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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商用陈列的家具多种多样。在接下来三期的 Furnishings Focus，UL 的家具和制造配线系统的首席工程师 Eugene Wirth 
将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陈列柜及其安全要求。在此系列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了解 UL 65 所涵盖的有线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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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精力充沛并且身体

健康。UL 的家具行业团队到 2014 年已成立 

8 个月，并且我们在全球实现突飞猛进的发

展。去年，我们以观察员成员身份加入中

国的全国家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为欧

洲的家具 FEMB 标准的试行认证机构，并与

美国密歇根州霍兰德的 Advance Testing & 

Engineering 建立合作关系，在北美提供范

围更大的家具测试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 

UL 的家具行业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在今年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服务、更多行业洞 

察力，以及更多产品。有关我们服务的详 

细信息，请访问我们新的家具行业网页： 

ul.com/furniture。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鼓 

励您进行沟通并保持连接。 

  

请向 furnishingsfocus@ul.com 发送电子邮

件，加入我们的配送清单并将您的反馈发送

给我们。

Alberto Uggetti

 

UL  家具部门 

副总裁兼总经理

Alberto Uggetti
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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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担心他们的床垫 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并越来越意识到床垫
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潜在有害化学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由于成年人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3 岁以下的儿童一天在床上的时间可
达 20 小时），他们需要安全的产品，并要求将产品对环境的影
响降至最低。

位于德国科隆的 UL ECO INSTITUT，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欧洲帮助倡导乳胶和床垫测试，当时还没有关于乳胶床垫的合
成物或材料的法律规定。UL ECO-INSTITUT（当时名为 eco-
Umweltinstitut）、参与者聚集与生产和加工天然乳胶有关的利
益相关者，最终成立 QUL - 环保乳胶床垫质量协会（德国弗莱
堡），其成员及合作伙伴包括乳胶发泡剂制造商、床垫制造商、
经销商及其他制造商。

由 UL ECO-INSTITUT 共同开发的 QUL 标签，只对符合最严格要
求的床垫提供证明，并提供各类参数，包括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杀虫剂、危害健康的重金属、PCP 和亚硝胺。

自从制定乳胶床垫的欧洲标准以来，UL ECO-INSTITUT 已发展
成为乳胶和床垫测试的全球领导者，并已开发自己的专有标
签。eco-INSTITUT 标签是适用于由乳胶或非乳胶材料制成的床垫
和寝具产品的严格测试方案。该方案确保通过认证的产品符合严
格的化学排放和化学成份标准。

可依据标准进行测试的产品包括：

•   床垫：内弹簧、乳胶、（粘弹性）泡沫和其他聚氨酯性泡沫

•   寝具：睡袋、枕头、羽绒被、棉被、软填料

•   被单和枕套

•   床垫遮盖物、顶盖、包覆层和软垫

当需要测试床垫使用材料以获得 eco-INSTITUT 标签时，UL 将测
试多种化学物质，包括：

•   数百种 VOC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苯乙烯、丁二烯、阻
燃剂、甲醛、粘合剂，以及其他有害化学物质）。 

•   相关 POP —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重金属，例如铅、锑、钴、铜和汞

•   普通杀虫剂，例如敌菌丹、乙滴涕、苄氯菊酯、碳氯灵和毒杀
酚

•   甲醛

•   邻苯二甲酸盐

UL 与多家欧洲机构合作制定床垫制造的可持续发展标准。 这些
标准规定的测试要求高于德国和欧盟的当前法律要求，以及美国
环保署 (US EPA) 制定的化学品接触标准。

床垫测试可为制造商
特出产品

Daniel Tigges／业务发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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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店展示柜（通常称作陈列柜）是您在珠宝店看到的典型家
具。这类展示柜涵盖在UL65有线橱柜标准里，属于照明橱柜，
有开放式（架子）或封闭式两种。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EC)第
410.49章中对陈列柜和有线橱柜有明确要求。 

对于所有线先橱柜都有同样的基本安全要求。通过电线和插头将
有线橱柜接至建筑物供电系统时，橱柜制造商和零售商需注意 
NEC 和 UL65 的特定限制。橱柜只能连接 15 或 20 Amp 电路。商
店展示柜要接通电源，建筑楼配备电路必须符合有线橱柜安倍值
为15或20Amp。为橱柜供电的电线必须是 12 AWG 线号、有套、
重荷型电线，并配备接地导线。电源线最多只能伸出橱柜 12 英
寸。由于电线长度受到限制，商店必须在橱柜安装点安装固定的
插座。

