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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GB 28380-2012《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与GB 28380-2012相比，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2年版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删除了“微型计算机节能评价值”定义（见2012年版2.6）；

——增加了“平板电脑”“长时空闲”和“短时空闲”定义（见3.1、3.5和3.6）；

——删除了“节能评价值”（见2012年版3.4）；

——修改了表1～表4（见4.1、4.1和6.2.1、6.2.2，2012年版3.1、3.2和4.2.1、4.2.2）；

——修改了公式（1）（见6.2.1，2012版4.2.1）；

——删除了表5、公式（2）和“检验规则”（见2012年版4.2.3和第5章）。

本文件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2838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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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台式微型计算机、具有显示功能的一体式台式微型计算机（简称一体机）和便携

式计算机（以上统称微型计算机）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用途微型计算机。本文件不适用于：

a)工作站、工业应用微型计算机和平板电脑；

b)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微型计算机；

c)电源额定功率大于750W的微型计算机；

d)显示屏对角线小于0.2946 m（11.6英寸）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及一体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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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813.1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1部分：台式微型计算机GB/T

9813.2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2部分：便携式微型计算机GB/T

9813.4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4部分：工业应用微型计算机

IEC 61966-2-1 多媒体系统和设备 色彩测量和管理 第2-1部分:色彩管理 默认RGB色彩空间

sRGB（Multimedia systems and equipment - Colour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 Part 2-1:

Colour management - Default RGB colour space – sRGB）

3 术语和定义

GB/T 9813.1、GB/T 9813.2和GB/T 981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板电脑 Slates/Tablets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计算设备：

a) 集成对角线尺寸大于6.5英寸而小于17.4英寸的显示屏；

b) 在其出厂配置中不含有能并入物理机身的键盘；

c) 包括触摸屏输入，且主要依靠触摸屏进行输入；

d) 具有无线网络连接功能，且主要依靠无线网络连接；

e) 包括内置电池，且主要依靠内置电池供电（说明书中明确出厂配置中含有的电源适配器仅是

充电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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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状态 off mode

微型计算机连接到电网电源上，且产品的状态为系统关闭状态。

注：适用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ACPI)的微型计算机其关闭状态对应 ACPI中的 S5状态。

3.3

睡眠状态 sleep mode
微型计算机在不关闭情况下能耗较低的状态。该状态可由用户选择进入，也可由微型计算机一

段时间不工作后自动进入。

注：适用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ACPI)的微型计算机其睡眠状态通常相当于 ACPI中的 S3状态。

3.4

空闲状态 idle mode

微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已加载完毕、用户配置文件已创建、只提供系统默认的基本应

用的状态，而且系统处于非睡眠状态下。空闲状态包括两种子状态：短时空闲和长时空闲。

3.5

长时空闲 long idle

微型计算机进入空闲状态（即操作系统启动后或完成活动工作负载后或从睡眠模式恢复后15分

钟），计算机主显示器进入低功率状态，无法看到屏幕内容（即背光已关闭），但仍处于工作模式

（ACPI G0/S0）时的状态。如电源管理功能在本定义描述的场景中可激活，则应在评估长时空闲之

前启用这些功能（例如，显示器处于低功耗状态，硬盘驱动器可能已关闭），但使计算机无法进入

睡眠模式。

注：工作模式（ACPI G0/S0）是指：计算机响应a)用户之前或同步输入，或b)网络之前或同步指令而进行有效工

作的状态。该状态包括：主动处理以及从储存空间、内存或缓存中搜索数据，还包括等待用户进一步输入过程中，以及进

入低功率模式前的待机状态。

3.6

短时空闲 short idle

微型计算机进入空闲状态（即操作系统启动后或完成活动工作负载后或从睡眠模式恢复后5分

钟），屏幕打开，长时空闲电源管理功能未启动（如硬盘驱动器处于运转状态，且计算机无法进入

睡眠模式）时的状态。Pshort_idle代表短时空闲时测得的平均功率。

3.7

典型能源消耗 typical energy consumption; TEC
微型计算机按照本文件所规定试验和计算方法得出的年能源消耗量。

注：单位为千瓦时（kWh）。

3.8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 the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microcomputers
在标准规定试验条件下，微型计算机所允许的最大的典型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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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效等级

