能。

 关机模式：产品连接到电网电源，但不提供开机模式或睡眠模式功
能，不能转化为其他模式，除非用户用手动电源开关驱动。仅向用
户显示产品在关机位置的指示器也包含在关机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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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7

能源之星2.0版音视频产品规范

产品

能效要求

第一阶段
2009年11月16日

第二阶段
2010年7月30日

第三阶段
2012年3月30日

消费类AV产品 - 待机模式功耗限值 = 1 W

- 休眠模式功耗限值（基本
、网络/控制）
- 自动断电要求
- 产品功能功耗限值（显示
、网络/控制、光盘播放器

）
- 音频放大器效率要求（中

型、大型）
- 空闲模式功耗限值，如果
可选择关闭APD

- 休眠模式功耗限值（基本、网
络/控制）
- 自动断电要求
- 更严格的产品功能功耗限值（
显示、网络/控制、光盘播放器

）
- 更严格的音频放大器效率要求

（中型、大型）
- 空闲模式功耗限值，如果可选
择关闭APD

所有其他AV产品

- 休眠模式功耗限值（基本、网络/控制）
- 自动断电要求（对于数字信号处理器，为唯一要求）
- 产品功能功耗限值（显示、网络/控制、光盘播放器）
- 音频放大器效率要求（中型、大型）
- 空闲置模式功耗限值，如果可选择关闭APD

产品功能
第一阶段

（消费类AV产品）
第一阶段

（所有其他产品）
第二阶段

（所有产品）
第三阶段

（所有产品）

休眠模式功耗限值（W）

基本（所有产品） 不适用 1.0

使用网络/控制协议
（仅有叫醒/睡眠功能）

不适用 2.0 1.0

开机模式功耗限值（W）

高分辨率显示
（分辨率>480234像素且对
角线屏幕尺寸为5英寸）

不适用
P = 6*R + 0.05*A + 3

其中R为显示分辨率（x*y，单位兆像素）
A为可视屏幕面积（单位平方英寸）

使用网络/控制协议 不适用 2.0 1.0

标清（SD）源光盘
播放器/刻录机

不适用
6.0（播放）
16（刻录）

待定

标清源到高清输出光盘
播放器/刻录机

不适用
10（播放）
16（刻录）

待定

高清（HD）源光盘
播放器/刻录机

不适用
15（播放）
25（刻录）

待定

音频放大器开机模式效率

小型音频放大器 (PIN < 20 W) 不适用 无效率要求

中型音频放大器
（20 W  PIN  100 W）

不适用 效率 > 55%，其中效率 = POUT / (PIN * 0.80) 待定

大型音频放大器(PIN > 100 
W) 不适用 效率 > 55%，其中效率 = POUT / PIN 待定

空闲模式功耗限值（W）

基本（所有产品） 不适用 5.0

音频放大器 不适用 P = (0.10*POUT ) 或5 W的两者最大者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9

其他国家动态

日本
 电视机TopRunner范围扩大，判断标准和测量方法修订

加拿大
 2010年6月29日，加拿大发布通报，拟在《能源效率条
例》中增加电子产品的待机、外部电源、数字电视适配
器的MEPS及报告和符合性要求。

南美
 2009年3月24日，巴西正式公布等离子、液晶、投影电
视合格评定程序法令（含待机能效标签）

 2010年2月1日，智利发布通报，拟制定法规规定电视机
和机顶盒的待机能效认证程序

欧美纺织服装安全要求与
低碳生态标签解读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曾延光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电话：0755- 83997910-28
传真： 0755- 83202795
邮箱：zeng@tbtmap.cn

消费类电子最新IEC标准及
欧美能效壁垒动态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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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外部电源产品欧美能效要求分析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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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外部电源产品欧美能效要求分析

李 明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2010.07.20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产品范围

台式机：主功能单位置于固定位置，不适合便携，通常需

要外部的显示屏、键盘鼠标等。

一体台式机：主机和显示器作为一个单元通过一根电源

线连接电源。

a）主机和显示器通过物理连接组合在一起

b）显示器虽然是独立的，但是通过一根电源线 连接至
主机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2009年10月9号，欧盟召开针对计算机产品的咨询论

坛 ，公布了计算机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该工作文件是ErP对于计算机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一

个草案，最终的要求还需待相关法规出台才能明确。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产品范围

 笔记本电脑：设计用于便携，可不连接交流电源长时间

运行，笔记本电脑须有一个集成的显示屏，可拆卸的电池

。大多数都有一个外部电源、集成式的键盘和定位装置。

 瘦客户机：独立供电，依靠连接到远程计算资源，执行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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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5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工作站：高性能的单用户计算机，通常用在图形开发、

CAD、软件研发、财务及科学应用等需要复杂计算的场合。

 作为工作站销售; 

 平均无故障（MTBF）至少为1.5万小时。

 支持纠错码（ECC）和/或缓冲存储器。

 此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三个：

◆ 对于高端显卡有补充的电源供应；

◆ 系统除显卡插槽和PCI-X支持外，在主板上还需有多于4个的PCI-E

接口插槽

◆ 不支持均匀存储器存取（UMA）；

◆ 不少于5个的PCI、PCIe和PCI-X插槽；

◆ 支持两个或多个处理器;和/或

◆ 通过至少2个独立软件开发商（ISV）的认证。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7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定义

空闲模式(idle mode)：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已经完全载

入，用户配置文件已经建立，机器没有休眠，但仅限于系

统启动时默认的基本应用。

网络唤醒(WAN)：允许计算机通过以太网发出的网络请求

从休眠和关机状态唤醒。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6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定义

关机模式(off mode)：最低的能源消耗模式；当连接至主

电源，并根据制造商的指南使用时，该模式能不受用户影

响，并能持续不确定的时间，相当于ACPI中的S5状态。

休眠模式(Sleep mode)：计算机能够在一段时间不使用

后自动进入自动进入或通过手动选择的一种低功耗状态。

带休眠功能的计算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或用户交互状态被

唤醒，相当于ACPI中的S3状态。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8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典型能耗(TEC):一种测量和比较计算机能耗的方

法，产品在一段时间正常运行时所消耗的电能。对

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主要使用的是一个假定的

典型使用模式下的年度电能使用量。对于工作站，

使用的是一个典型使用模式下的最大电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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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9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 台式机一体机分类

种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A 所有不符合B、C类定义的
台式电脑被归于A类

所有不符合B、C、D类定义的台式电脑
被归于A类

B · 多核处理器或大于1个的
独立处理器；以及

· 最低1GB系统内存

· 2个物理内核；
· 不小于2GB的系统内存

C · 多核处理器或大于1个的
独立处理器；以及

· 大于128M的专用非共享
GPU

· 大于2个物理内核；以及至少满足下列
2个条件之一：

· 不小于2GB的系统内存；
· 一个独立的GPU

D 未定义 · 大于或等于四个物理内核；以及至少
满足下列2个条件之一：

· 不小于4GB内存；
· 独立GPU的帧缓冲器位宽大于128位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1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台式机和一体式台式机的年度TEC用以下公式来衡量：

TEC=(8760/1000)*(0.55*Poff+0.05*Psleep+0.40*Pidle)

其中各模式的功率单位均为W。

对于下列情况，允许有额外的电能消耗增加：

1.内存

内存每在基数上增加1GB，TEC增加1kwh。

基数：A/B/C类，2GB；D类，4GB。

2.显存（对于有特定显存位宽的独立GPU）

A/B类（位宽≤128）=35kwh；A/B/C/D(位宽＞128)=50kwh.

