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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产品评价要求 电子视像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视像产品绿色（低碳）产品和绿色（低碳）领跑产品的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计算机显示器、平板电视、激光电视、投影机、LED显示屏、商用显示屏、商用显示器

和智慧平板等电子视像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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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8898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9254.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部分：发射要求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21520 计算机显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850 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6685-2017 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测量方法

GB/T 26686 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通用规范

GB/T 29786 电子电气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 32028 投影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3762-2017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电视机显示性能测量方法

GB 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仅是防控卫生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Y/T 307 超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节目制作和交换参数值

GY/T 315 高动态范围电视节目制作和交换图像参数值

SJ/T 11141 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通用规范

SJ/T 11157.2-2016 电视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第 2 部分：音频通道的电性能和声性能测量方法

SJ/T 11281-2017 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测试方法

SJ/T 11292-2016 计算机用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

SJ/T 11324 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术语

SJ/T 11340-2015 前投影机通用规范

SJ/T 11343 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

SJ/T 11346-2015 电子投影机测量方法

SJ/T 11348-2016 平板电视显示性能测量方法

SJ/T 11468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术语 (均质材质、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拆解、自我声明

的定义）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BEFFF4EA26B241E05397BE0A0AF581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0B50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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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T 11745 超高清晰度电视机技术规范

SJ/T 11746-2019 超高清晰度电视机显示性能测试方法

SJ/T 11791-2021 电视接收设备 激光投影显示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4943.1、GB 8898、GB/T 9254.1、GB 21520、SJ/T 11292-2016、SJ/T 11324、SJ/T 11340-2015、SJ/T
11346-2015、SJ/T 11468、SJ/T 11791-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平板 smart tablet

屏幕尺寸55英寸以上，具备显示屏、触控、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软硬件模块，可实现音视

频采集、处理、播放、显示、互动教学、文档演示、远程会议、无线传屏等多种功能，广泛应用于教育、

会议和商务领域。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产企业要求

4.1.1.1产品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件。

4.1.1.2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4.1.1.3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23331、GB/T 24001、GB/T 19001 和 GB/T 45001分别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2 产品要求

4.1.2.1 产品质量应符合表1中标准的要求，并提供检测报告。

表 1 绿色（低碳）电子视像产品基本产品要求

产品类别 产品细类 安全标准 电磁兼容标准 产品标准

计算机显示器 GB 4943.1 GB/T 9254.1 SJ/T 11292

平板电视

液晶电视

GB 8898 GB/T 9254.1

SJ/T 11343

SJ/T 11745

GB/T 26686

OLED电视
SJ/T 11745

GB/T 26686

激光电视 GB 8898 GB/T 9254.1
SJ/T 11791

GB/T 26686

投影机

LED投影机

GB 4943.1 GB/T 9254.1 SJ/T 11340
激光投影机

超高压汞灯投影机

LED显示屏 GB 4943.1 GB/T 9254.1 SJ/T 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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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产品细类 安全标准 电磁兼容标准 产品标准

商用显示屏 GB 4943.1 GB/T 9254.1
本文件表2品质

属性

商用显示器 GB 4943.1 GB/T 9254.1
本文件表2品质

属性

智慧平板 GB 4943.1 GB/T 9254.1 GB 40070

4.1.2.2 产品说明书中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特殊材料处理及产品废弃后的有关循环利用的相关说明要求。

4.2 评价指标要求

电子视像产品的绿色(低碳)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

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品质属性指标和低碳属性指标。计算机显示器、平板电视、激光电视、投影机、

LED显示屏、商用显示屏、商用显示器和智慧平板的评价指标名称、基准值、判定依据等要求见表 2。
表 2 电子视像产品绿色(低碳)评价指标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1

