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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背景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1 研究背景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家用电器拥有量的迅速增长

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同时也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2004 年 8 月，中国国家

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制定并发布《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这标志着中

国开始实施能源效率标识制度，开始致力于推广能效标识制度来提高用能产品的

能源效率，促进节能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有害物的排放和保护环境。 

能源效率标识简称能效标识，是附在耗能产品或其最小包装物上，表示产品

能源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标签。截止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中国能效

标识覆盖的产品范围已有十批，共计 28 种产品。具体如下： 

表格 1 中国能效标识覆盖的产品范围 

批次 序号 产品类别 依据文件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第一批 
1 家用电冰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04 年第 71
号公告 

2004.11.29  2005.3.1 
2 房间空气调节器 

第二批 
3 家用电动洗衣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06 年第 65
号公告 

2006.9.18 2007.3.1 
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第三批 

5 自镇流荧光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08 年第 8 号

公告 

2008.1.18 2008.6.1 

6 高压钠灯 

7 冷水机组 

8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9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

气采暖热水炉 

第四批 

10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

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08 年第 64
号公告 

2008.10.17 2009.3.1 
1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12 储水式电热水器 

13 家用电磁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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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E5%AE%B6%E7%94%A8%E7%94%B5%E5%86%B0%E7%AE%B1%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E6%88%BF%E9%97%B4%E7%A9%BA%E6%B0%94%E8%B0%83%E8%8A%82%E5%99%A8%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3%E7%94%B5%E5%8A%A8%E6%B4%97%E8%A1%A3%E6%9C%BA%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4%E5%8D%95%E5%85%83%E5%BC%8F%E7%A9%BA%E6%B0%94%E8%B0%83%E8%8A%82%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5%E8%87%AA%E9%95%87%E6%B5%81%E8%8D%A7%E5%85%89%E7%81%AF%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6%E9%AB%98%E5%8E%8B%E9%92%A0%E7%81%AF%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8%E5%86%B7%E6%B0%B4%E6%9C%BA%E7%BB%84%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7%E4%B8%AD%E5%B0%8F%E5%9E%8B%E4%B8%89%E7%9B%B8%E5%BC%82%E6%AD%A5%E7%94%B5%E5%8A%A8%E6%9C%BA%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9%E7%87%83%E6%B0%94%E7%83%AD%E6%B0%B4%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9%E7%87%83%E6%B0%94%E7%83%AD%E6%B0%B4%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0%E8%BD%AC%E9%80%9F%E5%8F%AF%E6%8E%A7%E5%9E%8B%E6%88%BF%E9%97%B4%E7%A9%BA%E8%B0%83%E5%99%A8%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0%E8%BD%AC%E9%80%9F%E5%8F%AF%E6%8E%A7%E5%9E%8B%E6%88%BF%E9%97%B4%E7%A9%BA%E8%B0%83%E5%99%A8%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1%E5%A4%9A%E8%81%94%E5%BC%8F%E7%A9%BA%E8%B0%83%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2%E7%94%B5%E7%83%AD%E6%B0%B4%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3%E5%AE%B6%E7%94%A8%E7%94%B5%E7%A3%81%E7%81%B6%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本项目主要研究的家电产品有九类，具体范围及相关能效标识如下： 

表格 2 本项目的具体产品范围 

14 计算机显示器 

15 复印机 

第五批 

16 自动电饭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09 年第 17
号公告 

2009.10.26 2010.3.1 
17 交流电风扇 

18 交流接触器 

19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 

第六批 
20 电力变压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10 年第 3 号

公告 

2010.4.12 2010.11.1 

21 通风机 

第七批 
22 平板电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10 年第 28
号公告 

2010.10.15 2011.3.1 

23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 

第八批 
24 打印机、传真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11 年第 22
号公告 

2011.8.19 2010.1.1 

25 数字电视接收器 

第九批 
26 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认监委 2012 年第 19
号公告 

2012.6.21 2012.9.1 

27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第十批 28 微型计算机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

2012 年第 39 号公告 
2012.11.14 2013.2.1 

类别 产品名称 能效标准中的产品名称 本项目的具体产品范围 

1 电冰箱 家用电冰箱 电冰箱 

2 洗衣机 家用电动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

机 

3 电视机 平板电视 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 

4 热水器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

储水式电热水器、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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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4%E8%AE%A1%E7%AE%97%E6%9C%BA%E6%98%BE%E7%A4%BA%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5%E5%A4%8D%E5%8D%B0%E6%9C%BA%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1).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6%E8%87%AA%E5%8A%A8%E7%94%B5%E9%A5%AD%E9%94%85%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7%E4%BA%A4%E6%B5%81%E7%94%B5%E9%A3%8E%E6%89%87%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9%E4%BA%A4%E6%B5%81%E6%8E%A5%E8%A7%A6%E5%99%A8%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8%E5%AE%B9%E7%A7%AF%E5%BC%8F%E7%A9%BA%E6%B0%94%E5%8E%8B%E7%BC%A9%E6%9C%BA%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1%E7%94%B5%E5%8A%9B%E5%8F%98%E5%8E%8B%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2%E9%80%9A%E9%A3%8E%E6%9C%BA%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4%E5%B9%B3%E6%9D%BF%E7%94%B5%E8%A7%86%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5%E5%BE%AE%E6%B3%A2%E7%82%89%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6%E6%89%93%E5%8D%B0%E6%9C%BA%E3%80%81%E4%BC%A0%E7%9C%9F%E6%9C%BA%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1).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7%E6%95%B0%E5%AD%97%E7%94%B5%E8%A7%86%E6%8E%A5%E6%94%B6%E5%99%A8%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1).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8%E8%BF%9C%E7%BD%AE%E5%86%B7%E5%87%9D%E6%9C%BA%E7%BB%84%E5%86%B7%E8%97%8F%E9%99%88%E5%88%97%E6%9F%9C%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9%E5%AE%B6%E7%94%A8%E5%A4%AA%E9%98%B3%E8%83%BD%E7%83%AD%E6%B0%B4%E7%B3%BB%E7%BB%9F%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E5%AE%B6%E7%94%A8%E7%94%B5%E5%86%B0%E7%AE%B1%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3%E7%94%B5%E5%8A%A8%E6%B4%97%E8%A1%A3%E6%9C%BA%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4%E5%B9%B3%E6%9D%BF%E7%94%B5%E8%A7%86%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9%E7%87%83%E6%B0%94%E7%83%AD%E6%B0%B4%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12%E7%94%B5%E7%83%AD%E6%B0%B4%E5%99%A8%E8%83%BD%E6%95%88%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http://www.energylabel.gov.cn/UserFiles/29%E5%AE%B6%E7%94%A8%E5%A4%AA%E9%98%B3%E8%83%BD%E7%83%AD%E6%B0%B4%E7%B3%BB%E7%BB%9F%E8%83%BD%E6%BA%90%E6%95%88%E7%8E%87%E6%A0%87%E8%AF%86%E5%AE%9E%E6%96%BD%E8%A7%84%E5%88%99.pdf


 

 

各家电能效标识的实景如下： 

图表 1 家电能效标识实景图 

 
能效标识的主要目的是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引导和帮助

消费者选择高能效节能产品。因此研究消费者对家电能效标识的认知度、理解程

5 电磁炉 家用电磁灶 电磁炉 

6 电饭锅 自动电饭锅 

电饭锅（不包括电压力

锅） 

7 微波炉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 微波炉 

8 
 

电脑 微型计算机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计算机显示器 计算机显示器 计算机显示器 

9 空调 
房间空气调节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转

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 
变频空调、定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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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家电实际使用习惯，对能效标识及能效等级测量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

要意义。 

1.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第一，了解中国城镇消费者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的态度和看法，包括消费者

对主要家电能效标识的认知度、评价，能效标识对购买行为的影响，以及节能家

电购买及使用情况，进而分析家电能效标识设计需要改进的方面。 

第二，了解中国城镇消费者九类家电的使用习惯，包括使用次数、使用时长

等相关信息，为家电能效标识测量方法改进提供参考。 

第三，统计分析中国城镇消费者所使用九类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布，估算九类

家电的能耗情况。 

1.2 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消费者对九类家电的能效标识的态度和看

法、使用习惯，以及九类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布及能耗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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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 

 
 
 

1.3 研究方法及抽样方案 

1.3.1 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定量研究方法，包括 Online 调研、

拦截访问的方法；第二类为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入户深度面访法、

家庭日记法。每部分的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每种研究方法的含义分别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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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本项目各部分的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Online 调研 拦截访问 入户深度面访 家庭日记 
对家电能效标识的态度和看法（

九类家电） 
    

家电的使用习惯（九类家电）     
能效等级分布及能耗情况 
（九类家电） 

    

Online 调研，即根据研究目的，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手段制作网上问卷在

线收集数据信息的方法。本次研究过程中，Online 调研主要面向 60 岁以下的消

费者。 

拦截访问，即根据研究目的和被访者特点，在特定区域（可能是商业区、街

道、公园、报摊等等）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拦截点接触被访者，经过初步甄别后，

对符合访问条件的被访者完成访问。本次研究过程中，拦截访问主要用于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补充调查。 

入户深度面访，即根据研究目的和被访者特点，通过派出经过培训的访问员，

按指定的地址或地图块，到居民家中，使用问卷及辅助工具的形式，对合适的被

访者进行面对面的询问和记录的方法。本次研究过程中，ACMR 的研究员、督

导或者访问员，到事先邀约并甄别好的被访者家里，对家庭中家电主要使用者进

行深度访问，并对家电进行拍照，进行家电普查工作。 

家庭日记，即根据研究目的，请合格被访者填写特定表格，记录每天其特定

行为的发生情况。本研究过程中，请被访者采用纸笔家庭日记的方式，在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5 日一周内，每天详细记录九类家电的使用情况。 

1.3.2 抽样方法 

一、地域范围 

在本次市场调研的抽样过程中，ACMR 首先依据传统行政区域划分，将中

国划分为六大区； 

其次根据自有 CCP 系统划分出了一、二、三线城市，并根据城市消费力，

确定抽样的城市。 

(一) 行政区域划分 

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为传统的六大区：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 个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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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4 个省、市）。 

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宁波、厦门、青

岛（10 个省、市）。 

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深圳（7 个省、市）。 

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5 个省、市）。 

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 个省、区）。 

(二) 城市划分 

城市消费力（City Consumption Power，简称“CCP”) ，是一个综合性评价指

针，标志城市的整体消费能力。 

ACMR 结合本身的数据资源，运用指数平滑、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回归

分析、神经网络等统计方法，最终构建了消费者购买力指标，用来衡量每位消费

者的潜在消费能力。城市消费力的构建流程如下所示： 

图表 3 城市消费力构建流程 

 

城市人均消费力（PCP）是由城市人口、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等指标构成，根据每个指标对 PCP 的影响程

度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构建的可以衡量每位消费者潜在消费能力的综合性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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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常用的城市划分可比， ACMR 综合考虑各城市的城市消费力、行政

级别、经济实力、人口城镇化率等量化指标，对中国城市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并

制定了相应的划分依据： 

表格 4 城市消费力划分 

城市

类别 
行政级别 

城市消费力（

CCP） 
GDP（亿元

） 
人口（万人） 

一线 
直辖市或计划单

列市 
CCP>2000 亿元  GDP>4500 

城区总人口>700 万，且城镇人

口>500 万 

二线 
副省级城市或区

域中心城市 
CCP>600 亿元  GDP>1000 

城区总人口>300 万，且城镇人

口>200 万 

三线 
省会城市或经济

发达城市 
CCP>200 亿元  GDP>500 

城区总人口>80 万，且城镇人口

>50 万 

四线 经济发达城市 CCP>100 亿元  GDP>200 
城区总人口>50 万，且城镇人口

>30 万 

ACMR 基于对中国地级市的分析，通过 CCP 模型，一二三四线城市划分情

况如下： 

表格 5 城市分类表 

城市分类 城市 
一线城市（5 个）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 

二线城市（27 个） 
佛山、东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杭州、沈阳、青岛、大连、

西安、哈尔滨、长沙、苏州、济南、无锡、宁波、福州、温州、长春

… … 

三线城市（47 个） 
大庆、包头、常州、石家庄、烟台、南宁、南昌、汕头、乌鲁木齐、

唐山、呼和浩特、徐州、兰州、昆山、珠海、惠州、南通、江阴、贵

阳、鞍山… … 

四线城市（82 个）  
大同、本溪、湛江、保定、威海、岳阳、绍兴、瑞安、泰安、西宁、

盐城、银川、日照、衡阳、余姚、盘锦、湘潭、宜兴、十堰、鄂尔多

斯… … 

 

二、具体抽样方案 

(一) 消费者定量调研部分 

消费者定量调研部分，共计样本量 1180 个，其中 Online 在线调研样本量

1000 个，老年人补充调研样本量 180 个。各部分具体抽样方案如下： 

1、Online 在线调研抽样方案 

（1）样本量 

Online 在线调研部分，共计 1000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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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甄别条件 

 家中至少有九类产品中（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电磁炉、

电饭锅、微波炉、电脑+计算机显示器、空调）的七类，并且正在使用； 

 至少关注过 2 类产品的能效标识，并对能效标识有一定印象； 

 家中家电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和主要使用者； 

 近一年内购买过 9 种产品中的任意一种； 

 本地居住 3 年以上； 

 半年内没有接受过其他研究机构关于家电产品的任何调研活动； 

 不在市场调研、传播媒介、公关公司或广告公司等相关公司工作。 

（3）地区配额 

样本覆盖六大行政区，根据每个行政区的人口数等比抽样。 

表格 6 Online 在线调研地区配额表 

六大行政区 省份分布 一二三四线人口

总数量（万人） 
占比 最终样本量 

华北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山西省、内

蒙古 
8524.994 11.84% 118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吉林省、

辽宁省 
7681.656 10.66% 107 

华东地区 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福建

省、江西省、山东省 
24218.856 33.62% 336 

中南地区 河南省、湖北省、湖

南省、广东省、广西

省、海南省、深圳市 
20475.722 28.43% 284 

西南地区 重庆市、四川省、云

南省、贵州省、西藏

自治区 
7243.335 10.06% 101 

西北地区 陕西省、甘肃省、青

海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3887.054 5.40% 54 

总计  72031.617  1000 

（4）产品配额 

500 个被访者做 A 卷，即五类产品的能效标识测试，分别包括冰箱、电视机、

热水器、电饭锅、微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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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个被访者做 B 卷，即四类产品的能效标识测试，包括洗衣机、电磁炉、

计算机（显示器）、空调。 

（5）性别及年龄配额 

各地区、城市被访者男女均匀分布。此外，本项目的目标被访者为家电的主

要购买者和主要使用者，且涉及的家电品类较多，因此被访者年龄多为 25 岁以

上。根据中国居民使用网络的年龄分布，被访者年龄应小于 60 岁。综上，Online 

在线调研模式下，目标被访者的年龄应为 25-59 岁。综合分析根据中国人口年龄

段分布以及 Online 样本库的年龄分布情况，具体样本配额如下： 

表格 7 Online 在线调研年龄配额表 

 

 

2、老年人补充调研抽样方案 

（1）样本量 

鉴于 Online 在线调研仅能覆盖年龄为 25 至 60 岁的消费者，然而老年人也

是家电使用的主要人群，因此有必要进行老年人补充调研。 

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义为 60 周岁以上的人群，本项目的对老年人的

年龄定义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同。ACMR 在 6 大区，每个大区选择一个城市进行

老年人家庭的补充调研。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60 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13.74%，因此，

老年人补充调研的样本数量应为总样本数量（包含 Online 在线调研和老年人补

充调研）的 13.74%以上，即至少 160 个。由于每个行政区至少 30 个样本才具备

统计意义，因此六个行政区的老年人家庭补充调研样本量为 180 个。 

（2）基本甄别条件 

 家中至少有九类产品中（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电磁炉、

电饭锅、微波炉、电脑+计算机显示器、空调）的四类，并且正在使用； 

年龄 占比 样本量 
25-29 29.68% 297 
30-34 15.41% 154 
35-39 16.90% 169 
40-44 16.22% 162 
45-49 15.16% 152 

50 以上 6.63% 66 
总计 1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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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关注过两类产品的能效标识，并对能效标识有一定印象； 

 近一年内购买过 9 种产品中的任意一种； 

 家中家电产品的主要购买决策者； 

 本地生活 3 年以上； 

 半年内没有接受过其他研究机构关于家电产品的任何调研活动。 

（3）地区配额 

每个行政区的样本量分别如下： 

表格 8 老年人补充调研地区配额表 

六大行政区 代表城市 样本量 
华北地区 北京 30 
东北地区 沈阳 30 
华东地区 上海 30 
中南地区 广州 30 
西南 成都 30 
西北 西安 30 
总计  180 

（4）产品配额 

每个城市 15 个被访者做 A 卷，即五类产品的能效标识测试，分别包括冰箱、

电视机、热水器、电饭锅、微波炉。 

每个城市 15 个被访者做 B 卷，即四类产品的能效标识测试，包括洗衣机、

电磁炉、计算机（显示器）、空调。 

（5）性别及年龄配额 

各地区、城市被访者男女均匀分布。此外，根据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人

口年龄结构分布，本项目的老年人补充调研的具体样本配额如下： 

表格 9 老年人补充调研地区及年龄交叉配额表 

年龄 占比 北京 沈阳 上海 广州 成都 西安 合计 
60-64 44.79% 14 14 14 14 14 14 84 
65-69 30.67% 10 10 10 10 10 10 60 

70 以上 24.54% 6 6 6 6 6 6 36 
总计 100.00% 30 30 30 30 30 30 180 

（6）拦截地点配额 

每个城市选择 1 个社区老年活动中心，1 个公园。被访者所处的拦截地点，

尽量均匀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公园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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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入户深访和家庭日记抽样方案 

1、总样本量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的方式在全国六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选取 1 个城市，

共计访问 200 个家庭。 

2、基本甄别条件 

（1） 家中至少有九类产品中（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电磁 

炉、电饭锅、微波炉、电脑+计算机显示器、空调）的七类，并且均正在使用，

且每周产品每周至少使用三次； 

（2） 至少 7 类产品留存产品说明书或产品表面可以看到标牌； 

（3） 近一年内购买过九种产品中的任意一种，需要出示购买日期凭证； 

（4） 记录人为家中家电产品的主要使用者；  

（5） 在本地居住 3 年以上； 

（6） 所居住的房屋为自有房屋，或者为整套租赁，不得和其他人员合租， 

所有家庭类型单独使用一个电表的用户； 

（7） 半年内没有接受过其他研究机构关于家电产品的任何调研活动； 

（8） 不在市场调研、传播媒介、公关公司或广告公司等相关公司工作。 

3、城市配额 

根据人口分布情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六大行政区的覆盖，ACMR 建议共

选择 6 个城市。一线选择 2 个城市，二线选择 2 个城市，三线选择 1 个城市，四

线选择 1 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如下： 

表格 10 家庭入户深访和家庭日记城市配额表 1 

城市等级 
行政区域

划分 
城市选择 

常住人口数量 
（万人） 

比例 

一线城市 
华北 北京 2018.6 31.90% 
中南 广州 1275.14 20.15% 

二线城市 
华东 南京 816.1 12.90% 
西南 成都 1417.8 22.40% 

三线城市 西北 咸阳 492.9 7.79% 
四线城市 东北 锦州 307.9 4.87% 

总计 6328.44 100% 

由于每个城市至少 30 个样本才具备统计意义，因此 6 个城市至少入户调研

及家庭日记至少 180 个。因为选定的城市中，一二线城市的人口较多，因此按照

22 

 



 

每个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进行调整，得到最终样本量为 200 个。具体如下： 

表格 11 家庭入户深访和家庭日记城市配额表 2 

城市等级 行政区域划分 城市选择 最终样本量 

一线城市 
华北 北京 36 
中南 广州 34 

二线城市 
华东 南京 33 
西南 成都 34 

三线城市 西北 咸阳 32 
四线城市 东北 锦州 31 

总计 200 

4、家庭类别配额 

本项目家庭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的目标被访者所在家庭类别分为四类，根据

中国人口年龄段分布，每一类目标被访者的具体配额占比如下： 

表格 12 家庭入户深访和家庭日记综合配额表 

家庭类别 目标被访者年龄段 占比 
北

京 
广

州 
南

京 
成

都 
咸

阳 
锦

州 合计 

单身（不含

合租） 

年轻单身（25 至 39 岁) 4% 1 1 1 1 1 1 6 
中年单身（40 至 59 岁） 4% 1 1 1 1 1 1 6 
老年单身（60 岁以上） 2% 1 1 1 1 1 1 6 

两口之家 

年轻夫妇（25 至 39 岁） 15% 6 6 6 6 6 5 35 
中年夫妇（40 至 59 岁） 15% 5 5 6 5 5 5 31 
老年夫妇（60 岁以上） 10% 4 3 3 3 3 3 19 

三 口 及 以

上之家（两

代人） 

年轻夫妇（25 至 39 岁）+ 
子女（人数不限） 20% 7 7 6 7 6 6 39 
中老年夫妇（40 以上）+ 
子女（可以是子女夫妇，

人数不限） 20% 7 7 6 7 6 6 39 

三代同堂 

年轻被访者（25 至 39 岁) 4% 2 1 1 1 1 1 7 
中年被访者（40 至 59 岁

） 4% 1 1 1 1 1 1 6 
老年被访者（60 岁以上） 2% 1 1 1 1 1 1 6 

总计 100% 36 34 33 34 32 31 200 

5、入户地点配额 

入户样本分布于多个城区，多个小区。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被访者，最多访

问 2 个。 

1.4 项目执行结果及质量控制 

本研究能效标识认知调研部分，完成样本 1281 个，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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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完成样本 215 个，总计 1496 个。其中，家庭日记部分试访 15 个，因试访的问

卷、执行方式和正式访问的要求一致，因此列入数据分析范围。 

项目整体执行结果具体如下： 

表格 13 项目执行总体结果 

项目 具体分类 计划样本量 实际完成量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 
Online 调研 1000 1100 

老年人补充调研 180 181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 
正式访问 200 200 
试访 10 15 

总计 1390 1496 

1.4.1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执行结果及质量控制 

一、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执行结果 

(一) Online 调研 

Online 调研部分整体执行结果如下： 

表格 14 Online 调研部分执行结果 

配额名称 具体分类 计划样本量 实际完成量 

行政区域 

华北地区 118 136 
东北地区 107 115 
华东地区 336 353 
中南地区 284 296 
西南地区 101 126 
西北地区 54 74 
合计 1000 1100 

