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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鉴于欧盟关于生态设计的法规和指令对电器制造业的持续影响，以及我国家电制造业在国

际上的地位和对国际市场越来越明显的依存度，选择“关于欧盟生态设计指令 ERP 涉及的具体

电器产品最新规定（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及滚筒式干衣 机 ）的研究及应对”具有典型的意

义。 

  欧盟目前已成为我国家电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并且一直是我国电器产品出口的高端

市场。据海关统计，2012 年我国家用电器出口欧洲市场约 121 亿美元，占当年家用电器出口总

额的四分之一；其中，出口电冰箱 1083 万台（约 14 亿美 元 ），出口洗衣机 463 万台（约

7.8 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当年出口总量的 32.6%和 21.4%。由于欧盟于 2009—2011 年配合新

版的“生态设计”指令（ERP）先后颁布实施电冰箱、洗衣机、滚筒式干衣机等产品的生态设计

“实施细则”（regulation），并对相关产品提出了能效限值等技术要求，要求出口到欧盟的

产品必须符合其规定。我国产品和企业因此受到欧盟相关法令的影响，并将有可能波及牵连到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等增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欧

盟的上述指令和相关的“实施细则”可能产生的新一轮影响做出明确的分析和评估，以便在此

基础上提出必要的应对措施。 

  欧盟新版“生态设计指令”ERP 在上一版“生态设计框架指令”EUP 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

细化和完善，其中，在可操作层面配合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法”（regulation），并以对应

的协调标准作为技术支撑。具体表现在： 

  1.涉及产品的涵盖范围扩大（强调与能源相关的各种产品），而对应的相关产品生态设计

和研究方法更趋于成熟完善； 

  2.各种相关环境指标及评估方法正逐步建立，“生态设计”中“一般”和“特殊”的设计

要求、合格评定程序、未来工作计划以及咨询论坛等内容更加清楚明确（截止目前，已经实施

了 14 项实施措施，预计 2014 年将会通过 22 项实施措施）； 

  3.具体产品的“实施措施”（regulation）配套落实明确，可操作性加强； 

  4.对应具体产品的实施目标明确，强调动态性，时间节点清晰，并具有相对合理的前瞻

性。 

  5.作为生态设计框架指令 ERP 以及对应的具体产品“实施条例”，已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

产品生态设计考评体系；并配以必要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撑手段。 

  通过对该指令针对性的研究与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基本认识和应对思想： 

  1.注重建立系统性应对的思想。鉴于新版欧盟生态设计指令及时立等形成明显系统化，因

此更应从“系统性”应对上予以考虑，避免片面性应对的盲从性和不彻底；即从“指令”的基

本要求，到具体的“实施方案”，再到配合支撑的技术（协 调 ）标准，层层分析，环环相

扣，全面考量，并作出系统性的评价与应对； 

  2.注意新一代欧盟指令的彼此关联性。对“生态设计”指令的应对不是一项孤立的行为，

在新的产品生态设计要求中，欧盟已将的“新能源标签”指令的相关内容明确列入其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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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生态设计”涉及到的“有害物质限用禁用指令”（Rohs）、“废弃电器产品再生利用

指令”（Weee）以及化学物质登记注册指令（Reach）等也作为生态设计指令实施的相关内容； 

  3.在对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关注对“资源效率”的考评。从对环境影响的各类生态设计

指标分析，有可能会在后期进一步提出对“资源效率”的考评要求。即： 

  资源效率= 能源效率 + 材料利用率 

  运用生命周期思想，对产品的“资源效率”作出全面的考评，并以此作出对环境影响的评

估。这是需要我们预先予以关注并提前做好准备的。 

  欧盟有关生态设计的指令和相关的法规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角度看，起点高，

要求严，并且处于不断地动态性调整中；由于其工业化、科技化基础较好，水平较高，因此，

其技术法规和指令在国际工业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传播力，并对当前国际相关的技术标准具

有相当的影响力。加之，在该框架指令的背景下，一些具体电器产品的实施措施

（regulations）正在不断完善中，电冰箱、洗衣机、干衣机等均属于近几年新推出的“实施措

施”。有迹象表明，欧盟借助生态设计指令 ERP 并细化具体产品的“实施措施”正在不断完

善。因此，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我国家电制造业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多地借助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标准

和技术规范；因此，更应积极关注并研究国际先进的技术法规发展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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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RP 指令介绍 

1.1 ERP 指令背景 

  2009 年 10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颁布了第 2009/125/EC 号《为规定能源相关产品的

生态设计要求建立框架》指令，简称 ERP 指令。ERP 指令代替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05

年颁布的第 2005/32/EC 号指令——《为规定用能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建立框架并修订第

92/42/EEC 号和第 96/57/EC 号理事会指令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0/55/EC 号指令》

（简称 EUP 指 令 ）。因此，欧盟新的 ERP 指令实质是 2005 年的 EUP 指令的升级和延续。 

  欧盟新的指令 ERP 是在对前期的 EUP 指令总结后提出更为详尽、完备的生态设计指令。新

的 ERP 指令正文由 26 个条款和 10 个附件组成，为涉及的“与能源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

建立了框架性原则要求。 

  新时期以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能源浪费是欧盟在能源政策方面的主要目标，通过签署

京都议定书，欧盟承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源效率是欧盟能源政策的四大目标之一，

为实现上述目标，欧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能源标识指令、最低能效要求指令以及耗

能产品生态设计的相关指令等。同时欧盟还通过一些自愿性节能计划和措施，如欧盟能源之

星、欧盟行动准则、德国的蓝天使、英国的节能推荐计划等，来促进、推广以致达到产品节

能、社会节能的目的。 

  欧盟的框架性能效政策及法规，是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摆脱对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

对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欧盟积极发布一系列有关能源的政策措施，是以保证欧共体内能源的

可持续性发展，抑制能源的过度消耗为目的。 

  早在 2006 年 10 月 19日，欧盟就率先发布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指明了到

2020 年实现节约能源 20%的目标，并提出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步骤。2006 年 4 月 5 日，欧盟通过

了《能源终端利用效率和能源服务指令》（2006/32/EC），规定在指令生效的 9 年内，所有成

员国应通过能源服务和其他节能措施达到 9%的节能目标。 

  在 2005 年欧盟通过的《关于制定耗能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框架指令》中（2005/32/EC）也

称 EUP 指令。即开始考虑各种用能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

响，它涵盖除了交通运输工具以外的一切耗能产品。在此基础上，2009 年 10 月 31日，欧盟公

布了《确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框架指令》（2009/125/EC），简称 ERP指令，该指令

目前取代了 EUP 指令。ERP指令中对各类产品的具体要求主要通过其“实施措施”（或称为具

体条列——Regulation ）来体现，目前涉及各类产品的“实施措施”或“条列”中的生态设计

要求，主要体现为在确保产品的正常功能和使用条件下的最低能源效率要求，这即是 ERP 指令

的核心内容。 

1.2 ERP 指令概述 

  本小结从指令涉及范围、实施的条件、符合性评估、惩罚措施、研究活动、指令涉及的研

究活动、指令的工作计划、指令的咨询论坛等八个方面介绍了 ERP 框架指令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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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涉及范围 

  ERP 指令覆盖的范围为：（1）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时对能源消耗有影响的产品（不适

用于人员或货物的运输工具）；（2）其环境性能可以独立地予以评定，作为单个独立投放市场

和/或投入使用提供给最终用户，且拟装配到 ERP 指令所涵盖的与能源相关的产品上的零件。 

  ERP 指令的目的： 

  （1）代替 2005 年发布的 EUP 指令； 

  （2）在原 EUP 指令基础上将指令的范围扩展到所有与能源相关的产品，确保所有重要的与

能源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一致； 

  （3）在保持产品功能质量的基础上，通过生态设计使产品环境性能最大化； 

  （4）确保那些符合要求且改善其总体环境影响的产品的自由流动； 

  （5）通过提高能效和环境保护水平，同时增加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 

  （6）对现行共同体法律文件进行补充，整合了 WEEE、RoHS、能效标签、家电噪音等指

令，使各指令之间联系更紧密。 

  ERP 指令的核心内容为：要求产品在设计初期应考虑产品生命周期中各阶段对环境因素的

影响（即产品生态设计）。其中，产品生命周期包含的阶段见表 1.1，在每个阶段中需要考虑

的环境因素见表 1.2。 

  

表 1.1 生命周期包含的阶段——生态设计阶段 

序号 阶段 

1 原料选择与使用阶段 

2 制造阶段 

3 包装、运输与配送阶段 

4 安装与维护阶段 

5 使用阶段 

6 使用寿命结束阶段 

 

表 1.2 每个阶段应考虑的环境因素—— 生态设计应考虑的环境因素 

序号 考虑因素 

1 材料、能源和如淡水这样的其它资源的消耗（总输入） 

2 向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水平（有害化输出 1） 

3 如噪声、辐射和电磁场这种物理效应造成的污染（有害化输出 2） 

4 产生的废料（有害化输出 3） 

5 原料和/或能量的回收、循环使用和更新的可能性（无害化输出） 

 

指令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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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P 指令在实施要求中规定了当“能源相关产品”出现如下条件时，产品即应符合 ERP 指

令要求： 

  （1）产品应在共同体内具有相当数量的销售和贸易量，按照最近得到的数字可表示为每年

200000 件以上； 

  （2）考虑到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的数量，产品应在共同体内有重大的环境影响，如制

定共同体战略优先性的第 1600/2002/EC 号决定中所规定的； 

  （3）就环境影响而言，产品应有重大的改善潜力而无需过多的成本，尤其在考虑到下列各

项时： 

  ①缺少其他相关的共同体立法或市场力量不能恰当地解决问题； 

  ②市场上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的环境影响有很大差异。 

  作为 ERP 指令中的核心内容——生态设计，ERP 指令 2009/125/EC 给出了附件 1《制定通用

生态设计要求的方法》和附件 2《设定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方法》。其中附件 1 旨在提高产品

的环境性能，集中在其中未设定限值的重要的环境因素，同时附件中的方法适用于经核查不适

于设定限值的产品群； 

  附件 2 旨在改善产品的一项选定环境因素，其形式是对减少指定资源（如用水、用电）的

消耗的要求，是对产品在生命周期中某个阶段对资源使用的限值。 

  指令的符合性评估 

  耗能产品在上市及使用前，其制造商或制造商的授权代理人应确保该产品已按照 EUP 指令

附件 IV“内部设计控制”和附件 V“符合性评价管理体系”进行评价，通过评价的耗能产品在

上市或开始使用前，加贴 CE 标志。 

  制造商或其欧共体授权代表应按照指令附件 VI 出具符合性声明。与符合性评价及宣告相关

的文件应在该耗能产品最后一件产品制造完成后，保存 10 年，在接获会员国的要求后 10 天内

提供该文件供查验。 

  如果耗能产品的制造商不在欧盟境内，并且在欧盟境内无授权的代理人，则其进口商要承

担以上确保相关产品通过符合性评价及保存相关评价与声明文件的责任。 

  ERP 指令的惩罚措施 

  ERP 指令相关惩罚措施主要有： 

  耗能产品的制造商或其欧盟授权代理人负有按照成员国所制订要求，使相关产品符合本指

令要求的责任；如果不符合规定的状况持续，成员国将会要求从市场中撤回该产品； 

  成员国相关当局在做出以上禁止或者限制决定时，除应向公众公布外，也应通知包含执委

会及其他成员国在内的相关各方，并阐述理由，同时对受此决定影响的一方，告知可寻求的法

律援助途径和期限； 

  执委会在接获相关通知后，应即刻征询相关各方意见，并征求外部独立专家的技术性建

议。如果执委会认为成员国的决定无合理依据，应立即通知成员国，并将意见透过欧盟的公报

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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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成员国的决定所基于的执行措施协调性标准有缺陷，应立即依照指令第 10 条的规定，征

询相关委员会的意见，宣告维持、限制或者撤回该标准。必要时，执委会可授权欧洲标准机构

修改相关的协调性标准。 

  指令涉及的研究活动 

  为了对 EUP 指令的实施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促进耗能产品生态设计的应用，欧盟委员会发起

了一系列研究活动。 

  （1）耗能产品生态设计的标准化 

  2004 年 1 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标准化组织 CEN、CENELEC 和 ETSI 发出授权其开展耗能产

品生态设计领域标准化工作规划的命令（M 341），即确定目前哪些标准可以作为 EUP 指令的技

术支持。CENELEC 和 CEN 分别对此做出响应，成立工作小组并指定专门的技术委员会，结合各

自负责的标准化领域开展研究，于 2006 年向委员会提交了研究报告。包括：EUP M/341 号命令

——CENELEC 的最终报告、CENELEC TC 111X 环境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回应 EUP M/341 号命令的

CEN 报告。 

  （2）“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方法”研究 

  “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方法”研究由欧盟企业总司发起，其目标是制定一套评估方法，应用

该方法可以评估各种特定耗能产品是否满足 EUP 指令的要求以及满足的程度如何。2005 年 12

月，承担该研究的荷兰 VHK 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 MEEUP 方法报告、MEEUP 产品案例报告和

MEEUP 项目报告。 

  （3）“电视机生态设计相关的环境、技术和市场分析”研究 

  该项目于 2004 年 6 月由未来技术研究院（联合研究中心所属）、英国 AEA 科技公司，以及

欧洲工业联合会等机构合作实施开展。研究详细描述了电视机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通过基于

生命周期的产品环境影响数据分析，提出了用于预测产品环境性能的指标和影响因子的方法，

推荐企业结合“标杆”理论来推进省能电视机产品研发和营销规划。 

  电视机生态设计研究报告 

  （4）EPIC-ICT 项目 

  项目全称“关于以个人计算机为例的信息通讯技术产品的环境性能指标的建立”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ICT Products on the 

example of Personal Computer， EPIC-ICT）。 

  为满足 EUP 指令所规定的耗能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制造商在考虑如何降低其产品对环境影

响的过程中，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有效，并且可以灵活调整的方法来帮助其科学决策，这种方

法即环境性能指标。 

  EPIC-ICT 项目 2004 年 11 月开始实施，由斯图加特大学、摩托罗拉、飞利浦、戴尔、

Ambiente Italia 和 PE Europe 公司组成的研究联盟历时 18 个月，以个人计算机产品为例，为

信息及通信技术产品提出了一种定义环境性能指标的方法。这些环境性能指标成功实现了将环

境要求转化成为产品的技术语言，如时钟频率、电力需求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制定了 ICT 产品的通用环境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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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EPIC-ICT 的方法研究确定了 ICT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生态设计需要优先考虑的要素； 

  为综合考虑环境要求对制造商的限制，有效实现环境问题转化为设计的具体要求提供了系

统和灵活的方法。 

  （5）耗能产品预备研究 （EUP Preparatory Study） 

  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实施措施，2005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针对 14 类耗能产品的预备

研究。每类产品的研究计划均通过招标的方式分包给欧洲各国的研究机构或顾问公司，进行不

同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分析，寻求提高产品环境性能的可行措施。这些预备研究均包括七个阶

段的工作，分别是： 

  定义 

 （Definition）； 

  经济与市场分析 （Economic and Market Analysis）； 

  消费者行为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 （Customer Behavior and Local 

Infrastructure）； 

  现有产品的技术分析 （Technical Analysis Existing Products）； 

  基本案例的定义 （Definition of Base Case）； 

  技术分析 （Technical Analysis）； 

  最终分析 （Final Analysis）。 

  2007 年，欧盟委员会启动了第二轮耗能产品的预备研究，包括固体燃料小型燃烧装置等 5

类产品。 

  预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均是依据 MEEUP 项目所形成的方法论。 

  委员会要求各研究计划的承担机构建立专门的网站，以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信息，并借此

促进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讨论。 

  指令的工作计划 

  根据 EUP 指令第 16 条第（1）款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应当制定工作计划为指令颁布后接下

来的三年设定一个指示性的产品群清单，该清单将被考虑作为实施措施批准的优先顺序。 

  什么样的产品或产品群应该被列入指示清单是各方所关注的焦点。为了能够尽可能广泛地

收集这一问题的相关信息和意见，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对此的意识与重视程度，并且让他们有机

会在早期参与到工作计划的制定，委员会启动了招标项目“准备第一份工作计划的研究”。 

  希腊 Epta 环境工程顾问公司联合德国 PE International（现为 PE Europe GmbH）公司、

雅典国家技术大学获得了该项目的合同。研究被分成四个项目小组开展，分别是： 

  第一组：利益相关方的调研； 

  第二组：广泛性信息研究； 

  第三组：对符合 EUP 指令第 15 条第（2）款所规定的制定实施措施之选择原则的耗能产品

的分类研究； 

  第四组：被提议列入指示清单的产品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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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指示清单不局限于之前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方法研究（MEEUP）中涉及的产品，项目建设

方欢迎有关企业、行业协会、进口商、零售商、技术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在 2007年 10 月前提

出他们对于列入指示清单的产品及制定实施措施优先级的建议。 

  2007 年 7 月 9 日，项目建设方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部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研讨会。研讨会

上，项目承建方和各项目小组总结通报了研究任务的进展情况。 

  指令的咨询论坛 

  ERP 指令第 18 条规定了建立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咨询论坛”的要求。咨询论坛为所有的利

益相关方及时获取指令实施的相关信息，并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论

坛的专家组成员的任务主要是在对确定和复审实施措施、审查已制定的市场监督机制的有效性

和自愿性协议与其它自我规范措施等方面为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此外，在委员会对工作计划

进行周期性地修订的过程中，咨询论坛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组最多可由 60 个成员组成。这其中除了每个成员国与核定准成员国（acceding 

country）选派的一名代表外，其他成员将由欧盟委员会的服务机构依据 EUP 指令第 18 条，从

包括中小企业和手工业在内的产业界、工会、贸易商、零售商、进口商、环境保护集团和消费

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中挑选。欧盟候选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的代表可以观察员

身份参与论坛。 

  （1）咨询论坛第一次会议 

  2007 年 6 月 22 日，咨询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除了专家组成员和来自欧盟

各成员国的代表外，会议还邀请了包括标准化机构、行业协会、顾问公司、EUP 指令先期研究

项目的承建方等在内的 30 个组织机构的代表参加。会议公布了委员会关于论坛管理安排的程序

规则的草案和公共街道照明设备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能源与交通总司的代表对

未来实施措施制定和颁布的计划以及公共街道照明设备实施措施相关的工作文件进行解释说

明。 

  咨询论坛程序规则草案 

  关于公共街道照明设备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EUP 实施措施制定和颁布的未来计划 

  关于公共街道照明设备实施措施工作文件的解释说明 

  （2）咨询论坛第二次会议 

  2007 年 10 月 19 日，咨询论坛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公布了委员会关于家用和办公用电

子电气设备待机和关机能耗方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能源与交通总司的代表回

顾了“EUP 待机与关机能耗”项目预备性研究开展情况，并归纳了“EUP 待机与关机能耗”实施

措施的基本要素。 

  家用和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待机和关机能耗方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EUP 待机与关机能耗”项目预备性研究基本概况 

  “EUP 待机与关机能耗”实施措施基本要素 

  （3）咨询论坛第三次会议 



11 

  咨询论坛第三次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召开。会上委员会公布了有关未配备光源的荧光

灯、荧光灯用灯泡或光源，以及办公用灯具产品适用性信息显示方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

工作文件。 

  有关未配备光源的荧光灯、荧光灯用灯泡或光源，以及办公用灯具产品适用性信息显示方

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4）咨询论坛第四次会议 

  2008 年 2 月 22 日，咨询论坛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公布了委员会关于和简单类机顶盒可

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以及“数字电视简单类转换器（简单类机顶盒）”的最终研

究报告。 

  外部电源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简单类机顶盒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数字电视简单类转换器（简单类机顶盒）最终研究报告 

  （5）咨询论坛第五次会议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咨询论坛第五次会议上，委员会介绍了锅炉和热水器产品生态

设计要求的提案，并公布了关于锅炉和热水器产品能效标签和安装方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

的工作文件，以及“数字电视简单类转换器（简单类机顶 盒 ）”的最终研究报告。 

  锅炉和热水器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提案的介绍 

  关于锅炉和热水器产品能效标签和安装方面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附件 

  （6）咨询论坛第六次会议 

  2008 年 3 月 28 日，咨询论坛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公布了关于通用照明设备（第一部

分：家用照明设备）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并对通用照明设备能效标签备选方案

进行了讨论。 

  通用照明设备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工作文件 

  工作文件附件 3——通用照明设备可实施的生态设计要求 

  通用照明设备能效标签备选方案 

  2009 年 10 月 21 日，欧盟又颁布了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指令 2009/125/EC，简称 ERP 指

令，取代原 EUP 指令。ERP指令将 EUP 指令的产品范围由耗能产品扩展到了所有使用中会影响

能源消耗的能源相关产品。能源相关产品指任何投入欧盟市场，使用时对能源消耗产生影响的

产品，包括集成至指令涵盖产品的零部件。能源相关产品还包括如窗户、隔温材料甚至淋浴

头、水龙头等耗水产品等。 

  指令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对于家用电器，按预备性研究及实施措施制定的快慢程度，有如下进展： 

  实施措施已正式发布的有 5 项：待关机条例 （EC）No 1275/2008、家用制冷器具实施条例 

（EC）No 643/2009、家用洗衣机实施条例（EU）No 1015/2010、家用洗碗机实施条例（EU）No 

1016/2010、空调和舒适风扇实施条例（EU）No 62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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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法规委员会讨论的实施措施有 2 项：家用滚筒干衣机、热水器； 

  在咨询论坛上讨论了工作文件的有 3 项：家用通风系统和抽油烟机、真空吸尘器、家用咖

啡机； 

  仍处于预研阶段的有 3 项：家用和商用烤箱（电、燃气、微波）、家用和商用烤架、房间

加热产品。 

1.3 配合该指令的“实施措施（产品实施条列）” 

1.3.1 概述 

  ERP 指令本身是一个框架指令，其对具体产品的规定是通过实施措施（implementing 

measures）体现的。欧盟并非针对所有的 ERP 均制定实施措施，其选择制定实施措施的产品的

原则是： 

  • 在欧盟市场具有一定的销售和贸易规模（每年 20 万套以上）； 

  •该产品对环境有重大影响； 

  •在不需要增加过多成本的条件下有较大的改善环境影响的潜力； 

  •体现了欧盟的环境优先政策（如温室气体排放）。 

  实施措施的制定，将从产品生命周期出发，对环境影响因素和改善环境性能的可行性进行

分析；继而开展创新性、市场准入及成本与效益等竞争性方面的评估，综合考虑到对环境、消

费者和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制造商的影响。目前的实施措施中的生态设计要求主要体现为 ERP

的最低能源效率要求。 

  此外，实施措施在改善产品环境性能的同时，不应对消费者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特别是

不能够对消费者采购能力以及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不应对制造商的

竞争力（包括在欧盟以外市场上的竞争 力 ）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实施措施中应包含： 

  ——涵盖的用能产品类型； 

  ——涵盖用能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实施日期、阶段或过渡措施、过渡期；——生态设计

参数； 

  ——安装与其环境性能直接相关时，规定其安装要求； 

  ——测定标准与测量方法； 

  ——合格评定； 

  ——用能产品与实施措施符合性的相关信息； 

  ——过渡期持续时间； 

  ——对实施措施的评价日期和可能的修订。 

  实施措施的制定主要经历六个过程：开展预备性研究——完成预备性研究——在咨询论坛

上讨论并提出建议——形成法规草案——委员会认可——发布最终草案。 

1.3.2 实施条例 

  （1）已颁布的“实施条例” 

  截至 2013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已在欧盟官方公报（Official Journal，OJ）上公布的实施

措施有 14 个（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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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目前已颁布的实施措施及其产品类别和颁布日期 

产品类别 实施措施法规编号 颁布日期 

电子电气设备待关机 （EC）No 1275/2008 2008.12.17 

简单机顶盒 （EC）No 107/2009 2009.02.04 

外部电源 （EC）No 278/2009 2009.04.06 

电动机 （EC）No 640/2009 2009.07.22 

循环器 （EU）No 622/2012  2012.07.11 

电视机 （EC）No 642/2009 2009.07.22 

家用制冷器具 （EC）No 643/2009 2009.07.22 

家用洗衣机 （EU）No 1015/2010 2010.11.10 

家用洗碗机 （EU）No 1016/2010 2010.11.10 

空调和舒适扇 （EU）No 206/2012 2012.06.25 

家用滚筒干衣机 （EU）No 932/2012 2012.10.03 

水泵 （EU）No 547/2012  2012.06.25 

商用风扇 （EU）No 327/2011 2011.03.30 

室内照明设备 （EC）No 1194/2012 2012.12.12 

  （2）“实施条例”进展简述 

  欧盟委员会分步骤对能源相关产品制定“实施条例”，表 1.4 列出了 2012 年 7 月欧盟委员

会公布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的工作计划。 

  

表 1.4 实施条例的工作进展和计划 

产品 采用状态 采用日期 修订 

过渡阶段（2005 年-2008 年）涉及的“实施条例” 

1.加热和热水设备 

锅炉和联合锅炉 待采用 2012   

热水器和储水箱 待采用 2012   

2.电动机系统 

循环器 已采用 2009 
附加件

2012 

电动机 已采用 2009 
附加件

2012 

电泵 待采用 2012   

风扇 已采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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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或公共废水泵 待采用 
2012 年预研，2015 年

采用 
  

私人和公共泳池、水塘、喷泉、鱼池用

水泵，以及清洁水泵 
待采用 

2012 年预研，2015 年

采用 
  

640/2009 范围外的电动机 待采用 
2012 年预研，2015 年

采用 
  

压缩机 待采用 
2012 年预研，2015 年

采用 
  

3.家用和第三产业用照明 

家用照明 I（灯泡） 采用 2009 2014 

家用照明 II（灯泡） 待采用 2012   

第三产业照明 I 采用 2010 2014 

第三产业照明 II 考虑中 2013   

4.家用/专业用器具 

商用电冰箱 待采用     

家用电冰箱 采用 2009 2014 

家用洗衣机、家用洗碗机 采用 2010 2014 

燃烧固体燃料小装置 待采用 2013   

家用滚筒干衣机 采用 2012   

真空吸尘器 待采用 2012   

商用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 待采用 2013   

5.家用和第三产业用办公设备 

个人电脑和显示器 待采用 2012   

成像设备 
签署自愿

性协议 
2012   

外部供电电源 采用 2009 2013 

6.产品的待机损耗 

待机和离开模式损耗 采用 2008   

7.消费类电子产品 

电视 采用 2009 2012 

复杂机顶盒 
签署自愿

性协议 
2012   

简单机顶盒 采用 2009 2014 

8.加热、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空气调节和通风 采用 2011   

家用通风、厨房用油烟机 待采用 2013   

第一阶段（2009 年-2011 年）涉及的“实施条例” 

9.空调和通风系统 

大型空气调节器、水冷空气调节器、大

型通风系统 
待采用 2013   

10.电和燃油加热设备 

集中供暖系统、中央供热产品 待采用 2013   

11.食物加工设备 

家用和商用烤箱 待采用 2013   

家用和商用炉架和烤架 待采用 2013   

非商用咖啡机 待采用 2012   

12.工业和实验室用炉灶和烤箱 

实验室和商用设备 待采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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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 考虑中     

14.网路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设备 

网络备用设备 待采用 2012   

不间断电源 开展研究 2013   

15.冰箱和制冷设备 

专业制冷设备 待采用 2013   

16.音像设备 

视频播放器、录像机、放映机、游戏机 考虑中 
2012 可能完成游戏机的

自愿性协议 
  

17.变压器 

分布式变压器 待采用 2013   

电源变压器 待采用 2013   

小型变压器 待采用 2013   

18.用水设备 

水净化设备 考虑中     

冲洗设备 考虑中     

 

1.3.3 主要家电产品 ERP“实施条列”简介 

  （1）电视机（EC）No 642/2009 

  全名为《委员会条例（EC）No 642/2009，就电视机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洲议会与理事会

指令 2005/32/EC》，主要对电视机的开机/待机/关机能耗及峰值亮度要求进行规定。 

  实施措施规定，从 2010 年 8 月 13 日起，电视机开机功耗不能超过表 1 中的限值；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电视机开机功耗不能超过表 1 中的限值；并要求从 2010 年 1 月 7日起，关机能

耗小于 1W，仅提供重新激活功能的待机功耗小于 1W，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耗小于 2W。从

2011 年 8 月 20 日开始，一般关机能耗小于 0.3W，对于带有易视开关的电视机（当该开关打到

关位置时，电视机的能耗不超过 0.01W），关机能耗小于 0.5W。仅提供重新激活功能时，待机

功耗小于 0.5W；提供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时，待机功耗小于 1W。电视机在连接到主电源时，应

具有关机和/或待机模式，和/或不超过关机和待机模式能耗要求的其他模式。并且电视机应提

供以下功能： 

  ●开机模式在用户最后相互作用和/或改变频道后 4 小时内，自动转化为待机、关机或不超

过其能耗要求的其他状态； 

  ●电视机应在自动由开机模式转为适用状态/模式前显示警告信息，并且该功能设为缺省设

置。  

表 1.5 欧盟实施措施中对于电视机开机模式能耗的限值（W） 

    2010 年 8 月 20 日 2012 年 4 月 1 日 

分辨率    全高清    其他    所有 

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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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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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其中 A 指可视屏面积，单位为 dm
2
（平方分米）。全高清（Full High Definition，

FHD）分辨率指分辨率至少为 1920×1080 像素。 

  （2）家用制冷器具（电冰箱）（EC）No 643/2009 

  全名为《委员会条例（EC）No 643/2009，就家用制冷器具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洲议会与

理事会指令 2005/32/EC》，主要对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效指数进行规定。 

  实施措施规定各类制冷器具的允许年度耗电量的最大值，有效容积大于等于 10 升的家用制

冷器具应满足表 1.6 的要求。 

  

表 1.6 欧盟实施措施中对于制冷器具能源效率指数限值 

实施日期    
压缩式制冷器具能源效率指数

（EEI） 

吸收式或其他类型制冷器具能源效

率指数（EEI） 

2010 年 7 月 1 日    EEI＜55    EEI＜450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44    EEI＜125 

2014 年 7 月 1 日    EEI＜42    — 

2015 年 7 月 1 日    —    EEI＜110 

 

  （3）家用洗衣机（EC）No 1015/2010  

  全名为《委员会条例（EC）No 1015/2010，就家用洗衣机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洲议会与

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主要对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系数、洗涤效率系数和用水量进行规

定。 

  对于家用洗衣机而言，根据其额定容量规定了其能源效率指数（EEI），洗衣机将达到的年

耗电量的最大值、洗涤效率指数 Iw 和用水量 Wt。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所有家用洗衣

机，其能源效率指数应小于 68，对于额定容量超过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涤效率指数应大于

1.03，额定容量小于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涤效率指数大于 1.00。对于所有家用洗衣机，其用

水量 Wt≤5C+35，其中 C 为 60℃标准棉程序与 40℃标准棉程序在满载时额定容量的较小值。从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对于额定容量大于 4kg，EEI＜59，对于所有家用洗衣机，其用水量

Wt≤5C1/2+35，其中 C1/2为 60℃标准棉程序与 40℃标准棉程序在一半负载时额定容量的较小值。 

  （4）家用洗碗机（EC）No 1016/2010 

  全名为《委员会条例（EC）No 1016/2009，就家用洗碗机生态设计要求，执行欧洲议会与

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主要对家用洗碗机的能效系数、洗涤效率系数和用水量进行规

定。 

  对于家用洗碗机而言，根据其容量和宽度确定其清洗效率、烘干效率指数。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额定容量为 10 套和宽度小于等于 45cm 的家用洗碗机，EEI＜80；其它洗碗机的 EEI

＜71，所有洗碗机的清洗效率指数 Ic＞1.12。从 2013年 12 月 1 日起，对于额定容量大于等于

11 套或者额定容量为 10 套且其宽度＞45 cm 的洗碗机，EEI＜63；额定容量为 10 套且其宽度＞

45 cm 的洗碗机，EEI＜71；额定容量大于等于 8 套，烘干效率指数 ID＞1.08；额定容量小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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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 套，烘干效率指数 ID＞0.86。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对于额定容量为 8 套、9 套或者额

定容量为 10 套且其宽度小于等于 45cm 的洗碗机，EEI＜63。 

1.4 实施条例中对应的协调标准 

  ERP 指令作为新方法指令，其判断符合性的依据主要是协调标准。目前，欧盟尚无对 ERP

指令及其实施措施颁布正式的协调标准清单，但对家用电冰箱、电视机的实施措施发布了临时

性的协调标准清单，其它实施措施和自愿性协议可参考其预研报告和影响评估中提及的相应测

试标准。ERP 涵盖家电产品所参考的测试标准如表 1.7 所示： 

  

表 1.7 ERP 涵盖家电产品测试标准一览表 

产品名称 检测标准编号 

电视机 EN 62087:2009/IEC 62087:2008 EN 62301（Ed.2.） 

电冰箱（家用制冷器具） 
EN 153:2006 IEC 60704-2-14Regulation （EC）No 

1275/2008 

洗衣机 IEC 60456（5th Ed.）/EN 60456 

洗碗机 EN 50242:2008/ EN 60436:2008 

家用滚筒干衣机 EN 60456/EN50564 

 

1.5 指令对应 CE 标志及市场监管 

CE 标志是一种强制性的认证标志，是制造商进入欧盟市场的必要条件。目前，欧盟有关一

些产品的最低能效要求也被纳入 CE 体系，即符合该要求的产品在欧盟市场销售前，必须加贴

CE 标志。这些能效要求主要体现 ERP 指令及其实施措施中，涵盖的家用电器产品包括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等。将来随着 ERP 指令的不断推进，产品范围将会逐步涵盖到空调、风扇等更

多的家电产品。 

加贴 CE 标志的产品表明其符合有关欧盟新方法指令规定的基本要求，并通过了相应的合格

评定程序和/或制造商的合格声明。法律要求应加贴 CE 标志的产品，没有加贴 CE 标志前不得上

市销售；已加贴 CE 标志进入市场的产品，如发现不符合法规要求的，要责令从市场收回；持续

违反指令中有关 CE 标志规定的，将被限制或禁止进入欧盟市场或被迫退出市场。2008 年 8 月

13 日，欧盟官方公报（OJ）刊登了条例（EC）No 765/2008 和决议 768/2008/EC，其中（EC）

No 765/2008 从 2010 年 1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两个法规和新方法指令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

它加强了进入欧盟市场产品的监管程序，也对 CE 标志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在条例（EC）No 

765/2008 里，它直接授权海关相关权力机构，当发现产品具有严重风险、缺乏相关证书和技术

文档、CE 标志未正确加贴等情况时，海关可以暂时对其扣押，并告知市场监管机构。此外，对

于严重的违规行为，它要求最高可负刑事责任。 

1.6 ERP 指令的应对思路 

随着 ERP 各项实施措施不断出台，我国应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鉴于我国出口企业以

中小企业为主、自身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国情，我国应积极整合各种资源，采取“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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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府积极推动”的工作模式，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以下三个方面可作为突破

口： 

1．及时跟踪 ERP 指令最新动态，加强通报预警和评议工作 ERP 指令配套的实施措施将持续

陆续出台，未来 2～3 年内是相关实施措施出台的高峰期。跟踪 ERP 指令进展是一项基础性的、

长期性的重要工作。及时掌握哪些产品将纳入 ERP 指令的管理范围以及实施措施的法规要求是

企业做好应对工作的首要任务。我国应积极跟踪、翻译、分析欧盟官方有关实施措施以及协调

标准的发布情况，密切关注欧盟各国的转化实施进展。通过官方权威渠道及时发布信息，以便

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可以及时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争取应对和准备时间。同时，应该积

极参与 ERP 指令相关的国际标准制定和 WTO/TBT 评议活动，为国内企业的产品出口争取更为宽

松的环境，也为国内企业建立生态设计管理体系赢得更多的时间。评议组织工作需要国家管理

机构与标准化研究机构、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相互有效分工与合作。根据我国企业和行业在

生态设计方面的基础和薄弱环节，代表中国提出意见，反映出中国企业的要求。 

2．开展生态设计基础性研究，加快生态设计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应携手合作，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加强对欧盟 ERP 指令生态设计要求及关

键技术指标制定依据等基础性研究。应组织力量摸清我国相关标准和我国企业技术水平现状，

通过对比分析，明确我国相关产业同 ERP 指令生态设计要求的差距、应对重点和技术难点以及

未来的改进方向，制定应对 ERP 指令的关键和共性问题目录。虽然 EUP 指令及其执行措施中规

定生态设计要求对我国企业来说有些苛刻，但环境保护和生态设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不可

逆转的潮流，不仅是在欧盟，其它国家（包括我 国 ）的生态设计法规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颁布

实施。所以对于企业，越早接受生态设计理念，掌握生态设计方法，将来受法规和贸易壁垒的

冲击就越小。我国企业应有长远眼光，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开展生态设计研究，为产品建立全

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提升产品的生态性能。 

3．培育和建设产品生态评估机构，推进认证与检测国际一体化生态评估以及检测是应对

ERP 指令两个关键问题，是技术文档准备和符合性声明的重要基础工作，也是加贴 CE 标志的前

提。对于我国广大企业而言，单靠自身应对 EUP 指令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寻求生态评估机构的

帮助。在应对 EUP 指令工作中，生态评估机构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符合性检测，而且可以帮

助企业准备技术文档，发布符合性声明，甚至帮助企业进行 CE 认证。生态评估机构将在降低企

业检测成本、帮助企业建立产品生态档案、进行生态评估以及生态改进等领域中发挥积极作

用。培养和建立有生态评估能力的机构，有助于企业尽快建立生态“健康档案”，明确生态改

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 ERP 指令影响企业出口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科技攻

关，并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积极采用生态设计理念和方法等措施，不断改进产品的生态性

能，以满足 ERP 指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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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设计要求及其基本应对 

2.1 生态设计要求概述 

  ERP 指令作为集成产品策略框架的一部分，考虑了产品在整个生命循环周期对资源能量的

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耗能产品提出了最低能效标准框架性政策，通过强化生态设计改善产

品的性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ERP 指令主要涉及资源利用效率，可以从材料利用效率和能源效率两方面进行评估。材料

利用效率是指产品在全生命周期内的耗材效率，如产品的设计阶段、生产阶段、运输阶段的耗

材，要求在保证产品的功能性、安全性、经济性的基础上，将减少材料消耗的理念融入产品设

计之中，减少过度的材料浪费；能源效率则是指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能源消耗效率，其目的

是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应综合评价 ERP 指令的实施效果。首先应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包括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

率、减少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为保护地球资源及环境作出实质性的贡

献；其次是经济效益，指令的实施不应对产业的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应考虑消费者的经

济承担能力；最后是社会效益，生态设计要求应在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2.1.1 生态设计通用要求 

  针对 ERP 指令正文对应的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分别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做了详尽说明，其

中，对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为共性要求。 

  生态设计主旨及适用范围： 

  主旨——主旨在于提高产品的环境性能，集中在“未设定限值的重要环境因素”。 

  适用于——经过核查不适于设定限值的产品族群。 

  生态设计的基本思想——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是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核心实施手段，通过对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中的

环境因素进行量化、采集（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及环境因素见表 1，表 2），进而将数据汇总和

评估。 

  第 1 部分产品的生态设计参数 

  1）就产品的生命周期而言，确定如下几个阶段与产品设计相关的重要环境因素： 

  （a）原料的选择和使用； 

  （b）制造； 

  （c）包装、运输和配送； 

  （d）安装与维护； 

  （e）使用； 

  （f）生命终点，意指一件产品在其最终处置时已经达到其首次使用的终点。 

  2）对于每个阶段，需评估如下相关的环境因素： 

  （a）预期的材料、能源和诸如淡水这样的其它资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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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预计向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水平； 

  （c）预期的诸如噪声、辐射和电磁场这种物理效应造成的污染； 

  （d）预计产生的废料； 

  （e）考虑到第 2002/96/EC 号指令，原料和/或能源的回收、循环使用和更新的可能性。 

  3）为了改善前款提到的环境因素的评估，只要适当，可以特别用到下列参数，必要时，可

由其它参数予以补充： 

  （a）产品的重量和体积； 

  （b）来自回收活动中的原料的使用情况； 

  （c）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中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消耗； 

  （e）为正常使用所需耗材的数量和性质； 

  （j）产生的废物和有害废物的数量； 

  （l）对水中的排放（重金属，对氧平衡有负面影响的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m）对土壤中的排放（特别是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有害物质的泄漏和溢出，当作为废物处置

时过滤出的潜力）。 

  数据采集应注意的两点： 

  ——数据的采集应科学全面，不应有遗漏项，如：因原材料/元件/整机产品的运输距离而

消耗的油料也应进行数据采集； 

  ——采集时应考虑时间、地理和技术范围、所用设备的精度、所采集的数据应具有完整

性、代表性、一致性、重复性等。 

  第 2 部分与信息提供有关的要求 

  ERP 指令对产品信息的提供提出了要求，要求只要可能，应当随产品本身提供如下信息： 

  （1）关于制造过程的信息； 

  （2）当产品投放市场时，应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重要环境特性和性能信息，使消费者能够

对产品的各个方面做出比较； 

  （3）向消费者提供为了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并确保最佳预期寿命，如何进行安装、使用

和维护的信息，同时提供在产品生命周期终了如何回收以及产品升级换代可能性的信息等； 

  （4）关于在产品生命周期终结时分解、回收或处置的处理设施的信息。只要可能，应当随

产品本身提供这样的信息。 

  第 3 部分对制造商的要求 

  ERP 指令对制造商提出： 

  一是制造商在评估的基础上应建立产品的生态学档案，这些档案基于贯穿产品生命周期

的、以可计量物理量表示的与环境相关的产品特性； 

  二是制造商必须利用这些评估来评价其他的可选设计方案和与参考基准相比已获得的产品

的环境性能。 

  在罚则方面，ERP 指令指出各国规定的罚则应是“有效的、成比例的和劝戒性的”，同时

还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将那些罚则规定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前报给欧盟委员会，并不得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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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续附件。”由此反映，在 ERP 指令中欧盟委员会对各欧盟各成员国强化了制定各国罚则的

要求，不仅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要提交各自的罚则规定，而且要求确保罚则应完整有效，体现了

欧盟对罚则工作方面的强化。 

2.1.2 生态设计特定要求 

  特殊生态设计要求旨在改善产品的一项选定环境因素。其形式可以是对减少指定资源的消

耗的要求，诸如在适当情况下在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资源使用的限值（诸如在使用阶段耗

水量的限制或对整合到产品中的给定材料的用量或回收利用材料的最少用量）。 

  当准备规定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时，委员会应确定适用于该实施措施涵盖的生态

设计参数，并设定这些要求的水平如下： 

  1．一项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要自市场上选择大量所论产品的代表性型号，并确定用于改

善产品环境性能的技术选项，着眼于选项的经济生长力并避免任何对消费者而言重大的性能损

失或有用性的损失。 

  对于研究中的环境因素而言，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还应确定市场上可提供的最佳产品和

技术。 

  在分析以及设定要求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可投放国际市场的产品的性能和其他国家立法中

设定的基准。 

  基于此项分析并考虑到经济、技术可行性以及改善的潜力，以使产品环境影响最小化为目

的采取具体措施。 

  考虑到对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关于使用中的能耗，应设定能效水平或能耗水平，旨在

使代表性型号产品终端用户的生命周期成本最小化。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以欧洲中央银行提供

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实际折扣率和产品的实际寿命；该方法基于购买价格（来自工业成 本 ）

与运行费用的总和，它们来自于不同水平的技术选项，并扣抵所论代表性型号产品<=的寿命。

运行费用主要涵盖能耗和其它资源（如水或清洁剂）的附加费用。 

  应该进行涵盖相关因素（诸如能源或其他资源的价格，原料成本或生产成本，折扣率）和

适当时的外部环境成本、包括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敏度分析，以检查是否有重大变化以及全

面结论是否可靠。要求也会做相应地调整。 

  类似的方法学可用于其他资源，如水资源。 

  2．为了发展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也可使用在共同体其他框架下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 

  这种方式也可用于来自世界各地对与 EU 经济伙伴交易的产品设定生态设计要求的现行项目

中的信息。 

  3．要求的生效日期应考虑产品周期的重新设计。 

2.1.3 生态设计其他要求 

  除了通用要求和特殊要求之外，ERP 指令对 CE 标志、内部设计管理、合格评定的管理体

系、合格声明、实施措施的内容均做出了规定。 

  ●标志：CE 标志必须至少高 5mm。如果需要缩小或扩大 CE 标志，必须遵守以下格式图给出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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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设计管理：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确保并声明产品满足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的程序；

制造商应编辑一份使对产品能按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进行合格评定的技术文档；制造商应采取

所有必要措施确保产品制造与设计规范和其所适用的措施的要求相一致。 

  ●合格评定的管理体系：对管理体系的环境要素做出了规定。主要涉及：产品环境性能政

策、制造商建立和维护的计划文档、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文件、检查和纠正行动。 

  ●合格声明：阐述了合格声明的包含要素。 

  ●实施措施：对实施措施的各项规定内容做出了描述如产品类型、测试方法、过渡期持续

时间等。 

2.2 生态设计分析与应对原则 

  ERP 指令是 EUP 指令的延续，虽然两个指令在目的和核心内容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但由

于 ERP 指令在覆盖产品范围等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而导致两个指令在实际实施过程的关注点也

产生了变化。在应对 ERP 指令时，应结合 ERP 指令的新意图，重新审视在 EUP 和 ERP 指令中均

被提出的要求和应对的措施。 

  ERP 指令 2009/125/EC 中的附件 1 和附件 2 虽然也是 ERP 指令的要求，但应注意，由于 ERP

指令关注的是用能产品，因此在 ERP 指令实施期间企业的应对措施更集中在附件 2 方面，也就

是强化产品使用期间的能效指标。而由于 ERP 关注的是与能源相关的产品，因此在 ERP 指令实

施期间企业的应对措施应在原基础上更加关注附件 1 的要求，也就是应强化产品的“生命周期

评估”。 

  由于产品生命周期评估的复杂性，尤其是数据库数据采集的艰巨性，因此我国相关产品生

产企业应以行业为单位，协调组织应对措施： 

  （1）确立生命周期思想至关重要—— 重大观念性的转变（蕴含科学发展的思想） 

  生产企业应积极强化产品设计人员“生态设计产品”的理念（确立产品生命周期思想），

在此基础上制定产品的生态设计、生产、销售的制度和规范，重点在于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在特

定方面的生态设计技术。积极收集正确、有效的本企业产品的各项基础数据并及时提供给行业

协会； 

  （2）通过各行业协会组织进行本行业产品各项数据的采集，建立必要的产品生态设计基

准，以及可以供行业、企业共享的数据库，方便企业对相关数据的调用。用以支持推广产品在

特定方面（如使用阶 段 ）的生态设计技术（如产品能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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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三方行业专业检测及认证机构应积极尽力对应的评估程序，进行评估模型的开发与

建立，通过行业协会和生产企业的基础数据做依据，进行相关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同时强化

在产品特定方面生态设计指标的检测力量，为企业进行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提供技术支持。 

  ERP 指令客观上已成为我国产品出口欧盟的一个新的技术壁垒，值得注意的是，ERP 指令结

合了欧盟最新颁布的以能源为主题的指令，两相结合应用。我国相关出口企业、行业协会以及

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应认真组织学习该指令要求，同时应充分高度重视，并应研究部署和采取

积极的应对措施，共同提高产品的环境友好性，以此确保我国相关产品顺利出口欧盟。 

  家电制造业应对生态设计的工作，早在 2005 年欧盟 EUP 指令发布时就已开始。当时在家电

领域标准的应对研制主要从生态设计的“通则”和具体产品“特殊要求”两个方面开始的。目

前，已完成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通用要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06BAF02A01 中

