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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馬達式電動工具安全標準第 1 部

分 UL 60745-1 是在 2007 年 7 月 31 日

發表的調和式雙國標準，目前已進入

第 4 版，其根據的基礎為 IEC 60745-1

。該標準涵蓋了手持馬達式工具及磁

力驅動式電動工具，其中包含手持

式工具的通用規定及二十項衍生的

第 2 部分標準，而後者則涵蓋了特定

手持工具的專門規定。舉例來說，UL 

60745-2-1 涵蓋了電鑽及震動式電鑽的

特殊規定，而 UL 60745-2-5 則涵蓋了

圓鋸的特殊規定。每一項第 2 部分標

準都可視為是通過取代或新增具體規

定而對第 1 部分通用規定的修改。修

改因工具而異，因為這些規定僅適用

於特定工具。

第 1 部分標準也在附錄 K 中定義了

電池式工具及電池組的標準。該附錄

適用於電池供電之馬達式工具或磁力

驅動工具，以及用於該類工具之電池

組。它也適用於使用可拆卸、整合式

或分離式電池組的工具。這些工具及

電池的最大額定電壓為直流 75 伏。每

一項第 2 部分標準還包括其對應之電

池式工具的具體規定。

手持式工具 – UL 60745 

作者：John Stimitz / 首席指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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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模內貼標 (In-mold labeling) 製程已被廣泛應用於置於塑膠容

器內的各種消費產品，以作為裝飾及提供資訊之用。 為了規範模內貼

標在電器上的應用，UL 專門為此發展了一套「標記及貼標識別」方

案。UL 模內貼標 (IML) 方案是專為那些在 UL 認證電器上以 IML 標示安

全訊息的標籤製造商及其客戶而設計。 在這項方案中，我們根據評估

感壓標籤的安全標準來鑑定 IML，其中包括 UL 969「標記及標籤系統」

以及 CSA C22.2 No. 0.15「自黏式標籤」。

IML 被設計為可在成型過程中嵌入成型的塑膠。 在鑑定 IML 時，UL 結

合一般的塑膠表面 (例如 ABS、PC 或 PP) 以及一種或多種成型製程 (吹模

成型、射出成型或熱壓成型) 進行測試。 為提供最廣的使用範圍，被鑑

定為適合嵌入某種通用型塑膠材料的標籤，一律被視為適用於該類塑膠

的充填或強化版本。

雖然有些電器製造商會自行生產塑膠料件，但最常見的還是在其他塑膠

成型加工廠製造。 為提供營運上的彈性，UL 建立了一些指導原則，讓

電器製造商能向他們選擇的塑膠廠訂購已完成模內貼標的料件，只要這

些料件的成型都符合規範的參數，且該成型加工廠提供可追溯的必要文

件即可。

這項新的 IML 認證方案讓製造商可以方便地向合乎 UL 標準的 IML 供應

商訂購標籤，使其電器符合 UL 認證規定。 更多資訊請參見  

www.ul.com/labels。

作者：Ryan J. Houle / 化學品部業務開發經理

模內貼標認證方案

值此佳節時

刻，我們回顧

這一年來 UL 

所走過的軌

跡。2012 是飛

快變化的一

年，但我們的

服務也更貼近

全球客戶的需求。UL Advantage 

與 Motor DNA 將需時從幾週縮

短至幾天；STR、Springboard 及

其他多項收購案讓 UL 從更多方

面服務我們的客戶；我們的足跡

延伸至許多國家，尤其是巴西和

中國；最後，我們透過流程精簡

及仔細聆聽來提升客戶體驗，

確保您的需求隨時得到滿足。

我們的努力沒有終點。感謝各位

客戶與機構在全球貿易與環保節

能方面與我們攜手並進，共同創造

一個更安全而美好的世界。很榮幸

成為您的服務夥伴。若您有任何

問題或需求，請儘管與 UL 連絡。

祝您有個愉快而安全的佳節 

假期！

順頌  商祺

Alberto Uggetti  

家電業全球副總裁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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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o 的信

http://www.ul.com/global/eng/pages/offerings/industries/chemicals/labels/productsandstandards/
http://www.ul.com/labels


