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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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已成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隨着屏幕尺寸及運

算速度的增長，對流動器材內置電池的續航力要求更高。有研究指電池往往是電

子產品內最先失效的一環，是次測試了14款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電池耐力，模

擬使用產品2年，測試電池續航力的表現，結果發現，不同型號的電池雖然都可使

用2年，惟表現相差頗遠，尤以智能手機為甚，電池使用時間可下跌3%至20%。

14款手機及平板電腦

    電池續航力高下立見

[1]	 樣本按牌子名稱的英文排序。

[2]	 ✽ 樣本#1的產品規格並沒有列出電池
容量，資料由 ICRT從網上搜集。

	 	 △	樣本 #3至#5的資料源自其代理商
的查詢熱線。

	 	 ◇	樣本 #8 的代理商指充電器及可拆
式電池的保用期較短。

	 	 ▲	代理商沒有提供充電器保用期資料。

	 	 ▼	代理商沒有提供保用期後電池維修
費資料。

[3]	 ◆	保用期詳情見「廠商意見」。

註

手機

6. Nokia Lumia 1020
 聲稱電池容量(mAh)：2,0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8小時10分
6小時32分(  20%)

9小時31分
8小時22分(  12%)

6小時56分
6小時15分(  10%)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S5
 聲稱電池容量(mAh)：2,8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或12◆)  充電器(12)

 電池零售價：$269

8. Sony Xperia Z2
 聲稱電池容量(mAh)：3,2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180(+$150檢查費)

1. Apple iPhone 5S
 聲稱電池容量(mAh)：1,56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50分
5小時03分(  13%)

4小時23分
3小時46分(  14%)

8小時40分
8小時23分(  3%)

6小時27分
5小時51分(  9%)

5小時44分
5小時19分(  7%)

2. 華為 Huawei Ascend P7
 聲稱電池容量(mAh)：2,5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4. LG G2
 聲稱電池容量(mAh)：3,0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 Motorola Moto G
 聲稱電池容量(mAh)：2,07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200(+$120檢查費)

3. LG G Flex
 聲稱電池容量(mAh)：3,5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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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8 款智能手機及
6 款平板電腦的電池