通过电线和插头连接，可互连最多六个有线橱柜。插座（电线接
头）和插头必须是锁式，并且插座不得延伸到橱柜之外。连接
后，两个橱柜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2 英寸（50.8 毫米）。 

标准对额外连接作出限制。连接有线橱柜的电线不应连接便利插
座以连接其他电气设备，例如销售点收银机。连接有线橱柜的每
条电线必须相互独立，即一个有线橱柜的电源不能为其他有线橱
柜中的灯具供电。

使用 UL 认证导线管或 UL 认证电缆的永久连接有线橱柜可用导线
管或电线互连，并可能提供额外的便利插座接口。但安装要求受 
NEC 要求和当地规范要求限制。

在下文中，我们将了解 UL 962（家用和商用家具标准）所涵盖的
商用零售陈列柜。 ◼

有线橱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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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零售或商用陈列柜的详细信息，请通过  
Eugene.Wirth@ul.com 联系 Eugene Wirth。

mailto:Eugene.Wirth%40ul.com?subject=More%20info%20on%20retail%20and%20commercial%20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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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是 FEMB 试行家具标准 
的授权认证机构
FEMB (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de Mobilier du Bureau) 的办公家具多属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标准正处于试行阶段。类似美国的 BIFMA 的
安全标准，新的 FEMB 安规将考虑家具对环境的影响，确保核准方和采购方可根据各种环境和社会标准评估他们选择的产品，例如生
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生命周期评估或化学排放物。标准中著名的虽然是办公家具，但理论上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家具。UL 已被

批准为该试行标准的认证机构。如您想要参与试行，或了解该方案的详细信息，请通过 Daniel.Tigges@ul.com 联系 Daniel Tig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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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想要参与试行，或了解计划的详
细信息，请通过 Daniel.Tigges@ul.com 
联系 Daniel Tigges。 

mailto:Daniel.Tigges%40ul.com?subject=FEMB%20Pilot%20Furniture%20Standard
mailto:Daniel.Tigges%40ul.com?subject=FEMB%20Pilot%20Furniture%20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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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已颁布概述针对在桌面或工作台面为低电压装置供电要求的

新标准。 新要求在 UL 2851（桌面和类似工作台面装置的低电压

配电系统和设备的调查提纲）中进行详细说明。 

由于平板电脑、手机、iPod、蓝牙产品及其他需要充电和低功率

以维持运行的低电压装置的广泛使用，制造商已创建充电和供电

系统以确保在您的工作位置可持续使用这些装置。 这些系统将

电源连接带到桌面上，用户便可以具备人体工学的方式方便地取

用电源。 系统可配备充电垫、扩展坞、照明甚至扬声器。 它们

也可能提供便利插座，并可插入其他传统产品。 低电压电源系

统被限制为 2 级功率等级，帮助用户减少电气火灾和电击危害的

风险。 

功率要求适用于电源等级为 2 级的产品 [30 伏交流电（42.4 伏峰

值）或更低，或 60 伏直流电或更低]。 

提纲的具体细节如下所示：

提纲涵盖依据国家电气规程 (NEC)，NFPA 70，用于安装并用在干

燥环境的（而非危险区域（已分级））低电压配电系统和设备。

提纲涵盖的低电压系统用于连接额定电压 600 伏或更低的楼宇分

支电路。 

系统包括： 

a)    楼宇分支电路的单一供电连接；

b)    具有 2 级输出的电源供应运行于 30 伏交流电（42.4 伏峰值）

或更低，或 60 伏直流电或更低；

c)    用于将 2 级源接至低电压设备的互连系统（例如电痕、 

干线、导线或电线）；以及

d)    电气性连接互连系统的低电压设备。

如何为您桌面上 
的电子设备供电

Bruce Bohren／高级工程师

下接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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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已发布 2013 年的 Product Mindset，这是同类研究中的唯一一项全球研究，它提供