3.额外的内部存储器 25kwh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
（计算机）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台
式
机
和
一
体
式
台
式
机

空闲
状态

条例生效后6个月，
功率消耗不得超过：
A类：50W
B类：65W
C类：95W

2013年1月31日，
年度TEC(kW/y)
不得超过：
A类：148
B类：175
C类：209
D类：234

2009年7月1日,年
度TEC(kW/y)不得
超过：
A类：148
B类：175
C类：209
D类：234

休眠
模式

条例生效后6个月，< 
4W，具有网络唤醒
（WOL）功能可
增加0.7W

无 无

关机
模式

条例生效后，<1.0 W
，具有WOL功能可
增加0.7W

<0.5W，具有WOL
功能可增加0.7W

无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2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 笔记本电脑分类

种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A 所有不符合B、C类定义的笔记

本电脑被归于A类

所有不符合B、C类定义的笔

记本电脑被归于A类

B 必须有一个帧缓冲位宽大于128

字节的独立GPU

需有一个独立的GPU

C 大于等于2个物理内核；

不小于2GB系统内存；以及

一个帧缓冲位宽大于128位的

独立GPU

大于2个物理内核；

不小于2GB系统内存；

具有一个帧缓冲位宽大于

128位的独立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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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3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计

算机）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笔
记
本
电
脑

空闲模式 条例生效后6个月

，功率消耗不得超
过：
A类：14W
B类：22W
C类：31W

2013年1月31日后，年
度TEC（kW/y）不得

超过：
A类：40
B类：53
C类：88.5

2009年7月1日后
，年度TEC(kW/y)
不得超过：
A类：40
B类：53
C类：88.5

休眠模式 <1.7W，具有WOL
功能可增加0.7W

无 无

关机模式 <1.0 W，具有WOL
功能可增加0.7W

<0.5 W，具有WOL功
能可增加0.7W

无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5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
5.0

(计算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工
作
站

空闲模式 无 2014年1月31日
PTEC=0.28*[Pmax+(#HDD*5)]
所有的PX单位均为瓦，#HDD
为硬盘驱动器的个数，
PTEC=0.35*Poff+0.10*Psleep
+0.55*Pidle

2009年7月1
日后，
PTEC≤0.28*
[Pmax+(#HDD*5)]

休眠模式 无 无 无

关机模式 条例生效后,
<1.0W,具有
WOL功能可增
0.7W

2013年1月31日后，<1.0W，
具有WOL功能可增加0.7W

无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4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笔记本电脑的年度TEC用以下公式来衡量：

TEC=(8760/1000)*(0.60*Poff+0.10*Psleep+0.30*Pidle)

其中各模式的功率单位均为W。

对于下列情况，允许有额外的电能消耗增加：

1.内存

内存超过4GB,以后每增加1GB，TEC增加0.4kwh。

2.显存（对于有特定显存位宽的独立GPU）

B类(位宽＞64位)=3kwh.

3.额外的内部存储器 3kwh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6

 瘦客户机种类：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种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A 未定义 所以不符合B类定义的瘦客户机
属于A类

B 未定义 支持本地多媒体编解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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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7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
（计算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瘦
客
户
机

空闲
模式

无 2014年1月31日后，空
闲功率消耗不得超过:
A类：12W
B类：15W

2009年07月01日后
空闲功率消耗不得
超过：
A类：12W
B类：15W

休眠
模式

无 2014年1月31日后，
<2.0W，具有WOL功能
可增加0.7W

2009年7月1日后，
≤2.0W，具有WOL功
能可增加0.7W

关机
模式

条例生效后
<1.0W，具有WOL
功能可增加0.7W

2013年1月31日后，
<0.5W，具有WOL功可
增加0.7W

2009年7月1日后，
≤2.0W，具有WOL功
能可增加0.7W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计
算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电
源
管
理
模
式

所有电脑
(除瘦客
户机外)

条例生效6个月后,当
用户在30分钟内无活
动时，电脑激活为休
眠模式；当转换到休
眠或关机模式时，降
低网络连接速度

无 2009年7月1日后当
用户在30分钟内无
活动时，电脑激活
为休眠模式；当转
换到休眠或关机模
式时，降低网络连
接速度

所有电脑 条例生效6个月后，
有以太网功能的电脑
需有启用和禁用网络
唤醒休眠模式能力。
当电脑10分钟无活动
时，激活为显示器休
眠模式

2013年1月31日后：当计算机
不提供主要功能、或其它耗
能产品的使用不依赖其功能
的，应当提供电源管理功能
或类似的功能，在最短的可
能时间切换至设备的预期使
用，自动切换至：关机模式
或另外一种模式，当设备连
接到电源设备，不超过关机
模式下的功率消耗

2009年7月1日后，
有以太网功能的电
脑需有启用和禁用
网络唤醒休眠模式
能力。当电脑10分
钟无活动时，激活
为显示器休眠模式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18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ErP 计算机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计算
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内部
电源

效率 条例生效后6个月， 在50%
额定输出功率时效率须达到
85%；在20%输出功率和100%
输出功率时效率须达到82%
；在额定输出功率时，功率
因数须达到0.9

无 2009年7月1日后，在
50%额定输出功率时
效率须达到85%；在
20%输出功率和100%
输出功率时效率须达
到82%；在额定输出
功率时，功率因数须
达到0.9

外部
电源

效率 已公布，见ErP外部电源实
施措施No 278/2009

已公布，见ErP
外部电源实施
措施
No 278/2009 

见Energy 2.0外部电
源规范要求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0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计算机产品的要求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对于台式机、一体式台式机、笔记

本电脑、工作站而言，ErP工作文件第二阶段空闲模式下能

耗要求与Energy Star5.0要求相同，但能源之星未对休眠

模式和待机模式功耗予以限制，对于瘦客户机、内部电源

、能源管理模式方面，两者要求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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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1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2009年10月9号，欧盟召开针对显示器产品的咨