4.1 微型计算机分类

微型计算机的类型通过查表1确定。

表1 微型计算机分类

微型计算机 类型 配置说明

台式微型计算机

I1类 集成显示单元或可切换显示单元，且P≤8
I2类 集成显示单元或可切换显示单元，且P〉8
D1类 独立显示单元，且P≤8
D2类 独立显示单元，且P〉8

一体机
1类 P≤8
2类 P〉8

便携式计算机

0类 P≤2
1类 2〈P〈8
2类 P≥8

注：P=(CPU内核数)×(CPU时钟频率（GHz）)，内核数表示物理 CPU内核数量，CPU时钟频率表示最大 TDP核心

频率，而非自动超频频率。

4.2 微型计算机能效等级

微型计算机能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1级能效最高。微型计算机能效各等级的典型能源消耗应不

大于表2的规定。

表2 微型计算机能效等级

单位为千瓦时

微型计算机类型
能源消耗

1 级 2 级 3 级

台式微型

计算机

I1 类 11.0+∑Efa 26.0+∑Efa 54.0+∑Efa

I2 类 26.0+∑Efa 46.0+∑Efa 74.0+∑Efa

D1 类 20.0+∑Efa 35.0+∑Efa 63.0+∑Efa

D2 类 25.0+∑Efa 45.0+∑Efa 73.0+∑Efa

一体机
1 类 3.0+∑Efa 9.0+∑Efa 15.0+∑Efa

2 类 14.0+∑Efa 27.0+∑Efa 40.0+∑Efa

便携式

计算机

0 类 2.0+∑Efa 6.5+∑Efa 11.0+∑Efa

1 类 3.5+∑Efa 8.0+∑Efa 12.5+∑Efa

2 类 9.5+∑Efa 14.0+∑Efa 18.5+∑Efa

注：∑Efa为微型计算机附加功能功耗因子之和。

5 能效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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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为能效等级的3级。

6 试验与计算方法

6.1 试验方法

按附录A的试验方法对微型计算机典型能源消耗进行测试。

6.2计算方法

6.2.1 典型能源消耗的计算

微型计算机典型能源消耗按照公式（1）计算：

TEC =(8760/1000)×(PoffX Toff + PsleepX Tsleep + Plong_idleX Tlong_idle+ Pshort_idle X Tshort_idle) ……

式中： （1）
TEC——微型计算机典型能源消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8760——年小时数，单位为小时（h）；

Poff ——微型计算机关闭状态功耗，单位为瓦（W）； Toff—

—微型计算机年关闭状态时间所占百分比，查表3获得；

Psleep ——微型计算机睡眠状态功耗，单位为瓦（W）；

Tsleep——微型计算机年睡眠状态时间所占百分比，查表3获得；

Plong_idle ——微型计算机长空闲状态功耗，单位为瓦（W）； Tlong_idle—

—微型计算机年长空闲状态时间所占百分比，查表3获得; Pshort_idle —

—微型计算机短空闲状态功耗，单位为瓦（W）； Tshort_idle——微型计

算机年短空闲状态时间所占百分比，查表3获得。

表3 微型计算机各状态所占时间百分比

状态
台式微型计算机

及一体机
便携机

关闭状态 15% 25%

睡眠状态 45% 35%

长时空闲状态 10% 10%

短时空闲状态 30% 30%

6.2.2 附加功能功耗因子的计算

微型计算机附加功能功耗因子之和（∑Efa）通过查表4确定。

表4 微型计算机附加功能功耗因子

单位为千瓦时

功能 台式机 一体机 便携机 附加功能说明
内存（TECmemory） 1.7+（0.24×GB） 2.4+（0.294×

GB）

GB为系统安装的内存容量

计算，单位为GB。

独立显示单元（TECgraphics） 50.4 × tanh（0.0038 × FB_BW

– 0.137）+ 23

29.3 × tanh

（0.0038 ×

FB_BW – 0.137）

1)适用于安装在系统中的

第 一 个独 立 显 示单 元

（dGfx）,不适用于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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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台式机 一体机 便携机 附加功能说明
+ 13.4 显示单元。