測試了14款本港有售的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的電池，由於長達7個月的耐用程

度測試於去年年中開始，因此在本報告出

版時市面多數已有更新的產品型號。13款

樣本（#7除外）配備不可拆卸的內置可充

電式鋰電池，一旦電池性能下降或失效，用

戶需要經由代理商更換電池。至於充電配

件，除了「Motorola」（#5）以外，全部樣本

都有附送USB電源供應器，測試時盡量以

原裝配件進行。

測試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

（ICRT）統籌，委託一所歐洲檢定中心，透

過重複使用及充電，不斷量度電池樣本在

表現上的變化。

模擬日常使用
試驗人員利用加速測試模擬樣本2

年內的使用情況，不斷用樣本透過Wi-Fi以

最大亮度串流高清播放網上的視頻片段，

當電池儲電量下降至出現剩餘20%警示

的水平時，會利用附送的電源供應器充電，

「Motorola」（#5）則以一通用的USB電源

供應器充電。充電期間樣本持續播片，畫

面亮度則盡量調暗以加快充電速度。電池

充滿後，暫停所有進行中的程式30分鐘，

讓樣本及電池小休後再恢復測試。過程中

定時量度及記錄充電時間、操作時間及充

電次數。

假設正常使用手機及平板電腦需要

隔日充電1次計算，試驗人員特別記錄最初

的使用時間及模擬的第6、第12、第18及第

24個月後的電池操作時間，比較樣本期間

的操作時間，以瞭解充電次數對電池表現

長遠的影響。結果發現，隨着電池樣本的

充電次數增加，操作時間略見下降，不過大

部分都不少於最高值的85%，即是使用2

年後電池耐力沒有明顯下跌，表現不俗。

智能手機最長使用時間由
4 個半小時至 9 個半小時

測試發現，手機樣本的最長使用時

間相差頗遠，最短的是「華為」（#2），只有

約4個半小時，最長的是「三星」Galaxy	S5

（#7），可使用9個半小時，而兩者的聲稱

電池容量分別是2,500mAh及2,800mAh，

差別不大。「Motorola」（#5）與「Nokia」

（#6）的聲稱電池容量非常接近，均為約

2,000mAh，但後者的最長使用時間是8小

時10分鐘，前者則僅可使用5小時44分鐘。

在整個測試期間，8款手機的使用時

間下跌幅度由3%至20%，差異頗大。「LG」

G	Flex（#3）聲稱有smartly	powered	battery

（智能供電電池）功能，指可更快充電及更

耐用，該樣本在整個測試期間使用時間的

高低偏差只有3%；「Nokia」（#6）的使用時

間則由8小時10分鐘跌至6小時32分鐘，少

了個半小時有多。

測試後  2 款平板電腦的使用
時間少了接近 1小時

平板電腦的最長使用時間差別相對

較小，最短的是「LG」GPad	8.3（#12），

為5小時11分鐘，最長的是「Microsoft」

（#13），可使用7小時23分鐘。

在整個測試期間，6款平板電腦的使

用時間下跌幅度則由5%至14%，同樣差異

頗大。以「Apple」iPad	Air（#10）的使用時

充電式鋰電池的優點
充電式鋰電池的物料分為鋰離子

（Lithium-Ion）或鋰聚合物（Lithium-

Polymer），都已成為流動產品電源的

主流。鋰（Lithium）的原子序為3，以同

一原子數量的金屬離子計，用鋰製造

的電池物料所製成的電池比用上其他

金屬的輕，所以它較鎳氫電池輕巧；也

因為其特殊的原子結構，鋰金屬電解

反應產生的電壓亦比其他金屬高，以

致單一鋰電池已可輸出達3.8V電壓，

為鎳製充電池的3倍以上，有利於達

至較高的能量密度，儲電能量大大

增加，可提升有關產品的續航力。

更重要的是鋰電池較少受

電池記憶反應（memory	 effect）

影響，以前的充電池（例如鎳鎘電

池）可能充電不久便已充滿，但使

用時間同樣短暫，原因是電池中

並非全部物質都處於活躍狀態，

需要透過重複完全充電放電令電

池復原。此外，鋰電池的自然放

電（self-discharge）比鎳氫電池

慢，故電量可維持較持久。

以測試樣本透過 Wi-Fi 串流高清播放網上視頻片段，

量度器材的電池的表現和變化。

6. Nokia Lumia 1020
 聲稱電池容量(mAh)：2,0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8小時10分
6小時32分(  20%)

9小時31分
8小時22分(  12%)

6小時56分
6小時15分(  10%)

7. 三星 Samsung Galaxy S5
 聲稱電池容量(mAh)：2,8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或12◆)  充電器(12)

 電池零售價：$269

8. Sony Xperia Z2
 聲稱電池容量(mAh)：3,2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180(+$150檢查費)

1. Apple iPhone 5S
 聲稱電池容量(mAh)：1,56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50分
5小時03分(  13%)

4小時23分
3小時46分(  14%)

8小時40分
8小時23分(  3%)

6小時27分
5小時51分(  9%)

5小時44分
5小時19分(  7%)

2. 華為 Huawei Ascend P7
 聲稱電池容量(mAh)：2,5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4. LG G2
 聲稱電池容量(mAh)：3,0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 Motorola Moto G
 聲稱電池容量(mAh)：2,07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6)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200(+$120檢查費)

3. LG G Flex
 聲稱電池容量(mAh)：3,5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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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6小時17分
5小時59分(  5%)

10. Apple iPad Air
 聲稱電池容量(mAh)：8,6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48分
5小時20分(  8%)

11. 華碩 Asus MemoPad
 聲稱電池容量(mAh)：6,76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7小時23分
6小時28分(  12%)

13. Microsoft Surface 2
 聲稱電池容量(mAh)：4,000, 7.6V✽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1,600(整機更換)

6小時27分
5小時32分(  14%)