询论坛，公布了显示器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该工作文件是ErP对于显示器生态设计要求的一个

草案，最终的要求还需待相关法规出台才能明确。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3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休眠模式（sleep mode）：显示器连接电源，保持所有的机

械开关处于开启状态，通过接受连接装置传输的信号或者

内部计时器进入一种低功耗模式。

对外部电源的要求分别见ErP指令外部电源实施措施No 

278/2009和Energy Star2.0外部电源规范。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2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产品范围：

ErP指令工作文件：12-30英寸的非专业显示器，数字相框；

Energy Star5.0：非专业的显示器（所有尺寸）。

定义：
开机模式(on mode)：显示器的工作模式，连接电源、所有的

机械开关保持开启，执行其显示图像的功能；

关机模式(off mode)：显示器连接电源，不产生任何功能。

要使显示器摆脱这种模式，用户需激活一机械开关。如果

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开关，应选择最常用的开关进行测试。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4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非专业显示器开机模式：

ErP工作文件

第一阶段：条例生效后6个月，屏幕分辨率为X（以兆像素MP计）显示器的

开机模式下功耗不得超过限值Y：

屏幕分辨率≤1MP   Y=23； 屏幕分辨率＞1MP    Y=28X

第二阶段：2012年10月31日后，屏幕分辨率为MP（以兆像素计），可视面

积为A（以平方分米计）显示器的开机模式下功耗不得超过限值Po：

屏幕分辨率≤1.1MP              Po =6*(MP)+0.775*(A)+3

屏幕分辨率≥1.1MP              Po =9*(MP)+0.775*(A)+3

自动亮度控制/环境亮度控制不增加额外的功率消耗

只对12英寸到30英寸的显示器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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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5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能源之星要求：

屏幕对角尺寸<30英寸，屏幕分辨率小于≤1.1MP，其开机模式下功率不得

超过： Po=6*(MP)+0.05*(A)+3

屏幕对角尺寸<30英寸，屏幕分辨率小于＞1.1MP，其开机模式下功率不得

超过： Po=9*(MP)+0.05*(A)+3

屏幕对角线尺寸≥30英寸，所有分辨率的显示器开机模式下功率不得超过

Po=0.27*(A)+8

A：可视面积（以平方英寸计）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7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ErP指令显示器工作文件对数码相框的能耗要求与非专业显示

器的要求相同，而Energy Star对数码相框无能耗要求。

对于30英寸以下的非专业显示器，开机模式下Energy Star与

ErP工作文件第二阶段的要求大致相当，休眠模式和关机模式

下Energy Star与ErP第一阶段的能耗要求相当，ErP第二阶段

的能耗要求则比Energy Star高。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显示器的要求

ErP 非专业显示器工作文件 能源之星5.0
（显示器）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非
专
业
显
示
器

休眠
模式

条例生效后6个月,休眠
模式功率<2W

2012年10月31日
后休眠模式功率
<1W

屏幕对角线尺寸<30英
寸,休眠模式功率≤2.0W
屏幕对角线尺寸≥30英
寸,休眠模式功≤4.0W

关机
模式

条例生效后，关机模式
下功率不得超过1W,当
设备连接至主电路时,
须提供有效的关机模式

2013年1月7日后,
关机模式下功率
不得超过0.5W,当
设备连接至主电
路时,须提供有效
的关机模式

屏幕对角线尺寸<30英
寸休眠模式功率≤1.0W
屏幕对角线尺寸≥30英
寸,休眠模式功率≤2.0W

电源
管理
模式

条例生效6个月后,至少
须提供一项可自动进入
睡眠或关机模式的功能

无 至少须提供一项可自动
进入睡眠或关机模式的
功能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8

ErP指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2009年4月6日，欧盟委员会在OJ上正式公布《委员会条例

No 278/2009,就外部电源空载条件下的电能消耗和平均工

作效率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盟委员会指令2005/32/EC》

并于公布后的第20天正式生效。本实施措施对空载条件下

外部电源的功率消耗和工作状态下的平均功率做了强制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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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29

ErP指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本条例适合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外部电源：

 设计用于将市电的交流输入转化为低压直流或交流输出；

 一次仅可转化为一个直流或交流输出；

 用于构成主负载的独立装置；

 包含在独立于主负载的物理外壳中；

 通过一个可拆卸或硬线连接的插头、电线或其它配线与构成主负载的
设备连接；

 标称输出功率不超过250W；

 用于1275/2008的条款2（1）涉及的家用或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1

ErP指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定义：

空载条件 外部电压的输入连接到市电，但输出未连接任何负载。

工作模式 外部电源的输入连接到市电，且输出连接负载。

工作模式效率

外部电源在工作模式下产生的功率与产生该功率所需输入功率的比率；

平均工作效率

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的25%、50%、75%和100%时效率的平均值。

低压外部电源

标称输出电压小于6V和标称输出电流大于等于550mA的外部电源。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0

ErP指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家用或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主要指任何符合下列条件的耗能

产品：

（a）作为一个单独的功能单元制造，在市场上有售且供最终用户使用；

（b）在附件I列表中的耗能产品；

（c）依靠主电源的能源输入进行工作；

（d）为在250V或以下的额定电压使用而设计的产品；

也适合于标识为“非家用”和“非办公用”的产品。

主要涉及家用电器、主要供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的信息技术设备、消费类设

备、玩具和休闲运动设备。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2

ErP指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所有
外部电源

AC-AC外部

电源，除低
压外部电源

AC-DC外部

电源，除低
压外部电源

低压外部电源

空载模式

Po≤51W ≤0.5W ≤0.5W ≤0.3W ≤0.3W

Po＞51W ≤0.5W ≤0.5W ≤0.5W N/A

平均工作效率

Po＜1W ≥0.5* Po ≥0.48*Po+0.14 ≥0.497*Po+0.067

1W≤Po≤51W ≥0.09*ln(Po
)+0.5

≥0.063*ln(Po)+0.622 ≥0.075*ln(Po)+0.561

Po＞51W ≥0.85 ≥0.87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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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3

Energy Star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能源之星2.0要求（AC-AC、AC-DC外部电源）

AC-AC外部电

源，除低压外
部电源外

AC-DC外部电源

，除低压外部电
源

低压外部电源

空载模式功率

Po≤50W ≤0.5W ≤0.3W N/A
50W≤Po≤250W ≤0.5W ≤0.5W N/A

平均工作效率

Po≤1W ≥0.48*Po+0.14 ≥0.497*Po+0.067
1W＜Po≤49W ≥0.0626*ln(Po)+0.622 ≥0.075*ln(Po)+0.561
Po＞49W ≥0.87 ≥0.86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5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2008年1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在OJ上正式公布《委员会条