资

源

属

性

产品可回收性

—

质量超过 100g的塑料部件不可

含有阻碍回收利用或再使用的

胶粘剂、涂层、油漆

提供设计文件和标识文件

2 —

质量超过 50克的塑料零部件，

在不影响产品功能且大小、尺

寸允许的情况下，应按照 GB/T

16288 系列标准在制品表面进

行标识

3

包装使用材料 —

不得使用氟氯化碳（CFCs）、

氢氟氯化碳（HCFCs）等消耗

臭氧层物质作为发泡剂，宜采

用生物基发泡材料
提供证明材料

4
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酯作为增

塑剂

5 包装可回收性 —
按照GB/T 18455对包装材料的

可回收性进行标识
提供证明材料

6

能

源

属

性

计算机显

示器

标准

显示

器

能源效率 cd/W
实测值达到 1

级

实测值达到 2

级

按照 GB 21520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

7 睡眠状态功率 W ≤0.30 ≤0.40

8 关闭状态功率 W ≤0.30 ≤0.40

9 高性

能显

示器

能源效率 cd/W
实测值达到 1

级

实测值达到 2

级

10 睡眠状态功率 W ≤0.5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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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11 关闭状态功率 W ≤0.40 ≤0.50

12

平板电视

能源

效率

≤1920×1080

cd/W

实测值达到 1

级

实测值达到 2

级

按照 GB 24850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

13
＞1920×1080，≤

3840×2160

实测值达到 2

级

实测值达到 3

级

14 ＞3840×2160
实测值达到 3

级

实测值达到 4

级

15 被动待机功率 W ≤0.50

16

激光电视

能源

效率

≤1920×1080

cd/W

≥2.0 ≥1.5

按照 GB 24850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

17
＞1920×1080，≤

3840×2160
≥1.5 ≥1.2

18 ＞3840×2160 ≥1.3 ≥1.1

19 被动待机功率 W ≤0.50

20

投影机

超高压

汞灯投

影机

投影光效 lm/W
实测值达到 1

级

实测值达到 2

级
按照 GB 32028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
21 被动待机功率 W ≤0.50

22 LED投

影机

投影光效 lm/W ≥12.0 ≥8.0 按照 GB 32028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23 被动待机功率 W ≤0.50

24 激光投

影机

投影光效 lm/W ≥12.0 ≥8.0 按照 GB 32028进行测量，

并提供检测报告25 被动待机功率 W ≤0.50

26
LED显

示屏
能源效率 cd/W ≥3.3 ≥2.5

按照附录 A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27
商用显示

屏
能源效率 cd/W ≥3.5 ≥2.5

按照附录 A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28
商用显示

器
能源效率 cd/W ≥3.5 ≥2.5

按照附录 A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29 智慧平板 能源效率 cd/W ≥4.0 ≥3.0
按照附录 A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30

环

境

属

性

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

构成电子电气产品的各均质材

料中，铅、汞、六价铬、多溴

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含量均≤

0.1%（质量分数），镉的含量

≤0.01%（质量分数）

按照GB/T 26572的限量要

求对检测单元分类，按

GB/T 26125进行测定，并

提供检测报告

31 其他有害物质含量 —

产品的均质材料中邻苯二甲酸

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2-乙基

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含量均≤

1000mg/kg

按照 GB/T 29786进行测

定，并提供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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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32

品

质

属

性

计算

机显

示器

亮度 cd/m2 ≥300 ≥200

按照 SJ/T 11292-2016的

5.6.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33 对比度 倍 ≥800 ≥500

按照 SJ/T 11292-2016的

5.6.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34 亮度一致性 % ≥75.0 ≥70.0

按照 SJ/T 11292-2016的

5.6.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35 响应时间 ms ≤10 ≤15

按照 SJ/T 11292-2016的

5.6.6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36 色域覆盖率 % ≥38 ≥35

按照 SJ/T 11292-2016的

5.6.8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37 HDR峰值亮度
注 a cd/m2 ≥600 ≥400

按照附录 B.2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38

高清

液晶

平板

电视

亮度

≥48cm，≤68cm

cd/m2

≥250 ≥200

按照 SJ/T 11348-2016的

5.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68cm，＜101cm ≥350 ≥300 按照 SJ/T 11348-2016的