“绿色制造标准研制项目”之一，标准计划号为 Q2008-180T。） 

  该标准作为一项科研项目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承担，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归口。该标准于 2008年立项，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随即组织行业及相关单位展开研制工

作。2008 年底正式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担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单位，海

尔集团、美的电器集团公司、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等担任起草工作组副组长单位。目前该标

准已形成送审稿。 

  该标准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下：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以国家节能减排、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针作为依据，参考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对于标准编写力求做到准确、一致。标准首先定义

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基础术语和定义，并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绿色设计的生

命周期阶段、每个阶段所考虑的环境因素、产品绿色设计要求、绿色设计程序以及每个设计阶

段所应考虑及优化的目标参数作了规定，同时规定了进行绿色设计评价时应结合的产品指标及

采用的评价方法。 

  我国作为家电制造和消费大国，每年在家电产品的制造和使用上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因此，如何使我国的家电制造业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可持续

发展，是家电制造业面临的严峻的问题。而开展和实施绿色设计，是从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的

有效方式。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标准对家用电器产品的绿色设计作出规范。因此，确保家电制造

业实现节能减排、有效地节约资源和能源，《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通用要求》行业标

准是十分必要的。 

  2）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标准适用对象：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为企业实施并推广家用

电器绿色设计提供基础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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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除引用其他适用本标准中的术语，本标准还加入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绿色设计数据库”等术语，以求适用于家用电器绿色设计及开发的

需要； 

  ——绿色设计要求：针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提出了绿色设计应考虑的生命周期阶段；在

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需评估的环境因素，以及具体的设计要求。 

  ——绿色设计程序：绿色设计程序包括需求分析、概念设计、方案设计、系统与零部件设

计和工程设计等 5 个基本过程，并针对每一个过程明确了设计时应考虑的各项因素。 

  ——绿色设计评价与改进：提出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的基本评价思路，并强调

绿色设计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性，即绿色设计的可持续性。 

  ——信息的提供与共享：明确了绿色设计的相关信息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实施具体设计

过程中的基本要点，包括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信息流的方向。 

  产品生命周期输入输出及对环境影响分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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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具体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分析 

3.1 ERP 实施措施——滚筒洗衣机 

  指令号：第 2009/125/EC 号指令 

  发布日期：2009 年 10月 21 日 

  生效日期：2009 年 11月 11 日 

  1. 指令的实施说明 

  该指令提出以下说明性内容： 

  （1）本条例应涵盖设计用于家庭洗衣房的产品。 

  （2）家用洗干一体机具有特殊的特性，因此不包括在本条例范围内。然而，他们提供了和

家用洗衣机类似的功能，应尽可能地由第 2009/125/EC 号指令的另一个实施方法所涉及。 

  （3）就所涵盖产品的环境因素，在本条例范围内认为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使用状态的耗电量

和用水量。2005 年，在欧共体内部本条例所涵盖产品的年耗电量和用水量已经分别达到 35TWh

和 221，300 万 m
3
。除非采取特殊措施，年耗电量和用水量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37.7TWh 和

205，100 万 m
3
。初步研究表明，本条例所涵盖的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可能得到显著降低。 

  （4）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一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而家用洗衣机在使用阶段的耗电量和用水量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5）本条例涵盖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

降低购买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并且使其变得更加高效。 

  （6）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和用水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该能够超过在生产阶段造

成的所有额外的环境冲击。 

  （7）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8）针对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采用可靠性好，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的方法。应考虑采用

那些目前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纳的协调标准中的方法，以上标准在欧洲议会

和委员会于 1998 年 6 月 22日颁布的第 98/34/EC 号指令的附录一中列出，该指令还规定了在技

术标准和法规中提供信息以及在信息社会服务领域提供规则的程序。 

  （9）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规定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10）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五和附录六中提到的技

术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1）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26 

  （12）本条例规定的测试方法是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制定的，该委员会是依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19 条第（1）款成立的。 

  2.指令涉及产品和相关定义 

  1）涉及范围 

  制定了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洗衣机和也可以由电池供电的家用电动洗衣机的生态设计

要求，包括那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洗衣机。 

  不适用于家用洗干一体机。 

  2）相关定义 

  参考注意 2009/125/EC 号（ERP）指令中第 2 条规定的定义，同时关注下述定义： 

  家用洗衣机——能够用水洗涤和漂洗织物，具有脱水功能，并且设计主要用于非专业人士

的全自动洗衣机； 

  全自动洗衣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任何时候负载都能够完全由机器处理而无需使用者

干预的洗衣机； 

  家用洗干一体机——即具有脱水功能，又具有烘干织物功能的家用洗衣机，通常是通过加

热和在滚筒中翻转来进行烘干； 

  程序——预定义的一系列操作，该操作由制造商明示适合洗涤特定种类的织物； 

  周期——是指由选择的程序定义的完整的洗涤、漂洗和脱水过程。 

  程序时间——从程序开始（不包含任何终端用户程序设定的延迟）直到程序结束消耗的时

间； 

  额定容量——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洗衣机所选择的程序能够处

理的某种特定类型干燥织物的最大质量，以 kg 为单位，0.5kg 为间隔； 

  部分负载——家用洗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含水率——脱水结束后负载中所含有水分的量； 

  关机模式——家用洗衣机连接至电源，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使用时，通过器具上用户可

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家用洗衣机，所能获

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没有控制器，“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洗衣

机被放至恢复到自身功率消耗的稳定状态； 

  待机模式——程序结束后，除了取出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洗衣机可以

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等效洗衣机——投放至市场的某个型号家用洗衣机，与投放至市场的另一个型号家用洗衣

机具有相同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用水量和洗涤、脱水时的声学噪声，由相同

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业代号。 

  3.生态设计要求（见原指令附录 I） 

  1）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 

  （1）进行家用洗衣机的能耗和其他参数计算时，应使用清洗常用污染物的棉负载 40℃和

60℃程序（下文称“标准棉程序”）。这些程序应该在家用洗衣机的程序选择装置或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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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在两者都标识出来，表示为“标准 60℃棉程序”和“标准 40℃

棉程序”。 

  （2）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 

  （a）标准 60℃和 40℃棉程序，指的是“标准 60℃棉程序”和“标准 40℃棉程序”，应指

出他们适合清洗常用污染物的棉负载，并且就能耗和水耗而言，他们是洗涤该类棉负载效率最

高的程序； 

  （b）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的耗电量； 

  （c）在使用全部负载或部分负载状态下，或两者，主要洗涤程序的程序时间、含水率、耗

电量和用水量的指导信息； 

  （d）关于适合不同洗涤温度的洗涤剂类型的建议； 

  （3）家用洗衣机应向终端用户提供 20℃的洗涤程序。此程序应在家用洗衣机的程序选择

装置或显示屏上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在两者都标识出来。 

  2）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家用洗衣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从欧盟的官方公告发布后 1 年【 ****年**月】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68； 

 对于额定容量大于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净效率指数（IW）应大于 1.03； 

 对于额定容量等于或小于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净效率指数（IW）应大于 1.00；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用水量（Wt）应： 

  

   

  

  式中： 

   C—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

的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从欧盟的官方公告发布后 3 年【 ****年**月】 

 对于额定容量等于或大于 4kg 的家用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59；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用水量（Wt）应： 

  

   

  

  式中： 

  C1/2—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

负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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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效率指数（EEI）、洗净效率指数（IW）和用水量（Wt）根据附录 II 进行计算 

  4 合格评定程序 

  注意参考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中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以及该指令附录四规定的内

部设计控制系统，或者是该指令附录五规定的管理系统的规定。 

  有关洗衣机能效指标的合格评定，参照原指令附录 II 

  即：涉及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标的测试内容有： 

  1）能源效率指数计算 

  为计算某型号家用洗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用该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和

部分负载状态下和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年耗电量与标准年耗电量进行比

较。 

  a）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式中： 

  AEC=家用洗衣机的年耗电量； 

  SAEC=家用洗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b）标准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C=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

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c）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i.式中： 

  Et=耗电量； 

  Po=关机模式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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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待机模式功率； 

  Tt=程序时间； 

  220=每年标准洗涤程序运行周期数。 

  ii.如果家用洗衣机带有电源管理功能，程序结束后自动转入关机模式，考虑到待机模式的

有效时间，则年耗电量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 

  Ti=待机模式时间。 

  d）耗电量（Et）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 为单位，并圆整至三位小数： 

  

   

  

  式中： 

  Et，60=标准 60℃棉程序的耗电量； 

  =标准 6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耗电量； 

  =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耗电量。 

  e）关机功率（Po）按照下式计算，以 W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Po，60=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关机功率； 

  =标准 6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关机功率； 

  =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关机功率。 

  f）待机功率（Pi）按照下式计算，以 W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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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洗净效率指数计算 

  为计算洗净效率指数（IW），用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和部分负载状态下和标

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洗净效率与参比洗衣机的洗净率进行比较。上面提到的

参比洗衣机应具有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测试方法中规定的特性，包括那些欧盟在官方公告中以

此为目的出版的文件和参考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a）加权洗净效率指数 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 3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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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WT，i=被测家用洗衣机第（i）个测试程序的洗净效率； 

  WR，a=参比洗衣机的平均洗净效率指数，n=试验周期数，对于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

n≥3；标准 6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 n≥2；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 n≥2。 

  c）洗净效率（W）是每块污染布在试验程序结束后反射率的平均值。 

  3）用水量计算 

  用水量（WT）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WT= WT.60 

  式中： 

  WT.60=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用水量。 

  4）含水率计算 

  程序的含水率以百分比计算，并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比。 

  5 关于产品监督采用的检测方法 

  参见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 III（此处略）。 

  6 产品检测的各项技术条件和要求 

  参见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 IV“基准”（此处略）。 

  7 修订 

  鉴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委员会应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对其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

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复审应对附录三规定的测试允差及制定漂洗和脱水-烘干效率要求的

时机进行特殊评估。 

  8 生效 

  （1）本条例在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附录一第 1 条（1）和（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2 年=大约在 2012 年 7 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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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第 1 条（3）中规定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4 年=大约在

2014 年 7 月】开始实施。 

  附录一第 2 条（1）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1 年=大约在

2011 年 7 月】开始实施。 

  附录一第 2 条（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三年=大约在

2013 年 7 月】开始实施。 

  本条例全部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 

3.2 ERP 实施措施——电冰箱 

  指令号：第 2009/643/EC 号指令 

  发布日期：2009 年 7 月 22 日 

  生效日期：2009 年 8 月 11 日 

  1. 指令的实施说明 

  首先请注意该指令的以下说明性内容： 

  （1）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1996 年 9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家用冷藏、冷冻箱及其组合的能源

效率要求的 96/57/EC 指令，制定了家用制冷器具的规范。该指令中的要求从 1999 年起实施，

现已过时。 

  （2）针对使用能源产品呈现出的巨大销售量和贸易量，对环境的显著影响，以及无需承担

过度的费用就能改善环境影响所存在的巨大潜力，欧盟委员会制定出生态设计要求的

2005/32/EC 指令。 

  （3）2005/32/EC 指令的第 16 条第（2）款中第一句提到，根据第 19 条第（3）款提到的

程序和第 15 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并且经过与生态设计论坛磋商，委员会将酌情制定家用

制冷器具的新的实施措施，废止 96/57/EC。 

  （4）委员会开展了初步研究，针对典型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技术、环境和经济方面进行了分

析。该研究是与欧共体内利益相关并且感兴趣的团体及第三方国家一起开展，并且研究结果已

经向公众公示。 

  （5）吸收式冷藏箱和热电冷却制冷器具的能效可显著提高，如迷你冰饮机。因此这些器具

涵盖到本条例中来。 

  （6）本条例的目的是识别显著的环境问题，对家用制冷器具而言主要是使用阶段的能源消

耗，以及设计时用以保证终端使用者使用时具有更好的环境友好性的产品特征。 

  （7）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5/32/EC 号指令附录Ⅰ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 

  （8）委员会中本条例所涉及的产品在 2005 年的电力年消耗量是 122 太瓦时，相当于 0.56

亿吨 CO2 当量值。虽然计划 2020 年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源消耗会有所下降，该下降预计会由于过

时的要求和能源标签而放慢。如果不采取措施引入和更新现存的生态设计要求，成本效益好的

能源节约潜力就会因此而无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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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条例涵盖产品的耗电量，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降低购买

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并且使其变得更加高效。 

  （10）本条例应尽快保证更多符合本条例的能效产品投入市场。 

  （11）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

成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足以抵消按照本条例生产产品而

产生的额外的环境影响。 

  （12）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13）合格评定和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使用可信、准确和重复性好的测试方法，应考虑

普遍认可的测试方法，包括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用的协调标准，如已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998 年

6 月 22 日的 98/34/EC 指令附录Ⅰ中规定了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中需提供信息社会服务领域相关

信息的程序。 

  （14）根据第 2005/32/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规定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15）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5/32/EC 号指令附录Ⅴ和附录Ⅵ中提到的技术

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6）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17）第 96/57/EC 号指令应就此废止。 

  （18）本条例规定的措施应符合第 2005/32/EC 号指令的第 19 条第 1 款的内容。 

  2. 指令涉及产品和相关定义 

  1）涉及范围 

  （1）本条例建立了市场中电源操作的、有效容积至 1500 立升的家用制冷器具的生态设计

要求。 

  （2）本条例适用于电源操作的家用制冷器具，包括那些用于非家用或非食物制冷而销售的

器具。也适用于以电池供电的家用制冷器具。 

  （3）本条例不适用于： 

  （a）主要以电以外的其他能源形式供电的制冷器具，如液化石油气、煤油和生物柴油燃料

等； 

  （b）能够连接至分别购买的交流/直流转换器的电池供电的制冷器具； 

  （c）一次性制成，同其他型号制冷器具不等效的定制的制冷器具； 

  （d）第三产业（部门）应用的制冷器具，通过电子感知将冷藏食物的移动信息通过网络连

接传输至遥控系统进行记录。 

  （e）器具的根本功能不是通过制冷存储食物，如独立的制冰机或冰饮自动售货机。 

  2）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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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指食物、材料、饮料，包括葡萄酒，以及其他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用于消费的食

物。 

  家用制冷器具——指具有 1 个或多个间室的隔热的柜子，出于非专业的目的用于冷藏或冷

冻食物，或储藏冷藏的和冷冻的食物，通过一个或多个能源消耗过程制冷，包括要由终端使用

者自行组装，作为建筑用品销售的器具。 

  冷藏箱——指用于至少在一个适合储藏新鲜食物和/或饮料的间室来保存食物，包括葡萄酒

的制冷器具。 

  压缩式制冷器具——指通过以电机驱动压缩机方式制冷的制冷器具； 

  吸收式制冷器具——指使用热能的吸收过程获得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冷藏冷冻箱——指至少有一个间室为冷藏室，适合储藏新鲜食品，且至少有另一个间室为

冷冻室，适合冷冻新鲜食品和在“三星”级储藏条件下储藏冷冻食品的制冷器具。 

  冷冻食品储藏箱——指具有一个或多个适合储藏冷冻食品的间室的制冷器具。 

  食品冷冻箱——指具有一个或多个间室，适合将食品从环境温度降至-18℃，而且适合在

“三星”级储藏条件下储藏冷冻食品的制冷器具。 

  葡萄酒储藏器具——指除了一个或多个葡萄酒储藏间室外，没有其他间室的制冷器具。 

  多用途器具——指除了一个或多个多用途间室外，没有其他间室的制冷器具。 

  等效制冷器具——指市场中由同一制造商生产，在不同的商业代码下的，同其他型式的制

冷器具具有同样毛容积、有效容积，同样技术、效率和性能特征，同样的间室类型的制冷气

具。 

  3  生态设计要求（见原指令附录 II） 

  1）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 

  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 

  （a）葡萄酒储藏器具，在制造商的说用说明手册中，应提供如下信息：‘本器具打算专门

用于葡萄酒的存储’。 

  （b）家用制冷器具，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以下相关信息： 

  ——抽屉、篮子、搁架的组合可使器具达到最有效使用能源的状态，并 

  ——在制冷器具使用阶段怎样是能源消耗最小化。 

  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 

  （a）快速制冷设备，或通过改变调温器温度设置而达到类似功能的冷冻箱和冷冻间室，一

旦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启动后，在不超过 72 小时内应自动回复到之前的正常存

储温度。该要求不适用于配有一个电机控制板的单恒温器单压缩机的冷藏冷冻箱。 

  （b）配有一个电机控制板的单恒温器单压缩机和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可用于环境温度低

于+16℃的冷藏冷冻箱，冬季设置开关或具有保证调整冷冻食物存储温度的类似功能，应能按照

器具安装地的环境温度自动操作。 

  （c）有效容积小于 10 立升的家用制冷器具应在清空后的 1 小时内自动进入电力消耗为 0

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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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在本规定范围下的具有相当于或高于 10 立升存储容量的制冷器具，应当符合表 1 和表 2 的

能源消耗指数限值。 

  特殊生态设计要求不适用于： 

  ——葡萄酒存储器具，或 

  ——吸收式制冷器具和属于附录Ⅳ中第 1 点中类别 4-9 的其他形式的制冷器具。 

  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附录Ⅳ规定的步骤计算。 

  

表 3.1 压缩式制冷器具 

应用日期 能源效率指数（EEI） 

2010 年 7 月 1 日 EEI <55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 <44 

2014 年 7 月 1 日 EEI <42 

 

表 3.2 吸收式和其他形式制冷器具 

应用日期 能源效率指数（EEI） 

2010 年 7 月 1 日 EEI <150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 <125 

2015 年 7 月 1 日 EEI <110 

 

  4 合格评定程序 

  注意参考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中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以及该指令附录 IV 规定的内

部设计控制系统、该指令附录 V 规定的“有关合格评定的管理体系”。 

  有关电冰箱能效指标的合格评定，参照第 2009/643/EC 号指令附录 IV 

  即涉及电冰箱能源效率指标的测试内容有： 

  1）等效容积的计算 

  家用制冷器具的等效容积是所有间室等效容积之和。以立升计算，四舍五入为最近的整

数。 

  

   

  

  其中： 

  ——n 为间室数目 

  ——VC为间室容积 

  ——TC为表 2 列出的间室名义温度 



36 

  —— 为表 5 中列出的热力学因素 

  ——FFC、CC 和 BI 为表 6 中列出的容积校正因子。 

  热力学校正因子 是间室的名义温度 TC（表 2 中定义 ）和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环境

温度+25℃的温度差值，以保鲜间室+5℃的同样差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间室的热力学因子在附件Ⅰ（i）点中已有描述，在表 3.3 中列出。 

  

表 3.3 制冷器具间间室的热力学因子 

间室 名义温度 （25-TC）/20 

其他间室 设计温度 
  

冷却间室/葡萄酒储存间室 +12℃ 0.65 

保鲜间室 +5℃ 1 

冰温间室 0℃ 1.25 

制冰间室和 0 星间室 0℃ 1.25 

1 星间室 -6℃ 1.55 

2 星间室 -12℃ 1.85 

3 星间室 -18℃ 2.15 

食物冷冻间室（4 星间室） -18℃ 2.15 

 

  注： 

  （ⅰ）多用途间室，热力学因子由表 3.3 给出的最冷间室类型的名义温度确定，可由终端

使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连续保持。 

  （ⅱ）任意的 2 星部分（冷冻箱内）热力学因子由 TC=-12℃确定 

  （ⅲ）其他间室热力学因子由可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连续保持的最

冷的设计温度确定。 

  

表 3.4 校正因子限值 

校正因子 限值 条件 

FF（免除霜） 
1.2 适用于免除霜食物冷冻间室 

1 其他 

CC（气候等级） 

1.2 适用于 T 级（热带）器具 

1.1 适用于 ST 级（亚热带）器具 

1 其他 

BI（嵌入式） 
1.2 宽度低于 58cm 的嵌入式器具 

1 其他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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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FF 为免除霜间室的容积校正因子。 

  （ⅱ）CC 为给定气候等级的容积校正因子。如果制冷器具被按照不止一种气候等级分类，

使用最高校正因子的气候等级来计算等效容积。 

  （ⅲ）BI 为嵌入式器具的容积校正因子。 

  2）能源消耗指数的计算 

  为了计算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效指数 EEI，，年度能源消耗和标准年度能源消耗相比较。 

  1.能源消耗指数（EEI）计算和四舍五入至一位小数，如下： 

  

   

  

  其中： 

  ——AEC=家用制冷器具的每年能源消耗 

  ——SAEC=标准的家用制冷器具每年能源消耗 

  2.每年的能源消耗（AEC）以 kWh/年计算，四舍五入至两位小数，如下： 

  

   

  

  其中： 

  ——E24h为家用制冷器具 24 小时的能源消耗，四舍五入至三位小数 

  3.标准每年能源消耗（SAEC）以 kWh/年计算，四舍五入至两位小数，如下： 

  

   

  

  其中： 

  ——Veq为家用制冷器具的等效容积 

  ——CH 相当于带有一个储存容积至少为 15 立升的冰温间室的家用制冷器具，每年 50 千瓦

时 

  ——每种家用制冷器具类别的 M 和 N 的值在表 3.5 中给出。 

  

表 3.5 每种家用制冷器具类别的 M 和 N 值 

类别 M N 

1 0.233 245 

2 0.23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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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233 245 

4 0.643 191 

5 0.45 245 

6 0.777 303 

7 0.777 303 

8 0.539 315 

9 0.472 286 

10 （*） （*） 

注： 

（*）第 10 类家用制冷器具的 M 和 N 值取决于最低储藏温度的间室的温度和星级评级，可由

终端消费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持续保持。仅当附件Ⅰ表 2（p）点中定义的“其他

件事”存在时，才使用类别 1 的 M 和 N 值。具有三星间室或食物冷冻间室的可视作冷藏冷冻

箱。 

 

  5 关于产品监督采用的检测方法 

  参考第 2009/643/EC 号指令指令附录 V“市场监督检验程序”（此处略）。 

  6 产品检测的各项技术条件和要求 

  参见第 2009/643/EC 号指令指令附录 VI“基准”（此处略）。 

  7 修订 

  委员会在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五年内将根据技术进步情况对本条例进行复审，并将

复审结果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本复审应对附录Ⅴ的检验允差、附录Ⅳ的移除或降低校正

因子值的可能性进行特殊评估。 

  委员会在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两年内，应评估采用葡萄酒储藏器具生态设计要求的

需求。 

  8 生效 

  （1）本条例自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附录Ⅱ中 1（1）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附录Ⅱ中 1（2）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自 2013 年 7月 1 日起实施。 

  附录附录Ⅱ中第 2 条能源效率指数的生态设计特殊要求应按照附录Ⅱ表 1 和表 2 食列出的

时间表实施。 

3.3 ERP 实施措施——滚筒式干衣机 

  指令号：第 2012/932/EU 号指令 

  发布日期：2012 年 10月 3 日 

  生效日期：2012 年 10月 23 日 

  1. 指令的实施说明 

  首先请注意该指令的以下说明性内容： 

  （1）本条例应涵盖设计用于家庭洗衣房的产品。 

  （2）家用洗干一体机具有特殊的特性，因此不包括在本条例范围内。然而，他们提供了和

家用洗衣机类似的功能，应尽可能地由第 2009/125/EC 号指令的另一个实施方法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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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就所涵盖产品的环境因素，在本条例范围内认为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使用状态的耗电量

和用水量。2005 年，在欧共体内部本条例所涵盖产品的年耗电量和用水量已经分别达到 35TWh

和 221，300 万 m
3
。除非采取特殊措施，年耗电量和用水量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37.7TWh 和

205，100 万 m
3
。初步研究表明，本条例所涵盖的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可能得到显著降低。 

  （4）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一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而家用洗衣机在使用阶段的耗电量和用水量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5）本条例涵盖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

降低购买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并且使其变得更加高效。 

  （6）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和用水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该能够超过在生产阶段造

成的所有额外的环境冲击。 

  （7）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8）针对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采用可靠性好，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的方法。应考虑采用

那些目前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纳的协调标准中的方法，以上标准在欧洲议会

和委员会于 1998 年 6 月 22日颁布的第 98/34/EC 号指令的附录一中列出，该指令还规定了在技

术标准和法规中提供信息以及在信息社会服务领域提供规则的程序。 

  （9）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规定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10）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 V 和附录 VI 中提到的技

术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1）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12）本条例规定的测试方法是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制定的，该委员会是依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19 条第（1）款成立的。 

  2.指令涉及产品和相关定义 

  1）涉及范围： 

  （1）本条例规定了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和燃气滚筒干衣机以及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生

态设计要求，包括哪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滚筒干衣机。 

  （2）本条例不适用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和家用旋转脱水机。 

  2）相关定义： 

  （1）“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由的旋转的滚筒中的热空气对织物进行干燥的器具，其设计

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2）“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打算安装在橱柜内、制备好的凹墙内或类似位置的家用

滚筒干衣机，此类器具需要家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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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是指包括旋转脱水功能以及通过加热和滚动方法使织物干

燥的家用洗衣机； 

  （4）“家用旋转脱水机”，商业场合也被称为“旋转干衣机”，是指利用旋转桶的离心力

将织物中的水甩干，并且通过自动抽水机将水排出的器具，其设计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5）“排气式滚筒干衣机”是指带有引入新鲜空气入口的滚筒干衣机，烘干织物后，通过

出口将潮湿空气排到房间或室外； 

  （6）“冷凝式滚筒干衣机”是指通过冷凝空气去除水分完成干衣过程的滚筒干衣机； 

  （7）“自动滚筒干衣机”是指当负载达到一定含水率，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例如

通过电导率或温度探测含水率； 

  （8）“非自动滚筒干衣机”经过一段预订程序之后，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通常通

过定时器控制，也可以通过手动断开； 

  （9）“程序”是指预选确定的、由生产商规定适合干燥特点类型织物的一系列运行； 

  （10）“周期”是指通过程序选择确定完整的干燥过程； 

  （11）“程序时间”是指从程序开始到程序完成所消耗的时间，不包括任何终端用户的程

序延迟。 

  （12）“额定容量”是指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滚筒干衣机所选

择的程序能够处理的特定类型织物的最大质量，单位为 kg，0.5kg 间隔。 

  （13）“部分负载”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14）“冷凝效率”是指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冷凝式滚筒干衣机冷凝湿气的质量与从负

载中去除的湿气质量的比值。 

  （15）“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连接至电压，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使用时，

通过器具上用户可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器

具，所能获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用户终端没有控制器或开关，

“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自身恢复到功率消耗稳定状态的情况。 

  （16）“待机模式”是指程序结束后，除了去除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

洗衣机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17）“等效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市场上出售的某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与投放至

市场的另一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具有相同的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相应的

冷凝效率、标准棉程序时间以及烘干时的声学噪声，由相同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

业代号。 

  （18）“标准棉程序”是指将棉织物由最初的 60%含水率烘干至 0%含水率的周期。 

  3  生态设计要求（见原指令附录 I） 

  （1）计算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耗和其他参数时，应使用将棉织物由最初的 60%含水率烘干

至 0%含水率的程序（即 “标准棉织物程序”）。这一程序应在家用滚筒干衣机程序选择装置

或显示屏上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两者都标识出来，表示为“标准棉织物程序”或统

一的符号，或两者的适当组合，对于具有自动程序选择的或具有自动选择干衣程序以及保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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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程序功能的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织物程序应被设置为默认工作周期。如果滚筒干衣机为

自动滚筒干衣机，应自动执行“标准棉织物程序”。 

  （2）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 

  （a）“标准棉织物程序”的信息，应指出它适用于干燥常用湿棉衣物，并且就能耗而言，

他们是烘干棉衣物效率最高的程序； 

  （b）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的耗电量； 

  （c）在使用全部负载或部分负载状态下，程序时间和耗电量的指导信息； 

  2）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家用滚筒干衣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从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 

  ——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85； 

  ——对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加权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60%； 

  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 

  ——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76； 

  ——对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加权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70%； 

  能源效率指数（EEI）和加权冷凝效率依据附录 II 进行计算。 

  4 合格评定程序 

  注意参考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中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以及该指令附录四规定的内

部设计控制系统，或者是该指令附录五规定的管理系统的规定。 

  有关干衣机能效指标的合格评定，参照原指令附录 II 

  即：涉及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标的测试内容有： 

  （1）能源效率指数计算 

  为了计算某型号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程序在满载

和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年耗电量与其标准年耗电量进行比较。 

  （a）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式中： 

  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加权年耗电量； 

  S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b）标准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对所有家用滚筒干衣机，排气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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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式中： 

  c-是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织物程序对应的额定容量； 

  Tt-是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c）加权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Et=加权耗电量，单位 kWh，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Po=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关机模式的功率，单位 W，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Pl=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待机模式的功率，单位 W，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Tt=加权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160=每年总烘干周期。 

  （ii）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装有功率管理系统，程序结束后自动转入关机模式，此时，应

考虑待机模式的有效时间，加权年耗电量计算如下： 

   

  其中： 

  ——Tl=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待机模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d）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Tt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其中： 

  ——T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T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e）加权年耗电量（Et）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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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E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f）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及，部分负载和全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能源消耗按照下式

技术，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2）加权冷凝效率的计算 

  程序的冷凝效率是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桶内收集湿气的质量与通过程序从负载中去除的

湿气质量的比值，后者是干燥前湿负载与干燥后负载的质量差值。为了计算加权冷凝效率，应

考虑满载和部分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平均冷凝效率。 

  程序的加权冷凝效率（Ct）计算如下，单位%，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数： 

   

  式中 

  ——n 是测试运行数，对所选程序，最少由四组有效测试运行组成； 

  ——j 是测试运行编号； 

  ——Wwj是测试运行 j 时冷凝箱内收集的水的质量； 

  ——Wi是干燥前湿负载的质量； 

  ——Wf是干燥后负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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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产品监督采用的检测方法 

  参考第 2012/932/EU 号指令附录 III“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此处略）。 

  6 产品检测的各项技术条件和要求 

  参见第 2012/932/EU 号指令附录 IV“基准”（此处略）。 

  7 修订 

  鉴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委员会应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对其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

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复审应对附录 3 规定的测试允差及排气器具的效率进行特殊评估。 

  8 生效 

  （1）本条例在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本条例应于 2013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然而： 

  （a）附录一第 1 条（1）和（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应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开始

实施。 

  （b）附录一第 2 条（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本条例全部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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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RP 指令与新能源框架指令的关系说明 

4.1 概述 

  在研究应对欧盟 ERP 指令以及对应的具体产品时，必须要关注 ERP 指令与新能源框架以及

对应的具体产品涉及的“实施条例”之间的关系。 

  针对能源效率，生态设计指令和能源标签指令是两项最有效的调控工具。生态设计指令是

在产品设计前期，系统的整合环境相关因素，以达到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原材料的选择和使

用、生产、包装、运输和分发、安装和维护、使用、生命终 结 ）提升产品的能源和环境性能

的目的。同生态设计指令不同，能源标签指令旨在从使用者角度对能源进行管理，为使用者提

供产品能源特性信息，从而使产品在满足最低生态设计级别的基础上快速创新和升级。可以说

生态设计指令和能源标签指令都是提高能源供给的安全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污染的有

效的方法。 

  为了降低家用电器能耗，鼓励消费者购买高能效家电产品，1992 年欧盟出台了家用电器能

源标识框架指令 92/75/EEC。此后，能源标识覆盖了如冰箱、冷柜、空调、洗衣机、滚筒干衣

机、洗衣干衣一体机、洗碗机、烤箱、电光源八类产品。能源标识上标注的能效等级以及产品

能效信息可帮助消费者在购买家电产品时评估其运行费用。 

  随着 2010 年 6 月 18 日，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的出台，欧盟能源标识体系发生了重大调

整。新能源标识在原 A～G 等级上增加了 A+、A++、A+++三个更高等级，但能效等级的数目限制

在 7 个；产品的广告和技术宣传资料上要显示能效等级；产品范围也从家用产品扩展到商用和

工业设备以及门窗等能源相关产品。供应商和经销商应确保产品加贴能效标签，提供产品卡

片，提供使用说明书，并在必要时提供电子版的技术文件。一般来说，能源标识给出了供应商

名称或商标、产品型号、能效等级、年耗电量、用水量、噪声值等信息。 

  在新能源标识体系下，2010 年 11 月 30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OJ）公布了第一批包含家用

洗碗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的新能源标识实施细则，它们分别为（EU）No 1059/2010、

（EU）No 1060/2010、（EU）No 1061/2010、（EU）No 1062/2010。2011 年即将出台的还有空

调、热水器等产品。本文就着重介绍这四项实施细则的内容。 

4.2 与指令配合的能源标识 

  为了有效降低家用电器能耗，欧盟推出了针对家用设备的强制性能源标识制度。根据欧盟

理事会 1992 年 9 月 22 日提出的《关于家用电器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的标签及标准产品信息显

示的指令》（92/75/EEC），各欧盟成员国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八大类家用电器产品实行

强制性能源比较标识制度，在销售这些产品时必须要附有标签以显示相关的能源与资源使用情

况。 

  欧盟能效标签采用白色背景，黑色字体。除了标明能源消耗量外，每种家用电器按能源效

率水平的高低采用 A～G 七级分级标识，A 级能源效率最高，G 级能源效率最低。7 个等级分别

用 7 种不同的色彩表示，A 级（绿 色 ）表示产品属于绿色环保型产品，G 级（红色）表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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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红色危险型产品，B～F 级颜色介于二者之间，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等级的能耗，能直观

形象的显示能量消耗水平和能源效率。以家用洗衣机为例，欧盟能效标签示例如图 1 左边。目

前，欧盟有关家用电器能源标识的规定与 ERP 指令有相互整合的趋势。2010 年，欧盟的家用电

器能源标识体系也开始进行较大的调整。 

  2010 年 6 月 18 日，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 2010/30/EU 正式出台，取代了旧指令

92/75/EEC。新能源标识在原 A～G 等级上增加了三个更高等级 A+、A++、A+++，以适应技术进

步，但能效等级的总数仍然限制在 7 个。即将来产品的能效等级可以为：如果比现有产品使用

更少能源的新产品归为“A+”等级，则最低能效等级为“F”；如果比现有产品使用更少能源的

新产品归为“A++”等级，则最低能效等级为“E”；如果比现有产品使用更少能源的新产品归

为“A+++”等级，则最低能效等级为“D”。产品的广告和技术宣传资料上需要显示能效等级，

产品范围也从家用产品扩展到商用和工业设备以及门窗等能源相关产品。2010 年 11 月 30 日，

欧盟官方公报（OJ）公布了家用洗碗机、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和电视机的新能源标识实施条

例，它们分别为（EU）No 1059/2010、（EU）No 1060/2010、（EU）No 1061/2010、（EU）No 

1062/2010。新的能源标识（见图 4.1 右边，以家用洗衣机为 例 ）主要给出了厂商名称、厂商

型号识别符、能效等级、加权用水用电量、脱水效率等级等信息： 

  

 

  

4.3 强制性能源标识（Energy Labeling） 

  随着家用电器种类的不断丰富，家庭电力消耗近年来增长愈来愈显著。为了抑制家用电器

能耗，除了以上 ERP 指令实施条例中规定的最低能效要求，还体现在强制性能源标识（Energy 

Labeling）上。根据欧盟理事会 1992 年 9 月 22 日提出的《关于家用电器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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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签及标准产品信息显示的指令》（92/75/EEC），各欧盟成员国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

八大类家用电器产品实行强制性能源比较标识制度，在销售这些产品时必须要附有标签以显示

相关的能源与资源使用情况。能源标识是附在产品上的信息标签，用来标识产品的能源性能

（通常以能耗量、能源效率、能源成本等形式给出）； 

  92/75/EEC 指令下的针对具体家用电器品能源标识的指令包括：家用电冰箱、冷藏箱及其

组合（94/2/EC、2003/66/EC）、家用空调器（2002/31/EC）、家用洗衣机（95/12/EC）、家用

干衣机（95/13/EC）、家用洗衣干衣一体机（96/60/EC）、家用洗碗机（97/17/EC）、家用电

烤箱烤炉（2002/40/EC）。 

  欧盟能源标识是一种比较标识，显示耗电量（或其他能源量）、用水量、能源效率等级、

容积、尺寸、噪声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能源效率水平分为 A～G 七个等级，A 级最高，G 级最

低。能源标识一般加贴在电器的正面，标签的材料应经久耐用，形状和尺寸不同产品规定不

同，应按指令规定制作。 

  [注 1]2010 年 6 月 18日，欧盟出台了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 2010/30/EU，自此欧盟能源标

识体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新能源标识在原 A～G 等级上增加了 A+、A++、A+++三个更高等级，但

能效等级的数目限制在 7 个；产品的广告和技术宣传资料上要显示能效等级；产品范围也从家

用产品扩展到商用和工业设备以及门窗等能源相关产品。供应商和经销商应确保产品加贴能效

标签，提供产品卡片，提供使用说明书，并在必要时提供电子版的技术文件。一般来说，能源

标识给出了供应商名称或商标、产品型号、能效等级、年耗电量、用水量、噪声值等信息。 

  在新能源标识体系下，2010 年 11 月 30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OJ）公布了第一批包含家用

洗碗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的新能源标识实施细则，它们分别为（EU）No 1059/2010、

（EU）No 1060/2010、（EU）No 1061/2010、（EU）No 1062/2010。2011 年 7 月 6日，欧盟又

公布了空调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EU）No 626/2011。 

4.4 欧盟的自愿性节能计划 

  除了上述强制性的最低能效要求和能源标识以外，欧洲对于家用电器还有一些自愿性的节

能计划。欧洲能效电器集团（Group for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GEEA）是一个由欧洲

国家能源机构和政府部门所组成的论坛，目的是与工业领域一起促进消费电子和办公设备的能

源效率。目前 GEEA 标签在瑞士、丹麦、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法国使用，使用时制造商

需注册申请，涉及到标识准则的能耗和其他信息由制造商自我声明。 

  欧盟的节能自愿协议属于自愿性的节能计划。其中一种自律性行业协议是由政府与工业界

联合推进、采用自愿性磋商协议的方式来提升电器产品的能源效率。自律性的行业协议是产业

界为节能而实施的自律行为，通常在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签署节能自愿协议。其中“电视和盒式

录像播放机待机损耗协议”与“家用电冰箱和洗衣机协议”被认为是实施效果最好的两个协

议。 

  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环境标志，德国著名的蓝天使认证（Blue Angle certification）

已经涵盖了目前已有约 90 种产品类别，在国际市场和欧洲市场上都具有很高的市场知名度。德

国蓝天使标志认证主要通过依据标准的检测报告和企业自我声明的形式来进行，对主要家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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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进行能耗限值的要求，并要求在产品手册中列出其能源消耗。其中涉及到的家用电器包括电

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干衣机、电热壶、咖啡机、干手机、家用抽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

烤箱、燃气烹饪设备。 

  英国的节能信托基金 （Energy Saving Trust）推行的“节能推荐计划” （Energy 

Saving Recommended scheme）也对一些产品执行严格的能效标准。“节能推荐计划”是节能信

托基金推出的自愿性的对高能效产品的认证计划。“节能推荐计划”执行严格的能效标准。例

如，对于冰箱，该计划仅认可能效等级为 A+的产品。符合所制定的能效标准要求的产品，可以

使用节能推荐标签。此外，节能信托基金还会在市场上对获得认可的产品进行抽检，以对标签

的使用实施有效监督。目前，Energy Saving Recommended 标签涵盖的家用电器包括洗碗机、

冷冻箱、冷藏箱、洗衣机、电水壶等。 

4.5 小结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我们可以 ERP 框架指令为主、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为辅搭建的框架结

构，依据两条主线分别对洗衣机、电冰箱、干衣机三种家电产品涉及的基本指令、实施条例和

相关的协调标准列出。 

  

 

  

表 4.1 主要家电产品涉及到的指令和标准 



49 

生态设计指令 新能源标签指令 

框架指令 
2009/125/EC 为规定能源相关产品

的生态设计要求建立框架 
2010/30/EU 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 

实施

条例 

电冰箱 
（EC）No 643/2009 电冰箱等家用

制冷器具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 

（EU）No 1060/2010 家用制冷器具

（电冰箱）的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滚筒洗

衣机 

（EU）No 1015/2010 家用洗衣机

生态设计的实施条例 

（EU）No 1061/2010 家用洗衣机的新

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滚筒干

衣机 

（EU）No 932/2012 家用滚筒干衣

机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 

（EU）No 392/2012 家用滚筒干衣机

的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协调

标准 

电冰箱 EN153（测试方法） 
EN153（测试方法） 

IEC60704（噪声测试） 

滚筒洗

衣机 

EN/IEC 60456（测试方法） EN/IEC 60456（测试方法） 

EN50564/IEC 62301（待机功耗） IEC60704（噪声测试） 

滚筒干

衣机 

EN/IEC 61121（测试方法） EN/IEC61121（测试方法） 

EN50564/IEC 62301 （待机功耗） IEC60704（噪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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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具体产品的新能源标签指令要求分析 

5.1 （EU）No 1060/2010——家用制冷器具（电冰箱） 

  2010 年 11 月 30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OJ）公布了家用制冷器具（电冰箱）的新能源标识

实施条例（EU）No 1060/2010。该条例规定了家用制冷器具（电冰 箱 ）的能效等级、能源标

识要求以及产品单张和技术文件等产品信息要求。条例将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实施，原指令

94/2/EC 随之作废，供应商的广告、经销商的广告和技术宣传资料要求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实

施。 

  （1）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电源驱动、储存容量在 10～1500 升的家用制冷器具，包括那些非家用或冷藏

非食物以及内置型制冷器具。同时，条例还涵盖市场不断增长的吸收式制冷器具和酒柜。 

  （2）能效等级 

  家用电冰箱的能效等级取决于能效指数（EEI），具体见下表： 

  

表 5.1 家用电冰箱的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源效率指数 

2010.12.20～2014.06.30 2014.07.01 之后 

A+++ EEI < 22 同左 

A++ 22 ≤ EEI < 33 同左 

A+ 33 ≤ EEI < 44 33 ≤ EEI < 42 

A 44 ≤ EEI < 55 42 ≤ EEI < 55 

B 55 ≤ EEI < 75 同左 

C 75 ≤ EEI < 95 同左 

D 95 ≤ EEI < 110 同左 

E 110 ≤ EEI < 125 同左 

F 125 ≤ EEI < 150 同左 

G（最低效） EEI ≥ 150 同左 

 

  从上可看出，压缩式制冷器具的能效指数在 2012年 7 月以后要达到 A+及以上级别才能进

入欧盟市场。 

  （3）能源标识 

  家用电冰箱以及酒柜的能源标识如下图所示。标识上显示了供应商名称或商标、产品型

号、能效等级、年耗电量、达不到星级标准（工作温度>-6℃）以及达到星级标准（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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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所有间室的储藏容积之和、标准酒瓶的额定容量（对于酒柜）、噪声值等信息。以下是

电冰箱能源标识图。 

  

 

  

  （4）供应商的职责 

  供应商应确保： 

  ·每台家用制冷器具上加贴印刷的能效标签； 

  ·提供产品单张（product fiche），产品单张在条例附录 III 中规定； 

  ·技术文件（附录 IV），以备成员国查阅时提供； 

  ·对于特定型号的广告，如果该广告揭露了能源相关或价格信息，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技术宣传资料，如果该资料描述了家用制冷器具的特定技术参数，

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5）经销商的职责 

  经销商应确保： 

  ·每台家用制冷器具在销售地点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在产品前端或顶端的外表面上佩戴能

源标识； 

  ·供销售、租赁或租赁购买而最终用户无法看到展示产品的家用制冷器具，应在销售时提

供能源标识和产品卡片；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广告，如果该广告揭露了能源相关或价格信息，应包含能源效率等

级；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技术宣传资料，如果该资料描述了家用制冷器具的特定技术参数，

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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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测量计算方法 

  2011 年 2 月 16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实施本条例的协调标准通报（OJC49）。通报

中列出了电冰箱能效的测量方法标准为 EN 153，噪声的测量方法标准为 IEC 60704-1、IEC 

60704-2-14、IEC 60704-3。酒柜的测量方法在本通报的第 2 点中给出。 

 

5.2 （EU）No 1061/2010——洗衣机 

  条例（EU）No 1061/2010 对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等级、脱水效率等级、能源标识以及补充产

品信息进行了规定。本条例适用于电源驱动的家用洗衣机，以及可被电池驱动的电源驱动家用

洗衣机，包括那些销售于非家用的洗衣机；但不适用于家用洗衣干衣一体机。条例将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实施，原指令 95/12/EC 随之作废，部分条款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实施。 

  能效等级 

  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等级取决于表 5.2 的能效指数（EEI）： 

  

表 5.2 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A+++ EEI < 46 

A++ 46 ≤ EEI < 52 

A+ 52 ≤ EEI < 59 

A 59 ≤ EEI < 68 

B 68 ≤ EEI < 77 

C 77 ≤ EEI < 87 

D EEI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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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对 ERP 洗衣机实施条例（EU）No 1015/2010 的最低能效要求，第一阶段（2011 年 12 月

1 日）洗衣机的能效等级要达到 A 级以上，第二阶段（2013 年 12 月 1 日 ）的能效等级要达到

“A+”级以上。 

  脱水效率等级 

  家用洗衣机的离心脱水效率等级（the spin-drying efficiency class）取决于表 5.3 中

的剩余含水量 D （remaining moisture content）。 

  

表 5.3 洗衣机的离心脱水效率等级 

离心脱水效率等级 剩余含水量（%） 

A D < 45 

B 45 ≤ D < 54 

C 54 ≤ D < 63 

D 63 ≤ DI < 72 

E 72 ≤ D < 81 

F 81 ≤ D < 90 

G D ≥ 90 

 

  能源标识 

  洗衣机的能源标识如图 1c 所示。除一般信息外，其标识还显示年用水量、额定容量、脱水

效率等级、以及洗涤和脱水时的噪声值等信息。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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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U）392/2012——滚筒干衣机 

  2012 年 3 月 1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OJ）公布了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EU）392/2012。该条例对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效等级、冷凝效率等级、能源标识以及补充产

品信息进行了规定。条例将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实施，原指令 95/13/EC 随之作废。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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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例适用于了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和燃气滚筒干衣机以及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本条

例不适用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和家用旋转脱水机。 

  （2）能效等级 

  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效等级取决于表 5.4 的能效指数（EEI）： 

  

表 5.4 家用滚筒干衣机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A+++ EEI < 24 

A++ 24 ≤ EEI < 32 

A+ 32 ≤ EEI < 42 

A 42 ≤ EEI < 65 

B 65 ≤ EEI < 76 

C 76 ≤ EEI < 85 

D EEI ≥ 85 

 

   比对 ERP 家用滚筒干衣机实施条例（EU）932/2012 的最低能效要求，其能效等级要达到 C

级以上。 

  （3）冷凝效率等级 

  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冷凝等级取决于表 5.5 的加权冷凝效率（Ct）： 

  

表 5.5 冷凝效率等级 

冷凝效率等级 冷凝效率等级 

A（最高效） Ct>90 

B 80<Ct≤90 

C 70<Ct≤80 

D 60<Ct≤70 

E 50<Ct≤60 

F 40<Ct≤50 

G（最低效） Ct≤40 

 

   比对 ERP 家用滚筒干衣机实施条例（EU）932/2012 的最低冷凝能效要求，其冷凝效率等

级要达到 C 级以上。 

  （4）能效标识 

  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标识针对不同的器具是不同的，如图 5.2 所示。除一般信息外，能

效标识还应包括额定容量、洗涤和脱水时的噪声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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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供应商的职责 

