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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不再仅限于单一用途–其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家具以前只是提供单一用途的物品，但现在沙发和桌子等物品拥有了众多
电气功能，服务于我们的多媒体、多任务生活。现在家具用户能够将所有电子设备与家具连接，获取电力供应。家具的演变包括加热
或冷却饮料杯支架、加热和冷却床椅、按摩功能及结合功能和美学的 LED 灯等创新特性。

零售商店环境也在不断发展。陈列柜或货架曾经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平台，但现在它有时还能为产品供电，方便潜在客户探索产品
功能。产品陈列还采用 LED 灯和标牌来吸引注意力。

家具不断演变。UL Standards 也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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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UL 的全新家具行业和第一期

《Furnishings Focus》，《Furnishings 

Focus》是我们专门为家具、陈设和睡眠产

品市场创办的一份通讯。为更好地服务于我

们的客户，UL 正在进行令人振奋的变革。

组建家具行业团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调整服

务，并为客户所有的测试、检验和认证需求

提供一个联络点。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与您共同寻找符合您企

业和需求的最佳、最高效的解决方案，成为

您在全球家具行业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我期待着与您会面及合作。

您将在本通讯的创刊号中找到影响家具行业

的监管信息和市场行情、UL 家具标准更新

以及 UL 对其标记作出的一些令人兴奋的改

变。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对您会有所帮助，并

诚邀您就任何问题与我们取得联系。

Alberto Uggetti

UL 家具部门

Alberto Uggetti 
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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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市场复苏，零售额继续攀升，为
提升现有店铺及装修新店铺，商用陈列的
需求也将增加。零售商寻求创新设备，这
可能会给制造和认证流程带来潜在挑战。
通常情况下，零售商指定陈列内应该使用
哪些组件；有时零售商的设计师会对陈列
的外观给出指示。

例如，商用陈列的最新趋势之一是采用 
LED 灯。起初，许多陈列使用荧光灯，荧

光灯的工作温度较低，所有镇流器也必
须符合同样的要求 – 经过至少 40⁰C 的外
界温度测试，工作温度低于 90⁰C 和热保
护。

最新的 LED 相比早期设计可提供更多照
明和设计方案，但通常会比荧光灯产生更
多热量。因此，LED 可以在较高温度下工
作，可能存在燃烧，甚至火灾隐患。火灾
危险问题与带 LED 橱柜的电源设计有关。
镇流器是为在封闭空间中使用而设计，列
名电源则是为在开放空间使用而设计。放
置在橱柜中均会过热。由于电源可在电
源、标牌、照明或 IT 标准下进行测试，其

互换程度不如镇流器。此外，同
一橱柜中可使用多个电源，这取
决于正在使用的灯具数量及橱柜
内部可能存在的其他设备，多个
电源将在单一商用陈列中能产生
大量热量。

由于并不存在专门用于商用陈列
的灯具类别，而包括适用于橱柜
灯的类别假定电源处于外部，所
以可能会有困难确定适合陈列橱
柜的灯具类型。此外，虽然 LED 
比荧光灯的种类更多，但也给评
估流程带来更多挑战。

您如何解决这一挑战呢？UL 为希
望对该设备进行商用陈列测试的制造商提
供定制的解决方案。UL 将打造可能用到
的最小尺寸的木制外壳，同时在外壳中测
试灯具和电源。一旦确定灯具和电源可在

较小的外壳中安全运作，则该设备可用于
更大的陈列。请立即联系 UL，以获得有关
该服务的更多信息。

如需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ruce.g.bohren@ul.com 或致电  
(847) 664-2017，与 Bruce Bohren 取得联
系。◼

商用陈列的创新带来检测
和认证挑战

Bruce Bohren／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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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带来新的、有时独特的安全隐患，如电击和电气危
险。UL 制定了几项针对住宅与商用家具及陈列产品的安全标
准。UL 针对这些产品的安全性的 UL Standards 也与产品共同不
断发展、变化。

我们目前正在对所有 家具和陈设的 UL Standards 进行修订，我
们鼓励制造商一同参与修订过程。您是否有兴趣积极参与标准制
定过程？ 或者您是否想知道修订后的要求是什么？在以下网站进
行注册以获得最新消息 :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
solutions/standards/developstandards/

您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以下标准的全新版本：

UL 65 – 有线橱柜（陈列柜）：采用灯光照明的商店陈列柜或货
架。

UL 962 – 家用及商用家具：复杂的商店陈列、床、椅、装饰性
照明家具、电动家具、培训室桌以及更多。

UL 1286 – 办公家具：办公室隔间、办公桌和储存系统。

UL 1647 – 电动按摩和健身器材：按摩椅。

UL 1678 – 电视和视频设备车及看台。

UL 2442 – 在建筑物结构上安装电视和视频显示器的支架。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并非提供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

家具不断演变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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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http://www.comm-2000.com 进行注册，
以获得 UL Standard 的当前版本。

http://www.comm-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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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制造商解决 VOC 声明问题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日前妥善解决了三家床垫制造商
的声明问题，这三家制造商被指控未经证实便声称其产品不
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不含甲醛、或无异味。三家制
造商已同意中止发表声明，直至得到数据支持。没有恰当的
科学依据而发表此类声明会给制造商带来风险，且可使品牌
声誉面临风险。

