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企业环境中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m 
系列 博锐™ 处理器与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产品家族之间的区别。 

移动性 
VS 性能
选择最合适的
商用处理器



出色的工作效率 

相比于老旧设备，这款高性能平台可将工作效率提高 2.5 

倍、将图形质量提高 30 倍，并将电池续航时间延长 3 

倍。1 此外，随着一体机、高端笔记本电脑、超极本™、

迷你 PC 和工作站等产品的不断增多，客户能够更加轻松

地找到可提供出色响应能力和震撼视效的系统，以完成最

苛刻的任务。 

选择更好的或最好的 
 

对于需要强劲性能以运行计算密集型应用，而且偶尔改变

办公场所（比如从办公桌移至会议室）的用户，为他们选

择基于英特尔® 酷睿™ i5 博锐™ 处理器的设备。如果员工

需要更强大的性能处理繁重的工作负载，那么基于英特尔® 

酷睿™ i7 博锐™ 处理器的强大设备将是最佳选择。 

高达2.5倍
工作效率提升

2

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企业需要不断地寻找创新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和 

英特尔® 酷睿™ m 系列博锐™ 处理器产品家族为企业变革工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您的客户选择最合适的处理

器取决于他们的性能需求或移动性需求。

专为实现出色性能而构建 
如果您需要强劲性能满足业务需求，那么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将是不二之选。

（相比使用五年的设备）1



专为移动办公打造
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m 系列博锐™ 处理器可提供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支持各种外形，面向移动办公需求极高

的使用案例进行了优化，适用于经常出差的用户以及用户需要频繁移动的协作式工作环境。 

无风扇设计，无拘无束  
 

高能效英特尔® 酷睿™ m 系列博锐™ 处理器仅需 4.5 瓦功

率，可支持各种强大的无风扇移动设备。4 时尚笔记本电

脑、2 合 1 设备和超极本™ 可供任意选择，相比于老旧设

备，它们的厚度最高降至 1/3，重量降低了 50%。5 借助

这种出色的便携性，员工可随时随地保持高工作效率！

长时间保持高效工作 
 

这款独特的低功耗处理器仅充电一次，就可提供长达 8 

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 — 完全无需舍弃任何功能。2 凭借

提升高达 1.9 倍的 Web 应用质量、2 倍的照片编辑速度

和 2.1 倍的办公效率，用户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连接互联

网，并快速访问重要的文档和软件，无论在何处办公。3

50%
重量减少

厚度降低至 1/38
3

成就极致的移动办公体验5
电池单次充电续航时间2

高 
达 小时



两个超凡的处理器产品家族
两个处理器产品家族均配备了英特尔® 博锐™ 技术，可有效弥合用户需求与 IT 需求之间的鸿沟。

无线协作 
 

支持最新无线功能，显著提高工作场所的工作效率和协作

效率。英特尔® Pro 无线显示技术支持用户通过各种设备

（从企业设备到会议室显示屏）投影和展示内容，无需使

用适配器。此外，英特尔® 无线坞站支持用户自动连接外

设，比如显示器和键盘，无需插入操作。 

安全于芯 
 

这一代处理器可提供企业级特性，以最大限度地缩短用户

设备的停机时间，并帮助 IT 部门简化管理流程。尽管强

大的安全特性可帮助保护用户身份和抵御恶意软件，但 

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可实现无缝远程管理，以便 IT 人员

从任意位置对设备进行追踪和管理。 

4更出色的工作方式：intel.com/betterwaytowork

借助具备卓越移动性的英特尔® 酷睿™ m 系列博锐™ 处理器和具备 
超凡性能的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改造工作场所。 

https://www-ssl.intel.com/content/www/us/en/enterprise-security/a-better-way-to-work.html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载可能仅在英特尔® 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均采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系
统及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它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它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如欲
了解完整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英特尔® 技术可能要求激活支持的硬件、特定软件或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
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www.intel.cn，了解更多信息。

1. 工作效率采用 SYSmark* 2014 测量。该性能指标评测由 BAPCo* 联盟设计，可测量 Microsoft Excel* 和 Adobe Acrobat* 等常用办公应用的性能。更多信息敬请登录 
www.bapco.com。图形性能通过可测量 DX-10 游戏性能的 3D 图形性能指标评测 3DMark* Cloud Gate 图形测试进行测量。更多信息敬请登录 www.futuremark.com。电
池续航时间在进行高清视频播放时测量得出（对比使用五年的系统）。