  供应商应确保： 

  每台家用滚筒干衣机上加贴印刷的能效标签； 

  提供附录 II 规定的产品单张（product fiche）； 

  技术文件（附录 III），以备成员国查阅时提供； 

  对于特定型号的广告，如果该广告揭露了能源相关或价格信息，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技术宣传资料，如果该资料描述了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特定技术参数，

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6）经销商的职责 

  经销商应确保： 

  每台家用滚筒干衣机在销售地点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在产品前端或顶端的外表面上佩戴能

源标识； 

  供销售、租赁或租赁购买而最终用户无法看到展示产品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应在销售时提

供能源标识和产品卡片；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广告，如果该广告揭露了能源相关或价格信息，应引用能源效率等

级； 

  对于特定型号的任何技术宣传资料，如果该资料描述了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特定技术参数，

应包含能源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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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欧盟指令涉及的产品能效水平与我国标准的比对分析 

6.1 电冰箱 

6.1.1 产品能效标准 

  能效标签 

  鉴于欧盟能效标识的成功经验，依据《节约能源法》、《产品质量法》、《认证认可条

例》，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4 年 8 月 13 日联合颁布了《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

法》，并于 2005 年 3 月 1日开始实施。2005 年 9 月 1日，所有生产、销售、进口的家用电冰

箱和空调都要贴上“中国能效标识”。目前，我国已发布了六批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的产品目

录，其中家用电器中有家用电冰箱、房间空气调节器、电动洗衣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家用

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变频空调、储水式电热水器、电磁灶、电饭锅、电风扇十

种产品。 

  其中《家用电冰箱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对 500L 及以下的电机驱动压缩式电冰箱的能源

效率标识的使用、备案和公告作出规定。 

  ① 电冰箱的能效标签标识如下： 

  

 

  

  ②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 

  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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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规格型号:  

项目 数值    备注 

耗电量（kWｈ/24h）      

冷藏室容积（Ｌ）      

冷冻室容积（Ｌ）      

其他间室容积（L）

（自定义间室在备案

栏注明设计温度） 

      

       

      

能源效率等级     

 

  ③ 标识信息的确定 

  ·生产者名称是指产品的品牌所有者。 

  ·产品规格型号应依据 GB/T8059.1-4 的现行有效版本的要求编制，亦可同时使用企业自己

的编号，并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能源效率等级应依据 GB12021.2 的现行有效版本和《家用电冰箱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以下简称检测报告）确定。检测报告的格式见附件 3。 

  ·耗电量应依据 GB/T8059.1-4 的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不应大于能源效率等级的

上限值。 

  ·所有类型间室的容积应依据 GB/T8059.1-4 的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 

  ·依据国家标准为 GB12021.2 的现行有效版本。 

  ④标识的备案和公告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按产品型号逐一备案。型号不同但制冷系统结构相同、耗电量一致

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提交检测报告。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自使用标识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提交或在相关网站上填写《家用电冰箱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按照《办法》的规定同时提交相关的备案材料。 

  备案表、备案材料应完备、真实。 

  ·授权机构应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识信息的核查和备案工作（因

生产者或进口商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在每年 3 月 15 日前，向授权机构提交上一年度的标识使用情况报告。

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各型号的标识备案情况；标识的监督处罚情况；标识使用情况等能

效标识相关的资料。 

  ·外文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授权机构应在完成标识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上公告已备案产品的标识

信息,并每个季度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已备案产品的标识信息。 

  ·按标识的备案号公告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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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能源效率数据库，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提供产品能源效率信息查询

服务，及时公告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情况。 

  ·授权机构应公布热线电话和网址，接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对标识的投诉。 

  能效标准及其主要内容 

  （1）能效标准列表 

针对欧盟家用制冷器具生态设计指令，我国家用制冷器具涉及的标准主要如下：  

 

表 6.1 我国家用制冷器具涉及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GB 12021.2-2008 
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 

规定了家用电冰箱产品的能效指数

计算方法、能效限定值、能效等

级、节能评价值和目标限定值等。 

GB 19606-200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限值 规定家用制冷器具的噪声限值要求 

GB/T 8059 系列标准 

GB/T 8059.1-1995《家用制冷

器具冷藏箱》 

规定了家用制冷器具耗电量、噪声

的测试方法 

GB/T 8059.2-1995《家用制冷

器具冷藏冷冻箱》 

GB/T 8059.3-1995《家用制冷

器具冷冻箱》    

GB/T 8059.4-93《家用制冷器

具无霜冷藏箱、无霜冷藏冷冻

箱、无霜冷冻食品储藏箱和无

霜食品冷冻箱》 

 

  （2）主要内容 

  GB 12021.2 中用于计算能效指数的关键技术指标有两个，冰箱耗电量和有效容积，根据电

冰箱的气候类型，间室类别以及测得的有效容积综合计算得出基准耗电量。实测耗电量和基准

耗电量的比值即为能效指数 η。 

  ①效限值表 

  目前我国能效标准对电冰箱产品进行能源效率等级划分，用以表示电冰箱产品能源效率高

低差别，分成 1、2、3、4 和 5 等级，1 级表示能源效率最高。电冰箱能效等级分级指标见表

6.2。  

表 6.2 我国电冰箱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能效指数η 

冷藏冷冻箱 其他* 

1 η≤ 40% η≤ 50% 

2 40% <η≤ 50% 50% <η≤ 60% 

3 50% <η≤ 60% 60% <η≤ 70% 

4 60% <η≤ 70% 70% <η≤ 80% 

5 70% <η≤ 80% 80% <η≤ 90% 

*：其他类型的产品包括：无星级室的冷藏箱、带 1 星级室的冷藏箱、带 2 星级室的冷藏

箱、带 3 星级室的冷藏箱、冷冻食品储藏箱、食品冷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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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能评价值 

  电冰箱的节能评价值见表 6.3： 

  

表 6.3 电冰箱节能评价值的能效指数 

类型 节能评价值 

冷藏冷冻箱 ηEE＝50% 

其它类型（类型 1、2、3、4、6、7） ηEE＝60% 

 

  ③计算方法 

  电冰箱能效计算的关键技术指标包含耗电量和调整容积。 

  其中调整容积的计算公式为： 

   

  基准耗电量是作为产品耗电量比较的基准线，其计算公式为： 

   

  电冰箱的能效指数按下式计算： 

   

6.1.2 标准比对分析 

  （1）能效限值及等级对比分析 

  以下是欧盟 ERP 和我国制冷器具的能效市场准入要求及产品划分类别和能效等级的差异： 

  

表 6.4 差异对比 

  欧盟 我国 

能效

限值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44 成为准

入门槛，即达到 A+级及以上的产

品才能入市。 

冷藏冷冻箱 70%<η≤80%，其他为 80%<η≤

90%，低于能效 5 级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 

产品

划分

类别 

·划分为 10 个类别， ·划分为 1-7 个类别 

·增加带零星级室的冷藏箱 ·不含酒柜和嵌入式器具 

·食品冷冻箱，分为立式冷冻箱

（7）和卧式冷冻箱（8） 
  

·增加类别 10—多用途和其他器

具 
  

·器具分类含酒柜和嵌入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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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

等级

划分 

划分为为 A、B、C、D、E、F、G

七个等级，A 级最高；为了进一

步提高能效，又增加了 A+和 A++

两个等级。 

被分为五个等级，等级 1 表示耗能最低，等级 5

耗能最高，冷藏冷冻箱的节能评价值为ηEE＝

50%，其他为ηEE＝60%，即达到能效能级中的 2

级才能成为节能产品。 

 

  由于欧盟 ERP 和我国的能效标准在产品划分类别、能效计算方法、及能效等级划分上都存

在一定差异，因而无法将欧盟的能效等级和我国的等级进行简单、直接的对比，因此只能选择

某几种具体类型及型号的特定产品类别进行对比，大致得出两国/地区间的制冷器具能效等级的

对应情况。 

  （2）计算方法对比分析 

  

表 6.5 计算方法差异对比 

 

  （3）测试方法比对 

  在制冷器具耗电量测试方法上，欧盟和我国都采用 IEC 62552 标准，测试方法基本一致。

以下列出稍有差异之处： 

  

表 6.6 测试方法比对 

  欧盟 我国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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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标准 

能效的测量方法标准为 EN153，噪声

的测量方法标准为 IEC60704-1、

IEC60704-2-14、IEC60704-3。 

按 GB／T8059 中的有效容积和

耗电量试验方法进行。 
  

耗电

量测

试方

法 

工况

室要

求 

能调节温度、湿度的房间。离开试

验平台 2m 高的范围内，垂直温度梯

度不超过 1K/m。 

垂直温度梯度不超过 2K/m。 

  
环境

湿度 
不大于 75%。 45%-75%之间。 

试验

包 

为直角平行六面体形状。尺寸、质

量要求见 IEC62552 中表 3，成分要

求见 8.5.2 条的规定。 

与欧盟相比，少了 50g（50×

50×100mm3）、500g（25×

100×200mm3）两种规格。 

其他         
 

  通过对上述类别和型号的冰箱能效的比对分析，大致可以得出我国制冷器具能效等级与欧

盟 ERP 能效等级大致的对应关系如下： 

  

 

  

6.2 洗衣机 

6.2.1 产品标准情况 

  能效标签 

  《电动洗衣机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对额定洗涤容量为 1 公斤至 13 公斤的家用电动洗衣

机的能源效率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使用、备案和公告作出规定。 

  ①衣机的能效标签标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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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洗衣机能源标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生产者名称； 

  （2）产品规格型号； 

  （3）能源效率等级； 

  （4）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期）； 

  （5）用水量（升/工作周期）； 

  （6）洗净比； 

  （7）洗涤容量（公斤）； 

  （8）依据的能源效率国家标准编号。 

  ③洗衣机能效检测： 

  耗电量、用水量、洗净比、脱水率和漂洗性能的测试方法依据 GB/T4288 的现行有效版本。 

  ④标识信息的确定 

  ·生产者名称是指产品的品牌所有者。 

  ·产品规格型号依据 GB/T4288 的现行有效版本的要求编制，亦可使用企业自己的编号，并

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能源效率等级应依据 GB12021.4 的现行有效版本中能效等级判断方法的要求和检测报告

确定。 

  ·耗电量、用水量、洗净比应依据 GB/T4288 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 

  ·洗涤容量的标注依据 GB/T4288 现行有效版本。 

  ·依据国家标准为 GB12021.4 的现行有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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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标识的备案和公告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按不同品牌的产品型号逐一备案。型号不同但结构相同、控制方式

相同、耗电量、用水量、洗净比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交检测报告。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自使用标识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电动洗衣机能源

效率标识备案表》，以及《办法》所规定的相关备案材料，并同时在“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gov.cn）上填写相关备案信息。 

  备案材料应完备、真实。 

  ·授权机构应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识信息的核查和备案工作（因

生产者或进口商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在每年 3 月 15 日前，向授权机构提交上一年度的标识使用情况报告。

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各型号的标识备案情况；标识的监督处罚情况；标识使用情况等能

效标识相关的资料。 

  ·外文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对于通过备案核验的企业，授权机构应在“中国能效标识网”上公告其已备案产品的标

识信息,并定期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已备案产品的标识信息。 

  ·按标识的备案号公告备案信息。 

  ·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能源效率数据库，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提供产品能源效率信息查询

服务,及时公告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情况。 

  ·授权机构接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对标识的投诉。 

  能效标准及其主要内容 

  （1）能效标准列表 

  针对欧盟洗衣机生态设计指令，我国洗衣机涉及的标准主要如下： 

  

表 6.7 我国洗衣机标准列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GB12021.4-2004 
电动洗衣机能耗限定

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规定了电动洗衣机产品的耗电量限定值和用水量

限定值、能效等级判定方法、节能评价值等。 

GB/T 4288-2008 电动洗衣机 

规定了电动洗衣机的主要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涉及能效的主要包含耗电量、用水量、洗净比、

脱水率和漂洗性能的测试方法。 

 

  （2）主要内容 

  GB 12021.4 中衡量洗衣机能效水平的指标主要有耗电量和用水量。测量洗衣机的实际耗电

量和用水量时，同时测试耗电量、用水量、洗净比、脱水率、漂洗性能，取其平均值为该类型

产品的实测耗电量、用水量和洗净比。并换算成单位功效耗电量和单位功效用水量。 

  ①耗电限定值和用水量限定值见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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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洗衣机耗电限定值和用水量限定值 

洗衣机类型 
单位功效耗电量限定值／（kWh／

cycle／kg） 

单位功效用水量限定值／（L

／cycle／kg） 

波轮式和全自动搅拌式

洗衣机 
0.032 36 

滚筒式洗衣机 0.35 20 

 

  ②能源效率等级见表 6.9： 

  

表 6.9 洗衣机能源效率等级 

洗衣

机 
波轮式洗衣机 滚筒式洗衣机 

能效

等级 

耗电量／（kWh

／cycle／kg） 

用水量／（L

／cycle／

kg） 

洗净

比 

耗电量／（kWh

／cycle／kg） 

用水量／（L

／cycle／

kg） 

洗净

比 

1 ≤0.012 ≤20 
≥

0.90 
≤0.19 ≤12 

≥

1.03 

2 ≤0.017 ≤24   ≤0.23 ≤14   

3 ≤0.022 ≤28 
≥

0.80 
≤0.27 ≤16 

≥

0.94 

4 ≤0.027 ≤32   ≤0.31 ≤18   

5 ≤0.032 ≤36 
≥

0.70 
≤0.35 ≤20 

≥

0.70 

 

  ③节能评价指标见表 6.10： 

  

表 6.10 洗衣机节能评价指标 

洗衣机类型 
耗电量／（kWh／

cycle／kg） 

用水量／（L／cycle

／kg） 
洗净比 

波轮式／全自动搅拌

式洗衣机 
≤0.017 ≤24 ≥0.80 

滚筒式洗衣机 ≤0.23 ≤14 ≥0.94 

 

  ④计算方法： 

  用电量计算：洗净试验同时测量用电量，用电量按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 

  E——单位洗涤容量用电量单位为千瓦小时每千克（kWh/kg）； 

  E1——在洗净性能试验全过程总的用电量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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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额定洗涤容量, 单位为千克（kg）。 

  带加热装置的洗衣机用下述公式进行修正： 

  E1=Et+Ec 

  式中： 

  Et——在洗净性能试验全过程总的用电量，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Ec——在洗净性能试验全过程用电量修正值，单位为千瓦小时 （kWh）； 

   

  Vc——在洗净性能试验全过程进行加热的水量，单位为升（L）； 

  tc——洗衣机进水口水的实际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每台样机共进行 3 次试验，取 3 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机的用电量。 

  用水量计算 

  洗净试验同时测量用水量，用水量按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 

  W——单位洗涤容量用水量，单位为升每千克（L/kg）； 

  W1——全过程的用水量，单位为升（L）； 

  m——额定洗涤容量, 单位为千克（kg）。 

  每台样机共进行 3 次试验，取 3 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机的用水量。 

  6.2.2 标准比对分析 

  （1）测试方法比对分析 

  

表 6.11 测试方法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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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国标准与欧盟标准的能效等级判定的主要区别见表 6.12。 

  

表 6.12 能效等级判定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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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标 欧盟 

器具分类 

1．1-5，5 个类别 1. A+++到 D，7 个类别 

2．包括滚筒式洗衣

机、波轮式全自动洗

衣机和波轮式双桶洗

衣机 

2.仅包括滚筒式洗衣机 

用电量、用

水量、洗净

比 

1 分别判定等级，用

电量、用水量、洗净

比，3 个项目中最低

等级即为能效等级 

通过计算获得能效指数 EEI： 

2．滚筒式洗衣机和波

轮式洗衣机等级指标

要求不同   

  式中： 

  AEc=家用洗衣机的年耗电量； 

  SAEc=家用洗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基准耗电

量、耗水量

和洗净指数 

无 
按额定洗涤容量 3.0kg、4.5kg、5.0kg 等规格分别给

出标准数据 

耗电量、耗

水量和洗净

指数基准数

据 

无 

1.额定容量为 3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0.70kWh/cycle（或 0.23kWh/kg），对应

的年耗电量为 141.86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29.36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 220 个周期消耗

8580L/year； 

d）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3/74dB（A）准量

1pW。 

2.额定容量为 4.5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0.76kWh/cycle（或 0.17kWh/kg），对应

的年耗电量为 152.95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40.45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40L/cycle，对应的 220 个周期消耗

880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5/70dB（A）基准

量 1pW。 

3.额定容量为 5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0.850kWh/cycle（或 0.17kWh/kg），对

应的年耗电量为 169.60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

耗 157.08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

期消耗 858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3/73dB（A）基准

量 1pW。 

4.额定容量为 6kg 的家用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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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耗电量：1.02kWh/cycle（或 0.17kWh/kg），对应

的年耗电量为 201.00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88.50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

期消耗 858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4/78dB（A）准量

1pW。 

5.额定容量为 7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1.02kWh/cycle（或 0.15kWh/kg），对应

的年耗电量为 201.00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88.50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43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

期消耗 946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10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

57/73dB（A）基准量 1pW； 

6.额定容量为 8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1.200kWh/cycle（或 0.15kWh/kg），对

应的年耗电量为 234.26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

耗 221.76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56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

期消耗 1232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14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

54/71dB（A）准量 1pW； 

洗涤和脱水（16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4/74dB

（A）基准量 1pW 

 

6.3 滚筒干衣机 

6.3.1 产品标准制定情况 

  家用滚筒式干衣机作为一种节能型家电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与世界各地，在欧美等国家

已是普通家庭的必备品。随着中国城乡住房条件的改善，对新的节能型产品意识的增强，滚筒

式干衣机将会很快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滚筒式干衣机不仅仅只是阴雨天衣服干燥的问题，更是

代表了一种健康、便捷的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效标识标准。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清

洁器具分技术委员会于 2012 年初成立《家用和类似用途热泵式滚筒干衣机》标准起草工作组。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讨论，2012 年 9 月工作组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在标委会委员单位及在行

业内广泛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对产品的试验条件（电源、水质、温度、负载形式）做出了描述，并规定了电

镀件耐盐雾试验、制冷系统密封性能试验、凝结效率测试方法、最终含水率的测试方法、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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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测试方法、噪声试验六项试验方法，并提出了相应的限值要求。其中凝结效率测试方法与

耗电量测试方法与欧盟的生态设计指令有对应关系。 

6.3.2 标准比对分析 

  考虑到家用滚筒干衣机产品的使用特性，欧盟（EU）932/2012 仅对产品的能源效率指数和

冷凝式干衣机的冷凝效率做出了限值规定。因此这两项参数是我们进行比对研究的主要对象。

见表 6.13： 

  

表 6.13 主要技术内容对比 

    欧盟 中国 

能效值 

计算方法 

用能源效率指数表示：

 

用单位负载耗电量表

示：Ce=E/W 式中： 

式中： E-耗电量修正值 kwh 

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加权年耗电量； W-程序额定负载 kg  

S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限值要求 

从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 EEI应小于 85； 
Ce应不大于 0.55 

kwh/kg 
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

机的 EEI 应小于 76； 

冷凝效

率 

计算方法 

 
其中： 

C=Ww/（Wi-Wf）式

中： 

C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平均冷凝效

率； 
Ww-凝结水质量； 

C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平均冷

凝效率。 

Wi-加湿后干燥前试

验负载的质量； 

平均冷凝效率由测试运行的冷凝效率计算得

出，用百分比表示： 

Wf-干燥后试验负载

的质量； 

  

  

限值要求 

从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

机，加权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60%；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对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加权

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70%； 

C 不应低于 50% 

 

  由表 6.13 可以看出对于能效值，欧盟的计算方法跟我国的计算方法不同。欧盟使用能源效

率指数 EEI 表示，由 EEI 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其反应了年耗电量的相对值，依据不同的器具类

型，标准年耗电量值是不同的；依据器具的具体运行方式，加权年耗电量的计算程序也不一

样。我国制定的标准则是用单位负载的耗电量反应产品的能耗情况。相比之下，我国的计算方

式更加看重产品的耗电品质，而欧盟的计算方式则更多体现了产品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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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冷凝效率，欧美的计算方法中体现了不同负载情况、多台机器的平均冷凝效率，相比

之下，我国采用的计算方法相对单一。另外，欧美的 ERP 指令对冷凝效率的要求限制也比我国

的要求严格。 

  2012 年，IEC 颁布了新版 IEC61121，与旧版相比，改动较大。此处我们对新旧版本进行了

比对，具体差异内容见表 6.14。 

  

表 6.14 IEC61121 新旧版的主要差异对比 

对比项目 IEC61121-2012 IEC61121-2005 

范围 
电动滚筒干衣机，特别注明不包

括燃气或者燃油式干衣机 
电动滚筒干衣机 

术语 26 条 11 条 

符号定义 54 24 

包含的测试内容 

耗电量、耗水量、程序时间、冷

凝效率、干燥均匀度、废气排放

量、关机和待机功耗 

测试章节有说明，但没有涉及程序时

间和待机、关机能耗 

额定容量 
附录 E 对未宣称额定干燥容量的

有详细算法 
1/24 或者 1/60 

测试条件和要求 

电源：额定值及误差范围水源：

增加碱度要求温湿度：增加测试

负载处理的温湿度 

电源：230±1%V；50±1%Hz；水源；

测试环境温湿度 

测试负载 
标准负载配置从 1kg 到 15kg；

化纤及混合负载的配置； 

标准负载配置从 2kg 到 10kg；定义易

处理织物 

干燥最终含水率 额定值、范围、测试平均值上限 额定值、范围 

能耗程序的测试

要求 
满负载和半负载 满负载 

测试的有效性 有定义 未提及 

 

6.4 小结 

  通过第 2 章～第 5 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家电产品的能效水平是欧盟委员会重点关注的内

容，是生态设计指令和新能源标准指令均涉及的关键技术问题，也是容易设置贸易壁垒的关键

环节，因此我国的家电行业应对能效水平给予充分的重视。目前，我国正逐步完善标准相关的

应对措施，对家电产品的生态设计和能效水平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表 6.15 列出了电冰箱、洗衣

机、干衣机三种家用电器的欧盟指令协调标准以及我国对应的相关标准。 

  

表 6.15 欧盟指令协调标准以及我国对应标准 

  
欧盟 中国 

ErP 新能源指令 生态设计 能效标识 产品 

EN153（测试

方法） 
GB/T23109 GB12021.2 GB/T 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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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冰

箱 

EN153（测试方

法）（IEC 

62552） 

IEC60704（噪

声测试） 

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生态设计— 

电冰箱的特殊要

求 

家用电冰箱耗

电量限定值及

能源效率等级 

系列标准家用

制冷器具、冷

藏箱性能及试

验方法 

洗

衣

机 

EN/IEC 60456

（测试方法） 

EN/IEC 60456

（测试方法） 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生态设计 —

电动洗衣机的特

殊要求（待批） 

GB12021.4 GB/T4288 

EN50564/IEC 

62301（待机功

耗） 

IEC60704（噪

声测试） 

家用电动洗衣

机耗电量限定

值及能源效率

等级 

电动洗衣机 

干

衣

机 

EN/IEC 61121

（测试方法） 

EN/IEC61121

（测试方法） 
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生态设计 —

通用要求（待

批） 

（待定） 

计划号 2011-

0379T-QB 

EN50564/IEC 

62301（待机功

耗） 

IEC60704（噪

声测试） 

家用和类似用

途热泵式滚筒

干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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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品生态设计/能效要求的准入条件介绍 

7.1 日本 

  日本电子电器产品能效措施概述 

  日本是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也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但是，日本国内资源极其贫乏，石

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几乎完全依靠进口。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受到严

重冲击。为此，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轻量化”，大力发展节能、高效、高附加值的

技术与产品，开展节约能源、提高能效运动，积极推行各种节能措施，鼓励开发节能技术与产

品。政府设立了与能源相关的政策审议会，制定相应政策和法规，并以税收、财政、金融等手

段，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的节能活动。目前，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节能技术和节能政策最科学、最

高效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领跑者”（Top Runner）计划，推动日本单位 GDP 能耗指标近年来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趋势。 

7.1.1 管理机构 

  政府机构 

  日本在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后，能效管理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1 年小泉政

府进行机构改革，把原来 1 府 22 省厅调整合并为 1 府 12 省，节能管理机构也由原来经济产业

省（METI）属下的资源能源厅煤炭部节能课升级为节能新能源部，负责制定和执行节约能源方

面的法律，建立能源节约鼓励制度和政策。经济产业省下设的 9 个地方办公室，也负责监督各

地方节能工作的落实情况。另外，经济产业省下属还有 2 个节能专业机构，分别为日本节能中

心（ECCJ）和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图 7.1 描绘了日本政府有关能效管理的

组织构架。 

  

 

  

  日本经济联盟及其各个行业组织作为民间组织，推动和协助政府建立鼓励工商企业积极采

取节能措施的有关制度。日本紧紧抓住企业这个重点节能主体，通过能效标准与标识这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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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通过节能服务平台，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各领域提高能源效率。图 7.2 描绘了日本

政府及行业有关能效管理的组织构架。 

  

 

  

  专业技术机构 

  1）日本节能中心（ECCJ） 

  日本政府于 1978 年将热能管理协会改制为日本节能中心，成为经济产业省管辖下的公益法

人。国家节能中心下设 7 个分中心。其主要任务是推进生活节能，推进节能设备器具的使用，

推进产业部门和业务部门的节能，推进运输部门的节能，调查研究节能对策，开展国际节能合

作等。 

  2）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D） 

  日本政府在 1980 年建立了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作为新能源和节能资金的投资管

理机构。NEDO 下设 3 个地区办公室，负责组织、管理和推广应用能源节约技术项目。NEDO 的主

要任务是以产业化、实用化为目标，支持节能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研究

开发、引进和推广。 

  日本节能中心和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在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的指导和支持

下，对日本的节能事业构成了行之有效的推进机制，成为资源能源厅开展节能工作的“左膀右

臂”。 

  3）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IEEJ）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成立于 1966 年 6 月，旨在从国际经济整体角度针对能源领域开展研究

活动，通过客观分析能源问题，提供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基础数据、信息和报告，以此促进日

本能源供应和消费行业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IEEJ 成立后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发展，也

在拓宽其研究领域，将环境问题和能源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纳入其研究主题。 

  IEEJ 的目标是致力于从全球角度考虑日本和亚洲的能源经济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方案，成

为日本和亚洲能源相关问题研究领域一流的智囊机构。 

7.1.2 能效法律法规 

  日本政府十分注重运用法律对相关能源产业、能源供需制度进行调节和监管。目前，日本

能源立法形成了以《能源政策基本法》为指导，《电力事业法》、《天然气事业法》、《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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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本法》、《节约能源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

能源专门法为中心内容，《电力事业法施行令》、《天然气事业法施行令》、《促进新能源利

用特别措施法施行令》、《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施行令》等相关专门法施行令为配套的能源法

律法规体系。下面将重点介绍《能源政策基本法》、《节约能源法》和《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

措施法》。 

  《能源政策基本法》 

  2002 年 6 月 14 日，日本制定了《能源政策基本法》。日本制定《能源政策基本法》的目

的，是通过确定与能源供需政策有关的基本原则，明确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和义务，规

定能源供需政策的基本事顶，以长期地、综合地和有计划地推进与能源供需有关的政策，并以

此对地区和地球的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同时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能源政策基本法》规定了日本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即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满足环境

保护要求并灵活应用市场机制。具体地讲，第一，通过降低对特定地区石油进口过度依赖、推

进重要能源的开发、完善能源输送体制等措施，实现能源供给多源化，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

能源领域的安全。第二，通过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防止温室效应并保护地区环境，促

进循环型社会的形成。第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能源市场自由化，充分发挥企事业

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确保能源需求者的利益。 

  《关于能源合理使用法》（节能法） 

  1979 年 6 月 22 日，日本制定了《关于能源合理使用法》（简称为节能法），并于 1983、

1993 年、1998 年、2002 年、2005 年和 2008 年多次进行修订。现行版本于 2008年 5 月由日本

经济产业省发布，并于 2009 年 4 月实施。该法共计八章九十九条，其中第六章规定了机械器具

的措施。日本制定节能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燃料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工厂、运输、建筑物

以及机械器具等方面能源的合理使用，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节能法详细规定了工厂、运

输、建筑物、机械器具等方面能源合理使用的具体措施。 

  对于特定的机械器具，节能法规定了能效标准“领跑者”（Top Runner）制度。入选“领

跑者”项目的机械器具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①该机械器具得到广泛使用；②该机

械器具在使用过程中耗能很大；③该机械器具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对于入选“领跑者”项目

的产品，按照各种机器与器具的分类，制定不低于现在市场上产品中最优秀商品的能效指标以

及实施该能效标准的目标年度，要求企业按“领跑者”能效标准改善能效，最大限度地提高现

有设备的能效水平，否则将受到劝告，甚至公布、命令和罚款等处罚。 

  《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备措施法》 

  1997 年 4 月 18 日，日本制定了《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并于 1999年、2001 年、

2002 年进行了修订。日本制定《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的目的，是为适应经济社会环境

的变化，确保能源安定而充足的供应，采取必要措施来促进公民努力利用新能源，为国民经济

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做出贡献。 

7.1.3 能效标准、认证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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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推行产品节能主要是通过“领跑者” （Top Runner）计划、强制性的电器零售商节能

标签计划、自愿性节能标签计划、生态标志（Eco Mark）计划、“能源之星”（Energy Star）

计划等节能计划来实现的。每一计划所覆盖的产品都有相应的技术准则或标准，而日本 JIS 国

家标准中有关节能的标准主要是能源性能测试标准。 

  “领跑者”计划是日本在 1998 年第三次修订节能法时增加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节能管理措

施，并于 1999 年实施。日本自愿性节能标签作为领跑者标准制度体系框架的一部分，针对的是

产品制造商，目的是让消费者能直接了解到某类产品能效水平及耗能量。另外，日本政府认识

到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了解主要来自零售商；为扩大能效标签的影响，提高消费者购买节能产

品意识和推动能效水平提高，在 2005 年对节能法的第五次修订中增加了针对产品零售商的节能

标签制度。表 1 给出了这三种能效制度/标签所涵盖的产品清单。 

  

表 7.1 三种能效制度/标签涵盖产品一览表 

制度 
领跑者制度 自愿性节能标签 强制性零售商节能标签 

产品名称 

空调 ○ ○ ○ 

冷藏箱 ○ ○ ○ 

冷冻箱 ○ ○ △ 

荧光灯 ○ ○ △ 

电子座厕 ○ ○ ○ 

电视机 ○ ○ ○ 

计算机 ○ ○   

磁盘驱动器 ○ ○   

客运车辆 ○     

货运车辆 ○     

自动售货机 ○     

炉灶 ○ ○ △ 

燃气烹饪器具 ○ ○ △ 

燃气热水器 ○ ○ △ 

石油热水器 ○ ○ △ 

变压器 ○ ○   

电饭煲 ○ ○ △ 

微波炉 ○ ○ △ 

录像机 ○   △ 

DVD 刻录机 ○ ○ △ 

复印机 ○     

路由器 ○ JIS 关于○的计划修订案   

开关设备 ○ JIS 关于○的计划修订案   

  注：△ 表示没有按照多阶段评价的简易标签 

  领跑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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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跑者”计划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节能标准标识制度之一。其法律根据为节能法中的有

关产品设备的实施措施，制定制造商等生产的节能型产品的标准值。由于 1997 年日本政府签订

了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1998 年开始大幅度地修订节能法，并采用了“领跑者”计划。

该计划致力于不断改进最新产品的能源转换和性能标准。为了防止运输部门和居民能源消耗量

的不断增加，在产品设备的生产阶段，采用“领跑者”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能效水平。“领跑

者”计划采用的“领跑者”标准与最低能效标准有所不同，是将目前市场上的最高能效水平设

定为产品的能效目标值，当目标年到达时新的目标能效值又将被重新设定。制造商被赋予一定

的灵活性，低于目标能效值的产品仍可在市场上销售。“领跑者”计划涉及的产品主要以住

宅、商业和运输方面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耗为对象，着力于提高机器和设备的能效。“领跑者”

计划所涵盖的产品总计达 23 种，详见表 1 第 2 列。 

  日本各领域设备的节能标准主要依据“领跑者”标准。“领跑者”标准主要由产品范围

（区分）、目标年度、目标基准值（能效限定值）、测量/测定方法、基准值达成率的判定方法

和标识六部分组成。产品范围和类型根据产品耗能情况、使用量情况、相关检测标准和检测能

力等因素来确定。目标年度则在充分考虑能源消耗和能效水平社会需求度、产品开发周期、设

施设备投资建设周期和未来高效节能技术开发前景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类型产品目标年度可不

同，一般设定为 4～8 年。目标基准或限定值根据目前最高能效值和能效水平提升潜力，由产品

分类来确定，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一个非数值的计算公式。测量或测定方法主要依据 JIS 标

准。 

  电器零售商强制性节能标签 

  鉴于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电器零售商的重要性，2006 年 4 月日本对节能法进行修订，同年

10 月电视机、空调和冷藏箱开始实施电器零售商节能标签计划，强制要求电器零售商提供统一

的新节能标签。2009 年 5 月，电子座厕成为目标产品，2010 年又加入了荧光灯。零售商节能标

签提供了节能等级、节能标志、每年预期的能源消耗和电力成本等信息。该节能标签为比较标

识（如图 7.3 所 示 ），由一到五颗星组成（多等级评价制度），可以让消费者一眼就看到产

品的能效等级，便于消费者采用高能效产品。标签上还显示消费者每年购买电力的所消费的电

费或能源使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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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标签计划包括 14 种产品：空调、电视机、冷藏箱、电子座厕、荧光灯、冷冻箱、电

饭锅、微波炉、DVD 刻录机、录像机（VTR）、炉灶、燃气烹饪器具、燃气热水器、石油热水

器。其中前 10 种产品需要显示估计的电费，前 5 种需要标识节能星级（统一节能标 识 ）。对

于空调、电视机、电冰箱、电子座厕、家用荧光灯这些五类耗能较大的设备，由于每台设备的

节能性能的差异大，能效标签标示的能效指标以及每年的电力成本不同。因此，日本节能中心

建立一个强制性节能标签和多等级评价制度相结合的标签，并且这五类产品不得使用无多等级

评价制度的简易版本，标签上必须标识代表多等级评价的星级。多等级评价标准是由达到“领

跑者”标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节能标准达标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来

设定的。 

  实行统一的新节能标签旨在通过多等级评价制度向消费者提供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较为全

面的信息和评价。但是，对于节能性能差异性较小的产品（除空调、电视机、电冰箱、电子座

厕、家用荧光灯之 外 ），则使用无多等级评价的简易版电器零售商强制性标签。 

  经过一段时间后，统一强制性能效标签的目标产品能效获得提高，多等级评价中的高等级

划分会发生偏差。因此当达到“领跑者”标准的产品比率与现行规定的多等级评价标准比率超

过 30%时，则需要定期修订多等级评价标准。在 2009年 5 月，日本节能中心（ECCJ）修订了空

调和电冰箱的多等级评价标准，2010 年 4 月又修订了液晶和等离子电视机的多等级评价标准，

同时增加了荧光灯多等级评价标准。 

  自愿性节能标签 

  为了让消费者购买到更高能效的产品，日本节能法将标明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以及能效标

识和功/油耗标识作为产品标识的基本要求。2000 年 8月，日本实行了自愿性节能标签计划

（Energy Saving Labeling Program）。 



83 

  实施自愿性节能标签的产品必须为“领跑者”目标产品，特别是一般消费者使用较多的家

用电器。截至 2009 年 7 月，已有 16 种产品被指定为节能标签要求产品，详见表 1 第 3 列。除

了磁盘驱动器和计算机，其他 14 种产品需要在日本节能中心（ECCJ）网站上公布其节能产品信

息。2010 年 7 月，自愿性节能标签计划又增加了路由设备、开关设备两种产品。节能标签示例

如图 7.4 所示，标签上显示了节能标志（“e”标 志 ）、节能标准达标率、年耗电量以及实现

节能标准的目标年度等信息。节能标签不仅要求为绿色，而且节能标准达标率越大，节能性能

就越高，能源消耗量就越少。消费者如果想长期使用高能效产品，不仅要考虑产品的功能和价

格，也要选择标有电费或耗电量的产品。 

  

 

  

  生态标志 

  日本的生态标志计划（EMP）由促进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负责。这两个委员会均隶属于日本

环境协会。日本环境协会是非政府部门，但由政府部门——日本环境署——管理。促进委员会

由 9 人组成，在规划中起主要的决策作用，负责制定规划指导原则，选择和确定产品种类和产

品标准及建立标准。 

  日本生态标志（Eco Mark）是两只手环抱世界，符号的含义是“我们的双手保护地球”，

如图 7.5 所示。手臂的形状围成 e 字，为“地球”、“环境”、“生态”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

E 字的小写，意味着对地球、环境、生态的保护。生态标志覆盖的产品有计算机、复印机、打

印机和太阳能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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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之星 

  日本于 1995 年 10 月加入美国能源之星计划，由日本当时的财务省和通商产业省与美国环

保署签署合作协议，委托日本节能中心（ECCJ）执行该计划，在办公设备范围内实施能源之星

标签计划。日本能源之星计划通过降低办公设备的待机功耗促进设备的节能，涉及产品包括计

算机、显示器、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和多功能设备（MFDs）七类。满足能源之星

标准的产品可以标记能源之星标志（见图 7.6），并同时获得日本和美国的认可。 

  

 

  

  希望参加日本能源之星计划的设备制造商首先提出能源之星注册申请，然后对参加的设备

进行能源之星标准符合性检测（没有检测能力的制造商可请第三方机构检测），确定满足标准

要求后设备及相关材料可以加贴能源之星标志。制造商提交注册申请（包括产品注 册 ）给

METI 获得公司和设备的注册，成为合格的能源之星设备及设备制造商。 

7.2 美国 

  美国对于家电产品的能效措施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在联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联邦法

规对于用能产品的强制性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要求、强制性 EnergyGuide 能效标识以及自愿性

的“能源之星”计划。这三者分别对家电产品规定了最低能效要求（MEPS）、能效标识和节能

认证（高效节能产 品 ），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产品能效提出了要求。 

7.2.1 管理机构 

  美国联邦对于家电产品能效的管理机构主要有美国能源部（DOE）、环保署（EPA）和联邦

贸易委员会（FTC）。美国能源部是美国最主要的能源政策制定及节能管理部门。其中下属能源

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局（EERE）的“建筑技术计划”的“电器与商用设备标准计划”，负责住宅

电器和商用设备的强制性联邦节能标准（最低能效标准，或 MEPS）和测试程序的制订及相关管

理工作。美国环保署联合能源部，负责“能源之星”计划的实施及其能效规范的制修订。美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则负责强制性“EnergyGuide”能效标签的管理工作，包括评估《电器

标签规则》的实施效果与改进。 

7.2.2 有关能效的联邦法律法规 

  美国联邦对于能效的法律法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法案（Act）及《美国法典》（U.S. 

Code，USC），规定了政策、目标、方针、计划以及实施机构的职责、权限等框架内容；二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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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源部制定的技术法规及《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CFR），规定了

具体的技术和实施细节。 

  联邦法律和法典 

  自 1975 年以来，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产品能效的联邦法案，包括《1975 年能源政策

与节约法案》、《1978 年国家能源节约政策法案》、《1987 年国家电器能源节约法案》、

《1992 年能源政策法案》、《2005 年能源政策法案》、《2007 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和

《2009 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比较重要的有《2005 年能源政策法案》和《2007 年能源

独立与安全法案》，其中《2007 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对待机模式、除湿机、洗衣机、洗碗

机、电冰箱、商用步入式冷藏柜和冷冻柜、单独整体式立式空调、以及消费类电子的能效标识

都提出了新要求，为未来几年美国联邦电器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制修订的框架性指导文件。 

  《美国法典》中关于电器和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具体被编撰在第 42 卷“公共卫生与福利”

的第 77 章“能源节约”的第 3 分章“提高产品能源效率”的 A 部分“机动车辆除外的消费产品

的能源节约计划”（42 USC 6291-6309）和 A-1 部分“特定工业设备”（42 USC 6311-

6317）。 

  联邦法规（强制性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 

  美国联邦对于用能产品具体的节能/能效标准和测试程序在联邦法规（CFR）中规定。消费

产品节能计划及商用和工业设备能效计划分别被编撰于 10 CFR 430 和 10 CFR 431。其中 10 

CFR 430.32 规定了消费产品的节能节水标准，而 10 CFR 430.23 规定了消费产品耗电量和用水

量的测试程序。表 7.2 列出了家电产品对应的联邦节能标准（最低能效标 准 ）、测试程序以

及引用的测试标准。 

  

表 7.2 美国联邦对于家电产品的强制性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法规 

产品名称 节能标准 测试方法 引用测试标准 

冷藏箱、冷藏冷冻

箱、冷冻柜 

10 CFR 

430.32（a） 

10 CFR 430.23（a）

&（b） 
ANSI/AHAM HRF 1-1988 

10 CFR 

430BAppA1&B1 

房间空气调节器 
10 CFR 

430.32（b） 

10 CFR 430.23（f） ANS Z 234.1-1972  

10 CFR 430BAppF 
ANSI/ASHRAE 16-1969 

（RA99） 

中央空气调节器和热

泵 

10 CFR 

430.32（c） 

10 CFR 430.23（m） 
ASHRAE 23-2005ASHRAE 

37-2005 

10 CFR 430BAppM 
ASHRAE 41.1-1986 （RA 

01） 

  
ASHRAE 41.2-1987 （RA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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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RAE 41.6-1994 （RA 

01） 

  
ASHRAE 41.9-2000ARI 

210/240-2006 

  
ASHRAE 51-1999/AMCA 

210-1999 

  
ANSI/ASHRAE 116-1995 RA

（05） 

洗碗机 
10 CFR 

430.32（f） 

10 CFR 430.23（c） ANSI/AHAM DW-1  

10 CFR 430BAppC* AHAM HLD-2EC 

洗衣机 
10 CFR 

430.32（g） 

10 CFR 430.23（j） 
AHAM HWL-1 

10 CFR 430BAppJ&J1 

干衣机 
10 CFR 

430.32（h） 

10 CFR 430.23（d） ANSI/AHAM HLD-1 

10 CFR 430BAppD AHAM HLD-2EC 

热水器（燃气、石

油、电） 

10 CFR 

430.32（d） 

10 CFR 430.23（e） ANSI Z21.56-1994  

10 CFR 430BAppE ANSI/ASHRAE 103-1993 

  ANSI/ASHRAE 118.2-1993 

  
ASHRAE 41.1-1986 （RA 

01） 

  ASTMD2156-94 （1999） 

泳池加热器 
10 CFR 

430.32（k） 

10 CFR 430.23（p） 
ANSI Z21.56-1994 

10 CFR 430BAppP 

直接加热设备 
10 CFR 

430.32（i） 

10 CFR 430.23（g）

&（o） 

ANSI Z21.49-1975ANSI 

Z21.44-1973 

10 CFR 430BAppG&O 
ANSI Z21.48-1976ANSI Z 

91.1-1972 

  
ANSI Z11.182-1965 

（R1971） 

烹饪器具（炉灶、烤

箱、微波炉） 

10 CFR 

430.32（j） 

10 CFR 430.23（i） 
IEC 60705 

10 CFR 430BAppI 

除湿机 
10 CFR 

430.32（v） 

10 CFR 430.23（z） 
能源之星除湿机标准 

10 CFR 430BAppX 

吊扇及吊扇灯具 
10 CFR 

430.32（s） 

10 CFR 430.23（w）

&（x） 

能源之星 1.1 版吊扇标

准； 

10 CFR 430BAppU&V 能源之星 3.0 版 CFL 标准 

  
能源之星 4.0 版住宅灯具

标准 

电视机   10 CFR 430BAppH IEC 62087  IEC 62301 

 

  注：“10 CFR 430BappC”表示“10 CFR 430, Subpart B, Appendix C”，即 10 CFR 430

分部 B 的附录 C，其他编号同理。 

  美国能源部对于联邦强制性节能标准的制修订可分为四个步骤：立法框架文件；初步技术

支持文件；立法提案通告（NOPR、ANOPR、SNOPR）；最终规则。完成以上步骤后，能源部在

“联邦纪事”（FR）发布最终规则。最终规则一旦发布，新法规就正式实施了，并于第二年的

一月份被编入联邦法规。此外，在制定节能标准的过程中，能源部将会同利益相关方考虑是否

对相应的测试程序进行修订。如果需要修订，应在节能标准制定的初期（ANOPR 前 ）提出测试

程序的 NOPR，并在节能标准发布 NOPR 前发布测试程序的最终规则。也就是说，测试程序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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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标准前确定。2009-2010 年间，能源部已完成了热水器、直热设备和泳池加热器节能标准

以及电冰箱、干衣机、房间空调器、微波炉测试程序的修订，电冰箱、干衣机、房间空调器、

住宅用中央空调和热泵的新节能标准预计于 2011 年完成。 

  能效认证、符合性和执行的要求 

  根据联邦法规的规定，上述涵盖家电产品应按照规定的测试方法和程序进行检测，并满足

联邦法规规定的节能节水标准（最低能效标准）或设计要求（包括州法规的要求）。制造商或

自有品牌所有者应在产品投放市场前，向能源部提交认证报告和符合性声明，保留所有认证检

测用试验记录，并在产品发生变更或停产时报告能源部。符合性声明或认证报告应真实、准确

和完整。不符合以上要求的行为视为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会受到能源部的处罚：停止问题

型号产品的销售；对于已售产品进行维修或更换；向能源部书面报告该问题产品的订单、储

存、运输、销售以及产品改进后的符合情况；民事处罚。民事处罚的标准是每项（ 次 ）违法

行为将处以 200 美元以下的罚款。 

  认证报告和符合性声明为能源部提供了证明每个产品型号满足适用的联邦节能节水标准要

求的信息。认证报告应包含：产品类型；产品等级；制造商名称；自有品牌所有者的名称（如

果适 用 ）；产品型号。制造商或自有品牌所有者可选择第三方向 DOE 提交认证报告（如贸易

组织或授权代表）。报告应注明授权的制造商或自有品牌所有者。 

  符合性声明是制造商或自有品牌所有者证明：产品基本型号符合能效标准的要求；所有检

测符合规定的检测程序；认证报告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了解违规和/或作出虚假声明将面

临的处罚。 

  当收到产品能效性能不达标的书面材料（包括投诉）时，能源部将对问题产品进行检测，

并向制造商发出测试通知。测试通知将指定检测的产品型号或基本型号、抽样方法、检测开始

时间、检测预计完成时间以及进行检测的机构。抽取样品的 5 个工作日内，制造商应向检测实

验室送交样品。指定检测实验室进行的强制性检测的结果，将成为该基本型号的官方测试结

果。能源部将使用该数据评定产品是否达标。取样程序应根据法规规定的统计取样程序的要求

选择批次、批样品和测试样品。如果确定制造商的基本型号不达标，制造商可以要求能源部对

产品进行额外的检测。制造商将承担此检测的所有费用。在制造商要求额外检测开始到检测结

果达标前，制造商应停止所有该基本型号的产品的销售，否则能源部将处以民事处罚。如果额

外检测的结果合格，能源部将发出通知，重新允许产品的销售。 

7.2.3 EnergyGuide 能效标识 

  能源指南能效标识（EnergyGuide）是强制性比较标识，其法律依据为 1980年颁布的《电

器标签规定》（16 CFR 305）。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FTC）负责该能效标识制度的建立和

管理。 

  “EnergyGuide”能效标识涵盖的家电产品包括电冰箱、洗碗机、洗衣机、房间空调器、中

央空调器和热泵、热水器、泳池加热器、吊扇和电视机。除了吊扇和电视机，上述家电产品的

能效标识如图 7.7 所示。标签为黄底黑字，可为粘性标签或吊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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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标签给出了：产品名称及主要功能；制造商或自有品牌所有者的名称；产品型号及容