2）FB_BW为独立显示单元

显 存 带 宽 ，

FB_BW=(DR×DW)/(8×1000)
单 位 为千 兆 字 节每 秒

（GB/s）,其中：DR为显存

等效频率，单位为兆赫兹

（MHz）；DW为显存位宽，

单位为字节（bits）。

可 切 换 显 示 单 元

（TECswitchable）

14.4 不适用 适用于默认自动切换。

多个 内部

存储 设备

（TECstorage）

3.5 寸硬盘

（HDD）

16.5 不适用 如果系统配置额外的内部

存储设备，只适用一次。

2.5 寸硬盘

（HDD）

2.1

2.6

混 合 硬 盘

（ Hybrid

HDD/SSD

0.8

固 态 硬 盘

（SSD ，包

括 M.2 接

口）

0.4

显 示 器

（TECint_displ

ay）

A〈190

不适用

[(3.43

r)+(0.148

A)+1.30]

(1+EP)

╳

╳

╳

8.76 ╳

0.30+(1+EP)

╳ (0.43 ╳

r+0.0263╳A)

1)R是屏幕固有分辨力，单

位为万像素；A为可视屏幕

区域，单位为平方英寸。

EP按以下条件取值：

a) 非增强型显示器，取

值为0；

b) 屏幕对角线尺寸小于

27英寸的增强型显示

器，取值为0.3；

c)屏幕对角线尺寸大于等

于27 英寸的增强型显示

器，取值为0.75。

2)增强型显示器应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a)无论是否配有屏幕保护

玻璃，对比度在60：1时，

水平视角不小于85°；

b）固有分辨力不低于230

万像素（MP）；

c) 色 域 至 少 为 IEC

61966-2-1定义的sRGB，允

190 ≤

〈210

A [(3.43

r)+(0.018

A)+26.1]

(1+EP)

╳

╳

╳

210 ≤

〈315

A [(3.43

r)+(0.078

A)+13.2]

(1+EP)

╳

╳

╳

A≥315 [(3.43

r)+(0.156

A)-11.3]

(1+E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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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台式机 一体机 便携机 附加功能说明
许色彩空间的偏移，但要

能支持至少99%sRGB。

3）如产品标配多个显示

器，则每个显示器都可应

用此附加功能功耗因子。

网 络 接 口

（TECglan）

1G 〈 glan

〈10G

4.0 不适用 如果系统包含网络速度大

于1G且小于10G的以太网

端口，则适用1次。

glan≥10G 18.0 不适用 如果系统包含网络速度大

于10G的以太网端口，则适

用1次。

7 标准的实施

在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在实施之日后一年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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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微型计算机典型能源消耗试验方法

A.1 试验条件

测试时，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25～75）%，大气压力为(86～106) kPa；测试电

源为交流（220±2.2）V，电源频率为（50±1）Hz。

测试电源的总谐波失真不大于 2%。

A.2 测试仪器

功率计在不大于 10W的有功功率测量时，测量结果精确到 0.01W；在大于 10W小于等于 100W

的有功功率测量时，测量结果精确到 0.1W；在大于 100W的有功功率测量时，测量结果精确到 1W。

A.3 测试方法

A.3.1 待测微型计算机设置

待测微型计算机设置如下：

a) 待测微型计算机使用标配的键盘、鼠标等配件。不包括配件的台式微型计算机和一体机应配置

无附加功能的鼠标和键盘；

b) 微型台式计算机（不包括一体机和便携式计算机）应配置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器能耗不应

