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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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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赛宝实验室，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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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普通用途数字电视接收器（又称机顶盒，以下简称接收器）的能效等级、能效限

定值、节能评价值、功率测试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220V、50Hz电网供电下正常工作的接收器，包括有线接收器、地面接收器和卫

星接收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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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4857  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规范 

GB/T 17700  卫星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 

GB/T 17975.1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 1 部分：系统 

GB/T 17975.2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号的通用编码  第 2 部分：视频 

GB/T 17975.3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号的通用编码  第 3 部分：音频 

GB/T 20600  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 

GB 20943  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D/JN 01  先进广播系统-卫星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及调制：安全模式 

GY/T 155  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制作及交换用视频参数值 

GY/T 170  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与调制规范 

IEC 62087-2008  音频、视频和相关设备功率消耗量的测量方法（Methods of measurement for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audio, video and related equipmen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作状态 on mode 

接收器连接到电网电源上，提供主要功能的状态。 

3.2    
被动待机状态 standby passive mode 

接收器连接到电网电源上，不提供主要功能的低功率状态。接收器只有收到遥控器、按键等外

部激发信号后才能进入该状态。通过遥控装置、内部信号等方式的激发，接收器可以从该状态返回

工作状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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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器能效限定值 the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digital 

television adapters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接收器所允许的工作状态及被动待机状态下的最大功率。 

3.4  
接收器节能评价值 the evaluating valu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digital television 

adapters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节能型接收器所允许的工作状态及被动待机状态下的最大功率。 

4 技术要求 

4.1 能效等级 

接收器能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1级能效等级最高。各等级接收器的工作状态功率及被动待机功

率均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表中∑Pfa是接收器工作状态附加功能功耗因子之和，单位为瓦（W），附

加功能功耗因子的计算见5.2条。 

表1  接收器各能效等级的工作状态功率和被动待机功率 

单位：W    

能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接收器类型 工作状态 

功率 

Pon 

被动待机

功率 

Psp 

工作状态

功率 

Pon 

被动待机

功率 

Psp 

工作状态

功率 

Pon 

被动待机

功率 

Psp 

有线接收器 5.0+∑Pfa 1.0 7.0+∑Pfa 2.0 10.0+∑Pfa 3.0 

地面接收器 5.0+∑Pfa 1.0 7.0+∑Pfa 2.0 10.0+∑Pfa 3.0 

卫星接收器 7.0+∑Pfa 1.0 9.0+∑Pfa 2.0 12.0+∑Pfa 3.0 

4.2 能效限定值 

接收器能效限定值为能效等级的3级。 

4.3 节能评价值 

接收器节能评价值为能效等级的2级。 

使用单路输出式交流-直流和交流-交流外部电源的接收器，所使用的外部电源应符合GB 20943

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5 测试与计算方法 

5.1 测试方法 

按附录A的测试方法对接收器的工作状态功率和被动待机状态功率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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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附加功能功耗因子的计算 

接收器附加功能功耗因子通过查表2确定，应根据接收器在工作状态时可提供的全部主要功能确

定附加功能功率因子之和。 

表2  接收器附加功能功耗因子表 

附加功能 附加功能功耗因子 Pfa  附加功能说明 

高清输出功能 3.0W  

内部硬盘 2.2W 非读写状态下 

HDMI 接口 1.0W  

ADSL 调制解调器 2.0W  

双调谐器 2.0W  

有线调制解调器 

（Cable Modem） 
4.5W  

以太网接口 0.4W/个 非连接状态 

USB 接口 0.3W/个 不接设备状态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能效限定值应作为接收器出厂检验项目。 

6.1.2 经检验认定能效限定值不符合4.2条的接收器不允许出厂。 

6.2 型式检验 

6.2.1 接收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能效限定值型式检验： 

a) 试制的新产品； 
b) 改变产品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明显影响其性能时； 
c)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抽样按 GB/T 2829-2002 规定的判别水平 I、二次抽样方案进行。其样本大小，不合格

质量水平（RQL）及对应的判定组数见表 3。 
 

表 3  型式检验抽样样本、不合格质量水平及判定组数 

检验项目 样本大小 ＲＱＬ及判定数组 

接收器能效限定值 
N1=3 
N2=3 

┌０，２┐ 
40│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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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功率测试方法 

