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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携手 IWCS 举办亚洲峰会，共迎线缆连接新未来
2017 年 4 月，UL 邀请 IWCS 在中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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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行业作为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

及 人 才 网 络， 一 直 对 电 线 电 缆 行 业 的

国民第二大产业，是维系国民经济、国

发展与革新保持密切的关注和深刻的

专题研讨会 - 线缆及连接方案，共吸引

家安全、人民生活的“血管”与“神经”。

思 考， 旨 在 为 不 断 变 革 的 线 缆 产 业 及

近 250 名行业管理同仁及技术专家全程

线缆产品的性能、质量及其安全性对于

其 供 应 链 提 供 与 时 俱 进 的 技 术 指 导，

参与，与会者就电缆和连接材料、产品、

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公共日常生活保

以 及 可 靠 放 心 的 认 证 保 障。 在 中 国，

公益和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技术交流及资

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UL 一直致力于打破思维与方案解决上

讯互通。

的 国 际 差 异， 深 耕 线 缆 本 土 市 场， 希
作为市场信任的传递者与产品安全的

望为国内的线缆制造商带去更加快捷

守护者，UL 依托其全球化的技术资源

的一站式本地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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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会议主题包括电缆和连接材料、铜电缆的性能和设计、下一代特种纤维、光纤电
缆测量和可靠性、制造 / 加工技术等方面；共呈现超过 75 篇关于电缆、互连技术、设计、
部件、材料、制造、性能测试和应用情况等方面的专题论文；更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研
讨会、全体会议、管理层会议和专业发展课程，其中包括 UL 与 IWCS 共同呈现的铜芯
101、纤维 101 和材料 101 三门核心课程，以及针对物联网解决方案和数字化转型的主题
演讲。整个专题研讨会对线缆及连接方案的探究之深、题材之广、研读之详引人注目。
会议期间，UL 全球副总裁、电线电缆事业部总经理赖伦辉接受《线缆世界》采访，探
讨当下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趋势，畅谈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
UL 在构建线缆行业信用体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以下为本次专访内容。

深耕中国市场 30 年 服务内容深受认可
UL 始建于 1894 年，是美国最有权威的，也是从事安全试验和鉴定的国际性民间机构。
UL 旨在为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的安全应用保驾护航，采用科学的测试方法来进行研究，
并确定、编写、发行相应的标准，同时开展实情调研业务。
1980 年，UL 开始进入中国，在中国市场的 30 多年时间里，UL 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也见证了中国电线电缆行业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产值位居全球第一的国民支柱产业。UL
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史，实则伴随着中国线缆行业的发展史。
据赖总介绍，起初因为一些中国厂商需要 UL 对其生产的部分产品进行 UL 认证，于是
要求 UL 从美国派遣检验员进行检验，这就成为 UL 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随着中国制
造能力的增强，UL 派遣专家人员去中国进行检验的次数逐渐增加，为中国线缆厂商提
供本土的工程检测及认证服务也就顺理成章提上议程。经过不断的发展，UL 的足迹除
了苏州、广州、上海等几个主要测试基地外，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过去 5、6 年里，
UL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并将并购机构在中国的办事处也一同纳入 UL 的
服务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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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威的第三方认证检测机构，UL 不仅
为客户提供本土化测试、认证、检验、培
训和咨询服务，也助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
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如今， UL 已经可以为
电线电缆企业派发包含北美在内的欧洲、
日本、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等 50 多
个不同国家的认证。
赖总强调，UL 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中国
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给线缆行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市场机遇。UL 的专家团队在线
缆安全认证领域可为国内厂商评估逾 70
种的电线与电缆。深度上，UL 涉足全球
的安全标准及认证要求；广度上，UL 的
服务范围不仅包含全球主要出口国家的认
证，也为国内线缆厂商提供 CCC （或称
3C 认证）认证服务。在今年的 1 月份，
UL 位于苏州的实验室已获得中国国家认
监委指定，成为可执行电线电缆领域强制
性产品认证 CCC 的测试实验室。

关注产品质量 期待行业整合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线缆制
造及配套的产业体系，在许多领域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化制造；在总
体制造规模和诸多产品领域已持续多年保
持世界第一、行业销售规模也已连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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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万亿元，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然而国内电线电缆行业由于长期粗放式发展，依
然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局面，质量问题也始终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最大掣肘。
“中国是最大的线缆产量国，但在认证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产品不合格比例相对
较高，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赖总在谈到质量问题时指出，线缆产品出现质量问
题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厂家生产能力不足，无法稳定控制生产条件，导致出现质量不
过关的状况；二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保证利润，厂家选择偷工减
料。对此，赖总表示，行业整合将成为线缆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国内线缆行业整
体都在转变，一些低端的电线正在慢慢被高新技术取代，针对高端产品的开发和投入都
在增加。同时，许多企业也开始严控产品质量，逐步建立良好的生产环境。
作为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检测机构，UL 积极帮助中国电线电缆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
性能。除了基本的工厂检测，UL 还提供跟踪检验服务，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对线缆产
品进行抽检，确保制造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与之前接受评估的样品保持一致，有助于发现
供应链中的问题，确保 UL 标志的持续可靠，避免问题工程的产生。
不仅如此，UL 还与行业不同客户及相关部门开展协作，履行监管工作，打击山寨、不
符合规范的厂家，让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处在一个有序公平的环境里。

锁定新技术 立足新领域
“有人说线缆行业是一个夕阳行业，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在这个领域，新技术、新材料、
新结构、新应用比比皆是。”赖总信心满满地表示。
随着宽带中国、一带一路战略、5G 网络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线缆行业将迎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在电动汽车、新能源等领域，中国市场发展态势快的令人咋舌。
在这些新的领域里，新产品的开发伴随的性能检测和测试也成为 UL 重点开发的业务，
同时很多新产品的标准制定也提供了大量的服务需求。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国内线缆市场的过剩产能
将得到有效消化。在线缆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UL 积极推动国内线缆行业参与海

外市场，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检测、认证
服务，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UL 致力于
为国内线缆企业争取更多国际发言权。
当前，UL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数据
电缆的性能认证。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
加深，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科
技全面深入发展，数据传输的要求越来越
高，数据电缆的质量和可靠性要求大大提
高。就在今年第一季度，UL 位于台北的
实验室得到 USB-IF 协会的授权，成为全
球能够检测 USB 线材的 5 家实验室之一。
UL 可对不同的 USB 线材、插头的性能进
行针对性测试。与其他几家实验室不同的
是，UL 能对测试线材进行性能和安全双
重认证服务，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
UL 关注的另一个新技术为数据电缆上的
电力传输。据赖总介绍，目前用来传输信
号的网线在未来进行电力传输乃是大势所
趋，未来应用于 IOT、智能城市等场合的
电线电缆必然同时满足传输电力和信号的
功能。为此，UL 与 HDBaseT 联盟签署了
合作协议，作为 HDBaseT 联盟的独家发
证机关，助力 HDBase T 联盟跟踪监测其
线缆的合规性。
如今，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已是线缆行业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UL 历经百年，依托
其全球化的技术资源及人才网络，对电线
电缆行业的发展与革新保持密切的关注和
深刻的思考，并不断完善检测技术，为客
户量身定制各种性能检测认证服务，为不
断变革的线缆产业及其供应链提供与时俱
进的技术指导。
“迄今为止，通过 UL 认证的中国企业已
经多达数千家，在行业整合发展的过程中，
UL 认为线缆的市场需求依然是相当乐观
的，UL 也将竭诚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
服务。”赖总表示。
此次携手 IWCS，UL 希望能为国内线缆产
业引入新的发展视野和改革活力，为行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一个优秀的学习
和网络化体验渠道，进而激励行业技术领
导者进一步推动电缆和连接技术的安全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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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思进取，不为繁华易匠心
——记国内首家消防泵、消防柴油机“UL 认可目击测试实验室”落户南方安美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秩序巨变的大时代，在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机器人”、“大数据”和“互联网 +”这些概念之外，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提出要关注立业之本，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于享誉全球的安全科学事业领导者 UL

而言，如果说标准的研发与制定是其立身之本，那么工匠精神则是 UL 在助力各方企业畅行全球市场过程中对产品合规的不懈坚持，
对市场信任的用心守护，以及对前沿技术的吸收创新。

执笔科学，百年耕耘成就消防专知

灌测试、吸上测试及现场测试数据记录，以检测消防水泵最大制

UL 认证标准分别对消防泵、消防柴油机、消防控制柜等产品的

数据体现了认证水泵实际的性能，这些测试结果经 UL 美国总部

设计、生产及测试细节有十分具体的要求，并分册对各产品的标

审核后直接体现于产品认证报告中，体现认证消防泵性能的真实

准进行详细说明。这些标准集结了欧美上百年来消防技术研究的

性。UL 认证工厂测试，特别安排了静水压测试项目来检验消防

动马力及其流量、扬程是否能完全达到认证标准要求。现场测试

精华，并随着社会进步及消防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进行修改完

水泵承压强度， 即测试消防泵能承受 2 倍关死扬程压力加水泵最

善，以保证技术上的前瞻性及专业性。

大允许吸入压力之和，水压测试持续 5 分钟，以检测消防泵是否
有开裂及变形等，确保消防泵在负压状态下运行时泵体的承受能

申请认证的消防泵，各项技术文件都需通过 UL 美国工程师的文

力。消防柴油机放置在 0° F (4.5° C）环境下历经 8 个小时，随

件审核后方可安排工厂测试。测试工作由 UL 美国总部指派专业

即在最高额定转速的最大功率下运行 4 小时，然后需要经历一系

的认证测试工程师前往工厂，对每个申请认证的型号现场进行倒

列苛刻测试，以验证机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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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联客户
绿色服务角