5.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101cm ≥500 ≥400

39 对比度 — ≥700:1 ≥500:1

按照 SJ/T 11348-2016的

5.2.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40 亮度均匀性 % ≥80 ≥75

按照 SJ/T 11348-2016的

5.3.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41

色域

覆盖

率

≥48cm，≤68cm

%

≥32 ≥30
按照 SJ/T 11348-2016的

5.7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68cm，＜101cm ≥35 ≥32

≥101cm ≥40 ≥35

42
数字电视最小接收信号

功率
dBm 模式 7≤-83 模式 7≤-82

按照 GB/T 26685-2017的

5.2.8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43 声频率响应特性 dB

80Hz~15000H

z不均匀度≤

20

150Hz~8000H

z不均匀度≤

20

按照 SJ/T 11157.2-2016的

11.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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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44

品

质

属

性

超高

清液

晶平

板电

视

亮度

≥48cm，≤68cm

cd/m2

≥250 ≥200 按照 SJ/T 11746-2019的

5.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68cm，＜101cm ≥350 ≥300

≥101cm ≥500 ≥400

45 对比度 — ≥700:1 ≥500:1

按照 SJ/T 11746-2019的

5.2.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46 亮度均匀性 % ≥80 ≥75

按照 SJ/T 11746-2019的

5.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47 色域覆盖率 % ≥40 ≥35

按照 SJ/T 11746-2019的

5.7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48 静态清晰度 电视线 ≥2160

按照 SJ/T 11746-2019的

5.10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49 HDR峰值亮度 a cd/m2 ≥1000 ≥400
按照附录 B.2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50 HDR黑色亮度 a cd/m2 ≤0.10 ≤0.30
按照附录 B.3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51 HDR色域覆盖率(DCI-P3)a % ≥95 ≥85
按照附录 B.4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52
数字电视最小接收信号

功率
dBm 模式 7≤-83 模式 7≤-82

按照 GB/T 26685-2017的

5.2.8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53 声频率响应特性 dB

80Hz~15000H

z不均匀度≤

20

150Hz~8000H

z不均匀度≤

20

按照 SJ/T 11157.2-2016的

11.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54

超高

清

OLE

D电

视

亮度 cd/m2 ≥450 ≥300

按照 GB/T 33762-2017的

5.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55 对比度 倍 ≥800:1 ≥650:1

按照 GB/T 33762-2017的

5.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56 亮度均匀性 % ≥85 ≥80

按照 GB/T 33762-2017的

5.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57 色域覆盖率 % ≥40 ≥35

按照 GB/T 33762-2017的

5.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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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58 静态清晰度（电视线） — ≥2160

按照 GB/T 33762-2017的

5.7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59 HDR峰值亮度 a cd/m2 ≥1000 ≥400
按照附录 B.2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60 HDR黑色亮度 a cd/m2 ≤0.005 ≤0.01
按照附录 B.3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61 HDR色域覆盖率(DCI-P3)a % ≥95 ≥85
按照附录 B.4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62 数字电视最小接收信号功率 dBm 模式 7≤-83 模式 7≤-82

按照 GB/T 26685-2017的

5.2.8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3 声频率响应特性 dB

80Hz~15000H

z不均匀度≤

20

150Hz~8000H

z不均匀度≤

20

按照 SJ/T 11157.2-2016的

11.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4

品

质

属

性

激光

电视

亮度 cd/m2 ≥300 ≥250

按照 SJ/T 11791-2021的

6.2.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5 对比度 倍 ≥250：1 ≥200:1

按照 SJ/T 11791-2021的

6.2.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6 亮度均匀性 % ≥60 ≥55

按照 SJ/T 11791-2021的

6.2.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7 色域覆盖率 % ≥60 ≥40

按照 SJ/T 11791-2021的

6.2.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8
数字电视最小接收信号

功率
dBm 模式 7≤-83 模式 7≤-82

按照 GB/T 26685-2017的

5.2.8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69 声频率响应特性 dB

80Hz~15000H

z不均匀度≤

20

150Hz~8000H

z不均匀度≤

20

按照 SJ/T 11157.2-2016的

11.4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70 品

质

属

性

超高

压汞

灯投

影机

光输出 lm ≥3500 ≥250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71 通断比 倍 ≥2500 ≥200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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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72 照度均匀性 % ≥85 ≥7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73 色域覆盖率 % ≥35 ≥32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1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74 工作噪声 dBA ≤30 ≤35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1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75

