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品目

序号 
名称 依据的标准 

1 
A020101计算

机设备 

★A02010104 台式计

算机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 28380） 

★A02010105 便携式

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 28380） 

★A02010107 平板式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GB 28380） 

2 
A020106输入

输出设备 

A02010601 打印设备 

A0201060101 喷墨打

印机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1） 

★A0201060102 激光

打印机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1） 

★A0201060104 针式

打印机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1） 

A02010604 显示设备 
★A0201060401 液晶

显示器 

《计算机显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21520） 

A02010609 图形图像

输入设备 
A0201060901 扫描仪 

参照《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1）

中打印速度为 15 页/分的针式打

印机相关要求 

3 
A020202投影

仪 
  

《投影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2028） 

4 
A020204多功

能一体机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1） 

5 A020519 泵 A02051901 离心泵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

评价值》（GB 19762） 

6 
A020523制冷

空调设备 

★A02052301 制冷压

缩机 

冷水机组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19577），《低环境温度

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37480） 

水源热泵机组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30721）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

组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540） 

★A02052305 空调机

组 

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 组 ( 制 冷

量>14000W)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

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制冷量>14000W)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19576）《风管

送风式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37479） 

★A02052309 专用制

冷、空调设备 
机房空调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19576） 

A02052399 其他制冷

空调设备 
冷却塔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中

小型开式冷却塔》（GB /T 7190.1）；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2 部分：大

型开式冷却塔》（GB /T 7190.2） 

7 A020601电机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 

8 
A020602变压

器 
配电变压器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0052） 

9 
★A020609镇

流器 
管型荧光灯镇流器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17896） 

10 
A020618生活

用电器 

A0206180101 电冰箱  
《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12021.2） 

★A0206180203 空调

机 

房间空气调节器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

效 限 定 值 及 能 效 等 级》 （ GB 

21455-2013），待 2019 年修订发

布后，按《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21455-2019）

实施。 

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 组 （ 制 冷 量 ≤

14000W）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

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制冷量≤14000W)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6）《风

管送风式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37479） 

A0206180301 洗衣机  
《电动洗衣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

等级》（GB 12021.4） 



A02061808 热水器 

★电热水器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1519） 

燃气热水器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

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665） 

热泵热水器 
《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9541）  

太阳能热水系统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26969） 

11 
A020619照明

设备 

★普通照明用双端

荧光灯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043） 

LED 道路/隧道照明

产品 
 

《道路和隧道照明用 LED 灯具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7478） 

LED 筒灯  
《室内照明用 LED 产品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5）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

自镇流 LED 灯 
 

《室内照明用 LED 产品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5） 

12 
★A020910电

视设备 

A02091001 普通电视

设备（电视机） 
 

《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24850）  

13 
★A020911视

频设备 

A02091107 视频监控

设备 
监视器 

以射频信号为主要信号输入的监

视器应符合《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GB 24850）， 

以数字信号为主要信号输入的监

视器应符合《计算机显示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20） 

14 
A031210饮食

炊事机械 
商用燃气灶具  

《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GB 30531） 

15 

★A060805便

器 

 

坐便器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 25502） 

蹲便器  
《蹲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

效率等级》（GB 30717） 

小便器  
《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

效率等级》（GB 28377） 



16 
★A060806水

嘴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

率等级》（GB 25501） 

17 
A060807便器

冲洗阀 
  

《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

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9） 

18 
A060810淋浴

器 
  

《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

效率等级》（GB 28378） 

注：1.节能产品认证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的最新版本，依据国家标准中二级能效（水效）

指标。 

    2.上述产品中认证标准发生变更的，依据原认证标准获得的、仍在有效期内的认证

证书可使用至 2019 年 6月 1 日。 

    3.以“★”标注的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