配置：英特尔参考平台为新系统样机。系统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在设计上各不相同，因此性能也有所差异。英特尔参考平台搭载英特尔® 酷睿™ i5-6200U 处理器，PL1=15W 
TDP，2C4T，可睿频至 3.4GHz/3.2GHz。内存：2x4GB DDR4-2133。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SSD）显示屏：1920x1080 分辨率。显卡驱动程序：15.40.4225。
电池：43WHr。操作系统：Windows® 10。已使用 5 年的 Acer Aspire* 1830T 搭载英特尔® 酷睿™ i5-520UM 处理器（1.06GHz — 最高可达 1.86GHz，2C4T，3MB）。
内存：4GB DDR3 1600MHz。存储：500GB 硬盘。显示屏：11 英寸，1366x768 分辨率。电池：63WHr。操作系统：Windows* 7。

2. 通过本地全高清视频播放至电池量耗尽进行测量。新系统：基于英特尔® 酷睿™ M-5Y70 处理器的英特尔参考平台和 OEM 预生产平台，以使用四年以上的系统为基准：基于
英特尔® 酷睿™ i5-520UM 处理器的 OEM 系统。

3. Web 应用使用 WebXPRT* 2013 进行测量。英特尔不仅是 BenchmarkXPRT 开发社区的赞助商和成员，而且是 XPRT 性能指标评测系列的主要开发商。Principled 
Technologies 是 XPRT 性能指标评测系列的出版商。照片编辑使用 Adobe Photoshop CC* 2014 Photo Editing 进行测量。基于 SYSmark* 2014 预估工作效率。

配置：英特尔® 酷睿™ M-5Y70 处理器（高达 2.60GHz，4T/2C，4M 高速缓存）。电池续航时间测量在英特尔参考平台和 OEM 预生产平台上进行。其他性能测量在在英特尔 
参考平台上进行。英特尔参考平台：4.5W 热设计功耗。BIOS：v80.1。显卡：英特尔® 高清显卡（驱动程序版本 15.36.3650）。内存：4GB（2x2GB）双通道 LPDDR3-1600。 
固态盘：英特尔® 160GB。操作系统：Windows* 8.1 Update RTM。系统电源管理策略：直流平衡 — 支持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交流平衡 — 支持测量性能。无线：启用并连
接。电池大小假设：35WHr。OEM 预生产平台：OEM BIOS 显卡：英特尔® 高清显卡（驱动程序版本 10.18.10.3907）。内存：8GB (2x4GB) 双通道 LPDDR3-1600。固态 
盘：英特尔® 256GB。操作系统：Windows* 8.1 Update RTM。系统电源管理策略：直流平衡。无线：启用并连接。电池大小：35WHr。前代：英特尔® 酷睿™ i5-4302Y 
（最高 2.30GHz，4T/2C，3M 高速缓存），英特尔参考平台。4.5W 场景设计功耗。BIOS：WTM 137。显卡：英特尔® 高清显卡（驱动程序版本 15.36.3650）。内存：4 
GB（2x2GB）双通道 LPDDR3-1600。固态盘：英特尔® 160GB。操作系统：Windows* 8.1 Update RTM。系统电源管理策略：直流平衡 - 以支持测量电池续航时间，交流平
衡 — 以支持测量性能。无线：启用并连接。电池大小假设：35WHr。

4. 资料来源：“产品规格”：intel.cn/corem。2016 年 1 月

5. 资料来源：英特尔。对比使用 4 年的 PC。新系统：采用英特尔® 酷睿™ i5-4200U 处理器的 OEM 系统。使用时间超过 4 年的系统：采用英特尔® 酷睿™ 2 双核处理器 P8600 
的 OEM 系统。配置详情如下所示：

第四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5-4200U 处理器（高达 2.60GHz，4T/2C，3M 高速缓存）：搭载于 OEM 平台。BIOS：OEM。显卡：英特尔® 高清显卡（驱动程序版本 
9.18.10.3071）。内存：4GB (2x2GB) 双通道 DDR3L-1600 11-11-11-28。固态盘：Liteonit* LMT-128M6M 128GB。操作系统：Windows* 8 6.2 Build 9200。系统电源
管理策略：平衡。无线：启用并连接。

英特尔® 酷睿™ 2 双核处理器 P8600（2.40GHz，2T/2C，3M 高速缓存，1066 MHz FSB）：搭载于 OEM 平台。BIOS：OEM。显卡：英特尔® GMA X4500HD（驱动程
序版本 8.15.10.2555）。分辨率：1366x768。内存：4GB（2x2GB）Micron* DDR3 1066 7-7-7-20。机械硬盘：英特尔® Hitachi* HTS543232L9A300 320GB 5400 rpm 
16MB 高速缓存。操作系统：Windows* 7 Ultimate 6.1 Build 7601。系统电源管理策略：Windows 默认。LCD 大小：15.5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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