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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达成绿色产品认证合作安排
UL 与国家认监委在绿色产品认证领域签署合作协议
UL and the U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L LLC © 2016

2016 年 9 月国家认监委与美国安全检测
实验室（UL）在京签署绿色产品认证领
域合作安排文件，共同推动中美绿色产
品检测认证结果采信与互认，这是中美
投资谈判中着眼于双方共同关注点达成
的早期收获成果，对于深化中美在绿色
发展领域的合作互信、提升两国贸易便
利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质检总局

副局长、国家认监委主任孙大伟，美国
UL 总裁伟廉仕出席签约仪式。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英文简称 UL）成立
于 1894 年，是全球知名的检验检测认证
机构。UL 制定了 1500 多种产品标准，其
中 70％被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承认
为美国国家标准，其合格评定结果为美国

政府部门广泛采信，并在国际上得到普遍
承认。UL 开展认证的产品达 2 万多种，
每年全球约有 220 多亿件商品加贴 UL 标
识。在绿色产品领域，UL 具有标准制定、
检测能力、认证服务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及
丰富经验，目前 UL 开展的绿色产品认证
有 200 余类，覆盖产品 1 万余种，是国际
领先的绿色产品标准开发与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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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卫军（左）与 UL 高级副总裁，环境健康与创新发展事业部总裁周威方（右）
签署绿色产品认证领域的合作安排

续前页
国家认监委曾于 2006 年与 UL 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在两国贸易商品的工厂检查、口

欢迎 UL 参与中国绿色产品合格评定程序

岸查验等方面相互提供便利安排。此次合作安排是双方在绿色产品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

的制定，推动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的

领域。

国际化进程。

根据合作安排，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UL 与中方指定机构共同就绿色产品认证

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体系建设开展研究，开发绿色认证项目，并探讨和推动在相关领域及产品类别上开展

方案》提出“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互认合作；相互通报绿色产品认证、检测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等信息，彼此分享在绿

认证、标识等体系”，《中央深化改革领

色产品认证和检测业务领域的优良实践经验，开展人员培训及技术交流；此外，中方

导小组 2016 年工作要点》将“整合绿色
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列为今年重点改
革任务。目前，质检总局、认监委正在积
极推进绿色产品认证、标识整合工作，可
望于年内完成整合方案。中美达成绿色产
品认证合作安排，将有力推动我国绿色产
品认证制度与国际接轨，为我国绿色产品
获得国际互认提供有利条件，有利于争取
我国在绿色产品标准规范、贸易规则等方
面的国际话语权；同时，有助于深化中美
两国在合格评定领域合作互信，为双方达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孙大伟（右）与 UL
总裁伟廉仕（左）亲切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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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绿色产品贸易便利化安排、减少美方“绿
色壁垒”奠定基础。

封面故事

UL 正式启用亚太区安防产品测试中心
让厂商省下一半的认证时程以更快获取商机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成为今日各大
产业寻求升级的火热议题，在这之中又以
智能家居 (Smart Home) 的发展最引人瞩
目，并成为各厂家在全球重要展会上的展
示亮点。向来被视为科技风向标的美国消
费电子展 (CES)，今年的智能家居依旧大
放异彩，且在新品万象中更加突显庞大商
机。受一波波智能家居热潮的影响，全球
安防设备市场也悄然地快速成长。根据
市场调查机构 Memoori 最新报告指出，
2015 年全球安防设备市场高达 272.5 亿美
元，预估 2016 年可望成长 8%，2020 年
则将预计达到 420 亿美元。
这 其 中， 视 频 监 控 产 品 在 2015 年 的 市
场占比最大，防盗警报与门禁系统分居
二、 三， 占 有 全 球 安 防 市 场 的 23.5% 及
22.5%，通过该报告的进一步分析，未来
门禁系统市场更将保持 10% 的上升态势；
另据 ASMA 统计，2015 全球前 50 大安防
企业中，亚洲区占额逾半。

类别

性能

耐久性

环境
适应性

UL 启用亚太区首座安防产品
卓越测试中心

测试名称

为何进行测试

正常操作测试
Normal Operation Test

确认产品的实际操作与功能一如说明书的
宣告

输入 / 输出瞬态脉冲测试
Input / Output Transient Test

确认产品在输入 / 输出线路在承受瞬态脉
冲期间与之后，其功能不受影响

供电线路瞬态脉冲测试
Supply Line Transient Test

确认产品在供电线路在承受瞬态脉冲期间
与之后，其功能不受影响

内部瞬态浪涌测试
Internally Induced Transient Test

确认产品在启动 / 关闭时在承受瞬态浪涌
期间与之后，其功能不受影响

耐久性试验
Endurance Test

确认产品在长时间连续周期操作后，其功
能不受影响

超载测试
Overload Test

确认产品在输入 / 输出超载情况下，其功
能不受影响

潮态测试
Humidity Test

确认产品在高湿环境下，其功能不受影响

高低温测试
Variable Ambient Test

确认产品在高低温环境下，其功能不受影响

最低工作信号强度测试
Reference Level Determination Test

确认产品可以接收 / 传输的最低信号强度

抗干扰测试
Interference Immunity Test

确认产品在静态与噪声状况下，其功能不
受影响

频率选择测试
Frequency Selectivity Test

确认产品无线频率的兼容性

报警时间确认测试
Time to Report Alarm Test

确认产品传输警报信号的时效性

失效信号发射器测试
Inoperative Transmitter Reporting Test

确认产品识别发射器掉线的时效性

为满足安防产品日渐增加的贸易需求，以
及厂商力求快速进入国际市场的要求，
UL 宣布在台湾成立第一座、同时也是 UL
在亚洲唯一的安防产品卓越测试中心，专
注于提供全方位的门禁系统与防盗警报等
安防产品测试服务。该测试中心的服务将
以台湾为核心，向外辐射至整个亚太地区，
凭借各分支工程团队的互作模式，以零时
差的本地化服务，全力配合本地的商业发
展，强调以极具竞争的测试时程，协助本
地厂商通过国际第三方认证的保障，创造
产品差异性，进一步外销北美市场并拓展
战线到新兴市场。

UL 在台湾设立的测试中心已通过技术审核，可正式执行安防产品的性能等相关测试，
足以全面支持亚太区企业及时完成测试认证项目，让相关产品及时进入北美和其他市场。

UL 汇整了安防产品在性能等相关方面，
较为常见的测试项目如下表。

针对生命安全服务，UL 同时力推《电子安防系统认证服务》，敬请翻阅本刊页 20-21 的《服
务放大镜》，了解更多。

电磁
兼容性

信号冲突 / 信号错误 / 信号输出 / 信号接收 确认产品系统运作时，信号信号冲突状况
Clash / Error (Falsing) Rate / Throughput 的机率、错误信号接收比率、正确信号传
Rate
输率
信号传输最大持续期间
Maximum Duration of Transmission

确认信号传输最大持续时间

电池状态指示
Battery Status Indication

确认发射器电池状态监督与显示功能

无线信号发射器稳定测试
Transmitter Stability Tests

确认无线发射器在高 / 低温状况下的性能

无线信号发射器加速老化测试
Transmitter Accelerated Aging Test

利用加速老化方式，确认无线发射器在使
用一定时间后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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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服务

UL 向市场推出全新检测验证标志
为产品的营销宣告验明正身，自信实现差异化营销
当今全球各地在发生消费行为时，需求正转向更多、更透明的品牌信息！然而市场上相互较劲的商品为了取
胜，往往会运用各种营销语言，于是五花八门的营销宣告 (Marketing Claim) 充斥市场，使人无所适从。因此，
对营销宣告加以验证成为买家与消费者采购流程越来越看重的环节。

认识全新检测验证标志
UL 检测验证标志为一独特且区别化的标志，可差异化您的品牌，其中包括三大基本元素：

2 UL 检测验证过的营销宣告
Claim language
goes here.

1 “Verified”文字

讨论您的
营销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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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独特标识符

共同发展协定

测试 / 评估
营销宣告

宣传通过
测试验证

市场监督 /
标志期限管理

全新服务

UL 检测验证服务 (UL Verification) ，是针对公司或厂商为其产品
所标示的营销宣告，如：性能表现、质量、功能等宣称，提供独
立、客观且以科学为根基的第三方检测验证。
对于品牌商与制造商而言，一旦拥有具备高度公信力的 UL 检测
验证标志，将能突显产品差异化的优势，得以在市场的一片厮杀
中特立突围，抢下买家的采购先机，同时掳获消费者的信赖与青
睐；而对于消费者来说，随着营销与广告的蓬勃发展，市面上的
产品多附加了琳琅满目、自行宣称的效果或功能，却往往无从辨
别其真伪，UL 检测验证标志即可帮助他们辨识产品广告陈述的
真实性。

四大特色成就 UL 检测验证服务
UL 所发出的每一个检测验证标志都代表着产品、流程、系统或
设备，符合某项具科学基础的特定协定 (Protocol)。一旦获得 UL
检测验证标志，制造商将拥有清晰可信的差异性优势，买家也
能因此对于花钱购买的商品产生信心。为何 UL 检测验证标志在
高度竞争市场对于急欲开创商品独特价值的企业更显重要？正
因为该标志所植入的四大特色能够满足企业诉求，帮助直达商
业的成功：

标志具竞争优势并言之确凿 ── UL 的检测验证标志上，包含
通过检测验证的营销宣告陈述，并有独特标识符，使买家能够查
询有关该宣告的更多信息。

营销宣告的区别化与可信证明 ── 独立、客观、以科学为根基
的检测验证，确认并传递营销宣告的正确真实性。

促使采购过程自信、简单 ── 帮助客户在采购时更容易做决策，
并得以传达可靠、性能与特色优势给其客户及消费者。

差异化的检测验证服务 ── 以严谨的科学为后盾，UL 为产品的

了解更多 UL 检测验证服务，立即点击 verify.UL.com。

广告及宣传声明确认其真实性，提供一个辨别事实与虚构的可信
依据。

精选问答
Q1. UL 检测验证标志服务与标志所适用的对象有哪些？
A1. 除了产品，UL 还可为系统、设备、软件、流程等的营销宣告
进行检测验证。
Q2. 该如何取得检测验证标志？
A2. UL 所发展的标准化和 / 或现成可用的验证计划，可随时提供
服务；除此之外，UL 也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打造定制化的
服务。无论服务类型，UL 都会基于严谨、独立、可靠、可重复
的流程，来判定客户宣称的营销宣告是否真实正确。客户一旦通
过 UL 评估，所获的检测验证标志将可用在产品上、产品包装上、
以及带有 UL 检测验证声明的产品、流程、系统或设备相关的广
告与文宣品上，以进行后续的广泛宣传。
Q3. 新标志与 UL 传统的认证服务及标志的差异？
A3. 新服务旨在用于检验产品的营销宣告是否真实。该标志的使

