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同步和充电器电缆的
供电和充电安全

执行概要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推出基于通用串行总线（USB）技术的电缆和连接器，这让在当今不同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设备之间，实现近乎无缝的互操作性成为可能。USB 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曾经无处不在的串行和并行端口连
接（曾经是连接外围设备和计算机的主要手段），推动了大量更先进 ICT 设备的连接的发展，例如智能手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磁盘驱动器和网络适配器。尽管 USB 接口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至少为所连接的设备进行一定程度的供电，但当代 USB 技术使用新
一代连接器，允许用户在设备之间供应和传送比以往更高的电力。

随着 USB 供电技术的发展，各种 USB 连接器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和使用（包括在某些非 USB 应用中的使用），同时对其本身提出
了一系列的挑战。尽管已经在各种 USB 规范中对电源传输和电池充电协议进行了仔细且全面的定义，但仍然存在不合规的设备和

电缆，让用户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充电速度慢、设备无法按预期功能运行以及可能增加的火灾风险。至少有两个实例报
道了不符合标准的电缆造成电力过度激增，并导致所连接的笔记本电脑遭到破坏的问题。

此份 UL 白皮书讨论了与通电连接有关的安全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并简要总结了 UL 最近针对 ICT 电力和充电电缆和连接器进行的
安全测试的结果。本文回顾了 UL 9990“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电力电缆调查大纲”中的评估方法，以及 UL 的 ICT 电力电缆安
全认证计划。最后，本白皮书讨论了经 UL 安全认证的数据同步、电力和充电电缆，将如何降低因兼容性问题而导致的 ICT 设备的
损坏风险，以及将如何降低火灾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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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技术的演变

用向后兼容的电缆和连接器。根据 USB

ICT 设备的推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

到主机，又可以连接到设备。兼容性插

20 多年来，USB 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先进

期间，USB 协议经过不时的更新或修订，

提高了数据传输速度和跨平台兼容性。
这些进步有助于推动电脑、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整体性能的发展，
极大地简化了全球数十亿技术用户的连
接问题。

针对该巨大进步仅举一例，最初的 USB 1.0

规范提供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 1.5
兆字节。基于 USB 3.0 系列规范的电缆、
连接器和插座，可以支持每秒 5 千兆位
以上的数据传输速率。而最新的 USB 规

范 ―USB3.2， 预 计 将 支 持 每 秒 接 近 20

千兆位的数据传输速率，这几乎是基于

最初 USB 1.0 协议的 USB 接口的 1000 倍。
随着对 USB 开发者论坛（USB-IF）制定

的 USB 电力传输规范的并行开发，基于
USB 3.0 系列规范的电缆在连接设备之间

提供了更稳定的直接电源连接。《USB

电力传输修订版 3.0》于 2017 年初发布，

其中采用专门设计的新型微型连接器，
在 5 安培电流下可提供高达 20 伏的最大
功率，而在最早的电池充电规范中，在 1.5

安培电流下最大功率仅为 5 伏，在 USB 2.0

规范中电流则仅为 0.5 安培。借助该功能，
能够有效地通过与其他通电设备的连接

来为设备供电，并有助于减少每台设备
对专用电源连接的需要。

最 后， 根 据

USB 3.0 系列协议设计的 USB 设备支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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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进行设计后，USB 3.0 电缆和连接器

具有小型可逆插头连接器，既可以连接
座已被大多数厂商广泛采用，逐渐成为
许多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机的标配。

USB 开发者论坛

先进的 USB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 ICT 行业共同努力开发和维护通用技术规范的结果。USB-IF 是一个非赢

利性组织，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一小组领先的技术公司创立，通过开发制定行业认可的规范，为 USB 技术的广泛接受提供支持。
该组织现在拥有超过 700 家成员公司，其在相关领域的各项努力有助于 ICT 开发人员摆脱大量不兼容的端口和连接器，以及采用
可互换的通用连接技术。

USB-IF 已经制定了许多技术规范，旨在解决各种 USB 技术在多种连接器应用中的设计和性能问题。USB-IF 的规范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 USB 技术规范 ― USB 技术规范定义了 USB 设备的数据

传输速率。USB 1.0 于 1996 年发布，是 USB-IF 发布的
第一个规范。当前 USB 技术规范 ― USB 3.2，于 2017
年 9 月发布。

• 连接器规范 ― USB-IF 连接器规范定义了连接器的各项

属性，包括尺寸、方向、插座 / 插头特性、耐用性和
兼容性。最新 USB-IF 连接器规范于 2014 年底发布。

• 电力传输规范 ― USB-IF 电力传输规范的制定旨在为通

过 USB 连接器和电缆输送更高的电力提供支持。当前
电力传输标准是 2017 年初发布的《USB 电力传输修订
版 3.0》（1.1 版）。

为了确保 USB 设备与这些和其他规范的兼容性，USB-IF 还制定了一项合规计划，旨在对新开发的 USB 连接器、电缆组件和其他设

备进行评估。根据该计划，将会对 USB 设备进行与设备类型一致的指定测试。该测试由 USB-IF 授权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进行，或