予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思维方式及产品决策有关的关键发现和解析。 

通过全新互动工具，首次将 Product Mindset 的重要研究发现和优先次序提供给您进

行分析、分类和探索。

请阅览 UL 第三次年度全球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深入探讨与产品制造、销售、购

买和使用有关的问题和优先顺序。点击此处下载 Product Mindset 的副本，并观看报

告的重要内容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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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indset

UL 的家具行业团队与深圳家具协会 (SZFA) 于 2013 年 10 月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为向 SZFA 成员提供测试服务并提升 UL 能力

知名度达成协议。两家机构将进行合作，在中国家具行业提升 UL 和 SZFA 的能力知名度。

中国深圳是中国的家具制造中心，以生产优质产品而闻名。 

SZFA 通过为制造商提供设计和测试服务，为行业提供培训和教育，

主办重要的行业展会，并发展行业出版物，帮助行业取得发展。 

MOU 签字仪式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举行，同时举行情况介绍、制造

商教育探讨会，并且 UL 环境总裁 Sara Greenstein 将进行讲话。UL 

和 SZFA 期待进行合作并提升 UL 家具服务在中国的知名度。◼

 
UL 与深圳家具协会签署协议

UL 通讯

http://productmindset.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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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睡眠协会认可床垫计划中的产品排放测试和 
UL ECO-INSTITUT 标签

专业睡眠协会 (SSA) 近期完成其 SSA Environmental & Safety 

Program®（SSA 环境和安全计划）的更新，为使用可持续材料的

床垫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措施设定标准。除符合法规要求，经

修订的计划将包括四个成就等级（I-IV 级），并包括多项属性，

例如使用天然或生物基材料，产品使用的纤维织物或泡沫获得认

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排放测试，以及参加碳足迹调查。

按照适用于泡沫的 UL ECO-INSTITUT 标准，以及适用于 

纤维织物和／或泡沫的 Oeko-Tex 标准进行测试，并测试产 

品的 VOC 排放物，UL 可协助制造商及其生产的产品达到安规所

制定的要求。请通过 Derek.Marsaa@ul.com 联系  

Derek Marsaa 了解详细资讯。 

意大利火灾特性技术委员会 

意大利火灾特性技术委员会已开发项目 U39001430“木质材

料阻燃涂层的防火性能 - 用于分级的测试方法”，并替代 UNI 

9796:1998。

未来的标准详细说明阻燃涂层分级的测试方法，并与改进 

室内用木基材料的防火性能的能力相关联。公开质询的最终阶

段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结束。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uni.

com/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view=wrapper&Itemid=900（仅

限意大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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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更新

系统也可能包括额定值为 125 或 250 伏、15 或 20 安，符合“ANSI/NEMA WD 6，有线装置 - 尺寸要求”之要求的 AC 便利插

座。提纲涵盖的低电压系统通常用于装入或安装在工作台面上，例如办公环境（家中或商用环境）中的桌面。这些要求 

不适用于涉及在浴间设备或加热表面附近使用的位置，例如厨房台面、浴室，或类似位置。

点击此处查看有关此新认证的其他详细信息：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solutions/standards/accessstandards/catalogofstandards/standard/?id=2851_1

有关其他问题，请通过 FurnitureNA@ul.com 联系我们。

上接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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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标准信息：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solutions/

standards/ 或注册以接收每个月两次的更新，了解新发布的 

UL 标准、提纲和提议：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

solutions/standards/accessstandards/whatsnew/register/

UL 962 – 家用及商用家具 

•  2008 年 7 月 7 日发布第 3 版

•  2013 年 8 月 5 日最新修订，包括对要求进行以下更改：(1) 修订

使用 2 级电源供电的产品的密闭要求，以及 (2) 增加床用加热

系统的补充文件

•  提议的第 4 版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进行初步审核，并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截止。此提议的家用和商用家具安全标准第 4 版 (UL 