LED

投影

机

光输出 lm ≥800 ≥50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76 通断比 倍 ≥500:1 ≥300:1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77 照度均匀性 % ≥80 ≥75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78 色域覆盖率（NTSC） % ≥85 ≥82
按照附录 B.1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79 工作噪声 dBA ≤28 ≤3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1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80

品

质

属

性

激光

投影

机

光输出

家用

lm
≥3000 ≥200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81 工程用 ≥5000 ≥4000

82
通断比

家用

倍

≥1200:1 ≥800:1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
83 工程用 ≥100000:1 ≥50000:1

84
照度均匀性

家用
%

≥85 ≥80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

报告85 工程用 ≥90 ≥85

86 色域覆盖率 % ≥40 ≥35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1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87

工作

噪声

家用 —

dBA

≤31 ≤33
按照 SJ/T 11346-2016的

5.15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88

工程

用

≥8000lm ≤38 ≤41

≥5000lm，＜

8000lm
≤3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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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绿色（低碳）

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

产品值

89

LED

显示

屏

亮度 cd/m2 ≥800 ≥600

按照 SJ/T 11281-2017的

5.2.1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90 最高对比度 倍 ≥15000:1 ≥5000:1

按照 SJ/T 11281-2017的

5.2.3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91 像素间距 — ≤2.5mm
按照附录 B.6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2 刷新频率 — ≥3840Hz ≥3000Hz

按照 SJ/T 11281-2017的

5.3.2进行测量，并提供检

测报告

93 商用

显示

屏

亮度 cd/m2 ≥200 ≥150
按照附录 B.5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4 对比度 倍 ≥300:1 ≥200:1
按照附录 B.6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5 商用

显示

器

亮度 cd/m2 ≥200 ≥150
按照附录 B.5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6 对比度 倍 ≥500:1 ≥300:1
按照附录 B.6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7

智慧

平板

亮度 cd/m2 ≥450 ≥300
按照附录 B.5进行测量，并

提供检测报告

98 亮度对比度 倍 ≥3000:1 ≥1000:1

按照GB 40070-2021的C.1

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报

告

99 亮度均匀性 % ≥80 ≥70

按照GB 40070-2021的C.2

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报

告

100 水平亮度可视角 º ≥140 ≥120

按照GB 40070-2021的C.6

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报

告

101 闪烁 dB ≤-50 ≤-30

按照GB 40070-2021的C.4

进行测量，并提供检测报

告

102 多点触控 点 ≥20 ≥10
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测

量，并提供检测报告

103

低

碳

属

性

减碳量 — 按附录 C计算并提供结果说明 附录 C

a具备 HDR模式的平板电视产品测量 HDR峰值亮度、HDR黑色亮度和 HDR 色域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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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本文件采用指标分级评价的方法。电子视像产品绿色（低碳）领跑产品及绿色（低碳）产品的指标分

级评价方法见表3。

表 3 指标分级评价方法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绿色（低碳）领跑产品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指标要求绿色（低碳）领跑产品值

绿色（低碳）产品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指标要求绿色（低碳）产品值



T/CSTE 0188—2022
T/CVIA 103—2022

11

附 录 A

(规范性)