用可能有到期日，意即标志的使用期限一旦到期就不能再使用，
必须重新申请；但有些特定的检测验证计划，UL 会以后续监督
(Surveillance) 的方式，持续评估其营销宣告是否真实。检测验证
(Verification) 并不能替代认证 (Certification)，也不能用来证明该
声明符合某项法规的要求。
Q4. 可否同时具备 UL 认证标志与 UL 检测验证标志？
A4. 可以。若某项产品也适用于 UL 认证的申请，UL 会建议欲申
请 UL 检测验证的产品，也同时申请 UL 的认证标志。拥有这两种
标志，将更进一步提高产品本身及其品牌的信任度。
Q5. 在哪里找到 UL 检测验证营销宣告相关信息？
A5. 所有的 UL 检测验证营销宣告信息都载录在 verify.UL.com 的
UL 检测验证数据库里。UL 还提供 iOS 应用程序可供下载，请在
App Store 搜寻 “UL 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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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剖析

绝缘系统的 50 天短期评估方案
为客户设想的快速进入市场绝佳渠道
“安全”和“性能可靠性”为用于电动马达 (Electrical Motor)
电 气 绝 缘 系 统 (EIS) 的 基 本 属 性。 在 UL 1004-x 针 对“ 旋 转 马
达”(Rotating Electrical Machines) 系列标准中，要求电气绝缘系
统必须先通过 UL 1446 标准的长时间老化测试，以确保该绝缘材
料在高温下仍然性能良好。尽管上述的要求已经是属于加速老化
的测试流程，然而这项绝缘系统评估仍往往需时九个月以上。
对于制造商而言，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和选用合适的绝缘材料是
成功的两大关键，因此 UL 积极开发可替代绝缘系统传统评估的
方案，可以协助制造商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程缩短至两个月以内。

50 天短期评估概述

需的通用测试模型 ( 又名 Motorette) 样品上。
认证与持续性符合 ── 一旦确认符合 IEC 60335-1 标准中附录 C
的绝缘系统规范，UL 即会核发绝缘系统符合性认证报告，其中
将列出评估过的绝缘材料清单。通过评估的绝缘系统将能通用于
绝缘材料相似的同系列马达产品上。
若该绝缘系统欲持续保有符合标准资格，必须每三年进行重新审
查。UL 将根据 IEC 的做法，在完成材料的重新审查后，将再核发
具备三年时效的认证。重新审查通常包含一套简短的老化测试流
程，以确保绝缘材料和制造工艺仍可被接受。

ANSI/UL/IEC 60335-1 标准中的附录 C 列述马达产品采用该短期
加速老化测试方法 ── 其主要援用 IEC 标准的测试方法，通过
1000 小时的高温老化流程，促使制造商利用更快速便捷的方法，
完成全新或替代性绝缘系统的评估，总计整个评估时程不到两
个月：

启动项目加快产品上市

测试方法 ── 该老化测试必须于六个马达上进行，且需要进行
四个周期。每一周期在测试时都需要堵转，并通过电流提高绕组
温度至客户默认温度等级再加 55℃。在高温下持续 250 小时后，
将样品放置在相对湿度为 93% 的湿度箱内 48 小时。如此四个周
期后施以耐电强度测试 ( 测试电压降为 50%) 和泄漏电流测试 ( 不
超过 0.5mA) 再决定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制造商也可选择更低的
老化温度完成本测试项目，不过会拉长老化时间。由于此测试会
在马达实物上进行，故制造商不需耗费时间与费用在制备测试所

2. 远较传统的 UL 1446 测试方案的费用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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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选用这套绝缘系统的 50 天短期评估方案，可享有的
主要好处如下：
1 . 短期加速老化可将原来需时九个月的评估时程缩为两个月以
内，大幅降低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3. 由于采用实体马达进行测试，故省略了过去样品制备的费用和
时间。
更多方案详情或申请方式，请查阅 www.ul.com/contactus 或联
络大中华区客服部门。

服务剖析

短期评估常见问答
为帮助制造商更快速了解这项服务方案，本文特别汇整以下的常
见问答：
Q1: 可在哪里获得本方案的评估详情？
A1: 请见 ANSI/UL/IEC 60335-1 标准的附录 C《马达的老化测试》。
Q2: 该短期测试可涵盖哪些马达产品？
A2: 额定电压为 1000 伏或以下的散绕绕组马达。
Q3: UL 的测试方案申请流程为何？
A3: 流程十分简单，仅需三步骤：1) 递交短期评估的申请；2) 提
供欲进行评估的马达规格与详细数据，以及使用的所有绝缘材料、
六个马达产品；3) 一旦完成测试且符合要求，UL 即会核发绝缘
系统认证报告。
Q4: 若测试过程中有一个马达不符合要求将如何因应？
A4: UL/IEC 60335-1 标准的附录 C 所明载的测试方法，允许六个
马达能有一个在评估过程中失败，但将需增加一个老化周期，即
必须进行第五个老化周期。
Q5: 能在较低的温度下测试吗？
A5: 客户可选择在较低的温度下测试 ( 最低只能降低测试温度
30℃ )。不过测试温度每降低 10℃，则老化时间需要加倍。
Q6: 测试过程中如何测量马达温度？
A6: UL 将会在转子和定子绕组处测量温度。两个绕组处的温度必
须达到测试所规定的温度。
Q7: 本测试方法能用于发电机吗？
A7: 可用于额定电压为 1000 伏或以下的散绕绕组发电机。

Q8: UL 的认证报告中将纳入哪些信息？
A8: 报告将列入漆包线 (ANSI Type)、绝缘漆、绝缘材料 ( 如槽衬 )、
绑扎带、垫片和其它与漆包线接触的材料等。
Q9: 一个马达可同时评估多个主绝缘材料吗？
A9: 对，一个马达最多可评估两个不同的对地绝缘材料。
Q10: 该如何增加替换材料？
A10: 任何材料都可凭借后续另六个马达的测试进行增加性评估。
针对“次绝缘材料”( 见 UL 1446 表 4.2)，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增加：1)
在后续另六个马达上进行测试，或 2) 按照 UL 1446 进行密封管测
试。但若马达有浸渍树脂或绝缘漆，则 UL 1446 密封管测试将不
适用。
Q11: 若按照 IEC 的测试方法出现不合规情况该如何处理？
A11: 若马达产品未能符合 IEC 测试方法的要求，UL 将会以正式信
件具体描述不符合项目。申请者可选择递交该马达机所用的材料，
依传统的 UL 1446 标准进行测试，或者可变更该马达制作工艺，
再按照 IEC 标准重新测试。
Q12: 采用传统的 UL 1446 长时间老化测试会有什么好处？
A12: 某些制造商仍坚持选择采用 UL 1446 所规范的长时间老化测
试方法，这是由于该法可以在一个测试里就直接同时考虑多个主
绝缘材料 ( 最多达十八个 ) 和多种漆包线。同时，这项长时间老
化测试所考虑的绝缘系统并不是针对具体产品，故可广泛使用于
任何所适用的产品 ( 如变压器、整流器及电磁阀等）。换句话说，
传统的 UL 1446 老化要求虽然时程甚长，却能够为产业人士提供
更灵活与更广泛的终端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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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起跑点，防爆灯具使用 “Type HL” LED 驱动器
本文作者：UL 灯具资深项目工程师刘耀文

UL 启动 LED 驱动器“Type HL”认证方案！现在危险 ( 分级 ) 场

器”的要求，且其相关要求也已纳入 UL 8750 LED 照明产品标

LED 驱动器 (Type HL)，以节省再进行评估的繁琐步骤，促使产

制造商获取更大的市场占有率，且同时能鼓励防爆灯具制造商

所 (Class I, Division 2) 用的灯具产品可直接采用通过 UL 认证的
品更快取得进入市场的凭证。本服务方案不仅能协助 LED 驱动

器制造商抢占更大市场份额，还能使得防爆灯具制造商稳握上
市新机遇。

准的认证要求决议 (CRD) 中，终极的目标包括协助 LED 驱动器
采用足以信赖的“Type HL”LED 驱动器组件，加快产品上市
的速度。这是因为产品一旦附上“Type HL”标示后，将可直
接应用在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的防爆灯具成

品上，大幅降低终端防爆灯具进入产品认证时的不适性机率，
近年来 LED 工业照明在各国政府有心推动 LED 灯具替换的政

故对 LED 驱动器制造商和防爆灯具制造商而言，这套方案将带

策下，不仅成长快速且发展地位益加显著。全球市场研究报告

来双方双赢局面。

TrendForce 旗下的绿能事业处 LEDinside 所发表的《2016 工程

照明防爆灯市场》研究报告即指出，2016 年全球 LED 工业照明

除此之外，标示“Type HL”的 LED 驱动器也可根据其适用需求，

市场规模将达 29.32 亿美元，接着每年的年成长率将超过 15%，

弹性申请列名认证或零部件认可，并被归类在一般场合所用的

并在 2020 年可望达到 52.04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在这其中，

驱动器产品类别中。由于 LED 驱动器被标示为“Type HL”即表

LED 防爆灯市场因受替换需求的驱动，前景最受看好。

示已完成结构审查与温升测试等重要评估项目，因此理所当然
地能够在后续大幅简化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防

为确保在危险场所应用机会不断提高的防爆灯具安全性，UL 在

爆灯具的评估流程，缩短防爆灯具的取证周期。在这其中最值

2015 年即推出危险场所用 LED 驱动器产品标示和认证服务：凡

得一提的是，“Type HL”的 LED 驱动器可帮助消除需进一步确

示可应用在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的产品上。

温度热点议题，避免发生即便采用认证过的一般场合用 LED 驱

通过 UL 测试，产品即可被授权附上“Type HL”的标示，以表

采用 “Type HL” LED 驱动器的优势
“Type HL”LED 驱动器认证方案，主要是参照“Type HL 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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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LED 驱动器在来到最终防爆产品端时，向来被公认最棘手的

动器，却仍常遭遇温度高于原先设计的规格或标准所允许的限
制值等窘况，这是由于此时 LED 驱动器是被安装在防爆灯具的
内部，故会造成 LED 驱动器的温度可能比原先单独认证的温度