A.1 测量环境 

A.1.1 环境条件 

在下列范围内的温度、湿度和气压条件下进行测量。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A.1.2 电源 

电压为交流 220V，频率为 50Hz。测试采用交流稳压电源供电，其电压和频率波动均不大于±

2%，谐波失真不大于 3%。 

A.2 测试仪器 

功率计为有功功率计，分辨率至少为 0.01W，最小电流量程≤10mA，保证在连续工作条件，测

量精度优于 5％。 

A.3 测试方法 

A.3.1 接收器设置 

接收器设置如下： 

a） 接收器具有表2中不包括的附加功能时，该功能如能由用户关闭则应予以关闭。 

b） 当接收器由外部电源适配器供电时，应采用接收器标配的适配器进行测试。 

A.3.2 输入信号 

高清清晰度数字视音频测试信号应符合 GB/T17975.1、GB/T17975.2、GB/T17975.3、GY/T 155

标准的规定，信号格式 1920×1080i/50Hz。 

标准清晰度数字视音频测试信号应符合 GB/T17975.1、GB/T17975.2、GB/T17975.3、GB/T14857

标准的规定，信号格式 720×576i/50Hz。 

A.3.3 视频测试信号  

视频测试信号采用 IEC62087-2008 中规定的 50Hz 活动序列。 

A.3.4 有线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 

A.3.4.1 有线接收器应根据其视频输出格式选择工况分别进行测试。当接收器能提供两种输出格式

时，需对两种工况全部进行测试，并以两种工况下的最大功率值作为接收器功率。 

A.3.4.2 有线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 如下： 

a) 信道要求：信道编码符合 GY/T 170 的规定； 

b) 单路视频码率： 2Mbps ~ 15Mbps； 

c) 符号率：3.52MS/s ~ 6.89MS/s； 

d) 包长：188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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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调制方式： 64QAM； 

f) 卷积交织深度：I=12； 

g) 滚降系数：α =0.15； 

h) 频率：110MHz ~862MHz； 

i) 标准输入电平：60dBµV； 

j) 噪声带宽：信号占用带宽/(1+α)； 

k) 被测设备音频输出调至最大； 

l) 视频输出格式见表.A.1。 

表 A.1 有线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 视频输出格式 

输入信号 信号格式 隔行比 扫描行数 
行频 

（kHz）

场频 

（Hz） 
幅型比 

MP@ML 720×576 i 2:1 625 15.625 50 4:3 

A.3.4.3 有线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 如下： 

a) 信道要求：信道编码符合 GY/T 170 的规定； 

b) 单路视频码率：2Mbps ~ 25Mbps； 

c) 符号率：3.52MS/s ~ 6.89MS/s； 

d) 包长：188 byte； 

e) 调制方式：64QAM； 

f) 卷积交织深度：I=12； 

g) 滚降系数：α =0.15； 

h) 频率：110 MHz ~862 MHz； 

i) 标准输入电平：60dBµV； 

j) 噪声带宽：信号占用带宽/(1+α)； 

k) 被测设备音频输出调至最大； 

l) 视频输出格式见表 A.2。 

表 A.2 有线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 视频输出格式 

输入信号 信号格式 隔行比 扫描行数 
行频 

（kHz）

场频 

（Hz） 
幅型比 

MP@HL 1920×1080 i 2:1 1125 28.125 50 16:9 

 
A.3.5 地面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 

A.3.5.1 地面接收器应根据其调制方式选择工况分别进行测试。当接收器能提供两种解调方式时，

需对两种工况状态全部进行测试，并以两种工况下的最大功率值作为接收器功率。 

A.3.5.2 地面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 如下： 

a) 信道编码符合 GB/T 20600 的规定； 



GB ××××—×××× 

6 

b) 频道标称带宽：8M； 

c) 有效带宽：7.56M； 

d) 滚降系数：α =0.05； 

e) 标准输入电平：50dBµV； 

f) 调制方式，见表 A.3。 

表 A.3 地面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 调制方式 

调制 

方式 

载波 

方式 

符号星座图 

映射 
帧头 

前向纠错 

码率 

符号 

交织 

净码率 

(Mbps) 