者设备制造商可以选择加入 USB-IF 发起的合规研讨会。通过这些产品测试的 USB 设备，将被添加到 USB-IF 的批准产品集成商列表，
而批准产品的制造商将获得在其产品的营销中许可并使用 USB-IF 标识的资格。1

显示合法获得的 USB-IF 标识的 USB 设备，可以帮助零售商和消费者确保这些设备的性能。不幸的是，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

伪造标识的 USB 产品，这些产品可能或者可能没有经过 USB-IF 测试。2 另外，重要的是要注意，根据 USB-IF 认证计划进行的测试，
不能取代适用于连接器和电缆组件产品安全要求和认证。必须依据适用的法规和技术标准，单独开展这种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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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缆和适配器的挑战

新的连接规范的引入有助于在 ICT 设备的设计和便携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插座

和端口由于尺寸较小，已经帮助设计人员打造了众多外形纤薄、重量较轻的 ICT 设备。
而且，由于大多数新连接应采用向后兼容，所以用户可以更加轻松地基于早期 USB 规
范（包括 USB 1.0 和 USB 2.0），连接设备和外围设备。

同时，采用符合最新 USB 电力传输规范的技术的设备，还消除了对专用电源端口的需

求，让用户可以更加灵活地为其设备充电。然而，由于某些 ICT 电力电缆和适配器结
构不良，可能会使这种潜在的优势大打折扣。某些情况下，这些设备上的连接器只是

不符合正确的连接器规范。还有些情况下，电缆 / 适配器组件设计不当，导致无法安

全承载所需电流，用于识别功率要求或功能的所需电子标记无法发挥预期作用，或者
导线没有正确端接。而且，一些电缆和适配器采用耐热性和阻燃性不足的材料制成，
带来过热可能或者火灾蔓延的风险。

不幸的是，ICT 电力电缆的这些缺陷实际上可能会使其所连接的设备发生故障或遭到
损坏。2016 年初，在 CNET 网站上公布的一份广泛流传的报道中，两名技术专业人员

报告称，他们在将笔记本电脑插入在网上购买的 USB-C- 到 -USB-A 适配器时，遭到了

严重损坏。对于这两种情况，问题都与适配器中使用的电阻器不符合相关 USB-IF 规
范相关。3 所涉两名专业人员之一是 Google 工程师，他随后对网上购买的 100 多种

在 UL 最近进行的单独测试中，根

据 UL 安全标准对在公开市场上随

机购买的一组未经认证的 USB 电
缆进行了电缆燃烧试验。虽然样

不同的适配器进行了评估，并确定其中一半以上不符合相关 USB 规范。

在 UL 最近进行的单独测试中，根据 UL 安全标准对在公开市场上随机购买的一组未

经认证的 USB 电缆进行了电缆燃烧试验。虽然样本量相对较小，但被测电缆只有不到
28％通过了燃烧试验，而且许多被测样本完全被火焰湮灭。

本量相对较小，但被测电缆通过

虽然结构不良是导致电缆和适配器故障的关键因素，但配置的多样性以及对电缆标识

许多被测样本完全被火焰湮灭。

线列表中，通常无法看到这些标识和标志，这就要求消费者仅凭含糊不清或者模棱两

了燃烧试验的还不到 28%，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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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志含义的认识的普遍缺乏，也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这种混淆可能会导致购买到
符合相关规范，但与其实际设备不兼容的 ICT 电力电缆。在可供购买的电缆产品的在
可的描述，对给定电缆或适配器对其设备的适用性进行评估。

ICT 电力电缆和 UL 9990

为了解决用于向低功率电子设备供电的 ICT 电缆的安全运行有关的潜在问题，UL 已经编写了 UL 9990“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电力电缆调查大纲”。UL 9990 中制定的标准为 USB 性能规范提供了补充，二者共同为综合评估 USB 电缆的性能和安全特
性提供了基础。