还高。

UL 服务

进一步来说，当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的防爆灯
具所采用的 LED 驱动器并不具有“Type HL”标示时，将使得防

爆灯具面临更繁复的成品测试认证流程，如当准备待测样品时，

而当 LED 驱动器一旦具备“Type HL”资格时，就是符合标准对
其结构上的要求：该 LED 驱动器的内部组件为百分之百灌胶，

因 此 LED 驱 动 器 的 内 部 热 点 及 含 有 引 火 (Arcing 与 Sparking

该防爆灯具的认证申请者 (Applicant) 必须另外提供无灌胶 ( 当

Part) 的组件 ( 如继电器及保险丝等 ) 都可被排除，所以应用端

认证项目的 LED 驱动器本身所搭配使用的胶，此乃因为危险 ( 分

组件有无 Arcing 和 Sparking Parts 的审查步骤。

LED 驱动器本身有灌胶的情况下 ) 的 LED 驱动器、以及实际参与
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防爆灯具的温度等级 (Temperature

Class 或 T-Code) 按规定，必须一并考虑 LED 驱动器内部可能
存在的热点，所以防爆灯具在进行温升测试时，就会需要先在
LED 驱动器内部组件的可能热点上布上一些热耦线，接着再用
其所搭配的胶密封完成后才会能开始着手该项测试。

的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防爆灯具即能省略内部

基于本文所提及的种种要点，更加突显“Type HL” LED 驱动器
在危险 ( 分级 ) 场所 (Class I, Division 2) 防爆灯具的应用上将占

有一席之地，有助于大大提升终端产品一次就通过相应防爆标
准的机率，也衬托出这项全新服务的重要性和价值。

服务特讯

UL 成功帮助中国线缆企业进入
日本光伏线缆市场
长期以来，要在全球迥异的法规监管环境中顺利运作，一直是
一项非常复杂且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日本为例，该国的
电器和材料安全法要求制造或欲出口至日本的电线电缆企业，
必须通过当地权威测试机构 – 日本电气安全与环境技术实验室
(JET) 的符合性测试，且须取得该机构核发的符合性证书才能进
入日本市场。
针对全球市场认证的商务需求，UL 向来不遗余力投入资源，以
扩大服务的深度与广度。近来致力于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
的上海玖开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玖开”)，即通过
与 UL 电线电缆部的鼎力协作，取得日本 JET 颁发的光伏 (PV) 线
缆产品 PSE 和 S 标志认证。
早在 2014 年，UL 就积极构建进入日本光伏线缆市场的服务基础
工程。为协助光伏线缆制造商了解日本对该产品安全的做法，UL
为中国企业安排赴日的商务交流行程，包括日本光伏光电展会的
参访及与日本当地顶尖企业的的会晤；接着于中国举办大型的技
术研讨会，并邀请超过 150 位的光伏线缆专家，针对重要议题进
行讨论。

的上海玖开成功拿到 PSE 和 S 标志认证，则是 UL 与
JET 的首次合作。
UL 自上海玖开提出这项符性认证需求时，即动员所
有资源为其提供强大支持，助其克服文化、语言和地
理差异，逐步理解日本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内容，进而
运用专业知识以完成测试要求等。过程中，UL 中国
业务团队偕同日本技术专家与客户、客户的销售等，
不断地就各环节进行全面性的沟通。
凭借实务协作的经验累积，UL 的线缆产品全球认证
服务已在业界深植可靠信誉，深信未来将有更多客户
主动选择 UL 成为产品攻占全球市场的合作伙伴。欲
知更多服务详情，欢迎联络中国销售部：Devin.Bao@
ul.com 或 Eric.Lu@ul.com； 台 湾 地 区 销 售 部：Eliot.
Lee@ul.com 或 Singing.Tsai@ul.com；日本市场的光
伏线缆认证相关信息，可联络专业负责人：Shinya.
Hattori@ul.com。

2015 年在 UL 中日两地团队的通力合作下，极具效率地帮助无锡
鑫宏业线缆有限公司获得 JQA 颁发的首张光伏线缆认证。而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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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电、空调及照明产品上注入功能性安全
本文作者：UL 家电、空调及制冷设备资深项目工程师林宗庆

在科技日趋进步的今天，系统的运作越
来越依靠复杂的硬件和软件，而系统的
安全性最需仰赖系统能正确地响应所输
入的信号。所谓功能性安全 (Functional
Safety) 常被视为一个系统或产品整体安
全最关键的环节，其多半取决于特定命
令和功能是否被正确地执行。随着越来
越多电气、电子和可程序设计电子系统
使用日益复杂的微电子技术和软件，许
多潜在风险或不可预期的危害因此增加，
也使得评估及实现功能性安全的目标较
之以往更具挑战性！

功能性安全的观念建立
首先，我们必须回归什么是危险。产品的
功能设计除了着眼于性能外，用户的安全
更是不容忽视。因此在设计产品前，层
层构建产品可能造成的危险档案，以避免
危害发生日益重要。定义危险分析 (Risk
Analysis) 往往成为最根本，却也最重要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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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何近几年 UL 在给行业忠告与建议时，特别强调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前端设计阶
段，应尽早注入安全的考虑。当制造商思考如何让使用者避免曝露在危险中，除了本身
须强化产品可靠性外，也可参考国际标准中对于产品安全性的规范。由于科技的发展日
新月异，很多产品的功能不单只通过硬件线路来实现，甚至还必须搭配软件的辅助设计，
因此安全的考虑层面就需更加缜密细致。
参照目前国际安全规范，产品易发的危险，进而危害人身安全的种类，不外乎是起火
(Fire)、电击 (Electrical Shock)、能量危害 (Energy Hazards)、机械和热危害 (Mechanical
and Heat Hazards)、辐射危害 (Radiation Hazards) 以及化学危害 (Chemical Hazards) 等。
针对硬件的设计，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零件的特性、寿命等，估算其可靠度；然而软件的
设计中，由于涵盖相当多的变量及不可预期的因子，因此国际标准开始陆续制订软件评
估 (Software Evaluation) 的相应规范，希望通过基本要求，让软件设计也能达到一定的
可靠度。以下为以功能性安全为适用性，常见的软件评估国际标准 – 他们的审核重点都
着重于软件的开发流程 (Software Develop Life Cycle, SDLC)，以确认整个研发过程到每
个环节都确实达到“说写做”一致的精神：
• IEC/UL 60730-1 标准的附录 H
• UL 1998 标准
• IEC 60335 标准的附录 R
• IEC 61508 系列标准
• ISO 26262 系列标准

服务剖析

功能性安全在家用电器上的运用
针对功能性安全，常见的国际标准中，通常是以各终端产品的安
全标准为文本，然后另外提及功能性安全的评估要求。本文列举
家电、空调及照明产品所应用的标准，进一步说明其分别与功能
性安全之间的关系，帮助制造商提升功能性安全的意识并有所作
为，以最终能够促进其与科技潮流并肩同行。
家电类 (Appliances) ── 以电子式加热垫 (Electric Heating Pad)
为例，产品本身的安全标准为 UL 130，不过在条文中提及，若
产品的温度控制器有使用保护功能，以确保产品不会过热造成用
户伤害或引起火灾等危险，则该温度控制器就必须额外通过 UL
60730-1 或 UL 1998 等标准的评估。
空 调 类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 ─
以消费型 ( 商用 ) 冰箱和冷冻机 (Commercial Refrigerators and
Freezers) 为例，产品本身的安规评估为 UL 471，而其中要求马达
过温 (Overheating) 的保护功能，若是需要通过软件设计而达成，
则此功能必须额外通过 UL 60730-1 或 UL 1998 等标准的评估。

灯具类 (Lighting) ── 以 LED 使用在灯具产品为例，除了灯具本
身有安全标准必须符合外，该 LED 组件还需符合 UL 8750 标准。
不过条文中有触及 LED 控制器的要求，
尚需符合 UL 60730-1 要求，
以确保控制器功能的可靠度。

UL 是评估产品功能性安全的最佳选择
UL 一直以来对独持技术需求的响应不遗余力。在其超过 100 年
的产品测试历史中，UL 除专注于各类别产品的安全标准研发与
执行，对于行业不容忽视的功能性安全，也已对不同产品订有系
列相关规范，以确保产品设计在以性能为重下，仍具备使用者安
全的基础。
由于 UL 拥有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技术经验，因此可以灵活处理企
业在每个项目所提出的要求和规格，满足独特的需要；UL 的服务，
也能因应个别的产品评估需求，及时做出最适切的调整。更多服
务详情，敬请联络 UL 大中华区家电、空调及照明产品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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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的绿色梦
践行绿色零填埋，助力发展循环经济

在当前全球化环保经济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对实现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从可持续性
发展，还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废弃物的减量和资源化已越
来越被各地政府、监管部门、研究机构及广大制造企业所认
可并重视。近年来，在各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和部分企业的积
极参与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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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减少废弃物填埋成业界共识

部内产生的实质废弃物没有采取掩埋处理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

废弃物分类及处理流程后，进行华硕企业

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总部以及华硕废弃物处理厂商的现场审

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核，根据 UL 2799 标准流程进行废弃物转

的方式。同时，UL 进行文件审核，确认

化率的计算，并发布验证声明。
现今，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趋严峻，也促使相关企业和制造商不
断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填埋成为业界共识，

10 月 21 日，UL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举

为此“零填埋”概念应运而生。实现零填埋可以推动资源再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

办 UL 废弃物零填埋高峰论坛，众多企业

赖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零填埋的意义在于，把回收做彻底，不浪费一公斤的资源，尽

代表、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通过分享最新

量 100% 回收利用，体现循环经济的价值。

的环保理念、技术及案例，共同探讨废弃

深度解析 UL2799 标准
作为全球知名的检测认证机构，UL 是国际上第一个完整提出了废弃物转化方案及计算
方法标准的机构，即 UL 2799 标准，涵盖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废弃物转化方法，可覆盖几
乎所有行业和国家地区。该标准审核认证部门独立运作，需要提供全套废弃物处理工艺
流程和可追溯的数据来源，以确保认证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物填埋的“可持续性”方案，交流零填埋
案例实践，加深对零填埋理念的理解，推
动资源再利用，携手构建通往“零填埋”
的绿色之路。