14.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4
 聲稱電池容量(mAh)：6,8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或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340

6小時22分
5小時52分(  8%)

9. Acer Iconia A3
 聲稱電池容量(mAh)：7,3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11分
4小時35分(  12%)

12. LG GPad 8.3
 聲稱電池容量(mAh)：4,6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個樣本）表明電池的保用期僅6個月，其他

代理商沒此聲明，即電池可跟機同獲1年保

用，不過不少代理商都設附帶條件指出不

保包括電池等配件的自然耗損，即是說這

些配件在正常使用下出現的老化及耗損，

用戶未必得到免費維修或更換，消費者需

注意。

可拆式電池的保用期
或較內置式的短

「Sony」（#8）的代理商表示其測試

樣本的內置式電池可跟機保用，而隨電話

附送的配件，例如充電器及用於其他電話

型號的可拆式電池，只有6個月保用。不過

這些配件都較易自行購買更換，也有不少

代用產品，用戶的選擇較多。

間變化較小，長期使用後，使用時間由6小

時17分鐘跌至5小時59分鐘，只少了18分

鐘，跌幅僅為5%。

跌幅最大的是「三星」Galaxy	Tab4

（＃14），使用時間由6小時27分鐘跌至5

小時32分鐘；而「Microsoft」（#13）的使用

時間則由7小時23分鐘跌至6小時28分鐘，

兩者的使用時間均少了接近1小時。

使用時間長短
受不同因素影響

影響實際使用時間的因素很多，

譬如屏幕愈大用電愈多。是次樣本的

電池容量由1,560mAh至8,600mAh，

「Microsof t」（#13）的容量雖然只有

4,000mAh，但電池電壓為7.6V，是正常

約3.8V的兩倍，能量也按比例遞增，因此

有時類似的電池容量會以Wh標示，方便

比較不同電壓電池的電能存量。另外運算

亦需耗電，速度愈快耗電亦愈多，多核心

處理器若同時運算，耗電也較多。

現時用家多花上不少時間使用智能

手機及平板電腦，電池的續航力非常重

要，消費者可參考這次的報告，仔細比較。

電池保用期較短且有限制
本會向有關代理商查詢及/或在樣本

的產品網頁搜集各手機/平板電腦、相應

電池及電源供應器的保用資料。手機和平

板電腦與其他電器產品一樣，本地代理商

多提供最少1年保用。儘管個別代理商會就

大型電器及/或其中的零件，例如馬達及壓

縮機等，提供更長保用，但是次測試的產

品電池保用期則相對短，有4個代理商（7

[1]	 樣本按牌子名稱的英文排序。

[2]	 ✽ 樣本#10及#13 的產品規格並沒有列出電池容量，資料由 ICRT從網上搜集。

	 △	樣本 #11及#12的資料源自其代理商的查詢熱線。

	 ▲	代理商沒有提供充電器保用期資料。

	 ▼	代理商沒有提供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資料。

[3]	 ◆	保用期詳情見「廠商意見」。

註

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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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時17分
5小時59分(  5%)

10. Apple iPad Air
 聲稱電池容量(mAh)：8,6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48分
5小時20分(  8%)

11. 華碩 Asus MemoPad
 聲稱電池容量(mAh)：6,76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7小時23分
6小時28分(  12%)

13. Microsoft Surface 2
 聲稱電池容量(mAh)：4,000, 7.6V✽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1,600(整機更換)

6小時27分
5小時32分(  14%)

14. 三星 Samsung Galaxy Tab4
 聲稱電池容量(mAh)：6,8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或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340

6小時22分
5小時52分(  8%)

9. Acer Iconia A3
 聲稱電池容量(mAh)：7,3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12)  充電器(12)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5小時11分
4小時35分(  12%)