匠心筑梦，见证南方安美并蒂开花
众所周知，消防泵组是整套消防给水灭火系统中的心脏，而消防
泵和消防柴油机作为消防泵组的关键部件，其安全性、可靠性显
得尤为重要。湖南南方安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
安美”）主要生产、销售符合国内、国际标准且具有相关国内、
国际消防认证的柴油机消防泵组、电动机消防泵组、电气控制设
备以及消防泵等产品，是 NFPA 国际消防协会会员企业，拥有一
支具备二十多年全球领域消防设备研发经验的团队，其中包括多
名外籍工程师及专家。自成立之初，南方安美即开始自主研发设
计符合国际消防标准要求的消防专用柴油机，分别从柴油机启动
系统、冷却系统、控制系统等方面对柴油机进行有效改装及性能
提升，以确保火灾发生时，柴油机能快速启动且运行稳定。
过去三年多来，UL 的认证工程师多次出入南方安美，与公司项
目团队积极沟通标准要求和测试细节。由于 UL 认证标准涉及知
识面广，且均为全英文版本，国内目前还没有内容完全正确的中
文翻译。为让南方安美充分了解标准要求，UL 国内工程师不管
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与国外工程师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安排国
外认证团队前往安美进行实地检测讨论，另一方面，UL 更协助
南方安美组建了专业的内部技术团队，并安排前往 UL 美国总部
进行培训学习，希望能够帮助客户逐条理解并消化标准。以技养
身，以心养技。
2016 年 11 月，南方安美在 UL 的帮助下首次通过 UL 消防泵认证。
今年 3 月，南方安美旗下多款型号的消防泵产品再度顺利获得
UL 认证证书。而在随后的 4 月，UL 再次以颁证人的身份见证南
方安美并蒂开花，UL 448 消防泵和 UL 1247 消防柴油机“认可目

击测试实验室”成功落户长沙，南方安美的生产所在地。这就意
味着南方安美今后进行消防泵和消防柴油机测试时，可在 UL 工
程人员的辅助下，在自己实验室内进行相关标准的测试工作，将
显著提高产品的认证效率和研发效率，对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市场
开拓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标准为名，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

UL 推出 UL ECOLOGO/EPEAT
手机联合认证
获得 UL 110 认证的手机品牌将能在全球政府
采用的 EPEAT 采购评级系统中快速注册产品
“电子污染”已成为近年来讨论的重大话题，其中又以更新
换代迅速的手机最受关注。UL 长期对“可持续性发展”进行
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所主导发展的手机可持续性认证标准
ANSI/UL 110 正式获准被全球标志性的美国电子产品环境评
估工具 – EPEAT 认证系统所采用，成为全球政府机构和私人
企业辨识和采购可持续性 IT 产品的标杆。
UL 110 标准已于 2017 年 3 月升级为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而 EPEAT 认证系统中新的手机类别将需符合新的 UL 110 标
准，并预计在 今年 7 月起上线。换言之，这项 UL ECOLOGO
/EPEAT 联合认证将能适用于任何希望手机同时获 UL 110 标准
认证且需有 EPEAT 注册以取得采购及标案资格的品牌厂商。
目前，全球各大领先品牌厂商和无线服务供货商将开始推动
即将推出的 EPEAT 手机类别和 UL ECOLOGO/EPEAT 联合认证
流程。事实上，在全球热销的若干手机品牌已正式展开 UL
ECOLOGO/EPEAT 联合认证的预评估流程；全球的无线运营商
也表示对与供货商合作，共同要求手机附上 UL ECOLOGO /
EPEAT 联合认证标志充满了极大兴趣。
获得 UL ECOLOGO/EPEAT 联合认证标志的手机不仅必须符合
基于手机生命周期环节所制订的专门认证标准，同时还必须
接受 EPEAT 系统进行持续性的检验。这项史无前例的前后端
市场认证组合，将能有力确保制造商可持续性声明的可靠性。
UL 环境部在 2013 年开展 UL 110 的标准更新，并于两年后首
次出版这套受业界广泛采用的手机生命周期标准。更新的多
属性标准可涉及环境标准，如材料，包装和能源使用；以及
可持续性标准：如消费后管理、延长使用周期、制造和运营
及公司执行。有关标准开发流程、UL 110 标准和联合认证的
更多信息，敬请浏览 www.ul.com/EPEAT。

进入中国 30 多年来，UL 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的
崛起，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制造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逐鹿国际市
场。UL 与南方安美的精诚合作，一方面看，是 UL 在经济全球化
的大环境下，帮助中国企业迅速响应全球市场、消费者和纷繁复
杂的供应链的需求；帮助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从价格竞
争向价值竞争的转移。而另一方面，UL 也是借助“一带一路”
这扇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机遇之窗，推动中国消防产业的国际化
发展进程，填补了消防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实现关键设备的国
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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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放大镜

UL 1446 标准更新及高压绝缘系统认证
专注服务电气设备绝缘系统，引领安全革新
随着《UL 1446 ─ 绝缘材料系统标准》第七版的更新，同时为响应与
日俱增的市场需求，“高压绝缘系统”的测试与认证业务在国内的
推广已然迫在眉睫！如今，UL 对于绝缘系统的认证不仅包含传统的
低压产品，更纳入了要求更高的高压绝缘系统认证。事实上，高压
系统认证已在北美地区实行多年，且已衍生大量 1000V 以上绝缘系统
的发展。
UL 1446 的近期更新增加了“短期热老化测试” (STTA) 和“设计寿命
老化测试” (DLTA) 要求，被视为与国际性 IEC 标准的一次完美接轨，
不难预期 UL 在后续标准更新中将会同步加入 IEC 高压绝缘系统规范。

近年来，随着国内变压器对北美出口的增长，以及旋转电机行业
在高压低能耗方面的持续创新，不断有新的电气制造商和绝缘材
料生产商涌入市场，他们已经具备颇有竞争力的高压电气设备和
耐高温高压绝缘材料的生产能力。
在产品制造的种种环节中，高压绝缘系统的功能性和安全性缺一
不可，因此，能有一个足够权威且专业的第三方测试机构保驾护
航显得至关重要。UL 深耕“性能材料”领域多年，备受全球价
值供应链认可，为创新绝缘材料组合所提供的测试和认证服务与
时俱进，同时更能贴近全球市场需求，实现真正的全球共赢。

绝缘系统认证发展编年史
~1950 年代

开始关注温度对电气绝缘的影响

1950 年代

美国海军军舰空间有限，需要舰载设备小型化

1958 年

美国海军出资赞助一系列“电气绝缘系统”(EIS) 测试
初步建立 EIS 热老化测试方法

1959 年

发展通用测试模块且发布评估标准

1974 年

发布 IEEE 117 – 散绕绕组交流电机绝缘系统评估方法

1977 年

1978 年

发表电气绝缘可靠性预测试的研究 ─ 海军总结报告
发布美国海军军用规范 ─ 海军舰载电力设备要求 MIL-E-917D
UL 在六月发布 UL 1446 标准初版

~
2016 年

UL 在 11 月 11 日发布 UL 1446 标准第七版

UL 的测试方法及相关标准
凭借累积数十年的测试经验，UL 熟知如何运用 旗下丰富资源帮
助行业客户轻松破除国际贸易壁垒。基于更新的 UL 1446 第七版，
UL 结合 IEC 和 IEEE 标准要求，可以按照以下标准为客户提供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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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压和高压绝缘系统的标准服务，产品范围涵盖马达、变压器、
发电机、螺线管等

服务放大镜

表格中的 ‘

’ 表示适用；‘

标准

’ 表示不适用

适用产品

低压 *

高压 *

简述

计划
纳入

2016 年 11 月 11 日更新的第七版，为逐渐与 IEC 标准统一，
其中修订某些专业术语，并涵盖马达、变压器、发电机、
螺线管等电气设备的低压标准。接下来的标准修订预计将
进一步同步 IEC 相关标注，包括纳入高压绝缘系统认证

UL 1446

通用 ( 马达、变压器、发电机、螺线管 )

UL/IEC 60335-1
Annex C

旋转马达

UL 现可提供 STTA 服务：即针对旋转马达产品的短期热老化
测试，大幅缩短绝缘系统的认证时间

IEC 61857-31

通用

UL 现可提供 DLTA 服务：可评估应用在设计寿命为 5,000 小
时以内之产品的电气绝缘系统

IEC 61857-1

通用

电气绝缘系统 – 热评估流程 – 第 1 部分：通则要求 - 低压

IEC 61857-2

通用

电气绝缘系统 – 热评估流程 – 第 2 部分：选用适合的测试方
法以用于电气绝缘系统评估与分级

IEC 60085

通用

电气绝缘 – 热评估与设计

IEC 60034-18-31

旋转马达、发电机

旋转马达绝缘系统的功能性评估 – 模绕绕阻 (Form-wound
Windings) 测试流程 – 50MVA、15kV 及以下的马达绝缘系统
热评估定和分级

IEEE 1776

旋转马达、发电机

IEEE 推荐可实务用在 15000V 及以下的交流电机所采用之
未 密 封 与 密 封 成 型 定 子 线 圈 绝 缘 系 统 (Form-Wound PreInsulated Stator Coils) 热评估

IEC 61857-41

变压器

即将发布：1000V 及以上干式高压变压器用绝缘系统的具体
要求

IEEE C57.12.60

变压器

干式电力和配电变压器用绝缘系统的热评估测试流程，包
括开放式绕组 (Open-wound)、固体浇铸 (Solid-Cast) 及树
脂密封 (Resin-Encapsulated) 的变压器

IEC 61858-1

通用 ( 针对已认证的 EIS 组进行调整要求 )

针对已认证的电气绝缘系统修正热评估要求 – 第 1 部份：
散绕绕组 (Wire-wound ) EIS

IEC 61858-2

通用 ( 针对已认证的 EIS 组进行调整要求 )

针对已认证的电气绝缘系统修正热评估要求 – 第 2 部份：
模绕 (Form-wound) EIS

UL 1004-9

旋转马达、发电机

成品标准 – 马达和发电机

UL 1562

变压器

成品标准 – 电力与配电变压器

注 (*) 一般将适用电压 1000V ( 包括 ) 以下的系统定义为低压系统，1000V 以上的系统则为高压系统

UL 优化服务，更加人性便利
为使高压绝缘系统认证服务更方便快捷，UL 优化了认证流程，
可提供全程的技术支持与测试服务，更及时高效地完成客户的申
请案件：
第一步：方案评估阶段 ── 在此阶段，UL 专家会深入了解客户
的需求，并为客户找到最适用的产品评估标准与测试方案，同时
帮助客户利用“预测试”流程识别潜在设计风险，尽可能确保认
证项目顺利完成。
第二步：测试和认证阶段 ──在此阶段，身为客户的商业合作伙

伴，UL 将尽力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双向沟通，无论是前期材料筛
选、结构审核以及完整热老化的测试，都将主动让客户在第一时
间获取相关讯息。一旦完成测试，UL 也会谨慎分析测试数据，
并对符合测试要求和标准要求的绝缘系统进行授权，而这些通过
UL 测试的产品将被载录在受行业人士高度认可的 UL 在线认证目
录或 UL iQTM 数据库中。
总而言之，UL 提供的每一步服务，都会有专业工程团队的介入，
并与客户时时保持沟通，尽可能确保一站式便捷的服务内容能够
符合客户需求，并能为客户降低所有的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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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服务