UL 绿色认证本土化服务
为了不断推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UL

UL 2799 的主要创新贡献在于，把几乎所有可能涉及到的、特别是企业运营成本可接受

打造了本土化的服务团队和先进的环保检

的废物转化技术都包含在内——包括内部消除、外部回收及回用、厌氧和好氧产能、生

测实验室，助力中国制造商不断提升绿色

物柴油等，帮助企业找到废物转化不去填埋的合理方案，甚至在这些方案中找到额外的

产品生产能力，从而满足中国乃至全世界

价值，去减少和抵消企业为此而付出的成本。

对环保产品、室内空气健康质量日益增长

与此同时，UL 2799 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对于制造商而言，

的需求。如 UL 广州南沙检测服务中心可
提供全面的室内空气质量服务，利用国际

UL 2799 是最严苛的标准之一，它要求对几乎所有的废物流进行合规性管理、检查和审

先进的环境测试舱和检测技术，为中国制

核，直至科学地转移。

造商提供包括产品化学物质释放测试，室
内空气质量测试与认证以及咨询服务等。

助力制造商绿色可持续发展

本土市场的很多知名的家具 （特别是儿童

今年是 UL2799 引入中国的第一年，也是卓有成效的一年。

厂 商 均 获 得 了 UL 的 GREENGUARD 室 内

家具）、地板、墙漆、建材以及消费电子
空气质量认证。

年初，苹果的主要中国供应商之一——富士康科技集团，其位于深圳的观澜科技园通
过 UL 旗下“废弃物零填埋“标准——UL 2799 的认证。如今，该园区产生的废弃物中

UL 期待，凭借 UL 在检测认证领域的丰富

94.5% 用于回收再利用，剩余的 5.5% 则被焚烧，用于发电。作为其中规模大、地形复

经验和全面的服务能力，积极“打造”绿

杂的观澜科技园，获得废物零填埋认证为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

色室内空气环境、绿色建筑、绿色产品等，
以期推动相关行业实现“绿色价值”，进

年中，全球知名的消费电子品牌商华硕，其企业总部通过 UL 2799 的认证。此次认证确

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UL 与大

认华硕企业总部的废弃物转化率已超过颁证标准规定的“80% 转化率”，达到“85％

众共同的绿色梦。

废弃物转化率，并含 10% 焚烧热值回收”。UL 通过系统严苛的审核流程，确认华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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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待发的轻型电动车，就差这一步！
节能、安全、环保被视为车辆未来发展主流，于是，电动
车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其中，由于城市生活型态的需求，
轻型电动车的面世备受瞩目。一般广义而言，轻型电动车
泛指以马达与纯电力驱动的二轮交通、休闲与医疗工具，
市面上常见的电动机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代步车和电动
轮椅车均属此范畴。在大城市，轻型电动车常被视为代步
工具，可完全取代自行车或部分取代摩托车功能。由此可
见，轻型电动车的市场规模取决于日常生活型态，因此其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亚太区国家相对更有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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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轻型电动车的前景无限，本文将探讨这项新兴产业该如何

的环境下维持长时间的使用寿命，因此电气系统的安全评估除了

立基于安全本质上，以及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加持，取得一个

判断其可用性与安全性外，还必须强调长时间的耐用性与确保系

兼备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长远未来。

统能正确回显请求的功能性安全评估。

突破电池、充电安全只是起步

如用来判断车况的“车上自我诊断系统”发生故障，在电池电量

相对于复杂的电池组，同样关键的充电设备由于随着四轮电动车

且电子电机产品失效少有外观上的征兆，如冒烟或臭味，若是发

产业的蓬勃发展，加上全球电动车充电站和充电接口标准早已发

生短路或电弧，就会快速产生高火源温度，产生立即性的致命危

展完善，因此用电需求较低的轻型电动车，或许未来可参考甚至

险。美国近日有多起意外实例即发生在平衡车上，由于电气系统

直接采用四轮电动车的充电系统，一举解决充电问题。

失效，酿成严重的住宅火灾。所以除了电气系统本身的耐用性，

不足、充电失效、马达过热等系统出问题时，车主便无从得知，

这些电气系统的监测系统耐候性也同样重要，必须在各种车可能
不过电动汽机车的安全并非仅是电池方面，最终仍要回到车辆的

的使用环境下长久运作，并且维持比车体更长的寿命，也因此电

本质安全上：要安全地在路上行驶，“全车安全认证”仍是终极

气系统认证也成了全车认证的下个关键。

目标。

全车认证欧美法规已完备，等待业界来挑战
欧美地区的全车认证安全法规其实早已设立，但已面世的电动汽
机车都通过全车认证了吗？事实上，各国政府为了鼓励电动车产
业的发展，大多给予厂商小批量运行的项目运行豁免权，这些厂
商可以在控制的驾驶人数、控制的销售数量、控制的质量、甚至
控制的使用区域范围下生产及运行，进而控制意外发生时的伤害
规模。只是一旦车辆若欲大量生产并进入市场推行，仍须通过完
整的全车及系统法规要求。
不同于一般家电，电动汽机车于道路上运行风险更高，因此在认
证上也更为严苛。在欧盟，包含电动车的全车认证法规在 2013
年便已修订，电动车在欧洲的认证与商品的 CE 认证模式完全不
同，不得进行自我宣告，必须强制认证，并多由官方机构担任第
三方认证单位，同时产品必须附有证书和有效日期。在美国，电
动车一样须强制认证，而且制造商必须要进行产品登录的工作。
为了避免标准制定的冗长程序导致法规与认证追不上科技的脚
步，进而阻碍电动汽机车产业新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因此将做法
改为要求制造厂商，促其在新科技发展时即进行风险评估，再自
定义方法交由第三方进行公正性认证。而为了减少产品流通的障
碍，认证模式扩大互认可区至 ECE ( 欧洲经济委员会员国 )，因此

只要通过 ECE 会员国中任何一国的安全认证，便能在其他会员国
运行。

全车安全认证，下一关注重点在“电气系统”！
电动汽机车与一般内燃机汽柴油的车辆不同，除必须兼顾一般汽
机车辆的使用安全规范外，最大的关键差别在于更多的电气系统
的安全评估。消费电子使用寿命短，但是电动汽机车却要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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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页
会先冒烟，然而电动机因为没有使用燃油，无烟、无油，难以察
觉征兆，反而更危险。若是电弧产生爆炸，更可能瞬间产生 2 万
度的高温，汽化或燃烧周围包含金属的所有的物品。
最新科技风险：网络安全、电磁防护不得不防
此外，随着车辆智能化的需求，计算机和多功能媒体系统逐渐
成为标准配备，黑客问题也成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前阵子
便发生了震惊业界的车辆黑客案件，两名黑客通过无线网络从
远程取得一名记者的汽车的电气系统控制权，事后导致超过
百万辆的车被要求召回，造成了重大损失，也让车辆的网络安
全议题受到重视。
对此，UL 提出几个防护黑客行为发生的测试方式：
• 渗透测试：避免黑客利用木马程序，假扮正常指令进而控制
车体。
• 模糊性测试：避免系统在接受到模棱两可的指令、或有毒的正
确指令后判断错误，导致危险发生。
• 瘫痪测试：避免受到恶意软件大量消耗 CPU 资源的软件，让系

四大电气系统安全要点
基本关键：马达与控制、直流电弧须注意

统效能变慢，导致无法及时反应的风险。
• 软件锁：系统能够通过密码、防止窜改或者会对更动留下纪录，
能够提高被控制的困难度，从而降低被控制的风险。

如前所述，电动汽机车和传统汽机车的外观相似，但电气系统及
动力系统却是截然不同，也因此电气系统一直是最关键的安全点。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联网产品才会产生网络风险，事实溯及

虽然各国环境与文化不尽相同，但是在安全的控制标准上，都是

2009 年，美国就曾经发生烤箱防护设计不当而导致手机铃响信

遵照国际 ISO 26262 通用标准，进行电气的功能性安全评估。另

号意外干扰烤箱设定功能的事件，也因此显现新时代电磁防护措

外，不同于汽油车以排气量分级，电动机车则是利用马达功率与

施的重要性。

行驶速限作为电气风险的分级评估参考，从车辆动力方程式来看，
一般燃油车的动力计算单位为马力，而电动车的动力计算单位为
瓦特，一匹马力等于 745.7 瓦，若要达到内燃机车的 X 马力，电
动车就起码需要高达 750X 瓦的电动力才能匹敌。

全车认证，安全上路的终极目标
随着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车安全认证涉及的范围也将会越
来越广，而这些安全议题需要政府、认证机构和业者一同努力把

同时，利用马达的电动机车，起步快有贴背感，低转速时就可有

关。目前各国全车认证法规与标准虽已完备，但是电气系统标

高扭力输出，因此加速过快相对的失事频率就会提高。在英国每

准则显不足，现阶段 UL 发展了可配合全车要求的车用零部件电

周至少有四起事故与电动机车相关，而电动车的动力可以通过电

气系统与零件安全基本标准，包括 UL 2271 电池组产品标准、UL

池与电气系统调整，难以凭借外观得知，先前甚至有电动机车厂

2594/UL 1012 充电器产品标准、UL 2733 连接器产品标准、UL 62

商采用低动力功率规格取得认证，却可通过网络下载解锁程序，

连接线产品标准、UL 498A 变频器产品标准、UL 1004-1 马达产

提高动力功率，更形成管理上的隐忧。

品标准、UL 1598 车灯产品标准、UL 991/UL 1998/UL 60730/ISO
26262 安全控制系统标准、UL 60950-1/UL 62368 信息娱乐系统

除了高起速外，直流电弧也是安全的一大考验。电动机车的马力

标准、UL 2900 网络安全 (Cyber Security) 标准等。蓄势待发的轻

在于电压，在电动机车强大动力的要求下，便需要提高的电压。

型电动车，在面临全车安全认证的挑战前，UL 已将协助厂商率

电动机车的高电压如果产生短路，数秒内便可以产生 3000 度的

先突破电气系统安全关卡视为首重要务，以促使这项新兴产业可

高温，任何可燃物在此温度下都会起火燃烧，传统机车起火前还

以顺利往前进展，最终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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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因工程学，生产更安全有效的产品
人因工程 (HFE) 是一门旨在优化人与产品相互作用的学科。使用者认为，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艺术，
但更多的是属于科学。HFE 类似建筑学，不仅需要技术专长，且还需要一定的创意。这门学科创建在 1957 年
美国人因工程学会 (Human Factors Society of America) 成立时，此后即保持低调直至最近。
随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越来越重