962) 包括以下主要变更：(a) 将某些产品类型（例如按摩床和

按摩椅以及电动桌面系统）归入新的附录中，因为这些产品具

有针对它们的产品类型的独特要求；以及 (b) 将家用和商用要

求整合入标准的主体以提高可读性。

UL 2040 – 滑动折叠桌

•  2000 年 10 月 3 日发布第 1 版

•  2013 年 7 月 15 日最新修订，包括标志要求的变更

•  目前没有有关 UL 标准的活动

UL 65 – 有线橱柜

•  2010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第 7 版

•  2013 年 9 月 16 日最新修订，包括术语变更和要求澄清

•  目前没有有关 UL 标准的活动

UL 1286 – 办公家具

•  2008 年 8 月 28 日发布第 5 版

•  2013 年 9 月 19 日发布最新修订版，整合安装在办公家具上的

视频显示器（平板 TV）的附加要求。

•  作出两项提议，于 2013 年 9 月 9 日进行初步审核，并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截止。提议与以下内容有关 (1) 垂直可调表面的附

加要求，以及 (2) 根据 BIFMA X5.9，存储单元的新版本进行修

订。未来将作出提议并进行投票表决。

UL 1678 – 与音频／视频设备一起使用的家用、商用和专业
拖车和支架

•  2012 年 8 月 10 日发布第 5 版。 发布 UL 1678 第 5 版，解决平板

视频显示器技术，并整合与音频、视频和电视类设备一起使用

的公共机构的大拖车的标准的要求 (UL 1667)。 

•  在第 5 版中将标准的标题改为： UL 1678 与音频和／或视频 

设备一起使用的家用、商用和公共机构用拖车、支架和娱乐 

中心。 

•  发布 UL 1678 第 5 版之前，公共机构的大拖车的要求包括在与

音频、视频和电视类设备一起使用的公共机构的大拖车的标准 

(UL 1667) 中。

•  2014 年 1 月 31 日采用 UL 1678 第 5 版后，UL 1667 将被撤销

•  2013 年 9 月 20 日作出新提议以进行投票表决，并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截止。提议与针对产品重量和重心修订模拟 TV 测试夹

具的要求有关。目的是改写提议并在以后进行信息重记。

UL 标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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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solutions/standards/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solutions/standards/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solutions/standards/accessstandards/whatsnew/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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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我们 

IMM Cologne 
1 月 13 日-19 日德国科隆 
参展方

BIFMA 360 领袖会议 
1 月 27 日-29 日，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 
主办方

ISPA 展览会 
3 月 26 日-29 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第 1701 号展位

UL 出版

UL LLC.
333 Pfingsten Rd  
Northbrook, IL 60062 

网站：ul.com
电话：1.888.485.4733 或 770.933.0638 

分享您的反馈并注册 
以接收新闻通讯：
FurnitureNA@ul.com

UL 环境网络研讨会

UL、UL 徽标和 UL 认证标志是 UL LLC 的商标©2014 年。版权所有。

贸易展／活动预告

LEED v 4：通过透明度、健康和成就进行改造

现在收听（英语版本）

对 LEED 2009 进行主要结构升级后，USGBC 通过推出新计划、标准、概念，成功推进建筑改造，重要的是，通过发布 LEED 

第 4 版，增加对建筑物是否达到环保标准的审查力度和透明度。请加入 UL 环境，与我们一起探讨评级计划的重大改变。

此情况介绍适用于 LEED 从业者以及制造商、规范制定者和行业协会，以及想要更详细地了解可持续发展行业的人。 

本文件仅供一般参考，并非提供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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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UL 提供各种床垫和寝具测试及咨询服务，包括：

•   依据 ISO 16000 系列在试验室执行排放分析

•   执行重金属、AOX/EOX、杀菌剂、邻苯二甲酸盐、阻燃剂等化
合物分析

•   依据协调标准执行气味测试

•   损坏分析

•   依据 eco-INSTITUT、Blue Angel (RAL-UZ 38/117/119/130/148) 或 
QUL（环保乳胶床垫质量协会） 的标准提供认证

•   毒物学和生态学专业知识

•   针对产品开发和优化提供建议

•   依据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进行测试和评估

UL 是 QUL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 QUL 标签的授权化学测
试机构。 UL 的专有 eco-INSTITUT 标签亦得到美国专业睡眠协会 
(SSA) 的认可，该协会的透明化旨在让客户轻松了解床垫的使用
材料，帮助他们找到更安全、更健康的床垫。

有关 UL 服务的详细信息，请通过 Daniel.Tigges@ul.com 联系 
Daniel Tig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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