量和体积等；估计的年运行成本（美元 ）或能源效率值；估计的能耗值或能效比；估计的年运

行成本或能效效率等级标尺及产品在标尺上的位置；年度平均电费或其他能源消耗单价的说明

文字；能源之星标志（如果获得）。 

  2010 年 10 月 27 日，美国发布电视机强制性能效标识法规，要求 2011 年 5 月 10 日后生产

的电视机必须加贴“EnergyGuide”能效标识。电视机的能效标识有水平长方形、垂直长方形和

三角形三种形状，样式如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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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家电产品制造商每年应向 FTC 递交每个产品型号的能效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给出估

计年耗电量或能效比，以及商标、产品型号、总能耗、进行的测试次数和容量等信息。每年提

交给 FTC 年度报告的截至日期分别为的 5 月 1 日（热水器、房间空调器、泳池加热 器 ）、6

月 1 日（洗碗机）、7 月 1 日（中央空调和热泵）、8 月 1 日（电冰箱）和 10 月 1 日（洗衣

机）。 

7.2.4 “能源之星”计划 

  “能源之星”计划是美国能源部（DOE）和环保署（EPA）联合推出一项重要节能环保计

划，通过选购高能效产品从而节省能源费用和保护环境。“能源之星”虽属于自愿性节能认

证，但在节能管理与能效标准方面，对全球的影响愈来愈深远。“能源之星”除被加拿大、日

本、欧盟、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引进，更成为各国制定能效政策的标杆，譬如作为欧盟制定

ERP/EUP 指令实施措施的主要参考。 

  在“能源之星”计划的管理和实施中，EPA 处于主导地位，负责“能源之星”的推广、监

督、验证，制定能效规范，同时还负责维护能源之星产品和测试数据的数据库。DOE 则主要负

责制定、监管和验证测试程序。 

  “能源之星”涵盖的家电产品包括电冰箱、洗衣机、洗碗机、房间空调器、中央空调和热

泵、除湿机、房间空气净化器、热水器、吊扇、可编程的温控器、住宅用通风机、电视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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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盒、其他音视频产品等。2010 年，EPA 完成了新版机顶盒（3.0 和 4.0 版 ）和电视机（5.3

版）能效规范的制定。 

  在过去的 2010 年，对于“能源之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贴标产

品检测和验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新措施。为了防止因“自我认证”方式而导致的标识滥用现象，

保护“能源之星”品牌，EPA 要求加贴“能源之星”标志的产品进行第三方检测和验证。也就

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所有申请能源之星标志的产品必须通过 EPA 认可的认证机构的第三方

认证，并且在 EPA 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测试。认证机构负责对测试报告进行审核并对产品进行认

证，同时接受经目击或监督的制造商检测实验室（WMTL/SMTL）的试验数据。此外，认证机构还

应对上市后的产品进行后续的验证检测，确保贴标产品持续符合能源之星标准。这是美国在产

品能效监管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新措施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认可机构、认证机构和

实验室的申请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能源之星原合作伙伴协议也就此新要求进行了全面

的换版。 

7.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都对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给

予了高度重视。早在 1983年，两国就签订了“更进一步经济联系协议”，澳新经济一体化模式

直接决定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能源效率和标签方面的做法基本是相同或是相似的。经过多年

的努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以鼓励、引导和宣传为主，配合以强制性法规政策及自愿

性的标签认证，促进节能环保事业发展”的基本能效政策框架体系。其中强制性的法规政策主

要体现为电气设备的能效标签和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后者则主要体现为自愿性的能效标签，如

能源之星等。 

7.3.1 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负责能效的联邦层面的机构为部级能源理事会（MCE）。MCE 由澳大利亚

政府理事会（COAG）于 2001 年成立，是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的国家政策和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器

具和设备能源标签和最低能源性能标准（MEPS）计划的发展。根据塔斯曼海互认协议，新西兰

能源部也是 MCE 的成员。MCE 的委员会——能源效率工作组（EEWG）主要负责由各相关州/地区

在管理能效标签和性能标准的州/地区立法方面所使用的管理指南的各项制定/修订工作。设备

能效委员会（简称“E3委员会”）根据这些指南对器具和设备能效进行管理，E3向 MCE 和 EEWG

提交相关设备能效实施报告，并受 MCE 的直接管理。 

  E3由各州和地区以及新西兰负责能效标签和性能标准立法的管理机构组成。目前，E3的成

员包括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的能源管理机构以及新西兰能源效率与节约委员会（EECA）。 

  除了上述机构，联邦层面外的能源管理机构主要有维多利亚技术调节局和新西兰能源效率

与保护局。这些机构为鼓励、支持和提高能源效率、能源节约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7.3.2 能效法规 

  澳大利亚的能源管理和规定由各州/地区政府分别进行。1985 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

和维多利亚州最先引入了“Energy Rating”能效标签，1999 年开始引入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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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S）。目前，可申请能效标签和 MEPS 的州有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维

多利亚州以及新西兰。这四个州和新西兰对电气设备能效进行监管的机构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分

别为（见表 7.3）。 

  

表 7.3 电气设备能效的监管法规及法定管理机构 

州/国家 技术法规 法定管理机构 

新南威尔士 

2004 年电力（消费者安全）

法 新南威尔士工业与投资部 

2006 年能源与设施管理条例 

昆士兰 
1994 年电力法 

工业关系部电气安全办公室 

2006 年电力条例 

南澳大利亚 
2000 年电气产品法 

技术调节局 

2001 年电气产品条例 

维多利亚 

1998 年电力安全法 

维多利亚能源安全局 
2009 年电气安全（设备效

率）条例 

新西兰 

2000 年能源效率与节约能源

法 新西兰能源效率与节约委员

会 
2002 年能源效率（用能产

品）条例 

 

  根据表 7.3 列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技术法规的规定，管制产品必须加贴能效标签，同时

法规为相关耗能产品引用了相关的能效标准，从而使标准具有强制性。所有能效标签必须经表

1 中列出的法定管理机构的批准，也就是说在能效标签和/或 MEPS 范围内的所有产品都必须注

册。此外，法规还指出了电气设备 MEPS 和能效标签的通用要求，包括相关方不符合要求应受的

处罚。 

7.3.3 最低能源性能标准（MEPS） 

  澳新有关耗能产品的能效标准通常包括两部分：第 1 部分涵盖了测试程序以及测试方法、

性能测量和测试材料等环境条件；第 2 部分包含了能效标签和 MEPS 的详细技术要求，如怎样计

算星级和比较能耗值、测试所需样品数、最低性能要求、申请表、检查测试程序、能效标签的

样式以及加贴能效标签的方法等，同时也包含了特定电气设备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的任何要

求。大部分能效标准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联合标准 AS/NZS 的形式发布。目前，有 17 类电气

设备必须符合相关的 MEPS的要求（见表 7.4）。 

  

表 7.4 需要符合 MEPS 要求的电气设备 

产品名称 适用的 MEPS MEPS 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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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和冷冻箱 AS/NZS 4474 2005 年 1 月 

主压力储水式电热水器 AS/NZS 4692 1999 年 10 月 

小型主压力储水式电热水器

（<80L） 

AS/NZS 4692 

2005 年 10 月 AS 1361 

AS 1056 

三相电机（0.73kW≤P＜

185kW） 
AS/NZS 1359 2001 年 10 月生效，2006 年 4 月修订 

单相空调 AS/NZS 3823 
2004 年 10 月生效，2006 年、2007 年、

2008 年 4 月修订 

功率小于等于 65kW 的三相空调 AS/NZS 3823 2001 年 10 月生效，2007 年 10 月修订 

线形荧光灯镇流器 AS/NZS 4783 2003 年 3 月 

线形荧光灯 AS/NZS 4782 2004 年 10 月 

配电电压器 
AS 2374 

2004 年 10 月 
AS 2735 

商用冷藏设备 AS 1731 2004 年 10 月 

白炽灯 AS/NZS 4934 2009 年 11 月 

紧凑型荧光灯 AS/NZS 4847 2009 年 11 月 

外部电源 AS/NZS 4665 
澳大利亚：2008 年 12 月 

新西兰：2009 年 12 月 

机顶盒 AS/NZS 62087 
澳大利亚：2008 年 12 月 

新西兰：2009 年 4 月 

电视机 AS/NZS 62087 2009 年 10 月 

商用建筑冷却器 AS/NZS 4776 2009 年 7 月 

精密控制空调 AS/NZS 4965 2009 年 7 月 

特低电压灯用变压器和电子降

压转换器 
AS/NZS 4879 2010 年 10 月 

 

7.3.4 能效标签 

  自 1985 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提出 Energy rating 能效标签以来，越来越多的电气设

备被纳入到能效标签的范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能效标签。MEPS 和能效标签的使用极大

地节省了消费者的开支，并且对减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作出了实际的贡献。 

  目前，需要加贴能效标签的电气设备有家有电冰箱和冷冻箱、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

空调、电视机 6 种，三相空调和游泳池水泵可自愿加贴标签。加贴标签的产品及其适用的 MEPS

标准可见表 7.5。 

  

表 7.5 需要加贴能效标签的电气设备及其适用的 MEPS 

产品名称 加贴能效标签的要求 适用的 MEPS 引入标签的时间 

家有电冰箱和冷冻箱 强制性 
AS/NZS 4474.1:2007 

1986 年 
AS/NZS 4474.2:2009 

洗衣机 强制性 
AS/NZS 2040.1:2005 

1990 年 
AS/NZS 2040.2:2005 

干衣机 强制性 AS/NZS 2442.1:1996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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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NZS 2442.2:2000 

洗碗机 强制性 
AS/NZS 2007.1:2005 

1988 年 
AS/NZS 2007.2:2005 

空调（单相） 强制性 

AS/NZS 3823.1.1:1998 

1987 年 

AS/NZS 3823.1.2:2001 

AS/NZS 3823.1.3:2005 

AS/NZS 3823.2:2009 

空调（三相） 自愿性 AS/NZS 3823.3 

电视机 强制性 
AS/NZS 62087.1:2009 

2009 年 10 月 
AS/NZS 62087.2:2009 

游泳池水泵 自愿性 
AS 5102.1-2009 

2010 年 4 月 
AS 5102.2-2009 

 

  澳大利亚能效标签（The Energy Rating label）是一种比较标识，标签图形（如图 7.9 所

示 ）包含一个矩形底座和底座顶部的一个半圆，这个半圆呈“表盘”状图形，标识星级定额。

表盘半圆标有六星，沿着刻度盘的顺时针方向排列，星级越多，表明能效越高，运行成本越

低。底座中间用数字标识该电器“正常”服务条件下的年（或每小 时 ）评估的耗电量（洗衣

机用水量），即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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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新电气设备的能效标识采用“试验报告+型式批准注册+能源效率标签+检查试验监督和处

罚”的管理制度，也是制造商自我声明的一种模式。 

7.3.5 洗衣机和洗碗机的水效标签 

  洗衣机和洗碗机不仅属于电气设备，它们还属于用水产品。因此，这两类产品上还需符合

水效标签和标准（Water Efficiency Labelling and Standards，简称 WELS）计划的要求。该

计划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地区合作实行的一项强制性节水计划。它要求规定的家用用水

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必须符合最低性能标准，并根据产品的水效加贴 WELS 标签。 

  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国家标准 AS/NZS 6400：2005 水效产品——等级和标识（Water-

efficient products—Rating and labelling）规定了水效标签和标准（WELS）的一般要求和

星级评定。此外，洗衣机和洗碗机还需分别符合 AS/NZS 2040.2:2005 和 AS/NZS 2007.2:2005

的要求。 

  水效标签（如图 7.10所示）使得消费者能比较同一类型不同产品的用水效率。它是一种比

较标识。表盘半圆标有六星，星级越多则表明耗水量越小。同时，标签也显示了耗水量或水流

量。不同的 WELS 产品的 WELS 标识略有不同。 

  若生产或进口到澳大利亚的相关产品不符合 WELS标准，则需要检测，而标识 WELS 的零星

级标识（如图 7.11 所示），则证明其不符合 WELS 标准要求。 

  

 

  

7.3.6 其他自愿性能效标签 

  除了上述强制性的能效标准及能效标签外，电气设备还可加贴一些自愿性能效标签，如燃

气产品星级标签、能源之星以及顶级节能奖励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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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燃气产品星级标签属于自愿比较标识，由澳大利亚燃气协会（AGA）管理。获准销

售的燃气产品的技术信息必须提供给燃气协会，由 AGA 进行能效评估并确定星级，然后由制造

商或零售商决定是否将这星级标志加在产品上。目前，已实施燃气产品星级标签的产品主要有

家用燃气烹饪设备（AS 4551）、燃气热水器（AS 4552）、燃气供暖器（AS 4553）、燃气干衣

机（AS 4554）、家用燃气冰箱（AS 4555）、间接燃气管式供暖器（AS 4556）、家用户外燃气

烧烤炉（AS 4557）、装饰家具式燃气供暖壁炉及其他燃料用具（AS 4558）等。 

  能源之星是针对电气设备的一个国际性的能效标准，它于 1992 年由美国环境部发起。目

前，能源之星已被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所采用。澳大利亚的能源之星计划由国家器具和设备

能效委员会（NAEEEC）资助，并由澳大利亚温室办公室（AGO）进行管理。各州、地区和联邦政

府都建立了各自的能源之星计划。目前，澳新能源之星覆盖的产品主要为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子

设备，包括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计算机和监控器、扫描仪、消费类音频产品和播放器、

多功能设备（MFDs）、电视机和录像机及其组合设备。 

  顶级节能奖励标签（Top Energy Saver Award Winner Label）属于自愿保证标识，是

2004 年澳大利亚政府为识别市场上能效最好的星级产品而制定的一个奖励标签。顶级节能奖励

标签适用的产品为带有星级能效标签的电器和燃气器具。该标签可以使消费者快速识别市场上

能效最高的产品。如果一个产品上粘贴有顶级节能奖励标签，可以确信它一定是同类产品中能

效最好的产品。目前该标签覆盖的产品包括电气设备和燃气器具，具体的产品为：电冰箱、冷

冻箱、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空调、燃气热水器、房间燃气取暖器、管道式燃气加热器和

容积式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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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欧盟 ERP 指令应对研究的初步总结 

  围绕 ERP 指令内容，结合我国家用电器生态设计标准进展以及我国家电产业发展现状，对

欧盟 ERP 指令应对研究的初步总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8.1 对 ERP 生态设计指令总体梳理 

  本课题对 ERP 生态设计指令涉及要求、方法以及其他附属条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解析，主

要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通用生态设计要求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1.对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确定重要的影响环境因素； 

  2.对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对具体设计参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这三部分内容是 ERP 指令的核心，其反映的生态设计考虑因素及对应要求范畴明确，分析

方法层层递进；宏观主旨明确，具体要求清晰。 

  ——提出了制定特定生态设计要求的方法 

  对于某一产品的特殊生态设计的要求及方法，旨在选定改善产品的一项环境因素为目的。

可以是某种资源的使用限值，或（在产品的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能源的使用限值。 

  这为生态设计指令有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 

  ——配合生态设计的其他条件 

  涉及：CE 标志、实施生态设计的机构其内部的管理要求、合格评定的程序体系、具体实施

措施（实施条例）对应的内容等等。 

  这为生态设计指令提供了其他的补充调条件，是整个指令的实施更趋完善。 

8.2 结合行业或企业自身的特点，提出基本应对方案 

  从指令的“框架应对”到“具体应对”提出了具体方案和对策。 

  1）“框架应对”—— 原则应对 

  ● 确立生命周期思想 

  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绿色设计的生命周期阶段、每个阶段所考虑的环境因素、产品

绿色设计要求、绿色设计程序以及每个设计阶段所应考虑及优化的目标参数作了规定。 

  ● 提出环境效益的评价原则 

  2）“具体应对”—— 具体产品应对 

  ● 具体产品的生态设计标准：针对性地提出产品生态设计的具体要求。 

  定性要求：资源、能源的消耗、危害物的排放种类及其数量、噪声辐射和电磁场等物理效

应造成的污染、产生的废料、回收利用（再利用、再循环、能量回收等）等等。 

  量化指标：材料使用率、待机功耗等。 

  ● 提出具体产品的能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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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析，使用阶段是产品生命周期中消耗能源最突出的阶段，

约占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 80%以上。 

  —— 对不同时期的家电产品能效等级进行动态的研究，并根据技术发展的情况，确定今后

一个时期产品能效水平的进步等级。 

8.3 应该进一步关注生态设计中的“资源效率”概念 

  生态设计中的“资源效率”事围绕“材料效率”和“能源效率”提出的具体方案。见图

8.1 

  “材料效率”以注重材料的使用效率为分析依据，应结合产品的安全性、功能性、耐用性

综合分析产品的材料使用效率。 

  “能源效率”以注重产品的能效指标为分析依据，采用科学合理的试验方法，综合评价产

品的能效指标。 

  

 

  

8.4 注重 ERP 指令与新能源标签指令之间的协调关系 

  ERP 指令与新能源标签指令均属于框架指令，其表现形式相似，相关内容也正在逐步融

合。见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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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注意与 ERP 指令相关的其他主要国家/地区对应的生态设计/能效标准 

  对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受 ERP 指令及产品能效标签影响做了划分分析。 

  日本积极开展节约能源、提高能效运动，积极推行各种节能措施，鼓励开发节能技术与产

品，尤其是“领跑者”（Top Runner）计划，推动日本单位 GDP 能耗指标近年来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下降趋势。 

  美国和北美地区重视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表现为联邦法规对于用能产品的强制性节

能标准和测试程序要求、强制性 EnergyGuide 能效标识以及自愿性的“能源之星”计划。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电气设备的能效标签和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并加入能源之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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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ERP 框架指令 

  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9/125/EC 号指令 

  2009 年 10 月 31 日 

  确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框架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注意到《建立欧洲欧共体条约》，尤其是其中第 95 条，注意到欧盟

委员会的提议，注意到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意见，执行《条约》第 251 条规定的程序，鉴

于： 

  （1）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6 日颁布的第 2005/32/EC 号指令，为规定用能

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建立框架并修订欧盟理事会第 92/42/EEC 号指令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第 96/57/EC 号和第 2000/55/EC 号指令，已全部完成修订。既然更进一步的修订正被制定（严

格限制在包含所有与能源相关产品的指令的应用范围的延 伸 ），为了更加明确应被重新改

写。 

  （2）各成员国实施的与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措施不一致会产生贸易壁

垒并扭曲共同体内的竞争，或许因而对内部市场的建立及其作用产生直接影响。各国法律的协

调一致是防止此类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竞争的唯一途径。所有能源相关产品的范围的延伸确保了

所有重要的能源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能够协调至共同体的标准级别。 

  （3）能源相关产品在共同体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中占有很大比例。它们对环境也有其他

许多重要的影响。就共同体市场可获得的大部分种类产品而言，尽管它们功能相似，但可以发

现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为了可持续发展，应鼓励主要通过对环境负面影响主要来源

的确定和避免污染转移的方式，持续改善那些产品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只要这种改善不会产生

过多的费用。 

  （4）产品的生态设计是共同体一体化产品政策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一种预防

性的措施，它在保持产品功能质量的同时，通过设计使产品环境性能最大化，为制造商、消费

者和社会整体提供了真正的全新机会。 

  （5）能效的提高—连同供选方案之一，使电力的最终用途更为有效  — 被认为对共同体

达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电力需求是发展最快的一种能源最终用途，计

划在 未 来 20－30 年得到不断发展，如果没有任何政策行为来抑制这种趋势的话。委员会在

其“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中建议的大量减少能源消耗是可能的。气候变化是由欧洲议

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1600/2002/EC 号决议规定的共同体第六次环境行动计划优中先考虑的问题之

一。节能是增加供给安全和降低进口依赖的最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因而，大量需求方面的措施

和目标应予采纳。 

  （6）在能源相关产品的设计阶段即应采取措施，因为一件产品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污染看来

是在这一阶段决定的，产生的大部分费用也可归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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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应为实施共同体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建立一个一致性框架，旨在确保那些符合

要求且改善其总体环境影响的产品的自由流动。共同体的这些要求应尊重公平竞争和国际贸易

的各项原则。 

  （8）制定生态设计要求时应牢记第六次共同体环境行动计划的目标和优先事项，也包括适

当时该计划相关主题战略下可实施的目标。 

  （9）本指令寻求通过减少能源相关产品的潜在环境影响达到高水平的环境保护，这最终使

消费者和其他终端用户受益。可持续发展也要求恰当考虑拟议的措施对健康、社会和经济的影

响。提高产品能效有助于能源供应的安全，这是良好经济活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也是可持

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10）若一成员国认为，根据与保护环境有关的主体需求有必要维持国家的各项规定，或

者根据该成员国在批准适用实施措施后产生的具体问题而基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新的科学依据

引入新的规定时，它可以按照《条约》第 95 条第（4）款、第（5）款和第（6）款规定的条件

这样去做。这些条款规定应事先向委员会通报，并获得批准。 

  （11）为了使改进设计而得的环境收益最大化，也许有必要告知消费者能源相关产品的环

境特性和性能，并指导他们如何以对环境友好的方式使用这些产品。 

  （12）作为第六次共同体环境行动计划的主要创新因素，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一体

化产品政策——建立于环境生命周期的思想上，规定的方法旨在减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

的影响。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即考虑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对于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推

动环境改善具有很大潜力。应有足够的灵活性，在考虑技术、功能和经济因素的同时，使这一

因素能够融入产品设计中。 

  （13）尽管一种对环境性能的综合方法更令人期待，但在批准一个悬而未决的工作计划

时，通过增加能效来缓解温室气体效应应是优先考虑的环境目标。 

  （14）也许有必要而且有理由为一些产品或其有关环境的方面制定具体的量化生态要求，

以确保其环境影响最小化。承认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之京都议定书框架

下的承诺而有所贡献的紧急需要，且不损害本指令推行的一体化方法，对那些极有可能以低成

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要考虑给予一定的优先。这些措施也可能有助于各种资源的可持

续使用， 对 于 2002 年 9 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达成的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

的 10 年框架规划也构成重大贡献。 

  （15）只要适当，作为一项一般原则，能源相关产品的待机能耗或关机能耗应减少到其正

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限度。 

  （16）当已有最佳性能的产品或技术进入市场上，包括国际市场，应将之作为参考，生态

设计要求的水平应建立在技术、经济和环境分析的基础上。设定要求水平方法的灵活性，可以

使得迅速改善环境性能更为容易。在这种分析中应与各有关当事方协商，各当事方也应予以积

极配合。强制性措施的制定，要求充分征求各有关当事方的意见。引进过渡性目标可以增加政

策的可预见性，顾及对产品开发周期的适应性并便利各当事方制定长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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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对诸如产业自我规范这种可供选择的做法应给予优先考虑，产业的这种做法可能更

快地传递政策目标或者是较之强制性要求更少成本。当市场的力量未能按正确方向或未能以可

接受的速度发展，则需要采取立法措施。 

  （18）自我规范，包括产业作为单边承诺提出的自愿性协议，由于迅速而有成本效益的实

施，并可以对技术选项和市场敏感度做出灵活而适当的反映，因而可以带来快速的进展。 

  （19）当自愿性协议评定或其它自我规范措施作为供选的实施措施提出来时，应至少提供

关于下列事项的信息：参与的开放性，附加价值，代表性，量化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社会公众

的介入，监督和报告，管理一项自创的自我规范项目的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 

  （20）当产业在本指令意义下对自我规范进行评定时，委员会“关于在简化和改善立法环

境行动计划框架内共同体层面环境协议的通讯”的第 6 条，可以提供有用的指导。 

  （21）本指令亦应鼓励中小企业（SMEs）和极小公司中的综合生态设计。广泛而易于获取

的有关其产品可持续性的信息可以推动这种综合。 

  （22）在本指令实施措施中规定的符合生态设计要求的能源相关产品，应带有“CE”标志

和相关信息，以使它们能够投放内部市场并自由移动。为减少受约束的能源相关产品的环境影

响并确保公平竞争，严格执行实施措施是必要的。 

  （23）在拟定实施措施及其工作计划时，委员会应征求各成员国代表和产品群所及的各当

事方的意见，包括诸如 SMEs 和手工业在内的产业界、工会、贸易商、零售商、进口商、环境

保护团体和消费者组织。 

  （24）在拟定实施措施时，委员会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各成员国明确表明他们认为应予保留

的现行的国内环境立法，特别是那些涉及有毒物质的立法，不得降低各成员国现行合理的保护

水平。 

  （25）对打算用于 1993 年 7 月 22 日第 93/465/EEC 号理事会决定中规定的技术协调指令的

模式和规则应予以考虑，该决定是关于用于合格评定程序各个阶段的模式及加附和使用 CE 合格

标志规则的，并确定用于技术协调指令。 

  （26）监管机构应就本指令范围内预想的各项措施交流信息，以期改进对市场的监管。此

类合作应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子通信方式和有关的共同体项目。应促进关于环境生命周期性能和

设计方案成就的信息交流。由各个制造商在生态设计努力中产生的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本指

令至关重要的收益之一。 

  （27）认证机构通常是政府当局指定的公共机构或私营机构，并有对其就产品对适用的实

施措施的符合性进行验证的公正性和专门技术可用性所需的担保。 

  （28）注意避免不符合性的重要性，各成员国应确保有必要的措施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督。 

  （29）关于为 SMEs 提供生态设计培训和信息，考虑到伴随活动或许是适宜的。 

  （30）为了内部市场的机能，要有在共同体层面协调化的标准。一旦引用这种在《欧盟官

方公报》上已经公布的标准，根据对该标准的符合便可以做出符合基于本指令批准的实施措施

中规定的相应要求的推定，尽管也应允许能够表明这种符合性的其它措施。 



102 

  （31）协调标准的主要作用之一应是帮助制造商采用据本指令批准的实施措施。这些标准

对建立计量和测试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在通用生态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协调标准主要用来指导

制造商根据适用的实施措施的要求建立其产品的生态学档案。这些标准应清楚地表明其各项条

款与所涉及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协调标准的目的不应是固定环境因素的限制。 

  （32）就本指令所用定义的目的而言，查阅诸如 ISO14040 这样的国际标准是有用的。 

  （33）本指令与执行如 1985 年 5 月 7 日关于技术协调与标准新方法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

新方法和引用协调化的欧洲标准的某些原则相一致。1999 年 10 月 28 日关于标准化在欧洲的作

用的理事会决议建议，委员会应考察新方法原则是否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展到其作为改善和

简化立法工具尚未涵盖的部门。 

  （34）本指令是对现行共同体法律文件的补充，包括 1992 年 9 月 22 日关于用标签和标准

产品信息表明家用电器对能源和其它资源消耗的第 92/75/EEC 号理事会指令、2000年 7 月 17

日关于修订共同体生态标签奖励计划的第 1980/2000（EC）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法规、

2008 年 1 月 15 日关于共同体办公设备能效标签规划的第 106/2008（EC）号法规 2003 年 1 月

27 日关于废弃电气电子设备（WEEE）的第 2002/96/EC 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2003 年

1 月 27 日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第 2002/95/EC 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指令和 2006 年 12 月 18 日第 2006/121/EC 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修订第

67/548/EEC 号理事会指令关于危险物质的分类、包装和标签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一

致化，为了适应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许可、限制（REACH）和设立欧洲化学品代理处的第

1907/2006（EC）号法规。本指令与现行共同体法律文件的配合应有助于增加其各自的影响并形

成供制造商采用的一致化的要求。 

  （35）执行本指令所需的各项措施，应据 1999 年 6 月 28 日规定将执行权力授予委员会的

程序的第 1999/468/EC 号理事会决定予以批准。 

  （36）委员会应能够修订或废止第 92/42/EEC 号，第 96/57/EC 号和第 2000/55/EC 号指

令。这些修订或废止必须被采用，与第 1999/468/EC 号决议的第 5a 条规定的经过研究推敲的管

理程序一致。 

  （37）另外，委员会应能够采用实施措施为定义的能源相关产品制定生态设计要求，包括

在过渡期间对实施措施的引进，包括平衡不同环境方面的条例，只要适当。因为那些措施是通

用范围的，目的在于修订该指令的非必要元素作为补充新的非必要元素，他们必须被采用，与

经过研究推敲的管理程序一致。 

  （38）基于应用指令的经验，委员会应审议它的实施和效力，评定范围延伸至能源相关产

品之外的适当程度。在审议中，除了提到的有关当事人之外，委员会还应向成员国的代表咨

询。 

  （39）各成员国应确定在违反依照本指令批准的国内规定的情况下适用的罚则。这些罚则

应是有效的、成比例的和劝诫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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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应该牢记，关于更好地制定法律的机构间协定第 34 段指出，理事会“鼓励各成员

国，只要可能，为他们自己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起草一览表，用以阐明指令和转化措施之间的相

互关系，并将它们公之于众。” 

  （41）由于各成员国单独行动不能充分地达到提议行动的目标，也就是通过要求产品达到

适当水平的环境性能以确保内部市场的机能，出于规模和效果的原因，这个目标可在共同体层

面更好地获得，因此共同体可根据《条约》第 5 条的补充性原则采用各种措施。根据该条规定

的均衡性原则，本指令不会超出达于这个目标之需。 

  （42）转换该指令至国家法律的义务应被限制在与早期指令相比有很大变化的那些条例

中。转换没有变化的条例的义务出现在早期的指令。 

  （43）该指令应不影响成员国关于调换至附录 IX 中第 2 部分出现的指令的国家法律的时

限的义务。 

  兹通过本指令： 

  第 1 条 主旨范围 Subject matter and scope  

  1．本指令为设定共同体用能产品生态设计要求建立了框架，旨在确保这些产品在内部市场

的自由移动。 

  2．本指令规定了实施措施所涵盖的欲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用能产品所必须满足的全套要

求。本指令通过提高能效和环境保护水平，同时增加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 

  3．本指令不适用于人员或货物的运输工具。 

  4．本指令及据其批准的各项实施措施不会损害共同体关于废物管理的立法和共同体关于化

学品的立法，包括共同体关于氟化温室气体的立法。 

  第 2 条定义 Definitions 

  就本指令的目的而言，适用下列定义： 

  1．“用能产品，这里简称“产品”，意指任何在使用中会产生能源消耗的产品，当其投放

市场和/或投入使用时，包括拟装配到本指令所涵盖的用能产品上的零件，它们可以作为为最终

用户提供的单独的零件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并且其环境性能可以独立地予以评定； 

  2．“部件和组件”意指拟装配到产品上的零件，它们不能作为为最终用户提供的单独的零

件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或者其环境性能不能独立地予以评定； 

  3．“实施措施”意指据本指令批准为确定的产品规定生态设计要求或环境因素的要求； 

  4．“投放市场”意指将一件产品以其在共同体内的销售或使用为目的首次在共同体市场上

备妥，不论其作为奖品还是免费，也不考虑其销售技巧； 

  5．“投入使用”意指由共同体内的最终用户首次按一件产品的设计用途进行使用。 

  6．“制造商”意指制造本指令涵盖的产品并由于其以制造商自己的名称或商标投放市场和

/或投入使用或制造商自用因而负责使之符合本指令的自然人或法人。当首句定义的制造商或第

8 款定义的进口商缺位时，任何将本指令涵盖的产品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的自然人或法人将

被视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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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授权代表”意指收到制造商的书面委托并以其名义全面或部分履行与本指令相关的义

务和手续的定居在共同体内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8．“进口商”意指在其经营期间将一产品自第三国投放到共同体市场的定居在共同体内的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9．“材料”意指在一件产品生命周期中所使用的全部材料； 

  10．“产品设计”意指将一件产品需满足的法律、技术、安全性、功能、市场及其他要求

转化成该产品的技术规格的一套步骤； 

  11．“环境因素”意指在一件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会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或功能； 

  12．“环境影响”意指在一件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完全或部分地导致环境的任何变化； 

  13．“生命周期”意指一件产品从原料使用到最终处置中连续的和相互连接的各个阶段； 

  14．“再利用”意指任何这样一种操作，通过它一件已经到达其首次使用终点的产品或其

部件可用于其设计出来的相同目的，包括已返回到回收点、分销商、再生商或制造商手中的产

品的延续使用，以及一件经过翻新的产品的重复使用； 

  15．“循环利用”意指在生产过程中对废料进行再加工以用于初始目的或其它目的，能源

回收不包括在内； 

  16．“能源回收”意指使用可燃废物通过直接焚化作为产生能源的手段，焚化可与其它废

物一起、也可以不与其它废物一起，但都伴随热量回收； 

  17．“回收”意指 2006 年 4 月 5 日关于废物的第 2006/12/EC 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

令附件 IIB 中规定的任何适用过程； 

  18．“废物”意指第 2006/12/EC 号指令附件 I 中规定的各个类目中其持有者丢弃或打算

或被要求丢弃的任何物质或物体； 

  19．“危险废物”意指 1991 年 12 月 12 日关于危险废物的第 91/689/EEC 号理事会指令第

1 条第 4 款所涵盖的任何废物； 

  20．“生态学档案”意指根据适用于一件产品的实施措施对贯穿该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

境有显著影响的输入和输出（诸如材料、发射和废物）的记述，并且以可计量的物理量进行表

示； 

  21．一件产品的“环境性能”意指制造商对产品的环境因素进行管理的结果，如在其技术

性文档文件中所反映的。 

  22．“环境性能的改善”意指连续多代增强一件产品环境性能的过程，尽管就产品的所有

环境因素而言无需是同时的； 

  23．“生态设计”意指将环境因素融入到产品的设计中，旨在改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

境性能； 

  24．“生态设计要求”意指与一件产品或一件产品的设计相关的、旨在改善其环境性能的

任何要求，或提供关于一件产品环境因素信息的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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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通用生态设计要求”意指以一件产品的生态学档案为整体的任何生态设计要求，而

对特定的环境因素没有设定限量； 

  26．“特殊生态设计要求”意指与一件产品特定环境因素相关的定量化的和可计量的生态

设计要求，例如使用中的能耗，按给定单位计算输出性能； 

  27．“协调标准”意指由公认标准机构出于建立一项欧洲要求的目的，根据委员会的委

托，依照 1998 年 6 月 22 日规定提供技术标准与法规领域信息的程序的第 98/34/EC 号欧洲议会

和欧盟理事会指令中规定的程序批准的一项技术规范，对协调标准的遵守不是强制性的。 

  第 3 条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Placing on the market and/or putting into servic 

  1．各成员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实施措施涵盖的产品只有符合那些措施并按第 5

条规定附有 CE 标志，方可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2．各成员国应指定机构负责市场监督。他们应做出安排，使这些机构拥有并行使据本指令

赋予他们的必要权力，以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各成员国应明确主管当局的任务、权力和组织

安排，他们将被授权（履行以下职责）： 

  （i）组织对产品符合指令的情况以足够的规模进行适当的检查，并责成制造商或其授权代

表依照第 7 条从市场上召回不符合指令的产品； 

  （ii）依据实施措施所规定的，要求有关各方提供所有必需的信息； 

  （iii）对产品抽样，并使之接受符合性检查。 

  3．各成员国应使委员会随时获得有关市场监督结果的信息，适当时，委员会将把这些信息

传递给其他成员国。 

  4．各成员国应确保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向主管当局提交他们对产品符合指令情

况的意见。 

  第 4 条进口商的责任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mporter 

  当制造商不是定居在共同体内，而且授权代表缺位，进口商应承担以下义务： 

  — 确保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产品符合本指令和适用的实施措施， 

  — 随时备妥合格声明与技术文件。 

  第 5 条标志与合格声明 Marking and the E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1．一件实施措施所涵盖的产品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前，应加贴 CE 合格标志，并且制

造商或其授权代表应出具合格声明，确保并声明该产品符合适用实施措施的所有相关规定。 

  2．CE 合格标志由附件 III 所示的首字母“CE”组成。 

  3．合格声明应包括附件 VI 规定的要素并应援引适当的实施措施。 

  4．禁止在一件产品上加附在含义上或形式上会误导用户以为是 CE 标志的标志。 

  5．各成员国可要求当产品到达最终用户时，以他们的官方语言提供依照附件 I 第 2 部分

提供的信息。 

  各成员国还可授权以一种或多种共同体官方语言提供这些信息。当应用第一小段时，各成

员国应特别考虑以下事项： 

  （a）这些信息是否可以协调化的符号、公认的代码或其他公认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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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预期的产品用户类型和需要提供信息的性质。 

  第 6 条自由移动 Free movement 

  1．各成员国不得以生态设计要求涉及附件 I 第 1 部分提到的那些涵盖在适用实施措施中

的生态设计参数为由，禁止、限制或阻碍一件符合适用实施措施所有相关规定并按第 5 条规定 

附 有 CE 标志的产品在其领土内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2．各成员国不得以生态设计要求涉及附件 I 第 1 部分提到的那些涵盖在适用实施措施中

的生态设计参数、且适用实施措施规定无需生态设计要求为由，禁止、限制或阻碍一件（按第

5 条规定）附 有 CE 标志的产品在其领土内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3．各成员国不应阻碍不符合适用实施措施的各项规定的产品在诸如商品交易会上展示、展

出和演示，只要有显著的标示说明它们在达到合格之前不会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第 7 条保护条款 Safeguard clause 

  1．当一成员国确知，一件附有第 5 条提及的 CE 标志且用于其预定用途的产品不全部符合

适用实施措施的相关规定，应责成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采取措施使得该产品符合适用实施措施

和/或 CE 标志的规定，并按该成员国施行的条件停止违反规定的行为。 

  当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件产品不符合相关规定，该成员国应根据违反的程度采取必要的措

施，能够尽力制止该产品投放市场直到其符合相关规定。 

  当不符合的现象还在持续，该成员国应做出决定限制或禁止有问题的产品投放市场和/或投

入使用或确保将其撤出市场。在禁止或撤出市场的情况下，应立即通知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 

  2．一成员国依照本指令做出任何决定，限制或禁止一件产品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应

说明其所依据的理由。这种决定应立即向有关方面通报，同时还应通知其根据有关成员国现行

法律可行的法律补救措施以及这种补救措施的时间期限。 

  3．该成员国应立即通知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依据第 1 款做出的任何决定，说明做出决定的

理由，特别要说明，不符合是否由于： 

  （a）未能满足适用实施措施的要求； 

  （b）不正确地应用第 10 条第（2）款提及的协调标准； 

  （c）如第 10 条第（2）款提及的协调标准的缺点。 

  4．委员会应立即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并可利用外部独立专家的技术建议。磋商之后，委

员会应立即将其观点通知做出决定的成员国和其他成员国。当委员会认为该决定不合理时，它

应立即通知该成员国这一结果。 

  5．当第 1 款的决定是基于一协调标准的缺点时，委员会应立即启动第 10 条第（2）、

（3）和（4）款规定的程序。委员会应同时通知第 19 条第（1）款提及的专门委员会。 

  6．各成员国和委员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就该过程中提供的信息保守秘密，只要这些信息是

合理的。 

  7．各成员国依据本条做出的决定应以透明的方式公之于众。 

  8．委员会关于那些决定的观点将公布在《欧盟官方公报》上。 

  第 8 条合格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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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实施措施涵盖的一件产品投放市场和或将一件产品投入使用之前，制造商或其授权代

表应确保已经对该产品对适用实施措施的所有相关要求的符合性进行过评定。 

  2．合格评定程序将由实施措施予以规定，并留有余地供制造商在附件 IV 规定的内部设计

控制和附件 V 规定的管理体系之间做出选择。在恰当合理并与风险匹配的情况下，将在第

93/465/EEC 号指令所述的相关模式中对合格评定程序做出规定。当一成员国强烈认为一件产品

可能不符合要求时，该成员国应尽快公布该产品具体化的符合性评定，该评定可由认证机构进

行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只要有这样的机构。如果一件产品是由 按 照 2001 年 3 月 19 日准

许共同体内的机构自愿参加环境管理与稽查项目（EMAS）的第 761/2001（EC）号欧洲议会和欧

盟理事会法规[25]注册的机构设计的，而且设计功能包括在注册范围内，则应推定该机构的管

理体系符合本指令 附 件 V 的各项要求。 

  如果设计一件实施措施涵盖的产品的机构拥有包括产品设计功能在内的管理体系，而且这

种功能是按照《欧盟官方公报》公布文献号的协调标准执行的，则应推定该管理体系符合 附 

件 V 的相关要求。 

  3．在将一件实施措施涵盖的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后，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应在最后制

造该产品的 10 年期间内保留与所进行的合格评定有关的文件和出具的合格声明，以备各成员

国的检查。 

  一当收到一成员国主管当局的要求，应在 10 天内备妥相关文件。 

  4．第 5 条提及的与合格评定相关的文件和合格声明应以共同体官方语言之一起草。 

  第 9 条符合性推定 

  1．各成员国应将附有第 5 条提及的 CE 标志的产品视为符合适用实施措施的相关规定。 

  2．各成员国应将采用了协调标准且其文献号已在《欧盟官方公报》中公布的产品视为符合

这些标准与之相关的适用实施措施的所有相关要求。 

  3．对于已经依据第 1980/2000（EC）号法规取得共同体生态标签的产品，应推定其符合适

用实施措施的生态设计要求，因为生态标签已经满足了那些要求。 

  4．因本指令推定符合性的目的起见，委员会可根据第 19 条第（2）款的程序决定其他生态

标签满足依照第 1980/2000（EC）号法规的共同体生态标签条件。对于取得此类其他生态标签

的产品，应推定其符合适用实施措施的生态设计要求，因为该生态标签已经满足了那些要求。 

  第 10 条协调标准 

  1．各成员国应在可能的范围内确保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能够在国家层面上就协调标准的

制定和监控过程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2．当一成员国或委员会认为，推定满足一适用实施措施的协调标准的使用不能完全满足那

些规定时，有关成员国或委员会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根据第 98/34/EC 号指令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并

给出理由。常设委员会应作为紧急事项发表意见。 

  3．委员会应根据常设委员会的意见，决定是否在《欧盟官方公报》中向公众公布限制、保

持或撤消对有关协调标准的引用。 

  4．委员会应通知有关的欧洲标准化机构，必要时做出新的委托以对有关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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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条对部件和组件的要求 

  实施措施可要求将部件和组件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的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向一件实施

措施所涵盖的产品的制造商提供部件或组件的材料成分、能耗、材料和/或资源的有关信息。 

  第 12 条管理合作与信息交流 

  1．各成员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鼓励负责本指令实施的机构相互合作，互相之间及与委员

会之间提供信息，以有助于本指令的应用，特别是有助于第 7 条的执行。管理合作与信息交流

应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子通讯方式，并可由相关的共同体项目予以支持。 

  各成员国应将负责本指令应用的机构通知委员会。 

  2．委员会与各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质和结构应根据第 19 条第（2）款提到的程序

予以决定。 

  3．委员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鼓励本条提及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为此做出贡献。 

  第 13 条中小企业 

  1．在可使 SMEs 和极小公司受益的项目中，委员会应考虑那些可以帮助 SMEs 和极小公司

在设计其产品时融入包括能效在内的环境因素的提议。 

  2. 涵盖在受影响的产品部门中活动的 SMEs 的各项特征的指南，会伴有一项实施措施。只

要需要，而且根据第（1）款，委员会可制定出更专门化的材料以便利 SMEs 据以实施。 

  3．各成员国应确保鼓励 SMEs 和极小公司在产品设计的尽早阶段采用有益环境的方式，尤

其是通过强化支撑网络和结构，并适合未来的欧洲立法。 

  第 14 条消费者信息 

  根据适用的实施措施，制造商应确保以其认为适当的形式向产品的消费者提供如下信息： 

  — 他们在产品持续使用中所能起的作用所必需的信息； 

  — 当实施措施有要求时，产品的生态学档案和生态设计收益。 

  第 15 条实施措施 

  1．当一件产品满足第 2 款列出的标准时，应涵盖在一项实施措施中或根据第 3 款 b 项涵

盖在自我规范措施中。这些实施措施目的在于修订指令中非必要的元素作为补充，根据第 19 条

第（3）款提及的管理程序，这些措施经过研究推敲后将被采用。 

  2．第 1 款提及的标准如下： 

  （a）产品应在共同体内具有相当数量的销售和贸易量，按照最近得到的数字可表示为每年

200000 件以上； 

  （b）考虑到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的数量，产品应在共同体内有重大的环境影响，如制

定共同体战略优先性的第 1600/2002/EC 号决定中所规定的； 

  （c）就环境影响而言，产品应有重大的改善潜力而无需过多的成本，尤其在考虑到下列各

项时： 

  — 缺少其他相关的共同体立法或市场力量不能恰当地解决问题； 

  — 市场上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的环境性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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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委员会在起草实施措施时，应考虑到第 19 条第（1）款提及的专门委员会所表达的意

见，还应进一步考虑： 

  （a）共同体的环境优先性，诸如那些在第 1600/2002/EC 号决定或委员会的欧洲气候变化

纲要（ECCP）中所设定的项目。 

  （b）相关共同体立法和自我规范，如自愿性协议，根据第 17 条做出评估后，可以预期这

些协议能更快地达到政策目标或比强制性要求更少花费。 

  4．在准备实施措施草案时，委员会应： 

  （a）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及其所有重要的环境因素，连同能效在内。环境因素分析的深度

及其改善的可行性应与其重要性相匹配。对一件产品重要环境因素生态设计要求的批准，不应

受到其它方面不确定性的不适当地耽搁。 

  （b）在竞争性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对共同体之外的市场、创新性、市场准入及成本与效益

的评估，应考虑到对环境、消费者和包括 SMEs 在内的制造商的影响； 

  （c）考虑到各成员国认为相关的现行国家环境立法； 

  （d）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适当的协商； 

  （e）基于（b）项提及的评估，为实施措施草案准备一份说明书； 

  （f）设定实施日期、阶段化、过渡措施或过渡期，要特别考虑到对 SMEs 或主要由 SMEs 

制造的具体产品群的可能影响。 

  5．实施措施应满足下列所有标准： 

  （a）从用户的角度看，对产品功能没有重大负面影响； 

  （b）不应对健康、安全性和环境有不利的影响； 

  （c）不应对消费者有重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对产品的承受力和生命周期成本； 

  （d）不应对产业竞争性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e）原则上，一项生态设计要求的设定，不应有向制造商推行专利技术的结果；（f）不

应加给制造商过多的管理性负担。 

  6．实施措施应根据附件 I 和/或附件 II 提出生态设计要求。对于经选择的、有重大环境

影响的环境因素应引入特殊生态设计要求。实施措施还应规定，对于附件 I 第 I部分提及的一

些具体生态设计参数无需生态设计要求。 

  7．各项要求的表达应确保市场监督机构能够按照实施措施的要求验证产品的符合性。实施

措施应说明验证是否直接在产品上完成，还是在技术文件的基础上完成。 

  8．实施措施应包括附件 VII 列出的各个要素。 

  9．委员会在准备实施措施时所用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应该公开可得，特别要考虑到利益相关

的 SMEs 易于取得和使用。 

  10．只要适当，一项规定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应该包含平衡环境各个方面的那些实施

措施目的在于修订指令中非必要的元素作为补充，根据第 19 条第（3）款提及的管理程序，这

些措施经过研究推敲后将被采用。 

  第 16 条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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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第 15 条设定的标准，并与第 18 条提及的咨询论坛协商，委员会将不迟于 2007 年

7 月 6 日制定出工作计划，该计划将会公之于众。工作计划将为其后三年设定一个指示性的产

品群清单，该清单将被考虑作为批准实施措施的优先顺序。工作计划将由委员会在与咨询论坛

协商后定期修订。 

  2．然而，在过渡期期间，在第 1 款提及的工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并且，依照第 19 条第

（2）款规定的程序和第 15 条设定的标准，在与咨询论坛协商后，委员会将适当预先引进： 

  — 以那些 ECCP 认定为可以提供高成本效益潜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为起始的实施