求，且在规定上趋向更加严格。其中 FDA 近日正式向外界发布有关人因工程的最终指

视人因工程 (HFE) 的环节，HFE 成为近来

南和两份草稿指南即为一例，由此可见， HFE 相关的审查力度正在逐步提高。

念，乃因当时人类需要不断改进多发动机

显然地，医疗产品制造商在规划产品研发、制造及认证等各阶段时，HFE 成为最不可或

的飞机、多功能的工业机器等日趋复杂的

缺的关键元素。为协助厂商更加了解这门学科的内涵，UL 健康科学设计总监 Jonathan

产业的热门概念。源自 50 年代的 HFE 概

技术，为避免因设计缺陷造成事故，因此
HFE 开始以一门正式学科的型态问世。举
例来说，飞行员会因驾驶舱中过多的控制

Kendler 特别汇整 HFE 所有的相关数据，包括发展脉络、应用轨迹、基本原理、接踵而
来的法规要求、监管机构的期待，以及如何符合标准等，推出了《应用人因工程学生产
更安全有效的产品》白皮书。

装置和显示器而不堪负荷，结果误选控制
装置，如飞机降落时，错误拉动襟翼操纵
杆而非邻近的起落架操纵杆，如今的起落
架操纵杆端部已配置小轮子，故视觉和感

本白皮书备有英文与简中版本，请查阅 www.ul.com/ul-hfe 了解更多 UL 服务，或通过

该网页下载白皮书。欢迎联络 UL 健康科学部：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 HealthSciencesAP@
ul.com / 台湾地区 customerservice.tw@ul.com。

觉上都更容易将其与其他装置区分，而此
仅需一个简单清楚的外形编码，即可让用
户的工作更加轻松并减少造成潜在危害性
错误的概率。
时至今日，HFE 专家已大幅改善人类与许
多不同产品间的交互质量，小至从每日使
用的牙刷到专业用途的航天飞机等，这当
中大小各异且复杂程度千差万别。在医
疗产业上，由于 HFE 的应用，不仅如今
的麻醉装备远比 30 年前安全许多，植入
HFE 的用户接口在有了大幅改善后，使得
临床医生鲜少发生因设计导致的错误，如
停止病人的氧气供应、将空气输入病人的
胃部而不是肺部，或是未能注意到病人血
压出现的有害变化等。
将 HFE 投入在医疗设备上，使其设计可达
到让使用者与患者都能精确无误使用的最
重要目标，确实让人振奋！走过数十年，
在公众更加重视产品的“友善使用”功能
下，HFE 累积其高知名度并受厂商的广泛
运用，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的介入 ── 新
产品开发过程必须进行相应的 HFE 法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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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颠覆感官，虚拟现实藏危机
安全入门 360°环视
虚拟现实 (VR) 产业声势逐渐攀升，这项
新科技在个人穿戴式装置上的应用当红不
坠。然而单就影像层面来看，若设计不当，
就会引起使用者身体不适、癫痫，甚至影
响健康，前车之鉴包括如 1997 年日本的
计算机战士 3D 龙动画、2007 年伦敦奥运
的 2012 年宣传影片和 2011 年吸血鬼为主
题的知名电影分娩画面，均曾造成收视者
紧急就诊或是诱发癫痫的情况。
今日，VR 采用的影像技术必须更加复杂
才可能满足时下所追求的感官刺激，因此
也确实造成部分使用者晕眩或呕吐的现
象。不过目前制造商因应新科技所衍生的
安全与健康问题，多仅以警告标语提示以
表示负责任，而未有实质安全上的把关。
究竟终端使用者的权益要由谁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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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穿戴式装置，头号安全关键
在影像
Full HD 显示器的人体视角为 210 万像素，
而为让使用者有虚拟现实的感受，影像的
呈现需高达 1 亿 1640 万像素，这项需求显
然高度挑战现在所有高画质电视的极限，
也是对成像能力的严格要求与挑战。再者
一般视觉传送是凭借光成像到视网膜，再
到视觉底层，由大脑分析资料。
头戴式装置依靠转头动作将信号通过侦测
器传输到 CPU，再转换成影像。而单单这
转换流程便极度考验装置的硬件效能和传
输速度。若是传输速度不够快速，则会发
生手已经触摸到物品，而眼中的影像却停
留在手未碰触到物品当下，眼中影像与现

实不同步容易造成晕眩和幻觉的产生。因
此，还原现实中的影像需具备极高的技术
能力，若无法达成，则易让玩家和使用者
产生不适的情况。

三大安全隐忧：物理、生理与
心理考虑各有不同
VR 虽然新颖，但在物理、生理与心理三
个层面都存在着安全隐忧。举例来说，
一般头罩式的 VR 装置重量约 300 公克，
但长时间配戴仍会对人体造成不适。而
装置是否能符合每一位使用者的头形或
是身体曲线，都是 VR 产品设计上需有的
安全考虑。
另设置于公共场合的 VR 设备，供民众重

热门话题

复使用可能成为传递如结膜炎等疾病的媒
介，因此产品的抗菌功能也是潜藏于物理
层面的疑虑。概观物理面的安全隐忧就必
须考虑：重复性劳损 (RSI) 腕隧道症候群、
头戴式显示器的重量与密合度、卫生保健
( 传染性疾病 )、电池安全、钮扣 ( 铜板 )
电池的误食、产品结构设计 ( 锐边 / 锐角 )、
可能遭误食的小零件等。
在生理方面，VR 设备使用者可能产生动
晕症而有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对于
患有癫痫的病患就有诱发癫痫发作的机
会。前述提到的日本 3D 龙动画事件，即
为一例。另外，生物兼容性也是设计 VR
设备时重要的考虑因素。若是设备材质不
佳，长时间与皮肤接触，则易引起过敏。
许多运动腕带就是因为生物兼容性不佳而
召回。生理层面的隐忧就包括：头疼与视
觉疲劳、动晕症、光敏性癫痫、听力受损
( 环境音量 )、辐射伤害 ( 紫外线、蓝光 )、
生物兼容性 ( 过敏 )、肌肤接触烫伤等。

技的演进催生了新安全观念，目前国际上
针对视频、计算机科技产品已有一套标准
UL/IEC 62368-1，该标准正以防止潜在危
险的基础概念出发，要求制造商在设计阶
段就先导入风险评估安全设计，解决可能
存在的安全隐忧。然而该标准尚不足以涵
盖 VR 穿戴式产品全面性的安全，因此仍
急需一套 VR 领域的专属标准。也只有安
全标准才能让产品有基本的要求，使科技
不完美之处有基本的解决方案，确保使用
者能有安全、良好的体验。

护、效能评价、易用性，确保产品效能让
用户有良好的体验。

检测与安全认证中，一般分为防护、效能
评价、易用性、相互操作性、产业准则和
区域强制法规。在传统上，比较着重于基
本法规要求与产业准则；UL 现今也同样
重视使用者实际运用时的相关项目，如防

本刊将于下期持续讨论 VR 安全议题，聚
焦时下风行的虚拟体感设备，请持续关
注 UL 如何让安全科学与创新科技的与时
并进。

虽然目前国际间仍缺乏统一标准，但由于
一个完整国际标准法规牵涉多个其他相关
标准，且审核费时，容易出现安全空窗期。
为了弥补空窗期带来的危险，UL 已开始
与业界伙伴积极合作，了解设计上的物理、
生理、心理安全疑虑，开发行业间的标准，
确保该标准是可落实于产业，以推动安全
标准的出炉。

VR 技术对使用者心理的影响是最难测量
也是最大的潜在问题，包括：行为改变和
认知功能转变。VR 应用由来已久，如同
在现实环境下进行训练，对教育和行为改
变有十足的帮助。例如医疗或是矿业都运
用 VR 技术训练人员，让人员们在实际操
作时能更适应与熟练。因此，在 VR 世界
中发生暴力的情境，对现实世界亦会产生
影响。当使用者脱下 VR 设备后，是否有
足够的时间让自己转换回现实世界，还是
延续在游戏世界中的感觉？因此，就心理
层面来看，就必须考虑到使用者是否会因
此产生焦虑、沉溺、离群、情绪改变等行
为，或是知觉转变、方向感迷失等知觉功
能转换等。

安全广度提升，安全标准待产
业共同催生
有别于以往强调硬件或装置的安全，持续
衍生的新科技加大了安全层面的广度，跳
脱传统产品以产品安全为主的思维。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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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放大镜

浅谈 UL 提供的电子安防系统认证服务
本文作者：UL 建筑检验项目工程师纪俊伟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型态有了很大改善，从而带动了某些产业
的兴起，其中电子安防产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追求更多保障，电子安防产品目前
已被许多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包括政府机构、银行及金融企业、珠
宝与钟表业、历史文物博物馆及商用办公大楼等。而针对不同对象的价值，某些场所对
安防级数的要求会相对更高。
UL 长期专注在建筑消防安全 (Fire Safety)、生命安全 (Life Safety) 及安防 (Security) 领域
的测试、认证与检验服务，所累积逾百年的丰富经验与知识，自然成为建筑物电子安防
系统检验的最坚实后盾。

什么是电子安防系统？
电子安防系统 (Electronic Premises Security Systems, ESS)，是通过安防产品的应用和
其相关产品所组成的防盗系统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DS)、门禁系统 (Access
Control Systems, ACS)、视频监控系统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VSS) 等子系统，搭配
监控中心 (Monitoring Station) 的安装与整合来组成一个核心系统，让用户 ( 各应用场合 )
能通过此系统，对整体建筑物或特定的保护区域进行全面有效的安全防护。

