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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最
高
可
达

运行《战意》 时 FPS

高出多达 45%

比使用 3 年的旧 PC 。¹

2.7 倍
最
高
可
达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可将大数据量

素材库的加载、编辑和渲染速度

提升多达 2.7 倍。²

最强大的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前所未有的强大性能
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台式机处理器

¹ 使用《战意》的 FPS 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处理器与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6700K 处理器。

² 使用 Star Trails 工作负载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仅机械硬盘）与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处理器（机械硬盘 + 64GB 英特尔® 傲腾™ 内存模块）。

性能结果基于 2018 年 10 月 4 日的测试，可能无法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披露。任何产品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

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http://stwb.co/zhpuzs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technology-provider/products-and-solutions/9th-generation-intel-core-processors/desktop-processors-intro-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processors/core/9th-gen-core-desktop-brief.html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游戏
最多支持 8 个内核和 16 个线程，

在直播和录制时享受出色的游戏性能。

超频
借助 Solder Thermal Interface Material 

(STIM)、改进的超频⁴ 定制和增强的

英特尔® Extreme Tuning Utility

（英特尔® XTU）等全新增强特性，

自信实施超频⁴。

创作
使用如今的顶级工具获得所需的性能，

高效地进行创作、编辑和共享。

全新高性能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6 个内核 / 6 个线程 / 9 MB 高速缓存
高达 4.6 GHz

照片编辑的完美之选— 性能较上一代提升
20%。¹

8 个内核 / 8 个线程 / 12 MB 高速缓存
高达 4.9 GHz

Adobe Premiere* 上的视频编辑性能
比上一代提升多达 34%。²

8 个内核 / 16 个线程 / 16 MB 高速缓存
高达 5.0 GHz

首个未锁频英特尔® 酷睿™ i9 主流台式机
处理器
运行《全面战争：战锤 Ii》时 FPS 
比使用 3 年的电脑高 40%。³

多达 8 个内核 /

16 个线程
多达 40 个平台 PCIe* 通道 高达 5.0 GHZ

性能结果基于 2018 年 10 月 4 日的测试，可能无法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披露。任何产品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

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¹ 使用 Adobe Lightroom 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与第八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8700K 处理器。

² 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与第八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8700K 处理器。

³ 使用《全面战争：战锤 II》（Skaven 实验室模式） FPS 工作负载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与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6700K 处理器。

⁴ 更改时钟频率或电压可能会损坏处理器和其他系统组件，或者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也可能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如果处理器不在既定规格范围内操作，则不适用产品保修。

请咨询您的系统和组件制造商，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高达 5 Ghz 的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将性能提升到新高度

多达 40 个平台 PCIe 通道意味着可灵活添加更多硬件和外设。¹ 使用运行《战意》时的 FPS 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与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6700K 处理器。

² 使用《坦克世界 enCore》演示应用工作负载测量，比较了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9-9900K 与第六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6700K 处理器。

最
高

可
达 运行《战意》 时

FPS 高出多达 45%¹

比使用 3 年的旧 PC

最
高

可
达 运行 《坦克世界 enCore》的

性能高出多达 37%²

比使用 3 年的旧 PC

• 8 个内核
• 16 个线程
• 高达 5Ghz 和 16 MB 高速缓存
• 40 个平台 PCIe 通道
• 采用 STIM 构建

第九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提供出色的游戏性能
• 畅享卓越的游戏、录制和直播体验

• 利用英特尔® 快速视频同步技术进行直播、内容捕捉和多任务处理

•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可更快速地加载和启动您最常玩的游戏

全新水平的游戏体验

性能结果基于 2018 年 10 月 4 日的测试，可能无法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披露。任何产品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

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

请访问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8 核配置与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支持 16 路多任务处理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未锁频第九代智能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为您提供强大性能

散热管理
散热管理对于任何超频的成功都

至关重要。¹STIM 可帮助最大限度地

将热量传递到散热解决方案。

增强工具
借助英特尔® Extreme Memory 

Profile（英特尔® XMP）和

英特尔® Extreme Tuning Utility

（英特尔® XTU）等增强工具，

自信实施超频。

¹ 更改时钟频率或电压可能会损坏处理器和其他系统组件，或者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也可能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如果处理器不在既定规格范围内操作，则不适用产品保修。

请咨询您的系统和组件制造商，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高达 5.0 GHZ
高达 5 GHz 的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2.0 

可在您最需要时提供最佳性能。

采用 STIM 和增强超频¹实用程序，可帮助最大限度提高性能。

散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