措施，诸如供热和热水设备、电机系统、家庭和第三产业用的灯具、家用电器、家庭和第三产

业用的办公设备，消费电子系 统 和 HVAC（热通风空调）系统； 

  — 减少一组产品待机损失的单独的实施措施。那些实施措施目的在于修订指令中非必要的

元素作为补充，根据第 19 条第（3）款提及的管理程序，这些措施经过研究推敲后将被采用。 

  第 17 条自我规范 

  作为本指令意义下实施措施供选办法提出的自愿性协议或其他自我规范措施将至少基于附

件 VIII 予以评定。 

  第 18 条咨询论坛 

  委员会应确保，就每一个实施措施而言，在其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注意平衡各成员国代表

和关心讨论中的产品/产品群的所有当事方的参与，诸如包括  SMEs 和手工业在内的产业界、

工会、贸易商、零售商、进口商、环境保护集团和消费者组织。这些当事方特别会对确定和复

审实施措施、审查已制定的市场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自愿性协议与其它自我规范措施做出贡

献。这些当事方将汇聚在一个咨询论坛。委员会将制定论坛的程序规则。 

  第 19 条专门委员会程序 

  1．委员会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予以帮助。 

  2．当引用本款时，将适用第 1999/468/EC 号决定的第 5 条和第 7 条，并考虑到其中第 8 条

的规定。第 1999/468/EC 号决定第 5 条第（6）款规定的期间将定为三个月。 

  3．当引用本款时，将适用第 1999/468/EC 号决定的第 5a 条第（1）-（4）款和第 7 条，并

考虑到其中第 8 条的规定。 

  第 20 条罚则 

  各成员国应制定违反或侵犯依据本指令批准的国家规定适用的条例，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确保执行。考虑到不符合性的程度以及不符合产品投放市场的件数，规定的罚则应是有效

的、成比例的和劝诫性的。成员国应将这些条款告知委员会，最迟至第 23 条第（1）款中规定

的日期之前；随后任何影响条款的修正，都将立刻告知。 

  第 21 条审议 

  委员会将不迟于 2012年审议扩展指令的范围到与能源无关的产品的适合程度，本指令及其

实施措施的有效性，实施措施的限度，市场监督机制以及任何激发出来的自我规范，在与第 18

条提及的咨询论坛协商后且在适当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出修正本指令的建议。 

  第 22 条机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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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要制造商和/或其授权代表提供第 11 条和附件 I 第 2 部分提及的信息的要求应成合适

比例，并应考虑到商业敏感信息的合法机密性。 

  第 23 条转换 

  1. 成员国将最迟在[…45]之前开始实施法律、法令法规及必需的行政规定以符合第 1 至 9

条，第 11，14，15，20 条和附件 I 至 V，VII，VIII。他们将立刻告知委员会，并传递那些条

例的文本和条例与指令之间的关系表。 

  当成员国采用那些条例时，将包含一个指令的参考文件或在官方出版时会伴有这样一个参

考文件。他们也包括一份声明，已被该指令废止的现有的法律，法令法规和与指令相关的行政

规定的参考文件将被解释为该指令的参考文件。成员国将确定这份参考文件如何生成，声明如

何表达。 

  2. 成员国会把国家法律中那些他们在指令涵盖的领域所采用的主要条例的文本传递给委员

会。 

  第 24 条废止 

  作为附件 IX 中第 1 部分列出的指令的修订版，第 2005/32/EC 号指令已被废止，不影响成

员国关于调换至附件 IX 中第 2 部分出现的指令的国家法律的时限的义务。 

  第 25 条生效 

  本指令应自其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之日起的第 20 天开始生效。 

  附录 I 制定通用生态设计要求的方法 

  （在第 15 条中提及） 

  通用生态设计要求旨在提高产品的环境性能，集中在其中未设定限值的重要的环境因素。

本附件中的方法适用于经过核查不适于设定限值的产品群。当准备要提交给第 19 条中提及的专

门委员会的实施措施草案时，委员会应确定需在实施措施中规定的重要的环境因素。在根据第

15 条准备制定通用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时，委员会应自的列表中确定相关的生态设计参

数、自第 2 部分的列表中确定各项要求所需的信息并自第第 1 部分 3 部分的列表中确定对制造

商的要求，只要它们适于实施措施所涵盖的产品。 

  第 1 部分产品的生态设计参数 

  1.1. 就产品的生命周期而言，确定如下几个阶段与产品设计相关的重要环境因素： 

  （a）原料的选择和使用； 

  （b）制造； 

  （c）包装、运输和配送； 

  （d）安装与维护； 

  （e）使用； 

  （f）生命终点，意指一件产品在其最终处置时已经达到其首次使用的终点。 

  1.2. 对于每个阶段，需评估如下相关的环境因素： 

  （a）预期的材料、能源和诸如淡水这样的其它资源的消耗； 

  （b）预计向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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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预期的诸如噪声、辐射和电磁场这种物理效应造成的污染； 

  （d）预计产生的废料； 

  （e）考虑到第 2002/96/EC 号指令，原料和/或能源的回收、循环使用和更新的可能性。 

  1.3. 为了改善前款提到的环境因素的评估，只要适当，可以特别用到下列参数，必要时，

可由其它参数予以补充： 

  （a）产品的重量和体积； 

  （b）来自回收活动中的原料的使用情况； 

  （c）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中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消耗； 

  （d）根据 1967 年 6 月 27 关于与危险物质分类、包装和标签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一致

化的第 67/548/EEC 号理事会指令划分为对健康和/或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的使用 情 况 [1] ，

并考虑关于具体物质上市和使用的立法，诸如第 76/769/EEC 号指令或第 2002/95/EC 号指令； 

  （e）为正常使用所需耗材的数量和性质； 

  （f）用以下方式表示的可重复使用和回收的容易程度：使用的材料和部件的数量，标准部

件的使用，拆解所需的时间，拆解所需工具的复杂程度，在确定可重复使用和回收的部件和材

料时部件和材料编码标准的使用（包括根据 ISO 标准对塑料零件的标 识 ），易回收物质的使

用，易于获得昂贵的和其它可回收的部件和材料；易于获得包含危险物质的部件和材料； 

  （g）二手部件的整合； 

  （h）避免损害部件和整机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的的技术解决方案； 

  （i）按如下方式延长寿命：最小保证寿命，备件可使用的最短时间，模块化，可升级性，

可维修性； 

  （j）产生的废物和有害废物的数量； 

  （k）在不违背 1997 年 12 月 16 日关于各成员国与限制安装在非路用移动机械的内燃机排

放气体和颗粒物的法律一致化的第 97/68/EC 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2]的情况下对空气

的排放（温室气体，酸性物质，易爆有机物，耗臭氧物质，永久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微小颗

粒和悬浮物）； 

  （l）对水中的排放（重金属，对氧平衡有负面影响的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m）对土壤中的排放（特别是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有害物质的泄漏和溢出，当作为废物处置

时过滤出的潜力）。 

  第 2 部分与信息提供有关的要求各项实施措施可能会要求制造商提供除制造商以外对产品

的操作、使用或回收有影响的其它各相关方的信息。只要可行，这些信息应包括： 

  ― 从设计者那里得到的关于制造过程的信息； 

  ― 当产品投放市场时，与之相伴的就产品的重要环境特性和性能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这

些信息使消费者能够对产品的各个方面做出比较； 

  ― 向消费者提供为了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并确保最佳预期寿命，如何安装、使用和维护

产品的信息，同时提供在产品生命周期终了如何回收的信息，以及适当时零件可供使用的时间

和产品升级换代可能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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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在产品生命周期终结时分解、回收或处置的处理设施的信息。只要可能，应当随产

品本身提供这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应考虑到在其他共同体立法下的义务，诸如第 2002/96/EC 号指令。 

  第 3 部分对制造商的要求 

  1．在产品设计的流程中以务实的态度来确定影响实施措施的环境因素，产品的制造商会被

要求基于正常操作条件和使用目的的现实性假设，对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产品模型进行评

估。其他环境因素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核查。 

  制造商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产品的生态学档案。这些档案基于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以可

计量物理量表示的与环境相关的产品特性。 

  2．制造商将利用这些评估来评价其他的可选设计方案和与参考基准相比已获得的产品的环

境性能。 

  参考标准将由委员会基于在措施准备过程收集的信息，在实施措施中予以确定。在遵守所

有相关法规时，具体设计方案的选择，应在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环境因素与其 

  他考虑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诸如安全性与健康、对功能、质量和性能的技术要求，以及

包括制造成本和可销售性在内的经济因素。 

  附件 II 设定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方法 

  （在第 15 条中提及） 

  特殊生态设计要求旨在改善产品的一项选定环境因素。其形式可以是对减少指定资源的消

耗的要求，诸如在适当情况下在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资源使用的限值（诸如在使用阶段耗

水量的限制或对整合到产品中的给定材料的用量或回收利用材料的最少用量）。 

  当根据第 15 条准备规定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时，委员会应自附件 I 第 1 部分中提

及的相关生态设计参数中确定适用于该实施措施涵盖的生态设计参数，并按照第 19 条第（2）

款的程序设定这些要求的水平如下： 

  1．一项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要自市场上选择大量所论产品的代表性型号，并确定用于改

善产品环境性能的技术选项，着眼于选项的经济生长力并避免任何对消费者而言重大的性能损

失或有用性的损失。 

  对于研究中的环境因素而言，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还应确定市场上可提供的最佳产品和

技术。 

  在分析以及设定要求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可投放国际市场的产品的性能和其他国家立法中

设定的基准。 

  基于此项分析并考虑到经济、技术可行性以及改善的潜力，以使产品环境影响最小化为目

的采取具体措施。 

  考虑到对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关于使用中的能耗，应设定能效水平或能耗水平，旨在

使代表性型号产品终端用户的生命周期成本最小化。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以欧洲中央银行提供

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实际折扣率和产品的实际寿命；该方法基于购买价格（来自工业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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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行费用的总和，它们来自于不同水平的技术选项，并扣抵所论代表性型号产品<=的寿命。

运行费用主要涵盖能耗和其它资源（如水或清洁剂）的附加费用。 

  应该进行涵盖相关因素（诸如能源或其他资源的价格，原料成本或生产成本，折扣率）和

适当时的外部环境成本、包括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敏度分析，以检查是否有重大变化以及全

面结论是否可靠。要求也会做相应地调整。 

  类似的方法学可用于其他资源，如水资源。 

  2．为了发展技术、环境和经济分析，也可使用在共同体其他框架下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 

  这种方式也可用于来自世界各地对与 EU 经济伙伴交易的产品设定生态设计要求的现行项目

中的信息。 

  3．要求的生效日期应考虑产品周期的重新设计。 

  附件 III CE 标志 

  （第 5 条第 2 款中提及） 

  

 

  

  CE 标志必须至少高 5mm。如果需要缩小或扩大 CE 标志，必须遵守以上格式图给出的比例。 

  CE 标志必须加贴到产品上。如不可能，则应加附到包装上和随附的文档上。 

  附件 IV 内部设计管理 

  （在第 8 条提及） 

  1．本附件阐明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据以履行本附件第 2 点规定的义务，确保并声明产品满

足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的程序。合格声明可涵盖一个或多个产品，制造商必须保存该声明。 

  2．制造商应编辑一份使对产品能按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进行合格评定的技术文档。 

  该文件特别应说明如下内容： 

  （a）关于产品及其预期用途的一般描述； 

  （b）制造商进行相关环境评价研究的结果，和/或制造商在评估、文件化和决定产品设计

方案时对环境评价文献或案例研究的引用； 

  （c）如果实施措施有要求，提供生态学档案文档； 

  （d）产品设计规格中与产品环境设计因素有关的各个要素； 

  （e）第 10 条提及的全部或部分采用的适用标准清单，如果第 10 条所述标准不适用或这些

标准不能完全满足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则提供为满足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而采取的解决方法

的描述。 

  （f）根据附件 1 第 2 部分的规定，提供产品在环境设计方面的相关信息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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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执行生态设计要求的测定结果，包括这些测定结果与适用的实施措施中所述的生态设

计要求相比其符合性的详情。 

  3. 制造商应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产品制造与第 2 点所述的设计规范和其所适用的措施的

要求相一致。 

  附件 V 有关合格评定的管理体系 

  （在第 8 条中提及） 

  1．本附件规定履行本附件第 2 点所述责任的制造商用以保证和声明其产品满足适用的实施

措施要求的程序。合格声明可涵盖一个或多个产品，且制造商必须遵守该声明。 

  2．如果某产品的制造商执行本附件第 3 点规定的环境要素，则某管理体系可能被用于该产

品的合格评定。 

  3．管理体系的环境要素本点规定管理体系的要素及制造商藉以证明该产品满足适用的实施

措施的程序。 

  3.1 产品环境性能政策制造商必须能证明（其产品）符合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为改进产

品整体环境性能，制造商还必须能为制定和审议产品环境性能的目标和指标制定一个框架。如

果实施措施要求，制造商通过设计和制造用以改进产品整体环境性能及建立其生态学档案所采

用的所有措施必须以书面程序和说明的形式系统而有序地备案。这些程序和说明必须包括，特

别是以下内容的充分表述： 

  — 用以证明产品符合性的必备文件清单，并且—如相关—这些文件必须可以获得； 

  — 产品环境性能的目标和指标及有关其实施和保持的组织结构、职责、管理权限和资源分

配； 

  — 生产后为验证产品性能是否符合环境性能指标而进行的检查和测试； 

  — 管理所需文件及确保其及时更新的程序； 

  — 验证管理体系的环境要素的实施和效果的方法。 

  3.2 计划制造商将建立和维护： 

  （a）建立产品生态学档案的程序； 

  （b）考虑技术和经济要求下的科技选择，（制定）产品环境性能目标和指标； 

  （c）达到这些目标的计划。 

  3.3 实施和文件 

  3.3.1 关于管理体系的文件应特别涵盖如下内容： 

  （a）定义并备案职责与机构以确保产品环境性能有效，其运作报告以供审议和改进； 

  （b）应建立用以说明设计管理、所实施的验证技术和设计产品时所用的程序和系统措施的

文件； 

  （c）制造商应建立和维护表述管理体系的核心环境要素和管理所有必须文件的程序的信

息。 

  3.3.2 关于产品的文件应规定，特别是： 

  （a）产品及其预期用途的一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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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由制造商执行的相关环境评价研究的结果，和/或制造商评估，文件证明和决定产品

设计方案时参考使用的环境评价文献或案例研究； 

  （c）如果实施措施要求，则提供生态学档案； 

  （d）表述执行生态设计要求的测定结果的文件，包括这些测定结果与适用的实施措施中所

述的生态设计要求相比其符合性的详情； 

  （e）制造商应说明，特别应对所采取的标准予以明示；如果第 10 条所述标准不适用或这

些标准不能完全满足适用的实施措施要求，则明示为确保与该要求相一致所用的方法； 

  （f）根据附件 1 第 2 部分的规定，提供产品在环境设计方面的相关信息的副本。 

  3.4 检查和矫正行动 

  （a）制造商必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确保产品与其设计规范和其适用的实施措施的要求相

一致； 

  （b）对不符合的，制造商应建立和维护检查和反应程序，及由矫正行动产生的备案程序中

的实施改变； 

  （c）制造商应至少每三年对其管理体系的环境因素进行一次全面的内部审核。 

  附件 VI 合格声明 

  （在第 5 条第 3 款中提及） 

  欧共体的合格声明必须包括以下要素： 

  1．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的名称和地址； 

  2．足以用于明确鉴定的模型描述； 

  3．如适当，所参考采用的协调标准； 

  4．如适当，所用的其它技术标准和规范； 

  5．如适当，为加贴适用的 CE 标志所参考的其他欧共体法律。 

  6．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的约定授权人的签识。 

  附件 VII 实施措施的内容 

  （在第 15 条第 8 款中提及） 

  实施措施应规定，特别是： 

  1．明确定义所涵盖的产品类型； 

  2．所涵盖的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实施日期、阶段或过渡措施或过渡期； 

  — 在通用生态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就确定的环境因素的改进进行评价时，以从附件 1 第

1.1 点与 1.2 点所述内容选取的相关阶段和方面，和从附件 1 第 1.3 点所述内容选取的参数示

例为指南； 

  — 在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其水平； 

  3．附件 1 第 1 部分提及的生态设计参数，当没有与其相关的必须的生态设计要求时； 

  4．如果产品的安装与所虑及的产品环境性能直接相关，则其安装要求； 

  5．所用的测定标准和／或测量方法；如可能，将采用已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参照

号的协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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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第 93／465／EEC 号决定下的合格评定的具体内容： 

  — 如果所应用的模式与模式 A 不同；选择特殊程序的主导因素； 

  — 有关批准和／或第三方认证的相关标准；对于同一个产品，如果在其他 CE 认证要求中

规定有不同模式，对于有关要求，应以实施措施中定义的模式为主导； 

  7．要求制造商提供的信息，特别是促进产品与实施措施进行符合性检查所需的技术文件要

素； 

  8．过渡期的持续时间，在此期间各成员国必须过渡至允许与实施措施批准之日生效法规相

符的产品在其境内投放市场和／或投入服务； 

  9．考虑到技术进步的速度，对实施措施的评价日期和可能的修订。 

  附件 VIII 

  除基本的法定要求，即自我管理动议应与《条约》的所有规定（特别是欧盟的内部市场和

竞争条例）以及欧共体的国际承诺，包括多边贸易规则相一致外，作为本指令的实施措施的替

代方法，自我管理动议是否能予接受，可用如下准则（未尽清 单 ）进行评估： 

  1．公开参与自我规范动议应在其准备和实施阶段对第三国经营方开放参与。 

  2．附加值自我规范动议应在改进所涵盖的产品的整体环境性能方面产生（比“通常商业”

更多的）附加值。 

  3．代表性参加自我规范行动的行业及其协会应代表相关经济部门的绝大多数，尽可能无异

议。为确保对竞争条例的尊重，应谨慎行事。 

  4．量化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由利益相关方界定的目标应清晰明确，从定义明确的基础目标开

始。若自我规范动议覆盖的时间跨度较长，可以包括中期目标。必须能用清晰和可靠的指标，

以一个可以承担并且可靠的方式，对目标和中期目标的遵循加以监督。 

  5．社会公众的参与为确保透明度，应公布自我规范动议，包括通过使用互联网和其他散发

信息的电子方式。这一要求应同样适用于中期和最终监督报告。应邀请利益相关方，包括各成

员国、行业、环境因素的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协会，对自我规范动议进行评议。 

  6．监督和报告自我规范动议应包括一个设计优良的监督体系，清晰地界定了行业和独立检

验员的职责。应邀请与自我规范动议的各方合作的专委会各部门监督目标的达成。有关监督和

报告的计划应详尽、透明和客观。在第 19 条第 1 款提及的欧委会的帮助下，专委会各部门仍应

考虑该自愿性协定或其他自我规范措施的目标是否已实现。 

  7．管理自我规范动议的成本－收益管理自我规范动议的成本，特别是监督成本，与其目标

和其他可行的政策工具相比，不应带来不成比例的行政负担。 

  8．可持续性自我规范动议应响应本指令的政策目标，包括一体化的方法，且应与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尺度相一致。保护消费者利益（健康，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应纳入。 

  9．动因的兼容性如果其他因素和动因—市场压力、税收和国家层面的立法—对该承诺的参

与者传达了与之相矛盾的信号，则自我规范动议不太可能达到预期结果。在这点上，政策的一

致性是必需的，应在评估动议效果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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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09 年 10 月 31日，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公报 OJ 上公布了 EUP 指令（2005/32/EC）

的改写指令： 

  2009/125/EC《确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框架》（ERP）。2009/125/EC 对现行 EUP

指令进行了修订，正式生效后，将取代现行的 EUP 指令。 

  2009/125/EC 的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将 2005/32/EC 中的耗能产品（Energy-using 

products）扩展为能源相关产品（Energy-related Products）。但其主要内容，例如实施措施

的确立方法、一般及特殊生态设计要求的设立方法、合格评定程序、工作计划及咨询论坛的设

立等，均未进行较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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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ERP 实施措施-家用制冷器具 

  委员会法规（EC）No 643/2009 

  2009 年 7 月 22 日 

  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05/32/EC 指令关于家用制冷器具生态设计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考虑到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5 年 7 月 6 日的第 2005/32/EC 号指令建立了对于使用能源

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框架和修正的理事会指令 92/42/EEC 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96/57/EC、

2000/55/EC，特别是其中的第 15 条第（1）款。 

  为此，在与生态设计咨询论坛进行磋商后，鉴于： 

  （1）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1996 年 9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家用冷藏、冷冻箱及其组合的能源

效率要求的 96/57/EC 指令，制定了家用制冷器具的规范。该指令中的要求从 1999 年起实施，

现已过时。 

  （2）针对使用能源产品呈现出的巨大销售量和贸易量，对环境的显著影响，以及无需承担

过度的费用就能改善环境影响所存在的巨大潜力，欧盟委员会制定出生态设计要求的

2005/32/EC 指令。 

  （3）2005/32/EC 指令的第 16 条第（2）款中第一句提到，根据第 19 条第（3）款提到的

程序和第 15 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并且经过与生态设计论坛磋商，委员会将酌情制定家用

制冷器具的新的实施措施，废止 96/57/EC。 

  （4）委员会开展了初步研究，针对典型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技术、环境和经济方面进行了分

析。该研究是与欧共体内利益相关并且感兴趣的团体及第三方国家一起开展，并且研究结果已

经向公众公示。 

  （5）吸收式冷藏箱和热电冷却制冷器具的能效可显著提高，如迷你冰饮机。因此这些器具

涵盖到本条例中来。 

  （6）本条例的目的是识别显著的环境问题，对家用制冷器具而言主要是使用阶段的能源消

耗，以及设计时用以保证终端使用者使用时具有更好的环境友好性的产品特征。 

  （7）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5/32/EC 号指令附录Ⅰ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 

  （8）委员会中本条例所涉及的产品在 2005 年的电力年消耗量是 122 太瓦时，相当于 0.56

亿吨 CO2当量值。虽然计划 2020 年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源消耗会有所下降，该下降预计会由于过

时的要求和能源标签而放慢。如果不采取措施引入和更新现存的生态设计要求，成本效益好的

能源节约潜力就会因此而无法提高。 

  （9）本条例涵盖产品的耗电量，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降低购买

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并且使其变得更加高效。 

  （10）本条例应尽快保证更多符合本条例的能效产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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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

成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足以抵消按照本条例生产产品而

产生的额外的环境影响。 

  （12）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13）合格评定和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使用可信、准确和重复性好的测试方法，应考虑

普遍认可的测试方法，包括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用的协调标准，如已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998 年

6 月 22 日的 98/34/EC 指令附录Ⅰ中规定了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中需提供信息社会服务领域相关

信息的程序。 

  （14）根据第 2005/32/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规定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15）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5/32/EC 号指令附录Ⅴ和附录Ⅵ中提到的技术

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6）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17）第 96/57/EC 号指令应就此废止。 

  （18）本条例规定的措施应符合第 2005/32/EC 号指令的第 19 条第 1 款的内容。 

  采纳以下条例： 

  第 1 条主旨和范围 

  1.本条例建立了市场中电源操作的、有效容积至 1500 立升的家用制冷器具的生态设计要

求。 

  2.本条例适用于电源操作的家用制冷器具，包括那些用于非家用或非食物制冷而销售的器

具。 

  也适用于以电池供电的家用制冷器具。 

  3.本条例不适用于： 

  （a）主要以电以外的其他能源形式供电的制冷器具，如液化石油气、煤油和生物柴油燃料

等； 

  （b）能够连接至分别购买的交流/直流转换器的电池供电的制冷器具； 

  （c）一次性制成，同其他型号制冷器具不等效的定制的制冷器具； 

  （d）第三产业（部门）应用的制冷器具，通过电子感知将冷藏食物的移动信息通过网络连

接传输至遥控系统进行记录。 

  （e）器具的根本功能不是通过制冷存储食物，如独立的制冰机或冰饮自动售货机。 

  第 2 条定义 

  除了 2005/32/EC 指令中的定义，下列定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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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食物”指食物、材料、饮料，包括葡萄酒，以及其他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用于消费的

食物。 

  2.“家用制冷器具”指具有 1 个或多个间室的隔热的柜子，出于非专业的目的用于冷藏或

冷冻食物，或储藏冷藏的和冷冻的食物，通过一个或多个能源消耗过程制冷，包括要由终端使

用者自行组装，作为建筑用品销售的器具。 

  3.“冷藏箱”指用于至少在一个适合储藏新鲜食物和/或饮料的间室来保存食物，包括葡萄

酒的制冷器具。 

  4.“压缩式制冷器具”指通过以电机驱动压缩机方式制冷的制冷器具； 

  5.“吸收式制冷器具”指使用热能的吸收过程获得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6.“冷藏冷冻箱”指至少有一个间室为冷藏室，适合储藏新鲜食品，且至少有另一个间室

为冷冻室，适合冷冻新鲜食品和在“三星”级储藏条件下储藏冷冻食品的制冷器具。 

  7. “冷冻食品储藏箱”指具有一个或多个适合储藏冷冻食品的间室的制冷器具。 

  8. “食品冷冻箱”指具有一个或多个间室，适合将食品从环境温度降至-18℃，而且适合

在“三星”级储藏条件下储藏冷冻食品的制冷器具。 

  9.“葡萄酒储藏器具”指除了一个或多个葡萄酒储藏间室外，没有其他间室的制冷器具。 

  10.“多用途器具”指除了一个或多个多用途间室外，没有其他间室的制冷器具。 

  11.“等效制冷器具”指市场中由同一制造商生产，在不同的商业代码下的，同其他型式的

制冷器具具有同样毛容积、有效容积，同样技术、效率和性能特征，同样的间室类型的制冷气

具。 

  附录Ⅱ到Ⅵ中出现的其他术语在附录Ⅰ中列出。 

  第 3 条生态设计要求 

  本条例范围下的家用制冷器具生态设计一般要求在附录Ⅱ的第 1 条中列出，特殊要求在附

录Ⅱ的第 2 条中列出。 

  第 4 条合格评定 

  1.2005/32/EC 指令中第八条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应是该指令附录Ⅳ规定的内部设计控制

系统或附录Ⅴ规定的管理系统。 

  2.依据 2005/32/EC 指令第 8 条中合格评定的目的，技术文件和档案应包含一份按照本条例

附录Ⅲ第 2 点及根据附录Ⅳ的计算结果的产品信息副本。 

  对于某种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如果技术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是以设计为基础计算而来，或

从其他等效的家用制冷器具推算而来，或二者兼而有之，则技术文件应包含此计算或推算的具

体信息，或二者均有，还应包括制造商为核实计算准确性而进行的试验。对于这样的情况，技

术文件还应包含所有其他等效家用制冷器具型号的清单，如果技术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是以同上

面一样的方式获取的话。 

  第 5 条市场监督的检测程序 

  当实施 2005/32/EC 指令的 3（2）条款的市场监督检查时，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本条例附录

Ⅱ的要求，成员国官方机构应使用本条例的附录Ⅴ的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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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条基准 

  附录Ⅵ列出了本条例生效时市场上性能最好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指导基准。 

  第 7 条修订 

  委员会在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五年内将根据技术进步情况对本条例进行复审，并将

复审结果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本复审应对附录Ⅴ的检验允差、附录Ⅳ的移除或降低校正

因子值的可能性进行特殊评估。 

  委员会在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两年内，应评估采用葡萄酒储藏器具生态设计要求的

需求。 

  第 8 条废止 

  96/57/EC 从 2010 年 7月 1 日起废止。 

  第 9 条生效 

  1.本条例自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附录Ⅱ中 1（1）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附录Ⅱ中 1（2）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自 2013 年 7月 1 日起实施。 

  附录附录Ⅱ中第 2 条能源效率指数的生态设计特殊要求应按照附录Ⅱ表 1 和表 2 食列出的

时间表实施。 

  附录Ⅰ 

  适用于附录Ⅱ到Ⅵ的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附录Ⅱ到Ⅵ： 

  （a）“其他形式的制冷器具”指采用压缩式或吸收式以外的技术进行制冷的器具； 

  （b）“无霜系统”指自动运行的，阻止永久性成霜的系统，该系统以空气循环为冷却动

力，蒸发器通过自动除霜系统除霜，除霜产生的水自动排掉。 

  （c）“无霜室”指通过除霜系统除霜的任意间室。 

  （d）“嵌入式器具”指打算安装在一面墙或类似位置的橱柜内或预定好的凹处，需要家具

安装的固定式制冷器具。 

  （e）“冷却冰箱”指至少有一个保鲜室和一个冷却室，但不含有冷冻、冷藏或制冰室的制

冷器具。 

  （f）“冷却”指仅有一个或多个冷却室的制冷器具。 

  （g）“冷藏冷却箱”指至少有一个保鲜室和一个 l 个冷却室，但是不包含冷冻室的制冷器

具。 

  （h）“冷藏冰箱”指至少有一个保鲜室和一个冷藏室，但没有冷冻室的制冷器具。 

  （i）“保鲜室”指设计用来存储非冷冻食物或饮料的间室，可被分割为几个分间室。 

  （j）“冷却室”指用来存储特别的食物或饮料于一个温度略高于保鲜室温度的间室。 

  （k）“冷藏室”指特用于储存极易腐烂食物的间室。 

  （l）“制冰室”指特用于冷冻和储存冰的低温间室。 

  （m）“冷冻食物储藏室”指专门用来存储冷冻食物的低温间室，按温度划分为以下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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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一星间室’：一个冷冻食物储存室，其温度不高于-6℃； 

  （ii）‘二星间室’：一个冷冻食物储存室，其温度不高于-12℃； 

  （iii）‘三星间室’：一个冷冻食物储存室，其温度不高于-18℃； 

  （iv）‘食物冷冻间室’（或‘四星间室’）：一个间室适合于至少冷冻 4.5kg 食物/每

100 立升存储容量, 并且环境温度 24 小时内下降至-18℃，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 2kg, 适合于在

三星的存储条件下存储冷冻食物，在间室内可以包括两星部分。 

  （v）‘0 星间室’：一个冷冻食物储存室，其温度低于 0℃，也可用来冷冻和存储冰，但

不用于存储高度易腐烂食物； 

  （n）“葡萄酒储藏间室”指专门设计用来短期存储葡萄酒到理想饮用温度或长期存储让酒

成熟的间室，具有以下特征： 

  （i）持续的存储温度，在+5℃到+20℃的区间内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提前预设或人工设

置； 

  （ii）按照制冷器具气候类型对应的每种环境温度，储藏温度随时间变化应不超过 0.5K； 

  （iii）间室的湿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控制，应在 50%到 80%的范围内； 

  （iv）应减少制冷压缩机和其他外部的震动传递到间室； 

  （O）“多用途间室”指具有两种或以上的间室类型温度，可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的使

用说明书设置，持续保持每种类型间室的操作温度范围的间室；然而，本规则规定，具有在一

段有限的时间内可将间室温度调节至一个不同的操作温度范围（如速冻设 备 ）特性的间室不

是多用途间室； 

  （p）“其他间室”指，葡萄酒存储间室以外，打算用于在高于+14℃的温度存储特别的食

物的间室。 

  （q）“两星部分”指没有独立的外门合和盖，其内温度不高于-12℃的冷冻箱、冷冻间

室、三星间室或三星冷动储藏柜的部分； 

  （r）“卧式冷冻柜”指从器具顶部易进入内部间室，或兼具顶开式和直立式，顶开式间室

总容量超过器具总容量的 75%的冷冻柜； 

  （s）“顶开式类型”或“卧式类型”指易于从器具顶部进入间室的制冷器具； 

  （t）“直立式”指从器具的前部易进入间室的制冷器具； 

  （u）“速冻”指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用以降低冷冻箱或冷冻间室的温

度，使未冻的食物快速冷冻。 

  附录Ⅱ 

  家用制冷器具的生态设计要求 

  1. 通用生态设计要求 

  （1）从 2010 年 7 月 1日起： 

  （a）葡萄酒储藏器具，在制造商的说用说明手册中，应提供如下信息：‘本器具打算专门

用于葡萄酒的存储’。 

  （b）家用制冷器具，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以下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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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屉、篮子、搁架的组合可使器具达到最有效使用能源的状态，并 

  ——在制冷器具使用阶段怎样是能源消耗最小化。 

  （2）从 2013 年 7 月 1日起： 

  （a）快速制冷设备，或通过改变调温器温度设置而达到类似功能的冷冻箱和冷冻间室，一

旦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启动后，在不超过 72 小时内应自动回复到之前的正常存

储温度。该要求不适用于配有一个电机控制板的单恒温器单压缩机的冷藏冷冻箱。 

  （b）配有一个电机控制板的单恒温器单压缩机和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可用于环境温度低

于+16℃的冷藏冷冻箱，冬季设置开关或具有保证调整冷冻食物存储温度的类似功能，应能按照

器具安装地的环境温度自动操作。 

  （c）有效容积小于 10 立升的家用制冷器具应在清空后的 1 小时内自动进入电力消耗为 0

Ｗ的状态。 

  2.特殊生态设计要求 

  在本规定范围下的具有相当于或高于 10 立升存储容量的制冷器具，应当符合表 1 和表 2 的

能源消耗指数限值。 

  特殊生态设计要求不适用于： 

  ——葡萄酒存储器具，或 

  ——吸收式制冷器具和属于附录Ⅳ中第 1 点中类别 4-9 的其他形式的制冷器具。 

  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附录Ⅳ规定的步骤计算。 

  

表 1 压缩式制冷器具 

应用日期 能源效率指数（EEI） 

2010 年 7 月 1 日 EEI <55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 <44 

2014 年 7 月 1 日 EEI <42 

 

表 2 吸收式和其他形式制冷器具 

应用日期 能源效率指数（EEI） 

2010 年 7 月 1 日 EEI <150 

2012 年 7 月 1 日 EEI <125 

2015 年 7 月 1 日 EEI <110 

 

  附录 Ⅲ测量 

  为了符合本法规的要求，应使用可靠、准确和重复性好的测试方法，并考虑采用那些普遍

认可的测试方法，包括欧盟在官方公告中以此为目的出版的文件和参考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1.测试的一般条件 

  下列条件应用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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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果抗结露加热器有供终端使用者使用的开关，应打开开关，如果可调节，置于最大加

热状态； 

  2.如果过门装置（如冰或冰水/饮分配器）有供终端消费者使用的开关，在能耗测试期间应

打开开关，但不运行； 

  3.多用途器具和间室，能耗测试期间的存储温度应是依据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要求的能连续

正常使用的最冷间室的名义温度。 

  4.制冷器具的能源消耗由最冷间室确定，所有的其他间室由附录Ⅳ表 5 定义，关于其正常

连续使用的规定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中进行。 

  2.技术参数 

  应设置下列参数： 

  （a）“外型总尺寸”，测量精确至毫米； 

  （b）“使用所需的总空间”，测量精确至毫米； 

  （c）“总毛容积”，测量精确至立方分米或立升的总数； 

  （d）“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 ，测量精确至立方分米或立升的总数； 

  （e）“除霜型”； 

  （f）“储藏温度”； 

  （g）“能源消耗”，以每 24 小时千瓦表示（kWh/24h），保留三位小数； 

  （h）“温度上升”； 

  （i）“冷冻能力”； 

  （j）“电力消耗”，以瓦测量，四舍五入至两位小数； 

  （k）“葡萄酒储藏湿度”，以百分比表示，四舍五入至整数。 

  附录 Ⅳ能源效率指数计算方法 

  1.家用制冷器具的分级 

  家用制冷器具按照表 1 的类别分级。每种类别在表 2 中通过特定的间室组成予以定义，独

立于门和抽屉的数量。  

表 1 家用制冷器具分类 

类别 名称 

1 有一个或多个保鲜间室的冷藏箱 

2 冷藏冷却箱，冷却和葡萄酒存储器具 

3 冷藏冷却箱和有 1 个 0 星间室的冷藏箱 

4 有 1 个 1 星间室的冷藏箱 

5 有 1 个 2 星间室的冷藏箱 

6 有 1 个 3 星间室的冷藏箱 

7 冷藏冷冻箱 

8 直立式冷冻箱 

9 卧式冷冻箱 

10 多用途和其他制冷器具 

  不能按照第 1-9 类分级的家用制冷器具划到第 10 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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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用制冷器具分级和相关间室构成 

名义温度（EEI）

（℃） 

设计

温度 
12 12 5 0 0 -6 

-

12 
-18 

-

18 类

别

号 间室类型 其他 

葡萄

酒存

储 

冷

却 

保

鲜 

冰

温 

0 星/

制冰 

1

星 

2

星 
3 星 

4

星 

器具类别 间室构成 

有一个或多个保鲜

间室的冷藏箱 
N N N Y N N N N N N 1 

冷藏冷却箱，冷却

和葡萄酒存储器具 

O O O Y N N N N N N 

2 O O Y N N N N N N N 

N Y N N N N N N N N 

冷藏冷却箱和有 1

个 0 星间室的冷藏

箱 

O O O Y Y O N N N N 
3 

O O O Y O Y N N N N 

有 1 个 1 星间室的

冷藏箱 
O O O Y O O Y N N N 4 

有 1 个 2 星间室的

冷藏箱 
O O O Y O O O Y N N 5 

有 1 个 3 星间室的

冷藏箱 
O O O Y O O O O Y N 6 

冷藏冷冻箱 O O O Y O O O O O Y 7 

立式冷冻箱 N N N N N N N O 
Y

（a） 
Y 8 

卧式冷冻箱 N N N N N N N O N Y 9 

多用途和其他制冷

器具 
O O O O O O O O O O 10 

注： 

Y=有间室 

N=没有间室 

O=可选择有无间室 
（a）

也包括 3 星冷冻柜 

 

  家用制冷器具按气候类型的分级见表 3。 

  

表 3 气候等级 

等级 符号 环境平均温度℃ 

亚温带 SN +10～+32 

温带 N +16～+32 

亚热带 ST +16～+38 

热带 T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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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冷器具应能够保持不同间室同时要求的储藏温度和表 4 列出的不同类型家用制冷器具对

应不同气候等级允许的温度误差（在除霜期）。 

  多用途器具和/或间室应能保持不同间室类型要求的储藏温度，这些温度可由终端使用者按

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 

  

表 4 储藏温度 

储藏温度℃ 

其他

间室 

葡萄酒储

存间室 

冷却间

室 
保鲜间室 

冰温

间室 

1 星

间室 

2 星间

室/部分 

食物冷冻和

三星间室/柜 

tom twma tcm t1m,t2m, t3m, tma tcc t
*
 t

**
 t

***
 

＞+14 
+5≤twma

≤+20 

+8≤tcm

≤+14 

0≤t1m,, t2m, t3m, 

≤+8；tma≤+4 

-2≤

tcc≤

+3 

≤-6 
≤-12
（a）

 
≤-18

（a）
 

注： 

tom：其他间室的储藏温度 

twma：具有 0.5k 变化的葡萄储存间室的储藏温度 

tcm：冷却间室的储藏温度 

t1m,t2m,t3m：保鲜间室的储藏温度 

tma：保鲜间室的平均储藏温度 

tcc：冰温间室的即时储藏温度 

t
*
，t

**
，t

***
：冷冻储存间室的最高温度制冰间室和 0 星间室的储藏温度低于 0℃ 

（a）
无霜家用制冷器具在除霜期，4 小时内或持续运行周期的 20%，取较短的，温度变化不应

超过 3K。 

 

  2.等效容积的计算 

  家用制冷器具的等效容积是所有间室等效容积之和。以立升计算，四舍五入为最近的整

数。 

   

  其中： 

  ——n 为间室数目 

  ——VC为间室容积 

  ——TC为表 2 列出的间室名义温度 

  — 为表 5 中列出的热力学因素 

  —FFCCC 和 BI 为表 6 中列出的容积校正因子。 

  热力学校正因子 是间室的名义温度 TC（表 2 中定义 ）和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环

境温度+25℃的温度差值，以保鲜间室+5℃的同样差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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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室的热力学因子在附件Ⅰ（i）点中已有描述，在表 5 中列出。 

  

表 5 制冷器具间间室的热力学因子 

间室 名义温度 （25-TC）/20 

其他间室 设计温度 
  

冷却间室/葡萄酒储存间室 +12℃ 0.65 

保鲜间室 +5℃ 1 

冰温间室 0℃ 1.25 

制冰间室和 0 星间室 0℃ 1.25 

1 星间室 -6℃ 1.55 

2 星间室 -12℃ 1.85 

3 星间室 -18℃ 2.15 

食物冷冻间室（4 星间室） -18℃ 2.15 

 

  注： 

  （ⅰ）多用途间室，热力学因子由表 2 给出的最冷间室类型的名义温度确定，可由终端使

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连续保持。 

  （ⅱ）任意的 2 星部分（冷冻箱内）热力学因子由 TC=-12℃确定 

  （ⅲ）其他间室热力学因子由可由终端使用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连续保持的最

冷的设计温度确定。 

  

表 6 校正因子限值 

校正因子 限值 条件 

FF（免除霜） 
1.2 适用于免除霜食物冷冻间室 

1 其他 

CC（气候等级） 

1.2 适用于 T 级（热带）器具 

1.1 适用于 ST 级（亚热带）器具 

1 其他 

BI（嵌入式） 
1.2 宽度低于 58cm 的嵌入式器具 

1 其他 

 

  注： 

  （ⅰ）FF 为免除霜间室的容积校正因子。 

  （ⅱ）CC 为给定气候等级的容积校正因子。如果制冷器具被按照不止一种气候等级分类，

使用最高校正因子的气候等级来计算等效容积。 

  （ⅲ）BI 为嵌入式器具的容积校正因子。 

  3.能源消耗指数的计算 

  为了计算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效指数 EEI，年度能源消耗和标准年度能源消耗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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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源消耗指数（EEI）计算和四舍五入至一位小数，如下： 

   

  其中： 

  ——AEC=家用制冷器具的每年能源消耗 

  ——SAEC=标准的家用制冷器具每年能源消耗 

  （2）每年的能源消耗（AEC）以 kWh/年计算，四舍五入至两位小数，如下： 

  AEC=E24h×365 

  其中： 

  ——E24h为家用制冷器具 24 小时的能源消耗，四舍五入至三位小数 

  （3）标准每年能源消耗（SAEC）以 kWh/年计算，四舍五入至两位小数，如下： 

   

  其中： 

  ——Veq为家用制冷器具的等效容积 

  ——CH 相当于带有一个储存容积至少为 15 立升的冰温间室的家用制冷器具，每年 50 千瓦

时 

  ——每种家用制冷器具类别的 M 和 N 的值在表 7 中给出。 

  

表 7 每种家用制冷器具类别的 M 和 N 值 

类别 M N 

1 0.233 245 

2 0.233 245 

3 0.233 245 

4 0.643 191 

5 0.45 245 

6 0.777 303 

7 0.777 303 

8 0.539 315 

9 0.472 286 

10 （*） （*） 

注： 

（*）第 10 类家用制冷器具的 M 和 N 值取决于最低储藏温度的间室的温度和星级评级，可由

终端消费者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设置和持续保持。仅当附件Ⅰ表 2（p）点中定义的“其他

件事”存在时，才使用类别 1 的 M 和 N 值。具有三星间室或食物冷冻间室的可视作冷藏冷冻

箱。 

 

  附件Ⅴ 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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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检验附录Ⅱ列出的要求的符合性，成员国的官方机构应测试一台家用制冷器具。如果

测试参数不符合按照第 4 条第 2 款制造商声明的明示值，并考虑表 1 规定的偏差范围，应在另

外三台家用制冷器具上重新进行测试。这三台家用制冷器具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应符合附录

列出的要求，并应符合表 1 的偏差范围。 

  否则，该型号和其他等效的该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会被视为不合格。 

  表 1 

测量参数 检验允差 

额定毛容积 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3%或 1 立升，取较大值。 

额定有效容积 

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3%或 1 立升，取较大值。 

冷却间室和保鲜间室可调的话，若使用者调至另一个，本测试

的不确定度适用于冷却间室调制最小容积。 

冷冻能力 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10%。 

能源消耗 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E24h）的 10%。 

有效容积小于 10 立升的家

用制冷器具的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大于附录Ⅱ第 1 条 2（c）款的限值，在 95%的置信

水平上不超过 0.10 瓦。 

葡萄酒储藏器具 相对湿度的实测值不应超过标称范围的 10%。 

（*）“额定值”指由制造商的明示值。 

 

  除了附录Ⅲ规定的程序，成员国官方机构应使用可靠、准确和重复性好的测试方法，并考

虑采用那些普遍认可的测试方法，包括欧盟在官方公告中以此为目的出版的文件和参考标准中

规定的方法。 

  附录Ⅵ 

  家用制冷器具的指导基准 

  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市场中采用最好技术的家用制冷器具，能源效率指数（EEI）和噪声如

下： 

  压缩式冷藏箱： 

  ——EEI=29.7，T 气候等级下，1 个保鲜室总有效容积为 300 立升，加 1 个 25 立升的冰温

室，每年能源消耗量 115 千瓦； 

  ——噪声=33dB（A） 

  吸收式冷藏箱： 

  ——EEI=97.2，N 气候等级下，1 个保鲜室总有效容积为 28 立升，每年能源消耗量 245 千

瓦； 

  ——噪声≈0dB（A） 

  压缩式冷藏冷冻箱： 

  ——EEI=28.0，T 气候等级下，总有效容积为 255 立升，包括 1 个 236 立升保鲜室和 1 个 4

星冷冻室，每年能源消耗量 157 千瓦； 

  ——噪声=33dB（A） 

  压缩式直立冷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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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I=29.3，T 气候等级下，1 个 4 星冷冻室总有效容积为 195 立升，每年能源消耗量

172 千瓦； 

  ——噪声=35dB（A） 

  压缩式卧式冷冻箱： 

  ——EEI=27.4，T 气候等级下，1 个 4 星冷冻室总有效容积为 223 立升，每年能源消耗量

115 千瓦； 

  ——噪声=37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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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ERP 实施措施-洗衣机 

  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家用洗衣机生态设计要求的 

  第 2009/125/EC 号指令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共体条约的要求，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9 年 10 月 21 日颁布的

第 2009/125/EC 号指令，该指令为制定耗能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建立了一个框架，特别是

其中的第 15 条第（1）款。 

  为此，在与生态设计咨询论坛进行磋商后，鉴于： 

  （1）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针对耗能相关产品呈现出来的巨大销售量和贸易量，对

环境造成极大冲击的现实，并且就对环境冲击而言无需承担过度的费用就能改善此情况所存在

的巨大潜力，欧盟委员会应制定出的生态设计要求。 

  （2）欧盟委员会在第 2009/125/EC 号指令中第 16条第（2）款中第一句提到，根据第 19

条第（3）款提到的程序和第 15 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并且经过与生态设计论坛磋商，委员

会将酌情制定家用器具，包括家用洗衣机的测试方法。 

  （3）委员会开展了初步研究，针对典型的家庭使用的洗衣机的技术、环境和经济方面进行

了分析。该研究是与欧共体内利益相关并且感兴趣的团体及第三方国家一起开展，并且研究结

果已经向公众公示。 

  （4）本条例应涵盖设计用于家庭洗衣房的产品。 

  （5）家用洗干一体机具有特殊的特性，因此不包括在本条例范围内。然而，他们提供了和

家用洗衣机类似的功能，应尽可能地由第 2009/125/EC 号指令的另一个实施方法所涉及。 

  （6）就所涵盖产品的环境因素，在本条例范围内认为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使用状态的耗电量

和用水量。2005 年，在欧共体内部本条例所涵盖产品的年耗电量和用水量已经分别达到 35TWh

和 221,300 万 m
3
。除非采取特殊措施，年耗电量和用水量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37.7TWh 和