性别 
男 500 553 
女 500 547 
合计 1000 1100 

年龄 

25-29 岁 297 308 
30-34 岁 154 193 
35-39 岁 169 190 
40-44 岁 162 178 
45-49 岁 152 161 

50 岁以上 66 70 
合计 1000 1100 

问卷分类 
A 卷 500 552 
B 卷 500 548 
合计 10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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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政区域的样本省市分布如下： 

表格 15 Online 调研样本省市分布表 

行政区域 城市 数量 

华北 

北京市 56 
天津市 29 
河北省 29 
山西省 17 
内蒙古 5 
合计 136 

东北 

黑龙江省 21 
吉林省 17 
辽宁省 77 
合计 115 

华东 

上海市 104 
江苏省 73 
浙江省 59 
安徽省 22 
福建省 28 
山东省 51 
江西 16 
合计 353 

中南 

河南省 48 
湖北省 38 
湖南省 22 
广东省 160 
广西省 27 
海南省 1 
合计 296 

西南 

重庆市 32 
四川省 60 
云南省 18 
贵州省 15 
西藏自治区 1 
合计 126 

西北 

陕西省 56 
甘肃省 8 
青海省 3 
宁夏回族自

治区 
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6 

合计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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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年人补充调研 

老年人补充调研的整体执行结果如下： 

表格 16 老年人补充调研执行结果 

配额名称 具体分类 计划样本量 实际完成量 

城市 

北京 30 30 
沈阳 30 31 
上海 30 30 
广州 30 30 
成都 30 30 
西安 30 30 
合计 180 181 

性别 
男 90 89 
女 90 92 
合计 180 181 

年龄 

60-64 84 87 
65-69 60 60 
70 以上 36 34 
合计 180 181 

问卷分类 
A 90 90 
B 90 91 
合计 180 181 

二、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质量控制 

(三) Online 调研部分质量控制 

在线调研质量控制分为 4 个步骤，分别是样本质量控制、答卷过程质量控制、

问卷复核及实时监控。以上步骤较好地保证了在线调研这一新兴研究方法所获数

据的质量。本课题在线调研质量控制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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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Online 调研质量控制 

 
(四) 拦截访问部分质量控制 

北京华通人市场信息有限公司严格遵循《国 际商会/欧洲民意和市场研究协

会关于市场和社会研究的国际准则》，以达到用国际标准服务于客户。主要质控

指标如下： 

抽样：定期更新一次抽样框、100%的抽样地址复核 

访问：至少 6 小时的访问员基础培训与严格的项目培训，其过程为基础培训

/试访/总结项目培训/模拟/总结试访/总结/正式访问（如之前已通过基础培训，则

直接进行项目培训）公司的访问员基础培训包括考试，培训，模拟，试访等环节。 

考试：访问员要经过面试，笔试。主要是检查访问员的仪表，口头表达能力，

语音，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并记录其住址及联系方法。 

培训：培训的第一步是给新访问员看其它老访问员实地访问的录像，让她们

对访问先有一个了解；第二步是给访问员讲培训材料，它包括入户自我介绍，怎

样询问问题和记录问题，怎样出示卡片，怎样解决访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

怎样记录入户登记表等内容。 

模拟：具体方式是几个人围成一圈，由一个督导组织模拟问卷访问，模拟总

结时会刷掉一些不适合做访问的访问员。 

试访：由督导进行陪访，试访总结后再刷掉一些不合格的人员。 

复核：至少 30%的问卷复核率，100%的访问员都被复核到。 

审卷/编码：两次审核，99.9%的准确率，随时抽审。 

对访问员的要求：保密条款，不能将项目内容透露给任何非公司项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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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失问卷，卡片，产品等任何与项目有关的材料和物品；遵守项目培训要求，

包括访问方法、完成时间、交问卷时间等；在项目开始前，签定项目合同书。 

数据录入：采用 EPI 录入软件，实现 99.99% 的准确率；部分问卷的双录；

逻辑查错程序。 

 

1.4.2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执行结果及质量控制 

一、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执行结果 

表格 17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执行结果 

家庭类别 目标被访者年龄段 占比 北京 广州 南京 成都 咸阳 锦州 合计 

单身（不含合租

） 

年轻单身（25 至 39 岁) 4% 1 1 1 1 0 1 5 
中年单身（40 至 59 岁） 4% 2 1 2 1 1 1 8 
老年单身（60 岁以上） 2% 0 1 0 1 1 1 4 

两口之家 
年轻夫妇（25 至 39 岁） 15% 11 5 6 6 2 6 36 
中年夫妇（40 至 59 岁） 15% 5 5 6 6 5 5 32 
老年夫妇（60 岁以上） 10% 4 3 3 2 2 2 16 

三口及以上之

家（两代人） 

年轻夫妇（25 至 39 岁）+ 子女

（人数不限） 
20% 10 8 6 7 8 7 46 

中老年夫妇（40 以上）+ 子女（

可以是子女夫妇，人数不限） 
20% 10 7 6 7 9 5 44 

三代同堂 
年轻被访者（25 至 39 岁) 4% 5 1 1 2 1 1 11 
中年被访者（40 至 59 岁） 4% 2 1 1 0 3 1 8 
老年被访者（60 岁以上） 2% 1 1 1 1 0 1 5 

总计 100% 51 34 33 34 32 31 215 

二、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质量控制 

1、前期试访 

在北京进行试访 15 个左右家庭，根据试访的结果对深度访问问卷及家庭日

记的表格，具体要求等进行进一步完善。 

2、对访问员的质量控制 

要求访问员签署保密协议，访问员中途不得更换，做到为被访者的培训统一，

并且能够连续跟踪被访者每天的问卷填写情况，可电话跟踪。 

要求访问员能够及时向主管督导反馈采访中发现的问题，不得擅自对访问方

式进行改动。  

3、对被访者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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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约甄别过程中，严格按照甄别问卷进行样本筛选。访问过程中，请房主出

示身份证及房产证明，并对家里使用的家电情况进行记录和拍照。 

4、数据质量控制 

ACMR 的督导制定走访方案保证问卷质量，避免大量问卷回收后出现问题。

为了保证数据质量，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分为第一次上门深访以及家庭日记培

训、第二次上门检查问卷填写情况、最后一次上门回收问卷并初审。 

督导在家庭日记的第一天，以及之后每隔两天分别进行电话跟踪，确认其是

否按时填写，填写中是否有什么问题等；需要多次同被访者强调问卷填写的要求

以及相关的常识性错误和逻辑关系。 

督导对每日对家庭日记的情况进行审核及控制，并对所有访问员提交的入户

数据进行了 100%电话复核，包括家庭类型情况、是否接受了家庭日记培训等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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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详细报告 
本章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能效标识认知分析、家电使用习惯分析、家

电能效及能耗分析。每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能效标识认知分析部分，首先定义 “看到”、“知道”、“了解”三个认知度水

平，并对认识水平进行分析；其次展示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整体满意度及评价；

然后深入分析了消费者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各参数的理解程度、重要性评价，以

及对新参数的需求；最后阐述了能效标识对消费者家电购买行为的影响。 

 

2.1 能效标识认知分析 

2.1.1 能效标识认知度水平 

ACMR 将能效标识认识度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看到、知道、了解。

各认知度层次的含义如下： 

看到：是否看到过能效标识，看到过哪些家电的能效标识，在哪里看到过能

效标识。 

知道：区分能效级别的方法、是否知道能效标识分为几级、是否知道哪个能

效等级的家电产品最节能。 

了解：自认为对能效标识的了解程度、对能效标识各参数的实际了解程度（详

见 2.1.3）  

各认知度层次的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一、 认知度水平-看到 

(一) 看到能效标识的情况 

通过 Online 调研和老年人拦截访问两种方式，ACMR 一共访问了 5920 个被

访者，其中包括成功样本 1281 个，以及不合格样本 4639 个。整体来看，97.3%

的被访者见过能效标识，仅有 2.7%的消费者没有见过能效标识。 

不同城市级别的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认知率差异不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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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不同城市级别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认知情况-看到 

 
问题：S1、请问您是否见过“能效标识”呢？（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920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被访者对能效标识的认知率高达 98.0%，三线城市和

四线城市的相关认知率略低，分别为 97.1%和 96.1%。 

ACMR 受 CLASP 委托，于 2010 年实施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查，通过对 5687

个被访者进行拦截访问发现，约有 61.5%的消费者看到过能效标识。可见，通过

多年的宣传推广，看到过能效标识的消费者占比由 2010 年的 61.5%上升至 2013

年 97.3%，中国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认知率有了较大提高。 

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者看到过电冰箱、变频空调、滚筒洗衣机、电热水器

能效标识的占比较高，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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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消费者对不同品类家电产品能效标识的认知情况-看到 

 
问题：S4.3、在家中或其他地方看到过哪些产品的能效标识？（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消费者看到过电冰箱、变频空调、滚筒洗衣

机、电热水器的占比较高，分别为 95.8%、60.2%、45.2%、40.7%。 

(二) 看到能效标识的地点 

图表 7 消费者看到能效标识的地点 

 
问题：S2、请问您从哪里见过“能效标识”呢？（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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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在家电产品的表面看到过能效标识的占比最

高，为 92.3%，其次是家电卖场摆放的样机上，占比是 76.0%。可见能效标识在

家电卖场和家电产品表面的辨识度较高。 

ACMR 于 2010 年实施的能效标识认知度调查相关数据显示，消费者通过各

途径认知能效标识的占比分别为：家电产品表面 74.8%、家电卖场摆放的样机上

72.5%、产品宣传手册 16.6%、电视里 21.0%、报纸上 9.9%。2013 年和 2010 年

相关数据对比显示，消费者通过各个渠道认知能效标识的占比均有一定提高，可

见近几年的能效标识宣传工作已经取得比较显著的效果。 

 

二、 认知度水平-知道 

ACMR 调研发现，1281 个被访者中，56.3%的被访者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产

品为节能产品，可见目前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对能效标识体现能源节约的作用予以

肯定。 

(一) 区分能效级别的方法 

图表 8 消费者区分能效级别的方法 

 
问题：Q3、据您所知，如何区分能效标识的能效级别？（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国家标准是指按照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编制计划，协调项目分工，组织制定（含修订），统一审批、编号、发布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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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通过能效标识的数字等级区分能效级别的占

比为 81.6%，其次为颜色，占比 65.7%。可见大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正确的方式

区分能效表示的能源级别。 

ACMR 于 2010 年实施的能效标识认知度调查相关数据显示，消费者通过各

方法区分能效级别的占比分别为：数字等级 52%、颜色 47.5%、国家标准 20.9%、

规格指标 13.7%。2013 年和 2010 年相关数据对比显示，消费者通过数字等级区

分能效级别的占比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可见近几年来，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理解

水平明显提升。 

(二) 对能效标识分级的认知 

图表 9 消费者对能效标识分级的认知 

 
问题：Q4、据您所知，能效标识分为几级？（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关于能效标识的等级，ACMR 对消费者进行了测试，正确的答案为“有的分

为 5 级，有的分为 3 级”。ACMR 将 1281 个被访者理解水平分为 3 个等级： 

第一，有印象且回答正确，只包含回答正确的消费者，占比占比为 18%，比

重较小。 

第二，有一定印象但回答错误，包括回答 3 级、5 级、有的分为 7 级有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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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级的消费者，占比为 46%。 

第三，完全没有印象，包括回答 7 级、6 级、2 级、不清楚的消费者，占比

为 36%。 

可见，能效标识等级相关常识的普及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 对能效标识等级与节能水平之间关系的认知 

 

图表 10 消费者对能效等级与节能水平之间关系的认知 

 
问题：Q5、请问您认为哪一能效等级的家电产品最节能？（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关于能效等级与节能水平之间的关系，ACMR 对消费者进行了测试，正确

的答案为“1 级”。回答正确的消费者占比为 74.5%，可见目前消费者已经比较了

解对能效等级与节能水平的基本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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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知度水平-了解 

图表 11 消费者自认为对能效标识的认知情况-了解 

 
问题：Q1、请问您对“能效标识”的了解程度？（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或有些了解能效标识的消

费者占比为 55.9%，其他 54.1%的消费者认为自己对能效标识的了解程度较低。 

ACMR 于 2010 年实施的能效标识认知度调查相关数据显示，29.8%的消费

者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或有些了解能效标识。可见，近几年来，消费者了解能效标

识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本报告将在 2.1.3 部分深入分析消费者对九类能效标识参数的实际了解水

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被访者对九类能效标识参数的实际了解水平的平均值为

35.51%，低于其自认为的了解水平。  

2.1.2 能效标识对购买行为的影响 

本节主要分析了能效标识对消费者家电购买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能效标识

在消费者家电购买过程中的作用、消费者节能家电购买情况及考虑因素。 

能效标识在家电购买中的作用部分，主要研究了消费者判断耗能少产品的方

法、参考能效标识的情况、能效标识中最关注的信息、以及能效标识对购买行为

产生的实际影响。 

消费者家电购买情况及考虑因素部分，主要研究了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实际

需求，以及节能家电的购买前提和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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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效标识在消费者家电购买过程中的作用 

(一) 判断耗能少的产品的方法 

图表 12  消费者判断耗能少的产品的方法 

 
问题：Q11、当您购买家电产品时，您是如何判断产品是耗能少的产品？（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根据能效标识判断耗能少产品的占比最高，

为 75.3%，其次是销售人员介绍，占比为 54.3%。产品功能宣传册和上网查询同

样是相对重要的方式，占比分别为 47.8%和 41.5%。 

(二) 参考能效标识的情况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在购买家电的过程中参考能效标识的占比为

92.4%，仅有 7.6%的被访者不参考能效标识。可见目前绝大部分消费者比较认可

能效标识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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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消费者购买家电过程中参考能效标识的情况 

 
问题：Q12、请问您购买家电的过程中，是否参考能效标识提供的信息？（单选） 
 Q15、请问您购买节能家电（能效等级为一级或二级）的情况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购买过=1179，N 尚未但计划购买=86，N 尚未且不计划购买=16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有 1179 个被访者购买过节能家电，86 个被

访者购尚未但计划购买节能家电，剩余的 16 个被访者尚未且不计划购买节能家

电的。三类被访者的家电购买习惯有较大差异，购买过节能家电的被访者中，购

买过程中参考能效标识的占比为 94.1%；尚未但计划购买节能家电的被访者中，

参考能效标识的占比为 83.7%；相比之下，没有购买且不计划购买节能家电的消

费者中，只有 18.8%的人会参考能效标识。可见能效标识在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

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与调研的1281个被访者中，仅有97人在购买家电过程中不参考能效标识，

具体原因如下： 

38 

 



 

图表 14 消费者购买家电过程中不参考能效标识的原因 

 
问题：Q13、请问您购买家电的过程中为什么不参考能效标识？（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97 

参与调研的 97 个不参考能效标识的被访者中，原因是看不懂标识上的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58.8%；其次为节约能源省的钱还不如购买节能产品多花的钱，

占比为 21.6%；同时有 20.6%的被访者认为宣传节能的产品效果不一定好。 

(三) 能效标识中最关注的信息 

图表 15 能效标识中消费者最关注的信息 

 
问题：Q7、在能效标识中，您最关注的信息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最关注具体参数（如耗电量、容积、能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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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占比为 63.3%，第二关注的信息是能效等级，占比为 31.3%。可见消费者

更关注产品的具体参数。 

(四) 能效标识对购买行为产生的作用 

图表 16 能效标识对消费者家电购买行为产生的影响 

 
问题：Q14、请问您认为能效标识对您家电购买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能效标识对其购买行为有一定影响但也综合

考虑其他需求的占比最高，为 53.9%；其次，有 37.1%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对

其购买行为有决定性影响，这些消费者会根据标识上的等级来购买较节能的产

品；相比之下，只有 8.7%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对自身的家电购买没有影响，

仍按自己的喜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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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费者节能家电的购买情况及考虑因素 

(一) 对能效等级的实际需求 

图表 17 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实际需求 1 

 
问题：Q6.1、有些能效标识分为能效 5 级，其中 1 级为最节能，5 级为最耗能。以下哪个能

效等级已经满足您的需求？（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认为 2 级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占比为 48.9%，

认为 1 级能够满足需求的占比为 30.8%。可见目前较多的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要

求为 1 级或 2 级，为节能家电范围。 

图表 18 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实际需求 2 

 
问题：Q6.2、有些能效标识分为能效 3 级，其中 1 级为最节能，3 级为最耗能。以下哪个能

效等级已经满足您的需求？（单选） 
41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认为 1 级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占比为 58.7%，

认为 2 级能够满足需求的占比为 38.8%。可见目前较多的消费者对能效等级的要

求为 1 级或 2 级，为节能家电范围。 

(二) 消费者节能家电的购买前提及考虑因素 

1. 购买节能家电的前提 

图表 19 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的前提 

 
问题：Q16、在什么情况下，您会购买节能家电？（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65 

参与调研的 1265 个被访者中，购买节能家电的前提是“节能省下的费用非常

可观”的占比最高，为 45.5%；其次是节能产品与普通产品的价格相当，占比为

30.8%；同时，13.6%的被访者购买节能家电的前提是政府执行购买补贴、换购

等措施。 

2. 购买节能家电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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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的主要考虑因素 

 
问题：Q17-1、购买节能家电(能效等级一级及或二级)时的主要考虑是？(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65 

参与调研的 1265 个被访者中，购买节能家电时前三个主要的考虑因素有节

省电费、水费、煤气等使用过程中的费用，占比为 84.6%；使用节能家电可以保

护环境，占比为 66.1%；节能家电质量较好，占比为 36.8%。 

图表 21  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的最重要考虑因素 

 
问题：Q17-2、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65 

参与调研的 1265 个被访者中，购买节能家电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节省

电费、水费、煤气等使用过程中的费用，占比为 61.9%。可见消费者比较注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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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使用过程中的能耗。 

 

2.1.3 对能效标识的整体满意度及评价 

本节主要分析了消费者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满意度及评价，主要包括对各家

电分别的满意度以及整体满意度、满意及不满意的具体内容；对能效标识图案图

形设计的理解程度；希望纳入能效标识的产品。 

一、 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的满意度 

图表 22 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的满意度 

                             

 

                           

 
 

                              

 

电饭锅

 

 

电磁炉 

热水器 

 

电视机 

洗衣机 电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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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9-X-1、请问您对各类家用电器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如何？（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电冰箱=N 电视机=N 热水器=N 电饭锅=N 微波炉=642，N 洗衣机= N 电磁炉=N 电脑=N 空调=639 

被访者对各类家电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比之和均在 50%以上，能效标识

满意度相对较高的家电有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满意度相对较低的家电有电视

机、热水器。 

在对九类家电满意度评价的基础上，加权平均推算出消费者对九类家电的整

体满意度，如下图： 

空调 

 

电脑 

 

微波

 

45 

 



 

图表 23 对九类家电的整体满意度 

 
被访者对各类家电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比之和为 74.7%，可见消费者对

九类家电能效标识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二、 对能效标识满意及不满意的方面 

(一) 对能效标识满意的方面 

1. 关于图形设计及色彩 

大概 43%的被访者认为标识设计美观，清晰、色彩搭配鲜明，容易辨识。 

大约 31%的被访者认为能效等级容易理解，直接明了，数字直观形象。 

2. 关于能效标识提供的信息 

大概 30%左右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信息基本齐全，大部分重要参数已经体

现，部分能效标识参数简单易懂，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耗电量情况。 

大概 10%左右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能够为购买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比较

实用，可以引导和帮助消费者辨认、选择高能效节能产品，帮助消费者竖立节能

意识。 

大概 1%左右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中的能效等级基本显示节能产品的优

势，督促厂家进行节能改进。 

(二) 对能效标识不满意的方面 

1. 关于参数的可读性 

大概 35%的被访者认为较多标识的参数比较专业，不够通俗，普通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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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老年人）很难理解。 

2. 关于参数的完整性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能耗相关的数据，比如使用时的功率、耗电量。大概 40%

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多数能效标识缺乏能耗相关参数，或参数不直观、不易理解，

没有相关说明。 

消费者同样注重心仪家电在节能方面的情况，大概 5%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

能效标识能耗等级的依据不明确，并且所有的能效标识都没有体现可以节省的电

量，不能突出节能优势。 

大概 1%的被访者认为能效标识上缺乏对家电产品噪音、辐射、安全性等方 

面性能的展现。  

 

三、 对能效标识图案和图形设计的理解程度 

图表 24 消费者对能效标识图案和图形设计的理解程度 

 
问题：Q8、在能效标识的图案及图形设计中，您不理解的部分有哪些？（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能够理解能效标识的图案和图形中所有要素

的占比为 54.7%。相比之下，消费者不理解“依据国家标准”、“规格型号”、“箭头

颜色”的占比较高，分别为 25.8%、16.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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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望纳入能效标识的产品 

图表 25 消费者认为可以纳入能效标识范围的产品 

 
问题：Q23 请问您认为还有哪些产品应该贴上能效标识？（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认为应该将电暖气纳入能效标识范围的占比

最高，为 68.7%；其次是电水壶，占比为 55.8%；此外，认为饮水机应该纳入能

效标识范围的占比为 53.1%。 

 

2.1.4 对九类家电的能效标识的理解程度及评价 

本节主要分析了消费者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程度、评价，以及对

新参数的需求。其中对参数的理解程度包括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对各参

数测试题的回答情况；对参数的评价包括该参数是否可以删除等相关信息；对系

参数的需求主要阐述了需要增加的新参数及相关原因。 

一、 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程度及评价 

(一) 电冰箱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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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消费者自认为对电冰箱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1-2 请问您是否理解电冰箱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冰箱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耗电量参数的占

比高达 93.6%；此外，认为自己理解冷藏室容积、冷冻室容积的被访者占比分别

为 86.9%以及 85.7%。可见消费者自认为对电冰箱能效标识各参数的理解水平较

高。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27 消费者对电冰箱“容积”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1-6-1、请问哪一台冰箱总容积更大？（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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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容积”参数测试题，参与电冰箱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