UL 9990 旨 在 解 决 以 下 在 ICT 电
力电缆设计、安全性和性能方面
的关键问题：
结构

电缆以及具有的任何装饰性覆盖物均要
求具有至少 VW-1 的阻燃等级，或者通过

等效的燃烧试验，以在电源或用电设备
中起火时限制火焰的蔓延。连接器必须
采用至少满足 V-1 阻燃等级，或者符合相

关小型燃烧试验的材料制造。另外，额
定值必须符合电缆或电缆组件相关规范

中详细列出的最大适用限值，并且电缆
中的电子标志必须与额定值和相关 USB
供电技术相符。
安全性能

根据 UL 9990，电缆组件需进行以下一
系列试验：

• 应力消除试验

应力消除试验用于验证电缆组件、部件
和布线在张力下能否保持完好。

• 挠曲试验

电缆组件需受到指定次数的挠曲循环。
导线或绝缘材料在挠曲下破损会导致试
验失败。

• 温升试验

在运行条件下，电缆温度不能超过环境
温度 30° C 以上（54° F）。

• 介电耐压试验

在上述试验中，电缆组件必须承受 500
伏直流电充电一分钟，并且不得出现电
弧放电或故障。

• 故障电流试验

最后，使用一块粗棉布覆盖电缆组件，

并接通 8 安培直流测试电流（功率受限
电路的上限）最少 30 分钟的持续时间。
被测电缆组件不得点燃，或者喷出火焰
或熔融金属，而且所被覆的粗棉布不得
烧焦。

制造和生产

在电缆组件的实际制造和生产过程中，
必须对每个单元进行测试，以确保在导
体 / 触头组件的整个长度上具有正确的
电气连续性。
标识

UL 9990 包含详细具体的产品包装标志
要求，列出了电缆长度和测试的最大电
压和电流额定值，以及旨在帮助识别生
产电缆或电缆组件的制造商和特定工厂
的其他信息。

重要的是要注意，根据 UL 9990 中的规

范进行评估的电缆组件的范围，仅限于

每端具有不多于一个连接器的电缆组件。
这是因为，具有多个连接器的电缆组件
会以供电电压对端口带来反向供电的风

险。另外，所谓的“作弊”电缆，即，
设计用于将连接的设备置于意外操作模

式、或者禁用或妨碍预期系统操作的电
缆，也被排除在 UL 9990 的范围之外。

最后，不对被测电缆或电缆组件的信号
传输性能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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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ICT 电力电缆安全认证计划

UL 已经将 UL 9990 整合到 ICT 电力和充电电缆组件的综合安全认证计划之中。该认证计划包括根据 UL 9990 的技术要求，评估
ICT 电力电缆的设计和安全。此外，UL 对工厂生产设备以及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产品样品进行认证后检查和检测，以确保持续符
合相关安全要求。

对于之前并未根据相关 USB 规范进行审查和批准的 USB 电缆组件，UL 还可以在 UL 设施中提供 USB 性能测试，其中，UL 设施已

经获得 USB-IF 认可，是经授权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这让电缆制造商和分销商能够与单一检测实体合作，根据监管部门和 USB-IF 的
要求进行测试，并依据 UL 的 ICT 电力电缆安全认证计划进行其他产品安全测试。

UL 电力电缆安全认证
计划的优势

UL 的 ICT 电力和充电电缆和适配器安全

认证计划可以为制造商和分销商带来以
下诸多重要的好处：

• 综合、单一源、第三方测试

UL 可以作为单一源提供国家监管机构所要求的一套完整的安全测试，也可
以依据行业认可的规范进行性能测试，有助于推进监管部门的批准和市场的
接受。

• 一体兼容性和安全考虑

根据 UL 电力电缆安全认证计划进行的认证可以合并产品安全测试以及依据
USB-IF 性能规范的测试，因此，可以在经认证电力电缆和适配器的质量和安
全方面，为零售商和买家提供保证。

• 通过 UL 后续检查和测试进行持续的合规性评估

UL 对生产单位的认证后检查和测试有助于确保持续符合相关要求，并且可以
作为供应链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发挥作用。

• 增强安全认证标志的安全性和诚信度

UL 通过密集的防伪工作，协助减少在未经测试的产品上对未经授权的认证标
志的使用，从而保护合法 ICT 电力电缆和适配器的价值。

• 全球认可的认证

最后，UL 标志广泛受到全球品牌所有者、经销商、主要零售商和消费者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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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
USB 技术的进步为 ICT 产品和设备的不断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价格低廉

或设计不当的电力和充电电缆和连接器对用户构成了潜在的安全风险，甚至导致一些
连接的 ICT 设备受到损坏或破坏。UL 电力电缆认证计划补充了有关 USB 性能的现有
行业规范，可为 ICT 电力和充电电缆的安全性提供全面评估，并且能够在产品质量和
安全方面为买家提供信心和保证。

欲了解有关 ICT 电力电缆测试和 UL ICT 电力电缆安全认证计划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 :

ROBERT.S.LAROCCA@UL.COM，或者登录 UL.COM/CHARGING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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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参见：www.usb.org/kcompliance/view.
2. 例如，参见“How to Buy USB Type-C Cables That Won't Fry Your Gadgets”
（如何选购不会烧坏小配件的 USB Type-C 线缆？），2016 年 2 月 7 日。
www.laptopmag.com/articles/how-to-find-safe-usb-type-c-cables.

3. “Should you fear your USB cable?”（是否应为 USB 线缆担心？）2016 年 2 月 28 日。
www.cnet.com/news/usb-type-c-cable-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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