UL 联合 HDBaseT 联盟推出支持 PoH 安装的全新电缆
认证计划
顺应现代人对于视觉享受的要求，许多
显示设备近年都采用 HDMI 传输线。然
而 HDMI 在 传 输 距 离、 价 格、 传 输 速 率
以及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新的
HDBaseT 技术得以快速堀起。HDBase 是
与 HDMI 一样，强调影像质量的 新技术规
格，但是它能更进一步将未经压缩的高清
晰数字视频、音频、100BaseT 以太网和各
种控制讯号一同合并在配备 RJ-45 接头及
4 对绞线的一条 100 公尺长通讯线缆上，
突破 HDMI 的十分有限的传输距离，更重
要的是新的 HDBaseT 技术是开放的标准，
让厂商和消费者都将进入新的时代，前者
将涌现新商机，后者则将享有前所未有的
影像体验。
除此之外，HDBaseT 供电 (PoH) 技术可将
电视、显示器等产品的供电能力提升至
100 瓦，为设备提供电源与讯号的能力提
升也使得 安装更简易。由于 HDBaseT 所
赋予的种种优势，且随着 HDBaseT (PoH)
设备与日增加，因此不少 AV 供货商、制
造商和专业人士纷纷表达对该技术标准化
和一致性的期待，以确保各种尺寸电缆束
皆能实现高性能。

不过一旦电缆追求功率的提升，内部所产
生的热量也会增加，尤其在安装过程中，
因电缆处于捆扎状态而更明显，如果电缆
超出额定温度时仍持续运作，即会出现安
全问题；此外升高的铜线温度也会增加电
缆的插入损耗 (Insertion Loss)，连带影响
传输性能。
UL 为解决业界连串的安全与性能疑虑，
正 式 联 合 HDBaseT 联 盟 推 出《Power
Over HDBaseT (PoH) 认 证 计 划 》， 旨
在 建 立 基 于 HDBaseT 针 对 推 荐 电 缆
(Recommended Cable) 的 符 合 性 测 试 规
范，及 UL 在「有限功率」(LP) 电缆的实
务经验而开发的加热测试等两大方面制定
要求，其直接从 电缆制造商着手，来满足
视听设备在安装上持续发生的性能和安全
需求。
通过本方案，UL 会依据 UL 4299 标准对
HDBaseT 供 电 (PoH) 电 缆 进 行 符 合 性 评
估，将受测的电缆安装成特定捆数，以
100 瓦进行测试，并在测试期间取得电缆
温度，再以此温度验证 HDBaseT 参数；
此外，在 HDBaseT 联盟的认可下，UL 也

成 为 该 联 盟《 推 荐 电 缆 (Recommended
Cable) 计 划》 的 测 试 执 行 机 构， 将 依
HDBaseT 符合性测试规范确定电缆是否能
够有效按照 HDBaseT 通讯协议进行传输。
UL 服务将为电缆制造商带来实质益处：
• 运用简易方式处理功率提升时会出现的
安装和安全问题。
• 提供线缆性能测试管道，特别是因供电
及捆扎造成温度上升时，也保证电缆性
能符合规范。
• UL 的要求以测试为基础 , 增加创新电缆
设计的弹性。
• UL 标志广受业界认可，有效提升产品的
品牌价值。
• UL 独有的工厂检查及市场监督等跟踪检
验服务，保证产品的持续合规，提升各
界信心。
• 通过 UL 一站式服务，即可同时完成 PoH
电缆认证和 HDBaseT 推荐电缆计划。

UL 性能材料部门推出可用于增材制造计划的新型
塑料（“蓝卡计划”）
UL 性能材料部为塑料提供测试及认证服
务已逾 75 年，始终与塑料行业各利益相
关方密切合作，维护改善现有的 UL 标准，
建立新要求，开发针对新技术和新产品应
用的认证与测试计划。
UL 将推出用于增材制造计划的新型塑料
（“蓝卡计划”）。这项新计划专门针对
3D 打印材料，可作为 UL 现有塑料认证计
划（黄卡计划）的延伸计划。
与传统制造（如注射成型）不同，3D 打
印过程引入了可变性，会因样本如何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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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而对产品属性和性能产生显著影响。
增材制造的塑料计划定义了识别用于 3D
打印和 3D 印刷组件及产品塑料所需的额
外要求。
蓝卡计划证明某材料适用于特定的 3D 打
印技术，并有助于确保零组件或终端产品
制造商使用经过测试的材料，且该材料的
生产也将由独立测试实验室定期监控。
“UL 一直通过为增材制造人力开发、设
备安全与设备合规性提供解决方案来满足
客户需求。”UL 研发经理 Thomas Fabian

博士说：“将蓝卡计划添加到我们的性能
材料产品中，展现了 UL 致力于帮助客户
成功应对增材制造领域层层挑战的承诺。”
UL 认 证 的 3D 打 印 材 料 将 会 添 加 到 UL
iQTM 塑料和 PROSPECTOR® 数据库中。这
有助于有意销售其材料是通过 UL 认证，
并可用于 3D 印刷组件材料的塑料制造商，
也有助于想要认证 3D 印刷零组件的制造
商。此外，蓝卡计划还可满足有兴趣在其
设备中使用 3D 印刷零件和组件的终端产
品制造商。

UL 服务

UL 发布 UL 6141 大型风电机组标准
本文作者： 工程经理，UL 大中华区风电行业负责人黄一凌
根 据 全 球 风 能 理 事 会（GWEC）2017 年
2 月 10 日在布鲁塞尔发布的《全球风电
统计数据 2016》，2015 年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达到 63.63GW 创历史记录，其次为
2016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54.60GW。
短短 16 年内，全球风电累计装机翻了 20
倍。其中，2016 年新增装机容量排名第一
的中国达到了 23.3GW，排名第二的美国
也达到了 8.2GW。伴随全球风电行业的快
速发展，直接从事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在
逐年上升，面对电击、火灾、挤压、高空
坠落的作业风险，制定全面的行业安全标
准成为 UL 执笔安全科学的重大责任。
以 往，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行 业 主 要 依 据 IEC
61400 系列的标准，该标准关注的主要是
风力发电机组的机械载荷、功率曲线、电
能质量等风力发电机组的机械电气性能，
涉及到安全的要求只有安全功能行为测
试，然而该测试无法满足全方位的人员安
全要求，也无法覆盖美国现存电气安全和
标准。因此，UL 在 2012 年完成了小型风
电机组安全标准 UL 6142 后，就成立了工
作小组，着手准备大型风电机组安全标准
UL 6141。
为了反映北美以及全球风电行业对该项标
准的要求，UL 联合了各大风机生产商、
美国地方行政管辖机构（AHJs）、美国消
防协会 （NFPA）、美国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美国风能协会（AWEA）等机
构共同开发 UL 6141。

UL 6141 标准概述
UL 6141 尽可能融合了 IEC、IEEE 相应的国
际风电机组零组件标准，以促使制造商降
低符合新标准要求的产品再研发成本。相
对于 IEC 标准以扫风面积来定义大小风机，
UL 标准是以人员能否进入风力发电机组
内部进行工作来区别大小风机，且 UL 定
义的大型风电机组是与独立或普通电网连
接，以商业发电为目的。
UL 6141 标准分为 15 个章节，涵盖了整体
介绍、风机设备和子系统要求、人员安全
要求、标示和工作指导五大方面，并详细
定义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特殊组件和子系

统，包括线缆、线缆接头、电缆防缠绕环、
母线排、开关柜、配电板、变压器、轮毂、
变频器 / 逆变器、雷电保护、滑环、齿轮
箱、吊车、防火保护、急停和人员保护、
线缆槽、液压组件、发电机 / 电动机、电
机驱动器、储能设备、断路设备、电池充
电控制器、中压断路设备、加热 / 制冷设
备、助爬 / 电梯设备，另外也详述了这 26
个特殊组件和子系统所适用的 UL 和 IEC
标准，便于风机生厂商选择符合标准的零
组件供应商。
此 外，UL 6141 标 准 还 对 安 全 间 隙、
600V-1000V 之间的部件、安全接地等方
面有所要求，这能促使符合 UL 6141 标准
的风力发电机组一并符合相应的美国国
家电气规范 (NEC) 和美国国家防火规范
(NFPA) 的要求。在人员安全要求部份，标
准参考了 IEC 61400-1 第一部分：设计要
求中的“控制系统”和“保护系统”的功
能要求，确保进行 IEC 标准所要求的“行
为与安全测试”的设备也能符合 UL 6141
标准中所要求的人员安全。不仅如此，
UL 6141 还对手动停机、自激励、根据 IEC
61400-12-1 的分级、工作空间要求和标识
做了详细的说明。不过必须注意，本标准
并不覆盖海上风机、机械载荷特性、机械
结构安全和电网连接要求。