例No 278/2009,就家用和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的待机和关

机模式功耗的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指令2005/32/EC》并于公布后的第20天正式生效。本实施

措施对家用和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的待机和关机模式的功

率消耗做了强制性要求。

2009年10月，欧盟发布该实施措施的指引文件，对

1275/2008中的范围和定义予以厘清和解释。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4

ErP指令和Energy Star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对于外部电源来说， Energy Star 的要求严于ErP指令第

一阶段要求，与ErP指令第二阶段要求大致相当。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6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本实施措施所指的“家用和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是指符合以下条

件的耗能产品：

a)作为一个单独的功能单位制造，在市场上销售且是供最终用户使用的；

b)附录I中所覆盖的耗能产品：

 家用电器 — 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烹饪用具、剪发干发设备

、按摩器具、电子秤等；

 主要用于生活环境的信息技术设备 — EN 55022中的B类设备（所谓

生活环境是指那种有可能在离有关设备10m处的范围内使用广播和电视

接收机的环境）；

 消费类设备 — 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家庭影院设备，包括除

了通讯外的用于发送声音图像信号或技术的设备；

 玩具、休闲和运动设备 — 掌上游戏机、电动小火车或跑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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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7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c）依靠主电源（标称230V,50Hz）能量输入进行工作的产品

，除去按照以下供电方式供电的产品：

 网络供电；

 电话线供电；（普通不带外部电源的电话机）

 直流供电或是USB供电；（USB音箱）

 非可充电电池；（电池充电装置不在产品本身上）

对于许多便携式产品依靠电源供电的例子，便携式设备可以通过外部电源

给其内置电池充电，此时应将便携式设备与外部电源看做一个整体纳入待

关机指令的范畴。但是对于处于”维护模式”(maintenance mode)时，外

部电源提供一些能量给电池，以补偿其自然放电，这一状态不认为是待机

模式。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8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d)标称电压不大于250V的产品；

一般三相电压为380-420V，不在本实施措施的范围内。

No 278/2009修订了外部电源的范围，投放于市场的耗能产品如果带有”

低压外部电源”不适用于该条例（标称输出电压小于6V且标称输出电流大

于等于550mA）。

39 40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39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对于产品是否属于条例范畴的判定树：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0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定义：

关机模式(Off mode)：设备连接到主电源但不提供任何功能的运行状态。

软开关或硬开关打到off位置视为关机模式。

下列状态认为是关机模式：

a）只提供指示处于关机状态的LED灯显示；

b）只有用于满足EMC指令的滤波器工作；

除了上述模式以外，其它条件均不认为是关机模式,如：

待机状态；内存处于保持状态无需启动即可重新启用（如电脑的ACPI S3

状态）；能源之星对影像设备和电视机定义的休眠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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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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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1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设备连接到主电源，但只提供下列的一种或几

种功能：

 通过远程开关（包括遥控器）、内部传感器和定时器来促使其它模式

（包括工作模式）的激活；

 持续功能：信息或状态的显示（通常有一个显示屏），比如时间的显

示或是”standby”字样。

例如：音视频设备中使产品响应远程控制的红外传感器；

使得产品自动开/关的时间定时器；

有远程控制开关的Audio-Video-PC,该PC可以通过遥控装置控制开或关。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3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制造商应至少提供以下任一种模式：

 待机模式；

 关机模式;

 待机模式或关机模式的组合（均需符合能耗要求）；

 除了待关机以外的另外一种低功耗模式；

 由于产品的使用目的，不适合具有待关机或其它低功耗模式，且必须

在技术文档中提供判为不适合的理由和依据。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2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如果有任何超越”待机模式”外的其他功能，则不认为处于待机模式。

如：

 通过如LAN、USB、RS-232C、WiFi、HDMI之类的网络控制方式而不是遥

控方式激活；

 内存处于保持状态无需启动即可重新启用(如电脑中的ACPI S3状态)；

 快速启动操作系统的状态，通常发生在一些带硬盘的设备中；

 安全警报系统；

 电池充电或完成后的电池电量指示装置；

 …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4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第一阶段（2010.07.01） 第二阶段（2013.07.01）

关机模式 1W 0.5W

待机模式
-重新激活功能
-重新激活功能和指示功能

1W 0.5W

-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
-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和指
示功能

2W 1W

含有关机和/或待机模式 除了不适合的场合，都
应提供。

除了不适合的场合，都应提供
。

电源管理 无要求 需提供电源管理功能，使得设
备能够短时间内自动切换到待
关机模式或低功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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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45

ErP待关机指令No 1275/2009释疑

Q:EN 62031：Ed.1中给出了待机模式的定义，应该依据何种定义：

A:条例涵盖产品的待关机定义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因此只有此定义能

评估设备的工作状态，没有其它备用的定义。

Q：“延迟启动”被认为是“待机状态”吗？

A：否，因为它延迟的是一个确定时间。

Q：仅有EMC/EMF滤波器连接主电源，属于那种状态?

A：关机状态。

Q：仅有LED指示灯亮，属于“Standby”中的信息或状态显示吗？

A：不属于，此状态应属于off mode。

欧美纺织服装安全要求与
低碳生态标签解读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李明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电话：0755- 83997910-23
传真： 0755- 83202795
邮箱：liming@tbtmap.cn

消费类电子最新IEC标准及
欧美能效壁垒动态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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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信息通讯产品安全要求

（丁锡锋）

1

3

2

4

音视频信息通讯产品安全要求

疼痛和伤害三段模型疼痛和伤害三段模型

要求要求

机械 度• 机械强度

• 防触电防触电

• 防火

• 防化学危险

• 防机械危险• 防机械危险

• 防热灼伤

• 防辐射

安全三段模型安全三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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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6

8

能量等级反应能量等级反应

防触电防触电

机械强度机械强度

元件 10N力• 元件---10N力；

• 外壳和挡板---30N（刚性试验指）；

• 外部外壳（便携式设备）---100N 5s（30mm直径圆平面）；外部外壳（便携式设备）---100N 5s（30mm直径圆平面）；

• 外部外壳（其它设备）---250N 5s（30mm直径圆平面），＞18kg设
备底部不做；

• 外壳冲击试验---500g，50mm直径钢球，1.3米；

• 跌落---750mm台式，可移动设备；1000mm手持式设备；

• 应力消除 70° 7h• 应力消除---70 ，7h。
• 玻璃破碎试验---0.1m2，最大尺寸＞450mm，500g，50mm直径钢球

，2J   (h=E/(g×m）)；
• 天线端子强度。

防触电设计原则防触电设计原则

常 作条件• 正常工作条件

• 非正常工作条件非正常工作条件

• 故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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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

10

12

电能量限值电能量限值

.