包括在待测微型计算机能耗中；

c) 具有指点杆、触控板或触控屏的便携式计算机不需连接独立的键盘或鼠标；

d) 便携式计算机应采用标配的外部电源，测试中不安装电池组。当微型计算机不安装电池组无法

工作时，测试应在电池充满电的状态下进行；

e) 将待测微型计算机恢复至出厂默认设置后，显示器桌面背景设为固定颜色位图（红绿蓝

（RGB）值为 130，130 和 130）。关闭全网络连接及所有附加功能，如无法实现，调至能

耗最小值，并在报告中注明；

f) 长时空闲状态测试应在停止输入后 20 分钟内开始。若默认设置导致待测微型计算机在 20

分钟后进入长时空闲状态，则应在停止输入后 20 分钟时开始测量。长时空闲状态测量时显

示器睡眠状态设置为默认设置;

g) 短时空闲状态测试应在停止输入后 5 分钟内开始。短时空闲状态测试时显示器睡眠状态应设置

为禁用。若默认设置导致待测微型计算机在测量时退出短时空闲状态，则应修改相关设置， 以使

待测微型计算机在测量过程中保持短时空闲状态;

h) 具有可选低功率模式（ALPM）的微型计算机应在测试过程中保持该模式关闭。

i) 微型计算机采用生产者声明支持的操作系统。

A.3.2 典型能源消耗的测试

微型计算机典型能源消耗按以下步骤进行测试：

a) 待测微型计算机初始安装完毕，接入活动的以太网，微型计算机的无线网络模块及设备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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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协议模块应关闭。当微型计算机只能提供无线网络或设备间无线传输协议接入时，应只

连接一种活动的无线接入方式；

b) 连接测试设备和待测微型计算机，接通测试设备电源并处于规定的试验条件；

c) 启动微型计算机并等待操作系统加载完毕；

d) 记录微型计算机基本数据，包括型号，操作系统名称及其版本，处理器类型和速度，内存及其

最大容量，显示单元类型等；

e) 确保微型计算机设置与出厂配置相同，调整显示器设置到 A.3.1 e）测试要求；

f) 关闭微型计算机；

g) 连续记录微型计算机关闭状态的有功功率和测试时间，测试时间不少于 5 分钟，读数频率不

小于 1次/秒，取算术平均得到Poff；

h) 打开微型计算机，在操作系统完全加载并准备就绪的情况下登录后，关闭所有打开窗口，仅显

示标准操作桌面屏幕或其他类似等效的屏幕，将待测微型计算机置于长时空闲状态，重新设置

测试仪表（如有必要时），累积记录实际消耗功率值达 5 min，读数频率不小于 1次/秒，记录

过程中观测到的平均值（算数平均值）,得到Plong_idle。

i) 打开微型计算机，在操作系统完全加载并准备就绪的情况下登录后，关闭所有打开窗口，仅显

示标准操作桌面屏幕或其他类似等效的屏幕，让图像被缩放到完全填满显示区域，便携式微型

计算机亮度水平设置为至少 90 cd/m2，一体式微型计算机的亮度水平设置为至少 150

cd/m2。如这些亮度水平不可达到，将产品亮度水平设置为最接近水平，并将受试设备置于

短时空闲状态。重新设置测试仪表（如有必要时），累积记录实际消耗功率值达 5 min，读数

频率不小于 1次/秒，记录过程中观测到的平均值（算数平均值）,得到Pshort_idle。

亮度测试应在暗室条件下进行，测试环境应保证照度不大于 5 lx。亮度计与显示器的测试距

离为 1 m，将亮度计放置在垂直于屏幕中心的位置进行测量。

j) 打开微型计算机，待微型计算机操作系统加载完毕后，设置微型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将测试

设备读数清零，连续记录微型计算机睡眠状态的有功功率和测试时间，测试时间不少于 5 分

钟，读数频率不小于 1次/秒，取算术平均得到Psleep，关闭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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