能源效率测试方法和计算

A.1 试验条件

A.1.1 环境条件

在下列范围内的温度、湿度和气压条件下进行测量

a) 温度：23℃±5℃；

b) 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A.1.2 交流供电

a) 电源电压：交流220×（1±3%）V；
b) 电源频率：50×（1±1%）Hz；
c) 总谐波失真：≤3%；

A.2 测试仪器

A.2.1 亮色度计

用于商用显示器（屏）和智慧平板测量，亮色度计测量范围至少满足0.02cd/m2-2000cd/m2，亮色度计

分辨力至少满足0.01 cd/m2；

用于LED显示屏测量，亮色度计测量范围至少满足0.05cd/m2-100000cd/m2，亮色度计分辨力至少满足

0.01cd/m2。

A.2.2 功率计

功率计为有功功率计，波峰因数大于或等于3，最小电流量程小于或等于10mA，在测量小于或等于1W
的功率时，读数时应精确到0.001W。

A.2.3 测试信号发生设备

测试信号发生设备应具备以下特性：

a) 至少应具备HDMI、DP、USB、DVI和VGA等测试输出接口；

b) 可产生与被测设备固有分辨力一致的图像测试信号；

c) 刷新率可调整，至少支持120Hz以上。

A.3 测量方法

A.3.1 测试接口

如果被测设备具备多个视频输入接口，能源效率的测量按照以下可获得的第一顺序进行测量，且仅测

量一次：a)HDMI；b)DP；c)DVI；d)USB；e)其它数字接口；f)VGA；g)其它模拟接口。

A.3.2 测试信号

测试信号的图像格式应与被测设备的固有分辨力一致。

A.3.2.1 8 级灰度测试信号

8级灰度测试信号位置和比例大小示意图见图A.1。其中背景为0%的黑电平，第一排灰度为：0%、5%、

10%、15%；第二排灰度为：85%、90%、95%、100%，用于调整显示器的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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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极限八灰度九窗口测试信号示意图

a=0.1V b=0.1H c=0.3V d=0.35H

A.3.2.2 白窗口测试信号

白窗口测试信号的背景为黑（0，0，0），白为（255，255，255），窗口位置和比例大小示意图见图

A.2。

图A.2 白窗口测试信号示意图

A.3.3 测量场地

为了避免杂散光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测量应在光学暗室中进行，且暗室应满足以下条件：被测设备

表面的环境光照度小于等于1lux。

A.3.4 商用显示器（屏）和智慧平板标准测试状态

测试前按以下步骤对被测设备进行调整，测试过程中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被测设备的工作状态。

a) 将被测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如无出厂设置或出厂模式下亮度、对比度不可调，则菜单设置为开机后

的设置；

b) 如有自动亮度控制（ABC）功能，将被测设备的ABC功能关闭，如果不能关闭，为保证测量顺利进行，

要在环境光光感应器处给予不低于300lux的照度，并在报告中注明；

c) 如有内置扬声器，将音量调整至静音或调整到最小位置；

d) 如有内置计算机，且计算机功能不影响被测设备显示视频、图像和文字信息，应将计算机功能保持关

闭状态；

e) 刷新频率应设为60Hz，如不能设为60Hz，则设为制造商推荐的刷新频率。

f) 带电池的被测设备应拆除充电电池进行测量，如无法拆除，应将电池充满电后，并连接充电装置的情

况下进行测量，同时选用制造商推荐的配套适配器进行测量。如制造商未提供配套的适配器，应采用

直流电源供电的方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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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不应连接任何外部设备，包括计算机、USB集线器或端口；

h) 附加功能应关闭或调至能耗最小位置，如无法实现，调至能耗最小位置，并在报告中注明；

i) 输入IEC 62087-2规定的动态视频信号，保持在此状态下预热不少于30 min。
j) 显示8级灰度测试信号，如图B.1所示。调整“对比度”和“亮度”控制器到最大位置，如果第二排的100%

和95%的两个灰阶能够分辨，该状态即为测试状态。如果不能区分，则降低对比度直到可以恰好分辨。

如果100%和95%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95%和90%灰度的两个白灰阶可以恰好分辨。

如果95%和90%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90%和85%灰度的两个白灰阶可以恰好分辨。

如果90%和85%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最小位置。

k) 在暗室条件下，亮色度计和被测设备的测量距离为屏幕高度的3倍，将亮色度计放置在垂直于屏幕中

心的位置进行测量。

A.3.5 直流供电测试系统

按图A.3连接直流供电的被测设备。将USB线缆或其它线缆的一端与直流电源相连，一端与显示器相

连，中间接入功率计。

图 A.3 直流供电显示器的电源连接方式

A.3.6 LED 显示屏标准测量状态

LED显示屏进行能源效率测量时，显示面积不低于1m2。

测试前按以下步骤对LED显示屏进行调整，测试过程中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其工作状态。

a) 将LED显示屏处于工作状态；

b) 显示8级灰度测试信号，如图A.1所示。调整显示控制系统的“亮度级”或“灰度级”控制器到最大位置，

如果第二排的100%和95%的两个灰阶能够分辨，该状态即为测试状态。如果不能区分，则降低对比度

直到可以恰好分辨。如果100%和95%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95%和90%灰度的两个