稳态电压限值稳态电压限值

稳态电流限值稳态电流限值

稳态电流电压限值稳态电流电压限值（中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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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

14

16

电容限值电容限值

试验指距裸导体间距试验指距裸导体间距

可触及性可触及性

• 有关节试验指：儿童易触及设备用有关节
试验指，儿童不易触及设备用有关节试验试验指 儿童不易触及设备用有关节试验
指。

• 刚性试验指加30N力• 刚性试验指加30N力。

• 插头，插座，连接器用直试验指。

• 超过50mm的细长开孔用楔形探针。

普通人员接触的端子用Φ1 L 100 的• 普通人员接触的端子用Φ1mm,L 100mm的
端子探针。

间隙间隙

确 电 过电• 确定电源过电压；

• 确定所需耐压确定所需耐压

• 确定最小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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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

18

20

电源过电压电源过电压

确定最小间隙

所需耐压所需耐压

确定最小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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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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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爬电距离 抗电强度抗电强度
• 要求的耐压值：

电源电路电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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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6

28

次级电路次级电路

稳态，暂态过电压，重复峰值电压

电源瞬态电压

稳态，暂态过电压，重复峰值电压（3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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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1

30

32

最小间隙（根据耐压试验）最 隙 试

海拔高度系数

抗电强度测试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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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热试验潮热试验

• 93 % ± 3 %， 120 h， 40 °C ± 2 °C；

• 93 % ± 3 %， 120 h， 20 °C ~ 30 °C93 % ± 3 %， 120 h， 20 C  30 C

保护导体保护导体

耐腐• 耐腐蚀；

• 保护连接导体。保护连接导体。

接触电压，接触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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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电流接触电流

• 先测试电压超过ES1标准，则测试电流U2不能超过ES1电流标准。如果电压
或电流没有超过ES1标准，如果不超过ES2电压标准，则合格。如果超过ES2
电压标准，电源故障电流不能超过ES2标准（本故障试验不适用于无接地设
备。）

• 对初级人员：接触电压不超过ES2限值；如果接触电压超过ES2限值，接触
电流和电源故障接触电流U3不能超过ES2标准（本故障试验不适用于无接地
设备。）

• 接地可触及部件：电源故障接触电流不能超过ES2限值。

• 保护导体电流：直接用安培表测量。ES2限值。保护导体电流：直接用安培表测量。ES2限值。

防火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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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基本防护防火基本防护

常 常 作条件 能有 火产生• 正常，非正常工作条件下不能有明火产生；

• 温度不能达到材料自燃温度的90%，如果温度不能达到材料自燃温度的90%，如果
不知道材料等级，假设为300℃；

易燃材料等级应至少达到 B75 HB40 HBF• 易燃材料等级应至少达到：B75,HB40,HBF；

PS2电路防护（包含PIS点）PS2电路防护（包含PIS点）

线路• 线路板V-1;
• 导线绝缘和套管应符合IEC 60332-1-2 IEC导线绝缘和套管应符合IEC 60332 1 2, IEC 

60332-2-2 或 IEC/TS 60695-11-21；
承受电弧或可变接触电阻的设备应安装在• 承受电弧或可变接触电阻的设备应安装在
V-1材料上或体积不超过1,750mm3。

防火补充防护防火补充防护

电路 充• PS1电路不需要补充防护。

• PS2 PS3电路:设备功率不应超过4000W；PS2,PS3电路:设备功率不应超过4000W；

• 不能有超过5秒的明火产生；

• PIS点距离要求；

• 符合要求的热切断器 热熔断体 PTC热• 符合要求的热切断器，热熔断体，PTC热
敏电阻，过流保护装置，变压器，电动机
。

PS2电路防护（不包含PIS点）PS2电路防护（不包含PIS点）

线路• 线路板V-1;
• 部件：V-2 VTM-2 HF-2；部件：V 2,VTM 2,HF 2；
• 材料＜4克；

• 距PIS点满足距离要求；

• 密封在0 06m3以下 由阻燃材料组成的没• 密封在0.06m 以下，由阻燃材料组成的没
有通风孔的外壳内；

易损品 易耗品 点也要满足 离要求• 易损品，易耗品距PIS点也要满足距离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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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电路防护PS3电路防护
• 除PS2电路要求外，还需防火外壳。

• 在防火外壳内，在不属于PS2,PS3电路中的元件
也应满足V-2,VTM-2或HF-2(不适用于小于也应满足V 2,VTM 2或HF 2(不适用于小于
1,750mm3的元件，易损品，易耗品）；

• 下列元件不需要防火外壳：符合IEC 60332 1 2• 下列元件不需要防火外壳：符合IEC 60332-1-2, 
IEC 60332-2-2 或 IEC/TS 60695-11-21的导线绝
缘和套管；（包括符合要求的连接器）填满内部缘和套管；（包括符合要求的连接器）填满内部
防火外壳的元件；符合要求的插头，电源线连接
器 内部互连线；电动机；变压器器，内部互连线；电动机；变压器。

防火外壳材料要求防火外壳材料要求

备 得功率超过• 设备可获得功率超过4000W：5VA,5VB

• 设备可获得功率不超过4000W：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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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外壳和防火档板开孔要求防火外壳和防火档板开孔要求

底 ①在任 向 的 寸 大• 底部：①在任何方向上的尺寸不大于3mm
的开孔；宽度不超过1mm（不管多长）的宽度 管
开孔则不需要满足开孔试验要求。②在满
足V-1 HF-1或针焰试验要求的元件下方在足V 1,HF 1或针焰试验要求的元件下方在
任何方向上的尺寸不大于6mm的开孔；宽
度不超过2mm（不管多长）的开孔则不需度不超过2mm（不管多长）的开孔则不需
要满足开孔试验要求。 ③底部网孔不超过

而且金属丝直径不小于2mm×2mm，而且金属丝直径不小于
0.45mm。

化学危险化学危险

臭氧 时 意 值• 臭氧：随时注意限值（0,1 × 10−6 (0,2 
mg/m3)，臭氧比空气重）；g ) 臭氧 气

• 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

使用说明书和指导安全防护• 使用说明书和指导安全防护；

• 电池。电池。

防火外壳和防火档板开孔要求防火外壳和防火档板开孔要求
• 如果底部有可流动可燃物漏出的危险，开如果底部有可流动可燃物漏出的危险，开
孔应满足：

机械危险机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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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平板试验：非落地式设备正常使用时可触及玻璃平板试验：非落地式设备正常使用时可触及
控制件或有活动画面：MS2，MS3 10°玻璃平面
试验；试验；