己理解该参数，并且能够正确回答测试题的占比 80.8%，可见消费者对容积参数

的理解水平较高。 

图表 28 消费者对电冰箱“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1-6-2、请问哪一台冰箱更省电？（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耗电量”参数测试题，参与电冰箱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62.0%.。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29 消费者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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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9-1-4、请问您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冰箱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超过 93%的人认为目前电冰箱

能效标识的各项参数均保留，不作删除。可见电冰箱能效标识各参数对于消费者

来说都比较重要。 

同时，认为自己理解电冰箱所有参数含义 524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排序

如下： 

图表 30 消费者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1-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24 

认为耗电量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91.8%，可见，消费者认为直观的

耗电量能够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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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  消费者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1-5、请问您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信息？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冰箱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可节省的电量”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36.6%，其次是月耗电量，占比 33%。同时，有 22.1%的消费者

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费” 参数。 

此外，有大概 1%的消费者认为电冰箱可以增加噪音值、辐射值、碳排放等

级等相关指标，说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二) 洗衣机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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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消费者自认为对洗衣机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2-2 请问您是否理解洗衣机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洗衣机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耗电量参数的占

比高达 85.3%；认为自己理解用水量、洗涤容量参数的被访者占比分别为 78.4%

以及 77.2%。相比之下，认为自己理解洗净比的被访者占比仅为 38.7%，。可见，

大部分消费者认为自己不理解洗净比的含义。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33 消费者对洗衣机“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2-6-1、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更省电？（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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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电量”参数测试题主要向被访者展现了耗电量相同，但能效等级、用水量、

洗净比均不相同的两台洗衣机。参与洗衣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4.2%。相比之下，回答错误的被访者中，

认为能效等级较高的洗衣机较省电的占比为 74.2%。 

图表 15 的数据显示，被访者自认为能效标识中最关注的信息是具体参数，

然而对于本题的回答显示，被访者会更关注能效等级而不是标识上显示的耗电

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消费者希望看懂洗衣机

能效标识的参数，但实际上参数晦涩看不明白，进而带有情绪地关注能效等级。

第二，消费者没有理清能效等级和能耗之间的关系，认为能效等级高的产品更耗

能少。 

图表 34 消费者对洗衣机“用水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2-6-2、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更省水？（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用水量”参数测试题，参与洗衣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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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 消费者对洗衣机“洗净比”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2-6-3、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洗的衣服更干净？（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洗净比”参数测试题，参与洗衣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30.2%，可见消费者对洗净比参数的了解

水平较低。 

图表 36 消费者对洗衣机“洗涤容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2-6-4、请问哪一台洗衣机可以洗的衣服更多？（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洗涤容量”参数测试题，参与洗衣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71.7%，可见消费者对“洗涤容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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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水平较高。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37 消费者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2-4、请问您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洗衣机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洗净比参数没有帮助，可

以删除的占比为 26.9%，其余三个参数均有超过 90%的被访者认为不作删除，可

以保留。 

同时，认为自己理解洗衣机所有参数含义的 199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排

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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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8 消费者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2-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9 

认为耗电量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72.9%，可见，消费者认为直观的

耗电量能够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相比之下，消费者认为其他几个参数的重要性相

对较低。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图表 39  消费者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2-5、请问您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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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洗衣机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可节省的电量”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44.7%，其次是月耗电量，占比 27.6%。同时，有 22.9%的消费

者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费” 参数。 

此外，部分消费者认为可以增加节水量（包括每月可节约的水量）参数，因

为目前水资源也比较紧缺，水费较贵；也可以增加噪音值参数。 

(三) 电视机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图表 40 消费者自认为对电视机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3-2 请问您是否理解电视机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视机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被动待机功率和

能效指数的占比均较小，分别为 45.5%和 43.8%。可见消费者对电视机能效标识

参数的理解水平较低。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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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消费者对电视机“能效指数”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3-6-1、请问您对“A 电视一定比 B 电视省电因为 A 的能效指数更高”的评价是？（

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能效指数”参数测试题，参与电视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仅为 8.4%。可见消费者对能效指数的实

际理解水平很低。 

图表 42 消费者对电视机“被动待机功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3-6-2、请问哪一台电视在待机情况下耗电量较大？（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被动待机功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电视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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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34.9%。 

图表 43 消费者对电视机能效标识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3-6-3、请问尺寸相同的 A 电视和 C 电视哪一台的耗电量更大？（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电视机能效标识各参数的综合测试题中，主要向被访者展示了能效指数值相

同的等离子和液晶电视。在能效指数值相同的情况下，液晶电视比等离子电视更

省电。  

参与电视机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能效指数，并回答

正确的占比仅为 1.9%。因此很少有消费者能够区分等离子及液晶电视的能效指

数。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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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 消费者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3-4、请问您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视机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能效指数参数没有帮助，

可以删除的占比为 16.4%，认为被动待机功率均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13.6%。 

同时，认为自己理解电视机所有参数含义的 169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的重要性

排序如下： 

图表 45 消费者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3-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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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能效指数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84%，可见，部分消费者认为能

效指数相比之下能够起到重要参考作用。但是因为能够理解电视机能效标识所有

参数的消费者占比较小，不足以证明能效指数参数比较重要。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图表 46 消费者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3-5、请问您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视机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日耗电量”参数的占

比最高，为 25.2%，其次是播放视频时的功率，占比 24.0%。同时，有 20.4%的

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量” 参数。同时，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电费”

参数的被访者占比为 16.2%。 

此外，有部分被访者认为可以增加辐射值参数。 

(四) 热水器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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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7  消费者自认为对热水器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4-2 请问您是否理解热水器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热水器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额定热负荷和额

定热负荷热水效率参数的占比均较小，分别为 38.2 和 34.7%，此外，理解其余两

个指数的占比仍然较低，均没有超过 42%。可见消费者对热水器能效标识参数的

理解水平较低。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48 消费者对热水器“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4-6-1、参数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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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参数测试题，参与热水器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27%。 

图表 49 消费者对热水器“热水输出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4-6-2、热水输出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热水输出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热水器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

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21.8%。 

图表 50 消费者对热水器“额定热负荷”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4-6-3、请问额定热负荷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64 

 



 

对于“额定热负荷”参数测试题，参与热水器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

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7.9%。 

图表 51 消费者对热水器“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4-6-4、在额定热负荷相同的情况下，请问热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热水器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

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5.1%。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52 消费者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4-4、请问您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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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热水器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额定热负荷参数没有帮

助，可以删除的占比为 14.3%，认为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参数可以删除的消费者

占比为 11.8%。 

同时，认为自己理解热水器所有参数含义的 133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排

序如下： 

图表 53  消费者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4-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33 

认为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31.6%，其次是额

定热负荷热水效率，占比为 30.1%。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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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4 消费者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4-5、请问您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热水器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使用时的功率”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26.2%，其次是“日耗电量”功率，占比 20.1%。再次，有 19.2%

的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量” 参数。同时，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电

费”参数的被访者占比为 16.4%。 

此外，部分消费者认为可以增加每小时耗电量、每工作周期耗电量（同时需

要和热水温度结合）、保温能力、安全系数、辐射值等参数。 

(五) 电磁炉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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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5 消费者自认为对电磁炉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5-2 请问您是否理解电磁炉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电磁炉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待机状态功率和

热效率的占比分别为 69%和 60.6%。可见消费者对电磁炉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

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56 消费者对电磁炉“热效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5-6-1、热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热效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电磁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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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8.2%。 

图表 57 消费者对电磁炉“待机状态功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5-6-2、待机功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待机功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电磁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8.5%。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58 消费者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5-4、请问您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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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价电磁炉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待机状态功率没有帮助，

可以删除的占比为 11.6%，认为热效率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6.7%。 

认为自己理解电磁炉所有参数含义的 306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的排序

如下： 

图表 59 消费者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5-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306 

认为热效率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93.1%，其次是待机状态功率，占

比为 6.9%。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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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0 消费者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5-5、请问您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电磁炉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使用时的功率”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32.6%，其次是“可节省的电量”功率，占比 25.5%。同时，有 17.4%

的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费” 参数。 

此外，部分消费者认为可以增加辐射值、安全值（安全功率、安全距离）等

参数。 

(六) 电饭锅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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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1 消费者自认为对电饭锅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6-2 请问您是否理解电饭锅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饭锅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保温能耗占最

高，为 73.2%，其次是待机能耗和内锅材质，占比分别为 69.5%和 69.0%。相比

之下，被访者对热效率值的理解水平较低，占比仅为 49.8%。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62 消费者对电饭锅“热效率值”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6-6-1、热效率值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热效率值”参数测试题，参与电饭锅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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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38.5%。 

图表 63 消费者对电饭锅“待机能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6-6-2、待机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待机能耗”参数测试题，参与电饭锅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59.2%。 

图表 64 消费者对电饭锅“保温能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6-6-3、保温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保温能耗”参数测试题，参与电饭锅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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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5 消费者对电饭锅“内锅材质”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6-6-4、内锅材质金属与非金属的区别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内锅材质对能效的存在一定影响，金属材质的最低能耗限定值为 5 级，非金

属材质的最低能效限定值为 4 级。 

对于“内锅材质”参数测试题，参与电饭锅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9.5%，因此消费者并不能实际了解不

同材质内锅的实际含义。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66 消费者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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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9-6-4、请问您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饭锅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内锅材质没有帮助，可以

删除的占比为 12.3%，认为热效率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10.6%。 

同时，认为自己理解电饭锅所有参数含义的 242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的

排序如下： 

图表 67 消费者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6-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42 

认为热效率值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76.4%，其次是待机能耗，占比

为 12.8%。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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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8 消费者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6-5、请问您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电饭锅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使用时的功率”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26.9%；同时，有 18.2%的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 “可节省的电量” 

参数。此外，需要增加“日耗电量”参数的被访者占比为 16.5%。 

此外，部分消费者认为可以增加每个工作周期的耗电量、容积等参数。 

(七) 微波炉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图表 69  消费者自认为对微波炉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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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9-7-2 请问您是否理解微波炉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微波炉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待机功耗的占比

最高，为 73.1%，其次是烧烤能耗和关机能耗，占比分别为 64.2%和 61.7%。相

比之下，被访者对效率值的理解水平较低，占比为 51.6%。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图表 70 消费者对微波炉“效率值”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7-6-1、效率值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效率值”参数测试题，参与微波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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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1 消费者对微波炉“待机功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7-6-2、待机功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待机功耗”参数测试题，参与微波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61.7%。 

图表 72 消费者对微波炉“关机功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7-6-3、关机功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关机功耗”参数测试题，参与微波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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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3 消费者对微波炉“烧烤能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7-6-4、烧烤能耗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对于“烧烤能耗”参数测试题，参与微波炉能效标识评价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

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20.4%。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74 消费者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7-4、请问您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微波炉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关机功耗没有帮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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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的占比为 19.2%，认为待机功耗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7.8%。 

认为自己理解微波炉所有参数含义的 225 位被访者认为各参数的重要性排

序如下： 

图表 75 消费者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7-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25 

认为效率值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78.2%，其次是烧烤能耗，占比为

12.0%。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图表 76 消费者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7-5、请问您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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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42 

参与评价微波炉能效标识的 642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使用时的功率”参数

的占比最高，为 25.9%；同时，有 17.3%的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的电量” 参

数。此外，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电费”参数的被访者占比为 14.2%。 

部分消费者认为可以增加每小时耗电量、辐射值、安全值等参数。 

(八) 电脑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图表 77 消费者自认为对电脑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8-2 请问您是否理解电脑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电脑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关闭状态能耗的占

比最高，为 66.5%，其次是产品类型和能源效率，占比分别为 57.3%和 54%。相

比之下，被访者对典型能源消耗的理解水平较低，占比为 47.1%。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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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8 消费者对电脑“典型能源消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8-6-1、请问典型能源消耗指的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典型能源消耗”参数测试题，参与电脑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

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仅为 0.8%。 

图表 79 消费者对电脑“产品类型”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8-6-2、标识中显示的 D 类产品指的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产品类型”参数测试题，参与电脑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

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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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0 消费者对电脑显示器“能源效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1 

 
问题：Q9-8-6-3、显示器能源效率指的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电脑显示器“能源效率”参数概念的测试题，参与电脑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0.7%。 

图表 81 消费者对电脑显示器“能源效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2 

 
问题：Q9-8-6-4、显示器能源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电脑显示器“能源效率”参数内涵的测试题，参与电脑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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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2 消费者对电脑显示器“关闭状态能耗”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8-6-5、关闭状态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电脑显示器“关闭状态能耗”参数的测试题，参与电脑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53.7%。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83 消费者认为电脑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8-4、请问您认为电脑和显示器的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

？（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电脑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产品类型没有帮助，可以删

84 

 



 

除的占比为 15.3%，认为关闭状态能耗、能源效率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10.6%、10.3%。 

认为自己理解电脑所有参数含义的 162 位被访者对各参数重要性的排序如

下： 

图表 84 消费者认为电脑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8-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2 

认为典型能源消耗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61.1%，其次是能源效率，

占比为 30.9%。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图表 85 消费者认为电脑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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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9-8-5、请问您认为电脑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电脑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使用时的功率”参数的

占比最高，为 30.4%，其次是“可节省的电量”，占比 21.1%。同时，有 19.7%的

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日耗电量” 参数。此外，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电费”参数

的被访者占比为 15.3%。 

部分消费者认为需要增加待机功率、待机耗电量、辐射值等参数。 

(九) 空调 

1. 对已有参数的理解水平 

（1） 消费者自认为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 

图表 86  消费者自认为对空调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问题：Q9-9-2 请问您是否理解空调能效标识中参数的含义？（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空调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输入功率的占比最

高，为 68.9%，其次是制冷量和能效比，占比分别为 61.5%和 50.5%。相比之下，

被访者对“全年能源消耗效率”的理解水平较低，占比为 37.1%。  

（2）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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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7 消费者对定频空调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9-6-1、请问哪一台空调更节能？（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定频空调“能效比”参数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

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31.0%。 

图表 88 消费者对定频空调“能效比”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9-6-2、以下哪个关于能效比的说法正确？（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定频空调“能效比”参数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

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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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9 消费者对定频空调“制冷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9-6-3、一间房间面积为 30 平米，另一间房间为 15 平米，如何安装 A、B 两台空

调更为合理？（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定频空调“制冷量”参数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

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4.0%。 

图表 90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9-6-4、全年能源消耗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参数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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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额定制冷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问题：Q9-9-6-5、关于额定制冷量，哪种说法正确？（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额定制冷量”参数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的 639 个被

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40.7%。 

图表 92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制冷季节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1 

 
问题：Q9-9-6-6、制冷季节耗电量的含义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制冷季节耗电量”参数含义的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

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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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3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制冷季节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2 

 
问题：Q9-9-6-7、制冷季节耗电量是在假设使用多少时间的基础上计算的？（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制冷季节耗电量”参数计算基础的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

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11.0%。 

图表 94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制热季节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1 

 
问题：Q9-9-6-8、制热季节耗电量的含义是什么？（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制热季节耗电量”参数含义的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评价

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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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制热季节耗电量”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2 

 
问题：Q9-9-6-9、制热季节耗电量是在假设使用多少时间的基础上计算的？（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对于变频空调“制热季节耗电量”参数计算基础的测试题，参与空调能效标识

评价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自己理解该参数，并回答正确的占比仅为 2.8%。 

2. 已有参数的重要性 

图表 96 消费者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需要删除的参数 

 
问题：Q9-9-4、请问您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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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价电脑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参数没

有帮助，可以删除的占比为 13.5%，认为“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额定制热

量”可以删除的消费者占比为 8.6%、7.2%。 

认为自己理解空调所有参数含义的 221 位被访者对参数重要性排序如下： 

图表 97 消费者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最重要的参数 

 
问题：Q9-9-3、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21 

认为“能效比”最重要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 58.0%，其次是“全年能源消耗

效率”以及“制冷量”，占比为 12.5%。但是因为能够理解空调能效标识所有参数

的消费者占比较小，不足以证明能效比参数比较重要。 

3. 需要增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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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8 消费者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需要增加的参数 

 
问题：Q9-9-5、请问您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参数？为什么？（可多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39 

参与评价空调能效标识的 639 个被访者中，认为增加“日耗电量”参数的占比

最高，为 23.0%，其次是“可节省的电量”，占比 22.5%。其次，有 20.5%的消费

者认为需要增加“使用时的功率” 参数。同时，认为需要增加“可节省电费”参数

的被访者占比为 16.7%。 

此外，部分被访者认为可以增加噪音值参数。 

二、 对九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分析 

本部分对各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需要程度、可增加的参数三个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 

(一) 对各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理解水平 

消费者对各参数的理解水平设涉及两个维度，分别是认为自己理解某参数的

含义，能够正确回答该参数的测试题。ACMR 认为，只有消费者自认为理解该

参数，且参数测试题回答正确，才能认定为理解该参数。下表中“回答正确且理

解”表示了消费者对各参数的实际理解水平。 

 

 

 

93 

 



 

表格 18 消费者对各类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理解水平对比表 

家电名称 参数名称 回答正确的占比 回答正确且理解的占比 
电冰箱 冷藏室容积（升） 93.3% 80.8% 

冷冻室容积（升） 93.3% 80.8% 
耗电量 66.5% 62.0% 

洗衣机 洗涤容量（公斤） 90.0% 71.7% 
用水量（升/工作周期） 85.4% 68.8% 
洗净比 77.0% 30.2% 
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期） 15.9% 14.2% 

电视机 被动待机功率（W） 71.3% 34.9%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 21.8% 8.4% 

热水器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ε） 52.5% 27.0% 
热水输出率（μ） 43.6% 21.8% 
额定热负荷（Kw）  48.9% 17.9% 
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 35.0% 15.1% 

电磁炉 待机状态功率（W） 60.9% 48.5% 
热效率（%） 71.5% 48.2% 

电饭锅 待机能耗（W•h）   75.4% 59.2% 
保温能耗（W•h）   72.1% 58.7% 
热效率值（%）   61.7% 38.5% 
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属） 13.4% 9.5% 

微波炉 待机功耗（W） 75.9% 61.7% 
关机功耗（W） 68.7% 48.9% 
效率值（%） 70.7% 43.8% 
烧烤能耗（W•h） 28.8% 20.4% 

电脑 关闭状态能耗（w）  72.3% 53.7% 
产品类型    15.8% 12.8% 
能源效率（cd/W）  16.3% 10.7% 
典型能源消耗（kWh）  0.9% 0.8% 

空调 制冷量（W） 71.4% 44.0% 
额定制冷量（W） 83.4% 40.7% 
输入功率（W） 55.3% 31.0%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h） 48.1% 21.0% 
制冷季节耗电量（kW•h） 14.3% 7.6% 
能效比 13.9% 7.5% 
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13.9% 6.7% 

由上表可知，被访者对九类能效标识参数的实际了解水平的平均值为

35.51%。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理解程度为 35%以下的参数较为难懂。

因此，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空调的能效标识参数不易理解，太过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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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最不需要的参数 

对于消费者来说，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参数“是否没有帮助、可以删除”直接

涉及该参数的需要程度，占比越高，越不需要。下表中“认为该参数最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表示消费者认为各类家电中最不需要的参数的占比。 

表格 19 消费者认为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最不需要的参数对比表 

家电名称 最不需要（可删除）的参数 认为该参数最不需要（可删除） 
的被访者占比 

电冰箱 冷冻室容积（升） 7.0% 
洗衣机 洗净比 26.9% 
电视机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PDP） 16.4% 
热水器 额定热负荷（kW） 14.3% 
电磁炉 待机状态功率（W） 11.6% 
电饭锅 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属） 12.3% 
微波炉 关机功耗（W） 19.2% 
电脑 产品类型 15.3% 
空调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h） 13.5% 

由上图可知，消费者认为洗衣机的洗净比、电视机的能效指数、微波炉的关

机功耗、电脑的产品类型比较不需要。 

(三) 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可增加的参数 

消费者比较关注和能耗相关的参数，因此每类家电能效标识中可以增加的相

关参数以及占比具体如下： 

表格 20 消费者认为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可增加的重要参数 

家电名称 使用时的功率 日耗电量 月耗电量 可节省的电量 可节省的电费 
电冰箱 —— —— 33.0% 36.6% 22.1% 
洗衣机 —— —— 27.6% 44.7% 22.9% 
电视机 24.0% 25.2% —— 20.4% —— 
热水器 26.2% 20.1% —— 19.2% —— 
电磁炉 32.6% —— —— 25.5% 17.4% 
电饭锅 26.9% 16.5% —— 18.2% —— 
微波炉 25.9% 15.9% —— 17.3% —— 
电脑 30.4% 19.7% —— 21.1% —— 
空调 20.5% 23.0% —— 22.5% —— 

上表中五种参数需要添加的原因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1） 消费者能够直观地知道产品耗能的情况，便于大致计算能耗和电费 

（2） 更加直观，帮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进行产品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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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者根据使用时的功率考虑家庭室内线路布置是否合理 

2. 日耗电量 

（1） 清晰直观，通俗易懂，便于消费者理解 

（2） 让消费者清晰地直观地了解每天的耗电量、计算电费 

（3） 帮助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进行比较，选择合适产品 

3. 月耗电量 

（1） 帮助消费者购买产品时进行产品对比，选购合适产品 

（2） 方便消费者知道使用该电器每月的电费是多少，预算一个月的电费，

树立节能意识 

（3） 中国有些地区的电费以月为单位计算缴纳，月耗电量参数比较实用 

（4） 因家电使用习惯具有周期性，因此月耗电量参数，会比日耗电量参

数更均衡且实际。 

4. 可节省电量 

（1） 方便消费者计算可以节省的电费，帮助消费者在购买家电的过程进

行产品对比，选购较为节能产品 

（2） 帮助消费者树立节能环保意识，突出产品的节能效果及节能优势 

5. 可节省电费 

（1） 便于理解，非常直观地让消费者知道可以节约多少电费，在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便于比较。 

此外，消费者节能环保的意识在逐渐增强，对其他参数的添加建议如下： 

表格 21 消费者认为各类家电能效标识中可增加的其他参数 

家电名称 
每小时

耗电量 
每工作周

期耗电量 
辐射值 噪音值 安全值 

碳排放

量 
节水

量 
保温能力 待机功率 

电冰箱          
洗衣机          
电视机          
热水器          
电磁炉          
电饭锅          
微波炉          
电脑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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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九类家电使用习惯分析 