白灰阶可以恰好分辨。如果95%和90%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90%和85%灰度的两个

白灰阶可以恰好分辨。如果90%和85%白灰阶始终不能分辨，则降低“对比度”到最小位置。

c) 在暗室条件下，亮色度计和LED显示屏的测量距离为屏幕高度的3倍，将亮色度计放置在垂直于屏幕

中心的位置进行测量。

A.3.7 能源效率测试步骤

a) 连接到电源和测试设备；

b) 接通电源，并适当调整电源电压和频率；

c) 按照A.3.4或A.3.6进行测试设置；

d) 显示白窗口信号，测量屏幕中心的亮度，同时测量屏幕有效发光区域的尺寸，计算有效发光面积；

e) 测量被测设备此时的能耗Eon，测量时间t为10 min，并计算工作状态功率Pon=Eon/t
f) 按式A.1计算能源效率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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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能源效率的计算

能源效率Eff按式A.1计算：

Eff= ……………………A.1

式中：

Eff——能源效率，单位为坎德拉每瓦（cd/W）；

Pon——工作状态单位时间能耗值，单位为瓦（W）；

S——有效发光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L——屏幕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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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品质属性项目测量方法

B.1 色域覆盖率（NTSC）

测量步骤：

a) 将投影机调整到 SJ/T 11346-2015-2015条款 4.6规定的标准工作状态；

b) 分别输入与投影机分辨率一致的全红场、全绿场和全蓝场信号，

c) 依次测量中心点的色度坐标（ ry,x r ）、（ gy,x g ）和（ by,x b ）；

d) 按式 B.1和 B.2计算三色色域面积 S 和色域覆盖率 pH ：

        
2

brbgbgbr yyxxyyxx
S


 ……………………B.1

%100
1582.0

Hp 
S

……………………B.2

B.2 HDR 峰值亮度

测量步骤：

a) 将平板电视调整到HDR显示模式；

b) 亮色度计与屏幕中心点正交垂直，测量距离为屏幕高度的 1.5倍；

c) 分别显示10%白窗口信号、20%窗口信号、30%窗口信号和40%窗口信号，如图B.1所示，测试信

号基于GY/T 307和GY/T 315的10bit编码；

d) 测量屏幕中心点的亮度值；

e) 选取测量结果中的最大亮度值，即为峰值亮度。

a) 10%窗口信号 b) 20%窗口信号

c) 30%窗口信号 d) 40%窗口信号

图B.1 窗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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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HDR 黑色亮度

图B.2 2.5%边角窗口信号

a) 将平板电视调整到HDR显示模式；

b) 亮色度计与屏幕中心点正交垂直，测量距离为屏幕高度的 1.5倍；

c) 显示2.5%边角窗口信号，如图B.2所示，测试信号基于GY/T 307和GY/T 315的10bit编码；

d) 测量屏幕中心点的亮度值。

B.4 HDR 色域覆盖率（DCI-P3）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平板电视调整到 HDR显示模式；

b) 亮色度计与屏幕中心点正交垂直，测量距离为屏幕高度的 1.5倍
c) 测试信号基于 GY/T 307和 GY/T315的 10bit编码；

d) 显示全红场测试信号，测量屏幕中心点的色度值
( ru， )rv ；

e) 显示全绿场测试信号，测量屏幕中心点色度值
( gu ， )gv ；

f) 显示全蓝场测试信号，测量屏幕中心点色度值（
( bu， )bv ；

g) 以测量所得的
( ru， )rv 、

( gu ， )gv 和
( bu， )bv 为顶点在 u’-v’色度图中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

三角形表示的就是色域范围。

h) 按式 B.3计算 DCI-P3色域覆盖率 GDCI-P3:

%100
0813.02

))(())(( ''''''''