UL 电子安防系统认证服务
为 顺 应 电 子 安 防 产 品 的 蓬 勃 发 展，UL 推 出 电 子 安 防 系 统 认 证 服 务， 主 要 应 用 UL
681 (Install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urglar and Holdup Alarm Systems)、UL 1076
(Proprietary Burglar Alarm Units and Systems) 与 NFPA 731 (Standard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Electronic Premises Security Systems) 等标准，针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检验与评估。UL
所服务的子系统包括：
防盗系统 (IDS) ── 属主动式 (Active) 防护机制，被现今市场高度应用，为发展成熟度
最高的装置系统。根据 UL 681 与 NFPA 731 等标准的条文要求，UL 会依建筑物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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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边界，对室内、室外的防盗设备，如
门磁开关、动作探测器、振动探测器或光
电传感器、控制器与警报系统等，进行安
装检验与测试，来达到最经济、安全且优
化的系统设置。UL 681 标准会将申请认证
的建筑物或区域分为四个级别 ( 由高至低：
Extent No. 1、2、3 和 4)，并对每个级别
有不同要求：Extent No. 1 用于防护特别
高风险且易于携带的物品；Extent No. 2
用于防护放置易被取走的高价值产品或物
品的场所，如珠宝、钻石等店铺，通常还
能对如保险柜等类似性质的设备提供进一
步的保护；Extent No. 3 用于防护放置普
通商品或不易搬运的大型产物的场所，如
放置工业用重机具或电池产品等；Extent
No. 4 则用于防护更低产品价值的场所，
如咖啡厅或餐厅等。至于保险箱、保险柜
等贵重物品保存设备装置，UL 则区分为
Extent Complete 与 Extent Partial 两种级
别，也依客户的申请需求进行相关评估。
门禁系统 (ACS) ── 属主动式 (Active) 防
护机制，多半用于各场所的出入口，通常
会搭配差勤记录与守卫巡逻系统等附加功
能。通过执行国际标准 NFPA 731，UL 针
对建筑物或特定保护区域的出入口设备，
如卡片阅读机、锁类或生物辨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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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与警报系统等，进行安装检验与测试，并确认出入口门禁装置的位置与方向是否
妥善，达到优化的系统设置。
视频监控系统 (VSS) ── 为现代的电子安防系统中，最受广泛运用且较创新的技术，属
被动式 (Passive) 防护。用户可通过影像监控与录像，降低受防护现场的犯罪率，或是一
旦有犯罪事件，可借此获得犯罪过程或之后的重要信息。通过执行 NFPA 731 标准，UL
会针对建筑物或特定保护区域的各类摄影机，如球型、半球型或枪型等，对安装的方位、
控制器与警报系统等进行整合。为进一步实现产业要求的系统实时性与准确性，UL 把
早前所开发的摄影机镜头性能标准 UL 2802，延伸发展了现场视频监控系统性能测试。
UL 在进行现场检验时，将搭配计算机程序的分析，来实时运算摄影机镜头的效能，并
根据分析的结果，为客户提供成本最为经济的一套改善方案，以求提高安防系统的完整
性，并得以发挥最佳效能。
监控中心 (Monitoring Station) ── 依据国际标准 NFPA 731，监控中心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为公共安全局 (Public Safety Agency)，如警察局或消防局等政府安全单位；第二为
专用监控中心 (Proprietary Monitoring Station)，如私人监控中心；第三为商业监控中心
(Commercial Monitoring Station)，如银行、钟表及珠宝业等的监控中心。UL 将依客户
所使用的模式，采用相对应的 UL 标准，针对主备用电力系统、监控系统或空调系统的
配置进行评估。客户可凭借 UL 所提供的缺失报告及解决方案进行改善，以达到最有效
且最安全的监控。

电子安防系统的重要性
现代化的电子安防系统正向智能化设计迈
进，然而若过度追求视频监控的高画质，
或太过崇尚物联网之间的结合应用，反而
容易忽略电子安防系统的应用本质。回到
基础面来看，其实利用有效且有用的现有
资源，并通过系统整合，即可达到最有效
的防护。
进一步来说，一个具备高画质的镜头与成
像，必须有适当的焦段、安装环境与位置、
光照等因素来共同配合，才能达到真正有
效的视频监控，以免砸下重金却事倍功半；
而高速分享的物联网，则必须通过主管机
关核准的加密传输技术与符合标准要求的
系统整合，并搭配一系列的检验与测试，
才能提供有效的防护。
在安防服务方面，UL 作为标准制定与测
试认证的领导者，所拥有的数十年安防产
品工程评估与安装检验经验，足以成为产
业界的最佳借鉴。更重要的是，UL 能运
用独特专业的见解，在设备性能与产品设
计技术之间取得绝佳的平衡，帮助客户
实现最优质的成本效益。UL 的检验服务
主要由专业的工程师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把
关，最后会提供最有效益的建言报告和证
书，帮助客户所用的系统获得最好的改善
并发挥最大成效。
相较于北美地区在电子安防系统发展上的
成熟，亚太区国家在此方面的标准与法规
制定鲜少着墨。事实上，先进工业国家多
半倾向于依赖已稳定发展的标准，希望能
通过可靠与一致性的防护，切实达到对重
要资产与资源的保护。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标准通常都有可随技术创新而更新的灵
活性。基于需求与企业社会责任，UL 一
直倡导电子安防系统 (ESS) 对大众的重要
性，也希望凭借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对社
会大众有所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services.ul.com/service/buildinginsp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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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服务角

健康、纯净呼吸 ─ UL 建筑物室内空气质量认证服务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的 优 劣 通 常 无 法 被 量 化， 因 此 易 受 人 忽 略，
由 UL 环 境 (Environment) 部 门 所 发 展 推 行 的“ 建 筑 物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认 证 (Building and Residential Indoor Air Quality
Certification – Building IAQ, BIAQ)”，是全球首个结合室内
空气质量认证和预防性维护计划的服务。
UL 的 BIAQ 服务方案主要采用 UL 2891 标准，旨在判别与预防
可能导致霉菌滋长的潮湿问题、降低具伤害性的挥发性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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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 (VOCs) 及悬浮粒子 (PM 2.5) 等暴露，以及考虑其他在营
建过程中所带来的空气质量问题，并强调多个相关或相互依赖
系统所造成的影响等，为营造设备管理者、维护人员、员工与
住户等各环节利益相关方，提供避免空气质量问题带来高风险
的一套工具，以确保城市迈向健康建设。该服务亦有合理的评
估措施，可侦测让环境产生空气质量问题的肇因来源。
有鉴于多数上班族在办公室一天下来，常产生喉咙干、眼睛
痛、鼻子红肿、皮肤干燥、头晕等症状，这些都有可能是“病
态大楼症候群”的肆虐，而原因可推溯至室内空气质量是否
亮 起 红 灯。 对 此，UL 归 纳 有 效 控 制 室 内 污 染 源 的 几 个 简 单
技巧，来维持工作效率，降低员工因疾病造成的缺勤率：如
足量的换气与通风、禁烟、湿度控管避免滋生霉菌、采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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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有 UL GREENGUARD 认 证 的 低 逸 散 建 材、 置 入 类 似 有 UL
GREENGUARD 认证的安全无毒家具、隔离污染物、使用天然
清洁产品进行绿色清洁、施工期间的室内环境质量保护确实管
理，以及持续进行空气质量监测与空气净化等。
长期以来，UL 认证标志多见于外销产品上，但室内空气质量
认证兹事体大，为使全球各地的空气质量都能确实受到保障，
UL 将向当地客户更大力推广此服务，无论是机关、学校、医

院甚至住宅，都是 UL 室内空气质量认证的服务对象。若需更

多有关 UL BIAQ 服务，大中华区需求可电邮至 environment@
ul.com。

全球认证

全球认证更新动态
台湾 Taiwan

越南 Vietnam

新增使用屏幕的规定及警语标示规定

特定的无线通信产品需取得 LoNA

顺应台湾卫生福利部政策，为避免用户过度使用屏幕而影响
视力，台湾标准检验局 (BSMI) 公告修正“应施检验自动数据
处理机等四项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针对公告的四项商品，
需新增警语标示。该公告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包括的
商品为：1) 自动数据处理机 ( 不包括具有通过移动通信厂商门
号通信的无线电信终端设备者 )；2) 电视机；3) 监视器；4) 自
动数据处理系统用监视器。至于警语标示规范则如下：
• 警语标示 ─ (1) 警语内容：使用过度恐伤害视力；(2) 标示位
置：产品本体、说明书及外包装。
• 注意事项标示 ─ (1) 注意事项内容：a) 使用 30 分钟请休息
10 分钟；b) 未满 2 岁幼儿不看屏幕，2 岁以上每天看屏幕不
要超过 1 小时。(2) 标示位置：产品说明书及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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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主管机关 MIC 宣布，输出功率小于 60 mW 的无线通信产
品需取得 LoNA (Letter of No Action) 的文件，且将不再采取
自愿性认证。
泰国 Thailand
插头产品强制标准提案
泰国主管机关 TISI 已提出 TIS 166-2549 (2006) 强制标准，主要
针对用于家用或类似用途、室内或室外的插头，与固定式或
便携式插座 (Socket-outlets)，另标准也能适用于为电器零件
的插头。虽然该标准的正式生效日未定，但建议插头等相关
厂商可先取得 TISI 认证，而终端产品制造商则应开始使用具
有 TISI 认证的插头。

全球认证

新加坡 Singapore

尼泊尔 Nepal

针对洗衣机新增全新 4-tick 用水效率标签

发布 TAP-04 新产品认证流程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 起， 新 加 坡 强 制 能 源 效 益 标 签 计 划
(Mandatory Water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MWELS) 针 对
洗衣机推出全新 4-tick 用水效率值规定，要求冲洗水量 (Flush
Volume) 最多不得超过 6 公升，所引用标准为 IEC 60456 5.0
版 (2010-02) 或 BS EN 60456:2005。
印度 India
延长 IS 16046: 2012 与 IS 16046: 2015 具同等效力时程
针对充电电池 (Secondary Battery)，主管机关 BIS 正式决议延
长 IS 16046: 2012 与 IS 16046: 2015 两项标准同等效力时程直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意即在该日期前，2012 年与 2015 年版本
可并用，然之后则所有以 2012 年版本注册登录的型号都会被
取消且不再升级。相关厂商现可申请额外一年的展延，以将
手中 2012 年版本升级至 IS 16046:2015。
纽 / 澳 New Zealand & Australia
纽澳标准 AS/NZS 4417.2:2012 Amendment No. 21 变更
变更标准已在 2016 年 1 月 29 日发布，并于 2017 年 1 月 29 日
正式生效。以下为将加入现有列表定义中的新增项目：

当地主管机关 NTA 发布新产品认证流程 (TAP-04)，针对流程
提出几项主要变更：
1. 关于续期申请，需要在证书到期日前 30 天提交申请。
2. 手机的技术规格：
• 特定吸收比率 (SAR)：the handset shall have the SAR
standard of maximum 2 W/Kg, averaged over 10 gm of tissue
• 最小的接收灵敏度 (Receiver Sensitivity)：-102 dBm
• 最大的 EIRP：e3+/-2 dBm
• 电池的最小充电容量：1) 600 mAh (Bar Phone，如 Normal
Keypad Phone)；2) 1000 mAh (Smart Phone)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针对部份产品强制规定须取得 GC 标志
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已对部份产品规定须取得 GC 标志 (Gulf
Conformity Mark)，才能进口至 GCC 海湾联盟国家，而未列
入管制的产品，若进口中东国家，仍可使用原来的认证体系，
如沙特阿拉伯仍须申请。