205,100 万 m
3
。初步研究表明，本条例所涵盖的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可能得到显著降低。 

  （7）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一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而家用洗衣机在使用阶段的耗电量和用水量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8）本条例涵盖产品的耗电量和用水量，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

降低购买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并且使其变得更加高效。 

  （9）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和用水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该能够超过在生产阶段造

成的所有额外的环境冲击。 

  （10）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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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针对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采用可靠性好，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的方法。应考虑采

用那些目前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纳的协调标准中的方法，以上标准在欧洲议

会和委员会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第 98/34/EC 号指令的附录一中列出，该指令还规定了在

技术标准和法规中提供信息以及在信息社会服务领域提供规则的程序。 

  （12）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规定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 

  （13）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五和附录六中提到的技

术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4）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15）本条例规定的测试方法是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制定的，该委员会是依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19 条第（1）款成立的。 

  欧盟委员会已采纳以下条例： 

  第 1 条主旨和范围 

  1.本条例制定了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洗衣机和也可以由电池供电的家用电动洗衣机的

生态设计要求，包括那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洗衣机。 

  2.本条例不适用于家用洗干一体机。 

  第 2 条定义 

  除 2009/125/EC 号指令中第 2 条规定的定义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条例： 

  1.“家用洗衣机”是指能够用水洗涤和漂洗织物，具有脱水功能，并且设计主要用于非专

业人士的全自动洗衣机； 

  2.“全自动洗衣机”是指在程序进行过程中，任何时候负载都能够完全由机器处理而无需

使用者干预的洗衣机； 

  3.“家用洗干一体机”是指即具有脱水功能，又具有烘干织物功能的家用洗衣机，通常是

通过加热和在滚筒中翻转来进行烘干； 

  4.“程序”是指预定义的一系列操作，该操作由制造商明示适合洗涤特定种类的织物； 

  5.“周期”是指由选择的程序定义的完整的洗涤、漂洗和脱水过程。 

  6.“程序时间”是指从程序开始（不包含任何终端用户程序设定的延迟）直到程序结束消

耗的时间； 

  7.“额定容量”是指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洗衣机所选择的程序

能够处理的某种特定类型干燥织物的最大质量，以 kg 为单位，0.5kg 为间隔； 

  8.“部分负载”是指家用洗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9.“含水率”是指脱水结束后负载中所含有水分的量； 

  10.“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洗衣机连接至电源，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使用时，通过器具上

用户可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家用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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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获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没有控制器，“关机模式”是指家

用洗衣机被放至恢复到自身功率消耗的稳定状态； 

  11.“待机模式”是指程序结束后，除了取出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洗衣

机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12.“等效洗衣机”是指投放至市场的某个型号家用洗衣机，与投放至市场的另一个型号家

用洗衣机具有相同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用水量和洗涤、脱水时的声学噪声，

由相同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业代号。 

  第 3 条生态设计要求 

  附录一的第 1 条规定了家用洗衣机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附录一的第 2 条规定了家用洗衣

机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第 4 条合格评定 

  1.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中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应该是该指令附录四规定的内部

设计控制系统，或者是该指令附录五规定的管理系统。 

  2.按照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进行合格评定时，技术文档和文件应包含本条例附录

二中规定的计算过程副本。 

  对于某型号的家用洗衣机，如果其技术文件中包含的信息已经在其设计的基本型号的计算

中获得，或者可以从其他等效洗衣机推算得到，或两者兼而有之，则技术文件应包括此计算过

程或推算的详细信息，或两者均有，还应包括制造商为核实计算准确性进行的试验。对于此类

情况，技术文件中应包含所有其他等效家用洗衣机的型号列表，该技术文件中的信息是由同一

个基本型号获得。 

  第 5 条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 

  当参照第 2009/125/EC 条指令第 3（2）条进行市场监督检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本条例附

录一规定的要求时，成员国官方机构应使用本条例附录三中规定的检验程序。 

  第 6 条基准 

  附录四列出了本条例实施之日，市场上性能最好的家用洗衣机的指导性基准。 

  第 7 条修订 

  鉴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委员会应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对其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

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复审应对附录三规定的测试允差及制定漂洗和脱水-烘干效率要求的

时机进行特殊评估。 

  第 8 条生效 

   1．本条例在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附录一第 1 条（1）和（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2 年=大约在 2012 年 7 月】开始实施。 

  附录一第 1 条（3）中规定的生态设计通用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4 年=大约在

2014 年 7 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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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第 2 条（1）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 1 年=大约在

2011 年 7 月】开始实施。 

  附录一第 2 条（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三年=大约在

2013 年 7 月】开始实施。 

  本条例全部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 

  制定于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 

  主席 

   附录 I 生态设计要求 

  1.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 

  （1）进行家用洗衣机的能耗和其他参数计算时，应使用清洗常用污染物的棉负载 40℃和

60℃程序（下文称“标准棉程序”）。这些程序应该在家用洗衣机的程序选择装置或显示屏上

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在两者都标识出来，表示为“标准 60℃棉程序”和“标准 40℃

棉程序”。 

  （2）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 

  （a）标准 60℃和 40℃棉程序，指的是“标准 60℃棉程序”和“标准 40℃棉程序”，应指

出他们适合清洗常用污染物的棉负载，并且就能耗和水耗而言，他们是洗涤该类棉负载效率最

高的程序； 

  （b）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的耗电量； 

  （c）在使用全部负载或部分负载状态下，或两者，主要洗涤程序的程序时间、含水率、耗

电量和用水量的指导信息； 

  （d）关于适合不同洗涤温度的洗涤剂类型的建议； 

  （3）家用洗衣机应向终端用户提供 20℃的洗涤程序。此程序应在家用洗衣机的程序选择

装置或显示屏上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在两者都标识出来。 

  2.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家用洗衣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从欧盟的官方公告发布后 1 年【 ****年**月】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68； 

 对于额定容量大于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净效率指数（IW）应大于 1.03； 

 对于额定容量等于或小于 3kg 的家用洗衣机，洗净效率指数（IW）应大于 1.00；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用水量（Wt）应： 

   

  式中： 

  Ｃ—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

的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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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欧盟的官方公告发布后 3 年【 ****年**月】 

 对于额定容量等于或大于 4kg 的家用洗衣机，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59； 

 对于所有的家用洗衣机，用水量（Wt）应： 

   

  式中： 

  —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

负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能源效率指数（EEI）、洗净效率指数（IW）和用水量（Wt）根据附录二进行计算。  

   附录 II 能源效率指数、洗净性能、用水量和含水率计算方法 

  1.能源效率指数计算 

  为计算某型号家用洗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用该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和

部分负载状态下和标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年耗电量与标准年耗电量进行比

较。 

  i）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j）标准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Ｃ=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额定容量或标准 4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

的额定容量，两者取较小者。 

  k）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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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每年标准洗涤程序运行周期数。 

  ii.如果家用洗衣机带有电源管理功能，程序结束后自动转入关机模式，考虑到待机模式的

有效时间，则年耗电量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l）耗电量（Et）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 为单位，并圆整至三位小数： 

   

  m）关机功率（Po）按照下式计算，以 W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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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待机功率（Pt）按照下式计算，以 W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o）程序时间（Tt）按照下式计算，以 min 为单位，并圆整至分： 

   

  p）待机模式时间（Tt）按照下式计算，以 min 为单位，并圆整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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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洗净效率指数计算 

  为计算洗净效率指数（IW），用家用洗衣机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和部分负载状态下和标

准 40℃棉程序在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洗净效率与参比洗衣机的洗净率进行比较。上面提到的

参比洗衣机应具有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测试方法中规定的特性，包括那些欧盟在官方公告中以

此为目的出版的文件和参考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d）加权洗净效率指数 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 3 位小数： 

   

  e）标准棉程序的洗净效率指数（P）按照下式计算： 

  

 

  f）洗净效率（W）是每块污染布在试验程序结束后反射率的平均值。 

  3.用水量计算 

  用水量（WT）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WT= WT·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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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WT，60=标准 60℃棉程序在满载状态下的用水量。 

  4.含水率计算 

  程序的含水率以百分比计算，并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比。 

  附录 III 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 

  为检验与附录一中列出要求的符合性，成员国的官方机构应测试一台家用洗衣机。如果测

试参数不符合制造商在第 4 条第 2 款意义的明示值，并考虑表 1 中规定的偏差范围，应在另外

三台家用洗衣机上重新进行测试。除耗电量的实测值不应超过其额定值（Et）6%外，这三台家

用洗衣机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应符合表 1 规定的偏差范围要求。 

  否则，认为该型号和其他等效型号的家用洗衣机不符合附录一中规定的要求。 

  成员国的官方机构应使用可靠、准确和重复性好的测试程序，应考虑采用那些目前得到普

遍认可的测试方法，包括那些欧盟在官方公告中以此为目的出版的文件和参考标准中规定的方

法。 

  表 1 

测量参数 检验允差 

年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年耗电量（AEC）额定值 10% 

洗净效率

指数 
实测值不应低于洗净效率指数（IW）额定值 4% 

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耗电量（Et）额定值 10% 

程序时间 实测值不应长于程序时间（Tt）额定值 10% 

用水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用水量（Wt）额定值 10% 

关机功耗

和待机功

耗 

如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超过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 10%。如

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小于或等于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其额定值

0.10W。 

待机模式

持续时间 
实测值不应超过（Ti）额定值 10% 

 

  *“额定值”是指制造商的明示值。 

   附录 IV 基准 

  在本条例实施之日，市场上可获得的技术最好的家用洗衣机，其在满载状态下标准 60℃棉

程序的耗电量和用水量、洗净效率和洗涤/漂洗时发出的声学噪声分别如下： 

   1.额定容量为 3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0.70kWh/cycle（或 0.23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141.86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29.36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 220 个周期消耗 858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3/74dB（A）基准量 1pW。 

   2.额定容量为 4.5kg的家用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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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耗电量：0.76kWh/cycle（或 0.17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152.95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40.45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40L/cycle，对应的 220 个周期消耗 880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5/70dB（A）基准量 1pW。 

   3.额定容量为 5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0.850kWh/cycle（或 0.17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169.60kWh/year，其

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57.08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期消耗 858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3/73dB（A）基准量 1pW。 

   4.额定容量为 6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1.02kWh/cycle（或 0.17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201.00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88.50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39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期消耗 858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4/78dB（A）基准量 1pW。 

   5.额定容量为 7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1.02kWh/cycle（或 0.15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201.00kWh/year，其中

220 个周期消耗 188.50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43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期消耗 946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10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7/73dB（A）基准量 1pW； 

  e）洗涤和脱水（14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9/76dB（A）基准量 1pW； 

  f）洗涤和脱水（12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48/62dB（A）基准量 1pW（对于嵌装式家

用洗衣机）。 

   6.额定容量为 8kg 的家用洗衣机： 

  a）耗电量：1.200kWh/cycle（或 0.15kWh/kg），对应的年耗电量为 234.26kWh/year，其

中 220 个周期消耗 221.76kWh/year，低功率模式状态消耗 12.5kWh/year； 

  b）用水量：56L/cycle，对应的年用水量为 220 个周期消耗 12320L/year； 

  c）洗净效率指数：IW为 1.03； 

  d）洗涤和脱水（14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4/71dB（A）基准量 1pW； 

  e）洗涤和脱水（1600rpm）时发出的声学噪声：54/74dB（A）基准量 1pW。 

  *为进行上述年耗电量评估，按照附录二中规定的公式计算时使用如下参数：程序时间

90min，关机模式功率 1W，待机模式功率 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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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ERP 实施措施-滚筒干衣机 

  委员会条例（EU）932/2012 号 2012 年 10 月 3 日 

  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家用滚筒干衣机生态设计要求的第 2009/125/EC 指令的补充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共体条约的要求，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9 年 10 月 21 日颁布的

第 2009/125/EC 号指令，该指令为制定耗能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建立了一个框架，特别是

其中的第 15 条第（1）款。 

  为此，在与生态设计咨询论坛进行磋商后，鉴于： 

  （1）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针对耗能相关产品呈现出来的巨大销售量和贸易量，对

环境造成极大冲击的现实，并且就对环境冲击而言无需承担过度的费用就能改善此情况所存在

的巨大潜力，欧盟委员会应制定出的生态设计要求。 

  （2）欧盟委员会在第 2009/125/EC 号指令中第 16条第（2）款中提到，委员会应酌情制定

家用器具（包括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测试方法。 

  （3）委员会开展了初步研究，针对典型的家庭使用的滚筒干衣机技术、环境和经济方面进

行了分析。该研究是与欧共体内利益相关并且感兴趣的团体及第三方国家一起开展，并且研究

结果已经向公众公示。 

  （4）本条例应涵盖设计用于家庭干衣房的产品。 

  （5）家用洗干一体机具有特殊的特性，因此不包括在本条例范围内。 

  （6）就所涵盖产品的环境因素，在本条例范围内认为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使用状态的耗电

量。2005 年，在欧共体内部本条例所涵盖产品的年耗电量达到 21TWh。除非采取特殊措施，年

耗电量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31TWh。初步研究表明，本条例所涵盖的产品的耗电量可能得到显

著降低。 

  （7）初步研究表明，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一的第 1 部分提到的关于其他生态设计参

数的要求不是必需的，因为，目前家用滚筒干衣机在使用阶段的耗电量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依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6 条第（2）款，成员国不得以附录 I 第 1 部分中涉及的生态设计

要求为由，禁止、限制或阻止家用滚筒干衣机在其领土范围内出售或使用，因为本条例指出生

态设计要求不是必需的。 

  （8）应通过应用现有的更加经济有效的非专利技术，降低购买和使用此类产品的总成本，

以使家用滚筒干衣机变得更加高效。 

  （9）生态设计要求不应影响终端用户期望的功能，也不应对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另外，在使用阶段因耗电量减少而获得的益处应该能够超过在生产和废弃阶段造成

的所有额外的环境影响。 

  （10）为了使制造商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设计本条例涵盖的产品，应逐步推行生态设计要

求。在确保按期实现本条例规定目标的同时，在时间安排上应尽量避免针对市场在售产品的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还要考虑到价格因素对终端用户和生产企业，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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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针对相关产品参数的测试应采用可靠性好，准确度高，重现性好的方法。应考虑采

用那些目前得到普遍认可、并被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纳的协调标准中的方法，以上标准在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第 98/34/EC 号指令的附录一中列出，该指令还规定了在

技术标准和法规中提供信息以及在信息社会服务领域提供规则的程序。 

  （12）根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8 条，本条例应对切实可行的合格评定程序做出规

定。 

  （13）为了便于符合性检查，制造商应在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五和附录六中提到的技

术文档中提供关于本条例规定要求的相关信息。 

  （14）除了本条例中规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还应给出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最好的指导

性基准，以确保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受到本条例约束的产品的环保性能信息能够广泛和易于

获取。 

  （15）本条例规定的测试方法是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制定的，该委员会是依据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 19 条第（1）款成立的。 

  欧盟委员会已采纳以下条例： 

  第 1 条主旨和范围 

  1.本条例规定了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和燃气滚筒干衣机以及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生态

设计要求，包括哪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滚筒干衣机。 

  2.本条例不适用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和家用旋转脱水机。 

  第 2 条定义 

  除 2009/125/EC 号指令中第 2 条规定的定义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条例： 

  （1）“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由的旋转的滚筒中的热空气对织物进行干燥的器具，其设计

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2）“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打算安装在橱柜内、制备好的凹墙内或类似位置的家用

滚筒干衣机，此类器具需要家具加工； 

  （3）“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是指包括旋转脱水功能以及通过加热和滚动方法使织物干

燥的家用洗衣机； 

  （4）“家用旋转脱水机”，商业场合也被称为“旋转干衣机”，是指利用旋转桶的离心力

将织物中的水甩干，并且通过自动抽水机将水排出的器具，其设计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5）“排气式滚筒干衣机”是指带有引入新鲜空气入口的滚筒干衣机，烘干织物后，通过

出口将潮湿空气排到房间或室外； 

  （6）“冷凝式滚筒干衣机”是指通过冷凝空气去除水分完成干衣过程的滚筒干衣机； 

  （7）“自动滚筒干衣机”是指当负载达到一定含水率，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例如

通过电导率或温度探测含水率； 

  （8）“非自动滚筒干衣机”经过一段预订程序之后，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通常通

过定时器控制，也可以通过手动断开； 

  （9）“程序”是指预选确定的、由生产商规定适合干燥特点类型织物的一系列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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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周期”是指通过程序选择确定完整的干燥过程； 

  （11）“程序时间”是指从程序开始到程序完成所消耗的时间，不包括任何终端用户的程

序延迟。 

  （12）“额定容量”是指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滚筒干衣机所选

择的程序能够处理的特定类型织物的最大质量，单位为 kg，0.5kg 间隔。 

  （13）“部分负载”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14）“冷凝效率”是指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冷凝式滚筒干衣机冷凝湿气的质量与从负

载中去除的湿气质量的比值。 

  （15）“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连接至电压，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使用时，

通过器具上用户可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器

具，所能获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用户终端没有控制器或开关，

“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自身恢复到功率消耗稳定状态的情况。 

  （16）“待机模式”是指程序结束后，除了去除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

洗衣机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17）“等效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市场上出售的某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与投放至

市场的另一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具有相同的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相应的

冷凝效率、标准棉程序时间以及烘干时的声学噪声，由相同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

业代号。 

  （18）“标准棉程序”是指将棉织物由最初的 60%含水率烘干至 0%含水率的周期。 

  第 3 条生态设计要求 

  附录 I 的第 1 条规定了家用洗衣机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附录 I 的第 2 条规定了家用洗衣

机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 

  关于第 2009/125/EC 号指令附录 I 第 1 部分提到的其他生态设计参数的生态设计要求是不

必要的。 

  第 4 条合格评定 

  1.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中提及的合格评定程序，应该是该指令附录四规定的内部

设计控制系统，或者是该指令附录五规定的管理系统。 

  2.按照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八条进行合格评定时，技术文档和文件应包含本条例附录

二中规定的计算过程副本。 

  对于某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如果其技术文件中包含的信息已经在其设计的基本型号的

计算中获得，或者可以从其他等效干衣机推算得到，或两者兼而有之，则技术文件应包括此计

算过程或推算的详细信息，或两者均有，还应包括制造商为核实计算准确性进行的试验。对于

此类情况，技术文件中应包含所有其他等效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型号列表，该技术文件中的信息

是由同一个基本型号获得。 

  第 5 条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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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参照第 2009/125/EC 条指令第 3（2）条进行市场监督检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本条例附

录一规定的要求时，成员国官方机构应使用本条例附录三中规定的检验程序。 

  第 6 条基准 

  附录四列出了本条例实施之日，市场上性能最好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指导性基准。 

  第 7 条修订 

  鉴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委员会应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对其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

提交给生态设计咨询论坛。复审应对附录 3 规定的测试允差及排气器具的效率进行特殊评估。 

  第 8 条生效 

  1.本条例在欧盟官方公告发布后第 20 天开始实施。 

  2.本条例应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然而： 

  （a）附录一第 1 条（1）和（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应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开始

实施。 

  （b）附录一第 2 条（2）中规定的生态设计的特殊要求应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本条例全部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 

  制定于布鲁塞尔 2012年 10 月 3 日 

  欧盟委员会 

  主席 

  附录 I 生态设计要求 

  1.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 

  1.1 计算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耗和其他参数时，应使用将棉织物由最初的 60%含水率烘干至

0%含水率的程序（即 “标准棉织物程序”）。这一程序应在家用滚筒干衣机程序选择装置或显

示屏上明确标识出来，如有的话，或者两者都标识出来，表示为“标准棉织物程序”或统一的

符号，或两者的适当组合，对于具有自动程序选择的或具有自动选择干衣程序以及保持所选程

序功能的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织物程序应被设置为默认工作周期。如果滚筒干衣机为自动

滚筒干衣机，应自动执行“标准棉织物程序”。 

  1.2 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手册应提供： 

  （a）“标准棉织物程序”的信息，应指出它适用于干燥常用湿棉衣物，并且就能耗而言，

他们是烘干棉衣物效率最高的程序； 

  （b）关机模式和待机模式的耗电量； 

  （c）在使用全部负载或部分负载状态下，程序时间和耗电量的指导信息； 

  2.生态设计特殊要求 

  家用滚筒干衣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2.1 从 2013 年 11 月 1日起 

  ——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85； 

  ——对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加权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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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从 2015 年 11 月 1日起 

  ——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应小于 76； 

  ——对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加权冷凝效率不应小于 70%； 

  能源效率指数（EEI）和加权冷凝效率依据附录 II 进行计算。 

  附录 II 

  能源效率指数和加权冷凝效率的计算方法 

  1.能源效率指数计算 

  为了计算某型号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程序在满载

和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年耗电量与其标准年耗电量进行比较。 

  （a）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式中： 

  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加权年耗电量； 

  S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b）标准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对所有家用滚筒干衣机，排气式除外： 

   

  ——对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式中： 

  c-是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织物程序对应的额定容量； 

  Tt-是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c）加权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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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装有功率管理系统，程序结束后自动转入关机模式，此时，应

考虑待机模式的有效时间，加权年耗电量计算如下： 

   

  其中： 

  ——Tl=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待机模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d）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Tt 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其中： 

  ——T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T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e）加权年耗电量（Et）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E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E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f）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及，部分负载和全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能源消耗按照下式

技术，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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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权冷凝效率的计算 

  程序的冷凝效率是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桶内收集湿气的质量与通过程序从负载中去除的

湿气质量的比值，后者是干燥前湿负载与干燥后负载的质量差值。为了计算加权冷凝效率，应

考虑满载和部分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平均冷凝效率。 

  程序的加权冷凝效率（Ct）计算如下，单位%，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数： 

   

  平均冷凝效率由测试运行的冷凝效率计算得出，用百分比表示： 

   

  附录 III 市场监督的检验程序 

  为了检验和认证本条例所述要求的符合性，应使用协调标准（欧盟公报中颁布了协调标准

的编号）或其他可靠、准确、可重复以及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测试程序进行测试和计算，其结

果的不确定性很低。 

  为检验与附录一中列出要求的符合性，成员国的官方机构应测试一台家用滚筒干衣机。如

果测试参数不符合制造商在第 4 条第 2 款意义的明示值，并考虑表 1 中规定的偏差范围，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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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台家用滚筒干衣机上重新进行测试。这三台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应

符合表 1 规定的偏差范围要求。 

  否则，认为该型号和其他等效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不符合附录一中规定的要求。 

  

  表 1 

测量参数 检验误差 

加权年耗电

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年耗电量（AEC）额定值*6% 

加权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耗电量（Et）额定值 6% 

加权冷凝效

率 
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Ct）的 6% 

加权程序时

间 
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Tt）的 6% 

关机和待机

模式的功耗 

如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超过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 6%。如

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小于或等于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其额定值

0.10W。 

待机模式持

续时间 
实测值不应超过（Ti）额定值 6% 

*“额定值”是指制造商的明示值，其中 6%的不确定度表示对于新标签/生态设计要求（包括

全负载和部分负载周期），采用新测试方法测量相关参数时，当前可接受的测试试验误差。 

 

   附录 IV 基准 

  本条例实施之日起，市场上可获得的技术最好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其标准棉织物程序在工

作时的耗电量和噪声分别如下： 

  （1）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3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1.89kWh/周期，大约为 247kWh/年（*）； 

  （b）噪声为：69dB。 

  （2）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5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2.70kWh/周期，大约为 347kWh/年（*）； 

  （b）噪声为：无法提供。 

  （3）燃气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额定容量 5kg： 

  （a）燃气消耗：3.25 kWh 气体/周期，等同于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时的 1.3kWh。年消耗量

无法提供。 

  （b）噪声：无法提供。 

  （4）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额定容量 5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3.10kWh/周期，大约为 396kWh/年（*）； 

  （b）噪声为：无法提供。 

  （5）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6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3.84kWh/周期，大约为 487kWh/年（*）； 

  （b）噪声为：6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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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6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1.58kWh/周期，大约为 209kWh/年（*）； 

  （b）噪声为：无法提供。 

  （7）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7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3.9kWh/周期，大约为 495kWh/年（*）； 

  （b）噪声为：65dB。 

  （8）燃气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额定容量 7kg： 

  （a）燃气消耗：3.4 kWh 气体/周期，等同于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时的 1.36kWh。年消耗量

无法提供。 

  （b）噪声：无法提供。 

  （9）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7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1.6kWh/周期，大约为 211kWh/年（*）； 

  （b）噪声为：65dB。 

  （10）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8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4.1kWh/周期，大约为 520kWh/年（*）； 

  （b）噪声为：65dB。 

  （11）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的额定容量 8kg： 

  （a）耗电量：满载标准棉织物周期为 2.3kWh/周期，大约为 297kWh/年（*）； 

  （b）噪声为：无法提供。 

  （*）计算假设部分负载标准棉织物程序每年 160 个工作周期的耗电量与满负载耗电量的

60%相等，低功率模式下的额外耗电量为 13.5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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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新能源标签框架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0/30/EU 号指令 

  2010 年 5 月 19 日 

  关于用能产品对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的标准产品信息和标志的说明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考虑到《欧盟运行条约》，尤其是第 194（2）条的规定、欧盟委

员会的建议和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意见，同时咨询了地区委员会，执行普通立法程序： 

  （1）1992 年 9 月 22 日颁布的欧盟理事会第 92/75/EEC 号指令—关于家用电器（3）对能

源和其他资源消耗的标准产品信息和标志的说明，已逐步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由于还要做进

一步的修订，应使指令内容越来越清晰。 

  （2）第 92/75/EEC 号指令的适用范围是家用电器。通讯委员会于 2008 年 7月 16 日颁布的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和可持续工业政策行动计划表明，第 92/75/EEC 号指令将对能源消耗有显著

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用能产品纳入范围，可以加强现有立法措施之间的协同效应，尤其是欧洲

议会和欧盟理事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颁布的第 2009/125/EC 号指令—确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

计要求的框架（5）。本指令不应损害第 2009/125/EC 号指令的应用，而是与该指令和欧盟其他

规定一起，构成更广泛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全面带动更大的能源节约和环境效益。 

  （3）2007 年 3 月 8 日和 3 月 9 日颁布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协议强调，欧盟应提高能源

效率以达成到 2020 年能源消耗节约 20%的目标并设定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

标，同时呼吁在通讯委员会 2006 年 10 月 19 日在《能源效率行动计划：释放潜力》中确定的重

要领域中彻底并快速地实施。该行动计划强调了生产部门存在的巨大的能源节约潜力。 

  （4）通过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提高用能产品的能源效率，有利于欧盟的整体经济发展。 

  （5）提供有关用能产品的特定能源消耗的准确、相关和可比信息应能够影响终端用户选择

消耗或间接导致消耗更少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的产品，从而促使制造商采取措施减少其产品对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消耗。同时，该信息也应该间接鼓励产品的有效利用，以达到欧盟 20%

的节能目标。如果不提供该信息，仅靠市场力量无法促成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合理利用。 

  （6）应当指出，欧盟和各国家级立法机构的存在给予了消费者一定的权利，如对所购产品

的获得补偿和退换的权利。 

  （7）委员会应提供一份由本指令授权法案规定的用能产品优先级列表。该列表可包含在第

2009/125/EC 号指令的工作计划中。 

  （8）信息在市场力量的运作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有必要为同类产品引入统一的标签，一

方面为潜在购买者提供有关产品成本的补充性标准化信息，如对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消耗；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证为看不到产品、无法见到标签的潜在终端用户也提供此项信息。为保证

成效，标签应易于识别，简单，简洁。为此，应保留现有标签的版式，作为向终端用户传达产

品能效信息的基础。应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测量产品的能耗和其他信息。 

  （9）正如《委员会影响评估》及其对本指令的建议中所指出的，能源标签计划已被世界各

国作为范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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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成员国应定期检查，并在每 4 年一次的报告中提交相关信息，尤其是有关供应商和

经销商的责任的信息。 

  （11）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08 年 7 月 9 日颁布的第 765/2008 号法规提出了关于产

品营销的认证和市场监管要求，其中包含的是有关产品营销的市场监管的一般性规定。为了达

到该法规的目标，本指令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条款。这些规定条款与第 765/2008 号法规保持

一致。 

  （12）完全自愿的计划将导致只有部分产品被贴上标签或提供标准化产品信息，从而可能

引起终端用户的混乱或误解。因此本计划应保证对于所有相关产品来说，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

的消耗信息在标签和标准化产品信息中得以显示。 

  （13）用能产品对各种形式的能源的消耗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电力和燃气是

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因此，本指令应涵盖所有对任何形式的能源消耗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用

能产品。 

  （14）对能源或相关重要资源的消耗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为提高能效预留了

足够空间的用能产品，如果其标签提供的信息可以刺激终端用户购买高效节能的产品，则这种

产品应涵盖于授权法案中。 

  （15）为满足欧盟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目标，同时考虑到从长远来看，预计产品的总能

源消耗量会持续上升，因此，本指令下的授权法案也应该在其标签上突出强调产品的总能源消

耗量。 

  （16）许多成员国制定了政府采购政策，要求订约当局采购节能高效的产品。也有许多成

员国制订了购买节能高效产品的激励机制。但是各成员国对于满足政府采购和激励机制的产品

的标准大相径庭。如本指令下的授权法案所规定，将性能级别作为特定产品等级划分的因素，

可减少政府采购和激励机制的零散化，促进节能高效产品的购买。 

  （17）成员国为推广节能高效产品而提出的激励措施可以成为国家援助措施。本指令不损

害任何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第 107 和第 108 条有关激励机制的要求的未来国家援助程序的结

果，也不应涉及税收和财务问题。成员国自由决定此类激励措施的性质。 

  （18）通过标签、政府采购和激励措施推广节能高效产品不应损害此类产品的总体环境绩

效和功能。 

  （19）委员会应有权采纳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第 290 条的授权法案，该条涉及了用能产

品消耗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标签和标准化信息的内容。委员会在筹备工作时进行适当的咨

询，尤其是专家级别的咨询，具有重要意义。 

  （20）委员会应定期向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提交分别涉及欧盟和各成员国的、由各成员

国向其提交的综合报告，就执法活动和合规性水平进行说明。 

  （21）为确保行业的可预测性并符合消费者的理解力，委员会应负责调整标签分类。 

  （22）技术的发展和其他重大节能潜力在不同程度上需要进一步做产品差异化并对分类做

相关说明。说明中应特别指出再分类的可能性。该说明应针对那些由于其创新性，可以为提高

能效做出重大贡献的产品尽快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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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委员会对 2012年度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以及可持续工业政策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度和报

告进行审查后，将着重分析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提高产品的能源和环境绩效，尤其包括为消费者

提供产品碳足迹信息或其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的信息的可能性。 

  （24）将本指令转化为国家法律，仅限于对那些与第 92/75/EEC 号指令有实质性变化的条

款。不变的条款仍在第 92/75/EEC 号指令下进行转化。 

  （25）成员国在实施指令条款时，应努力避免给市场参与者施加不必要的官僚和难以管控

的义务，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26）本指令不得损害成员国将其转化为国家法律的时限义务和第 92/75/EEC号指令的应

用。 

  （27）按照《政府间协议》有关更好地制定法律的第 34 点的要求，鼓励成员国从自身和欧

盟的利益出发，制定计划并尽可能说明本指令与转化措施之间的相关性，并予以公布。 

  已采纳本指令 

  第 1 条范围 

   1.本指令建立的框架旨在协调各国在终端用户信息方面的措施，特别是通过对能源及其他

重要资源的消耗提供标签和标准化产品信息，以及有关用能产品的补充信息，从而使终端用户

能够选择节能高效的产品。 

   2.本指令适用于对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的消耗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用能产品。 

   3.本指令不适用于： 

  （a）二手产品； 

  （b）任何载人或载物的运输工具； 

  （c）为安全起见，附于产品上的铭牌或类似物体。 

  第 2 条定义 

  本指令中， 

  （a）“用能产品”或“产品”指任何在使用中会产生能源消耗、要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

用、可对其环境绩效进行独立评定的产品，包括拟装配到本指令所涵盖的用能产品上的零件，

它们可以作为为终端用户提供的单独的零件投放市场和/或投入使用； 

  （b）“表格”是指有关产品信息的标准表格； 

  （c）“其他重要资源”指产品正常使用时消耗的水资源、化学或其他物质； 

  （d）“补充信息”指与产品性能和特征相关的其他信息，这些性能和特征与基于测量数据

的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使用相关，或对其评估有益； 

  （e）“直接影响”指在使用过程中消耗能源的产品的影响； 

  （f）“间接影响”指在使用过程中不消耗能源，但对能源节约有贡献的产品的影响； 

  （g）“分销商”指向终端用户出售、出租、提供出租业务或展示产品的零售商或其他人； 

  （h）“供应商”指欧盟的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或将产品在欧盟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进

口商。当以上定义的供应商缺位时，任何将本指令涉及的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自然人或

法人均视为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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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投放市场”指将一种产品以其在欧盟的销售或使用为目的首次在欧盟市场上出现，

不论其作为奖品还是免费，也不考虑其销售技巧； 

  （j）“投入使用”指由欧盟内的终端用户首次按一件产品的设计用途进行使用； 

  （k）“未经授权使用标签”指由成员国政府或欧盟机构以外的机构，未经本指令或授权法

案授权而使用标签。 

  第 3 条成员国责任 

   1．各成员国应保证： 

  （a）本国内所有供应商和分销商履行第 5 条和第 6 条规定的义务； 

  （b）如果本指令下产品的其他标签、标记、符号或文字等内容不符合本指令及相关授权法

案的要求，同时可能导致终端用户对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的消耗信息的误

解或混淆，那么禁止这些内容的出现； 

  （c）有关能源消耗或节约的标签和表格系统的推出伴随着教育和推广性活动，旨在提高能

源效率，使终端用户能够更负责任的使用能源； 

  （d）采取适当措施，鼓励有关国家和地区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指令，相互合作和交流，并为

委员会提供信息，以协助指令的普及应用。管理合作与信息交流应充分利用电子通讯方式，应

具有成本效益，并可以争取欧盟相关项目的支持。这种合作应保证过程的安全性、保密性以及

必要时对敏感信息的保护。委员会应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和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此类合作。 

  2. 当成员国确认某种产品不符合本指令及其授权法案对标签和表格的所有相关要求时，供

应商有义务按照该成员国规定的有效和适当的条件，使产品符合相关要求。 

  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产品不符合规定，相关成员国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及旨在确保产

品在确切时限内（包括产品造成的损害）符合规定的措施。 

  如果产品仍不符合规定，相关成员国应限制或禁止问题产品投入市场或投入使用，或确保

其退出市场。在退出市场或禁止上市的情况下，应立即通知委员会及其他成语国。 

  3.各成员国每 4 年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详细汇报他们的执行情况和其境内的合规水平。 

  委员会可以通过制定指南详细规定报告的一般内容。 

  4.委员会应定期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综合报告信息。 

  第 4 条信息要求 

  各成员国应保证： 

  （a）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消耗的电能、其他形式的能源和其他相关重要资源的信息，以及补

充信息，按照本指令授权法案的要求，通过产品标签或表格的形式使终端用户注意到。这些产

品通过远程销售的方式向终端用户出售、出租、租购或展示，如网络销售； 

  （b）对内置或已安装的产品来说，仅当适用的授权法案有要求时提供（a）中所指的信

息； 

  （c）本指令下授权法案涉及的特定用能产品的广告，在披露其能源或价格信息时，应包含

该产品的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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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任何描述用能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技术宣传材料，即技术手册或制造商说明书，不管

是印刷版还是在线版，都应向终端用户提供有关能耗的必要信息，或包含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5 条供应商职责 

  各成员国应保证： 

  （a）供应商将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时，应按照本指令和授权法案的规定提供标签和表

格； 

  （b）制造商的技术文件，应能够保证标签和表格中所含技术信息的准确性。技术文件中应

包含： 

  （i）产品的一般描述； 

  （ii）相关设计计算的结果； 

  （iii）检测报告，包括由其他欧盟立法机构确定的相关机构完成的报告； 

  （iv）类似产品使用该产品的数据的，应在其参考文献中有所体现。 

  因此，供应商可以使用已有的按照欧盟相关立法机构的要求制定的文件。 

  （c）为了检查的需要，供应商应将技术文件保留至最后一批产品制造完成后的 5 年后。 

  供应商应在收到成员国或委员会的主管机构的要求后的 10 日内，为成员国及委员会的市场

监管机构提供电子版技术文件； 

  （d）供应商免费向分销商提供必要的标签信息。 

  在不影响供应商选择标签信息交付系统的情况下，供应商应按照分销商要求及时交付标签

信息； 

  （e）此外，供应商还应提供产品表格； 

  （f）供应商应在所有产品手册中放置产品表格；如不提供产品手册，应将产品表格与其他

随附文件放在一起； 

  （g）供应商负责其提供的标签和表格的准确性； 

  （h）视为供应商同意出版其标签和表格的信息。 

  第 6 条分销商职责 

  各成员国应保证： 

  （a）分销商应清晰的展示产品标签，并在销售产品时在产品手册中或与其他随附文件一起

提供产品表格； 

  （b）展示产品时，分销商应按照适用的授权法案的要求，以相应的语言在显著的位置贴示

标签； 

  第 7 条远距离销售及其他形式的销售 

  当产品通过邮购、目录、网络、电话或其他形式销售、出租或租购时，意味着潜在用户无

法看到产品实物，所以授权法案应设立规定确保潜在用户在购买产品前能够得到产品标签和表

格上的信息。授权法案应适当地指定这些信息的展示或提供方式。 

  第 8 条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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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成员国不得禁止、限制或阻碍符合本指令及适用的授权法案的要求的产品在其境内投

放市场或投入使用。 

  2.若无证据否定，各成员国应当将标签和表格视为符合本指令及授权法案的要求。各成员

国怀疑产品标签及表格信息的正确性时，应当要求供应商提供证据证明第五条所规定的相关信

息的准确性。 

  第 9 条政府采购和激励机制 

   1.订约当局按照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04年 3 月 31 日颁布的第 2004/18/EC 号指令

有关公共工程合同，公共供应合同和公共服务合同协调程序的规定，签订公共工程、供应或服

务合同，应符合第 12 到 18条的规定。订约当局应尽量采购具有高性能水平、属于高效节能等

级的产品。各会员国也可要求订约当局仅采购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产品。成员国在普及这些标

准时应结合其成本效益，经济可行性、技术的适宜性和充分的竞争。 

   2.第 1 款应适用于价值等于或大于第 2004/18/EC 号指令第 7 条规定的阈值的合同。 

   3.各成员国提供的激励措施应指向具有最高性能级别的产品，包括适用授权法案规定的坐

高能效等级。而税收和财政措施不构成本指令的激励措施。 

   4.各成员国为使用高效节能产品的终端用户和推广、生产此类产品的行业提供激励措施

时，如果他们没有规定比授权法案规定的高能效产品的阈值更高的产品性能水平，应按照适用

的授权法案的定义指出产品的性能水平等级。各成员国可以规定比授权法案规定的高能效产品

的阈值更高的产品性能水平。 

  第 10 条授权法案 

  1. 根据第 11 至 13 条的规定，委员会应通过授权法案对每种产品的标签和表格做详细规

定。 

  如果产品符合第 2 款的标准，按照第 4 款的规定，相应的授权法案中应涵盖该产品。 

  授权法案中有关标签和表格中显示的产品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消耗信息的规定，应使终

端用户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购买决策，使市场监管机构能够判定产品是否与提供的信息相符。 

  如果授权法案规定了产品的能效和重要资源的消耗，标签的设计和内容中应强调产品能

效。 

  2. 第 1 款中所指的标准如下： 

  （a）根据最新数据和欧盟市场上投放的产品数量，产品应当在能源和重要资源的节约上具

有重大潜力； 

  （b）市场上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在性能水平上应与之具有较大差距； 

  （c）委员会应考虑有关欧盟立法和自律措施，如自愿性协议等，因为它们可能比强制性措

施更快或成本更低地实现政策目标。 

  3. 在筹备授权法案草案时，委员会应当： 

  （a）考虑第 2009/125/EC 号指令第一部分的附录一列出的环境参数。这些参数对第

2009/125/EC 号指令采取的实施措施十分重要，并与终端用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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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评估法案对环境、终端用户、制造商，包括中小企业，在竞争性（含欧盟以外的市

场）、创新性、市场进入、成本及收益方面的影响； 

  （c）对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的咨询； 

  （d）设定实施日期、阶段性或过渡性措施或期间，要特别考虑到对中小企业或主要由中小

企业生产的特定产品群的影响。 

  4. 授权法案应特别规定： 

  （a）涵盖的产品类型的准确定义； 

  （b）获取第 1 条第 1 款所指的信息使用的衡量标准和方法； 

  （c）对第 5 条要求的技术文件的详细规定； 

  （d）第 4 条中提到的标签的设计和内容，应使产品群具有统一的设计特点，所有设计内容

清晰醒目。标签格式应予保留，按照字母 A 到 G 对产品进行分类，分类应符合消费者对显著的

节约能源和节约成本的认识。 

  出于技术进步的需要，还可添加三个能效更高的等级，分别是 A+，A++和 A+++。原则上等

级的总数量限制在 7 个，除非仍需补充更多等级。 

  色标应包含不超过 7 种从暗绿色到红色的不同颜色。最高级别的颜色代码永远是深绿色。

如果色标多于 7 级，仅可以改变红色代码。 

  如果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都达到能效最高的两个等级，或进一步产异化的产品已达到更高

的等级，需要特别审查能效等级分类。 

  制定可能需要重新分类的产品的详细标准时，尽可能以相关授权法案的多个案例为基础； 

  （e）第 7 条所指的产品销售中，标签的位置和展示方式。在适当情况下，授权法案可以规

定标签要附于产品上或是印刷在包装上，或对印刷在目录上、远程销售、网络销售等方式的标

签要求进行详细规定； 

  （f）内容、形式及其他第 4 条和第 5 条（c）中规定的有关表格和其他信息的细节。标签

上的信息也应在表格中有所体现； 

  （g）标签上广告的具体内容，包括以清晰可见的方式标明给定产品的能效等级及其他性能

水平； 

  （h）在适当位置按照（d）的要求标明标签分类的有效期间； 

  （i）标签和表格中信息的准确性水平； 

  （j）考虑到技术进步的速度，对授权法案进行评估和可能性修订的日期。 

  第 11 条行使代表权 

  1. 委员会授予各成员国采纳授权法案的权利，该权利自 2010 年 6 月 19 日生效，为期五

年。委员会应就代表权问题发布一份报告，时间不得迟于五年期限终止前 6 个月。除非欧洲议

会和欧盟理事会按照第 12 条撤销此项权利，代表权应自动延长相同时间。 

  2. 授权法案一旦采纳，委员会应同时通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3. 委员会对代表权的授予应符合第 12 条和 13 条的规定。 

  第 12 条撤销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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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撤销代表权。 

  2. 已经启动内部程序已决定是否撤销代表权的机构在作出最终决定前，应努力在合理的时

间内通知其他机构及委员会，说明可能被撤销的代表权和提出撤销的可能原因。 

  3. 撤销决定应终止决定所指向的代表权。该决定应立即生效或在稍后的指定时间生效，但

是不应影响已生效的授权法案的效力。该决定刊登在欧盟的官方公报上。 

  第 13 条反对授权法案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在法案通告之日起的两个月内提出反对意见。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出倡议时，该期限可延长两个月。 

  2. 如果在通告期限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未提出反对意见，应将法案公布在《欧盟官

方公报》上，并在规定日期内生效。 

  如果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均向委员会表示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则法案可在通告期限届满

前公布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并生效。 

  3. 如果欧洲议会或欧盟理事会提出了反对意见，法案不得生效。提出反对意见的机构应说

明反对理由。 

  第 14 条评估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委员会应对本指令及其授权法案进行有效性审定，并向欧洲议会和

欧盟理事会提交审定报告。 

  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也应评估： 

  （a）第 4 条（c）对达到本指令目的的作用； 

  （b）第 9 条第 1 款的作用； 

  （c）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对标签内容的理解，修订第 10 条第 4 款（d）的必要性； 

  第 15 条罚则 

  各成员国应制定违反或侵犯本指令及其授权法案批准的国家规定适用的处罚条例，包括未

经授权使用产品标签，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执行。规定的罚则应是有效的、适度的和劝

诫性的。成员国应将这些条款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之前告知委员会；随后任何影响条款的修

订，都应立刻告知委员会。 

  第 16 条转化 

  1. 各成员国应使需要符合本指令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定在 2011年 6 月 20 日前

生效。他们应该立即向委员会递交条款的文本。 

  这些条款自 2011 年 7月 20 日适用。 

  当成员国采用这些条款时，应在参考文献中引用本指令或在官方刊登时附上此类引用说

明。他们也包括一份声明，说明现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对第 92/75/EEC 号指令的引用将被

解释为该指令的引用。成员国决定如何进行引用以及声明如何表达。 

  2. 成员国应将所在国法律中引用本指令内容的主要条款的文本递交委员会。 

  第 17 条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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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附录一第 1 部分列出的法规的修订版，第 92/75/EEC 号指令于 2011 年 7月 21 日废

止，但不影响成员国关于转化至国家法律的时限义务及附录一第 2 部分列出的指令的适用性。 

  对第 92/75/EEC 号指令的引用将被解释为该指令的引用，参看附录二的关系表。 

  第 18 条生效 

  本指令应自其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 5 条的（d）、（g）、（h）自 2011 年 7 月 31日适用。 

  第 19 条适用对象 

  本指令针对各成员国，2010 年 5 月 19 日完成。  

  附录 I 

  第一部分 

  废止的指令及其修订版 

  （见第 17 条） 

  第 92/75/EEC 号指令 

  （OJ L 297, 13.10.1992, p. 16） 

  第 1882/2003 号法规仅附录 III 第 32 点 

  （OJ L 284, 31.10.2003, p. 1） 

  第二部分 

  转化为国家法律的时限表 

  （见第 16 条） 

指令 转化截止期限 

第 92/75/EEC 号    1994 年 1 月 1 日 

 

  附录 II 

  对应关系表 

第 92/75/EEC 号指令 本指令 

1（1），介绍性文字，第一句 1（1） 

1（1），介绍性文字，第二句 1（2） 

1（1），第 1～7 个缩进 — 

1（2） — 

— 1（3）（a）（b） 

1（3） 1（3）（c） 

— 2（a）（b） 

1（4）第 1 和 2 个缩进 2（g）（h） 

1（4）第 3 个缩进 — 

1（4）第 4 个缩进 2（c） 

1（4）第 5 个缩进 2（d） 

— 2（e）（f）（i）（j）（k） 

1（5） — 

2（1） 4（a） 

— 4（b）（c）（d）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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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b） 

2（4） 5（b）（c） 

3（1） 5（a） 

3（2） 5（e）（f） 

3（3） 5（g） 

3（4） 5（h） 

— 6（a） 

4（a） 6（b） 

4（b） 5（d） 

5 7 

6 — 

7（a） 3（1）（a） 

7（b） 3（1）（b） 

7（c） 3（1）（c） 

— 3（1）（d） 

— 3（2）（3）（4） 

8（1） 8（1） 

8（2） 8（2） 

9 — 

— 9 

10 — 

— 10（1）（2）（3） 

11 — 

12（a） 10（4）（a） 

12（b） 10（4）（b） 

12（c） 10（4）（c） 

12（d） 10（4）（d） 

12（e） 10（4）（e） 

12（f） 10（4）（f） 

12（g） — 

— 10（4）（g）（h）（i）（j） 

— 11~15 

13 17 

14 16 

— 18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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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新能源标签指令实施措施-家用制冷器具 

  委员会法规（EU）No 1060/2010 

   2010 年 9 月 28 日 

  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0/30/EU 指令关于家用制冷器具能源标签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考虑到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的第 2010/30/EU 号指令建立了能源相关产品