风电机组进入市场契机与前景
UL 6141 标准发布以后，将会被纳入美国
国家电气规范（NEC）2017 版的要求。在
美国，风电机组投入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必
须符合国家联邦、州、市以及当地的电气
规范，负责审核风电机组安全事务的是各
行政管辖机构 (AHJ) 。与欧洲不一样，美
国市场要求风机生产商提供第三方机构出
具的安全符合性认证。在 NEC 2017 版发
布以后，如果进入美国市场的风力发电机
组 没 有 UL 认 证， 各 行 政 管 辖 机 构 (AHJ)
需要根据国家或当地规范，或者与风电有
关的安全标准进行评估，这将会带来风电
机组安装后被拒绝接受的可能性。若风机
带有 UL 认证，不仅能够使认证后的风机
区别于其它未认证的产品，还能在日益增
长的美国市场获得更广泛的安全性保证。
UL 与西德州农工大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联合组建了一个风机试验场，可对在北美
销售的大小型风机进行 IEC 61400 标准的
型式试验，包括功率曲线、机械载荷、噪
音 / 振动、电能质量及低电压穿越等电气
特性等测试；同时也可以根据 UL 6141 进
行 UL 标准的认证，一站式解决多项测试
和认证的需要。除了国际主流风机厂家正
在进行 UL 认证之外，国内已有数家主要
风机制造商准备将风机进行 UL 整机及零
部件认证。
除 了 针 对 风 机 整 体 的 UL 认 证 以 外，UL
还可以对已经在风场安装，但未获得 UL
认 证 的 风 电 机 组 进 行 现 场 评 估（Field
Evaluation），通过 UL 的现场检查评估后
的风力发电机组，也是可以符合相关标准
要求的。需要注意的是，该评估针对单批
次风机，对于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场并不经
济。因此，获得风力发电机组的 UL 认证，
将是企业进军北美风电市场的先决条件，
而在这场拓展全球风电市场的旅程中，UL
也将一如既往地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中
国风电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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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物联网技术发展，智能生活更进阶
本文作者： UL 电子科技产业部专案工程师廖家陞
充满现代时尚且融入智能科技的生活人人向往，不仅近年来更多
电影以此为背景，同时某些情节也确实在现实生活上演，如漫
威电影《钢铁侠》 (Iron Man) 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管家 Jarvis 曾一
度成为热门话题，而这个乍闻不可能实现的概念却于 2016 年在
Facebook 的 CEO 马克 • 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家中再现 1。
或许现实未能如电影般神奇，然而，一个结合自然语言处理、
语音识别、脸部辨识及强化性学习的智能管家，似乎不再只是电
影般遥不可及。通过说话或是打字控制家中的亮度、温度、帮忙
烤吐司、播放音乐、辨识访客开启门锁，甚至逗弄孩子的种种场
景，正为未来更成熟的物联网生活勾勒出一幅美妙的蓝图。
物联网只是仅仅如此吗？它只是让所有生活中的元素都连上网
络？然后让手机变成遥控器或是对一些习惯行为进行分析？已成
为生活惯有词的物联网或 IoT 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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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带来的期待
“物联网”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无线的网络平台，能让所有的电子
产品在这平台上沟通，不同于互联网 (Internet) 处理的是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 (H2H)，物联网技术更进一步让电子产品拥有相互自
主沟通的能力 (M2M)，允许所谓“人工智能”日夜不停地分析提
取信息，进而提供给用户超乎期望或未知的信息，进而“感觉到”
这是一个“具有智能”的科技产品。
当然，上述的智能型表现服务，可以展现在任何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不同层面，包括智能家居、无人驾驶的电动车、工业 4.0 制造、
智能电网、智能医疗等。这样的前瞻性技术，将潜移默化生活的
各种型态，并在城市、 生活、健康等方面慢慢影响并改变大众
的行为，而这种种现象正是这波物联网浪潮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 在 2016 年 9 月公布的
数据 2，物联网市值将从 2015 年的 1,303.3 亿美元，以 32.4% 的

趋势论坛

年复合增长率在 2022 年达到 8,835.5 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的市
值在 2022 年将占最大比，尤其是中国大陆及印度。

技术发展须关注的三大重点
物联网或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正在市场上上演着激烈的厮杀。
百家争鸣推动科技一日千里的演绎，无论如何，以下三大重点
UL 认为不容忽视：
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 如今的技术若要让一个电子产品
连上网络相当容易，然而目前市面上有各种技术可供选择，如蓝
牙 (Bluetooth)、 WiFi、4G/LTE、近距离无线通信 (NFC) 等，而不
同的方式就如同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使用着不同语言，无法在一个
统一的平台上采用相同的语言和逻辑来进行沟通。
可靠性 (Reliability) ── 如果启用城市电网，一旦出现无人汽车
在路上行驶，或是心跳、血压、血氧等与生活相关的生理监控，
我们是否有足够信心都交给物联网控制。此时，可靠度的重要性，
将不再只是用户的感受。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以及网络自主修复能
力，让产品不会因为网络单点的故障而失去整个链接可靠性的验
证，或是网络连接的方式及协议，将会比现行的网络要求更为严
格重要。
安全性 (Security&Privacy) ──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网络攻击将
更为复杂且更难防范，自然消耗的成本将更多。根据 Gartner 与
其他产业报告，2020 年全球将有 208 亿台连网装置；而 IDC 研
调机构的预估则指出，至 2018 年，66% 的网络将出现 IoT 安全
漏洞 3 。事实上，全球的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更上升为国家
安全议题，比如最近出现的“永恒之蓝”勒索病毒，因此，市场
流通的产品与服务都可能面临安全威胁，甚至金融风险。

物联网联盟三大主流
为促使物联网的健康发展，全球出现由多方专家所主导的不同系
统联盟，旨在试图开发能够帮助指引未来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标准
和协议，不过通过市场竞合机制的运作，以智能家庭为例，现主
要有三个联盟，而 UL 在其中的参与简述如下：
Thread 联盟 ── Thread 为一开放的标准，目前由 208 个会员共
同组成，包括 Google、Qualcomm、Silicon Lab、ARM 等，采用
最新一代的 IPv6 及 6LoWPAN 为技术基础，执行于 IEEE 802.15.4

低功率无线网络。 此联盟定义自己于智能家庭网络中的连接层，
可提供可靠、安全、低能耗、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且不会出
现单点失效的网状网络。其应用层目前可采用 EEBus、OCF、
Zigbee 技术。UL 已与 Thread 联盟共同开发认证程序，且成为唯
一提供认证服务的实验室，该服务于 2017 年 2 月正式在美国、
英国与台湾启航。
开放互连基金会 (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 也是
开放的标准，现由 200 个会员共同组成，如 Microsoft、Intel、
Qualcomm 等。该组织主要制定的标准为 IoTivity，为一个开放
源码的软件框架，可在立足于不同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的物联网
设备之间，实现无缝连接。UL 目前也是 OCF 联盟的全球 6 个认
证实验室之一。
Homekit ── 为国际苹果公司 (Apple) 的智能家居平台，设定以
Apple TV 为家庭中枢， 透过 Siri 语音随处控制家中一切；其在
2016 年更与建筑公司 Lennar 合作，共同开发智能家庭。目前全
球共 有 50 多个品牌提供兼容 Homekit 架构的产品。

UL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如上所述，物联网能否健康良好发展，首要关注效能与安全。 UL
于 2016 年开始推行全新的《UL 网络安全保障计划》(Cybersecurity
Assurance Program, CAP) 。 该计划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学术界与
产业界等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建议所制定，目的正是为了要强化物
联网关键基础建设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中的供应链安全措施；
其所提供的评估方式立足于 UL 新发展的 UL 2900 系列标准，能
为连网产品与系统找到软件漏洞与弱点、降低被入侵的风险、处
置已知的恶意软件、检视安全 (Security) 控制项目，借以提升大
众安全意识。目前 UL CAP 的服务与软件安全作业已被美国网络
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视为测试与认证 IoT 连网装置的重要方法，特
别是在能源、公共 事业与医疗照护等领域。
此外，在物联网的生态系统中，为了不与产业脱勾，且满足产业
的实务需求，UL 积极参与多项国际重量级产业联盟，如 OCF、
Thread、蓝牙 SIG、Wi-Fi 联盟、ZIGBEE 联盟、NFC 论坛、WPC (Qi)
无线充电联盟、 AirFuel™ 无线充电联盟、EMVCo、PIC、FIPS、
Common Criteria、Green Button 等，亦与许多科技领导厂商保
有紧密合作关系。

参考来源：
1. https://www.facebook.com/zuck/videos/10103351034741311/
2. 2016 年 9 月 15 日 Markets and Markets 出版的《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Market Worth 883.55 Billion USD by 2022 》
3. http://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6/01/27/internet-of-things-iot-predictions-from-forrester-machina-research-wef-gartner-idc/5/#492304da6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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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全！ 实体模型及外墙气候防护现场测试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 UL 规范和咨询服务地区经理 Alfredo Ramirez

“帷幕外墙”是建筑围护系统的基础之

范，且落实在全球各地的建筑物中。这些要求确立了建筑围护结构和开窗产品的性能最

一，可用来防止建筑结构、居住者及内部

低门坎。帷幕外墙一旦未能符合防漏水 / 气的最基础要求，将对建筑内部造成严重的影

物体受到天气和户外环境的破坏。今日建

响，包括安全问题、建筑构件及内部对象的损坏，以及冷暖空调能源成本上升等。一般

筑师不断追求新颖且让人惊艳的帷幕外墙

而言，未进行初步实体模型测试或现场测试的帷幕外墙，由于可能存在错误组装或安装，

设计，其结合各式材料制成独特的窗户及

维修成本通常较高，并将为建筑物及其居住者带来严重风险。

面板，以满足广泛的建筑用途需求，包括
住宅、商 / 工业、医院等不同用途的需求。

现今益发复杂的帷幕外墙设计（利用独特的风格或门窗尺寸及不同立面组件和保温材料）

正因为建筑设计的创新，为确保建材与设

已对是否能符合所有适用标准和规范带来极大挑战。为使得建筑围护结构保有防护质量，

计的组合仍具备防水防漏，故建筑材料或

在不同的施工阶段即对帷幕外墙进行实体模型测试和现场测试被视为经济省时的解决方

系统的性能测试越来越受重视。

案，同时也能确定符合建筑师与业主相应标准要求。

有鉴于此，UL 等多家北美标准及规范制

为在创新与功能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帷幕外墙的测试兹事体大，建筑师、设计师、

定机构编写并发布了特定规范及性能要

业主及施工单位在建造过程中必须持续进行实体模型测试和现场测试，以测定窗户、门

求，被引用于正式的标准中及各种施工规

及幕墙的漏气率、漏水、结构、冲击及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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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体模型测试和现场测试评估的建筑

点变化而变化，并对建筑围护结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标准

围护结构，将能在防漏气、防漏水和结构

阐明的所有条件皆是要求涉及建造的各方必须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同时配合第

完整性方面，为建筑建造的相关利益方提

三方认证机构基于标准的要求，让对象创新美观之余仍具有高度质量。

供必要信息，使其能了解本地评估施工前
至安装后的性能和风险。当然这些评估数

正如规范所强调，所有施工阶段应彻底执行要求，建造者必须对业主及居住者

据最重要的是让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建

担起全责。至于各种帷幕外墙用材及设计所需采用的评估方法，在材料、设计

筑规范及产品认证要求。

及建筑功能不断进步下，将端视实际可行的测试方案，必要时，还必须完成额
外的现场测试以确保实际安装的质量是否合格。

风、雨、地震等自然活动为标准规范中最
常见的环境条件，而其会随建筑物所在地

UL 消防安全周年纪念系列

UL 盛大庆祝消防安全测试逾 120 年
历史的轨迹，造就了今日。 回到 1894 年，

“防火”起家， UL 自诞生以来，就秉持严格的科学过程和最高的道德准则，

在那个世界版图正在重新聚合、所有文明

为消防安全测试方法制订一系列引领产业的圭臬。

正在快速起飞的年代，一个专注于“安
全”的机构，由电气工程师 William Henry

Merrill ( 威廉 • 亨利 • 梅瑞尔 ) 在美国创建，

命名为“承保电机工程局” (Underwriters

Electrical Bureau)，其为美国国家火险部电

时间通过 120 余年，世界的发展让人无法想象，科技的进程已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 UL 跟着时间巨轮一同变革，但初创的使命却始终如一。今日 UL 的消
防安全业务已升格为更大范畴的建筑安全，但仍一如既往地以业界之最的
丰富经验与洞悉力，不仅为建筑业提供最新的消防研究和测试能力，亦协