• 水平力为13%重量或100N，取小者，不超过1.5m
不翻到，不翻到。

• 挂墙，吊顶设备：

挂墙 水平力 除设备重量外MS2,MS3  挂墙50N水平力60S，除设备重量外
另加三倍设备重量（不少于50N）60S；
可伸缩式或棒状天线端用6.0mm直径球状保护帽
。

设备稳定性设备稳定性
• 静态稳定性：落地式设备 MS3设备 施力静态稳定性：落地式设备 S3设备 施力
为20%设备重量，不超过250N，施力点不
超过1 5m 不超过15°；向下800N力在超过1.5m，不超过15 ；向下800N力在
125mm×20mm水平面，施力点不超过1m
不超过15° （如果设计没有平面可以免，不超过15° （如果设计没有平面可以免

做）；

• 重置稳定性：MS2,MS3设备10 °不翻到；

手挽强度手挽强度

倍 备• MS1：3倍设备重量；

• MS2： 3倍设备重量；MS2： 3倍设备重量；

• MS3（≤50kg） ：2倍设备重量或75kg（大者）；

MS3（ 50k ）MS3（＞ 50kg） ：2倍设备重量或75kg（大者）。

• 重量5s~10s内施加，维持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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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灼伤危险热灼伤危险

• 只考虑室温环境下正常，非正常工作条件
下温度限值，不考虑单次故障条件下情况下温度限值 不考虑单次故障条件下情况
。

辐射危险辐射危险
• 非电离辐射的防护：激光符合IEC60825要求；

• 非电离光辐射：UV（紫外线）符合IEC62471要
求，其中豁免组属RS1，危险组1和危险组2属
RS2，危险组3属RS3。

• 电离辐射（X射线）的防护：在接触表面5cm的任电离辐射（X射线）的防护：在接触表面5cm的任
何一点上，不超过0.5mR/h（RS1）;在接触表面
10cm的任何一点上，不超过2 5mR/h（RS2） 。10cm的任何 点上，不超过2.5mR/h（RS2） 。

• 噪音：说明噪声影响听力。

欧美纺织服装安全要求与
低碳生态标签解读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丁锡锋
TCL集团 产品认证中心
电话：0755- 33312708 
邮箱：dingxf@tcl.com

消费类电子最新IEC标准及
欧美能效壁垒动态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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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T 产品出口常见质量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建议

（鹿文军）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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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T产品出口常见质量问题
分析及解决方案建议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

鹿文军

E-mail：luwenjun2006@gmail.com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目前我国制定的A&V、IT产品安全的现行国家标准为：

 GB8898-2001《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

求》是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EC60065－1998第六版《音

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而制定的。

 GB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是等效采用国

际标准IEC60950－1999第三版《信息技术设备的安

全》而制定的。

目录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三、安全标准总的技术要求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六、提高产品质量的建议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IEC60065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第92技术委员会（TC92）“音频、视频及类
似电子设备的安全” 于八十年代初开始起

草、制定，并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发展的，我
国也根据国际上的标准进行跟踪并制定相应
的国家标准，对应如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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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IEC国际标准 GB国家标准

IEC65第四版《电网电源供电的家用
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子及有关设备的
安全要求》

SJ2484-84《电网电源供电的家用
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子及有关设备
的安全要求》

IEC60065：1985(第五版)+A1(1987) 
《电网电源供电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
途的电子及有关设备的安全要求》

GB8898-1988《电网电源供电的家
用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子及有关设
备的安全要求》

IEC60065：1985(第五
版)+A1(1987)+A2(1989)+A3(1992) 
《电网电源供电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
途的电子及有关设备的安全要求》

GB8898-1997《电网电源供电的家
用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子及有关设
备的安全要求》

IEC60065：1998(第六版) 《音频、
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8898-2001《音频、视频及类似
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IEC60065：1998(第7.1版) 《音频、
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8898-xxxx《音频、视频及类似
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IEC标准 GB国家标准

IEC435-1983《数据处理设备的安全》 GB4943—85《数据处理设备的安

全》

IEC950-1986第一版《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GB4943-90《信息技术设备（包括
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IEC60950-1990第二版《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GB4943-95《信息技术设备（包括
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IEC60950-1999第三版《信息技术设备
的安全》

GB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
全》

IEC60950-1：2001-1第一版《信息技
术设备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
求》

/

IEC60950-1：2005-2第二版《信息技
术设备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
求》

GB4943-xxxx:《信息技术设备的
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IEC60950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第74技术委员会（TC74）“信息技术设备的
安全和能量效应” 于1986年开始起草、制

定，并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发展的,我国也根
据国际上的标准进行跟踪并制定相应的国家
标准，对应如下页：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在欧洲，欧共体发布了EN60950《信息技

术设备的安全》和EN60065《音频、视频
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该两标准
与IEC60950和IEC60065是等效的，具体
内容基本一致，并根据欧共体各个国家
的具体条件，补充了一些具体的国家偏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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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美国保险商协会（UL）执行的是UL 标准体
系， UL60950《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和
UL60065《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
要求》，该标准基本等效IEC60950和
IEC60065，补充了一些具体的国家偏离。

在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均执行
的是IEC60950、IEC60065和各自国家的国家
偏离。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产品的安全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它
的设计，很多电气工程师在进行产品设计
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基本功能的设计，
而忽视对产品的安全性能的设计，结果制
造出来的产品难以顺利通过安全性能测试
。

一、检验依据的国内外安全标准简介

综上所述，IEC60950和IEC60065均是国际上通用

的安全标准。

2001年开始，IEC/TC74和TC92正式进行
了合并形成了新的技术委员会TC108《音频/视
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领域中电子设备的安
全》，下设分技术委员会，除继续研究和修订
IEC60950和IEC60065外，还负责组织IEC60950和
IEC60065和合并工作，起草一个新的标准
IEC62368《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
安全》。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应用安全标准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下列
危险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电击危险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着火危险
与热有关的危险
机械危险
辐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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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危险

 电击是由于电流通过人体而造成
的,其引起的生理反应取决于电流
值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及其通过人体
的路径。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电击的防护：

对可触及的零部件，一般应提供双
重保护以避免故障引起的触电。双
重保护是指基本绝缘加附加保护措
施，这样单一故障和任何由此引起
的故障都不会产生危险。附加保护
措施是指附加绝缘或保护接地等措
施，但附加保护措施不能取代设计
完备的基本绝缘，或降低对基本绝
缘的要求。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IEC60 479《流经人体电流的效应》中
表明：0.5mA的电流通过人体，可使人体
感到有电流流过，此电流为感知电流；
2.5mA-3.5mA的电流可使人明显感到有电
流流过，此时手指感觉麻但无疼痛，该
电流为反应电流；8-10mA的电流流过
时，触电者能自动摆脱，成为摆脱电
流；电流超过20mA时，手指迅速麻痹而
不能摆脱，电流再大就会引起心室纤维
性颤动，呼吸麻痹，成为致命电流；数