对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的标识和标准产品信息，特别是其中的第 10 条，鉴于： 

  （1）指令 2010/30/EU 要求委员会采用耗能相关产品标签的授权法案，该标签在节能方面

体现了重大潜能，并且对同等功能的性能水平也体现出巨大差异。 

  （2）家用滚筒干衣机能源标签的规定是由 1994年 1 月 21 日颁布的委员会指令 94/2/EC 确

定的，该指令执行关于家用电冰箱、冰柜及其组合产品能源标签的理事会指令 92/75/EEC。 

  （3）在联盟国内，家用制冷器具的能耗在总家庭用电需求中所占比例很大，除了已经实现

了能源效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家用制冷器具能耗范围是重要的。 

  （4）为了使能效标签能够动态激励供应商进一步改进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以及加速

市场向能效技术方向转型，应废除指令 94/2/EC 并且在本条例中制定新条款。 

  （5）与不采取任何措施相比，本条例以及委员会家用制冷器具生态设计指令（EC）No 

643/2009（该指令 2009 年 7 月 22 日颁布，执行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5/32/EC 的委员会指 

令 ）所述规定的组合效应，使 2020 年的年耗电量节省 6TWh。 

  （6）吸收式制冷器具和葡萄酒器具的市场不断增加，也存在节能需求。这些器具也包含在

本条例范围内。 

  （7）吸收式制冷器具噪声低，但耗能远大于压缩型器具，为了便于消费者做出选择，家用

制冷器具发出的噪声也应在标签中标识。 

  （8）标识中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可靠的、精确的、可重复的测试程序获得，应考虑采用那

些目前可以普遍认可、并获得的技术性测试方法，包括欧盟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协调标准，这些

标准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第 98/34/EC 号指令的附录一中列出，该指

令还规定了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中提供信息以及在信息社会服务领域提供规则的程序。 

  （9）本条例应对家用制冷器具标识的设计和内容做出统一规定。 

  （10）此外，本条例应对家用制冷器具的技术文件和产品铭牌做出规定。 

  （11）此外，本条例也对提供家用制冷器具的任一形式的远程销售、广告和技术性推广资

料的信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2）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应对该条例的条款内容进行一次适宜性审查。 

  （13）为了促使从第 94/2/EC 号指令过渡到本条例，按照本条例要求加贴的家用制冷器具

能效标签仍然认为其符合第 94/2/EC 号指令的要求。 

  （14）第 94/2/EC 号指令应被替代。 

  欧盟委员会已采纳下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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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条主旨和范围 

  1. 本条例对电源驱动、储藏容积在 10 升至 1500升之间的家用制冷器具粘贴标签及补充提

供产品信息的内容作出了规定。 

  2. 本条例将适用于电源驱动的家用制冷器具，包括用于销售的非家用制冷器具、或用于非

储藏食品的器具以及嵌入式制冷器具。 

  本条例还适用于那些电源驱动与电池驱动两用的家用制冷器具。 

  3. 本条例不适用于： 

  （a）除电能以外的其他初级能源驱动的制冷器具。这些能源是指：液化气、煤油、生化柴

油。 

  （b）可以通过一个单独购买的 AC/DC 转换装置与电源连接的电池驱动的制冷器具。 

  （c）由客户专门定制的、型号特殊的、非批量生产的制冷器具。 

  （d）由传感装置感知存取冷藏食品的信息，且该信息可通过网络自动传递到远程控制系统

的制冷器具。 

  （e）主要功能不是冷藏食品的制冷器具，例如独立式制冰机或冷饮自动售卖机。 

  第 2 条定义 

  除了第 2010/30/EU 号指令中规定的定义适用于本条例以外，下列定义也适用： 

  （1）“食品”是指食物，食物配料，饮料，包括葡萄酒和其他需要在特定温度储藏的消费

类食物。 

  （2）“家用制冷器具”是指用于保存冷藏或冷冻食品或出于非特殊目的对食品进行冷藏或

冷冻的器具。该器具是由一个或多间室构成的绝热箱体，它通过一个或多个耗能过程进行制

冷，包括那些成套出售，由最终用户进行组装的器具。 

  （3）“嵌入式器具”是指打算安装于柜体内、或墙体上预留的凹陷部分或类似位置，并需

要进行家具装潢的固定式制冷器具。 

  （4）“冷藏箱”是指至少包含一个用于保存新鲜食品和/或饮料、葡萄酒的间室的制冷器

具。 

  （5）“压缩式制冷器具”是指以电机——压缩机驱动的方式，实现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6）“吸收式制冷器具”是指以热作为能源通过吸热过程，实现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7）“冷藏冷冻箱”是指至少包含一个适宜保存新鲜食品的间室，同时也至少包含一个适

宜对鲜食品进行冷冻或储藏冷冻食品的三星级间室（食物冷冻间室）。 

  （8）“冷冻食品储藏箱”是指包含一个或多个适宜储存冷冻食品的间室的制冷器具。 

  （9）“食品冷冻箱” 具有一个或多个适宜将常温的食物降至-18℃的间室，而且适宜在三

星级储存条件下储存冷冻食物的制冷器具。食品冷冻箱也允许在间室或箱体内包含二星级的部

分。 

  （10）“葡萄酒储藏器具”是指包含一个或多个仅仅用于葡萄酒储藏的间室的制冷器具。 

  （11）“多用途器具”是指包含一个或多个多用途间室的制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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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等效家用制冷器具”是指由同一个制造商生产的、具有与市场上销售的家用制冷

器具不同的商品代码，但毛容积、储藏容积、制造技术、能效和特性指标完全相同的家用制冷

器具模型。 

  （13）“最终用户”是指购买或者打算购买家用制冷器具的消费者。 

  （14）“销售网点”是指展示或标价出售、出租或分期付款销售家用制冷器具的场所。附

件一列出的各项定义同样适用。 

  第 3 条供应商的职责 

  供应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制冷器具均应附带一份按照附件二规定的格式和信息内容，预先印制好的标

签。 

  （b）应有一个符合附件三规定要求的产品铭牌。 

  （c）为满足成员国管理机构和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应提供符合附件四规定要求的技术资

料。 

  （d）若某一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包

括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e）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技术性推广

资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4 条经销商的职责 

  经销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制冷器具在销售网点进行销售时，在产品外形的正面或者顶部、明显可见的

位置加贴供应商按照第三条规定制作的标签。 

  （b）在销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家用制冷器具的场所，若最终用户无法看到产品的实

物展示，应提供市场推广使用的、由供应商按照附件五的规定编制的信息资料。 

  （c）若某一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包

括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d）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技术性推广

资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5 条测量方法 

  根据第三条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及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获得。

该程序采用了附件六规定的公认为目前最流行的测量方法。 

  第 6 条市场监督审核程序 

  各成员国在针对产品的能效等级、年耗电量、冷藏和冷冻食品的储藏容积、冷冻能力和噪

声进行符合性审查时，应符合附件七规定的程序。 

  第 7 条修订 

  欧盟委员会应依据技术程序，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四年之内审核本条例的执行情况。审核

的重点应特别关注偏离附录七要求的情况，以及消除或减小附录八规定的校正系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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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条废止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2 个月后]第 94/2/EC 号指令将被废止。 

  第 9 条过渡性条款 

  1.[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6 个月内]第三条的第（d）款、第（e）款

和第四条的第（b）款、第（c）款和第（d）款项的要求将不适用于已经印制完成的广告和技术

性推广资料。 

  2.[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2 个月内]已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制冷器

具，应符合第 94/2/EC 号指令规定的要求。 

  3.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2 个月内]符合本条例要求生产的、已进

入市场销售或准备在市场上销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的家用制冷器具，都被认为是符合第

94/2/EC 号指令的要求。 

  第 10 条生效和申请 

  1.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后第 20 日起，本条例生效。 

  2.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2 个月后]将开始受理申请。然而，针对

第三条的第（d）款、第（e）款和第四条的第（b）款、第（c）款、第（d）款要求的申请事项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之日起，16 个月后]才能受理。 

  在欧盟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本条例的所有要求即刻产生约束力。 

  2010 年 9 月 28 日订于布鲁塞尔 

  附录 I 附录 II-IX 适用的定义 

  附录 II-IX 相关的定义:  

  （a）“无霜系统”是指系统自动工作以防止形成持久性霜层，采用强制空气循环制冷，通

过自动化霜系统来对一个或多个蒸发器除霜，化霜水自动排除。 

  （b）“无霜间室”通过无霜系统除霜的间室。 

  （c）“冷藏冷却箱”是指在制冷器具中至少包含一个新鲜食品储藏室和一个冷却室，但不

得同时包含冷冻食品储藏室、冰温室或制冰室。 

  （d）“冷却箱”是指制冷器具中仅包含一个或多个冷却室。 

  （e）“冷藏冰温箱”是指在制冷器具中至少包含一个新鲜食品储藏室和一个冰温室,但不

得同时包含储藏冷冻食品室。 

  （f）“间室”是指的是从（g）到（n）中所列出的任一间室。 

  （g）“冷藏室”是指用于储藏不需冻结食品的间室，该室也可分为一些小间室。 

  （h）“冷却室”是指用于储藏某些特殊食品或饮料的间室，其温度比冷藏室高。 

  （i）“冰温室”是指用于专门储藏极易腐败变质食品的间室。 

  （j）“制冰室”是指专门用于冻结和储存冰块的低温间室。 

  （k）“冷冻食品储存室”是指用于储存冷冻食物的低温间室，根据间室的温度可分为： 

  （i）“一星间室”是指储藏温度不高于-6℃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ii）“二星间室”是指储藏温度不高于-12℃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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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三星间室”储藏温度不高于-18℃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iv）“冷冻间室”或“四星间室”是指在 24h 内，能够将每 100L 的储藏容积不低于

4.5kg 的食品且在任何情况下不低于 2kg 的食品，从环境温度降至-18℃以下的间室。并且也适

合在“三星”级储藏条件下储藏冷冻食品的间室。该间室中允许存在两星级的部分。 

  （v）“0 星间室”是指间室温度低于 0℃的冷冻食物储存间室，也可用于冻结或储存冰块

但是不打算用于储藏极易腐败变质食品。 

  （l）“葡萄酒储存间室”是指专为短期储藏葡萄酒，使其保持在一个理想的饮用温度，或

长期储存葡萄酒，使其成熟而设计的间室。该间室具有以下特点： 

  （i）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可以预先设置或手动设置连续储藏葡萄酒的温度在+5℃至

+20℃的范围内； 

  （ii）在家用制冷器具气候类型规定的每一个环境温度下储藏温度随时间的偏差应小于

0.5K； 

  （iii）间室内的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50％至 80％的范围内； 

  （iv）间室的结构应能够将压缩机或其他来自于外部震源传递到间室内的震动减少到最低

程度。 

  （m）“多功能间室”是指一个间室可用于两个或多个间室类型温度，并且可以由最终用户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将温度设定在每一个间室的运行温度范围。但是，如果该间室仅在有

限的时间内具有将间室温度变到不同运行温度范围的功能（如具有速冻能力），在本条例中，

这种的间室不被认为是“多功能间室”。 

  （n）“其它间室”是指除了葡萄酒储藏室之外，打算在高于+14 ℃的温度环境中储藏特定

食品的间室。 

  （o）“二星级部分”为冷冻室（或箱）或“三星”级室（或箱）内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自身没有单独的门或盖），其储藏温度不高于-12℃。 

  （p）“卧式冷冻箱”是指可从顶部取放食品的冷冻箱，或既有从顶部开门的间室又有从侧

面开门的间室，但从顶部开门的间室的毛容积应大于器具总毛容积的 75％。 

  （q）“顶开式”或“卧式”是指通过顶部的箱门或盖取放食品的制冷器具。 

  （r）“直立式”是指通过前边的箱门或盖取放食品的制冷器具。 

  （s）“速冻”是指由最终用户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可以自行操作的一个转换功能，它

能够降低冷冻箱或者冷冻间室的温度，使未冻结的食品迅速被冷冻。 

  （t）“型号标识”是指代码，通常是数字字母，用于区分具有相同商标或供应商的一个指

定型号与其它型号。 

  附件 II 标签 

  1. 对应于能效等级为 A+++ 到 C 级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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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方刊物上刊登条例编号之前，该编号应印制在标签上] 

  （1）标签上应包括以下信息： 

  I.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II.供应商的识别码； 

  III.根据附件九的要求确定的能效等级；家用制冷器具能效等级的箭头指向与其对应的能

效等级，位置要在同一水平高度上； 

  IV.以每年的 kWh 表示产品的年耗电量（AEC），根据附件八第 3 条第（2）款的要求，将数

值圆整为最接近计算值的整数； 

  V.冷藏室的储藏容积值是指所有间室温度达不到 1 星级标准（工作温度＞−6℃）的间室容

积之和，将数值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 

  VI.冷冻食品储藏容积值是指所有冷冻食品储藏间室的温度均达到 1 星级标准（工作温度≤ 

− 6℃）的间室容积之和，将数值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并以容积最大间室的星级作为冷冻储

藏总容积值对应的星级；当家用制冷器具中不包含冷冻食品储藏间室时，该产品的供应商应使

用“- L”来代替容积值，且在标注星级的位置保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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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噪声以 dB（A）示，将数值圆整为最接近的整数。 

  然而，对于葡萄酒储藏的器具而言，以按照制造商说明书中规定的方法，能够放置容积为

750mL 的标准瓶的额定数量替代相上述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要求。 

  （2）应按照本附件第 3 条第（1）款的要求设计标签。然而，当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符合

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的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获得了“欧盟生态标签”时，还

应增加欧盟生态标签的标识。 

  2. 对应于能效等级为 D 到 G 级的家用制冷器具的标签 

  

 

  

  [*在官方刊物上刊登条例编号之前，该编号应印制在标签上] 

  （1）本附件的第 1 条第（1）款列出的信息内容应被印制在标签上。 

  （2）应按照本附件第 3 条第（2）款的要求设计标签。然而，当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符合

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的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获得了“欧盟生态标签”时，还

应增加欧盟生态标签的标识。 

  3.标签的设计 

  （略） 

  附件 III 产品铭牌 

  1. 产品铭牌应按照下列顺序提供规定的信息，在产品说明书或与产品相关的其他文字资料

中也应包括这些信息。 

  （a）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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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符合附件一第（t）条规定的产品识别码； 

  （c）符合附件八第 1 条规定的家用制冷器具型号的分类； 

  （d）符合附件九规定的产品型号的能效等级； 

  （e）当该型号产品符合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被授予“欧盟生态标签”时，

应予以标识； 

  （f）以每年的 kWh 表示的年耗电量（AEC）应依据附件八第 3 条第（2）款的要求，将计算

值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值。应表述为：“基于 24 小时的标准测试结果，耗电量为每年“XYZ” 

kWh。在实际使用时，产品的耗电量取决于使用器具的方式及放置的位置”； 

  （g）适用时，应依据附件二第 1 条第（1）款第 VI 项的要求标注每个储藏间室的容积和对

应的星级； 

  （h）应根据附件一第（n）条规定设定其他间室的设计温度。对于葡萄酒储藏的间室，应

给出该间室最低储藏温度。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规定的方法，最低储藏温度是由制造商预先设

定的或可由最终用户自行设定的，并可持续保持的温度； 

  （i）各“无霜”间室应符合附件一第（b）条的规定； 

  （j）‘降能“X”小时’是指“温度回升时间”； 

  （k）“冰冻能力”的单位是 kg/24h； 

  （l）按照附件八的第 1 条的表 3 对“气候类型”的规定要求，应表示为：“气候类型：W

（气候类型）该器具预计在“X”（最低温度）℃和“X”（最高温度）℃之间的环境温度下使

用”； 

  （m）噪声的单位为 dB（A）数值圆整到最接近的整数； 

  （n）若将某型号产品设计为嵌入式器具，应予以说明； 

  （o）用于葡萄酒储藏的各种器具，需列出以下信息：“本产品是专门用于葡萄酒储藏的器

具。”该要求不适用那些并非专门葡萄酒储藏的器具，但也可以葡萄酒储藏的其他家用制冷器

具；也不适用于那些既包含了专门葡萄酒储藏的间室、也具有其他间室的组合型家用制冷器

具。 

  2. 一张产品铭牌上可以列出由同一制造商提供的制冷器具的若干型号。 

  3.铭牌中提供的信息可制作为标签的形式，彩色或黑白均可。在这种情况下，第 1 条规定

应提供的信息，若未列入能效标签时，应在该铭牌中予以提供。 

  附件 IV  技术文件 

  1.条款 3（c）中提到的技术文件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a）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b）制冷器具型号的一般描述应充分使得其明确且容易识别； 

  （c）如果适用，参考标准适用； 

  （d）如果适用，其它技术标准和规定适用； 

  （e）供应商授权人签字盖章； 

  （f）技术参数测量，按照附录 VIII 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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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外形尺寸； 

  （h）使用所需总空间； 

  （i）总毛容积； 

  （j）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 

  （k）冷冻间室星级； 

  （l）除霜类型； 

  （m）储藏温度； 

  （n）耗电量； 

  （o）负载回升时间； 

  （p）冷冻能力； 

  （q）功耗； 

  （r）葡萄酒柜间室湿度； 

  （s）噪声排放值； 

  （t）按照附录 VIII 进行的计算结果。 

  1．一个特定型号的制冷器具的技术文件包含的信息是通过基础设计的计算或其它覆盖制冷

器具的外推（或两者均有）获得的；文件应包括详细计算或外推或两者均包含；也包含供应商

的测试来证实这些计算的准确性。信息也应包含一个制冷器具所有覆盖型号的清单，这些信息

通过相同的基础获得。 

  附件 V 在终端用户预期不能看到产品展示时应提供信息 

   1．条款 4（b）中提到的信息应按照如下顺序提供： 

  （a）附录 IX 中定义型号的能效等级； 

  （b）年耗电量 kWh/y,按照附录 VIII3（2）条计算并近似到整数； 

  （c）每个间室的有效容积以及适用的星级（如果适用，按照按照附录 VII 1（1）确

定）； 

  （d）气候类型（按照附录 VIII 第 1 条表 3 确定） 

  （e）噪声排放值（dB（A），近似到整数； 

  （f）如果该型号打算嵌装使用，则应标明此信息； 

  （g）葡萄酒柜应有如下信息：器具专门用于储存葡萄酒。该条不适用于不是专门为储存葡

萄酒设计但可用于储存葡萄酒的家用制冷器具；也不适用于带有一个葡萄酒储藏间室并且带有

其它间室的家用制冷器具。 

   2．如果有其它信息出现在产品标贴中，则应满足附录ＩＩＩ的形式和顺序。 

   3．本附录出现的信息字体和大小应是打印的或显示清晰。 

  附录Ⅵ测量 

   １．为了遵守并验证符合本条例提出的各项规定要求，应考虑使用公认的最现代的测量方

法，包括欧盟公报已公布了文献编号的那些参考文献中所提出的相关方法，采用一个具有可

靠、精确、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进行能效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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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试验的一般条件 

  下述一般条件适用： 

  （1）如果器具中装有可由最终用户接通和断开的防凝露加热器，应将其设置为接通,如果

加热温度可调，应调至最大值； 

  （2）如果可由最终用户操作控制的穿透式装置（例如，穿透式制冰机、冰水或冷饮机），

在测量耗电量的过程中，应该将其开关保持接通状态，但处于不工作状态。 

  （3）在耗电量测试时，应按照产品使用手册中提供的能够持续正常运行状态下最冷间室类

型的温度来设定多功能器具和多功能间室的储藏温度。 

  （4）制冷器具的耗电量是在该器具处于最冷状态下获得的。而最冷状态是指：按照产品使

用手册的规定，器具持续正常运行中，对应于附录ＶＩＩＩ表 5 所指的“其他间室”所处的状

态。 

  3. 技术参数 

  应确认下列参数： 

  （a）测量器具的外形尺寸，数值精确到 mm； 

  （b）测量使用该器具所需要空间尺寸，数值精确到 mm； 

  （c）测量器具的总毛容积，数值精确到ｃｍ３或 L，取整数位； 

  （d）测量器具的有效容积和总有效容积，数值精确到ｃｍ３或 L，取整数位； 

  （e）除霜类型； 

  （f）储藏温度； 

  （g）耗电量，以每 24 小时的千瓦时表示（kWh/24h），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 

  （h）负载回升； 

  （i）冷冻能力； 

  （j）葡萄酒储藏间室的湿度，用百分数表示，精确到整数位； 

  （k）噪声。 

  附录 VII 市场监督的审查程序 

  为了检查产品是否符合本条例的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要求，欧盟成员国的管理机构应对家用

制冷器具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与供应商申报的数值不符，并超出了本附件的表 1 规定的限

定范围时，应检验另外三台相同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这三台产品的检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应处于本附件的表 1 所规定的限定范围之内。 

  否则，该型号和由该型号派生出的所有其他型号的家用制冷器具都应被判定为不合格。 

  除了采用附录六中规定的测量程序以外，欧盟成员国的管理机构应考虑采用公认的、最流

行的测量方法，包括欧盟官方刊物已公布了文献编号的那些与能效测量相关的参考文献中提出

的各种方法，采用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和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进行能效测量。 

  表 1 

测量参数 测量允许偏差 

额定毛容积 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3%或 1L，两者取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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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储藏容积 

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3%或 1L，两者取较大值。如果冷却室和新鲜食

品储藏室的容积是可以由用户进行转换调节，则应将冷却室的容积调节

到最小值。 

冷冻能力 实测值应不低于额定值的 10%。 

耗电量 实测值应不大于额定值（）的 10%。 

葡萄酒储藏器具 相对湿度的测量值应不超过标称范围值的 10%。 

噪声 测量值应与额定值相同。 

（*）额定值是由制造商为器具规定的参数。 

 

  附录 VIII 家用制冷器具分类，调整容积及能效指数计算方法 

  1．家用制冷器具分类 

  家用制冷器具的分类如表 1 所示。每种分类是按照表 2 中列出的特定间室的组成所确定

的，与器具的门和/或抽屉的数量无关。 

  

表 1 家用制冷器具类别 

种类 特征 

1 包含一个或多个新鲜食物储存室的冷藏箱 

2 冷藏冷却箱，冷却箱和葡萄酒储藏器具 

3 冷藏冰温箱和包含一个 0 星级室的冷藏箱 

4 包含一个 1 星级室的冷藏箱 

5 包含一个 2 星级室的冷藏箱 

6 包含一个３星级室的冷藏箱 

7 冷藏冷冻箱 

8 冷藏冷冻箱 

9 卧式冷冻箱 

10 多功能制冷器具和其他制冷器具 

 

  *因间室温度特殊而不能被列入第１类－第类的家用制冷器具，都列为第 10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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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气候类型 

分类 标志 环境平均温度 

亚温带 SN +10～+32 

温带 N +16～+32 

亚热带 ST +16～+38 

热带 T +16～+43 

 

  制冷器具应具备使其各个间室同时保持规定的储藏温度的能力，并且保证家用制冷器具在

合适的气候类型下各个间室内温度值的波动在（在除霜过程中）表 4 中给出了的范围内。 

  对于多功能制冷器具和/或多功能制冷间室，当最终用户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设置为不同

的间室类型时,应满足各间室下的储藏温度的要求。 

  

表 4 储藏温度 

储藏温度（℃） 

其他

间室 

葡萄酒

储藏室 
冷却室 

新鲜食品储藏

室 
冰温室 

1 星

级室 

2 星级室

/部分 

食品冷冻箱和

3 星级室/箱 

tom tma tcm t1m,t2m,t3m,tma tcc t
*
 t

**
 t

***
 

＞ 

+14 

+5 ≤tma

≤ +20 

+8 ≤tcm

≤ +14 

0 ≤t1m,t2m,t3m

≤ +8 
-2 ≤

tcc≤ 

+3 

≤ -

6 

≤ -12

（
a
） 

≤ -18（
a
） 

tma≤ +4 

注释： 

tom：其他间室的储藏温度 

tma：波动范围在 0.5K 以内的葡萄酒储藏室的储藏温度 

tcm：冷却室的储藏温度 

t1m,t2m,t3m：新鲜食品储藏室的储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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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新鲜食品储藏室的储藏温度的平均值 

tcc：冰温室的储藏温度的瞬时值 

t
*
，t

**
，t

***
：冷冻食品储藏室的温度的最大值 

制冰室和 0 星级室的储藏温度低于 0℃。 

（
a
）：无霜型制冷器具在化霜周期内每 4h 中或运行周期的 20%时间内，两者取较短值，其

温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 3K。 

 

  2.调整容积计算 

  家用制冷器具的调整容积是该器具中所有间室的调整容积之和。数值单位为 L，计算结果

四舍五入，精确到整数位。 

  计算公式如下： 

 

  附录一中（g）条至（n）条定义的间室对应的加权系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间室加权系数 

间室 温度的标称值 
（25-Tc）/20 

其他间室 特性温度 

冷却室/葡萄酒储藏室 +12℃ 0.65 

冷藏室 +5℃ 1 

冰温室 0℃ 1.25 

制冰室和 0 星级室 0℃ 1.25 

1 星级室 -6℃ 1.55 

2 星级室 -12℃ 1.85 

3 星级室 -18℃ 2.15 

食品冷冻室（4 星级室） -18℃ 2.15 

 

  注释： 



174 

  （Ⅰ）各多功能间室的加权系数取决于表 2 所示最冷间室的标称温度值。而最冷间室是

指：依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由最终用户设定、并能够持续保持在最冷状态下的间室。 

  （Ⅱ）对于任一 2 星级部分（冷冻箱内）的加权系数，取 Tc = - 12℃时的对应值。 

  （Ⅲ）其他间室的加权系数取决于该间室最冷的设计温度。而最冷的设计温度是指：依据

制造商提供的说明，由最终用户设定、并能够持续保持的最冷温度。 

  

表 6 相关间室的容积校正系数 

修正系数 数值 取值条件 

FF（无霜型） 
1.2 无霜型冷冻食品储藏室 

1 其他间室 

CC（气候类型） 

1.2 T 型（热带型）器具 

1.1 ST 型（亚热带型）器具 

1 其他气候类型 

BI（嵌入式） 
1.2 宽度≤58cm 的嵌入式器具 

1 其他器具 

 

  注释： 

  （Ⅰ）FF 是无霜系统间室的容积修正系数。 

  （Ⅱ）CC 是在给定的气候类型下的容积修正系数。如果制冷设备被划分为多个气候等级，

在进行调整容积计算时应使用最高气候类型的修正系数。 

  （Ⅲ）BI 是嵌入式器具的容积修正系数。 

  能效指数计算方法 

  某一型号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效指数 EEI 是指该器具每年的实际耗电量与其每年的标准耗电

量的比值。 

  （1）能效指数（EEI）的计算值，应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第一位。 

   

  AEC:制冷器具年耗电量。 

  SAEC:制冷器具的标准年耗电量。 

  （2）年耗电量 AEC 单位 kWh/year,数据圆整到小数点后两位。 

  AEC= E24h×365 

  E24h：测得的日耗电量，数据圆整到小数点后三位。 

  （3）标准年耗电量 SAEC单位 kWh/year,数据圆整到小数点后两位。 

  SAEC= Veq×M + N + CH 

  Veq：制冷器具调整容积； 

  CH：带有储藏容积大于 15l 的冰温室的家用制冷器具，取值 50kWh/year； 

  M、N 取值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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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M、N 取值 

器具种类 M N 

1 0.233 245 

2 0.233 245 

3 0.233 245 

4 0.643 191 

5 0.45 245 

6 0.777 303 

7 0.777 303 

8 0.539 315 

9 0.472 286 

10 （*） （*） 

（*）第 10 类家用制冷设备的 M 和 N 值，取决于最终用户能够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进行设

定、并能够持续保持的最低状态下的间室的温度和星级。如果器具中仅仅包含一个本条例附

录 I 中（n）条所定义的“其他间室”并符合本附录的表 2 的要求时，按照第 1 类器具确定 M

和 N 值。带有三星级室或食品冷冻室的器具则被认定为冷藏冷冻箱。 

 

  附录 IX  能效等级 

  家用制冷器具的能效等级是基于能效指数 EEI 而定的，表 1 给出从 2011 年 9月 20 日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等级而表 2 给出了 2014 年 7月 1 号以后的等级。 

  能效指数 EEI 可由附录 VIII 第３条确定。 

  

表１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A+++（最高能效） EEI<22 

A++ 22≤EEI<33  

A+ 33≤EEI<44 

A  44≤EEI<55 

B 55≤EEI<75 

C 75≤EEI<95 

D 95≤EEI<110 

E 110≤EEI<125 

F 125≤EEI<150 

G（最低能效） EEI≥150  

 

表 2 2014 年 7 月 1 日之后的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A+++（最高能效） EEI<22 

A++ 22≤EEI<33  

A+ 33≤EEI<42 

A  42≤EEI<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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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5≤EEI<75 

C 75≤EEI<95 

D 95≤EEI<110 

E 110≤EEI<125 

F 125≤EEI<150 

G（最低能效） EEI≥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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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新能源标签指令实施措施-家用洗衣机 

  委员会授权条例（EU）1061/2010 号 2010 年 9 月 28 日 

  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家用洗衣机能源标签的第 2010/30/EU 指令的补充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共体条约的要求，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与 2010 年 5月 19 日颁布

的第 2010/30/EU 号指令，该指令规定耗能产品应通过标签和标准产品信息来明示其能源及其他

资源的消耗状况，特别是其中的条款 10，鉴于： 

  （1）指令 2010/30/EU 要求委员会采用耗能相关产品标签的授权法案，该标签在节能方面

体现了重大潜能，并且对同等功能的性能水平也体现出巨大差异。 

  （2）家用洗衣机能源标签的规定是由 1995 年 5月 23 日颁布的委员会指令 95/12/EC 确定

的，该指令执行关于家用电滚筒干衣机能源标签的理事会指令 92/75/EEC。 

  （3）在联盟国内，家用洗衣机的能耗在总家用能耗需求中所占比例很大，在已经取得的节

能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家用制冷器具的能耗水平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4）为了使能效标签能够动态激励供应商进一步改进家用洗衣机的能源效率以及加速市场

向节能技术方向转型，应废除指令 95/12/EC 并且在本条例中制定新条款。 

  （5）1996 年 9 月 19 日颁布的委员会指令 96/60/EC 是执行理事会关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

机能效标签的第 92/75/EEC号指令，该委员会指令已经涉及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家用组合洗

衣-干衣机具有特殊特性，因此不在本条例考虑范围之内。但是考虑到他们与家用洗衣机功能相

似，应尽快修订 96/60/EC 指令。 

  （6）标签上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及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获得。该程序

采用了公认为目前最流行的测量方法，在可行的情况下，应采用第 98/34/EC 号指令中附录一列

出的已经过欧洲标准化组织认可的协调标准。1998 年 6月 22 日由欧洲议会及理事会颁布的该

指令的附录一是关于技术标准和实施规则的信息以及信息社会服务法规要求的程序。 

  （7）本条例对家用洗衣机的能效标签形式和内容做出了统一的规定。 

  （8）另外，本条例应对家用洗衣机的技术资料和产品铭牌做出详细规定要求。 

  （9）此外，本条例也对提供家用洗衣机具的任一形式的远程销售、广告和技术性推广资料

的信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0）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应对该条例的条款内容进行审查。 

  （11）为了促使从第 95/12/EC 号指令过渡到本条例，按照本条例要求加贴的家用洗衣机能

效标签仍然认为其符合第 95/12/EC 号指令的要求。 

  （12）第 95/12/EC 号指令应被替代。 

  欧盟委员会已采纳下述条例： 

  第 1 条主旨和范围 

  1.本条例制定了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洗衣机和也可以由电池供电的家用电动洗衣机的

生态设计要求，包括那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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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条例不适用于家用洗干一体机。 

  第 2 条定义 

  除 2010/30/EU 号指令中第 2 条规定的定义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条例： 

  （1）“家用洗衣机”是指能够用水洗涤和漂洗织物，具有脱水功能，并且设计主要用于非

专业人士的全自动洗衣机； 

  （2）“内置家用洗衣机”是指打算安装在橱柜内、制备好的凹墙内或类似位置的家用洗衣

机，此类器具需要家具加工； 

  （3）“全自动洗衣机”是指在程序进行过程中，任何时候负载都能够完全由机器处理而无

需使用者干预的洗衣机； 

  （4）“家用洗干一体机”是指即具有脱水功能，又具有烘干织物功能的家用洗衣机，通常

是通过加热和在滚筒中翻转来进行烘干； 

  （5）“程序”是指预定义的一系列操作，该操作由制造商明示适合洗涤特定种类的织物； 

  （6）“周期”是指由选择的程序定义的完整的洗涤、漂洗和脱水过程。 

  （7）“程序时间”是指从程序开始（不包含任何终端用户程序设定的延迟）直到程序结束

消耗的时间； 

  （8）“额定容量”是指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洗衣机所选择的程

序能够处理的某种特定类型干燥织物的最大质量，以 kg 为单位，0.5kg 为间隔； 

  （9）“部分负载”是指家用洗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10）“含水率”是指脱水结束后负载中所含有水分的量； 

  （11）“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洗衣机连接至电源，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使用时，通过器

具上用户可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家用洗衣

机，所能获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没有控制器，“关机模式”是

指家用洗衣机被放至恢复到自身功率消耗的稳定状态； 

  （12）“待机模式”是指程序结束后，除了取出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

洗衣机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13）“等效洗衣机”是指投放至市场的某个型号家用洗衣机，与投放至市场的另一个型

号家用洗衣机具有相同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用水量和洗涤、脱水时的声学噪

声，由相同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业代号。 

  （14）“终端用户”是指购买或准备购买家用洗衣机的消费者。 

  （19）“销售点”是指对用于展示家用洗衣机或提供出售、租赁等服务的地点。 

  第 3 条供应商的责任 

  供应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洗衣机均应附带一份按照附件一规定的格式和信息内容，预先印制好的标

签。 

  （b）应有一个符合附件二规定要求的产品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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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为满足成员国管理机构和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应提供符合附件三规定要求的技术资

料。 

  （d）若某一型号的家用洗衣机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包括

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e）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洗衣机的技术性推广资

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4 条经销商的职责 

  经销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洗衣机在销售网点进行销售时，在产品外形的正面或者顶部、明显可见的位

置加贴供应商按照第三条规定制作的标签。 

  （b）在销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家用洗衣机的场所，若最终用户无法看到产品的实物

展示，应提供市场推广使用的、由供应商按照附件五的规定编制的信息资料。 

  （c）若某一型号的家用洗衣机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包括

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d）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洗衣机的技术性推广资

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5 条测量方法 

  根据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及可重现性的测量程

序获得。 

  第 6 条市场监督审核程序 

  各成员国在针对产品的能效等级、年耗电量、年耗水量、甩干效率等级、待机和离开模式

的功率消耗、离开模式持续时间、含水率、旋转速度和噪声进行符合性审查时，应符合附件五

规定的程序。 

  第 7 条修订 

  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欧盟委员会应依据技术进步情况在四年之内审核本条例。审核的重

点应特别关注附录五所述的公差要求。 

  第 8 条废止 

  自 2011 年 10 月 20 日起，第 95/12/EC 号指令将被废止。 

  第 9 条过渡性条款 

  1.第三条的（d）款、（e）款和第四条的（b）款、（c）款和（d）款项的要求不适用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之前印制完成的广告和技术性推广资料。 

  2. 2012 年 4 月 20 日之前已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洗衣机，应符合第 95/12/EC 号指令规定

的要求。 

  3. 如果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家用洗衣机生态设计指令 2009/125/EC 的实施措施被采用，该指

令符合洗衣机能效要求的实施措施规定以及本条例的规定，则在 2011 年 12 月 20日前，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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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要求生产的、已进入市场销售或准备在市场上销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的家用洗衣

机，都被认为是符合第 92/13/EC 号指令的要求。 

  第 10 条生效和申请 

  1. 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后第 20 日起，本条例生效。 

  2. 自 2011 年 12 月 20日起，将开始受理申请。然而，针对第三条的（d）款、（e）款和

第四条的（b）款、（c）款、（d）款要求的申请事项 2012 年 9 月 29 日后才能受理。 

  本条例应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直接约束力。 

  附录 I 标签 

  1.标签 

  

 

  

  （1）标签里将包含下面的信息： 

  Ⅰ. 供应商的名字或者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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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供应商的型号标识，就是个编码，通常是字母与数字的，这是区分同商标或供应商名

字的其他型号的家用洗衣机； 

  Ⅲ. 能效等级的决定于附录六的第一点一致；箭头的指向包含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等级并将

放置在相应的高度，同样箭头指向相关能效等级； 

  Ⅳ. 加权年能耗（AEc）每年按 kWh 计算,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并与附录 7 一致； 

  Ⅴ. 加权年水用量（AWc）每年按公升计算，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并与附录 7 一致； 

  Ⅵ. 额定容量，按 kg 算，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全载标准 40℃棉程序，以较低者为

准； 

  Ⅶ. 离心甩干效率等级在附录六的第 2 点里列出了； 

  Ⅷ. 空气噪声的排放量，在洗涤和离心阶段，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用 dB（A）re 1 pW

表达,四舍五入到整数。 

  （2）标签的设计应与第 2 点一致。通过减损，一个型号被授予“欧盟生态标签”在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1）的条例（EC）No 66/2010 下，欧盟生态标签的模仿可能会增加。 

  2.标签设计 

  标签设计如下图所示。  

  



182 

 

  

  据此： 

  （a）标签必须最少宽 110mm 和高 220mm。标签可以用更大的格式打印，但其内容必须与上

述规格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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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背景应是白色的。 

  （c）颜色应是 CMYK——蓝绿色，品红色，黄色和黑色，如下面的例子：00-70-X-00：0% 

蓝绿色，70%品红色，100%黄色，0%黑色。 

  （d）标签应满足下列所有需求（数字对应上图）： 

  ①边框: 5 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②欧盟标识—颜色：X-80-00-00 和 00-00-X-00. 

  ③能源标识：颜色：X-00-00-00. 

  如象形图所示：欧盟标识和能源标识（连接）：宽度：92mm，高度：17mm. 

  ④边框小标：1 pt—颜色：100%蓝绿色—长度：92.5mm. 

  ⑤A-G 规模 

  ― 箭头：高度：7mm，间距：0.75mm ― 颜色： 

  ― 最高等级：X-00-X-00， 

  ― 第二等级：70-00-X-00， 

  ― 第三等级：30-00-X-00, 

  ― 第四等级：00-00-X-00, 

  ― 第五等级：00-30-X-00， 

  ― 第六等级：00-70-X-00, 

  ― 最末等级：00-X-X-00. 

  ― 文字：Calibri 加粗 18pt，大写并使白色的；“+”符号：Calibri 加粗 12pt，大写，

白色，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⑥能效等级 

  ― 箭头：宽度：26mm，高度：14mm，100%黑色。 

  ― 文字：Calibri 加粗 29pt，大写并白色；“+”符号：Calibri 加粗 18pt，大写，白

色，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⑦能源：文字：Calibri 正常 11pt，大写，100%黑色。 

  ⑧加权年度能源消耗 

  ― 边界：2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 确切值：Calibri 加粗 42pt，100%黑色；和 Calibri 正常 17pt,100%黑色。 

  ⑨加权年度水量消耗 

  ― 如象形图所示 

  ― 边框：2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 确切值：Calibri 加粗 24pt，100%黑色；和 Calibri 正常 16pt，100%黑色。 

  ⑩额定容量 

  ― 如象形图所示 

  ― 边框：2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 确切值：Calibri 加粗 24pt，100%黑色；和 Calibri 正常 16pt，100%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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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离心甩干效率等级 

  ― 如象形图所示 

  ― 边框：2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 确切值: Calibri 正常 16pt，水平规模 75%，100%黑色和 Calibri 加粗 22pt，水平规

模 75%，100%黑色。 

  ⑿空中噪音排放量 

  ― 如象形图所示 

  ― 边框：2pt―颜色：100%蓝绿色―圆角：3.5mm. 

  ― 确切值：Calibri 加粗 24pt，100%黑色；和 Calibri 正常 16pt，100%黑色。 

  ⒀供应商的名字或者商标 

  ⒁供应商的型号标识 

  ⒂供应商的名字或商标和型号标识应在 92×15mm 空间里。 

  ⒃规定的编号：Calibri 加粗 12pt，100%黑色。 

  附录 II 产品卡片 

  1.家用洗衣机在产品卡片里的信息将按照下列顺序被提供出来并将包括在产品手册里或者

产品提供的其他说明： 

  （a）供应商的名字或者商标； 

  （b）供应商的型号标识，就是个编码，通常是字母与数字的，这是区分同商标或供应商名

字的其他型号的家用洗衣机； 

  （c）额定容量，按 kg 算，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全载标准 40℃棉程序，以较低者为

准； 

  （d）能效等级与附录六的第一点一致； 

  （e）家用洗衣机已经被授予一个“欧盟生态标签的奖励”在条例（EC）No 66/2010 下，

此信息将被包括在内； 

  （f）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c）按每年 kWh 算，四舍五入到整数，它将被描述为：“能源

消耗每年‘X’kWh，基于 220 次全载和半载 60℃和 40℃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

式下的消耗量。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g）全载和半载的标准 60℃棉洗程序和半载标准 40℃棉洗程序的能耗（Et,60,Et,60½，

Et,40½）； 

  （h）关闭模式和离开模式的加权功耗； 

  （i）加权年度用水量（AWc）按每年公升算，四舍五入到整数；它将被描述为：“用水量

每年‘X’公升，基于 220次全载和半载 60℃和 40℃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实际的用水量取

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j）离心甩干效率等级的决定于附录六的第 2 点一致，表达为“离心甩干效率等级‘X’

是在一个层级上从 G（最小效率）到 A（最大效率）”；这可能会被表达成其他意思只要它明确

提供了层级从 G（最小效率）到 A（最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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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得到最大离心速度在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半载标准 40℃棉洗程序，以较低者为

准，并得到含水量从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半载标准 40℃棉洗程序里，以较高者为准； 

  （l）迹象表明“标准 60℃棉洗程序”和“标准 40℃棉洗程序”是标准洗程序，此信息在

标签和卡片里涉及，这些程序适合清理通常的脏棉衣物并且它们在能耗和水耗方面是最有效的

程序； 

  （m）全载和半载的“标准 60℃棉洗程序”和半载的“标准 40℃棉洗程序”的程序时间以

分钟为单位并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分钟； 

  （n）离开模式的持续时间（T1）如果家用洗衣机配有电源管理系统； 

  （o）空气噪声的排放量表达为 dB（A）re 1 pW 并四舍五入到接近的整数在全载标准 60℃

棉洗程序的洗涤和甩干阶段里； 

  （p）如果家用洗衣机旨在是嵌入式的，这个效果有个指示。 

  2.一个卡片可能覆盖了许多相同供应商提供的家用洗衣机型号。 

  3.卡片里包含的信息可能会给出标签的复印件形式，彩色的或者黑白的。在这种情况下，

列在第 1 点的信息没被展示在标签上的应被提供。  

  附录 III 技术文件 

  1.涉及到技术文件在第 3 章（c）里将包括： 

  （a）供应商的名字和地址 

  （b）洗衣机型号的总体描述，足以使其明确和容易识别； 

  （c）在适当的情况下，协调标准应用的参考； 

  （d）在适当情况下，使用其他技术标准和规范； 

  （e）个人授权去绑定供应商的身份与签名； 

  （f）一个迹象显示家用洗衣机型号版本是否在的洗周期中释放银离子如下：“本产品释放

/不释放银离子在洗周期中。”； 

  （g）测量的技术性参数如下： 

  （ⅰ）能源消耗量； 

  （ⅱ）程序时间； 

  （ⅲ）用水量； 

  （ⅳ）在“关闭模式”下功耗； 

  （ⅴ）在“离开模式”下功耗； 

  （ⅵ）“离开模式”持续时间； 

  （ⅶ）含水量； 

  （ⅷ）空气噪声的排放量； 

  （ⅸ）最大离心速度； 

  （h）完成的计算结果与附录七一致。 

  2.在技术文档里包括的信息是通过一个特殊型号的家用洗衣机的基础设计计算得到的，或

从其他等价的家用洗衣机推断或两者都可，此文件应包括如计算或推断的详细细节，或者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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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和供应商所做的测试以验证进行的计算的准确性。此信息还应包括所有其他等价的家用

洗衣机型号的清单并在相同的基础上获得信息。  

  附录 IV 提供信息的情况下终端用户不能被期望看到显示的产品 

  1.在第 4 章（b）中涉及到的信息将按一下顺序提供： 

  （a）额定容量用 kg 算的棉织物，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全载标准 40℃棉洗程序，以较

低者为准； 

  （b）能效等级被定义在附录六的第 1 点里； 

  （c）加权年度的能耗按每年 kWh 算，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并计算与附录七的第 1 点

（c）一致； 

  （d）加权年度用水量每年用公升算，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并计算与附录七的第 2 点

（a）一致； 

  （e）离心甩干等级与附录六的第 2 点一致； 

  （f）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半载标准 40℃棉洗程序得到最大离心速度，以较低者为

准，和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半载标准 40℃棉洗程序得到的含水量，以较高者为准； 

  （g）在洗涤和甩干阶段空气噪音的排放量，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表达成 dB（A）re 1 

pW 并四舍五入到接近的整数； 

  （h）如果家用洗衣机生产出的是嵌入式的，是此效果的一个指示。 

  2.其他信息包含在产品卡片里也被提供了，它应以规定的形式附录二里。 

  3.大小和字体，在本附录中提到的所有打印的或显示的信息，应当清楚。  

  附录 V 市场监控目的的验证程序 

  对于符合在第 3 章和第 4 章要求的检查目的，成员国当局将测试一个单一的家用洗衣机。

如果测量的参数与供应商声明的值不符和在表 1 列出的范围内，应用三台或以上的家用洗衣机

来测量。计算这三台家用洗衣机的平均值应符合供应商声明的值在表 1 范围定义内，除了能源

消耗，测量值将多于 6%的 Et 额定值。 

  否则，这个型号的和其他等价的家用洗衣机型号将视为不符合第 3 和 4 章的要求。 

  成员国当局应用可靠的，准确的和可重复的测试程序，考虑到一般公认的最先进的测量方

法，包括方法在文件中列出的参考数字并已经被欧盟官方期刊为目的出版了。 

  表 1 

测量参数 验证公差 

年度能源消耗 测量值将不大于 AEc 额定值（*）的 10% 

能源消耗 测量值将不大于 Et额定值的 10% 

程序时间 测量值将不会长于 T 额定值的 10% 

用水量 测量值将不大于 Wt额定值的 10% 

含水量 测量值将不大于 D 额定值的 10% 

离心速度 测量值将不少于额定值的 10% 

关闭模式和离开模

式下的功耗 

测量值多于 1.00W 的功耗 PＯ和 Pl将不多于额定值的 10%。测量值少于或

等于 1.00W 的功耗将不多于额定值的 0.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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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模式的持续时

间 
测量值将不长于额定值 Tl的 10%。 

空中噪音的排放量 测量值将符合额定值。 

（*）“额定值”是指供应商声明的一个值。 

 

  附录 VI 能效等级和离心甩干效率等级 

  1.能源效率等级 

  家用洗衣机的能效等级将被它的基础能源效率只是（EEI）所决定，并列在表 1 中。 

  家用洗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将被决定与附录七的第 1 点一致。 

  

表 1 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指数 

A+++ （最高效率） EEI ＜ 46 

A++ 46 ≤ EEI ＜ 52 

A+ 52 ≤ EEI ＜ 59 

A 59 ≤ EEI ＜ 68 

B 68 ≤ EEI ＜ 77 

C 77 ≤ EEI ＜ 87 

D（最低效率） EEI ≥ 87 

 