• 园艺用电器 – 机器人割草机
• 便携式工具 – 手提电动起子与冲击套筒扳手
• 便携式工具 – 手提攻牙机与绞牙机
• 含可燃致冷剂空调
• 含不可燃或低燃致冷剂空调 ( 中等危险 [Level 2])
• 建筑用线缆
• 双端发光半导体灯
• 简单可携式灯具 ( 中等危险 )
至于投影机与缝纫机则重新被归类为“中等危险”(* 投影机
在新南威尔士州现仍被归类于 "Declared Articles")。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型式认可证书有效期由一年延长至二年
沙特阿拉伯主管机关 (CITC) 宣布，自 2016 年 5 月起，将其核
发的型式认可证书有效期，自原本的一年有效期延长为二年。
UL 成为 SASO 认可的发证单位
所有进口至沙特阿拉伯的商品都需附上由 SASO 所审核认可的
认证单位核发的 CoC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现在 UL 可
提供发证及执行出货前验货等服务，但范畴不包含另有规定
的军事、医疗及食品类产品。

澳洲发布平衡车 (Hoverboard) 强制安全要求
自 2016 年 7 月 17 日，主管机关 ACCC 发布平衡车 ( 也称平衡
滑板车 ) 的强制安全要求，以取代之前暂用的规范，此意味着
所有在澳洲市场销售的该项产品都须符合 UL 2272 或 IEC 标准
( 可引用标准包括 AS/NZS 60335.1:2011 或 UL 2272)，而欲进入
澳洲维多利亚州的产品则另有额外规定。
新西兰变更中度与高度风险宣告列表
针对 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布的通知法条 (2016-au1470)，主管机关
The Energy Safety New Zealand 分别对特定低电压电器产品 (Low
Voltage Fittings or Appliances) 的“中等风险”与“高等风险”
既有列表新增项目，订立的有效日分别为 2016 年 5 月 4 日与
2017 年 1 月 1 日。欲知详情，请浏览 http://www.energysafety.
govt.nz/legislation-policy/electricity-acts-regulations-codes/
electricity-gazette-notices/appliance-and-fitting-notices。

巴基斯坦 Pakistan
更新 WLAN 使用频段与输出功率
巴基斯坦主管机关 PTA 更新 WLAN 使用频段和输出功率。更
新信息如下：
1.WLAN 2.4GHz 已完全开放 EIRP 输出最大值 30dBm 功率，且
商业与非商业用途都需建置 Wi-Fi 热点功能。
2.WLAN 5GHz 已开放 5.725-5.875 GHz ( 未变更 ) EIRP 输出最大
值 30dBm 功率，
且商业与非商业用途都需建置 Wi-Fi 热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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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Russia

阿根廷 Argentina

一系列电池产品须进行强制评估且须申请 GOST-R

发布 171/2016 新法规且新增 Annex II 产品类别

针对一系列的电池产品强制要求进行评估，已将无法使用
EMC 测试报告申请 CU ( 但可直接申请 GOST-R)；换言之，未
来电池产品进入俄罗斯必须直接申请 GOST-R，不得再申请
CU。所包含的电池产品为如下所列的蓄电池 (Accumulators)、
电池组 (Battery Pack) 与伽伐尼电池 (Galvanic Cells)，以及用
在家电和一般用途的电池组与伽伐尼电池等这些能分离或内
建在终端产品中 ( 不可移动 ) 的电池。
• 酸蓄电池和其电池组 (Acid Accumulators and Battery Packs)
• 碱性蓄电池和其电池组 (Alkaline Accumulators and Battery Packs)
• 镍铁蓄电池和其电池组 (Nickel-Iron Accumulators and
Battery Packs)
• 镍镉蓄电池和其电池组 (Nickel-Cadmium Accumulators and
Battery Packs)
• 系统用的蓄电池和其电池组 (Accumulators and Battery
Packs of Other Systems)
• 元素电池和伽伐尼电池 (Elements and Galvanic Cells)
乌克兰 Ukraine
特别针对 EMF 提出要求
自 2016 年 7 月起，乌克兰针对 EMF 部分提出要求。供货商的
DoC 文件上，需包含低磁场辐射的国际标准；另申请乌克兰
认证时，也需同时提供 EMF 的测试报告。

自 2015 年起，阿根廷即已对市场上销售的所有电子电气产品
进行管制，规定产品须在境内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测试，并贴
上 S 标志才得以销售。阿根廷对市面上的电子电气产品都有
相应认证要求，但同时，阿根廷也发布 Annex II，共含 40 多
类产品，强制仅能采用 Mark Certification 进行产品认证，而
不在 Annex II 列表的产品，则可选择阿根廷所规定的三种认
证 模 式 (Lot Certification/ 批 次 检 验、Type Certification/ 型
式认可、Mark Certification/ 标志认证 ) 中任一种进行认证。
Annex II 产品包括灯具类产品、整流器、LED 灯、驱动器等；
电源、插头插座、延长线、电源线等；变压器、电容、开关
等附件；家电包括冰箱、空调、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等。
近日，阿根廷发布新法规 Res. 171/2016，并对 Annex II 的产品
进行增补，目前共有 60 多类产品强制采用 Mark Certification
的方式，新法规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强制实施，新增产品将有
1 年宽限期来进行产品认证，所含产品包括：LED 灯带、功率
小于 11.6kW 空调、负载小于 20kg 洗衣机、电热水器、适配器、
小家电 ( 包括熨斗、美容美发设备、吸尘器、厨房电气设备等 )、
风扇、微波炉、电视机与显示器等 AV/IT 设备。
Res. 171/2016 生效后将影响的范围
Res. 171/2016 将取代阿根廷目前所用的 Res. 508/2015，但申请
认证范围不会变动，且仍需将样品提交至阿根廷当地进行测
试，同时持证者只能是当地代理商。决议生效后，将会有下
列影响：
1. 将取消低电压产品 (<50V) 的标示要求，也会取消新版 TYPE/
LOT 的标示。
2. 简化市场抽查：详细的流程及要求仅需提供一个样品。

墨西哥 Mexico
UL 可提供能效标准的评估服务
UL 已与墨西哥当地一家认可指定实验室针对能效标准 (NOM032-ENER-2013) 完成签署互认协议，即日起服务生效。另 UL 台
湾也已取得此标准的当地测试实验室资格，可提供本地化服务。
巴西 Brazil
Anatel 将延后生效 3G/4G(LTE) 行动通信产品的 IPv6 测试要求
巴西主管机关 Anatel 宣布，原订于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生
效的 3G/4G(LTE) 行动通信产品的 IPv6 测试项目要求，将延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若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到期的旧证
书，证书可获延期申请时不需测试 IPv6，然而该生效日后的
所有相关产品的全新申请或证书延期案件，则一律必须测试
IPv6。UL 建议，若厂商对现有相关产品能否符合 IPv6 测试有
所疑虑，请务必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取证，无论是新
申请或证书延期的案件。

3. 简化持证者规定，如进口商或当地代理商等地方实体的监
督过程。
4. 更多产品将被纳入只可申请 Mark Certification，如厨房电
器、电源供应器、电视和显示器、音响设备及 AIO 计算机等 ( 如
前述 )，都将被要求取得 Mark 认证，不得再申请 TYPE。
南非 South Africa
ICASA 与 SABS 签署合作协议，且 SABS EMC 申请流程变更
根据 SABS 官方网站的公告，南非独立通信局 (ICASA) 与南非
国家标准局 (SABS) 已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签署协议备忘录，
在两单位的合作下，将更可确保进入南非市场的电子设备
符合质量性能标准的要求 ( 可参考 https://www.sabs.co.za/
Media/index.asp)； 另 SABS EMC 的 申 请 程 序 已 经 变 更， 自
2016 年 6 月 20 日起，可利用网站 (www.sabs.co.za/COC) 进行
在线申请作业。不过新版申请流程的相关规定尚未定案，UL
将持续追踪更新信息。

全球认证更新专栏由 UL 两大事业的 GMA 团队汇整，针对全球多国的认证要求，UL 都备有完整的解决方案。欢迎进一步咨询消
费事业中国大陆：gma.china@ul.com 台湾地区：gma.taiwan@ul.com；商业与工业事业大中华区：gc.gma@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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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

家用、商用电子及办公室产品能效法规重要改变及
最新发展
( 截至 2016 年 9 月 )

美国能源之星计划 (ENERGY STAR®, US)
内容阐述

产品与现况

电视 (Televisions)
7.1 版草案提议
现况：7.0 版

美国环保署于 3 月 21 日公布能源之星计划的电视产品协议书第 7.1 版草案，用意由于大多数家庭已不
再使用天线接收电视讯号，且制造商顺应此趋势下，在设计产品时也不会加入调谐器 (Tuners)，然而
受限协议书对电视的定义：必须包含内置电视调谐器 (Internal TV Tuner)，否则无法归于该能源之星
协议书的要求。因此，美国环保署除保留原 TV 的定义外，提议增加一个新的定义：家庭剧院显示器
(Home Theater Display, HTD)，其与原 TV 的定义主要不同三点：1) 大于 25 吋的可视屏幕面积 (Diagonal
Viewable Screen Size)；2) 不包含内置电视调谐器 (Internal TV Tuner)；3) 主要市场是家庭剧院的应用，
且家庭剧院显示器 (HTD) 不包含计算机屏幕 (Computer Monitors) 或电子广告牌 (Signage Displays)。美
国环保署欢迎伙伴及利益相关方提供意见。

计算机服务器 (Servers)
2.1 版发布

美国环保署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发布计算机服务器产品协议书第 2.1 版。内容如同草案时所述，主要
是 移 除 “Maximum Power Configuration” 这 个 组 态 的 测 试， 并 稍 微 修 改 “High-end Performance
Configuration” 的定义。

机顶盒 (Set-top box)
5.0 版最终草案
现况：4.1 版

美国环保署在 2016 年 4 月 8 日发布机顶盒产品协议书第 5.0 版最终草案，预计生效日为 2017 年 1 月 1 日，主
要 更 改“Sleep Mode”、“Scheduled Sleep”、“Service Provider Partner Commitments”、“Thin Client
Base Level” 和 “Client Only Incentive”， 并延长 Thin Client 产品类的转换时程。此外，美国环保署增加了
“Special Function Configuration in Testing” 并移除 “Client Only Incentive and Deep Sleep Tests”。