机工程局 (Electrical Bureau of the National

助制定了大量广受全球建筑规范援用的产业标准。

身。UL 的首个办事处位于芝加哥国内保险

为庆祝 UL 消防安全超过 120 年，《UL 通讯》自本期起将借由一系列文章，

Board of Fire Underwriters)，正是 UL 的前
公司大楼。

邀请读者共同体验 UL 的创立新里程。

UL 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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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最新照明设计联盟 (DLC®) 的市场抽检政策
为了推动北美地区的州级、地区性乃至国
家级的能源效率事务，促进高质量、高能

DLC 抽检流程

效的照明设计在所有商业照明领域中普
及， DesignLights Consortium® (DLC®) 为
一自愿性符合计划，在认证高能效照明质
量和性能等方面具有前驱地位，主要可适

DLC 启动抽样

结果

用于未列入美国 ENERGY STAR® ( 能源之
星 ) 计划的 LED/SSL 商用照明产品。

为能使列于“合格产品列表”(Qualified
Products List, QPL) 的 所 有 产 品 持 续 保 有
合规性，DLC® 公布市场抽检方案，且于

被抽检制造商
收到通知

拒绝抽检

DLC 于 QPL
移除相关产品列名

2017 年 1 月开始实施。本文在此概述这项
抽检流程，及每个阶段的关键信息。厂商
需要提前准备，才能轻松应对这项新的政
策。

DLC 的市场抽检流程概述
原则上，这套市场抽检方案是针对前述的

DLC 采 购 样 品
( 制造商付款 )

QPL 产品，首先由 DLC 启动抽样流程，接
着通知被抽检制造商。以下为抽检流程各
个阶段的重点信息：
展开抽检 ── DLC 依其抽样原则抽选样
品，而被抽检的制造商若对抽检没有把握，

DLC 进行测试

不合格

可在抽检前下架自己的产品，以避免遭受
惩罚。
通知抽检 ── DLC 将以邮件通知被抽检
产品的制造商，该制造商需在 10 个工作
日内回应是否接受抽检：1) 接受抽检者，
制造商需在 5 个工作日内具体提供可采购

产品合格
结束抽检

到该产品的至少 7 个地点； 2) 拒绝抽检者，
所有的关联产品将从 QPL 上移除，且 DLC

会进行后续追踪，包括 a) 针对第一次拒

绝，将提高抽检该制造商其他产品的可能；

可以买到确定接受抽检之样品的任何一处进行采购，一旦完成采购，DLC 将通知相应制

及 2) 针对第二次拒绝，则该制造商 12 个

造商在 5 个工作日付清样品采买费，若超过期限未支付，产品将从 QPL 上移除，且 DLC

月内不得申请 DLC，其所有在 QPL 上的产
品将被移除。
采购抽检样品 ── 由 DLC 指定代理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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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定该制造商拒绝此次抽检。原则上，采购预计在 8 周内完成。
测试结果的审核 ── 对于抽测的结果，DLC 主要将依据以下《表格一》和《表格二》
列明的容差值进行判定。

服务探索

《表格一》结果不符合 DLC 技术要求，但需在本表的容差范围内

评量项目

容差值

Lighting Output

-10%

Efficacy

-3%

Allowable CCT

ANSI C78.377-2015* 定义

CRI

-2 points

Power Factor

-3%

THD

+5%

Zonal Lumens

参考技术要求《表格 4 》

NEMA Classification

无容差值

*ANSI C78.377-2015 也为室内类别的色度坐标 (DUV 与 (X, Y)) 容差值援用参考

《表格二》结果符合 DLC 技术要求，但与原 QPL 上的数据比对需
在本表的容差范围内
上诉 ── 若对 DLC 判决不合格的测试结果有疑虑，可于 5 个工
作日内申请上诉重测，然必须有充分理由，且自行支付重测费。
若 DLC 拒绝上诉或制造商没有再一步的上诉响应，则认定制造商
接受判定结果。

评量项目

限定型式 *

容差值

Lighting Output

LCV

-9.6%

System Wattage

UCV

+12.7%

Allowable CCT

UCV & LCV

+/- 8.1%

判定结论 ── 根据《表格一》与《表格二》将衍生不同状况：

CRI

LCV

-5.9%

Power Factor

LCV

-5%

THD

UCV

+10%

Zonal Lumens

UCV & LCV

+/- 9.6%

NEMA Classification

UCV & LCV

+/- 1 Type

I. 根据《表格一》容差计算却仍不符合 DLC 技术要求
1. 产品判定为失败后，其相关系列产品及家族产品、多重列名
产品等，都会从 QPL 移除。
2. 同一个制造商若出现产品两次失败，该制造商将于 12 个月内
不得申请其他 DLC 项目。
3. 一个制造商如果出现产品三次失败，则其所有 QPL 上的产品
都将被移除，且制造商 12 个月内不得申请其他 DLC 项目。

* 表示容差值有限定 (LCV = Lower Critical Value / UCV = Upper Critical Value) ，
其由高至低于 DLC QPL 所列值的百分比显示； LCV 与 UCV 数值乃根据 DLC
要求而有所限，如一个 UCV CCT 值不能超过最大的 CCT 要求。

II. 根据《表格二》计算，结果不在容差范围内但符合 DLC 技术要求
1. 可以更新 QPL 上的参数，但需要再次支付申请费用，或可选
择移除该产品。
2. 若第二次出现如上情况，可以自费再次申请更新产品参数，
或者移除该产品，但制造商 12 个月不得申请其他 DLC 项目。
3. 若第三次出现如上情况，其所 QPL 上的产品皆将被移除，且
制造商 12 个月不得申请其他 DLC 项目。
如需获得更多相关信息或 UL 的服务，敬请联络中国照明业务部，
联系电话：0512-680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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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获授权成为 USB Type C 独立测试实验室
安全科学与时俱进，支持崭新技术发展
科技的进程无非是实现一个更加便利美好的生活全景！在以新型
设备对轻量化和小型化为核心追求的驱动力下，许多外围效应应
运而生，其中就包括近几年上市但在很短时间内就有 USB 3.1 标
准问世的 USB Type C 端口。这项新型 USB 线缆及连接器，最大
特色在于其外观的上下端完全一致，意味着用户再也不必区分
USB 正反面就能插入母口。同时，它所应用的前端技术包括在
数据传输速度及充电时间等方面的效能的大幅提升，以及 DP、
HDMI、VGA 端口功能的整合等。 简而言之，USB Type C 的市场
导入，将方便用户仅用一条线就能完成多项工作，如连接电视、
为产品充电等等，这将促使人们习惯使用的通用串行总线 (USB)
硬件接口逐渐退出市场。
致力于创新安全科学的 UL，对于在产业供应链位居关键地位的
线缆产品的安全认证投入巨大。针对新兴的 USB Type C 线缆，
UL 近期宣布其在台湾的实验室荣获 USB-IF 授权成为可执行 USB
Type C 线缆、连接器和电力传输电子标记 (PD E-Marker) 测试
的合格独立测试实验室 (ITL)。在此之前，UL 已拥有可执行符合
USB 2.0 与 3.0 规范的线缆及连接器测试的资格。因此，此项新
服务不仅将强势扩大 UL 在电线电缆领域的测试范畴，也将有助
于加速制造商进行各种规格符合性的确认。
USB 接口早已广泛应用于各种计算机周边产品、平板计算机、移
动电话和其它用于数据和电源传输的装置上。新的 USB Type C
接口，顺应趋势发展与大众期待，使用了较轻薄耐用的接头，以
及正反面都可插拔的设计，同时支持可扩展供电的功能和将来其
他可能的应用。“电力传输电子标记” (PD E-Marker) 是 USB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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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线缆使用的芯片，可记录线缆的规格及特性，其中包括载流量
及厂商的数据。由于进入 USB Type C 的时代，受到 USB-PD 制度
推动的影响，认证要求开始成为必须严格执行的环节，产品的安
全考量变得尤为重要， USB-IF 因此 介入主导新的认证机制，借
机防范长久以来 USB 线缆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确保设备与外
围装罝跨规范搭配使用的安全性。
UL 全球副总裁、电线电缆事业部总经理赖伦辉表示，“USB
Type C 是公认的供电及高传输速率的国际联机标准。UL 十分兴
高兴能加入此行列，通过测试与评估服务，协助确保 Type C 线
缆和连接器产品的性能符合性。能在台湾的实验室推出这些服务，
也将有助于促进 UL 与本地众多制造商更深远的业务合作。”
近年来 ，UL 在线缆产业上的服务推新屡有斩获，除在新技术上，
有为连接 4K 设备的高速数字影音电缆产品提供传输性能和可靠
度的验证服务，另外针对“全球认证”服务也不断追加筹码，比
如 UL 苏州实验室通过中国 CNCA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
审核，取得 电线电缆类产品的 CCC 测试机构资格；位于雅加达
的线缆实验室获印度尼西亚 KAN ( 国家稽核机构 ) 认可，拥有执
行 SNI 认证 ( 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认证 ) 的测试暨认证机构双重
资格等。
如 需 更 多 信 息， 敬 请 浏 览 http://industries.ul.com/wire-andcable 取 得 UL 的 线 缆 服 务 详 情； 或 浏 览 http://www.ul.com/
aboutul/locations/ 取得 UL 全球服务据点的联络方式，就近咨询
UL 服务人员。