本节主要阐述和研究了消费者对九类家电的使用习惯，主要包括每周使用频

率、每次使用时长、是否待机（是否拔电源）、待机时长、用途、容量使用情况

等方面。 

2.2.1 电冰箱使用习惯 

一、 食物存放量所占空间 

图表 99 电冰箱冷藏和冷冻室的食物存放空间 

 
问题：冷藏室、冷冻室食物存放所占空间？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平均值：68.4%（冷藏室），64.8%（冷冻室） 

参与调研的 215 个家庭中，冷藏室、冷冻室食物的存放空间多集中在 50%

至 100%，平均值分别为 68.4%（冷藏室），64.8%（冷冻室）。分别有 82.8%、82.3%、

41.4%的家庭的电冰箱冷藏室食物存放所占空间为较满、一般、很满。分别有

64.2%、62.8%、42.3%的家庭的电冰箱冷冻室食物存放所占空间为一般、较满、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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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天开关门次数 

图表 100 电冰箱冷藏室、冷冻室每天开关门次数 

 
问题：冷藏室、冷冻室一天内开关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平均值：4.5 次（冷藏室），1.8 次（冷冻室） 

参与调研的 215 个家庭中，一天内电冰箱冷藏室开关门次数多为 6 次以内，

平均值为 4.5 次；一天内冷冻室开关门次数多为 4 次以内，平均值为 1.8 次。 

冷藏室开关门次数为 3 至 4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41.4%，其次为 0 至 2 次，

占比为 21.4%。冷冻开关门次数为 0 至 2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73%，其次为 3

至 4 次，占比为 22.3%。 

98 

 



 

2.2.2 洗衣机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01 洗衣机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洗衣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平均值：4.08 次 

本次调研中，一次洗衣即为一个洗衣循环，包括洗涤、漂洗、脱水等步骤。 

参与调研的 215 个家庭中，每周洗衣次数多为 8 次以内，平均数为 4.08 次。 

每周洗衣 3 至 4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36.7%，其次为 0 至 2 次，占比 29.3%。 

二、 水温设置 

参与调研的60个使用滚筒洗衣机的家庭中，共有18个家庭调整了洗涤水温，

占比为 30.0%，水温设置均值为 36.1℃。其中，滚筒洗衣机水温调整集中在 30℃、

40℃，使用 30℃水温的占比为 50%，使用 40℃水温的占比为 42%。相比之下，参

与调研的 156 个使用波轮洗衣机的家庭，均使用常温水洗涤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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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洗衣量 

图表 102 每次实际洗衣量 

 
问题：一周内每次洗衣量？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平均值：64% 

参与调研的 215 个家庭中，每周平均洗衣量多在半载或四分之三，平均值为

64%。每周平均洗衣量半载的情况占比最高，为 42.8%，其次为四分之三的情况，

占比为 42.3%。相比之下，满载、四分之一或更少的情况占比较小。 

四、 是否拔电源 

图表 103 洗完衣服之后拔电源的情况 

 
问题：洗完衣服以后是否拔电源？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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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N=215 

参与调研的 215 个家庭中，每次洗完衣服都拔掉电源的占比最高，为 64.3%；

其次，约有 30%的家庭洗完衣服后从不拔掉电源；仅有 5.2%的家庭偶尔会拔掉

电源。 

2.2.3 电视机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04  电视机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3 
平均值：9.3 次 

参与调研的 213 个家庭中，每周看电视次数多为 10 次以内，平均数为 9.3

次。每周看电视 7 至 8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42.3%，其次为 9 至 10 次，占比

22.5%。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看电视的天数为 6.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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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时长 

图表 105 电视机每次使用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时长？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3 
平均值：3.1 小时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视的 213 个家庭中，每次观看的时长多为 0 至 4 小时，平

均每次使用时间为 3.1 小时。每次使用 2 至 3 小时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30.0%；

其次为 1 至 2 小时，占比 25.4%；同时，每次使用 3 至 4 小时的家庭占比也较高，

为 24.4%。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每台电视机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5.7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是：首先

计算各家庭每周使用时长；其次计算各家庭每周使用时长的算术平均

值。 

 每台电视机每天使用时长为 4.0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

各家庭每天使用时长，即各家庭每周看电视时长除以一周内使用天数；

其次计算各家庭每天使用时长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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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后拔掉电源的情况 

图表 106 电视机使用后拔掉电源的情况 

 
问题：是否关机或拔掉电源？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3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视机的 213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电视机后都拔掉电源的占

比最高，为 65.7%；其次，约有 24.9%的家庭使用电视机之后从不拔掉电源；仅

有 9.4%的家庭偶尔会拔掉电源。 

三、 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  

图表 107 电视机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 

 
问题：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小时）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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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11.3 小时 

参与调研并使用电视机 213 个家庭中，有 74 个家庭在使用后将电视保持在

待机状态。每次使用后待机时间平均值为 11.3 小时。其中待机时长为 18 至 21

小时的占比最高，为 29.7%；其次是 0 至 3 小时，占比为 17.6%。 

进一步计算得知，每天平均待机时间 13.2 小时，每周待机天数 5.8 天。 

四、 看电视时的背景光强度 

图表 108 看电视时的背景光强度 

 
问题：看电视时背景光强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828（为 213 个家庭一周内看电视的总次数） 

背景光的含义是，人们看电视时周围环境的光亮。背景光亮度为强，代表看

电视时用背景光可以清楚地看书；背景光强度为中，代表看电视时用环境光勉强

可以看清书上的字；背景光强度为弱，代表看电视时用背景光看不清楚书上的字。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视机的 213 个家庭一周内共观看电视 1828 次，其中看电视时

的背景光亮度最常见是中度，占比为 61.1%；其次为强光，占比为 21.4%；弱光

的占比为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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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默认设置的亮度和对比度的使用情况 

图表 109 电视机默认设置的亮度和对比度的使用情况 

 
问题：是否使用出厂默认的亮度对比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3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视机的 213 个家庭中，使用出厂默认亮度和对比度的占比

最高，为 81.7%；其次，有 15.5%的家庭不使用默认亮度和对比度；仅有 2.8%的

家庭有时使用、有时不使用默认亮度和对比度。 

图表 110 调节电视机默认设置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情况 

 
问题：如果调节，请问是如何调节？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39 

参与调研的且调整过电脑出厂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的 39 个家庭中，调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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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比度的家庭占比为 51.3%，调节观看模式的占比达到 46.2%，相比之下，

调低亮度对比度的家庭占比为 15.4%。 

2.2.4 热水器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11 热水器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3 
平均值：12.9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热水器的 193 个家庭中，每周使用热水器的次数多为 1 至

21次，平均每周使用 12.9次。每周使用次数为 1至 7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37.8%；

其次为 8 至 14 次，占比 28.5%；同时，每周使用 15 至 21 次的家庭占比也较高，

为 20.2%。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6.1 天。 

 

(二) 每次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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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 热水器每次使用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时长？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3 
平均值：30.3 分钟 

参与调研且使用热水器的 193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热水器的时长多为 1 至

61 分钟，平均每次使用时间为 30.3 分钟。每次使用 21 至 31 分钟的家庭占比最

高，为 35.8%；其次为 11 至 21 分钟，占比 26.9%；同时，每次使用 31 至 41 分

钟的家庭占比也较高，为 15.0%。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热水器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49.2 分钟 即 4.2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

同电视机每周使用时长。 

 热水器每天使用时长为 50.8 分钟。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用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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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热水器通电情况 

图表 113 热水器通电情况 

 
问题：一直通电还是现用现开？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电热水器=81，N 燃气热水器=112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热水器的 81 个家庭中，电源现用现开的占比为 54.3%，

其次为一直通电，占比为 44.4%。相比之下，使用燃气热水器的 112 个家庭中，

一直通电的占比最高，为 53.6%，现用现开的占比为 44.6%。可见，使用电热水

器的家庭更倾向于现用现开。 

图表 114 电热水器使用时的断电情况 

 
问题：使用时是否断电？（电热水器）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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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热水器的 81 个家庭中，使用电热水器时每次都不断电的

占比为 60.5%；其次为每次都断电使用，占比为 38.3%；只有 1.2%的家庭在使用

电热水器时有时断电，有时不断电。 

三、 热水器的用途 

图表 115 热水器使用时的用途 

 
问题：使用时的用途？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3 

参与调研且使用热水器的 193 个家庭中，使用热水器的最重要用途是洗澡，

占比为 96.4%；其次为做饭，占比为 29.0%；同时用于洗衣服的占比为 21.8%。 

四、 热水器使用时的温度设置 

图表 116 热水器使用时的温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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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每次使用时的热水温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电热水器=81，N 燃气热水器=112 
平均值：46.1℃（电热水器），42.8℃（燃气热水器）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热水器的 81 个家庭中，使用设置的热水温度多集中在 30

至 61℃，平均值为 46.1℃。其中热水温度为 36 至 41℃的占比最高，为 37.0%；

其次是 41 至 46℃，占比为 27.2%。 

参与调研且使用燃气热水器的 112 个家庭中，使用设置的热水温度多集中在

30 至 56℃，平均值为 42.8℃。其中热水温度为 36 至 41℃的占比最高，为 40.2%；

其次是 41 至 46℃，占比为 25.9%。 

2.2.5 电磁炉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17 电磁炉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6 
平均值：4.8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磁炉的 106 个家庭中，一周内使用电磁炉的次数多集中在

1 至 9 次，平均值为 4.8 次。其中使用次数为一周 1 至 3 次的占比最高，为 48.1%；

其次是 4 至 6 次，占比为 22.6%；同时，每周使用 7 至 9 次的占比为 19.8%。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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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时长 

图表 118 电磁炉每次使用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时长？（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6 
平均值：32.7 分钟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磁炉的 106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时长多集中在 1 至 76 分

钟，平均值为 32.7 分钟。其中使用时长为 16 至 31 分钟的占比最高，为 42.5%；

其次是 1 至 16 分钟，占比为 23.6%；同时，每次使用 31 至 46 分钟的占比为 14.2%。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电磁炉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32 分钟，即 2.2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

同电视机每周使用时长。此外，有 24 个家庭拥有电磁炉但在家庭日记

期间没有使用，所以此次家庭日记调研过程中电磁炉的保有量是 130个。

基于保有量的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07.6 分钟，即 1.8 小时。 

 电磁炉每天使用时长为 37.2 分钟。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用

时长。基于保有量的每天使用时间为 30.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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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 

图表 119 电磁炉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 

 
问题：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4 
平均值：24.4 分钟 

参与调研并使用电磁炉 106 个家庭中，有 54 个家庭每次使用之后会待机，

待机时间多集中在 1 至 61 分钟，平均值为 24.4 分钟。其中使用时长为 1 至 11

分钟的占比最高，为 37.0%；其次是 11 至 21 分钟，占比为 20.4%；同时，每次

待机 21 至 31 分钟的占比为 16.7%。 

进一步计算得出，电磁炉平均每周待机时间 89.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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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时的用途 

图表 120 电磁炉使用时的用途 

 
问题：使用时的用途？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6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磁炉的 106 个家庭中，使用电磁炉的最重要用途是炒菜，

占比为 56.6%；其次为火锅，占比为 38.7%；同时用于烧水的占比为 37.7%。 

此外，有部分家庭用电磁炉进行煲汤、热牛奶等。 

四、 使用时的火力 

图表 121 电磁炉使用时的火力 

 
问题：使用时的火力？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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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1.38kW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磁炉的 106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火力多集中在 0.8 至

1.8kW，平均值为 1.38kW。其中火力为 1.2-1.3kW 的占比最高，为 25.5%；其次

是 1.5-1.6kW，占比为 22.6%；同时，每次使用 1.0-1.1kW 的占比为 10.4%；其余

火力的占比均在 10%以下。 

2.2.6 电饭锅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22 电饭锅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05 
平均值：7.10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饭锅的 205 个家庭中，一周内使用电饭锅的次数多集中在

1至 15次，平均值为 7.10次。其中使用次数为一周 7至 9次的占比最高，为 39.0%；

其次是 4 至 6 次，占比为 27.8%；同时，每周使用 1 至 3 次的占比为 14.1%。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5.6 天。 

 

(二) 每次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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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3 电饭锅每次使用时长 

 
问题：每次的使用时长？（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05 
平均值：29.7 分钟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饭锅的 205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时长多集中在 1 至 51 分

钟，平均值为 29.7 分钟。其中使用时长为 26 至 31 分钟的占比最高，为 38.0%；

其次是21至26分钟，占比为14.1%；同时，每次使用31至36分钟的占比为13.2%。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电饭锅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12.2 分钟 即 3.5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

同电视机每周使用时长。 

 电饭锅每天使用时长为 36.2 分钟。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用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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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温状态持续的时间 

图表 124 电饭锅每次使用后保温状态的持续时间 

 
问题：每次使用后保温状态持续时间？（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05 
平均值：13.6 分钟 

参与调研并使用电饭锅 205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后的保温状态持续时间多集

中在 1 至 51 分钟，平均值为 13.6 分钟。其中保温时长为 6 至 11 分钟的占比最

高，为 37.1%；其次是 1 至 6 分钟，占比为 24.4%；同时，每次保温时间 11 至

16 分钟的占比为 16.1%。 

三、 使用时的用途 

图表 125 电饭锅使用时的用途 

 
116 

 



 

问题：使用时的用途？（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05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饭锅的 205 个家庭中，使用电饭锅的最重要用途是蒸饭，

占比为 96.1%；其次为煮粥，占比为 34.6%；此外，有部分家庭用电饭锅进行热

饭、煲汤、烧水等。 

四、 内锅容量使用率 

图表 126 电饭锅的内锅使用率 

 
问题：内锅容量使用率？（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70（为 205 个家庭在一周内使用电饭锅的总次数） 
平均值：52.9%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饭锅的 205 个家庭一周内共使用电饭锅 1270 次，平均值

为 52.9%。内锅使用率为 50%的占比最大，为 41.3%；内锅使用率为 30%或更少

的占比约为 30.9%；锅使用率为 80%的占比为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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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后待机情况 

图表 127 电饭锅使用后的待机情况 

 
问题：是否保持电饭锅的持续待机？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05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饭锅的 205 个家庭中，每次都不保持待机，即均切断电源

的占比为 92.7%；相比之下，有时待机有时不待机，以及每次均保持待机的占比

分别为 3.9%和 3.4%。 

在保持电饭锅待机的 15 个家庭中，每次待机时间小于 1 个小时的占比为

60.0%；除电饭锅工作时间外，其余时间均保待机的占比为 20.0%；待机时间小

于 2 个小时的占比为 13.3%。 

2.2.7 微波炉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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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8 微波炉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平均值：5.89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一周内使用微波炉的次数多集中在

1至 12次，平均值为 5.89次。其中使用次数为一周 1至 3次的占比最高，为 34.1%；

其次是 4 至 6 次，以及 7-9 次，占比均为 25.0%；同时，每周使用 10 至 12 次的

占比为 7.9%。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4.5 天。 

 

(二) 每次使用时长 

图表 129 微波炉每次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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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每次使用时长（分钟）？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平均值：4.98 分钟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时长多集中在 0 至 18 分

钟，平均值为 4.98 分钟。其中使用时长为 2 至 4 分钟的占比最高，为 34.4%；其

次是 0 至 2 分钟，占比为 31.9%；同时，每次使用 4 至 6 分钟的占比为 12.9%。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微波炉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4.5 分钟。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周

使用时长。此外，有 15 个家庭拥有微波炉但在家庭日记期间没有使用，

所以此次家庭日记调研过程中微波炉的保有量是 179 个。基于保有量的

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2.4 分钟。 

 微波炉每天使用时长为 5.7 分钟。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用

时长。基于保有量的每天使用时间为 5.2 分钟。 

 

二、 使用后拔电源的情况 

图表 130 微波炉使用后拔电源的情况 

 
问题：使用后是否拔电源？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微波炉后都拔掉电源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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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高，为 65.9%；其次，约有 28.0%的家庭使用微波炉之后从不拔掉电源；仅

有 6.1%的家庭偶尔会拔掉电源。 

三、 使用时的火力 

图表 131 微波炉使用时的火力 

 
问题：使用时的火力？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火力为高火的占比最高，为 64.6%；

其次是中火，占比为 47.6%；同时，每次使用小火的占比为 7.9%。 

四、 使用时的用途 

图表 132 微波炉使用时的用途 

 
问题：使用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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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使用微波炉的最重要用途是热饭，

占比为 84.1%；其次为蒸饭，占比为 10.4%；此外，有部分家庭用微波炉进行解

冻等。 

五、 给被加热物品加盖子的情况 

图表 133 微波炉使用时给被加热物品加盖子的情况 

 
问题：使用时是否给被加热物品加盖子？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64 

参与调研且使用微波炉的 164 个家庭中，使用微波炉时给被加热物品加盖子

的占比为 43.3%；约有 40.2%的家庭加热时不给物品加盖子；此外，有 16.5%的

家庭有时加盖子，有时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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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电脑使用习惯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34 电脑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8 
平均值：7.9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每周使用电脑次数多为 15 次以内，

平均数为 7.9 次。每周使用电脑 7 至 9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41.4%，其次为 4

至 6 次，占比 20.7%。 

同时计算得出，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5.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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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时长 

图表 135 电脑每次使用时间 

 
问题：每次使用时长？（小时）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8 
平均值：3.17 小时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每次观看的时长多为 0 至 10 小时，

平均每次使用时间为 3.17 小时。每次使用 2 至 4 小时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56.1%；

其次为 4 至 6 小时，占比 21.2%；同时，每次使用 0 至 2 小时的家庭占比也较高，

为 14.1%。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每台电脑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9.7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

周使用时长。此外，有 8 个家庭拥有电脑但在家庭日记期间没有使用，

所以此次家庭日记调研过程中电脑的保有量是 206 个。基于保有量的每

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8.9 小时。 

 每台电脑每天使用时长为 3.3 小时。该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

用时长。基于保有量的每天使用时间为 3.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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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睡眠功能的时长 

图表 136 每次使用后的睡眠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后睡眠时间？（小时）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7 
平均值：0.92 小时 

电脑睡眠模式下，可迅速恢复电脑程序，部分电脑系统将睡眠称为待机。 

参与调研并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有 107 个家庭每会使用电脑睡眠功能

（待机功能），每次使用后的待机时间多集中在 5 小时以内，平均值为 0.92 小时。

其中待机时间在 1 小时内的占比最高，为 58.9%；其次是 1 至 2 小时，占比为

24.3%。 

进一步计算得出，电脑平均每周睡眠时间 4.7 小时，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 1.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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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次使用休眠功能的时长 

图表 137 每次使用后的休眠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后休眠时间？（小时）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6 
平均值：4.11 小时 

电脑休眠模式类似于关机，恢复程序时间同开机时间，但是结束休眠启动之

后，各种程序保持休眠前状态。 

参与调研并使用电脑的 198个家庭中，有 56个家庭每次使用中会使用“休眠”

功能，休眠时间多集中在 4 小时以内，每次使用后的休眠时间平均值为 4.11 小

时。其中休眠间在 2 小时内的占比最高，为 48.2%；其次是 2 至 4 小时，占比为

25.0%。 

进一步计算得出，电脑平均每周休眠时间 27.7 小时，平均每天休眠时间为

4.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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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时的运行程序 

图表 138 电脑使用时的运行程序 

 
问题：使用时的运行程序？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8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使用电脑时最主要的运行程序是网页

浏览，占比为 92.9%；其次为视频，占比为 67.2%；此外，要使用游戏或其他娱

乐的家庭占比为 66.7%。相比之下，在家庭使用电脑过程中，办公软件的占比较

小，仅为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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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厂默认设置的亮度和对比度的使用情况  

图表 139 电脑出厂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的使用情况 

 
问题：是否使用出厂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98 

参与调研且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使用出厂默认亮度和对比度的占比最

高，为 86.4%；其次，有 10.6%的家庭不使用默认亮度和对比度；仅有 3%的家

庭有时使用、有时不使用默认亮度和对比度。 

调整过出厂默认亮度和对比度的家庭具体情况如下： 

图表 140 电脑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调节情况 

 
问题：如何调节出厂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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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7 

参与调研的且调整过电脑出厂默认的亮度和对比度的 27 个家庭中，调高亮

度、对比度的家庭占比为 70.4%，相比之下，调低亮度对比度的家庭占比为 40.7% 

六、 使用后拔电源的情况 

图表 141 电脑使用后拔电源的情况 

 
问题：使用后是否拔电源？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台式机=140，N 笔记本=106 

参与调研且使用台式机电脑的 140 个家庭中，使用电脑后每次都拔电源的占

比最高，为 55.0%，每次都不拔电源的占比为 42.9%。 

参与调研且使用笔记本电脑的 106 个家庭中，使用电脑后每次都拔电源的占

比最高，为 68.9%，每次都不拔电源的占比为 23.6%。 

因此，笔记本电脑使用后拔电源的占比较高。 

2.2.9 空调使用习惯 

本次入户深访调研部分，首先对消费者的家电拥有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普查。

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使用空调制冷功能的主要月份为每年 6 月至 9 月，

制热功能主主要月份为每年 12 至 2 月（制热功能主要是居住在南方的消费者使

用）。此外，消费者在空调主要使用月份每天大概使用空调 6.9 小时，设置的温

度大概是 24℃（制冷），27℃（制热）。 

本次空调使用情况家庭日记调研部分的执行时间为为 10 月中旬，正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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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秋季，并不是中国消费者使用空调的主要季节，因此家庭日记数据收集存在一

定局限。本次家庭日记调研的结果如下： 

一、 每周使用频率及时长 

(一) 每周使用频率 

图表 142 空调每周使用频率 

 
问题：一周内使用次数？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2 
平均值：3.4 次 

参与调研且使用空调的 62 个家庭中，每周使用空调次数多为 8 次以内，平

均数为 3.4 次。每周使用空调 1 至 2 次的家庭占比最高，为 46.8%，其次为 3 至

4 次，占比 27.4%。 

进一步计算得出，制冷功能每周平均使用的天数为 3.8 天，制热功能每周平

均使用的天数为 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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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次使用时长 

图表 143 空调每次使用时长 

 
问题：每次使用时长？（小时）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制冷=26，N 制热=36 
平均值：5.6 小时（制冷），2.8 小时（制热） 