更多详情请至 http://www.energystar.gov/products/spec 查询

美国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US)
内容阐述

产品与现况

电池充电器 (Battery Chargers)
最终法则 (Final Rule)

美国能源部在 2016 年 5 月 6 日针对电池充电器 (Battery Chargers) 的测试方法，发布最终法则 (Final
Rule)，并预计六十天后生效。其中大致修订内容：1) 定义 Back-up Battery Chargers，但此测试方法排
除此产品类别；2) 代表测的电池 ( 包 ) 修改为仅测试最大充电容量或是最大电压或是最大组态；3) 铅
酸 (Lead-acid) 电池修改为在测试前需要执行活化 (Conditioning) 的循环动作，仅锂电池 (Lithium-ion)
可不需要活化；4) 单位能源消耗功率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的年度值计算；5) “Rated” 修改为
“Nameplate”。

更多详情请至 http://www.energystar.gov/products/spec 查询

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US)
内容阐述

产品与现况

能源效率计算机标准草案

今年三月加州能源委员会 (CEC) 针对 2015 年 3 月 12 日电气效率法规草案的研讨会公布报告。主要跟之前
草案的差异如下：
• 计算机：认可范围维持不变，但顺应快速发展的科技，将更广泛定义 “Computer”，并加入 “Small
Volume Manufacturer” 及 “Similar System” 的定义。此外，针对台式计算机及精简客户端 (Thin
Client) 增加了 Expandability Score 的定义及要求，也加入整合性屏幕 (Integrated Display) 及分离式图
形显示 (Discrete Graphics) 的权重计算方式。生效日期及要求修改为 2018 年 1 月 1 日后 ( 含 )。
• 计算机屏幕和广告牌显示器：认可范围为大于 12 吋且每平方英吋的像素量大于 5000 并限缩至小于或
等于 61 吋。测试方法为计算机屏幕依现行美国能源之星 (ENERGY STAR) 显示器规格书第 7.0 版的测试
方法，广告牌显示器则参照美国联邦法规 10 C.F.R. Sections 430.23(h) (Appendix H to Subpart B of part
430)，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后 ( 含 ) 需符合要求。

更多详情请至 http://www.energystar.gov/products/spec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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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然资源署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NRCan), Canada)
内容阐述

产品与现况

加拿大自然资源署 (NRCan) 在 2016 年 5 月 2 日发布的加拿大公报 (Canada Gazette, Part II) 内含能源效率
法案的修订通知。其中包括第 13 次及第 14 次修订案。主要修定内容如下：
• 第 13 次修订案 (Amendment 13)：此修订案的目的为增列 20 个产品别需符合最小能源效率标准，并排
除加拿大及美国的不必要的法规差异。在家用、商用电子及办公室产品部分的细项如下：
与时俱进及展望未来的能源效
率法规修订

- 外置式电源供应器 (External Power Supplies)：在测试方法上提供弹性的选择，可用现行的加拿大测
试标准 (CAN/CSA C381.1) 或是依美国联邦法规的测试方法 (Appendix Z)。
- 电视机 (Televisions)：顺应美国能源部的最终法规公布，移除原来因加州能委会要求的九个报告数据。
- 数字电视接收器 (Digital Television Adapters)：因该产品通常使用在模拟电视机上，但因科技进步，
模拟电视几乎已从市场淘汰，所以加拿大自然资源署提议废除此产品要求。
• 第 14 次修订案 (Amendment 14) ：在此修订案的提议中，自然资源部预计增订 15 项产品别，包含 9 项
现有产品别及新增 6 项产品别。在家用、商用电子及办公室产品部分，仅外置式电源供应器在列表中。

电池充电器 (Battery Chargers)

NRCan 针对今年 4 月 30 日预计增订 15 项产品别，包含 9 项现有产品别及新增 6 项产品别。在家用、商
用电子及办公室产品部分，除了外置式电源供应器外，考虑再加入电源充电器的规范。因应 2018 年 6
月 13 日美国能源部将强制电池充电器符合能耗法规，NACan 也将该产品别加入要求中。认可范围排除
不断电电源 (UPS) 及辅助电池充电器 (Back-up Battery Charger)。测试方法除可采用美国联邦法规，也可
以参照加拿大的测试标准，要求及生效日期则与美国能源部相同。符合要求的产品必须贴上加拿大标准
局认可的认证单位核发的认证标章。

更多详情请至 http://www.nrcan.gc.ca/energy/efficiency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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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梅开三度 , 再次获批为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音视频设
备指定实验室
国家认监委官网发布 2016 年第 21 号公告，公布了 2016 年度拟指定的强制性产品认
证实验室的名单 , 其中 , UL 苏州实验室成为音视频设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指定实验室。这是继 2014 年 7 月 UL 成为首家取得家电类产品 中国 CCC 认证测试资
格的外资第三方认证机构 , 2015 年 9 月被指定为马达产品提供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测试服务的认证机构后 , 第三次获得此殊荣。
作为认监委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家认证测试机构之一，UL 今后将正式进入国内的
音视频设备认证测试领域，严格遵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音视频设备》
（CNCA-C08-01：2014），为中国的音视频生产商提供测试服务。

UL 正式启动苏州冰箱综合性能实验室
UL 宣布正式启动其在华的苏州冰箱综合性能实验室，旨在进一步提升 UL 本地实力，为
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提供家用和商用冰箱，以及其他制冷设备商提供本地化的专业
能效测试及认证服务，助力客户应对国际市场不断升级的制冷产品准入要求。UL 是全
球领先的产品安全测试和认证机构，这座“冰箱综合性能实验室”的整体设计思路同样
代表着世界最新技术水平，是 UL 在大中华区内规模最大、检测范围最广的冰箱综合性
能实验室。目前，此实验室主要针对家用电冰箱、商用展示柜、除湿机、饮水机和制冰
机等电器产品进行全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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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上 海 和 深 圳 实 验 室 获 得 美
国及巴西的婴童产品测试认可
资格
为扩大服务范围，UL 在上海及深圳实验
室新增了全面综合的婴童产品测试能力，
日前成功获得美国 CPSC 及巴西 INMETRO
的实验室认可资质，能够采用先进设备，
并按照国际测试标准，协助品牌商、零售
商、制造商及供货商的产品，持续符合不
断更新的法规标准。
UL 服务旨在确保上市产品的安全，以建
立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服务项目包括测
试、分析、质量审核和验货、负责任采购
等；涵盖的产品类别包括学步车、婴儿弹
椅、婴儿浴椅、婴儿和儿童推车、儿童高
脚椅及婴儿秋千、标准 / 非标准尺寸婴儿
床、游戏床等。欲了解更多，请拨打服务
电话：86.21.242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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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启用越南与印度消费品测试实验室
UL 消费事业部近日正式启用的越南胡志明市与印度班加罗尔测试实验室，植入技术前沿
设备，以满足越南对纺织品、鞋类和玩具类产品，及印度对纺织品服装方面日益增长的
检测需求。位于越南的 UL 实验室，也是 UL 在国所建立的的首座实验室，被视为 UL 在
南亚的服务枢纽，可提供测试、质量监控和生产评估等专业服务，协助当地的制造商、
供货商及国际品牌客户，确保产品符合各国安全标准并具有良好的质量及性能。
此外，为顺应印度南部及西部成为全球纺织及皮革产品主要供应地， UL 于班加罗尔成

立第二座实验室 ( 第一座消费品测试实验室于 2013 年在古尔冈成立 )。

UL 与中国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
测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持续布建本地化服务的策略下，UL 消
费事业部已与中国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
测院正式签订“合作发展 共创未来”的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期望凭借此项举措，可
为已占温州市外贸出口总值约 25% 的当
地鞋革产业，注入一剂发展强心针。
本合作案旨在实现温州企业在家门口即能
快速获得广受欧美市场认可的 UL 测试报

集聚首届消防科技论坛把脉“城市消防安全”
首届广东消防科技论坛 9 月在广州拉开帷幕。此次会议由 UL、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广东省消防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消防协会会长陈伟明，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王
郭社，中国消防协会副会长李引擎和公安部四大消防研究所所长，以及以及 UL 首席
安全官 Barbara Guthrie 女士，UL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冯皓等领导及专

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和专业机构围绕“创新驱动
安全”主题，针对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火灾风险防控及消防大数据应用、石油化工类火
灾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电气类火灾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等专题展开 19 场专题演讲
和分享发言。
论坛以“创新驱动消防安全”为主题，围绕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火灾风险防控及消防大

告，未来可由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依据欧美标准进行相关产品的检测并提出
检测资料，再由 UL 正式出具测试报告。
通过此模式，将让温州鞋类产品出口制造
商不需再前往上海或广州等地才能进行检
测，省时省力及节省大量成本。未来，双
方还将根据发展需要，在鞋类合作的基础
上，逐步开展纺织服装、玩具等其他领域
的检测合作，同时在科技创新、标准研究、
技术培训等各领域进行合作，为整体提升
温州企业产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提供最
有力的支持。

数据应用、石油化工类火灾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电气类火灾风险防控及应急处置等
三个专题，邀请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和专业机构作专题演讲和分享发言，以
期进一步加强广东消防科技工作，提高消防科技水平。UL 全球副总裁兼首席公共安
全官 Barbara Guthrie 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从事安全科学的研究、规范的制

UL Safety Smart 携手海珠区逸
景第一小学护卫儿童安全

订、标准的开发、实验室运行、产品和体系认证、培训和教育工作，她以《安全指数
对城市和社会风险管理的作用》为题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她表示：“我非常荣幸能参

在今年金秋季节，UL 再度化身为安全大

加此次论坛，分享 UL 在消防安全领域过百年的经验和科学知识，与中国消防领域专

使（Safety Smart ），为广州市海珠区逸

家一起推动中国消防产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景第一小学带来了围绕家居安全和防火安
全两大主题开展的安全教育活动，受到
了学校和孩子们的欢迎。UL 首席安全官
Barbara Guthrie 女士亲临现场为孩子们颁
发安全大使的证书，并且表示“UL 一直
致力于创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对少年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安全保护尤为重
视。UL 希望联合学校、教育机构、政府
教育部门等，共同推广 UL 安全智多星活
动，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增强安全意识，减
低受伤风险，同时也让老师们在孩子的安
全教育上更加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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