制造商可以与深受信赖的第三方组织进行产品排放测试，提
供公正、科学的产品数据，从而避免这些指控。UL 是产品
化学排放测试的全球领先者，可提供第三方、有科学依据的
化学排放数据及测试报告。UL 在最先进的不锈钢环境室中
测试产品，该环境室可检测包括甲醛在内的超过 10,000 种 
VOC。

UL 也是 GREENGUARD Certification 方案的独家供应商，
该方案对低排放产品进行测试和认证，提供低 VOC 声明
凭证。完成 GREENGUARD Certification 的制造商还可使用 
GREENGUARD Certification Mark 该标识表明他们已完成认证
并以文字形式进行说明，为市场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如此， 
制造商便可对其产品声明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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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关化学排放测试和 
GREENGUARD Certification 方案的
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lina.ku@ul.com  
或致电 +886277373132， 
与 Lina Ku  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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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Mark 是美国唯一一个最广为接受的认证标记，每年出现在 220 

亿产品上。全球最值得信赖的认证标记已升级。请访问  

www.ul.com/marks 以查看强化的 UL Certification Mark 设计并了

解更多有关强化信息。

UL Environment Mark 于今年四月推出，并配以文字说明，以强化

标记并为市场提供更高的透明度。请访问 ul.com/newmarks 以查

看标记并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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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值得信赖的标记 – 得以强化

UL Dashboard 是一套为使您更加高效及见多识广 

而创建的工具和功能。仪表板提供 UL 期刊资料库、 

白皮书和研究、商标中心、服务和标准目录的链接， 

以便客户在 ul.com 找到需要的所有信息。◼

UL Dashboard

UL 通讯

http://www.ul.com/marks
http://ul.com/newmarks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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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州参议院和罗德岛通过有关床垫回收
的法案

五月，康涅狄格州参议院通过一项有关床垫回收的法案，产生

了美国首个床垫回收法。该法案得到国际睡眠产品协会 (ISPA) 

的支持，授权一家由业界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建立并管理一个床

垫回收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设定并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为回

收工作提供资金。七月，罗得岛成为在全州范围内通过回收废

弃床垫计划的第二个州，该计划与康涅狄格州的法案类似。

ISPA 目前正致力于在其他州推动类似立法，并表示将为通过相

关计划进行游说，以降低非法弃置床垫的影响、利用现有基础

设施向回收商运送旧床垫、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

政府和消费者成本。ISPA 也建议授权一家由业界领导的非营利

组织建立并管理一个床垫回收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设定并向

消费者收取费用，为回收工作提供资金。

欧洲标准更新

五月上旬，欧洲办公家具联合会 (FEMB) 确定了“办公室及非住

宅室内使用家具可持续性要求”新欧洲标准的最终草案。UL 一

直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并可随时为愿意参与试点阶段的制造商

提供支持。如需有关 FEMB 可持续性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roberta.zaffaroni@ul.com 或致电 +39.3452462496， 

与 Roberta Zaffaroni 取得联系。

2013 年公布的欧洲标准

EN 16121:2013 - 非住宅储存家具 - 安全性、强度、耐久性和稳

定性要求

EN 16139:2013 - 家具 - 强度、耐久性和安全性 - 非住宅座椅要求

EN 16139:2013/AC:2013 - 家具 - 强度、耐久性和安全性 - 非住宅

座椅要求 

EN 1728:2012/AC:2013 - 家具 - 座椅 – 确定强度和耐久性的测试

方法 

美国标准更新

最近更新：

ANSI/BIFMA x5.4- 2012 休息室与公共座椅测试已更新，并取代 

ANSI/BIFMA x5.4-2005 休息室座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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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更新

mailto:roberta.zaffaroni%40ul.com?subject=Interest%20in%20F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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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前来与我们会面 

Kind + Jugend 
9 月 19 日至 22 日，德国科隆 
发言

ABC Expo 
10 月 15 日至 18 日，拉斯维加斯 
参展展位 #7222

NeoCon East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巴尔的摩 
发言

Greenbuild 
11 月 20 日至 22 日，费城 
参展展位 #2343 

Furniture Today Leadership Conference 
 12 月 3 日至 5 日，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 
参展

UL 发布

UL LLC.
333 Pfingsten Rd  
Northbrook, IL 60062 

网站：ul.com
电话： 1.888.485.4733 或 770.933.0638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FurnitureAP@ul.com，分享
您的反馈并进行注册 

以接收通讯

UL Environment 网络研讨会

UL、UL 徽标和 UL 认证标记均为 UL LLC 的商标©2013 年。

贸易展／活动预告

您的产品和 LEED：了解新的 LEED v4 家具评级系统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 2013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1 时 

LEED v4 已获批准，将于 2013 年 11 月发布–您的公司准备好了吗？UL Environment 的专业知识可帮助您和您的组织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

增加您的建筑有资格获得的积分，并提供多种工具帮助您实施计划。在我们的网络研讨会中，我们将讨论 LEED 评级系统和标准的变化如

何影响您和市场，并将回答您最为迫切的问题。本次网络研讨会专门针对您行业的特定需求，为您提供最相关、最实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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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