参与调研且使用空调制冷功能的 26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时长多集中在 1 至

12 小时，平均值为 5.6 小时。其中使用时长 7 到 8 小时间的占比最高，为 19.2%；

其次是 1 至 2 小时，占比为 19.2%；同时，每次使用 6 至 7 小时的占比为 11.5%。 

参与调研且使用空调制热功能的 26 个家庭中，每次使用时长多集中在 1 至

7 小时，平均值为 2.8 小时。其中使用时长 2-3 小时间的占比最高，为 38.9%；

其次是 1 至 2 小时，占比为 19.4%；同时，每次使用在 1 小时内的占比为 16.7%。 

(三) 每周/天平均使用时长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每台空调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0.2 小时（制冷），6.0 小时（制热）。该

数据的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周使用时长。此外，有 126 个家庭拥有空调

但在家庭日记期间没有使用，所以此次家庭日记调研过程中空调的保有

量是 188 个。基于保有量的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8 小时（制冷），1.1

小时（制热）。 

 每台空调每天使用时长为 5.5 小时（制冷），2.8 小时（制热）。该数据的

计算方法同电视机每天使用时长。基于保有量的每天使用时间为 0.8 小

131 

 



 

时（制冷），0.5 小时（制热）。 

 

二、 使用时的功能模式 

图表 144 空调使用时的功能模式 

 
问题：使用时的功能模式？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2 

因为本次家庭日记调研时间为 10 月中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参与调

研且使用空调的 62 个家庭中，使用空调时的最重要功能模式是制热和制冷，占

比分别为 56.5%和 37.1%；其次为换气和除湿，占比均为 9.7%。 

三、 使用时的温度设定 

图表 145 空调使用时的温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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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制冷、制热时的温度设置？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制冷=26，N 制热=36 
平均值：25.5℃（制冷），26.4℃（制热） 

参加调研且启用制冷的 26 个家庭中，选择的温度多在 30℃以下，26 至 28℃

的温度所占比例达到了 50%，温度设定的平均值为制冷 25.5℃，制热 26.4℃。在

36 个选择制热模式的家庭中，温度设定在 22 至 32℃的范围间，其中选择 24 至

26℃的用户占比为 41.7%。 

 

2.3 九类家电能效及能耗分析 

本节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九类家电能效及耗能分析，分别是能效等级分布、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的节能效果、九类家电的耗能量估算。 

2.3.1 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布 

本节主要分析被访者家中贴有能效标识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布情况，因为个别

家电的能效标准进行过修订，所以纳入分析范围的家电具备两个特征：第一，贴

有能效标识；第二，购买年份晚于最新能效标准实施时间。 

九类家电的最新能效标准实施时间如下表： 

表格 22 九类家电的最新能效标准实施时间 

编号 家电类别 最新能效标准发布时间 

1 电冰箱 2010年 

2 洗衣机 2007年 

3 电视机 2011年 

4 
燃气热水器 2008年 

电热水器 2009年 

5 电磁炉 2009年 

6 电饭锅 2010年 

7 微波炉 2011年 

8 电脑 2013年 

9 空调 2010年 

 

133 

 



 

一、 电冰箱能效等级分布 

图表 146 电冰箱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964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冰箱贴有能效标识的 964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级和2级，占比总和为88.2%。电冰箱能效等级为1级的家庭占比最高，为58.3%；

其次为 2 级，占比为 29.9%。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电

冰箱为节能产品。 

二、 洗衣机能效等级分布 

参与调研且家中洗衣机贴有能效标识的 781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为 1 级或

2 级的占比为 80.3%。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洗衣机为

节能产品。 

无论使用滚筒还是波轮洗衣机，其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 级和 2 级，但是两种

洗衣机的能效等级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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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7 洗衣机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滚筒=451，N 波轮=330 

滚筒洗衣机中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占比总和为 84.3%，高于波轮洗衣机

相应总和 74.9%。  

三、 电视机能效等级分布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视机贴有能效标识的 571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为 1 级或

2 级的占比为 97.5%。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电视机为

节能产品。 

无论液晶电视还是等离子电视，其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 级和 2 级，两者的能

效等级分布差异较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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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8 电视机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液晶=498，N 等离子=73 

液晶电视中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占比总和为 97.8%，略高于等离子电视

相应总和 95.9%。 

四、 热水器能效等级分布 

参与调研且家中热水器贴有能效标识的 613 被访者中，能效等级为 1 级或 2

级的占比为 84.8%。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热水器为节能产

品。 

无论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其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 级和 2 级，但是两种

热水器的能效等级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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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9 热水器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电热水器=402，N 热气热水器=211 

燃气热水器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占比总和为 91.5%，高于电热水器相应

总和 81.3%。 

五、 电磁炉能效等级分布 

图表 150 电磁炉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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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466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磁炉贴有能效标识的 466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级和2级，占比总和为73.3%。电磁炉能效等级为2级的家庭占比最高，为44.8%；

其次为 1 级，占比为 28.5%。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电

磁炉为节能产品。 

六、 电饭锅能效等级分布 

图表 151 电饭锅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475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饭锅贴有能效标识的 475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级和2级，占比总和为73.9%。电饭锅能效等级为2级的家庭占比最高，为48.4%；

其次为 1 级，占比为 25.5%。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电

饭锅为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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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微波炉能效等级分布 

图表 152 微波炉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97 

参与调研且家中微波炉贴有能效标识的 297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级和2级，占比总和为80.4%。电饭锅能效等级为2级的家庭占比最高，为47.1%；

其次为 1 级，占比为 33.3%。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微

波炉为节能产品。 

八、 电脑能效等级分布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脑贴有能效标识的 235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为 1 级或 2

级的占比为 95.7%。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电脑为节能

产品。 

无论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机，其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 级和 2 级，但是两种电

脑的能效等级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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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3 电脑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台式=86，N 笔记本=149 

笔记本电脑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占比总和为 98.7%，高于台式机相应总

和 90.7%。 

九、 空调能效等级分布 

参与调研且家中空调贴有能效标识的 712 个被访者中，能效等级为 1 级或 2

级的占比为 83.9%。可见，目前大部分消费者使用的贴有能效标识的空调为节能

产品。 

无论变频空调还是定频空调，其能效等级多集中在 1 级和 2 级，但是两种空

调的能效等级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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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4 空调能效等级分布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能效标识问卷）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能效标识问卷） 
能效等级（家电普查及家庭日记问卷）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变频=559，N 定频=153 

变频空调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占比总和为 84.1%，高于变频空调相应总

和 83.0%。 

2.3.2 消费者认为的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  

本部分的节电效果，基于消费者主观认识，而非实际测量的效果。与同规格

的非节能家电相比，耗能较少、工作效率较高（比如发出的光比较亮、加热快、

制冷快等）、工作效果持续时间较长（比如保温），即为节能效果明显；在耗能、

工作效率、工作效果持续时间方面略好，则为节能效果一般；在耗能、工作效率、

工作效果持续时间方面没有差异，或更差，则为没有节能。 

被访者认为各类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的节能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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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冰箱节能效果 

图表 155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电冰箱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050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冰箱贴有能效标识的 1050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

的电冰箱“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为 54.9%，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33.5%。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电冰箱的节能效果需

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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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洗衣机节能效果 

图表 156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洗衣机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56 

参与调研且家中洗衣机贴有能效标识的 656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洗衣机“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35.5%，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48.6%。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洗衣机的节能效果亟

待提高。 

三、 电视机节能效果 

图表 157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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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19、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19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视机贴有能效标识的 619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电视机“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43.3%，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42.5%。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电视机的节能效果需

要进一步提高。 

四、 热水器节能效果 

图表 158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热水器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83 

参与调研且家中热水器贴有能效标识的 583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热水器“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37.2%，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48.5%。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热水器的节能效果亟

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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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电磁炉节能效果 

图表 159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电磁炉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439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磁炉贴有能效标识的 439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电磁炉“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29.6%，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55.6%。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电磁炉的节能效亟待

提高。 

六、 电饭锅节能效果 

图表 160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电饭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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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438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饭锅贴有能效标识的 438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电饭锅“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28.5%，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54.6%。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电饭锅的节能效果需

要亟待提高。 

七、 微波炉节能效果 

图表 161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微波炉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356 

参与调研且家中微波炉贴有能效标识的 356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

微波炉“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32.0%，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

有节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55.1%。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微波炉的节能效果亟

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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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电脑节能效果 

图表 162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电脑 

 
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504 

参与调研且家中电脑贴有能效标识的 504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电

脑“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为 35.1%，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有节

电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51.2%。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电脑的节能效果需要进一

步提高。 

九、 空调节能效果 

图表 163 贴有能效标识的家电节能效果-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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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Q18、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 
Q21、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658 

参与调研且家中空调贴有能效标识的 658 被访者中，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空

调“节能效果明显”的占比仅 55.2%，相比之下，认为其节能效果一般或没有节电

的被访者占比之和为 34.0%。可见，贴有能效标识的空调的节能效果需要进一步

提高。 

 

2.3.3 家电的耗能量估算 

一、 估算方法简介 

本项目在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的基础上，首先通过计算已有数据，估算

十类家电（包含电灯照明）平均每周的耗电量；其次，在假设每个家庭均使用

十类家电的基础上，推算出全国单身之家、两口之家、三口及以上（两代人）与

三代同堂共四个类型家庭每月主要家电（十类）的耗电量，并与消费者提供的每

月支出的电费进行了对比分析。 

运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估算各类家电的每周耗电量均值 

假定首先估算十类家电中的 X 家电。 

X 家电的每周耗电量均值由四组数据构成，分别为每个家庭类型被访者使用

X 家电的每周耗电量。每组数据由某家庭类型使用 X 家电过程中单位时间（每

小时、每天、每工作周期）的耗电量、每周使用时长（或工作周期次数）均值相

乘得出。具体估算过程如下： 

(一) X 家电耗电量均值估算 

1. 通过功率估算 X 家电单位时间的耗电量： 

：某家庭类型中，第 n 个被访者单位时间内使用 X 家电耗电量，由已知

功率数据进行估算 
估算耗电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某家庭类型中，第 n 个被访者使用的 X 家电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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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算 X 家电耗电量均值 

：某家庭类型中，X 家电单位时间内平均耗电量 

：某家庭类型中，第 n 个被访者单位时间内使用 X 家电的耗电量，能效标

识上有显示不用估算。目前只有电冰箱、洗衣机能效标识上标有耗电量数

据。 

：某家庭类型中，包含家电耗电量或功率数据的有效样本量 

 

 

(二) 使用 X 家电每周使用时长均值估算 

：某家庭类型中，被访者每周平均使用时长（小时），洗衣机为每周平均

使用次数 
h：某家庭类型中，第 n 位被访者某家电的使用时长，洗衣机估算过程中该

值为每周使用次数 

：某家庭类型中，被访者使用某类家电的有效样本量 

 

 

(三) X 家电每周耗电量均值估算 

E：某家庭类型中，X 家电每周耗电量均值 

 

 

步骤二：各类家庭类型使用十类家电的耗电量估算 

假设每个家庭类型均使用十类家电，估算过程如下： 

：某家庭类型中，每周十类家电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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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项目主要研究的十类家电中，热水器分为电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

由于燃气热水器耗电量小，因此仅估算电热水器耗能量。 

 

：某家庭类型中，每月十类家电耗电量 

 

二、 不同家电每周耗电量估算 

 

(一) 电冰箱 

电冰箱的能效标识上所标明的耗电量以 24 小时，即一天作为单位时长，因

此 24 小时耗电量均值乘以 7 得出每周耗电量均值。各家庭类型的电冰箱每周耗

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23 电冰箱的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24 小时耗电量均值 每周耗电量均值(kWh) 
单身之家 17 0.70 4.93 
两口之家 84 0.63 4.39 
三口及以上 90 0.68 4.79 
三代同堂 24 0.73 5.11 

平均值 0.69 4.80 

 

(二) 洗衣机 

洗衣机能效标识的耗电量的单位时间为工作周期。1本估算过程中每工作周

期取 40 分钟，便于使用洗衣机功率换算每工作周期耗电量，具体换算公式如下： 

 

洗衣机分为滚筒洗衣机与波轮洗衣机，二者的耗电量差别较大，具体如下： 

1 在 2004 年的《电动洗衣机能耗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为提供对工作周期概念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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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4 波轮洗衣机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工作周期耗电量均值(kWh) 每周使用次数均值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3 0.59 2.67 1.58 
两口之家 28 0.57 4.54 2.57 
三口及以上 22 0.84 4.45 3.76 
三代同堂 9 0.93 5.00 4.64 

平均值 0.73 4.16 3.04 

 

表格 25 滚筒洗衣机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工作周期耗电量均值(kWh) 
每周使用次数均

值 
每周耗电量均

值(kWh) 
单身之家 14 0.17 4.00 0.68 
两口之家 53 0.16 3.68 0.60 
三口及以上 68 0.24 4.32 1.02 
三代同堂 15 0.15 3.60 0.55 

平均值 0.18 3.90 0.70 

 

洗衣机不分滚筒、波轮种类的计算结果如下： 

表格 26 洗衣机总体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工作周期耗电量均值(kWh) 每周使用次数均值 
每周耗电量均

值(kWh) 
单身之家 17 0.27 3.76 1.01 
两口之家 81 0.32 3.98 1.27 
三口及以上 90 0.38 4.36 1.64 
三代同堂 24 0.45 4.13 1.87 

平均值 0.35 4.06 1.42 

 

(三) 电视机 

电视机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

功率。各家庭类型的电视机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27 电视机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kWh) 每周使用时长均值(h) 
每周耗电量均

值(kWh) 
单身之家 17 0.11 26.18 2.80 
两口之家 84 0.13 28.79 3.81 
三口及以上 88 0.14 27.82 3.91 
三代同堂 24 0.17 32.1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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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0.14 28.72 4.02 

 

(四) 热水器 

由于燃气热水器的耗电量较低，因此耗电量估算部分只计算电热水器的耗电

量。热水器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

功率。各家庭类型的电热水器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28 电热水器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每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5 4.06 2.78 11.29 
两口之家 36 1.99 3.83 7.64 
三口及以

上 
31 2.16 5.53 11.93 

三代同堂 9 3.95 3.92 15.49 
平均值 3.04 4.01 12.19 

 

(五) 电磁炉 

电磁炉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

功率。各家庭类型的电磁炉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29 电磁炉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每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11 1.54 2.58 3.98 
两口之家 37 1.80 2.42 4.36 
三口及以

上 
49 1.73 2.13 3.68 

三代同堂 9 1.44 1.18 1.69 
平均值 1.63 2.08 3.39 

 

(六) 电饭锅 

电饭锅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

功率。各家庭类型的电饭锅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30 电饭锅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每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16 0.58 3.07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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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之家 80 0.65 3.56 2.31 
三口及以

上 
88 0.69 3.44 2.39 

三代同堂 21 0.65 4.19 2.71 
平均值 0.64 3.57 2.28 

 

(七) 微波炉 

微波炉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

功率。各家庭类型的微波炉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31 微波炉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每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15 0.98 0.50 0.49 
两口之家 64 0.91 0.32 0.29 
三口及以

上 
67 0.96 0.48 0.46 

三代同堂 18 1.14 0.36 0.41 
平均值 1.00 0.42 0.42 

 

(八) 电脑 

电脑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功

率。各家庭类型的笔记本、台式机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32 笔记本电脑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7 0.06 15.67 0.94 
两口之家 48 0.04 24.82 1.06 
三口及以

上 
40 0.05 20.49 1.04 

三代同堂 11 0.01 22.82 0.27 
平均值 0.04 20.95 0.84 

 

表格 33 台式电脑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周使用时长均值

(h)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12 0.20 13.14 2.56 
两口之家 49 0.18 16.06 2.91 
三口及以上 64 0.22 21.95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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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 15 0.22 21.95 4.83 
平均值 0.20 18.28 3.66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中发现，使用电脑的 198 个家庭中，有 106 个家庭

使用了笔记本电脑，140 个家庭使用了台式电脑，48 个家庭同时使用两种电脑。

因此在本调研中，电脑每周耗电量均值的计算公式和结果如下：  

 

表格 34 电脑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电脑每周耗电量均值(kWh) 
单身之家 12 2.79 
两口之家 49 3.17 
三口及以上 64 4.98 
三代同堂 15 4.89 

平均值 3.83 

 

(九) 空调 

空调能效标识不提供单位时间内的耗电量，因此其耗电量估算数据来源为功

率。各家庭类型的空调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35 空调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小时耗电量均值

(kWh) 
周使用时长(h) 均

值 
每周耗电量均值

(kWh) 
单身之家 4 3.50 3.63 12.69 
两口之家 27 3.85 4.01 15.43 
三口及以上 22 3.30 4.39 14.49 
三代同堂 9 2.88 2.94 8.49 

平均值 3.38 3.74 12.64 

 

(十) 电灯 

电灯的耗电量数据主要来源于普查数据中获取的电灯瓦数、使用时长。各家

庭类型的电灯每周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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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6 电灯每周耗电量均值 

 家庭类型 样本量 每天耗电量均值 每周耗电量 
单身之家 14 1.01 7.06 

两口之家 69 1.29 9.03 

三口及以上 71 1.17 8.17 

三代同堂 18 2.60 18.21 

平均值 1.52 10.62 

 

三、 不同家庭类型总耗电量估算 

假设每个家庭中的主要家电均包含本项目中重点研究的十类家电，则每类家

庭每周九类家电的耗电量均值具体如下： 

表格 37 家庭每周总体耗电量（单位：kWh） 

家庭类型 
各类家电每周耗电量均值 每周九类

家电总耗

电量均值 
电冰

箱 
洗衣

机 
电

视 
电热

水器 
电磁

炉 
电饭

锅 
微波

炉 
计算

机 
空调 照明 

单身之家 4.93 1.01 2.80 11.29 3.98 1.80 0.49 2.79 12.69 7.06 48.84 
两口之家 4.39 1.27 3.81 7.64 4.36 2.31 0.29 3.17 15.43 9.03 51.71 
三口及以上 4.79 1.64 3.91 11.93 3.68 2.39 0.46 4.98 14.49 8.17 56.44 
三代同堂 5.11 1.87 5.38 15.49 1.69 2.71 0.41 4.89 8.49 18.21 64.26 

平均值 4.80 1.42 4.02 12.19 3.39 2.28 0.42 3.83 12.64 10.62 55.61 

 

四、 不同家庭类型月均电费对比 

在耗电量估算的基础上，ACMR 将估算的结果换算为电费并与能效标识调

研中的电费数据进行了比，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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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4 不同家庭类别的电费使用情况 

 
问题：E、请问您目前的家庭结构？ 
 Q22、请问您家中每个月的电费是多少？（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 单身=32，N 两口=215，N 三口=849，N 三代=176，N 其他=9 

 

参与调研的 1281 个被访者中，不同家庭类别的被访者的电费均集中在每月

50 至 300 元，其中电费每月 100-300 元在每个家庭类别中占比均最高，尤其是三

代同堂的家庭，占比高达 64.8%。 

能效标识调研得出，各类型家电每月的平均电费多在分布在190-226元之间，

耗电量估算的九类家电月均电费为 80-95 元之间。可见消费者家中九类家电的耗

电量约占总耗电量的 50%左右。具体如下： 

表格 38 不同家庭类别九类家电耗电量均值及占比 

 

能效标识调研月

均电费数据（元

） 

九类家电耗电量估算

月均电费（元） 
九类家电耗电量占比 

单身之家 190.6 81.6 42.8% 
两口之家 153.4 83.4 54.3% 
三口及以上 206.7 94.3 45.6% 
三代同堂 225.1 89.9 39.9% 

备注：耗电量估算电费按照北京市“1-240kWh”以下 0.4883 元/度电费进行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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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综合建议 

3.1 对家电能效标识的综合建议 

整体来看，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图形图案设计、信息提供等方面比较满意，

认为能效标识在其家电购买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参考作用。深入研究发现，

家电能效标识可以在参数可读性、参数完整性、能效等级和耗电量关系等方面可

以进一步改进。 

一、 提高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可读性 

目前除电视机外，其余八类家电能效标识的参数中，均不同程度存在过于专

业、晦涩难懂、不够通俗的参数，尤其是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空调的能效标

识参数，令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很难理解。 

因此建议提高能效标识参数的可读性，参数要简单易懂，尽量减少晦涩难懂

的参数，比如，耗电量可以常用的“度”为单位。此外，如有必要，可以对有关参

数附上相关说明。 

二、 提高家电能效标识参数的完整性 

1. 增加能耗相关参数 

深入研究发现，消费者最关心的是能耗相关的数据，比如使用时的功率、耗

电量。目前多数家电能效标识缺乏相关参数，只有电冰箱和洗衣机能效标识中有

耗电量参数，空调、微波炉能效标识中有和的功率相关参数，其余家电（电视机、

热水器、电磁炉、电饭锅、电脑）缺乏和耗电量或使用时功率相关的参数。 

因此，建议根据每类家电的具体情况，增加能耗相关参数，比如使用时的功

率、月耗电量、日耗电量、每小时耗电量、每工作周期耗电量等。对于一些使用

时间较少的家电，可以标注每小时耗电量，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家电，可以标注

日耗电量或月耗电量，便于消费者掌握家电的能耗情况。对于一些使用时功率不

定的家电，如电磁炉、微波炉等，可以标注最高耗电量、最低耗电量、以及平均

耗电量。 

此外，如有可能，需要对某些家电的主要能耗参数提供参考值，比如该制冷

量的空调适合多大的房间等。 

2. 增加节能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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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非常关心家电在节能方面的情况，但是目前九类家电的能效标识都没

有体现可以节省的电量，不能突出产品的节能优势。因此，建议酌情增加“可节

省的电量”（月）、“可节省的电费”（月）等参数。 

3. 增加环保安全相关参数 

消费者同时比较注重环保安全，目前九类家电能效标识上缺乏对家电产品噪

音、辐射、安全性等方面性能的展现。因此，建议酌情增加相关参数。 

三、 理清能效等级和耗电量关系 

目前能效标识中能效等级的划分依据不明确，消费者会混淆能效等级和耗电

量之间关系，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消费者对能耗信息的判断会出现错误。比如，

部分消费者会认为虽然电冰箱能效标识中耗电量参数标明的值一样，但是能效 1

级的电冰箱会比能效 2 级的电冰箱更省电；部分消费者甚至不参考耗电量参数，

认为能效 1 级的电冰箱一定比能效 2 级的电冰箱更省电。 

因此建议将能效等级和耗电量结合，标明同规格产品每级能效等级的耗电量

参考值，以及与其它能效级别电量差，进而标注出可节约的电量，或者可节约的

电费 

3.2 各类家电能效标识的具体建议 

3.2.1 能效标识参数分析模型 

在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的基础上，ACMR 从“相对理解”和“相对需要”两个维