3 





brbgbgbr
PDCI

vvuuvvuu
G ……………………B.3

B.5 亮度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产品恢复到出厂状态；

b) 显示与产品分辨力一致的全白场信号；

c) 测量屏幕中心点的亮度值。

B.6 对比度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产品恢复到出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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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别输入与产品分辨率一致的全白场和全黑场信号，依次测量中心点的亮度值Lw和Lb；

c) 按式B.4计算对比度C。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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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减碳量计算方法

C.1 基本要求

C.1.1 减碳量的评估仅针对电子视像产品生命周期中最主要的用能环节—使用阶段，以年为时间单位。

C.1.2 减碳量的评估对象为单个/台/套电子视像产品。

C.1.3 减碳量的评估以拟评估电子视像产品提供的年服务量为前提条件。

C.1.4 减碳量的评估应在能反映国内用户普遍行为模式、包含使用次数、使用时长等要素的标准化使用条

件下进行。评估所得减碳量非特定单个/台/套产品在特定用户个性使用条件下的实际减碳量。

C.1.5 减碳量的评估仅涉及电的能源相关排放。忽略电子视像产品使用过程中其他类型的排放。

C.2 基准产品能效水平的选取

基准产品的能效水平应优先选取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GB 21520、GB 24850和GB 32028中的能效

限定值，见表C.1。

表C.1 基于准入水平的减碳量评估的基准产品能效水平

产品 能效表征参数 产品类别
能效限定值对

应的能效等级
能效限定值

依据的能源效

率强制性国家

标准

计算机显示器

能源效率

标准显示器

3级

1.0 cd/W

GB 21520

高性能

显示器
0.50 cd/W

睡眠状态功率

标准显示器

/

≤ 0.50 W

高性能

显示器
≤ 1.2 W

平板电视
能源效率

分辨率

≤1920×1080的平

板电视

3级 2.0 cd/W

GB 24850

1920×1080<分辨

率≤3840×2160的

平板电视

4级 1.5 cd/W

分辨

率>3840×2160的

平板电视

5级 1.0 cd/W

被动待机功率 / / ≤ 0.50 W

投影机
投影光效

普通投影机

3级

6.0 lm/W

GB 32028
高色域投影机

（色域覆盖率

≥33%）

4.2 lm/W

被动待机功率 / / ≤ 0.50 W

相关方可根据减碳量评估的具体目的、需求、资源等情况，为特定应用场景下减碳量评估的基准产品

选取市场平均能效水平（见C.6.2），但应对相关情况予以记录或描述，对原因和合理性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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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拟评估产品的层级划分

C.3.1 一般要求

相关方可根据减碳量评估的应用场景，按型号或按类别合理确定拟评估产品。

C.3.2 按型号划分拟评估产品

如需获取单个型号产品的减碳量，且分型号的基础数据可获得性良好，可将生产企业各型号逐一划分

为拟评估产品。

C.3.3 按类别划分拟评估产品

如需获取各类别产品的平均减碳量，可根据GB 21520、GB 24850、GB 32028 中产品分类和电子视像

产品行业需求，参考表C.2 将市场产品划分为若干个类别。

表C.2 电子视像产品类别划分

产品名称 类别

计算机显示器

标准显示器

高性能显示器

平板电视

分辨率≤1920×1080的平板电视

1920×1080<分辨率≤3840×2160的平板电视

分辨率>3840×2160的平板电视

投影机
普通投影机

高色域投影机（色域覆盖率≥33%）

C.4 节能量计算方法

C.4.1 拟评估产品年能耗的计算

a) 一般要求

电子视像产品年能耗包含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和睡眠/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分别根据各状态功率在参

考附录A确定的标准化年使用条件下进行计算。

b) 拟评估产品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计算

电子视像产品除能源效率和投影光效外，可获取的主要能耗相关指标为功率。拟评估产品工作状态下

的年能耗按式C.1计算。

……………………C.1

式中：

Eto — 拟评估产品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Pto — 工作状态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to — 工作状态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平板电视的 Pto是指开机功率，计算机显示器的 Pto是指工作状态功率，投影机的 Pto是指开机功率（消耗功率）

c) 拟评估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计算

拟评估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按式 C.2计算。

……………………C.2



T/CSTE 0188—2022
T/CVIA 103—2022

20

式中：

Ets — 拟评估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Pts — 拟评估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功率，单位为千瓦（kW）；

ts — 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平板电视的 是指被动待机功率，计算机显示器的 是指睡眠状态功率，投影机的