全球市场准入

全球市场准入更新动态
另外， 802.11ac 的设备可用于 160 MHz (80 + 80 MHz)，并在 5GHz

台湾 Taiwan

频段改变频率的范围，变更如下：

申请 BSMI 需符合 RoHS 要求规定
台湾标准检验局 (BSMI) 在 2015 年底公布并陆续实施，产品申请
BSMI 时需符合 RoHS 要求， 摘要如下：1) 每个产品类别实施日
期不同，欲知各产品类别的实施日期可登录 taiwan.ul.com；2)
公告内容中包含升级适用标准和 / 或范围变更；3) 过渡期间 ( 公
布日期至强制实施日期 )，BSMI 接受旧版 ( 无 RoHS) 或新版 ( 符
合 RoHS) 的申请，但旧版证书将在强制实施日后自动失效；4) 强
制日后，标签上强制要求标示 RoHS 字样；5) 申请者在申请时应
符合 CNS 15663 第五节“含有标示”的要求，并在产品本体、包
装、标签或说明书上明确标明“限用物质含有情况”。

中国 China
SAC 公告调整国家标准规定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AC) 在 2017 年 3 月 23 日发布 2017
年第 7 号公告，将 1077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调整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标准代号由 GB 改为 GB/T，标准顺序号与年代码不会变动。
自公告日起的 2 年为过渡期，相关产品的标签标示、标准备案 ( 自
我声明公开 ) 等使用原标准编号，企业可逐步进行修改、调整。
更多详情可登录 taiwan.ul.com。
另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CNCA) 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
向各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认证机构，提出关于调整部分强制性产
品认证须依据标准通知 ( 国认证【2017 】46 号 ) ，相关要求如下。
• 即日起，针对所有相关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CCC) ，应对
相关标准进行对应修改，各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认证机构需按照
修改后的标准颁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频段 A
频段 B

频段 C

频段 D

原频段 (MHz)

变更频段 (MHz)

5250-5250

5150-5250

5250-5350

5250-5350

5470-5650

5470-5725

5725-5825

5725-5850

越南 Vietnam
公布 Circular 46/2016/TT-BTTTT 及相关变更
越 南 MIC 正 式 公 布 Circular 46/2016/TT-BTTTT 取 代 原 Circular
03/2012/TT-BTTTT，并在 2017 年 2 月 14 日生效，主要变更如下。
现所有新申请案需遵循 Circular 46 的规范办理，使用 920-925
MHz 频段的 RFID 产品若已取得证书将可继续进口，直至证书失
效为止。
1) WiFi、2.4GHz 产品的输出功率限制值由原 100mW 放宽为 200mW。
2) 原开放给 UHF RFID 的频段，920 - 925 MHz 将变更为 918 - 923
MHz。
3) 频段 9 - 148.5 KHz / 326.5 KHz/ 340 KHz / 6.765 - 6.795 MHz 开放供
无线充电使用。
4) 频段 924 - 925 MHz 不再开放供无线电话使用。
5) 频段 4200 - 4800 MHz 开放供 UWB (Ultra-Wide Band) 产品
使用。
修改能效法规的认证流程

• 对于已颁发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可在证书到期或进行变更
时，同时更新为修改后的标准。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 (MoIT) 通报境内能效法规认证流程的修改，
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生效，已持有越南能效证书的厂商需在证书
到期前重新注册。 修改流程的主要变化如下：

总之，受影响的企业都必须在过渡期内 (2019 年 3 月 22 日 ) 完成
产品标签标示更新，并以新标准进行新申请或变更。

1) 产品测试后，不再需要发证机构申请证书的签发，仅需向官方
提交数据进行注册。
2) 放宽对测试实验室的要求，不再要求仅官方指定的实验室所签
发的测试报告，也可接受任何具有资格的第三方测试机构 (ILAC
或 APLAC) 出具的 TCVN ( 越南标准 ) 测试报告。

韩国 Korea

3) 取消工厂审查流程。

无线产品频段变更
韩国宣布增加开放 WiFi/5GHz 可使用频段，变更如下：
原频段
5470-5650 MHz
5725-5825 MHz

更新频段
5470-5725 MHz

5725-5850 MHz

新的开放频道

4) 取消证书的有效期 ( 之前为 6 个月 )，即一旦产品完成注册不需
更新，除非后续产品或标准更新。
5) 变更能效标签上的信息要求 —— 不再需要显示认证号码。

128、132、136与140频道
165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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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Malaysia
高 / 低风险产品的 CB 报告接受要求
ST COA 仅接受 5 年内的 CB 报告，且自 2017 年 4 月 3 日起，针对高风
险产品及低风险产品，将分别提出 CB 年限的要求，如下：
1. 高风险产品：如信息科技用的变压器 ( 至 20V) 及信息科技与办公室
产品， ST 只接受 5 年内的 CB 报告，且送件时的 CB 报告效期不得少
于 1 年。
2. 低风险产品：如视听播放装置， ST 可接受 5 年以上的 CB 报告。 然
对于修改或更新过的 CB 报告，需符合以下条件：a) 产品外观或规格
没有任何修改；b) 需符合 IECEE CB 体系的规定， 无论技术结构变更
或非技术结构变更都不得超过 3 次；c) 如送件时提供修改、更新或
替代的 CB 报告，需一并交付原始的 CB 报告。

墨西哥 Mexico
PROY-NOM-208-SCFI-2016 预计在 2017 年第一季实施
2017 年 2 月 7 日发布的墨西哥新测试标准 NOM-208-SCFI-2016，
于 2017 年 4 月正式实施。 该标准适用于在 2400-2483.5MHz、
5725-5850MHz 及 902-928MHz 频段工作的无线产品，并取代
旧标准 NOM-121 及 NOM-EM-016。 当地实验室及发证单位必须
取得 NOM-208-SCFI-2016 的资格，但在这期间仍可继续以 IFT008-2015 申请。 既有证书的处理方法：1) 申请标准为 NOM121 或 NOM-EM-016 且标示 “Definitivo” 的证书仍可使用，不
过这些证书可申请延展但不能申请变更； 2) 申请标准为 NOMEM-016 且标示 “Provisional” 的证书，证书有效期为发证日后
一年， 但证书到期后不可延展且须重新申请以保持效力。

博茨瓦纳 (Botswana)
印尼 Indonesia
针对 Type Approval 的直接 AC 供电产品设有新要求
印度尼西亚主管机关 SDPPI 即日起将对于受 Type Approval 规范并
直接为 AC 供电的产品，额外要求“放射 (Emission)” 测试。 测试
规范将会与 CISPR 标准一致。 该额外测试要求将增加测试费用及
申请时程。

BOCRA 发布新的型式认证流程
博茨瓦纳主管机关 BOCRA 宣布新产品型式认证作业方案，主要内
容包含：
1. 适用产品包含无线通信设备、广播发射设备、数字广播设备及卫
星接收设备规范。
2. 证书效期由以前的 1 年改为取决于产品类别的寿命周期。
3. 若产品有显示屏幕，将可接受电子标签。
4. 供货商必须拥有执照。
5. 产品标签材质必须耐用，且其文字高度不得小于 2mm 。

印度 India
BIS 第三阶段强制注册产品类别
印度电子信息部 (Meity) 召集相关部门，审议第三阶段实施的
BIS 强制注册的产品类别，共 16 项，包括：嵌入式灯具、路 / 街
灯用灯具、一般用途便携式灯具、投射灯、手提灯、灯串、紧
急照明用灯具、额定功率 ≤ 10kVA 的不断电系统 / 变流器、屏幕
尺寸至 32” 的电浆电视 /LCD/ 液晶电视、屏幕尺寸至 32” 的
显示器及监控器 (Video Monitor) 、 CCTV 摄影机 / 设备、家用
及类似家电用变压器、 USB 条形码扫读取机 / 条形码扫描仪 /
瞳孔扫描仪 (Iris Scanner)/ 光学指纹扫描仪 (Optical Fingerprint
Scanner) 、医疗电器设备用变压器、量测 / 控制 / 实验室用的电
器设备用变压器、智能手表。

新 / 澳 New Zealand & Australia
更新部份标准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更新了部份标准： 1) NSW 已可颁发最新标准
AS/NZS 60950.1:2015 的 CoA；2) 标准 AS/NZS 60950.1:2011+A1 将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失效，并由标准 AS/NZS 60950.1:2015 取代；3)
标准 AS/NZS 60065:2012 升级至 AS/ NZS 60065:2012+A1；4) 标
准 AS/NZS 61558.2.16: 2010+A1-2 升级至 AS/NZS 61558.2.16: 2010+
A1-3。
18 | UL News Issue 60

欧亚经济联盟 (EAEU)
即将实施 RoHS 要求
欧亚经济联盟 (EAEU) 将于 2018 年 3 月 1 日针对成员国间所流通的
产品实施 RoHS 要求，涉及产品类别：1) 家用电器设备；2) 计算机
及相关连接配件；3) 电信设备 ( 电信终端装置 )；4) 复印机及其他
办公室电器设备；5) 电气化工具 (Electrified Tools) ；6) 光源与灯具，
包括设备与安装在家具里；7) 视听工具 (Electromusical Tools)；8)
游戏与自动印刷机 (Game and Trading Automatic Machines)；9) 收
款机 (Cash Registers)、发票机 (Ticket-printing Machines)、ID 卡读
取机、自动提款机、信息服务站 (Kiosks)；10) 额定电压低于 500 V
AC 及 / 或 DC 的电缆及线缆，除了光纤线缆； 11) 自动开关与漏电
断路器；12) 火灾、保全及火灾 - 保全探测器。 所有产品在认证后，
都须标示符合 EAC 的标志。

全球市场准入

阿根廷 Argentina

白俄罗斯 (Belarus)

发布新决议 Res. 207/2017 并立即生效

特定产品强制执行白俄能效及通讯认证

阿根廷所颁布且立即生效的新决议 (Res. 207/2017) 修改取代了目
前决议 (Res. 171/2016) 中的部分条文，主要变更如下。 新决议尚
有部份内容仍在讨论中，因此还有修改可能。
1 . 产品的强制范围落在 50 Vac 到 1000 Vac，及 75 Vdc 到 1500Vdc。
2. 外部电源供应器、外部充电器、屏幕及多合一计算机排除在强制
申请标志的产品列表 (Annex II) 中，可选择申请 MARK 或是
TYPE 认证。
3. 可由当地代理商在当地替换或附上有 IRAM 认证标签的插头，且
当地代理商需在终端产品上贴上当地代理商信息的标签。
4. 在制造商或进口商提出产品停产或停止进口的要求后， DNCI 会
发出通知以停止抽测等相关作业。
5. 海关清关不再需要全面验货，改为随机抽验。

白俄罗斯主管机关原先宣布的时间将有所变动，且新增能效标志：
1) 无线通信相关认证于 2017 年 2 月 1 日强制，但部分产品延至
2017 年 5 月 1 日。
2) 能效认证强制实施日依产品类别不同，分别为 (a) 3.9. 电视、电
视屏幕与 3.10. 家用及办公室设备延至 2018 年 7 月 1 日；以及 (b)
3.7. 外接式电源延至 2017 年 9 月 1 日。