度对各家电能效标识参数进行了深入分析。 

“相对理解”来源于消费者对参数测试题“回答正确且理解”的数据，占比越

高，相对理解水平越高。如果能效标识内参数个数为单数，排序中间的参数归为

“较为理解”。同时，如果能效标识某参数“回答正确且理解”的占比低于 35%，

即使在能效标识内相对排序靠前，仍归为“较不理解”。 

“相对需要”来源于消费者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删除”的数据，占比越高，

需要水平越低。如果能效标识某参数“可删除”的占比高于 15%，则归为“较不需

要”。 

同一个能效标识内的各参的分类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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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5 能效标识参数分析模型 

 

如上图，ACMR 认为，根据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同一个能效标识中的参

数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保持”、“改进”、“删除”、“待定”。 

“保持”：消费者对该类参数的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均较高，因此建议继续保

持该类参数。 

“改进”：消费者对该类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

进一步改进该类参数，提高理解水平。 

“删除”： 消费者对该类参数的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均较低，因此建议删除

该类参数。 

“待定”： 消费者对该类参数的理解水平较高，但是需要程度较低，因此建

议进一步论证该类参数。 

3.2.2 对各类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电冰箱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电冰箱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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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9 电冰箱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名

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平（回

答正确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

需要（可删除

）的被访者占

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使用习惯 

电冰箱 冷藏室容积

（升） 
80.8% 6.9% 食物存储空间均值：68.4% 

冷冻室容积

（升） 
80.8% 7.0% 食物存储空间均值：64.8% 

耗电量（千瓦

时/24 小时） 
62.0% 3.4% 一天内开关门次数均值：4.5 次（冷藏室）

，1.8 次（冷冻室） 
食物存储空间均值：68.4%（冷藏室），

64.8%（冷冻室）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电冰箱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图表 166 电冰箱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电冰箱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冷藏室容积（升）、冷冻室容积（升） 

以上两个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耗电量（千瓦时/24 小时） 

建议改进该参数，测量条件结合以下两点，具体如下： 

 一天内开关门次数：5 次（冷藏室），2 次（冷冻室） 

耗电量（千瓦时/24 小时） 冷藏室容积（升） 
冷冻室容积（升）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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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存储空间均值：70%（冷藏室），65%（冷冻室）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可节省的电量（月） 

（2） 月耗电量 

（3） 可节省的电费（月） 

关于以上新增参数的测量条件，与已有参数耗电量的建议相同。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电冰

箱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噪音值、碳排放量等参数。 

二、 洗衣机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洗衣机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0 洗衣机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平（回

答正确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

电使用习惯 
洗 衣

机 
洗涤容量（公斤

） 
71.7% 7.5% 实际洗衣量均值：

64% 
用水量（升/工作

周期） 
68.8% 9.1% ———— 

洗净比 30.2% 26.9% ———— 
耗电量（千瓦时/
工作周期） 

14.2% 5.9% 实际洗衣量均值：

64%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洗衣机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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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7 洗衣机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洗衣机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洗涤容量（公斤）、用水量（升/工作周期） 

以上两个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同时，用水量也可以改为与同规格

产品相比的节水量。 

（2） 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期） 

该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主要因为消费者对工作周期的

概念不清，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该参数，提高理解水平。 

（3） 洗净比 

该参数的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均较低，参数分析的结果为删除该参数。但是

进一步研究发现，消费者认为该参数不重要的原因是并不理解其含义。因此建议

改进洗净比参数，提高消费者的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可节省的电量（月） 

（2） 月耗电量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期） 
洗涤容量（公斤） 
用水量（升/工作周期） 
 

 

洗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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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节省的电费（月） 

关于以上新增参数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两个均值，分别是：每月洗衣次数

16 次、每次洗衣量 65%。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洗衣

机能效标识中增加噪音值参数。 

三、 电视机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电视机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1 电视机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名

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

平（回答正确

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

使用习惯 

电视机 被动待机功率

（W） 
34.9% 13.6% 平均每周待机时间

71.7 小时 
能 效 指 数 （

EEILCD 或

EEIPDP） 

8.4% 16.4% ————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电视机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图表 168 电视机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被动待机功率（W）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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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电视机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被动待机功率（W） 

该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 

该参数的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均较低，参数分析的结果为删除该参数。但是

进一步研究发现，消费者认为该参数不重要的原因是并不理解其含义。因此建议

改进能效指数参数，提高消费者的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日耗电量 

（2） 使用时的功率 

（3） 可节省的电量（月） 

日耗电量和可节省的电量（月）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两个均值，分别是每台

电视机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5.7 小时，每天使用时长为 4.0 小时。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电视

机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参数。 

四、 热水器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热水器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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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2 热水器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

平（回答正确

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

使用习惯 

热 水

器 
24 小时固有能

耗系数（ε） 
27.0% 10.7% ———— 

热水输出率（μ
） 

21.8% 10.6% ———— 

额定热负荷（

Kw）  
17.9% 14.3% ———— 

额定热负荷热

水效率 
15.1% 11.8% ————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热水器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图表 169 热水器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热水器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电热水器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ε）、热水输出率（μ） 

对该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该参数，

提高理解水平。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ε） 
热水输出率（μ） 
额定热负荷（Kw） 
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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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气热水器 

 额定热负荷（Kw）、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 

对该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该参数，

提高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耗燃气气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

用支出。按照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2） 日耗电量 

（3） 可节省的电量（月） 

（4） 每小时耗电量 

（5） 每工作周期耗电量（电热水器） 

（6） 每小时消耗燃气量（燃气热水器） 

（7） 可节省的燃气量（燃气热水器） 

以上参数除使用时的功率外，其他参数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三个均值，每周

平均使用时长为 249.2 分钟 即 4.2 小时，每天使用时长为 50.8 分钟，热水温度

46.1℃（电热水器），42.8℃（燃气热水器）。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热水

器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安全值、保温能力参数。 

五、 电磁炉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电磁炉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3 电磁炉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名

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平

（回答正确且理

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

可删除）的被访者占

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

家电使用习惯 

电磁炉 待机状态功率（W
） 

48.5% 11.6% 平均每周待机时

间 89.3 分钟 
热效率（%） 48.2% 6.7% ————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电磁炉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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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0 电磁炉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电磁炉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待机状态功率（W） 

该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热效率（%） 

对该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该参数，

提高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2） 可节省的电量（月） 

（3） 可节省的电费（月） 

使用时的功率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使用时的火力均值，为 1380W；或分别

取三个火力值，测试最高耗电量、最低耗电量、以及平均耗电量。 

可节省的电量（月）、可节省的电费（月）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两个均值，

分别是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32 分钟，即 2.2 小时，每天使用时长为 37.2 分钟。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待机状态功率（W） 
 

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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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电磁

炉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安全值参数。 

六、 电饭锅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电饭锅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4 电饭锅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

平（回答正确

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

使用习惯 

电 饭

锅 
待机能耗（W•h）   59.2% 8.3% 每次待机时间 1 小时 
保温能耗（W•h）   58.7% 4.2% 每次使用后的保温状

态持续 13.6 分钟 
热效率值（%）   38.5% 10.6% ———— 
内锅材质（金属或

非金属） 
9.5% 12.3% ————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电饭锅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图表 171 电饭锅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电饭锅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待机能耗（W•h）、保温能耗（W•h）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待机能耗（W•h）   
保温能耗（W•h）   

  

热效率值（%） 
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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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热效率值（%）、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属）  

以上两个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以

上两个参数，提高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2） 可节省的电量（月） 

（3） 日耗电量 

（4） 每工作周期耗电量 

可节省的电量（月）、日耗电量、每工作周期耗电量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四

个均值，分别是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12.2 分钟 即 3.5 小时，每天使用时长为

36.2 分钟、内锅使用率 52.9%、每次使用后的保温状态持续 14 分钟。 

七、 微波炉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微波炉能效标识

上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5 微波炉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

水平（回答正

确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

使用习惯 

微 波

炉 
待机功耗（W） 61.7% 7.8% ———— 
关机功耗（W） 48.9% 19.2% ———— 
效率值（%） 43.8% 7.6% ———— 
烧烤能耗（W•h
） 

20.4% 6.9% 大部分人使用中火或

高火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微波炉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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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2 微波炉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微波炉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待机功耗（W） 

该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关机功耗（W） 

该参数理解水平较高，但需要程度较低，建议进一步论证两个参数。 

（3） 效率值（%）、烧烤能耗（W•h） 

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以上两个参

数，提高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2） 可节省的电量（月） 

（3） 日耗电量 

（4） 每小时耗电量 

关于使用时的功率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大部分人使用中火或高火”。 或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关机功耗 

待机功耗（W） 

 
效率值（%） 
烧烤能耗（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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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三个火力值，测试最高耗电量、最低耗电量、以及平均耗电量。 

可节省的电量（月）、日耗电量、每小时电量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三个均值，

分别是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4.5 分钟、每天使用时长为 5.7 分钟、大部分人使用

中火或高火。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微波

炉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安全值参数。 

 

八、 电脑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电脑能效标识上

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6 电脑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

平（回答正确

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可

删除）的被访者占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家电

使用习惯 

电脑 关闭状态能耗（

w）  
53.7% 10.6% 每次使用后睡眠时间

平均 0.92 小时 
每次使用后休眠时间

平均 4.11 小时 
产品类型    12.8% 15.3% ———— 
能源效率（cd/W
）  

10.7% 10.3% ———— 

典型能源消耗（

kWh）  
0.8% 9.4% ————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电脑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171 

 



 

图表 173 电脑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电脑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关闭状态能耗（w）   

该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 

（2） 能源效率（cd/W）、典型能源消耗（kWh） 

以上两个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以

上两个参数，提高理解水平。 

（3） 产品类型 

该参数的理解水平和需要程度均较低，参数分析的结果为删除该参数。但是

进一步研究发现，消费者认为该参数不重要的原因是并不理解其含义。因此建议

改进产品类型参数，提高消费者的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使用时的功率 

（2） 可节省的电量（月）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能源效率（cd/W） 
典型能源消耗（kWh）  
 

 

关闭状态能耗（w） 

 

 

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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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耗电量 

（4） 待机功率 

可节省的电量（月）、日耗电量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两个均值，分别每台电

脑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19.7 小时，每天使用时长为 3.3 小时。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电脑

能效标识中增加辐射值参数。 

九、 空调能效标识改进建议 

(一) 参数分析 

通过能效标识认知度调研，以及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空调能效标识上

各参数的相关对数据如下： 

表格 47 空调能效标识各参数相关数据表 

家电

名称 
参数名称 消费者理解水平（回

答正确且理解） 
认为该参数不需要（

可删除）的被访者占

比 

与参数相关联的

家电使用习惯 

空调 制冷量（W） 44.0% 5.6% 制冷平均设定温

度 25.5℃ 
 

额定制冷量（W
） 

40.7% 6.6% ———— 

输入功率（W） 31.0% 4.7% ———— 
全年能源消耗

效率 W•h/（W•h
） 

21.0% 13.5% ———— 

制冷季节耗电

量（kW•h） 
7.6% 5.8% ———— 

能效比 7.5% 6.7% ———— 
制热季节耗电

量（kW•h） 
6.7% 6.6% 制热平均设定温

度 26.4℃ 

根据参数分析模型的研究规则，空调各参数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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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4 空调能效标识各参数分析结果 

 

(二) 能效标识综合建议 

1. 已有参数 

对于空调能效标识上的已有参数，相关建议如下： 

（1） 制冷量（W）、额定制冷量（W）、输入功率（W）   

以上三个参数效果较好，建议保持现状。同时可以提供参考值，比如多少制

冷量适合多大的房间。 

（2）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h）、制冷季节耗电量（kW•h）、能 

效比、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以上四个参数的需要程度较高，但是理解水平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改进以

上两个参数，提高理解水平。 

2. 新增参数 

耗电量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参数，其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家电使用支出。按照

重要性排序后，相关新增参数如下： 

（1） 日耗电量 

（2） 可节省的电量（月） 

（3） 使用时的功率 

日耗电量、可节省的电量（月）的测量条件建议参考以下均值，分别是（10

月）每台空调每周平均使用时长为 20.2 小时（制冷），6.0 小时（制热），每天使

相对需要 

相对理解 

改进 保持 

删除 待定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
（W•h）  
制冷季节耗电量（kW•h） 
能效比 
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制冷量（W） 
额定制冷量（W） 
输入功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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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长为 5.5 小时（制冷），2.8 小时（制热）。平均温度设定 25.5℃（制冷）、26.4℃

（制热）。 

此外，消费者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日益增强，部分消费者明确提出需要在空调

能效标识中增加噪音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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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录 

4.1 问卷 

4.1.1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问卷 
甄别问卷 

 

S1. （向被访者出示电冰箱“能效标识”图片）请问您是否见过“能效标识”呢？（单选） 
   是…………………………………………1 
   否…………………………………………2（终止访问） 

 

S2. 请问您从哪里见到过“能效标识”呢？（可多选） 
   不清楚………………………………………………………………1（终止访问） 
   家电卖场的摆放的样机上…………………………………………2 

家电产品的表面……………………………………………………3 
家电卖场的海报上…………………………………………………4 

   电视里………………………………………………………………5 
   报纸上………………………………………………………………6 
   产品宣传册…………………………………………………………7 

其他（请注明:             ）…………………………………8 

 

S3. 请问您在家庭购买过程中的角色是 ? （单选） 
家电购买的主要决策者………………………………………………1 
家电购买次要意见参与者……………………………………………2  （终止访问） 
不参与购买决策………………………………………………………3  （终止访问） 

S4. 请问您家中正在使用哪些类家电产品？一年内购买过哪些类家电产品？在家中或其他
地方看到过哪些产品的能效标识？（注意甄别条件） 

种类 产品类型 

家中是否正

在使用 

（1.是，2.

否） 

一年内是否购买 

（1.是，2.否） 

在家中或其他

地方是否看到

过该产品的能

效标识（1.是，

2.否） 

甄别条件 

1 电冰箱 电冰箱    

 家中正在使用至

少 7 类产品 
 一年内至少购买

过 1 类产品 
 至少看到过 2 类

产品的能效标识 

2 
 

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    

波轮洗衣机     

3 电视机 
液晶电视    

等离子电视    

4 热水器 
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5 电磁炉 电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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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请问您在本市居住时间？（单选） 
3年以下………………………………………………………………1   （终止访问） 
3年以上………………………………………………………………2 

 

S6. 请问您是否在以下行业工作？（可多选） 
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台或广播电台) ……………………1    （终止访问） 
公关公司或广告公司 ………………………………………………2    （终止访问） 
市场研究，管理顾问公司 …………………………………………3    （终止访问） 
以上都没有 …………………………………………………………4 
 

S7. 请问您最近 6 个月内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市场研究公司关于家电产品的访问？（单选） 
是 ……………………………………………………………………1    （终止访问） 
否 ……………………………………………………………………2 

 
S8. 请问您的年龄？（注意配额）（单选） 

25岁以下 ……………………………………………………………1   （终止访问） 
25-29岁………………………………………………………………2   
30-34岁………………………………………………………………3 
35-39岁………………………………………………………………4 
40-44岁………………………………………………………………5 
45-49岁………………………………………………………………6 
50岁以上 ……………………………………………………………7   
  

6 电饭锅 
电饭锅（不包

括电压力锅） 
   

7 微波炉 微波炉    

8 
电脑 

 

台式电脑、计

算机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9 空调 
变频空调    

定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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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问卷 
 

第一部分 消费者对能效标识的理解及满意度 

 
Q1.  请问您对“能效标识”的了解程度？（单选） 

非常了解……………………………………………………………1 
有点了解……………………………………………………………2 
一般了解……………………………………………………………3 
不太了解……………………………………………………………4 
根本不了解…………………………………………………………5 
 

Q2. 请问您认为贴有能效标识的都是节能产品吗？（单选） 

  是……………………………………………………………………1 
  否……………………………………………………………………2 

 

Q3. 据您所知，如何区分能效标识的能效级别？（可多选，请随机选项） 

数字等级……………………………………………………………1 
颜色…………………………………………………………………2 
国家标准……………………………………………………………3 
规格指标……………………………………………………………4 
不清楚………………………………………………………………5 
其他（请注明：                      ）……………………6 

 

Q4. 据您所知，能效标识分为几级？（单选） 

7级………………………………………………………………1 
6级………………………………………………………………2 
5级………………………………………………………………3 

 4级………………………………………………………………4 
3级………………………………………………………………5 
2级………………………………………………………………6 
有的分为 5级，有的分为 3级…………………………………7 
有的分为 7级，有的分为 5级…………………………………8 
不清楚  …………………………………………………………9 

 

Q5. 请问您认为哪一能效等级的家电产品最节能？（单选） 

5级………………………………………………………………1 
4级………………………………………………………………2 
3级………………………………………………………………3 
2级………………………………………………………………4 
1级………………………………………………………………5 
不清楚……………………………………………………………6 

 

Q6. 1 有些能效标识分为能效 5 级，其中 1 级为最节能，5级为最耗能。以下哪个能效等级
已经满足您的需求？（单选） 

1级……………………………………………………………………1 
2级……………………………………………………………………2 
3级……………………………………………………………………3 
4级……………………………………………………………………4 
5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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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2 有些能效标识分为能效 3 级，其中 1 级为最节能，3级为最耗能。以下哪个能效等级
已经满足您的需求？（单选） 

1级……………………………………………………………………1 
2级……………………………………………………………………2 
3级……………………………………………………………………3 

 

Q7. 在能效标识中，您最关注的信息是？（单选） 

能效等级………………………………………………………………1 
具体参数，如耗电量、容积、能效指数等…………………………2 
厂家、产品型号等其他信息…………………………………………3 
其他（请注明：        ）…………………………………………4 

 

Q8. （出示电冰箱能效标识图片）在能效标识的图案及图形设计中，您不理解的部分有哪
些？（可多选） 

生产者名称……………………………………………………………1 
规格型号………………………………………………………………2 
箭头长短………………………………………………………………3 
箭头颜色………………………………………………………………4 
箭头上数字……………………………………………………………5 
箭头左侧的文字………………………………………………………6 
箭头右侧的能效等级…………………………………………………7 
依据国家标准…………………………………………………………8 
以上都能理解…………………………………………………………9 

 

Q9. （依次出示能效标识图片）请问您对以下几个能效标识进行评价。 

 
Q9-1 电冰箱能效标识 
 

 

 
Q9-1-1 请问您对电冰箱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如何？（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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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1-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1-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1-4 请问您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耗电量………………………………………………………………1 
冷藏室容积（升）…………………………………………………2 
冷冻室容积（升）…………………………………………………3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4 

 
Q9-1-5 请问您认为电冰箱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信息？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月耗电量………………………………………………………………1 
年耗电量………………………………………………………………2 
可节省的电费（与同容积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冰箱相比）………3 
可节省的电量（与同容积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冰箱相比）………4 
其他（请注明：      ）……………………………………………5 

 
 

Q9-1-6（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Q9-1-2 参数名称 Q9-1-2 是否理

解该参数 
（1.是，2.否） 

Q9-1-3 选项 Q9-1-3 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的

参数是?（单选） 
耗电量  耗电量………………1 

冷藏室容积（升）…2 
冷冻室容积（升）……3 
 

 

冷藏室容积（升）  

冷冻室容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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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冰箱                              B 冰箱 
 

Q9-1-6-1 请问哪一台冰箱总容积更大？（单选） 
A 冰箱……………………………………………………1 
B 冰箱……………………………………………………2 
一样大……………………………………………………3 
不知道……………………………………………………4 

 
Q9-1-6-2 请问哪一台冰箱更省电？（单选） 

A 冰箱……………………………………………………1 
B 冰箱……………………………………………………2 
耗电量一样………………………………………………3 
不知道……………………………………………………4 

 
Q9-1-7 请问您对电冰箱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2 洗衣机能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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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2-1 请问您对洗衣机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2-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2-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2-4 请问您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期） ……………………………………1 
用水量（升/工作周期） …………………………………………2 
洗净比………………………………………………………………3 
洗涤容量（公斤）…………………………………………………4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5 

 

Q9-2-2 参数名称 Q9-2-2 是否理解该

参数（1.是，2.否） 
Q9-2-3 选项 Q9-2-3 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的

参数是?（单选） 
耗电量（千瓦时/
工作周期） 

 耗电量（千瓦时/工作周
期）………………………1 
用水量（升/工作周
期）………………………2 
洗净比……………………3 
洗涤容量（公斤）………4 
 

 

用水量（升/工作
周期） 

 

洗净比  

洗涤容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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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2-5 请问您认为洗衣机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月耗电量(假设 1 日清洗 1 次)……………………………………1 
年耗电量(假设 1 日清洗 1 次 ……………………………………2 
可节省的电费（与同容量但能效等级较低的洗衣机相比）……3 
可节省的电量（与同容量但能效等级较低的洗衣机相比）……4 
其他（请注明：      ）…………………………………………5 
 

Q9-2-6（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A 洗衣机                                  B 洗衣机 
 
 

Q9-2-6-1 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更省电？（单选） 
A 洗衣机……………………………………………………1 
B 洗衣机……………………………………………………2 
耗电量一样…………………………………………………3 
不知道………………………………………………………4 

 
Q9-2-6-2 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更省水？（单选） 

A 洗衣机……………………………………………………1 
B 洗衣机……………………………………………………2 
用水量一样…………………………………………………3 
不知道………………………………………………………4 

 
Q9-2-6-3 请问哪一台洗衣机洗的衣服更干净？（单选） 

A 洗衣机……………………………………………………1 
B 洗衣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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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干净……………………………………………………3 
不知道………………………………………………………4 
 

Q9-2-6-4 请问哪一台洗衣机可以洗的衣服更多？（单选） 
A 洗衣机……………………………………………………1 
B 洗衣机……………………………………………………2 
一样干净……………………………………………………3 
不知道………………………………………………………4 

 
Q9-2-7 请问您对洗衣机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3 电视机 

   
 