是指被动待机功率。

C.4.2 基准产品年能耗的计算

a) 基准产品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按式C.3计算。

……………………C.3

式中：

Ebo — 基准产品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to — 拟评估产品工作状态下的年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fft — 拟评估产品能效指标值；

Effb — 基准产品能效限定值。

注：平板电视、计算机显示器的 Eff 是指能源效率，投影机的 Eff是指投影光效。

b) 基准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按式 C.4计算。

……………………C.4

式中：

Ebs — 基准产品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年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Pbs — 基准产品睡眠状态功率或被动待机状态下的功率限定值，单位为千瓦（kW）；

ts — 睡眠状态或被动待机状态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平板电视的 是指被动待机功率限定值，计算机显示器的 是指睡眠状态功率限定值，投影

机的 是指被动待机功率限定值。

C.4.3 拟评估产品年节能量的计算

拟评估产品的年节能量按式C.5计算。

……………………C.5

式中：

Es — 拟评估产品年节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C.4.4 能效相关参数的选取

电子视像产品可采用的能效能耗表征参数主要包括能源效率、投影光效、开机功率、工作状态功率、

被动待机功率和睡眠状态功率等。相关具体参数应优先选取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21520、GB 24850、GB
32028中使用并经能效标识备案公告的参数，也可补充采用部分未经能效标识备案公告但需要开展信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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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参数。电子视像产品推荐选取的能耗能效表征参数见表 C.3。
表 C.3 电子视像产品能耗能效表征参数

产品 能耗能效表征参数

计算机显示器

能源效率

工作状态功率

睡眠状态功率

平板电视

能源效率

开机功率

被动待机功率

投影机

投影光效

开机功率（消耗功率）

被动待机功率

C.5 减碳量计算方法

C.5.1 电子视像产品减碳量的计算

电子视像产品减碳量通过年节能量乘以电网排放因子 EF计算得到。拟评估产品的年减碳量按式 C.6
计算。

……………………C.6

式中：

ER —拟评估电子视像产品的减碳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F—电网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 /MWh。

C.5.2 排放因子和相关参数的选取

电网排放因子 EF应优先采用国家公布或主管部门认可的最新数据，也可采用相关国家标准中提供的

数据。

C.5.3 电网排放因子 EF可参考采用表 C.4中的推荐值。

表 C.4 电网排放因子推荐值

参数名称 单位 推荐值

电网排放因子 tCO2 /MWh 0.5810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2〕111 号

C.6 数据质量

C.6.1 数据来源

计算减碳量采用的产品型号和能耗能效相关指标等的基础数据应优先选用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数据。在

保证数据准确性、完整性的前提下，也可采用能源效率标识备案用检测报告、其他第三方检测报告等数据，

并应进行数据检查。



T/CSTE 0188—2022
T/CVIA 103—2022

22

C.6.2 数据取值

数据取值应准确、有足够代表性。按类别划分拟评估产品时，拟评估产品的代表性功率、能耗、能效

等指标应优先选取最近 1-2 年市场同类产品的平均值。该平均值通过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数据库相关型号的

备案数据进行平均得到。

C.6.3 质量控制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功率、能耗、能效等核心指标信息进行采集和管理。

C.7 评估结果

C.7.1 结果确认

应建立减碳量的评估结果核算确认程序，保证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

C.7.2 结果报告

应报告基准产品能效水平的选取、拟评估产品的层级划分、减碳量计算方法和结果、数据来源、取值

和质量控制等信息。

C.7.3 结果使用

减碳量的评估结果在网站、信息平台和产品本体等进行展示使用时，应至少给出基准产品能效水平信

息。基准产品能效水平选定为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情况下，减碳量可表示为“基于准

入水平的减碳量”，基准产品能效水平选定为市场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减碳量可表示为“基于平均水平的

减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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