值在50mA-80mA时，还会导致电灼伤。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大电流电源或大电容电路的相邻电极间
短路时,可能导致引起下述的危险:
 —燃烧；
 —起弧；
 —溢出熔融金属。

就此而论,甚至接触带安全电压的电路也
可能是危险的。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隔离；
 —屏蔽；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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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危险
着火可能由下列原因引起：
 ─过载；
 ─元器件失效；
 ─绝缘击穿；
 ─接触不良；
 ─起弧；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与热有关的危险

高温可能导致引起下述的危险:

接触过热的可触及零部件引起灼伤;

绝缘等级下降或安全元器件性能降
低而引起触电危险，如隔离变压器
的绝缘层因长期高温而炭化；

引燃可燃液体。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减小着火危险的方法包括:
提供过流保护装置;
使用符合要求的适当燃烧特性的结构材料;
选择的零部件,元器件和消耗材料能避免
产生可能引起着火的高温;
限制易燃材料的用量;
把易燃材料与可能的点燃源屏蔽或隔离;
使用防火防护外壳或挡板，以限制火焰只
在设备内部蔓延;
使用合适的材料制作外壳，以减小火焰向
设备外蔓延的可能性。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减小与热有关的危险的方法有:

采取措施避免可触及零部件产生高
温，如适当开通风孔、加散热片等;

避免使温度高于液体的引燃点;

如果不可避免接触烫热的零部件,
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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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危险

尖锐的棱缘和拐角划伤人的皮肤;

可能潜在地引起危害的运动零部件
弹出伤人;

设备的不稳定而砸伤人;

阴极射线管爆炸和爆裂的高压灯产
生的碎片伤人等。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辐射危险
设备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辐射会对使用人员和维
修人员造成危险,辐射可以是声频辐射,射频辐
射,红外线辐射,紫外线和电离辐射,高强度可
见光和相干光(激光)辐射。

减小辐射危险的方法包括:

限制潜在辐射源的能量等级，使其在非危
险值以内;

屏蔽辐射源;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如果不可避免暴露于辐射危险中,要提供警
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减小机械危险的方法包括:
倒圆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配备防护装置;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使落地式设备有足够的稳定性;

选择能抗爆炸的阴极射线管和耐
爆裂的高压灯;

在不可避免接触时,提供警告标识
以告诫使用人员。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化学危险

接触某些化学物品或吸入它们的气体和
烟雾可能会造成危险。

减小化学危险的方法包括:

避免使用在预定的和正常条件下使用
设备时由于接触或吸入可能造成伤害
的堆积的和消耗性的材料;

避免可能产生泄漏或气化的条件;

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危险。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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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元器件
设备的安全与所选用的设备的材料和元
器件直接相关，因此应适当选择和合理
配置所使用的材料和元器件,以便使设备
在预定寿命期间安全可靠的运行,不会产
生危险。而且在出现严重着火危险时,不
会加剧火焰的蔓延。
选择的元器件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保持
在制造厂商设定的额定值内,在故障条件
下也不会产生危险。为此，标准在各相
关部分都给出了相关材料和元器件的要
求。

二、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

●A&V产品需检测的安全项目有：

1.标记和使用说明 2.辐射危险

3.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发热 4.绝缘要求

5.故障条件 6.机械强度

7.电器间隙和爬电距离 8.元器件

9.端子 10.外接软线

11.电气连接和机械固定

12.显像管的机械强度和防爆炸影响

13.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14.防火

三、安全标准总的技术要求

对所有电子设备的基本要求包括：

1）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会对使用
人员、维修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造成安全
危险；

2）设备在单一故障条件下，不会对使用
人员、维修人员以及周围环境造成安全
危险；

3）设备在预期的误用以及各种环境应力
条件下，不会由于受外界影响而变的不
安全。

三、安全标准总的技术要求

●IT产品需检测的安全项目有：

1.标志和说明

2. 危险的防护

3.布线、连接和供电

4.结构要求

5.电气要求和模拟异常条件

6. 与通信网络的连接

三、安全标准总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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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A&V产品不合格的检出情况，主
要分布在以下方面：

1. 标志和说明

2. 防触电的结构要求

3. 元器件

4. 外接软线

5. 机械强度

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④未标识额定消耗电流或额定消耗功率；
或在额定电压下测量的消耗值超过标识
值的10%。

⑤样品机身和说明书中标识的电气参数和
商标型号等不一致。

⑥标识用沾水和汽油的软布各擦拭15s后模
糊不清，或出现卷边；

⑦对于预定要连接与电源配线相关的保护
接地导线的接线端子未使用接地符
号 。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1、标志和说明不合格：
主要表现在信息内容缺失或错误及
耐久性试验不合格。如：

① 产品未标识商标或型号等；
② Ⅱ类器具缺Ⅱ类设备符号“回”；
③ 错误使用符号、标识：常见的是误用交

流电源性质符号“～”作为连字符“-”和
直流符号标识不规范。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⑧ 标志和说明书中缺少必要的安全警
告、使用说明等。检测中常见情况
有：

A&V产品不具有水溅防护功能，说明书中
未说明设备不应遭受水滴或水溅和设
备上不应放置诸如花瓶一类的装满液
体的物品；

便携式DVD内有充电电池，但说明书未提
供电池（电池组或者安装电池）不能
暴露在过热环境比如日晒、火焰或类
似情况的警告；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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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DVD内有可更换的锂电池，电池附
近或维修说明书中未给出警告：注意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只
能用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的电池来更
换。

A&V产品用电源插头和器具耦合器作为断
接装置，说明书中未说明断接装置应
便于操作；

A&V产品用全极开关作为断接装置，说明
书中未说明开关在设备上的位置和开
关的功能、开关应便于操作。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该便携式DVD属Ⅱ类设备，在器具主体和适配器上均
未标明Ⅱ类设备符号“回”。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未标明额定消耗电流或功率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接地端子未标识接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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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未标明商标，型号擦拭试验不合格，直流电压供电未标识电
源性质符号 。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可触及零部件与电线或电缆中和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电

线或电缆中的导体之间为单层绝缘：电源线单层可触及
到金属外壳。

2、防触电的结构要求：

最常见的不合格一般在IEC60065中
8.10条，该条规定：Ⅱ类设备中，下列
零部件之间应具有双重绝缘：

---可触及零部件与电线或电缆中和电网电
源导电连接的电线或电缆中的导体之
间；以及

---电线或电缆中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连接
的导体和与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零部件
之间。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电线或电缆中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连接的导体和与电网电