Q9-3-1 请问您对电视机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3-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3-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3-2 参数名称 Q9-3-2 是否理解该

参数（1.是，2.否） 
Q9-3-3 选项 Q9-3-3 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的

参数是?（单选）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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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3-4 请问您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能效指数（EEILCD 或 EEIPDP） ……………………………1 
被动待机功率（W）……………………………………………2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3 

 
Q9-3-5 请问您认为电视机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信息？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播放视频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同尺寸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视机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同尺寸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视机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3-6（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A 电视                B 电视                  C 电视 

 
Q9-3-6-1 请问您对“A 电视一定比 B 电视省电因为 A 的能效指数更高”的评价是？（单

选） 
正确……………………………………………………1 
错误……………………………………………………2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3 
不知道…………………………………………………4 

 
Q9-3-6-2 请问哪一台电视在待机情况下耗电量较大？（单选） 

A 电视……………………………………………………1 
B 电视……………………………………………………2 
耗电量一样………………………………………………3 
不知道……………………………………………………4 

 
Q9-3-6-3 请问尺寸相同的 A 电视和 C 电视那一台的耗电量更大？（单选） 

被动待机功率（W）  被动待机功率（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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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视………………………………………………………………………1 
C 电视………………………………………………………………………2 
耗电量一样，因为两种产品能效等级、能效指数、待机功率都相同…3 
不知道……………………………………………………4 

 
Q9-3-7 请问您对电视机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4 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 

       
 
 
Q9-4-1 请问您对热水器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4-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4-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4-2 参数名称 Q9-4-2 是否理解该

参数（1.是，2.否） 
Q9-4-3 选项 Q9-4-3 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的

参数是?（单选） 
额定热负荷（Kw）   额定热负荷（Kw）………………………1 

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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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4-4 请问您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额定热负荷（Kw）………………………………………1 
额定热负荷热水效率 ……………………………………2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ε）……………………………3 
热水输出率（μ） ………………………………………4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 ……………………………5 

Q9-4-5 请问您认为热水器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效等级较低的热水器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效等级较低的热水器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4-6（继续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电热水器 
 

 
 
 
 
 
 
 
 
 
 
 
 
 

 
 
 
 
 

 
Q9-4-6-1 参数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不知道……………………………………………………3 

 

额定热负荷热水
效率 

 24 小时固有能耗系数（ε）……………3 
热水输出率（μ） ………………………4 
 24 小时固有能耗

系数（ε） 
 

热水输出率（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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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4-6-2 热水输出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水输出的速度越快………………………………………1 
热水输出的速度越慢……………………………………2 
热水输出所占热水器容积的比例越高…………………3 
热水输出所占热水器容积的比例越低…………………4 
不知道……………………………………………………5 

 
燃气热水器 

 

 
 

Q9-4-6-3 请问额定热负荷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越省气………………………………………………………3 
越耗气………………………………………………………4 
不知道………………………………………………………5 

 
Q9-4-6-4 在额定热负荷相同的情况下，请问热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越省气………………………………………………………3 
越耗气………………………………………………………4 
不知道………………………………………………………5 

 
 
Q9-4-7 请问您对热水器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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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5 电磁炉 

 
 
Q9-5-1 请问您对电磁炉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5-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5-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5-4 请问您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热效率（%）……………………………………………………1 
待机状态功率（W）……………………………………………2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3 

 
Q9-5-5 请问您认为电磁炉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Q9-5-2 参数名称 Q9-5-2 是否理解该参数 
（1.是，2.否） 

Q9-5-3 选项 Q9-5-3如果所有参数

都理解，最重要的参

数是?（单选） 
热效率（%）  热效率（%）……………………1 

待机状态功率（W）……………2 
 

 

待机状态功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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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节省的电费（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电磁炉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电磁炉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5-6（继续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Q9-5-6-1 热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不知道……………………………………………………3 

 
Q9-5-6-2 待机功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在待机情况下更省电……………………………………1 
在待机情况下更费电……………………………………2 
不知道……………………………………………………3 

 
Q9-5-7 请问您对电磁炉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6 电饭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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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6-1 请问您对电饭锅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6-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6-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6-4 请问您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保温能耗（W•h）………………………………………………1 
待机能耗（W•h）………………………………………………2 
热效率值（%） …………………………………………………3 
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属） ……………………………………4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 ……………………………………5 

Q9-6-2 参数名称 Q9-6-2是否理

解该参数（1.
是，2.否） 

Q9-6-3 选项 Q9-6-3 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的

参数是?（单选） 
热效率值（%）   
 

 保温能耗（W•h）…………………1 
待机能耗（W•h）…………………2 
热效率值（%） ……………………3 
内锅材质（金属或非金
属）……………………………………4 
 

 

待机能耗（W•h）   
 

 

保温能耗（W•h）   
 

 

内锅材质（金属或
非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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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6-5 请问您认为电饭锅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同容积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饭锅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同容积但能效等级较低的电饭锅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6-6（继续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Q9-6-6-1 热效率值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不知道……………………………………………………3 
 

Q9-6-6-2 待机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在待机情况下更省电……………………………………1 
在待机情况下更费电……………………………………2 
不知道……………………………………………………3 
 

Q9-6-6-3 保温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在保温情况下更省电……………………………………1 
在保温情况下更费电……………………………………2 
不知道……………………………………………………3 

 
Q9-6-6-4 内锅材质金属与非金属的区别是什么？（单选） 
金属内锅的能效限定值为第四级，非金属内锅的能效限定值为第五级…………1 
金属内锅的能效限定值为第五级，非金属内锅的能效限定值为第四级…………2 
只是材质不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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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4 
 

Q9-6-7 请问您对电饭锅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7 微波炉 
 

 
 

Q9-7-1 请问您对微波炉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7-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7-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7-2 参数名称 Q9-7-2是否理解

该参数 
（1.是，2.否） 

Q9-7-2 选项 Q9-1-3 如果所

有参数都理解，

最重要的参数

是?（单选） 
效率值（%）  效率值（%）………………1 

待机功耗（W） …………2 
关机功耗（W） …………3 
烧烤能耗（W•h） ………4 

 

 

待机功耗（W）  

关机功耗（W）  

烧烤能耗（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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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7-4 请问您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效率值（%） …………………………………………………1 
待机功耗（W） ………………………………………………2 
关机功耗（W） ………………………………………………3 
烧烤能耗（W•h）……………………………………………4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 …………………………………5 

 
Q9-7-5 请问您认为微波炉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

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能效等级较低的微波炉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能效等级较低的微波炉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7-6（继续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Q9-7-6-1 效率值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不知道……………………………………………………3 
 

Q9-7-6-2 待机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在待机情况下更省电……………………………………1 
在待机情况下更费电……………………………………2 
不知道……………………………………………………3 
 

Q9-7-6-3 关机耗能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在关机情况下更省电……………………………………1 
在关机情况下更费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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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3 
 

Q9-7-6-4 烧烤能耗代表什么？（单选） 
使用烧烤模式时每分钟所需的能耗……………………1 
使用烧烤模式时升高每摄氏度所需的能耗……………2 
不知道……………………………………………………3 

 
Q9-7-7 请问您对微波炉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8 电脑 

 
电脑                           显示器 

    
 

Q9-8-1 请问您对电脑和显示器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8-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8-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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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8-4 请问您认为电脑和显示器的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

多选，请随机选项） 
典型能源消耗（kWh）…………………………………………1 
产品类型  ………………………………………………………2 
能源效率（cd/W）………………………………………………3 
关闭状态能耗（w）……………………………………………4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5 
 
Q9-8-5 请问您认为电脑和显示器能效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

请随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电脑和显示器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电脑和显示器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8-6（继续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电脑能效标识 

 
 
 
 
 
 
 
 
 
 
 
 

 
 
 
 
 
 

Q9-8-2 参数名称 
Q9-8-2 是否理

解该参数 
（1.是，2.否） 

Q9-8-3 选项 
Q9-8-3如果所有参

数都理解，最重要

的参数是?（单选） 
 
典型能源消耗（kWh）  
 

  
典型能源消耗（kWh）……1 
产品类型  …………………2 
能源效率（cd/W）…………3 
关闭状态能耗（w）………4 

 

 

产品类型    
 

 

能源效率（cd/W）  
 

 

关闭状态能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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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8-6-1 请问典型能源消耗指的是什么？（单选） 
在典型的使用情况下，电脑的 24 小时耗电量 ………………………1 
在典型的使用情况下，电脑的周耗电量………………………………2 
在典型的使用情况下，电脑的月耗电量………………………………3 
在典型的使用情况下，电脑的年耗电量………………………………4 
不知道……………………………………………………………………5 

 
Q9-8-6-2 标识中显示的 D 类产品指的是什么？（单选） 

中央处理器(CPU)物理核心数为 2，系统内存大于等于 2GB…………1 
中央处理器(CPU)物理核心数为 2，具有独立图形显示单元(GPU) …2 
中央处理器(CPU)物理核心数为 4，且满足以下二条件之一：1)系统 
内存大于等于 4GB；2)具有独立图形显示单元(GPU)且显存位宽大于 
或等于 128 位………………………………………………………………3 
以上三种之外的台式微型电脑及一体机…………………………………4 
不知道………………………………………………………………………5 

 
显示器能效标识 

 
 

Q9-8-6-3 显示器能源效率指的是什么？（单选） 
在标准规定条件下，显示器屏幕的额定输入功率与显示器实测输入功率的比值……1 
在标准规定条件下，显示器屏幕的发光强度与显示器实测输入功率的比值…………2 
不知道………………………………………………………………………………………3 

Q9-8-6-4 显示器能源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不知道………………………………………………………………………………………3 

Q9-8-6-5 关闭状态能耗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省电………………………………………………………………………………………1 
越费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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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3 
 
Q9-8-7 请问您对电脑和显示器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9-9 空调 
 
定频空调                       单冷式变频空调                 冷热变频空调 

 
     

      
 
 
 
 
 
 
 
 
 
 
 
 
 
 
 
 

 
 
Q9-9-1 请问您对空调能效标识的整体设计的满意度分别如何？（单选） 

非常满意………………………………………………………………1   
比较满意………………………………………………………………2     
一般满意………………………………………………………………3      
比较不满意……………………………………………………………4   
非常不满意……………………………………………………………5 

 
Q9-9-2 请问您是否理解标识中参数的含义？(答案填入表格) 
 
Q9-9-3 如果标识中的所有参数都了解，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参数是?（单选）(答案填入

表格) 
 

Q9-9-2 参数名称 Q9-9-2 是否

理解该参数

（1.是，2.否） 

Q9-9-3 选项 Q9-9-3如果所有参数

都理解，最重要的参

数是?（单选） 
能效比  能效比…………………………1 

输入功率（W）………………2 
制冷量（W）…………………3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W•h/（W•
h） …………………………4 
额定制冷量（W）……………5 
制冷季节耗电量（kW•h）…6 
按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
h）………………………………7 

 
输入功率（W）  
制冷量（W）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W•h/（W•h） 

 

额定制冷量（W）  
制冷季节耗电量（kW•h）  
按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
h/（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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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制热量（W）  额定制热量（W） ……………8 
制热季节耗电量（kW•h）…9 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Q9-9-4 请问您认为空调能效标识中哪些参数对您没有帮助，可以删除？（可多选，请

随机选项） 
能效比…………………………………………………………1 
输入功率（W）………………………………………………2 
制冷量（W）…………………………………………………3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W•h/（W•h） ……………………4 
额定制冷量（W）……………………………………………5 
制冷季节耗电量（kW•h） …………………………………6 
按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W•h/（W•h） ………………………7 
额定制热量（W）……………………………………………8 
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9 
都有帮助，不删除任何参数…………………………………10 

 
Q9-9-5 请问您认为标识中还应该增加哪些标签？为什么？（可多选，请随机选项） 
使用时的功率……………………………………………………1 
日耗电量…………………………………………………………2 
月耗电量…………………………………………………………3 
年耗电量…………………………………………………………4 
可节省的电费（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空调相比）………………5 
可节省的电量（与能效等级较低的空调相比）………………6 
其他（请注明：      ）………………………………………7 

 
Q9-9-6（向消费者出示以下能效标识） 

 

                           
                   A 空调                                B 空调 
                               
Q9-9-6-1 请问哪一台空调更节能？（单选） 

A 空调……………………………………………………1 
B 空调……………………………………………………2 
耗电量一样………………………………………………3 
不知道……………………………………………………4 

Q9-9-6-2 以下哪个关于能效比的说法正确？（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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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越省电………………………………………………1 
越高越省电………………………………………………2 
能效比与制冷量和风速有关……………………………3 
能效比与输入功率和风速有关…………………………4 
能效比与制冷量和输入功率有关………………………5 
不知道……………………………………………………6 

Q9-9-6-3 一间房间面积为 30 平米，另一间房间为 15 平米，如何安装 A、B 两台空调更为合

理？（单选） 
30 米房间安装 A 空调，15 米房间安装 B 空调………1 
30 米房间安装 B 空调，15 米房间安装 A 空调………2 
两间房都安装 A 空调……………………………………3 
两间房都安装 B 空调……………………………………4 
 

              
         冷热变频空调                          单冷式变频空调 
 
Q9-9-6-4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越高代表什么？（单选） 

越节能……………………………………………………1 
越不节能…………………………………………………2 
不知道……………………………………………………3 

 
Q9-9-6-5 关于额定制冷量，哪种说法正确？（单选） 

额定制冷量大的空调适用于较大的房间………………1 
额定制冷量大的空调适用于较小的房间………………2 
不知道……………………………………………………3 

 
Q9-9-6-6 制冷季节耗电量的含义是什么？（单选） 

夏天用于制冷所消耗的电量……………………………1 
全年用于制冷所消耗的电量……………………………2 
不知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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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9-6-7 制冷季节耗电量是在假设使用多少时间的基础上计算的？（单选） 

200 至 500 小时…………………………………………1 
500 至 1000 小时 ………………………………………2 
1000 至 1500 小时………………………………………3 
1500 至 2000 小时………………………………………4 
不知道……………………………………………………5 

 
Q9-9-6-8 制热季节耗电量的含义是什么？（单选） 

冬天用于制热所消耗的电量……………………………1 
全年用于制热所消耗的电量……………………………2 
不知道……………………………………………………3 

 
Q9-9-6-9 制热季节耗电量是在假设使用多少时间的基础上计算的？（单选） 

200 至 500 小时…………………………………………1 
500 至 1000 小时 ………………………………………2 
1000 至 1500 小时………………………………………3 
1500 至 2000 小时………………………………………4 
不知道……………………………………………………5 
 
 

Q9-9-7 请问您对空调能效标识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Q10. 整体看，请问您对能效标识有哪些满意的方面和不满意的方面？有哪些改进意见？ 

 
                                                                                    
 

第二部分 能效标识对消费者家电购买行为的影响 

 

Q11. 当您购买家电产品时，您是如何判断产品是耗能少的产品？（可多选，请随机选项） 

      销售人员介绍……………………………………………………………1 
根据能效标识判断………………………………………………………2 
产品功能宣传册…………………………………………………………3  
上网查询…………………………………………………………………4 

      朋友介绍…………………………………………………………………5 
以前的使用经验…………………………………………………………6 
无法判断…………………………………………………………………7 

      其他（请注明：                    ）……………………………8 
 

Q12. 请问您购买家电的过程中，是否参考能效标识提供的信息？（单选） 

  是 ………………………………………………………………………1（转至 Q14） 
  否 ………………………………………………………………………2 

 
Q13. 请问您购买家电的过程中为什么不参考能效标识？（可多选，请随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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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能很少没必要关注……………………………………………………1 
 看不懂能效标识上的参数………………………………………………2 
节约能源省的钱还不如买节电产品多花的钱多………………………3 

  宣传的产品节电效果不一定好…………………………………………4 
  其他（请注明：           ） ………………………………………5 

 
Q14. 请问您认为能效标识对您家电购买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选） 

有决定性影响，会根据标识上的等级来购买较节能的产品…………1 
有一定影响，但也会综合考虑自己的其他需求………………………2 
基本没有影响，仍按自己的喜好购买…………………………………3 

  其他（请注明：           ） ………………………………………4 

 

Q15. 请问您购买节能家电（能效等级为一级或二级）的情况是？（单选） 

购买过节能家电 …………………………………………………………1 
  尚未购买节能家电，但是计划购买 ……………………………………2 
  没有购买过节能家电，也不计划购买 …………………………………3（转至 Q18） 
   

Q16. 在什么情况下，您会购买节能家电？（单选） 

节能产品与普通产品价格相当………………………………………1 
节能省下的费用非常可观……………………………………………2 
电价、水价、燃气等能源价格上涨…………………………………3 
政府执行购买补贴、换购等措施……………………………………4 
其他（请注明：              ）…………………………………5 
 

Q17. 购买节能家电(能效等级一级及或二级)时的主要考虑是？(可多选)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是？（单选） 

选项 主要的考虑因素 

（可多选，填入数字，以逗号隔开） 

最重要的因素（单选） 

节省电费、水费、煤气费等使用过
程中的费用………………………1 

使用节能家电可以保护环境……2 

节能家电质量较好………………3 

节能家电比较安全………………4 

其他（请注明：     ）………5 

  

 

 

第三部分 节能产品使用现状 

 
Q18. 请问您正在使用的家电中贴“能效标识”的家电有哪些？(答案填入表格) 

Q19. 这些家电的能效等级分别是多少? （单选）(答案填入表格) 

1级……………………………………………………………………1 
2级……………………………………………………………………2 
3级……………………………………………………………………3 
4级……………………………………………………………………4 
5级……………………………………………………………………5 

Q20. 这些家电的购买年份分别是？(答案填入表格，例如填写 2012年，注意和 S4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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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Q21.  请问您正在使用的贴“能效标识”产品的节能效果如何呢？(答案填入表格) （单

选） 

      节电效果明显………………………………………………………1   
      节电效果一般………………………………………………………2 
      没有节电  …………………………………………………………3 
      没有关注过…………………………………………………………4 

 

Q22. 请问您家中每个月的电费是多少？（单选） 

50元以下……………………………………………………………1 
50-100 元……………………………………………………………2 
100-300 元 …………………………………………………………3 
300-500 元 …………………………………………………………4 
500-1000元…………………………………………………………5 
1000元以上…………………………………………………………6 
不知道 ………………………………………………………………7 

Q23. 请问您认为还有哪些产品应该贴上能效标识？（可多选，请随机选项） 

饮水机……………………………………………………………1 
电水壶……………………………………………………………2 
平板电脑(Pad) …………………………………………………3 
电暖器……………………………………………………………4 

种类 产品类型 
Q18.是否贴有“能效

标识”（1.是，2.否） 

Q19.能效等

级 

Q20.购买年份 Q21.节能效

果 

 

1 电冰箱 电冰箱     

2 
 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     

波轮洗衣机     

3 电视机 
液晶电视     

等离子电视     

4 热水器 
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5 电磁炉 电磁炉     

6 电饭锅 电饭锅（不包括
电压力锅）     

7 微波炉 微波炉     

8 电脑 
 

台式电脑、计算
机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9 空调 
变频空调     

定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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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吹风……………………………………………………………5 
手机………………………………………………………………6 
路由器……………………………………………………………7 
其他（请注明：               ） …………………………8  
不知道……………………………………………………………9 
 

背景信息 

 

A.记录性别（访问员不需向被访者提问）？ 
男 ……………………………………………………………………1 
女 ……………………………………………………………………2 
 

B.您的职业？ 
工人………………………………………………………………………1 
三资企业职员……………………………………………………………2 
全民、国有、集体公司职员……………………………………………3 
教科文卫人员……………………………………………………………4 
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5 
党政机关干部……………………………………………………………6 
商业服务业人员…………………………………………………………7 
军人、武警、公安………………………………………………………8 
在校学生…………………………………………………………………9 
私营或个体劳动者………………………………………………………10 
自由职业者………………………………………………………………11 
家庭主妇…………………………………………………………………12 
下岗及待业人员…………………………………………………………13 
离退休人员………………………………………………………………14 
其他（请注明：         ）…………………………………………15 

  

C.您的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小学及以下  …………………………………1 
大专 ……………………………………………………………………2 
本科 ……………………………………………………………………3 
硕士 ……………………………………………………………………4 
博士及以上 ……………………………………………………………5 

 

D.请问您的家庭月收入是？（为家庭每个成员的基本工资、奖金、投资收入等所有收入之和） 

1999元以下………………………………………………………………1 

2000-3999元 ……………………………………………………………2 

4000-5999元 ……………………………………………………………3 

6000-7999元 ……………………………………………………………4 

8000-9999元 ……………………………………………………………5 

10000-11999 元 …………………………………………………………6 

12000-14999 元 …………………………………………………………7 

15000-19999 元 …………………………………………………………8 

20000元以上 ……………………………………………………………9 

 
E. 请问您目前的家庭结构？ 

单身之家 ………………………………………………………………1 
两口之家 （夫妇）……………………………………………………2 
三口及以上（两代人） ………………………………………………3 
三代同堂 ………………………………………………………………4 
其他（请注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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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访问,感谢被访者!===================== 

4.1.2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问卷 

一、 家电情况普查（入户深访）问卷 
甄别问卷 

 

S1. 请问您在家中的家电使用过程中的角色是 ? 

家电的主要使用者……………………………………………………1 
家电的次要使用者……………………………………………………2  （终止访问） 
几乎不使用家电  ……………………………………………………3  （终止访问） 

 

S2. 请问您家中正在使用哪些类家电产品？全家每周用几次？每种家电的数量？一年内购
买过哪些类家电产品？是否还留存产品说明书，或产品表面可以看到标牌（标牌上有家
电型号、功率、电压等相关信息）？（注意甄别条件） 

 

种类 产品类型 
家中是否正

在使用（1.