  2.离心甩干效率等级 

  家用洗衣机的离心甩干效率等级将依据表 2 中列出的含水量所决定。 

  家用洗衣机的含水量（D）将被决定与附录七的第 3 点一致。 

  

表 2 离心甩干效率等级 

离心甩干效率等级 含水量（%） 

A（最高效率） D ＜ 45 

B 45 ≤ D ＜ 54 

C 54 ≤ D ＜ 63 

D 63 ≤ D ＜ 72 

E 72 ≤ D ＜ 81 

F 81 ≤ D ＜ 90 

G（最低效率） D ≥ 90 

 

  附录 VII 能源消耗指数，年度用水量和含水量的计算方法 

  1.能源消耗指数的计算 

  一台家用洗衣机型号的能耗指数计算，全载和半载的标准 60℃棉洗程序和半载标准 40℃棉

洗程序的家用洗衣机的加权年度能耗与它的标准年度能耗的比。 

  （a）能效指数（EEI）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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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指： 

  AEC=家用洗衣机的年度能耗； 

  SAEC=家用洗衣机的标准年度能耗 

  （b）标准的年度能耗（SAEc）是按 kWh/年来计算的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

位： 

   

  意思指： 

  c=家用洗衣机的额定容量在全载标准 60℃棉洗程序或全载标准 40℃棉洗程序，以较低者为

准。 

  （c）加权年度能耗（AEc）按 kWh/年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 

   

  （i）  

  是指： 

  Et=加权的能源消耗； 

  Po=“关闭模式”下的加权功耗； 

  Pl=“离开模式”下的加权功率； 

  Tt=加权的程序时间； 

  220=每年标准洗周期的总数。  

  （ii）当家用洗衣机配备了一个动力管理系统，家用洗衣机自动重新回到“离开模式”在

程序之后，加权年度能耗（AEc）是被计算的考虑到“离开模式”下的有效持续时间，依据下面

的公式： 

   

  意思指： 

  Tl=“离开模式”下的时间。 

  （d）加权能耗（Et）用 kWh 来计算并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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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关闭模式”下的加权功率（PO）用 W 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

位： 

   

  （b）加权程序时间（Tt）用分钟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分钟： 

  意思指： 

   

  （c）“离开模式”下的加权时间用分钟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时间： 

   

  2.加权年度用水量的计算 

  （a）家用洗衣机的加权年度用水量（AWc）用公升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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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权含水量的计算 

  家用洗衣机的加权含水量用百分数来计算如下所示，并四舍五入到最近的百分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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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新能源标签指令实施措施-家用滚筒干衣机 

  委员会授权条例（EU）392/2012 号 2012 年 3 月 1日 

  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家用滚筒干衣机能源标签的第 2010/30/EU 指令的补充 

  （本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考虑到欧共体条约的要求，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与 2010 年 5月 19 日颁布

的第 2010/30/EU 号指令，该指令规定耗能产品应通过标签和标准产品信息来明示其能源及其他

资源的消耗状况，特别是其中的条款 10，鉴于： 

  （1）指令 2010/30/EU 要求委员会采用耗能相关产品标签的授权法案，该标签在节能方面

体现了重大潜能，并且对同等功能的性能水平也体现出巨大差异。 

  （2）家用滚筒干衣机能源标签的规定是由 1995年 5 月 23 日颁布的委员会指令 95/13/EC

确定的，该指令执行关于家用电滚筒干衣机能源标签的理事会指令 92/75/EEC。 

  （3）在联盟国内，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耗在总家用能耗需求中所占比例很大，在已经取得

的节能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家用制冷器具的能耗水平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4）为了使能效标签能够动态激励供应商进一步改进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以及加速

市场向节能技术方向转型，应废除指令 95/13/EC 并且在本条例中制定新条款。 

  （5）1996 年 9 月 19 日颁布的委员会指令 96/60/EC 是执行理事会关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

机能效标签的第 92/75/EEC号指令，该委员会指令已经涉及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家用组合洗

衣-干衣机具有特殊特性，因此不在本条例考虑范围之内。 

  （6）标签上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及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获得。该程序

采用了公认为目前最流行的测量方法，在可行的情况下，应采用第 98/34/EC 号指令中附录一列

出的已经过欧洲标准化组织认可的协调标准。1998 年 6月 22 日由欧洲议会及理事会颁布的该

指令的附录一是一个关于技术标准和实施规则的信息以及信息社会服务法规要求的程序。 

  （7）本条例为家用滚筒干衣机，包括燃气干衣机的能效标签形式和内容做出了统一的规

定。 

  （8）另外，本条例应对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技术资料和产品铭牌做出详细规定要求。 

  （9）此外，本条例也对提供家用滚筒干衣机具的任一形式的远程销售、广告和技术性推广

资料的信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0）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应对该条例的条款内容进行审查。 

  （11）为了促使从第 95/13/EC 号指令过渡到本条例，按照本条例要求加贴的家用滚筒干衣

机能效标签仍然认为其符合第 95/13/EC 号指令的要求。 

  （12）第 95/13/EC 号指令应被替代。 

  欧盟委员会已采纳下述条例： 

  第 1 条 主旨和范围 

  1.本条例规定了市场上销售的家用电动和燃气滚筒干衣机以及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标识

要求以及应提供补充的产品信息要求，包括哪些以非家用目的出售的滚筒干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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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条例不适用于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和家用旋转脱水机。 

  第 2 条 定义 

  除 2010/30/EU 号指令中第 2 条规定的定义外，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条例： 

  （1）“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由的旋转的滚筒中的热空气对织物进行干燥的器具，其设计

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2）“内置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打算安装在橱柜内、制备好的凹墙内或类似位置的家用

滚筒干衣机，此类器具需要家具加工； 

  （3）“家用组合洗衣-干衣机”是指包括旋转脱水功能以及通过加热和滚动方法使织物干

燥的家用洗衣机； 

  （4）“家用旋转脱水机”，商业场合也被称为“旋转干衣机”，是指利用旋转桶的离心力

将织物中的水甩干，并且通过自动抽水机将水排出的器具，其设计主要用于非专业目的； 

  （5）“排气式滚筒干衣机”是指带有引入新鲜空气入口的滚筒干衣机，烘干织物后，通过

出口将潮湿空气排到房间或室外； 

  （6）“冷凝式滚筒干衣机”是指通过冷凝空气去除水分完成干衣过程的滚筒干衣机； 

  （7）“自动滚筒干衣机”是指当负载达到一定含水率，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例如

通过电导率或温度探测含水率； 

  （8）“非自动滚筒干衣机”经过一段预订程序之后，烘干程序停止的滚筒干衣机，通常通

过定时器控制，也可以通过手动断开； 

  （9）“程序”是指预选确定的、由生产商规定适合干燥特点类型织物的一系列运行； 

  （10）“周期”是指通过程序选择确定完整的干燥过程； 

  （11）“程序时间”是指从程序开始到程序完成所消耗的时间，不包括任何终端用户的程

序延迟。 

  （12）“额定容量”是指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装载，由制造商规定，家用滚筒干衣机所选

择的程序能够处理的特定类型织物的最大质量，单位为 kg，0.5kg 间隔。 

  （13）“部分负载”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指定程序额定容量的一半。 

  （14）“冷凝效率”是指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冷凝式滚筒干衣机冷凝湿气的质量与从负

载中去除的湿气质量的比值。 

  （15）“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连接至电压，并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使用时，

通过器具上用户可以触及，并打算由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操作的控制器或开关来关闭器

具，所能获得的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消耗状态。如果用户终端没有控制器或开关，

“关机模式”是指家用滚筒干衣机自身恢复到功率消耗稳定状态的情况。 

  （16）“待机模式”是指程序结束后，除了去除负载外，不由终端用户进一步干预，家用

洗衣机可以持续无限期时间的最低功率模式； 

  （17）“等效家用滚筒干衣机”是指市场上出售的某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与投放至

市场的另一个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具有相同的额定容量、技术和性能特性、耗电量、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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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效率、标准棉程序时间以及烘干时的声学噪声，由相同的制造商生产，只是具有不同的商

业代号。 

  （18）“终端用户”是指购买或准备购买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消费者。 

  （19）“销售点”是指对用于展示家用滚筒干衣机或提供出售、租赁等服务的地点。 

  （20）“标准棉程序”是指将棉织物由最初的 60%含水率烘干至 0%含水率的周期。 

  第 3 条 供应商的责任 

  供应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滚筒干衣机均应附带一份按照附件一规定的格式和信息内容，预先印制好的

标签。 

  （b）应有一个符合附件二规定要求的产品铭牌。 

  （c）为满足成员国管理机构和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应提供符合附件三规定要求的技术资

料。 

  （d）若某一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

包括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e）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技术性推

广资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4 条 经销商的职责 

  经销商应确保做到： 

  （a）每台家用滚筒干衣机在销售网点进行销售时，在产品外形的正面或者顶部、明显可见

的位置加贴供应商按照第三条规定制作的标签。 

  （b）在销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场所，若最终用户无法看到产品的

实物展示，应提供市场推广使用的、由供应商按照附件五的规定编制的信息资料。 

  （c）若某一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广告包含了能耗或价格信息，则该型号的产品广告应

包括该产品的能效等级信息。 

  （d）涉及到任一特定型号、且包含该型号产品特定技术参数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技术性推

广资料中，应包括该型号产品的能效等级。 

  第 5 条 测量方法 

  根据第三条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应通过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及可重现性的测量程序获得。

该程序采用了附件六规定的公认为目前最流行的测量方法。 

  第 6 条 市场监督审核程序 

  各成员国在针对产品的能效等级、工作周期耗电量、冷凝效率等级、额定容量、待机和离

开模式的功率消耗、离开模式持续时间、程序时间和噪声进行符合性审查时，应符合附件五规

定的程序。 

  第 7 条 修订 

  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欧盟委员会应依据技术进步情况在四年之内审核本条例。审核的重

点应特别关注附录五所述的公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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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条 废止 

  自 2012 年 5 月 29 日起，第 95/13/EC 号指令将被废止。 

  第 9 条 过渡性条款 

  1.第三条的（d）款、（e）款和第四条的（b）款、（c）款和（d）款项的要求不适用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之前印制完成的广告和技术性推广资料。 

  2.2012 年 5 月 29 日之前已在市场上销售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应符合第 95/13/EC 号指令规

定的要求。 

  3.2012 年 5 月 29 日之前，符合本条例要求生产的、已进入市场销售或准备在市场上销

售、出租或者分期付款销售的家用滚筒干衣机，都被认为是符合第 95/13/EC 号指令的要求。 

  第 10 条 生效和申请 

  1.自刊登本条例的欧盟官方刊物出版后第 20 日起，本条例生效。 

  2.自 2012 年 5 月 29 日起，将开始受理申请。然而，针对第三条的（d）款、（e）款和第

四条的（b）款、（c）款、（d）款要求的申请事项 2012 年 9 月 29 日后才能受理。 

  本条例应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直接约束力。 

  制定于布鲁塞尔 2012年 10 月 3 日 

  欧盟委员会 

  主席  

  附录 I 标签 

  1.排气式滚筒干衣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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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标签里将包含下面的信息： 

  Ⅰ.供应商的名字或者商标； 

  Ⅱ.供应商的型号标识，就是个编码，通常是字母与数字的，这是区分同商标或供应商名字

的其他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 

  Ⅲ.能效等级的决定于附录 VI 的第 1 点一致；箭头的指向包含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效等级

并将放置在相应的高度，同样箭头指向相关能效等级； 

  Ⅳ.加权年能耗（AEc）每年按 kWh 计算,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并与附录 VII 一致； 

  Ⅴ.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型号信息； 

  Ⅵ.标准棉质程序全负载时的循环时间，用分钟标识，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分钟数。 

  Ⅶ.额定容量，按 kg 算，全载标准棉程序； 

  Ⅷ.空气噪声的排放量（权重平均值 LWA），在干燥阶段，全载标准棉程序，用 dB 表达,四

舍五入到整数。 

  1.2 应按照本附件第 4 条款的要求设计标签。然而，当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符合了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颁布的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获得了“欧盟生态标签”时，还应增加欧

盟生态标签的标识。 

  2.冷凝式滚筒干衣机标签 

  

 

  

  2.1. 除了 1.1 列出的信息之外，冷凝式滚筒干衣机还应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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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冷凝效率等级，参见附录 VI 第 2 条。 

  2.2 应按照本附件第 4 条款的要求设计标签。然而，当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符合了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颁布的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获得了“欧盟生态标签”时，还应增加欧

盟生态标签的标识。 

  3.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3.1.燃气式滚筒干衣机的能效标签应包含第 1.1 条所列信息。 

  3.2 应按照本附件第 4 条款的要求设计标签。然而，当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符合了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颁布的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获得了“欧盟生态标签”时，还应增加欧

盟生态标签的标识。 

  4.标签设计 

  （略） 

  附录 II 产品铭牌 

  1. 产品铭牌应按照下列顺序提供规定的信息，在产品说明书或与产品相关的其他文字资料

中也应包括这些信息。 

  （a）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b）供应商的型号标识，即编码，通常是字母与数字的，这是区分同商标或供应商名字的

其他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 

  （c）额定容量，单位 kg，全载标准棉洗程序； 

  （d）家用滚筒干衣机类型：排气式、冷凝式、燃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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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能效等级，参考附录 VI 第 1 条； 

  （f）对电驱动的家用滚筒干衣机：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能源消耗

‘X’kWh，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消耗量。实际

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消

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

使用设备。”； 

  以及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el），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

消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消耗

量。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g）滚筒干衣机是“自动滚筒干衣机”还是“非自动滚筒干衣机”。 

  （h）当该型号产品符合第（EC）No 66/2010 号指令要求，被授予“欧盟生态标签”时，

应予以标识； 

  （i）全载和半载时标准棉程序的能源消耗（Edry，Edry1/2，Egdry，Egdry1/2，Egdry，a，Egdry1/2，a）； 

  （j）关闭模式和离开模式的功耗； 

  （k）离开模式的持续时间，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配有能源管理系统； 

  （l）指明全负载和半负载下的“标准棉程序”是标准程序，此信息在标签和铭牌中涉及，

这些程序适合处理通常的湿棉衣物并且它们是在能耗方面是最有效的程序； 

  （m）“全负载和半负载的标准棉程序”加权程序时间（Tt）、“全负载的标准棉程序”加

权程序时间（Tdry）、“半负载的标准棉程序”加权程序时间（Tdry1/2）均用分钟表示，并四舍五

入进最接近的整数值。 

  （n）冷凝效率等级，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是冷凝式滚筒干衣机，参考附录 VI 的第二条，

表示为“冷凝效率等级‘X’，从 G（最低效）到 A（最高效）”；这可能会被表达成其他意思

只要它明确提供了层级从 G（最低效）到 A（最高效）； 

  （o）全负载和半负载下的平均冷凝效率 Cdry、Cdry1/2和“标准棉织物程序全负载和半负载”

的加权冷凝效率 Ct，用%表示，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值，如果是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p）噪声级别（加权平均值-LWA）表达为 Db,并四舍五入到接近的整数在全载标准棉程序

阶段里； 

  （q）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旨在是嵌入式的，这个效果有个指示。 

  2.一个卡片可能覆盖了许多相同供应商提供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型号。 

  3.卡片里包含的信息可能会给出标签的复印件形式，彩色的或者黑白的。在这种情况下，

列在第 1 点的信息没被展示在标签上的应被提供。 

  附录 III 技术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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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涉及到技术文件在第 3 章（c）里将包括： 

  （a）供应商的名字和地址 

  （b）家用滚筒干衣机型号的总体描述，足以使其明确和容易识别； 

  （c）在适当的情况下，协调标准应用的参考； 

  （d）在适当情况下，使用其他技术标准和规范； 

  （e）个人授权去绑定供应商的身份与签名； 

  （f）测量的技术性参数如下： 

  （i）对电驱动的家用滚筒干衣机： 

  能源消耗（Edry，Edry1/2，Egdry，Egdry1/2，Egdry，a，Egdry1/2，a）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时； 

  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消

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

使用设备。”； 

  以及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el），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

消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消耗

量。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ii）关闭模式和离开模式的功耗； 

  （iii）全负载的标准棉程序”程序时间（Tdry）、“半负载的标准棉程序”程序时间

（Tdry1/2）均用分钟表示，并四舍五入进最接近的整数值。 

  （iv）离开模式的持续时间，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配有能源管理系统； 

  （v）如果是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程序全负载和半负载下的平均冷凝效率 Cdry、

Cdry1/2，用%表示，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值； 

  （vi）噪声级别； 

  （g）完成的计算结果与附录 VII 一致。 

  2.在技术文档里包括的信息是通过一个特殊型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基础设计计算得到

的，或从其他等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推断或两者都可，此文件应包括如计算或推断的详细细

节，或者两者都用，和供应商所做的测试以验证进行的计算的准确性。此信息还应包括所有其

他等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型号的清单并在相同的基础上获得信息。 

  附录 IV 在终端用户预期不能看到产品展示时应提供信息 

  1.在第 4 章（b）中涉及到的信息将按一下顺序提供： 

  （a）棉织物的额定容量（kg），全载标准棉程序； 

  （b）家用滚筒干衣机型号，排气式、冷凝式、燃气式； 

  （c）能效等级被定义在附录 VI 的第 1 条里； 

  （d）对电驱动的家用滚筒干衣机： 



199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c），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能源消耗

‘X’kWh，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消耗量。实际

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消

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

使用设备。”； 

  以及 

  加权年度能源消耗（AE c（gas）el），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它将被描述为：“每年

消耗‘X’kWh 气体，基于 160 次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的标准洗周期，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消耗

量。实际的能源消耗取决于如何使用设备。”； 

  （e）自动型滚筒干衣机还是非自动型滚筒干衣机； 

  （f）能源消耗（Edry，Edry1/2，Egdry，Egdry1/2，Egdry，a，Egdry1/2，a）全载和半载棉洗程序时，四舍

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参见附录 VII。 

  （g）关闭模式和离开模式的功耗； 

  （h）全负载的标准棉程序”程序时间（Tdry）、“半负载的标准棉程序”程序时间

（Tdry1/2）均用分钟表示，并四舍五入进最接近的整数值。 

  （i）冷凝效率等级，参见附录 VI 第 2 条，如果是冷凝式滚筒干衣机； 

  （j）噪声级别（加权平均值-LWA）表达为 dB,并四舍五入到接近的整数在全载标准棉程序

阶段里； 

  （k）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旨在是嵌入式的，这个效果有个指示。 

  2.其他信息包含在产品卡片里也被提供了，它应以规定的形式附录 II 里。 

  3.大小和字体，在本附录中提到的所有打印的或显示的信息，应当清楚。 

  附录 V 市场监督的审查程序 

  为了证实本条例的附和性和有效性，测量和计算过程应使用协调标准（在欧盟官方报刊中

登出）或其他可靠的、精确的和可重复的方法。这些方法代表了普遍认可的通用技术水平，并

且结果的不确定度很低。 

  对于符合在第 3 章和第 4 章要求的检查目的，成员国当局将测试一个单一的家用滚筒干衣

机。如果测量的参数与供应商声明的值不符和在表 1 列出的范围内，应用三台或以上的家用滚

筒干衣机来测量。计算这三台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平均值应符合供应商声明的值在表 1 范围定义

内。 

  否则，这个型号的和其他等价的家用滚筒干衣机型号将视为不符合第 3 和 4 章的要求。 

  表 1 

测量参数 检验误差 

加权年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年耗电量（AEC）额定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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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耗电量 实测值不应超过耗电量（Et）额定值 6% 

加权冷凝效率 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Ct）的 6% 

加权程序时间 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Tt）的 6% 

关机和待机模

式的功耗 

如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超过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 6%。

如果关机功耗 PO和待机功耗 Pi小于或等于 1.00W，则实测值不应超过其额

定值 0.10W。 

待机模式持续

时间 
实测值不应超过（Ti）额定值 6% 

噪声级别

（LWA） 
实测值不应高于额定值 

*“额定值”是指制造商的明示值，其中 6%的不确定度表示对于新标签/生态设计要求（包括

全负载和部分负载周期），采用新测试方法测量相关参数时，当前可接受的测试试验误差。 

 

  附录 VI 能源效率等级和冷凝效率等级 

  1.能源效率等级 

  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等级应用能源效率指数（EEI）表示，见表 1。 

  能源效率指数（EEI）应由附录 VII 的第一条确定。 

  

表 1 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指数 

A+++（最高效） EEI＜24 

A++ 24≤EEI＜32 

A+ 32≤EEI＜42 

A 42≤EEI＜65 

B 65≤EEI＜76 

C 76≤EEI＜85 

D（最低效） 85≤EEI 

 

  2.冷凝效率等级 

  冷凝式干衣机的冷凝效率等级应用加权冷凝效率（Ct）表示，见表 2。 

  加权冷凝效率（Ct）应由附录 VII 的第 2 条确定。 

  

表 2 加权冷凝效率 

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指数 

A （最高效） Ct＞90 

B 80＜Ct≤90 

C 70＜Ct≤80 

D 60＜Ct≤70 

E 50＜Ct≤60 

F 40＜Ct≤50 

G（最低效） C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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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VII 能源效率指数和加权冷凝效率的计算方法 

  1.能源效率指数计算 

  为了计算某型号家用滚筒干衣机的能源效率指数（EEI）,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程序在满载

和部分负载状态下的加权年耗电量与其标准年耗电量进行比较。 

  （a）能源效率指数（EEI）按照下式计算，并圆整至一位小数： 

   

  式中： 

  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加权年耗电量； 

  SAEC-家用滚筒干衣机的标准年耗电量； 

  （b）标准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对所有家用滚筒干衣机，排气式除外： 

    

  ——对排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 

   

  式中： 

  c-是家用滚筒干衣机标准棉织物程序对应的额定容量； 

  Tt-是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c）加权年耗电量按照下式计算，以 kWh/year 为单位，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Et=加权耗电量，单位 kWh，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Po=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关机模式的功率，单位 W，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Pl=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待机模式的功率，单位 W，并圆整至两位小数； 

  ——Tt=加权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160=每年总烘干周期。 

  （ii）如果家用滚筒干衣机装有功率管理系统，程序结束后自动转入关机模式，此时，应

考虑待机模式的有效时间，加权年耗电量计算如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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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待机模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d）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加权程序时间 Tt 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其中： 

  ——T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T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程序时间，单位 min，并圆整至最近的整数 min； 

  （e）加权年耗电量（Et）按照下式计算，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式中： 

  ——Edry=标准棉织物程序满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Edry1/2=标准棉织物程序部分负载时的耗电量，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f）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及，部分负载和全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能源消耗按照下式

技术，单位 kWh，圆整至两位小数： 

  

 

  2.附录 II、附录 III、附录 IV 中描述的产品信息的计算 

  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附录 II、III、IV 中描述的全载和半载时标准棉程序的燃气消

耗用 KWhGas 表示，四舍五入进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如下： 

   

  对燃气式家用滚筒干衣机，附录 II、III、IV 中描述的全载和半载时标准棉程序的电能消

耗用 KWh 表示，四舍五入进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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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权冷凝效率的计算 

  程序的冷凝效率是冷凝式家用滚筒干衣机桶内收集湿气的质量与通过程序从负载中去除的

湿气质量的比值，后者是干燥前湿负载与干燥后负载的质量差值。为了计算加权冷凝效率，应

考虑满载和部分负载时标准棉织物程序的平均冷凝效率。 

  程序的加权冷凝效率（Ct）计算如下，单位%，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数： 

   

  平均冷凝效率由测试运行的冷凝效率计算得出，用百分比表示： 

   

  式中 

  ——n 是测试运行数，对所选程序，最少由四组有效测试运行组成； 

  ——j 是测试运行编号； 

  ——Wwj是测试运行 j 时冷凝箱内收集的水的质量； 

  ——Wi是干燥前湿负载的质量； 

  ——Wf是干燥后负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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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通用要求（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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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杭州金鱼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

司、松下家电研究开发（杭州）有限公司、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朱焰、白连社、陈卉、廖经导、张龙、郭丽珍、孙磊、杨向

萍、白韦、韩润、高益宏、贾春耕、冯才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绿色设计的术语和定义、绿色设计要求、绿色设计程

序、绿色设计评价与改进及信息的提供与共享。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绿色设计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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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包括概念设计、计划（策划）、开发、验证、发布

和生命周期管理等阶段。其中，开发阶段主要包括总体方案设计、系统设计、零部件设计和工

程设计（包括工艺设计和工装设计）四个部分。 

  注：产品发布阶段指新产品从开始批量生产到产品全面上市销售的过程，此过程包括新产

品推广资料准备、知识培训、用户信息反馈等。 

  3.2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设计中，充分考虑其性能、质量、开发周期和

成本，优化各有关设计因素，使产品使用及其制造过程资源消耗极小、对生态环境的总体负面

影响最小且注重人体健康与安全的设计和开发活动。 

  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的设计过程，包括概念设计、计划（策划）、开发、验证、

发布和生命周期管理等。 

  3.3 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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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而言，人们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其材

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的设计活动。 

  注：工业设计是产品设计开发活动内容的一部分,贯穿于产品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大部分

活动体现在概念设计阶段。 

  3.4 绿色模块化设计 green modular design   

  基于绿色设计思想，结合对产品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市场预测、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划分

并设计出一系列通用的绿色功能模块；根据用户的要求，对这些模块进行选择和组合，就可以

构成不同功能、或功能相同但性能不同、规格不同的产品。这种设计方法称为绿色模块化设

计。 

  3.5 绿色包装设计 green package design 

  指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充分考虑包装及材料回收的可能性，回收处理方法，回收处理结构

工艺性等与回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以达到包装及材料的减量化、污染最小化和充分有效利

用。 

  3.6 绿色设计数据库 green product design database 

  与产品绿色设计有关的材料、能源及空气、水、土、噪声排放的基础数据库，为绿色产品

设计提供依据。 

  3.7 绿色营销 green marketing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企业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

来，以此为中心的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的一切营销活动。 

  3.8 产品生命周期  life cycle（LC） 

  从原材料采掘、提炼、加工，到产品的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储存、使用和维护，直

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的全过程。 

  4  绿色设计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绿色设计要求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分析、对产品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环境因素评估、以及产品的绿色功能性要求。 

  4.1 绿色设计考虑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 

  原材料的获取、选择和使用； 

  产品设计制造； 

  包装、运输和配送； 

  产品的销售； 

  产品使用； 

  维护和维修； 

  回收利用。 

  4.2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需评估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 

  a）资源、能源的种类及消耗； 

  b）危害物的排放种类及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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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噪声、辐射和电磁场等物理效应造成的污染； 

  d）产生的废料； 

  e）回收利用（再利用、再循环、能量回收等）。 

  4.3 产品绿色设计要求 

  4.3.1 环保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a）节能要求（使用或待机的能源效率）； 

  b）噪声及电磁兼容要求； 

  c）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环保法规； 

  d）可回收率与可再生利用率的限值要求； 

  e）危险与危害物的禁用和限用要求； 

  f）其他法律法规等。 

  4.3.2 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的技术要求： 

  a）减量化原则——尽量减少零部件数量、减少材料种类与数量； 

  b）替代性原则——尽量以易获（制）取的材料替代难以获（制）取的材料； 

  c）标准化原则——尽可能提高标准化率、绿色模块化及通用化率； 

  d）等寿命原则——尽量采用等寿命设计； 

  e）易于拆卸、便于维修与维护； 

  f）便于仓储与配送； 

  g）便于回收和利用； 

  h）其他环境友好性原则。 

  5 绿色设计程序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绿色设计程序应包括需求分析、概念设计、方案设计、系统和零部

件设计、以及工程设计等主要阶段。 

  5.1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包括外部需求分析（用户需求分析、销售商需求分析、供应商需求分析等）、

内部需求分析和相关利益方需求分析，用户需求分析包括咨询阶段需求分析、购买阶段需求分

析、使用阶段需求分析和报废阶段需求分析。各种需求分析应充分考虑有关绿色需求。 

  5.2 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阶段重点应在满足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以下目标参数的权衡和优

化： 

  a）产品功能； 

  b）产品主要性能； 

  c）产品外观（重点考虑以人为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关注和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要在人性化设计、材料、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等方面充分考虑绿色要求，尽量

追求简约式设计。）； 

  d）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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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方案设计 

  总体方案设计阶段重点应在满足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以下目标参数的权衡和

优化： 

  a）材料使用效率指标； 

  b）能耗指标； 

  c）噪声、振动及辐射； 

  d）标准化、绿色模块化及通用化率； 

  e）回收再利用率； 

  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5.4 系统设计与零部件设计 

  系统设计与零部件设计应在满足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重点考虑以下因素进行权衡

和优化： 

  a）材料的种类和数量（包括再生料或可回收料的选择）； 

  b）材料可回收性； 

  c）材料可再利用性； 

  d）材料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限制； 

  e）零部件标准化、绿色模块化及通用化率； 

  f）结构的可拆卸性。 

  5.5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阶段应在满足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重点考虑以下因素进行权衡和优化： 

  a）工艺流程；  

  b）加工设备、检测设备、工装、工具及模具；  

  c）辅材选择及用量； 

  d）辅材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限制； 

  e）制造过程清洁能源使用、能耗、噪声、污染、排放等； 

  f）制造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人身健康。 

  6  绿色设计评价与改进 

  6.1 产品绿色设计评价分为过程评价和产品绿色水平评价。 

  6.2 过程评价按 5.2～5.5 确定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采用与近期类似产品、系统或零部件

进行比较, 评价方法可采用雷达图方式、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等；过程评价不能满足要

求, 应针对性提出改进措施并重新进行评价直到符合评价指标要求。 

  6.3 产品完成绿色设计程序后，应进行最终评价；最终评价应结合具体家用电器产品的功

能特点，采取能源效率指标、材料使用效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回收率、再利用率等指标

进行评价，评价方法推荐采用雷达图方法进行。 

  6.4 产品制造商应建立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和危害物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符合 GB/T 

24001，否则，不建议对产品采用 6.3 规定的最终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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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产品制造商应根据绿色设计持续改进的原则，不断地对产品或维修配件等进行绿色设

计的持续改进。 

  7 信息的提供与共享 

  7.1 搜集整理产品绿色设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沿着供应链的方向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

使相关利益方与相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7.2 产品制造商应该编制产品绿色设计相关的企业标准、规范，并与相关利益方进行信息

沟通与交流。 

  7.3 应建立产品的绿色设计数据库，产品绿色设计完成后应与相关的利益方共享相关的产

品绿色设计信息 

  7.4 产品上市时应向客户提供相关绿色设计信息并向客户进行绿色营销。 

  参考文献 

  [1]  GB/T21097.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 

  [2]  GB/T21273 环境意识设计将环境因素引入电工产品设计和开发（IEC Guide 114：

2005，IDT） 

  [3]  GB/T24040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 

  [4]  GB/T24062 环境管理将环境因素引入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5]  IEC 62430 电气电子产品和系统环境意识设计 

  [6]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5/32/EC 号指令 2005 年 7 月 6 日为规定用能产品的生

态设计要求建立框架并修订第 92/42/EEC 号和第 96/57/EC 号理事会指令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第 2000/55/EC 号指令（EUP） 

  [7]  European Commission Single Marke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New Approach M, 341—EN 

  [8]  Mandate to CEN/CENELEC/ETSI for programming of standardization work in 

the field of ECO-design of energy_ us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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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生态设计通用要求（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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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家用电器及产品的广泛使用已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家用电器的

生态设计已作为社会进步和开拓新市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已成为世界家用电器生产、销售大国，主要家用电器的产销量均已占世界首位。因

此，实施家用电器的生态设计更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家用电器的生态设计目标是：从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自然资源角度出发，减少产品在其

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产品的环境因素也必须与其它诸如用途、性能、安

全、健康、成本、可销售性、质量、法律法规等因素取得平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在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使产品的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消费者都会从中受益。 

  生态设计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整体产品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它包括直接与产品

的策划开发过程相关的行为，以及那些对生产组织内部方针政策和决策过程负责的行为。具体

讲，就是涉及某一家电产品从设计、采购、生产、经销、使用、维护、报废以至再生、循环应

用全生命周期的过程。 

  本标准作为家用电器生态设计的通用要求，是一个基础性标准；凡涉及到具体的家用电器

产品，应在对照采用本标准的同时，参考具体产品的“生态设计特殊要求”。（具体的家用电

器产品的特殊要求，如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将在本标准的基础上陆续制订出。）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生态设计通用要求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生态（环境）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的一般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参考文件可独立使用。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

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使用这些

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ISO 14001: 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以及对应的国家标准 GB 24040：2004 

  ISO 14040: 1997“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以及对应的国家标准 GB 24040:1999 

  3.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应用于本标准。 

  3.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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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寓所及类似用途（例如：商店、轻工业和农场等）场合，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电

子和电器装置。 

  3.2 生态设计（Eco-design） 

  在充分考虑各种环境影响、生态要求的情况下，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设计和开发的全过

程。 

  这一过程应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作为考虑依据，包括产品的设计、各种原料、材料等自然

资源的选取、配置，生产、销售，使用、维护，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终结后的再循环利用和处

置。 

  3.3 环境（environment） 

  与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或产品相关的所有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陆地、自然资源、

植物、动物、人类自身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3.4 环境因素（environment aspect） 

  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设计、生产、销售、使用、维护等相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各项环境因

素。包括大气、水、土壤、各种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能源）、以及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 

  环境因素也称之为环境系统。 

  生态设计所涉及的环境因素可区分为： 

  一般环境因素，和重要环境因素。 

  一般环境因素：产品生态设计过程所能涉及到的一切环境因素； 

  重要环境因素：产品生态设计过程所涉及到的具有明显或重大环境影响的因素。 

  3.5 环境影响（environmental impact） 

  由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及相关的服务而产生的对环境的所有影响。 

  3.6 环境影响参数（Environmental parameter） 

  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设计过程中可以量化的环境影响及特征参数，并可通过分析和排

序，描绘出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重大环境因素。 

  3.7 生命周期（life cycle）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从生产、使用、失效报废到循环利用）的各个连续的阶段—

—即，从最初的原材料获取、产品的生产、产品正常使用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 

  （注：参见 ISO 14040:1997 的相关定义 3.8） 

  3.8 生命周期思想（Life Cycle Thinking （LCT））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特指的概念为一个具体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所有涉及

环境因素的考虑。 

  3.9 生命周期阶段（life cycle stage）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特指的概念为一个具体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个连

续的阶段。 

  3.10 生命周期评价（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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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特指的概念为一个具体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含生命周

期的各个阶段）所有资源、能源、材料的使用和消耗，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对环境的影响。 

  3.11 生态设计工具（ECD Tool） 

  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和开发时的必要或辅助工具。“生态设计工

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用来分析、比较和导出解决方案的工具或手段。 

  4.生态设计的基本原则 

  4.1 生命周期思想（LCT） 

  生命周期思想（或全生命周期思想）是指产品在其全部生命周期阶段——包括设计、开

发、生产、销售、服务维修、以及产品生命终结后的回收再利用等各个阶段而言的，以及在这

一全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生命周期思想是生态设计的基础。 

  生命周期思想的基本要点： 

  4.1.1 确定产品的环境因素和重要环境因素 

  原则：影响产品的环境因素应按产品生命周期的过程依次确定；同时识别、分析并确定一

般环境因素和重要环境因素。 

  一般环境因素：产品生命周期涉及到的所有环境因素； 

  重要环境因素：在所有各项环境因素中具有明显权重的影响因素。 

  （如，环境因素的权重可以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分别确定，也可以针对具体产品的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确定。） 

  4.1.2 考虑环境因素与生命周期对应阶段的平衡取舍 

  原则：考虑并选取产品的环境影响因素和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各个阶段）最佳的平衡点。 

  （如，考虑具体一个电器产品时，应在确保产品品质、质量的前提下，选取环境因素和经

济效益的最佳平衡。） 

  4.1.3 力争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负面影响最小化 

  原则：制造商应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运用产品生态设计各种有效工具，力争使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负面影响最小化为目标，并保证这一工作的持续性。 

  4.2 环境法规与产品标准的协调关系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和开发时，必然会涉及到环境法规与产品标准的

协调，需要协调的关系包括： 

  ——国内和国际法规（相关法规、环境法规）、技术标准以及相关协议和责任 

  ——产品的功能、品质与涉及到的环境法规的关系 

  ——市场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与涉及到的环境法规的关系等等 

  4.3 生态设计管理系统 

  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生态设计管理系统是实施产品

生态设计的保障。因此要实现行之有效的产品生态设计，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生态设计管理

体系，并且有明确的计划和实施方法、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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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生态设计管理系统还是确保把环境因素引入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并保持可持续发

展，促进不断创新的保障。 

  5.生态设计基本程序 

  5.1 生态设计的基本程序概述 

  生态设计的基本程序应包括： 

  ——分析现有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相关的各项法规要求、标准以及，具体产品投资、生

产、消费和使用等各方的关系和需求； 

  ——分析并识别某类具体家用电器及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的重大环境因素和相应的其他因

素； 

  ——在完成上述两个基本过程后，实施某类家用电器及产品具体设计与开发过程；并将涉

及到的所有因素定量或定性列表或排序出来； 

  ——完成基本的设计过程后，对这一具体家用电器或产品的环境绩效给予回顾和评估。 

  在上述过程中，要求各利益涉及/相关方信息通畅，并且保证所有信息资源的共享。 

  5.2 利益相关方及法规要求分析阶段 

  作为生态设计的第一步，应该全面、完整地理解相关的环境法规和相关方的要求，确定具

体产品开发的基本框架。 

  包括： 

  ——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产品及技术标准 

  ——消费行为及市场规范 

  ——产品的合格评价与报告 

  ——产品的各项使用说明及其它需要的相关信息 

  ——产品具体的功能范围 

  ——产品的生命周期及各个阶段对应与界定 

  ——预期的市场范围 

  ——以及其他涉及到的相关活动 

  同时，还应该关注将来可能出现的各项新的环境要求及变化趋势，并系统地分析这些要求

和变化趋势，评估判断可能对产品功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确定采

取的改进措施，以便建立起产品规范化的基础。 

  5.3 环境因素的识别和评估阶段 

  环境因素的识别和评估包括以下步骤： 

  5.3.1 识别相关的环境因素 

  首先定义一组适用于产品的环境因素和生命周期阶段，继而对每个环境生命周期阶段，识

别作为基本输入的材料（包括购买的零部件）和能量，以及输出，比如产品本身，媒介，副产

品和其它（比如大气中的辐射物，排放到水中的物质，废弃物和其它排放）等所有造成环境影

响的因素。 

  ——可以对一类相同或相近的产品进行统一环境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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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过程以及与材料、零部件相关的环境信息可以是定性的或者是定量的。 

  5.3.2 确定重要环境因素 

  通过分析具体的法规要求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对产品整个环境影响的影

响度，确定显著环境因素和对应的生命周期阶段。 

  注意避免过分强调某一个环境因素或者某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应考虑环境因素在不同生命

周期中的潜在的互相影响。 

  注释：环境因素的评价可以是定性的或者是定量的。 

  5.4 设计和开发阶段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或产品的生态设计过程应兼顾产品的安全、健康、技术要求、功能

性、质量、性能和经济因素等。并有效、合理地平衡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减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或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评价选择出多种设

计方案，并定量或定性确定出如下关联因素： 

  ——功能性： 

  采用生态设计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应保证其产品原有的属性和基本功能性； 

  这些功能及属性包括：安全性，使用功能，基本性能，质量等。 

  ——材料效率： 

  采用生态设计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应尽量使用较少的材料（含材料种类、数量和重

量）； 

  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应采用对资源依赖性小、对环境影响度小的材料及辅料； 

  设计时应考虑各种资源的回收及再生利用； 

  综合平衡考虑使用可再生材料以及可回收的材料。 

  ——能量效率： 

  确定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重点为制造和使用阶段）总体节能效果； 

  平衡考虑节能与环境影响的关系； 

  对再生能源考虑及利用。 

  ——化学物质成分： 

  对产品中（包括购买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化学物质的正确评价并注册； 

  避免产品中存在有害物质和材料及其它潜在的危险。 

  ——产品使用的持久性： 

  考虑并尽可能延长家用及类似用途的电器及产品的有效使用期； 

  并有明确的产品持久性、可靠性设计（包括：可修复性和可维护性）。 

  ——清洁生产及工艺过程： 

  确保生态设计的产品采用清洁生产及工艺技术； 

  避免使用有害消耗品和过量的辅助材料。 

  ——包装： 

  在产品包装可靠的基础上，尽量节约材料、简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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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考虑把包装材料的有效使用、重复利用，以及所含减少化学物质对环境的影响。 

  ——再利用、回收和循环使用： 

  考虑减少使用材料复杂性的机会，使资源回收、材料的循环使用、元器件和组件的再利用

尽量方便、容易； 

  平衡考虑各项资源再利用、循环利用过程对环境产生的新影响。 

  ——生命末期管理： 

  尽量简化最终产生的废物和有害物质数量和质量（重量）； 

  考虑到产品和材料的回收、再生利用的经济、环境可行性及影响。 

  注释：可以采用相应或具体的生态设计（ECD）工具和标准。 

  5.5 评价和改进过程 

  某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完成初次的生态设计过程之后，应有一个评价和改进的过

程，这是确保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影响的显著因素可以得到持

续的改进。 

  评价可以采取如下方式： 

  ——首先确定某一项家电产品的生态设计指标，如：基本型号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各项基

本材料消耗、辅料消耗、能源消耗等；并以此作为基准，在新的产品设计开发过程将相应的指

标加以类比，做出评价。 

  ——或，针对性的确定某一项或几项产品生态指标，并加以比较和评价。 

  改进可以采取如下方式： 

  ——寻找出与环境要求相关的可以改进的方案， 

  ——或，确定需要改进的生态设计目标， 

  ——强化相关的信息管理，改进工具和技术，员工的培训等。 

  6.信息的提供与共享 

  应该保证利益相关方沿着供应链的方向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并与相关法规保持一致；同

时，应该与制造商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保持必要的信息沟通，以满足对市场及消费者必须

的信息要求。 

  6.1 制造商（供应链）内部信息交流 

  制造商（供应链）内部信息交流包括： 

  ——企业内部的必要信息交流； 

  ——沿着产品供应链方向（生产流程）的信息交流。 

  内部信息交流的定义是组织内部利益相关方的通信和信息交换。内部信息交流保证了组织

内部的各部门理解 ECD 行动的基本原理，从而保证合作顺利。 

  与材料/零件供应商的信息交流可以支持环境因素/影响的分析。 

  6.2 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外部信息交流的定义是组织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通信和信息交流。 

  外部共享信息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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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给消费者和用户的关于产品重大环境特征和绩效的信息，包括建议的如何用一种

环境兼容的方式来使用和维护产品； 

  ——提供给消费者和用户的关于包装、循环使用或者处置的信息； 

  ——提供给消费者和用户的关于产品生命末期适当处理以及它们在循环使用中的作用的信

息 

  ——有关环境噪声处理设备的信息 

  ——立法和监督机构的信息 

  附录 A  生态设计的工具 

  （资料性附录） 

  生态设计（环境设计）的工具是实现电器产品生态设计的必要手段。产品的生态设计和开

发工具可以包含多种，比如：策划工具及系统，设计应用与支持工具及系统，设计结果的评价

工具及系统，反馈与验证工具及系统，等等，这些都可作为产品生态设计的工具。 

  生态设计的工具及系统应用分析与结果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二者结

合并用的。 

  举例说明生态设计工具包括范围如下： 

  ——策划设计的指导工具可能有检查表、度量和设计手册等， 

  ——设计应用于支持工具包括产品设计数据库及软件系统， 

  ——设计结果的评介工具包括产品评价数据库及软件系统， 

  ——设计反馈与验证工具包括评价对比数据库及软件系统，等等。 

  附录 B 识别和评价环境因素以及相应的影响 

  （资料性附录） 

  B-1 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环境影响的输入和输出示例：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及产品可能有一定范围的环境因素（比如产生辐射、资源消耗等），

对环境带来影响（比如空气、水、土壤污染、气候变化等）。 

  产品的环境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和消耗的输入，过程和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输出。

如果产品是一种服务，那么这些影响通常会与产生这种服务的物质产品有关。环境常受到组织

的行为或者使用产品的个人的影响。图 B.3 给出了一些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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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品生命周期中环境影响的输入、输出和示例 

  

  B—2 生命周期阶段和用来识别重大环境问题的环境因素 

  通常用来评价产品环境影响的工具基于生命周期思想（LCT）和生命周期评价（LCA）。前

者给出定性的信息而后者给出定量的信息：定量信息给出的数值基于合理的目标方法，这样定

量信息可能比定性信息更可靠。然而，这样的分析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并且常常涉及很复杂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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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定性信息给出的结果基于分析预先设定的参数，并定性的评价这些参数。这样信息的可靠

性有点低，但这种分析既快又简单。 

  表 B.3 给出了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识别显著环境问题的 LCT 方法的示例，在 LCT 方法中

有 5 个环境因素类别和 6 个生命周期阶段。 

  

表 XX 用于确定显著环境问题的生命周期阶段和环境因素 

  
原材料选

择和使用 
生产 

包装、运

输销售 
安装与维护 使用 生命末期 

材料、能

源的消耗 

产品是否

需要消耗

材料/能量

以得到原

材料？消

耗什么？

消耗多

少？ 

是否要消

耗产品/

能量去生

产产品？ 

是否需要

包装？运

输过程是

否需要能

量/材料？ 

是否需要消

耗材料/能

量去卸货、

安装、清洁

或固定？ 

产品操作

时是否需

要消耗材

料/能量？

可能用手

使用产品

么？ 

废弃物的处

理是否要消

耗材料/能

量？ 

排放 

在原材料

阶段是否

有排放？ 

在生产阶

段是否有

排放？ 

在包装和

运输阶段

是否有排

放？ 

在安装和维

护阶段是否

有排放？ 

在使用阶

段是否有

排放？ 

产品生命终

结之后是否

有排放,从丢

弃到处理

（填埋、焚

化、循环使

用或再利

用） 

对身体的

影响 

在开采、

精炼和完

成原材料

的过程中

对身体是

否有影

响？ 

在生产阶

段对身体

有何影

响？ 

运输阶段

对身体有

何影响？ 

安装和维护

阶段对身体

有何影响？ 

使用阶段

对身体有

何影响？ 

产品的处理

阶段对身体

有何影响？ 

产生的废

弃物 

产生了什

么废弃

物？ 

在整个生

产阶段产

生了什么

废弃物？

有副产品

产生么？ 

在运输阶

段产生了

什么废弃

物？ 

在安装和维

护阶段产生

了什么废弃

物？ 

在使用阶

段产生了

什么废弃

物？ 

在生命扩展

阶段产生了

什么废弃

物？ 

再利用、

回收和循

环使用原

材料和/

或能量的

可能性 

有没有可

能回收、

再利用和

循环使用

那些用来

获得原材

料的材料/

能量？ 

有没有可

能在实用

阶段回

收、再利

用和循环

使用材料

/能量？ 

有没有可

能再利用

或者循环

使用包装

材料？有

没有可能

再利用运

输容器？ 

有没有可能

回收、再利

用和循环使

用那些用来

安装和维护

产品的材料

/能量？ 

有没有可

能回收、

再利用和

循环使用

那些使产

品运行的

材料/能

量？ 

有没有可能

再利用或者

循环使用产

品废弃物中

的材料？有

没有可能从

废弃物的处

理中回收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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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生命周期阶段和环境因素而言，应识别产品系统中那种原材料造成了显著的环境

影响。这个识别的过程难免会是定性的。但是，如果某人得到了产品的环境信息就可以开展这

个识别的过程。识别的关键问题是将要用于产品 ECD 的参数。同时，显著生命周期以及显著环

境因素也可以通过对已识别的关键问题注释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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