12. LG GPad 8.3
 聲稱電池容量(mAh)：4,600

 最長使用時間：

 最短使用時間：

 保用期(月)：電池(6△) ▲
 保用期後電池維修費：▼

能否維修或更換電池？
保用期後要維修或更換電池，回覆

的費用為$269至$1,600，其中個別維修商

須先收取檢查費（一般約百多元），最後維

修與否均不獲退回，「Microsoft」（#13）的

代理商稱不會替用戶維修，用戶如果於保

用期內需要維修電池，只能免費換取另一

部機，如果電池在保用期後出現問題便要

支付較高費用更換另一部機。另有代理商

指要視乎實際情況報價，故未能回應。

電源供應器多為 USB 格式
除了「Microsoft」（#13）以外，全

部樣本均可以USB的5V輸出充電，即使

本身的供應器失效，亦較易利用電腦或通

用電源供應器充電。#13的電池及充電設

計與其他樣本有別，其供應器的額定輸出

電壓及電流分別為12V及2A，充電接頭亦

較特別，用戶多半要向代理商購買電源供

應器。「Motoro la」（#5）的歐洲供應商

未有附送電源供應器，但現時USB充電

器已非常普及，無論是為環保抑或減低成

本，做法都值得借鏡。

使用電池的小貼士
●	 盡量在購買時檢視電池的生產日期（如

有）；電池使用與否也會自然老化，因此

不宜購買久存在貨架的電池；

●	 初次使用前，最好把電池完全充滿，方

開始正常使用；

●	 電池應儲存在陰涼的地方以減緩老化

過程，也應該避免在極端氣候下使用，

例如0℃以下或35℃以上；在高溫環境

下應避免作高耗電量應用，例如在沙灘

上長時間玩電子遊戲；

●	 在炎熱的日子，不要把電子產品放在汽

車表板上或擋風玻璃下可被陽光直曬

的熱點；

●	 避免讓電池完全放電，當電量減少到

20%或15%時應盡快充電；

●	 充電時關上電子裝置，可在較短時間內

充起電池；

●	 如果電池或電子產品將會閑置一段

較長時間，最好把電池放電或充電至

40%電量，避免將完全充電狀態的電

子產品儲藏。

廠商意見
「三星」（#7及#14）的代理商表示，

由2015年4月1日起購買之手機或平板電腦

產品，機內及盒內附帶的電池享有12個月

保用期。	

歐盟規定電器須有最少 2 年保用
根據歐盟有關消費品銷售及相關保證的指令（1999/44/EC	Directive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ale	of	consumer	goods	and	associated	guarantees），消費者有權在購

入產品2年內就不符合銷售合同要求的消費品，包括電器及電子產品，向銷售商追討。消

費者可先要求免費維修產品，若情況未有改善，便可要求更換甚至退款，指令有助加強

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參與是次測試的歐洲消費者組織發現，個別代理商為產品電池提

供少於2年保用，正在與有關商戶跟進，爭取電池保用應與一般產品看齊。

延長保用有助減廢環保
產品自生產、售賣、使用以至棄置，不論是生產商、代理商抑或消費者都須負上

產品對環境影響的責任；較長的保用期讓消費者可盡量維修仍可繼續使用的產品，減

少廢棄物。保用期過後的維修費影響消費者的維修意慾，費用太高會令消費者傾向購

買新產品，丟棄失效的產品，不符合「可持續消費」原則。此外，有維修商要求收取檢

查費，儘管費用可能在進行維修時扣減，卻已令不少用戶打消維修念頭。

可考慮另類維修門路
是次測試的樣本多屬內置式電池，電池一旦失效便難以自行更換，並非如

「三星」Galaxy	S5（#7）般採用可拆式電池，購買新電池更換便可繼續使用。產

品保用期過後，即使認為代理商的維修費用高，用戶也不宜輕易放棄維修。本港

一些專售電話及電腦的商場有不少維修服務提供者，若然需要維修的型號屬熱

門類別，服務提供者可能長備所需零件，用戶可馬上取機，費用亦可能較便宜。

若用戶的手機或電腦內有個人機密資料，維修前最好先備份再刪除，有可拆式

記憶卡的亦要拔出，避免私隱外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