智利 (Chile)
手机产品的新标签标示作法

6. 将进口商或制造商所进口的非在市场上贩卖或具有工业及专业
用途的产品设备列入免强制产品列表 (Annex III) 中。

智利 SUBTEL 宣布自 2017 年 3 月 13 日开始， 手机产品需依照支
持的技术类别 (2G/3G/4G)，在包装盒及包装箱上标示相应的标
签，如“设备支持 2G、3G 及 4G 技术 (Device Supports 2G, 3G
and 4G Technologies)”等。

7. 强制申请标志的产品列表 (Annex II) 中所列的产品，强制申请时间
延长至 2018 年 7 月 1 日实施。

发布法规 755 修订版

ENACOM 公布 57-64 GHz 的规范
阿根廷主管机关 ENACOM 宣布 57-64GHz 频段作为 Multi-Gigabit
Wireless System (MGW) 使用，基本技术规范要求：(1) 输出功率
需符合所有测项，包括 a) Conducted Power：500mW (PK)，b)
Radiated Power：EIRP、43dBm (PK ) 及 40dBm (AV)，c) Power
Density：EIRP、13dBm /MHz (AV)； (2) 天线增益值需配合调整
以符合以上输出功率要求；(3) 仅限于室内用。 相关实验室发行
的 FCC/CE 测试报告将可用于认证申请。
UL 的 S 标志证书将被授权
UL 已获得阿根廷政府的批准，即日起，将能通过 UL 颁发的证书
与报告申请阿根廷 S 标志证书。 但持证者仍须为阿根廷当地代
理商，只是不再需要申请 SDU Letter 并将样品再送至当地进行测
试，此预估申请时间可缩短至 2-3 周，并省下当地测试费用，意
味着 UL 大中华区厂商将能就近完成测试，而免去跨洋送样的麻
烦。 新程序将能适用于持有以下单位颁发的证书与报告 ( 包括部
份 NRTL 报告 )：UL LLC 、UL Demko 、UL Brazil 及 UL Canada ( 根
据 IEC 或阿根廷 IRAM 标准 )。UL-AR S 标志是针对高危险产品 ( 决
议 171/2016 附表 II 中的 66 类产品 ) 的强制认证，以及电子电气
产品的自愿性认证。

主要的修改内容为开放 5GHz Band 3 (5470-5725MHz) 的室内及室
外设备，另外也针对 2.4GHz 及 5GHz 其他频段的使用限制进行
调整。 变动如下 :

频段

最大输出功率

2400-2483.5 MHz

150mW EIPR

5150-5250 MHz

5250-5350 MHz
5470-5725 MHz

5725-5850 MHz

室内与室外

150mW EIRP ( 在任
何 1 MHz Band 的
信号功率谱密度
PSD 7.5 mW / MHz
或其在任何 25kHz
Band 的 0.1875 kHz
mW/25kHz 相 等
值)
150mW EIRP
150mW EIRP
150mW EIRP
50mW EIRP

室内 / 外用

仅室内

室内与室外
室内与室外
室内
室内

全球市场准入更新专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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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进一步洽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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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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商用信息类产品能效法规重要变更及发展
( 截至 2017 年 5 月 )

美国能源之星计划 (ENERGY STAR®, US)
产品暨现况

内容阐述

电 脑 (Computers)
7.0 版提议
现况： 6.1 版

美国环保署 (EPA) 与欧盟委员会 (EC) 合作，分享 ENERGY STAR 计划的计算机产品协议书讨论提纲，欢迎所有伙伴及利
益相关方提出问题并提供测试数据。 以下为美国环保署针对第 7.0 版的优先改版：(1) 修改所有产品类别的能耗要求，
含征求伙伴及利益相关方的回馈进行决定；(2) 引入更积极的电源管理和 / 或新增替代的低功耗模式要求； (3) 提高内
部电源效率要求；(4) 基于在 6.0/6.1 版认证中收集的以 Linpack 和 SPECviewperf 为基准的测试结果，评估制定工作站
的工作状态的基准可行性；(5) 考虑增加超精简客户端 (Ultrathin clients) 至法规适用范围， 并排除小型服务器；且考
虑加入互动展示显示器 (Interactive Displays) 的分类。 另环保署制定第 7.0 版协议书同时，将持续关注、审查美国能
源部 (DoE) 与加州能源委员会 (CEC) 的测试方法影响及测试数据。 最终草案预计第三季度完成，并在 2018 年第二季
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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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州能源委员会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US)
产品暨现况

内容阐述

计算机和显示器标准草案

CEC 在 2016 年 11 月公布 15-day Language 的法规草案，与 45-day Language 的差别如下：
(A) 计算机：1) 修订部份定义或条文以更清楚易懂的文字、文法来表现；2) 新增第一分离式图形显示单元的定义；3)
新增 “ Remote wake” 的权重；4) 修订 Table V-1、V-8 及 X；5) 增加 ECMA-383(2010) 为分离式显示适配器的 Frame
Buffer Bandwidth 的参考文件。
(B) 显示器：1) 修订部份定义或条文以更清楚易懂的文字、文法来表现；2) 删除 2011 年 1 月 1 日针对电子版本的要求；
3) 修改 Table V-5 的加权；4) 减少电竞显示器的第二阶段权重；5) 修订医疗用计算机显示器的认证要求；6) 修订 Table
X 以确认数据确实收集。

新的联邦法规电池充电器
的测试方法的影响

针对新联邦法规电池充电器的测试方法说明及讨论，此处的新测试方法为美国能源部近期发布的电池充电器法规。
六大主要改变：(1) 针对多电压多容量电池充电器，从原来的三种测试组态改为一种；(2) 需根据 IEC 62301 测量待机
功率和其他低功率；(3) 虽然新的联邦法规排除不断电电源 (UPS) 及备用电池充电器，但这些仍为 CEC 规范范围； (4)
铅酸电池在测试前，需先做活化的动作；(5) 新的计算值 UEC 需回报到在线数据库；(6) 抽样测试方法将与 DoE 相同 (CFR
429.11(b) 及 CFR429.39，即测试样本至少 2 个以上。另外，目前在在线数据库的所有表列产品于 2016 年 11 月被封存 ( 从
在线数据库中移除 ) ，之后需用新的测试方法进行认证，不过被封存产品仍可在生效日后在加州贩卖。

更多详情至 http://www.energy.ca.gov/appliances/ 查询

加拿大自然资源署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NRCan), Canada)
产品暨现况

内容阐述

能源效率法增订第 13 版

NRCan 在 2016 年年底在加拿大公报公布能源效率法 (Energy Efficiency Regulations)，并订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强制
执行。主要影响 20 项产品别，其中 19 项将与美国能源部现行或即将强制的要求一致，如下：(1) 烘衣机； (2) 洗衣机 (2
套美国标准：2015 & 2018)；(3) 烘洗衣机； (4) 洗碗机；(5) 冰柜；(6) 冰箱；(7) 室内空调机 ； (8) 中央空调与热泵；(9)
燃油储水型热水器；(10) 组装式终端空调 机与热泵 ； (11) 冰水机；(12) 商用调节型冰箱；(13) 冰箱功能自动贩卖机；(14)
商用制冰机；(15) 电动马达；(16) 住家型商用洗衣机 (2 套美国标准： 2013 & 2018)；(17) 省电灯具安定器；(18) 一般用
省电灯 (2 套美国标准： 2012 & 2018) ； (19) 一般用白炽反射灯。 废除了数字电视变压器的要求。
响应美国能源部最新变更，小幅修改现行 8 个产品别的法规适用范围、呈报内容或是符合性要求，包含：(1) 逃生警
示灯；(2) 外置式电源供应器；(3) 壁炉；(4) 瓦斯炉；(5) 一般用灯具；(6) 大型商用空调机与热泵 (7) 电子烤箱 (8) 电视。
其中在外置式电源供应器方面，增列测试方法 (Appendix Z to subpart B, Part 430 of Title 10 to US CFR)，但要求不变；
电视则清楚定义关机模式与待机模式，但要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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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公 报
(Canada Gazette)
修订第十四版将
强制止要求

2017 年春季公布第十四版修订，其中针对 17 种产品的强制要求 包含电池充电器等 6 种产品，能耗规范在美国生效需符合，故当
符合日期，在此之前已征求各方意见。 包含外置式电源供应器、 第十四版公布即需与美同步：
干式变压器 (Dry-type Transformers) 等 11 种产品，由于能耗规范
修订第十四版的产品别
美规生效时间
美规强制实施时间
在美国生效需符合且强制实施，故第十四版公布后即需立即符
大型空调机与热泵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
合，如下：
修订第十四版的产品别
煤气炉
省电灯具安定器
小型电动马达
干式变压器
外置式电源供应器
微波烤箱
组装式终端空调 机与热泵
金属卤化物安定器
商用调节型冰箱
商用远控型冰箱
大型冷冻冷藏库

美规生效时间
2011 年 10 月
2011 年 11 月
2010 年 3 月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2 月
2013 年 6 月
2015 年 7 月
2014 年 2 月
2014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
2014 年 6 月

美规强制实施时间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 月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6 月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2 月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

电池充电器
除湿干燥机
瓦斯炉
预冲洗喷阀
吊扇( 含灯及灯具套件 )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2014 年 7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

更多详情至 http://www.nrcan.gc.ca/energy/efficiency 查询

欧盟能源相关产品生态化设计指令 (ErP, EU)
产品暨现况

内容阐述

电子显示器
(Electronic displays)
要求草案

欧盟议会于 2016 年年底通过 WTO 发布贸易技术障碍文件，并起草电子显示器要求，以 ErP 中。 这将废止 (EC) No
642/2009 电视要求，并纳入新法规；和增定条文于 (EC) No 1275/2008 待机和关机功耗要求和 (EU) No 617/2013 计算
机与计算机服务器要求中。
草案要求的时间，除了 On Mode 以效能指数 (EEI) 分成三阶段 (2018/7/1、2020/1/1、2021/1/1) 要求外，其他包含待机、
网络待机 (Networked Standby) 和关机模式、自动关机、电子显示器具强制手动、 Peak Luminance Ratio 、 EEI 计算
用的允许及调整、软件与韧体更新等都将在 2018 年 7 月 1 日实施。