是，2.否） 

全家每周用几

次（例如 1次） 

家电

数量 

一年内是否

购买（1.是，

2.否） 

是否还留存产品说

明书或产品表面可

以看到标牌（1.产

品说明书，2.标牌，

3.两者都有，4.都

没有） 

甄别条件 

1 电冰箱 电冰箱  ——    

 家中正在使用至

少 7类产品 

 至少 7类产品留

存了产品说明书

或者可以在产品

表面看到标牌 

 一年内至少购买

过 1类产品 

 

 

2 
 

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      

波轮洗衣机      

3 电视机 
液晶电视      

等离子电视      

4 热水器 
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5 电磁炉 电磁炉      

6 电饭锅 
电饭锅（不包

括电压力锅） 
 

  
  

7 微波炉 微波炉      

8 
电脑 

 

台式电脑、计

算机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9 空调 
变频空调      

定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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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请问您在本市居住时间？具体几年？            

3年以下………………………………………………………………1   （终止访问） 
3年以上………………………………………………………………2 

 

S4. 请问您是否在以下行业工作？ 

传播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台或广播电台) ……………………1    （终止访问） 
公关公司或广告公司 ………………………………………………2    （终止访问） 
市场研究，管理顾问公司 …………………………………………3    （终止访问） 
以上都没有 …………………………………………………………4 
 

S5. 请问您最近 6 个月内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市场研究公司关于家电产品的访问？ 

是 ……………………………………………………………………1    （终止访问） 
否 ……………………………………………………………………2 

 
S6. 请问您目前的家庭结构？（注意配额） 

单身之家 （不含合租）………………………………………………1 
两口之家 （夫妇）……………………………………………………2 
三口及以上（两代人） ………………………………………………3 
三代同堂 ………………………………………………………………4 
其他（请注明：         ）…………………………………………5 

 
S7. 请问您的年龄？具体年龄？     岁 

25岁以下 ……………………………………………………………1   （终止访问） 
25-29岁………………………………………………………………2   
30-34岁………………………………………………………………3 
35-39岁………………………………………………………………4 
40-44岁………………………………………………………………5 
45-49岁………………………………………………………………6 
50-54岁………………………………………………………………7   
55-59岁………………………………………………………………8   
60-64岁………………………………………………………………9 
65岁以上 ……………………………………………………………10  

 
S8. 请问您在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5 日是否可以连续 7 天下班后回家，并协助我们记录您的

家庭每天使用家电的情况？ 

是 ……………………………………………………………………1     
否 ……………………………………………………………………2  （终止访问） 

206 

 



 

对于您家中已有并正在使用的电器，请帮忙提供有关购买年份、品牌/型号，能效等级，以及其他信息等基本情况。 

  

电冰箱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24 小时耗电量

（kWh) 

容积（冷冻

/冷藏 /冰

鲜）（L) 

开门数（2

门/3门/对

开/多门） 

冷冻箱位置

（上置/下置/

侧置） 

除霜（手动/

自动/无霜） 

1         

2         

 

 

 

 

电视机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种类（液晶/等离子) 能效等级 功率(W) 尺寸（英寸） 

1       

2       

3       

 

 

热水

器 

购买

年份 

品牌/型号 种类（电蓄水式/

电即热式/热泵/

燃气/太阳能) 

能效

等级 

功率

(W) 

容积

（L) 

热水率

（L/min） 

每年主要

使用月份 

主要月份使用

频次（次/周） 

主要月份使用

时间 

（小时/天） 

次要月份

使用频次

（次/周） 

1            

2            

 

 

 

洗衣机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种类（滚筒/波轮） 能效等级 耗电量 用水量 洗涤容量 洗净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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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锅炉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

等级 

功率

（W） 

每年主要

使用月份 

主要月份使用

频次（次/周） 

主要月份使用

时间 

（小时/天） 

次要月份使用

频次（次/周） 

1         

2         

 

 

 

 

 

 

 

 

 

 

 

 

 

 

 

 

 

 

 

 

 

厨房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功率（W） 容积 使用频率（次/周） 使用时间（小时/次） 

电磁炉     N/A   

电饭锅        

微波炉        

电水壶   N/A     

饮水机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制冷功率 制热功率 是否一直保持开启状态 

1      

2      

笔记本电脑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功率(W) 尺寸（英寸） 

1      

2      

3      

台式电脑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功率(W)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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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购买

年份 

品牌/型号 种类（壁

挂式/立

柜式/中

央空调) 

能效

等级 

制冷能力 

（制热能

力）（W） 

变频/

定频 

每年主要使用

月份（包括制

冷及制热） 

主要月份

使用频次

（次/周） 

主要月份使

用时间（小

时/天） 

次要月份

使用频次

（次/周） 

温度： 

制热温度/

制冷温度 

制冷

剂 

1             

2             

3             

显示器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关闭状态能耗(W) 尺寸（英寸） 

1      

风扇 购买

年份 

品牌/型号 种类（落地/台式/转页/

塔式/壁扇/吊顶扇)  

能效等级 功率（W） 每年主要

使用月份 

主要月份

使用频次

（次/天） 

次要月份

使用频次

（次/周） 

1         

2         

3         

打印机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彩色/黑白 功能（打印/复印/扫描/传真等） 不用时是否拔电源 

      

机顶盒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能效等级 功率(W) 待机功率(W) 不用时是否物理关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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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Pad）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功率(W) 尺寸（英寸） 多久充一次电（天） 

1      

2      

 

手机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屏幕尺寸（英寸） 

1    

2    

3    

4    

 

灯具 使用场所 

 （1.客厅，2.厨房,3.餐厅,4.卫生

间,5. 卧室（包括主卧、客卧、儿

童房、书房等）,6.院子） 

灯具类型（1、吊灯 2.

壁灯 3.台灯 4.落地灯

5.吸顶灯） 

灯泡个数 灯泡种类 

1.白炽灯，2.U型管灯 3.螺旋

管灯,4.直管灯 5.LED灯泡 

功率 

（W） 

每天使用时间 

（估计）（小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路由器 购买年份 品牌/型号 不用时是否物理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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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备注：如果可以看清楚灯泡上的瓦数请尽量按正确瓦数填写

211 

 



 

背景信息 

 

A.记录性别（访问员不需向被访者提问）？ 
男 ……………………………………………………………………1 
女 ……………………………………………………………………2 
 

B.您的职业？ 
工人………………………………………………………………………1 
三资企业职员……………………………………………………………2 
全民、国有、集体公司职员……………………………………………3 
教科文卫人员……………………………………………………………4 
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5 
党政机关干部……………………………………………………………6 
商业服务业人员…………………………………………………………7 
军人、武警、公安………………………………………………………8 
在校学生…………………………………………………………………9 
私营或个体劳动者………………………………………………………10 
自由职业者………………………………………………………………11 
家庭主妇…………………………………………………………………12 
下岗及待业人员…………………………………………………………13 
离退休人员………………………………………………………………14 
其他（请注明：         ）…………………………………………15 

  

C.您的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小学及以下  …………………………………1 
大专 ……………………………………………………………………2 
本科 ……………………………………………………………………3 
硕士 ……………………………………………………………………4 
博士及以上 ……………………………………………………………5 

 
D.请问您家的每个家庭成员的概况？ 

姓名 性

别 

年

龄 

家庭成员是被访者的什

么？（1.丈夫，2.妻子，

3.女儿,4.儿子，5.妈妈

6.爸爸，7.爷爷，8.奶

奶，9.姥姥，10.姥爷，

11.其他请注明） 

职业 

(选

项见

B) 

是否上

夜班（1.

是，2.

否） 

每周

上夜

班的

次数

(次) 

工作日

在家的

时间 

（小时） 

周末在家

的时间 

（小时） 

         

         

         

         

         

         

         

         

 

E.请问您家每周做早饭、午饭、晚饭的次数？ 

每周在家做早饭的次数：      （次） 

每周在家做午饭的次数：      （次） 

每周在家做晚饭的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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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请问您的家庭月收入是？（为家庭每个成员的基本工资、奖金、投资收入等所有收入之和） 

1999元以下………………………………………………………………1 

2000-3999元 ……………………………………………………………2 

4000-5999元 ……………………………………………………………3 

6000-7999元 ……………………………………………………………4 

8000-9999元 ……………………………………………………………5 

10000-11999 元 …………………………………………………………6 

12000-14999 元 …………………………………………………………7 

15000-19999 元 …………………………………………………………8 

20000元以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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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日记调查问卷 
请您记录您全家每天目标家电使用情况，共 7天。记录范围为九类家电中正在使用

的家电。九类产品具体如下： 

 

 

 

 

 

 

 

 

 

 

 

 

 

 

 

 

 

 

 

 

 

 

 

请您帮忙记录家庭日记开始及结束时的您家的电表数字 

开始时的电表数（家庭日记之前一天 10月 18日 21:00至 24:00之间）：             

结束时的电表数（家庭日记结束当天晚间 10月 25日 21:00至 24:00之间）：             

 

 

 

 

 

 

 

 

 

 

 

类别 产品名称 本项目的具体产品范围 

1 电冰箱 电冰箱 

2 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 

3 电视机 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 

4 热水器 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 

5 电磁炉 电磁炉 

6 电饭锅 电饭锅（包括电压力锅） 

7 微波炉 微波炉 

8 电脑 台式电脑+计算机显示器、笔记本电脑 

9 空调 变频空调、定频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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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冰箱 

品牌：                      型号：                                                                                     

 
食物存放量所占空间2（L） 一天内开关门次数3 

冷藏箱4 冷冻箱5 冷藏箱 冷冻箱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2
 A.很满（90%以上）、B.较满（70%-90%）、C.一般（50%-70%）、D.较少（30%-50%）、E.很少（少于 30%）。 

3
 填写范例：1 次 
4
 存放普通食品的空间，例如水果，牛奶 
5
 存放冰冻食品的空间，例如雪糕，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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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滚筒洗衣机6 

品牌：                      型号：                                                                                     

 

 

2. 

6
 滚筒洗衣机的开口在前面。 

7
 填写范例：1 次 
8
 水温设置：按洗衣机设定的水温等级填写。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0 度 
9
 洗衣量：A.满载，B.75%，C.半载，D.25%或更少。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B(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时的洗衣量为 75%) 
10
 包括拔掉洗衣机插头，以及关掉和洗衣机连接插线板。A.是，B.否。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拔掉了电源） 

 一天内洗衣次数7 水温设置8 洗衣量9 洗完衣服以后是否拔电源10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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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波轮洗衣机11 

品牌：             型号：                                                                                      

 

 

 

 

3. 

11
 波轮洗衣机，开口在上面。 

12
 填写范例：1 次 

13
 水温设置：按洗衣机设定的水温等级填写。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0 度 

14
 洗衣量：A.满载，B.75%，C.半载，D.25%或更少。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B(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时的洗衣量为 75%) 

15
 包括拔掉洗衣机插头，以及关掉和洗衣机连接插线板。A.是，B.否。如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拔掉了电源） 

 一天内洗衣次数12 水温设置13 洗衣量14 洗完衣服以后是否拔电源15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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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视 

电视类型16：                        品牌：                      型号：                                                     

 打开时间17 关闭时间 
看电视时背

景光强度18 

每次关闭电视后是否进行

物理关机或拔掉电源19 

如果不是物理关机或立

即拔电源，每天电视要待

机多久（小时）20 

是否使用出厂

默认设置的亮

度、对比度？21 

如果调节，

请问是如

何调节？22 

10.19

（周六） 
       

10.20

（周日） 
       

10.21

（周一） 
       

16
 电视类型：A.液晶、B.等离子 

17
 打开时间和关闭时间用 24 小时制，比如：18:00。如果一日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例如 ，第一次：13：00 

18
 背景光为看电视时周围环境的光亮，A.强，B.中，C.弱，如果看电视时用背景光可以清楚地看书，填写 A；如果看电视时用环境光勉强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填写 B；如果看

电视时用背景光看不清楚书上的字，填写 C。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背景光强） 
19
 物理关机指关闭电视（包括机顶盒）上的物理开关。A.是，B.否 。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进行了物理关机或者拔掉电源

） 
20
 填写范例：35 分钟，1 小时 20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待机 35 分钟） 

21
 A.是，B.否 

22
 A.调高亮度、对比度，B.调低亮度、对比度；C.调节观看模式，比如家庭模式、电影模式、游戏模式。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

一次调高亮度、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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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时间23 关闭时间 
看电视时背

景光强度24 

每次关闭电视后是否进行

物理关机或拔掉电源25 

如果不是物理关机或立

即拔电源，每天电视要待

机多久（小时）26 

是否使用出厂

默认设置的亮

度、对比度？27 

如果调节，

请问是如

何调节？28 

10.22

（周二） 
       

10.23

（周三） 
       

10.24

（周四） 
       

10.25

（周五） 
       

 

23
 打开时间和关闭时间用 24 小时制，比如  18:00。如果一日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例如 ，第一次：13：00 

24
 背景光为看电视时周围环境的光亮，A.强，B.中，C.弱，如果看电视时用背景光可以清楚地看书，填写 A；如果看电视时用环境光勉强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填写 B；如果看

电视时用背景光看不清楚书上的字，填写 C。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背景光强） 
25
 物理关机指关闭电视（包括机顶盒）上的物理开关。A.是，B.否 。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进行了物理关机或者拔掉电源

） 
26
 填写范例：35 分钟，1 小时 20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待机 35 分钟） 

27
 A.是，B.否 

28
 A.调高亮度、对比度，B.调低亮度、对比度；C.调节观看模式，比如家庭模式、电影模式、游戏模式。如果一天内多次开关电视，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

一次调高亮度、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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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电热水器 

品牌：                      型号：                                                                                             

 一天内使用次数29 每次使用时长（小时）30 用途31 一直通电还是现用现开？32 使用时是否断电？33 热水温度34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29 填写范例：1 次 
30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填写格式（范例）： 第一次：35 分钟，第二次：1 小时 1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 35 分钟，第二次使用 1 小时 15 分钟） 

31
 用途：A.沐浴（洗澡）、B.洗衣服、C.做饭，D.其它（请注明: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填写格式（范例）：第一次：A，第二次：C（代表第一次

使用的用途是沐浴，第二次使用的用途是做饭） 
32
 A.一直通电，B.现用现开。 

33
 A.是，B.否。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断电） 

34
 填写范例：40 度。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40 度（代表第一次使用时热水水温设置为 4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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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燃气热水器 

品牌：                      型号：                                                                                          

 

 一天内使用次数35 每次使用时长（小时）36 用途37 一直通电还是现用现开？38 热水温度39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35
填写范例：1 次 

36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填写格式（范例）： 第一次：35 分钟，第二次：1 小时 1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 35 分钟，第二次使用 1 小时 15 分钟） 

37
 用途：A.沐浴（洗澡）、B.洗衣服、C.做饭，D.其它（请注明: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填写格式（范例）：第一次：A，第二次：C（代表第一次

使用的用途是沐浴，第二次使用的用途是做饭） 
38
 A.一直通电，B.现用现开。 

39
 填写范例：40 度。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40 度（代表第一次使用时热水水温设置为 4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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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磁炉 

品牌：                      型号：                                                                                                

 一天内使用次数40 每次使用时长（小时）41 待机时间42 用途43 火力44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40
 填写范例：1 次 

41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填写格式（范例）： 第一次：35 分钟，第二次：1 小时 1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 35 分钟，第二次使用 1 小时 15 分钟） 

42
 待机时间：插上电源，但未启动开关，或者使用完毕，没有拔掉电源，例如，35分钟，2小时 5分钟。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比如，第一次：1小时 

43
 用途：A.火锅，B.烧水，C.炒菜，D.其他（请注明:         ）,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例如，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的用途是火锅） 

44
 火力：使用时的显示的数字，比如 1200，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调整，请简要估计平均火力。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第一次：1500（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时的火

力是 1500） 
 

222 

 

                                                      



 

6. 电饭锅 

电饭锅种类45：                    品牌：                      型号：                                                                       

 
一天内 

使用次数46 

使用时长（小时，

不包含保温时间）47 

自动跳闸后保温状

态持续的时间48 
用途49 内锅容量使用率50 

是否保持电饭锅

的持续待机？ 
待机时间51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45
 A.电饭锅,B.电压力锅 

46
 填写范例：1 次 

47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填写格式（范例）： 第一次：35 分钟，第二次：1 小时 1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 35 分钟，第二次使用 1 小时 15 分钟） 

48
 填写格式同 59 

49
 用途：A.蒸饭，B.煮粥，C.其它(请注明：         )，请根据当时电饭锅使用功能填写。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例如，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的用

途是蒸饭） 
50
 内锅容量使用率：A.100%，B.80%，C.50%，D.30%以及更少。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例如，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的内锅容量使用率是 100%） 

51
 待机时间：插上电源，但没有启动开关，或者使用完毕没有拔掉电源。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比如，第一次：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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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微波炉 

品牌：                      型号：                                                                                              

 
一天内使

用次数52 
每次使用时长（分钟）53 使用后是否拔电源54 火力55 用途56 

使用时是否给被加热

物品加盖子？57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52 填写范例：1 次 
53
 如果一天内使用多次，请分次填写使用时长，填写格式（范例）： 第一次：35 分钟，第二次：1 小时 1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 35 分钟，第二次使用 1 小时 15 分钟） 

54
 A.是 B.否，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后拔掉电源） 

55
 火力：A.高火，B.中火、C.小火，D.其它(请注明：         ),请按照微波炉上显示的火力等级填写。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如：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

次使用时的火力是高火） 
56
 用途：A.热饭,B.蒸饭，C.煮粥，D.其它(请注明：         )，请根据当时微波炉使用功能填写。例如，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的用途是热饭） 

57
 A.是，B.否。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第一次：A（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时的给被加热物加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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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台式计算机及显示器 

品牌：                      型号：                                                                                                   

 开机时间58 关机时间 
睡眠时长

（小时）59 

休眠时长

（小时）60 
运行程序61 

是否使用出厂默认设置

好的亮度和对比度62 

如果未使用出厂设置，请问如何

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的？63 

使用后是否

拔电源64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58
 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用 24 小时制，比如：18:00。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09：00 

59
 睡眠，可迅速恢复程序，部分电脑系统将睡眠称为待机。填写范例：35 分钟，2 小时 15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5分钟（代表第一次使

用时睡眠 35 分钟） 
60
 休眠，类似于关机，恢复程序时间同开机时间，但是结束休眠启动之后，各种程序保持休眠前状态。填写范例：35 分钟，2 小时 15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

写。比如，第一次：3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时休眠 35 分钟） 
61
 运行程序：A.网页浏览、B.办公软件、C.视频、D.游戏或其他娱乐、E.其他（请注明：             ），可多选。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

、B(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运行了网页和办公软件) 
62
 A.是，B.否. 

63
 A.调高亮度、对比度,B.或调低亮度、对比度。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调高亮度、对比度） 

64
 A.是，B.否. 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拔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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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笔记本电脑  

品牌：           型号：                                                                                                              

请将所有在家里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均纳入记录范围，包括将单位配备的笔记本，但带回家办公的情况。 

 开机时间65 关机时间 
睡眠时长

（小时）66 

休眠时长

（小时）67 
运行程序68 

是否使用出厂默认设置

好的亮度和对比度69 

如果未使用出厂设置，请问如何

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的？70 

使用后是否

拔电源71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65
 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用 24 小时制，比如  18:00。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09：00 

66
 睡眠，可迅速恢复程序，部分电脑系统将睡眠称为待机。填写范例：35 分钟，2 小时 15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35分钟（代表第一次使

用时睡眠 35 分钟） 
67
 休眠，类似于关机，恢复程序时间同开机时间，但是结束休眠启动之后，各种程序保持休眠前状态。填写范例：35 分钟，2 小时 15 分钟。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

写。比如，第一次：35 分钟（代表第一次使用时休眠 35 分钟） 
68
 运行程序：A.网页浏览、B.办公软件、C.视频、D.游戏或其他娱乐、E.其他（请注明：             ），可多选。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

、B(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运行了网页和办公软件) 
69
 A.是，B.否. 

70
 A.调高亮度、对比度,B.或调低亮度、对比度。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调高亮度、对比度） 

71
 A.是，B.否. 如果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A（代表第一次使用时拔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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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调 

品牌：                      型号：                                                                                      

 打开时间72 关闭时间 功能模式73 温度设定74 

10.19（周六） 
 

   

10.20（周日） 
 

   

10.21（周一） 
 

   

10.22（周二） 
 

   

10.23（周三） 
 

   

10.24（周四） 
 

   

10.25（周五） 
 

   

 

72
 打开时间和关闭时间用 24 小时制，比如  18:00。如果一日内多次开关空调，请分次填写。例如 ，第一次：13：00 

73
 A.制冷，B.制热，C.除湿，D.换气，E.送风（类似电风扇），F.其他（请注明：          ）。如果一日内多次开关空调，请分次填写。例如 ，第一次：A (代表一天内第

一次使用的功能是制冷) 
74
 填写范例：23 度。如一天内多次使用，请分次填写，比如：第一次：25 度（代表一天内第一次使用时的设定温度是 2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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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样本背景信息 

4.2.1 能效标识认知调研 

三、 被访者家庭结构 

附图 1 被访者家庭结构 

 
问题：E、请问您目前的家庭结构？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四、 被访者性别 

附图 2 被访者性别 

 
问题：A、记录性别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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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访者年龄 

附图 3 被访者年龄 

 
问题：S8、请问您的年龄？（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六、 被访者职业 

附图 4 被访者职业 

 
问题：B、您的职业？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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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 

附图 5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 

 
问题：C、您的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八、 被访者受家庭月收入 

附图 6 被访者受家庭月收入 

 
问题：D、请问您的家庭月收入是？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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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入户深访及家庭日记调研 

一、 被访者家庭结构 

 附图 7 被访者家庭结构 

 
问题：S6、请问您目前的家庭结构？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二、 被访者年龄 

附图 8 被访者年龄 

 
问题：S7、请问您的年龄？（单选）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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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访者性别 

附图 9 被访者性别 

 
问题：A、记录性别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四、 被访者职业 

附图 10 被访者职业 

 
问题：B、您的职业？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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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 

附图 11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 

 
问题：C、您的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六、 被访者受家庭月收入 

附图 12 被访者受家庭月收入 

 
问题：F、请问您的家庭月收入是？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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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被访者家庭中成员的数量 

附图 13 被访者家庭中成员的数量 

 
问题： 1.请问您家里一共几口人？（常住人口）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八、 被访者家中儿童的数量 

附图 14 被访者家中儿童的数量 

 
问题：2、请问和您一起居住的家人中，几个小孩？（18 岁以下）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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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被访者家中老人的数量 

附图 15 被访者家中老人的数量 

 
问题：3、请问和您一起居住的家人中，几个老人？（包含被访者，60 岁以上）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十、 被访者住房面积 

附图 16 被访者住房面积 

 
问题： 5、请问您的住房面积大概多少平方米？  
数据来源：ACMR 调研 
样本量：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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