1 C=1 32QAM PN 595 0.8 720 25.989 

A.3.5.3 地面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 如下： 

a) 信道编码符合 GB/T 20600 的规定； 

b) 频道标称带宽：8M； 

c) 有效带宽：7.56M； 

d) 滚降系数：α =0.05； 

e) 标准输入电平：50dBµV； 

f) 调制方式，见表 A.4。 

表 A.4 地面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 调制方式 

调制 

方式 

载波 

方式 

符号星座图 

映射 
帧头 

前向纠错 

码率 

符号 

交织 

净码率 

(Mbps) 

7 C=3780 16QAM PN 945 0.4 720 9.626 

 
A.3.6 卫星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 

A.3.6.1 卫星接收器应根据其信道编码方式选择工况分别进行测试。当接收器能提供多种解调功能

时，需对各种工况状态全部进行测试，并以最大功率值作为接收器功率。 

A.3.6.2 卫星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 如下： 

a) 信道编码符合 GD/JN 01 的规定； 

b) 输入频率范围 950 MHz ～ 1450 MHz； 

c) 单路视频码率：500kbps ～ 10Mbps； 

d) 标准输入电平：65dBµV； 

e) 调制方式：QPSK； 

f) 信道编码率：3/4； 

g) 滚降系数：0.25； 

h) 符号率：28.8MS/s； 

i) 视频格式：MP@ML，即 720×576i。 

A.3.6.3 卫星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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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道编码符合 GB/T 17700 的规定； 

b) 单路视频码率：2Mbps ~ 15Mbps； 

c) 符号率：2 MS/s ～ 30 MS/s； 

d) 包长：188 byte； 

e) 内码码率：3/4； 

f) 卷积交织深度：I=12； 

g) 滚降系数：α =0.35； 

h) 射频频率：950 MHz ～ 2150MHz； 

i) 被测接收器的输入电平：- 40dBm； 

j) 噪声带宽：信号占用带宽/ (1+α)； 

k) 被测接收器音频输出音量调至最大。 

A.3.6.4 卫星接收器标准测试工况状态 III 如下： 

a) 信道编码符合 GB/T 17700 的规定； 

b) 单路视频码率：2Mbps ~ 25Mbps； 

c) 符号率：2 MS/s ～ 45 MS/s； 

d) 包长：188 byte； 

e) 内码码率：3/4； 

f) 卷积交织深度：I=12； 

g) 滚降系数：α =0.35； 

h) 射频频率：950 MHz ～ 2150 MHz； 

i) 被测接收器的输入电平：- 40dBm； 

j) 噪声带宽：信号占用带宽/ (1+α)； 

k) 被测接收器音频输出音量调至最大。 

 

A.4 接收器功率测试步骤 

 

图 A.1 接收器功率测试接线示意图 

 
接收器功率测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被测接收器 

功率计 

信号发生器 

测试电源 



GB ××××—×××× 

8 

a）按图 A.1 所示，连接测试设备和接收器，接通测试设备电源并处于标准所规定的试验条件，

等待时间应大于 5 min； 

b）启动接收器并使其达到标准的工作状态，输入活动序列信号并保持在此状态下预热不少于 15 

min； 

c）用具备数字积分功能的功率计（或电度计）测量正常工作接收器的积分功率值（E1）和测量

时间（T1）。通过公式（A.1）计算出工作状态功率（Pon）。测量时间 T1 不小于 15 min； 

Pon = E1/T1                                  （A.1） 

式中： 

Pon——工作状态功率，单位为瓦（W）； 

E1——接收器的积分功率值，单位为瓦时（Wh）； 

T1——测量时间，单位为小时（h）。 

d）通过遥控器或面板开关使接收器进入被动待机状态，等待 5 min。测试仪器读数清零，监测

功率计读数至少 5 min，若在此期间读数波动小于 5%，则认为读数已经稳定，可以直接记录功率读

数为被动待机状态功率（Psp）。 

如果功率计读数不能达到稳定，则需要使用具有功率平均功能的功率计监测不小于 15 min，取

平均功率为被动待机状态功率。或者使用具备数字积分功能的功率计（或电度计）监测不少于 15 min

并保证在积分时间内采样多于 200 次，按照公式（A.2）计算得到被动待机状态的功率： 

Psp = E2/T2；                                （A.2） 

式中： 

Psp——接收器被动待机状态功率，单位为瓦（W）； 

E2——接收器实测的电能消耗，单位为瓦时（Wh）； 

T2——被动待机状态测量时间，单位为小时（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