源导电连接的零部件之间为单层绝缘： 次级信号线未经捆
扎，比较凌乱，用2N拉力可触及初级危险带电元件。



54

41

43

42

44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次级信号线已经捆扎，但长且松散，用2N拉力
可触及初级危险带电元件

3、元器件：
主要不合格在于变压器和熔断

器的标识不符合标准要求。
DVD内失效会损害设备的安全的电

感器，如隔离变压器，应标有制造厂
名称或商标以及型号或产品分类号。
制造厂名称和型号可以用代码来代
替。检测中常见变压器无标识或标识
不全。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与可触及金属外壳连接的单层软线用2N拉力可触及开
关电源板初级危险带电元件焊点

DVD内为防止设备发生安全危险而选用
的直接与电网电源连接的熔断体，应将下
列标志按给定的顺序，标在每个熔断器座
上或熔断体就近处：表示有关的预飞弧时
间/电流特性的符号、额定电流、熔断体
分断能力符号和熔断体额定电压。

对额定电流小于1A者以毫安值表示额
定电流，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1A者以安培
值表示额定电流。

标记示例：F1.25AH250V 或
T315mAL250V，检测中常见标识不全或不
按给定顺序标识。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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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熔断体就近处无标记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未使用正确的分断能力符号H/E/L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未标明熔断器分断能力符号

4、外接软线：

DVD电源软线导线的标称横截面积应
不小于标准给定值。另外，在美国和
加拿大要求最小横截面积是
0.81mm

2
。检测不合格主要原因是电

源软线横截面积太小。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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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械强度：

在用0.5J动能的弹簧冲击锤对保护危险带电零
部件外部和可能是薄弱的地方的每一点垂直
受试表面释放锥体3次后，一些产品外壳破
损，可用试验指触及危险带电件，不合格。

IEC60065-2005版12.6条新增加了对伸缩或拉杆
天线的要求，其中提到应为伸缩或拉杆天线
的终端装配直径至少为6.0mm的钮扣或球。
检测过程中发现有些产品天线终端球直径过
小。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6、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主要是：

① 开关电源板上L极与N极间、熔断器
两引脚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过小，
不满足基本绝缘的要求；

② 开关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跨接电容
初次级间、光耦初次级间、与可触及金
属外壳连接的金属螺钉与开关电源板初
级危险带电件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过小，不满足加强绝缘的要求。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DVD天线终端球直径小于6.0mm

四、A&V产品安全不合格常见案例

两极与电源电路板固定螺钉间爬电距离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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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电强度不合格（适配器L/N极与USB输
出口间3000V 1min击穿）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三）温升不合格

♦主要表现在手机在正常或非正常工作
时温升超过标准限值。

♦不合格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厂家元器件采购控制不严格，使用的元器
件偏差比较大；

二是产品设计结构不合理，散热性能不好；

三是个别厂家为节省成本，一些发热比较大的
元器件该用散热片的却未使用散热片，导致
温升过高。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合格（适配器L、
N极间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小于标准要求）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手机中某电容温升不合格例子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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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四）标记和说明不合格：

主要表现在标识耐久性和信息内容缺失或
错误方面，如：
标识用水和汽油各擦拭15s后模糊不清；
说明书警告语不齐全：配备可更换电池

的设备没有“用错误型号电池更换会有爆
炸危险，务必按照说明处置用完的电池”
的警告语 。用电源软线上的插头当作断
开装置时，可插式设备未说明“插座应装
在设备的附近，而且应便于触及到。”

电压连接符错用“～”符号，应该使用“-”
符号。

直流符号应为 有厂家标识不规范，标识成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标识不合格例子

擦拭后模糊不清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无任何制造厂名称或商标或识别标记，
无机型代号或型号标志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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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英国通报中国生产的Skytronic或
Mercury牌手机充电器，型号为
421.746-1000mA、421.740-500mA、
421.734和421.735。

通报的理由为该充电器不符合欧盟
低电压指令和欧洲标准EN60950，电线
松动，令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有
令人触电的危险；插脚的尺寸不合适，
易造成充电器过热或出现电弧。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1、A&V、IT产品出口涉及的标准比较多，
所以企业应加强标准的收集、了解、学
习、应用，不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忽略了
安全要求。

2、应积极寻求检测机构的帮助，一是因
为检测机构有专业的检测人员，对标准
理解比较深刻，二是因为检测机构的检
测设备精度和灵敏度高，测量准确。

六、提高产品质量的建议

案例：

国家质检总局于近日发布2009年8号
风险警示通告，指出部分与诺基亚手机
一同出售的特定型号(AC-3E、AC-3U、
AC-4U)充电器存在安全隐患。

该充电器的塑料外壳可能会松动并
脱离，使得内部件外露，如在此情况下
接触到正在充电过程中的充电器，可能
引起触电危险。

五、IT产品不合格常见案例

3、企业应该加大研发的投入，切实提高
产品设计能力。

4、加强产品生产流程的管理，特别是对
元器件采购的质量控制和产品出厂检测
的质量控制。

5、检验人员应就产品的不合格项目与工
厂相关负责人充分交流，为其整改提供
指导性的建议。

六、提高产品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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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纺织服装安全要求与
低碳生态标签解读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鹿文军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
电话：0755- 83886188 
邮箱：luwenjun2006@gmail.com

消费类电子最新IEC标准及
欧美能效壁垒动态培训班

答 疑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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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公益型研究服务介绍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是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下属的专门负责技术性贸易措施与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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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是深圳市的公益型事业单位。作为它的二级机构，技术性贸易措施研
究是深圳地区唯一的WTO-TBT/SPS通报咨询机构，也是唯一以提供国际技术壁垒信息预警和公
益型服务为主要业务的技术机构。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现有员工19人，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人员11人，博士1人，高级职
称人员3人。研究所内设研究、信息和推广三个部门。

产品与服务
技术壁垒资源网：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益型市场准入技术措施信

息平台、深圳市科技创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咨询服务
●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查询与咨询服务
●法规标准技术指标比对分析
●产品出口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一站式服务

·ErP解决方案咨询
·玩具产品国际市场准入信息服务包

TBT/SPS通报评议

《技术壁垒与市场准入》杂志

重点研究领域
重点出口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家用电器、音视频产品、照明设备、计算机及

外设等珠三角地区重点出口产品

●玩具、家具、纺织服装、食品及农产品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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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数字电视、通讯设备等深圳优势高

新技术产品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3002号无线电管理大厦12楼1205室
电话：0755-83229880                 传真：0755-83202795
网址：www.tbtmap.cn                  Email:info@tbtmap.cn

技术壁垒热点跟踪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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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WEEE相关法规

●REACH及其他化学品法规

●美国CPSIA及其实施措施

●产品安全

●食品、纺织服装等产品的标签标识

●食品和农产品重金属、农药、兽药残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