更多贸易技术壁垒文件至 http://www.epingalert.org/en/#/details/G/TBT/N/EU/433 查询

产业联盟

UL 在印度尼西亚的线缆实验室迈向服务新里程
UL 宣布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北部的电线及电缆实验室，已
获印度尼西亚国家认证机构 (KAN) 官方认可，为印度尼西亚
国家标准 (SNI) 认证的测试组织 (TO) 与认证组织 (CO)，并由
工业部同意，能依 IEC 60227-3 、 IEC 60227-4、IEC 60227-5
和 IEC 60502-1 与 IEC 60502-2 等标准提供服务。
UL 全球副总裁、电线电缆部总经理赖伦辉表示，“UL 在印
度尼西亚境内建立测试实验室意味着能在当地就近提供服务，
及时为客户解决问题。 随着电线电缆业的发展，我们长远的
目标是以印度尼西亚实验室为 UL 的服务中枢，期望大幅满足
整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电线电缆市场的认证需求”。
为进一步支持印度尼西亚工业的成长， UL 更宣布将和印度尼
西亚工业部旗下的技术产品暨原料局 (B4T Indonesia) 签署两

项技术协议，其一兑现了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工业研发署 (BPPI)
和 UL 于 2016 年在台湾签署合作备忘录中的承诺 ── UL 台
湾与印度尼西亚工业部之间的协议，聚焦印度尼西亚市场锂
电池规范的研究与标准开发，由 UL 台湾提供 B4T 技术支持，
协助发展锂电池安全标准的技术能力；其二则是由 UL 印度
尼西亚和 B4T 签署，内容为扩大 UL 在印度尼西亚获官方认
可 SNI 认证组织的范围。 UL 将借此运用 B4T 在设备、照明、
视听等方面的测试能力，进行印度尼西亚 SNI 认证。
目前 UL 在印度尼西亚的电线电缆实验室可针对 PVC 绝缘线
的印度尼西亚标准 SNI 04-6629.3、SNI 04-6629.4、SNI 046629.5；及针对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的 SNI IEC 605021、SNI IEC 60502-2 等，提供产品测试及签发 SNI 证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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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改版上线全新医疗解决方案网站

UL 收购 Emergo 拓展医材行业的服务布局

为促使医疗行业的企业客户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进而满足产品
更快上市的商业需求，UL 医疗解决方案网站全新改版并强势上
线： medicalsolutions.ul.com 。 具有全新视觉及使用接口的网站
将一系列介绍影片及快速指南纳入其中，帮助客户更快找到商务
所需的各项重要信息；此外，UL 向来重视与所有合作客户的伙
伴关系，旗下健康科学部 (Health Sciences) 全球副总裁与医疗解
决方案总监也特别现身，介绍 UL 对行业的展望以及现今更贴合
客户需求的多元化服务。 不仅如此，UL 也会通过网站定期分享
最新法规资讯、市场信息，客户若想收到第一手信息，欢迎利用
网站进行注册并订阅电子报。

鉴于持续提升的行业需求， UL 已收购总部在德州的私营公司
Emergo ── 专为全球医疗器材制造商提供法规增值和市场准入
服务。 随着全球已开发市场的人口老化，以及中国和巴西等新兴
市场的财富扩充，医材制造商无不期望尽快拓展新市场，以追赶
行业的成长。然而当市场发展面临日益复杂的法规变化等局势，
法规服务的推动只会持续升温，尤其当全球很多中小型制造商正
缺乏应对复杂法规问题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此次收购，将结合
UL 的前瞻服务与 Emergo 在全球医疗器材注册方面的专业度，有
望进一步帮助制造商大幅提高效率、拓宽全球准入渠道，并将产
品更快地推向市场。

UL 安全教育走进藏区

UL 在 香 港 玩 具 展 首 次 展 示 玩 具 认 证 标 志 及
SmartInsights

今年 3 月，UL 的安全大使携手雪莲花助学联合会的志愿者们共
赴甘南藏区，为夏河县博拉小学的接受资助的孩子们发放助学金，
并送去了平日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具用品。同时，UL 也在学生
中开展了旗下创办多年的 Safety Smart 青少年安全教育计划，帮
助孩子们在享受快乐学习的同时能够健康、安全地成长，整个安
全主题教育课程受到了老师与同学的热烈欢迎。
在此次安全课堂上，UL 邀请夏河县博拉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学习
并推广少年儿童安全知识公益活动。期间，UL 安全大使将各类
安全小知识点灵活融入趣味性的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的过
程中学习日常活动中的自我保护。夏河县博拉小学的校长与老师
们纷纷表示，UL 此次公益之行不但为可爱的孩子们送来了宝贵
的学习资源，也让作为教育者的他们在了解儿童及青少年安全盲
点的同时学习到了如何生动有效地对孩子开展安全教育，这对于
他们和孩子而言都是一份颇具意义的公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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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玩具制造商、买家及零售商提供质量安全解决方案的 UL
消费品与零售服务部，在参与今年香港玩具展期间，不仅提供专
业的测试服务建议，更首次展示两项全新服务：玩具认证标志及
SmartInsights 系统。作为一项创新改革性服务，UL 玩具认证标
志强调产品安全和合规的可信度， 并通过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工
厂审核、产品测试、检验及风险评估，以及管理来提供增值服务；
而 UL SmartInsights 系统则为法规信息库，利用了操作简便的接
口来促使产品更快地符合全球质量安全法规，该系统中的信息会
持续更新，用户可自定义字段来搜索所需查询的法规，另外可比
较法规主要要求间的区别等。 这两项服务将更能满足消费者日益
提升的质量安全关注需求，并确保消费者购买到值得信赖的产品。

新闻编辑

UL 携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促中美能效制度创
新发展
UL 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标院”），于北京中
标院办公室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马林
聪、党委副书记段炼、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院长林翎、
UL 全球副总裁兼家电、空调、制冷设备与灯具部总经理 Todd
Denison、UL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冯皓等双方领导
出席本次签约仪式，共同启动了旨在促进中国能效标识走向世界，
进一步加强中美能效交流与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规划与举措。
此次备忘录的签订，开启了 UL 与中标院的合作大门，更是中
美双方能效制度交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凭借 UL 全球布局及
在消费者端的品牌效应，UL 将协助中标院对中国能效标识进
行海外宣传推广，并配合中标院对国外实验室进行能力评估；
UL 与中标院负责管理的国家质检总局下属能效水效工程中心就
数据比对、数据核验进行合作，并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双方数据
互认，包括 UL 将帮助能效水效中心加入 UL 数据认可计划 (DAP
Program)。此外，双方还将就 UL 加入“诚信检测机构联盟”进
行进一步磋商。

UL 获得中国强制性能效标识检测资格
为加强 UL 能效服务的质量，UL 位于广州与苏州的实验室通过中
国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的审核，成功在中国能效标识管理中心的官
网上注册备案，这表明 UL 将能为中国境内及全球企业的产品出
具中国能效标识管理中心认可的能效测试报告，所提供的产业服
务范围包括：转速可控型空调、单元式空调、房间空调器等。
中国的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自 2005 年起正式对外实施，作为一
项强制性节能管理措施，能对加强节能管理、提高用能产品能源
利用效率、规范用能产品市场三大方面发挥重要的管控功能。该
制度目前和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 ) 一并被视为电器用能
产品畅行中国市场的准入门坎。
UL 继 2014 年取得了空调和冰箱类产品的 CCC 认证实验室资格
后，如今再度在空调类产品中获得中国强制性能效标识检测的资
格，将能为中国境内外的空调制造商提供更名符其实的安全与能
效方面的本地一站式服务。

UL 与 CDP 共筑具权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平台
UL 环境、健康、安全与可持续性部 (EHSS) 与全球环境信息披露
计划的创建者暨推动者 ── CDP 宣布达成战略联盟，旨在共同
为产业打造新的报告平台，以响应“重塑碳排放披露”的倡议。
新平台将提供更全面的报告，帮助公司、投资者和城市管理者进

行同质化比较和决策制定。 而为满足更好、更精确及更快的碳
排放披露全球需求，UL 也将运用已充分整合的 PURE™ 软件系统
协助披露者更清楚地分析及评估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
行业领导者 CDP 的使命在于促使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工业化前
水平相比维持在 2℃ 以下，因而坚持高效的碳排放披露，并提供
最高质量的产业数据，以便让披露者更具自信并有所创新。UL
在碳排放披露的环节具备完整的软件解决方案，可精准收集、管
理和报告全球企业所需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健康安全相关信息，
帮助企业提升绩效。 此次 UL 与 CDP 结盟，将有助于披露平台针
对当前与未来环境表现的评估和比对更具权威与价值。

UL 中国首张智能注塑机认证证书落户博创，点
睛智能注塑新未来
UL 现 身 2017 第 三 十 一 届 中 国 国 际 塑 料 橡 胶 工 业 展 览 会
（Chinaplas），为参展企业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中
国首张智能注塑机 UL 认证证书，标志着中国制造在注塑行业朝
向智能化发展方向的创新突破，也成就了 UL 作为权威检测认证
机构对智能注塑新未来的点睛之笔。
UL 大中华区市场销售总监张剑受邀出席此次 UL 颁证仪式并为客
户颁证。现场致辞时，张剑表示，“我相信，凭借 UL 标准作为
国际经贸合作中的通用语言，此番加冕不仅将为博创品牌的全球
化传播奠定可靠的品质基调，更将助力博创在智能化浪潮中加速
产品的变革进程，积极推动其业务迈向新的盈利高峰。而对 UL
而言，中国首个智能注塑机品牌的 UL 证书颁发将更好地向客户
证明我们在实现认证能力与客户服务本地化方面所取得的突破”。

UL 携手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助力低压电器转
型发展
UL 携手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启低压
电器检测认证领域的多项深入合作。UL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游俊辉，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院
长（或简称检科院院长）黄云枢等相关领导共同出席并见证了此
次签约仪式。
温州是中国著名的电器之都，有低压电器生产企业 1000 家，无
区域集团 40 多家，年产值达 1200 多亿元，其中出口企业约 200
家，年出口额约 200 亿元。此次 UL 与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达
成低压电器检测认证领域的战略合作，将为今后双方就产品认证
及测试、客户资源开发、培训交流以及实验室数据认可等方面的
互通互联提供高效便捷的本地化服务平台。这既为温州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低压电器实验室提供了在该领域与国际一流品牌检测认
证机构合作的良机，也必将为温州低压电器产业的转型发展产生
重要的助推作用，力促温州低压电器行业成长为具有温州特色的
强势创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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