幾項第 2 部分標準 – 最新發展

• 2012 年 7 月，IEC 發表了第 2.2 版，

第 2-3 部分：研磨機、拋光機及圓盤

式砂輪機的特殊規定。本標準適用於

研磨機、拋光機及圓盤式砂輪機，包

括角向、直式及垂直工具，其額定能

力 (砂輪直徑) 不超過 230 mm。對研

磨機而言，額定速率為額定能力的配

件圓周速率不超過 80 m/s。UL 正在

審訂這項新的第 2 部分標準，預計將

於 2012 年第四季發表。

• 修籬機的標準是由 UL 60745-2-15 

「修籬機特殊規定」所規範，第一版

於 2010 年 6 月 28 日發表。先前通過 

UL 1448「電動修籬機」標準認證的

修籬機必須在 2013 年 6 月 28 日前符

合 UL 60745-2-15 標準。在該日期之

後，UL 1448 將被撤銷。

近幾年來，許多新式的長臂修籬機  

(也叫「桿式修籬機」) 在市場上推

出。為了規範這幾類產品，UL 初步

起草了標準大綱。這些新的標準草案

係以 IEC 60745-2-15 的附錄形式研

擬，目前正由 IEC TC 116 第 3 維護小

組 (Maintenance Team 3) 審查及修正

中。UL 也是該小組的一員，現正積

極參與該標準之定稿。涵蓋這項新附

錄的 UL 標準預計將於 2013 年底發

表。當這項新的標準定稿之後，它將

成為「長臂修枝剪 (或稱『桿式修枝

剪』)」此一相近產品類別的標準開

發基礎。

• 一項新的第 2 部分標準──UL 

60745-2-22「切斷機特殊規定」──

已於 2012 年 7 月 20 日發表。該標

準適用於裝有接合強化砂輪或金鋼石

切割輪的切斷機。這些機器的用途為

切割金屬、混凝土、磚塊、玻璃及磁

磚等材料。先前經由 UL 60745-2-3

「研磨機、拋光機及圓盤式砂輪機

的特殊規定」或 60745-2-5「圓鋸特

殊規定」認證的切斷機將需符合 UL 

60745-2-22 之規定。目前經由 UL 

60745-2-5 認證的切斷機必須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符合 UL 60745-2-22 

的規定。目前根據 UL 60745-2-3 列

名的切斷機將必須於 UL 60745-2-22 

生效以前符合其規定，該日期將於新

版 UL 60745-2-3 發表時公布，預計為 

2012 年底。

• 一項新的第 2 部分標準──第 2-23 

部分「氣動研磨機及小型旋轉工具特

殊規定」──預計將於 2013 年初發

表。該新標準適用於裝載配件直徑不

超過 55 mm 以及裝載砂磨配件直徑

不超過 80 mm 的片研磨機及小型旋

轉工具。目前經由 UL 745-2-36 

「手動馬達工具規定」 認證或隸屬於

該範疇的工具將需符合新的標準。

請密切注意下一期 Appliance Advisor 

(2013 年 1 月號) 對於 UL 60745 未來發

展的最新報導。

[ 3 ]

UL.com/appliances

手持工具 (接續封面)



為因應地板下安裝之電熱產品的增加趨勢，UL 發表了第 1 版 UL 1683「安裝於地

板鋪面下的發熱產品之調查大綱」(Outline of Investigation for Heating Products 

for Installation Under Floor Coverings)。 本文件對現有的 UL 1673「電暖器纜

線」(Electric Space Heating Cables) 及 UL 1693「電輻射加熱板及加熱板組」

(Electric Radiant Heating Panels and Heating Panel Sets) 兩項標準進行補充，讓

製造商在設計此類產品時有一份清楚的規定可供參照。 

UL 與業界、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密切合作，以確保這些安全規定清楚適

用，並且能順應產品技術及安裝型態的演變。

若有任何問題，請連絡 Stephen.R.Kuscsik@ul.com 。 

UL 發表「安裝於地板鋪面下的 
發熱產品之調查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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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的觀點： 
Appliance.advisor@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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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觀
2012 年 11 月 11 – 13 日 

AHRI 年會 

La Quinta Resort & Club 

加州棕櫚泉市 (Palm Springs, CA) 

www.ahrinet.org/ahri_s+2012+ 

annual+meeting.aspx

2013 年 1 月 28 – 30 日 

AHR Expo 

達拉斯會展中心 (Dallas Convention Center) 

UL 展位 371 號 

德州達拉斯市 (Dallas, TX) 

www.ahrexpo.com 

這份最新發表的白皮書提出與智慧家電

相關的安全性考量，以及目前用以解決

此一顧慮的合規架構。

該白皮書重點提供了智慧家電的背景資

料，並討論將智慧技術用於傳統家電所

引發的安全性考量。 

文中接著探討目前針對智慧家電所採

取的標準化走向，並提供 UL 智慧家

電附加「認證規定決議」(CRD) 的摘

要資訊。白皮書最後簡短點出幾項與

智慧家電擺設有關的非安全性考量，

並為其產品取得認證的智慧家電製造

商提出建議。 

UL 在美國發表智慧家電產品 
安全性白皮書
 

 

作者：Barry Kalian / 計劃經理

作者：Steve Kuscsik / 首席指定工程師

Product Safety Issues  
for Smart-Enabled Appliances  
in the U.S.

立刻下載白皮書：
http://lms.ulknowledgeservices.com/common/ncsresponse.aspx?rendertext= 

applianceshvacthoughtleadership

UL ULdialogue@ULdialogue加入我們的 
Facebook 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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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 Advisor 的讀者都很熟識美加兩國針對電動馬達所施行的最低能源效率

法規。在這個問題上，美國與加拿大並非唯二關注的國家。墨西哥與歐盟也制訂

了類似法律，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即將跟進。

去年，UL 宣佈與 Advanced Energy 建

立策略同盟，這家位於北卡羅來納州

洛利市 (Raleigh, North Carolina) 的非

營利機構以能源測試、顧問及培訓而

聞名。當時，UL 全球業務開發經理 

Giuseppe Barisan 曾經說過：「這讓 

UL 能提供「一站式服務」──為客戶

同時提供馬達效率及安全檢測，使消

費者能得到更好的終端產品。透過攜

手合作，UL 與 Advanced Energy 為全

球客戶提供更為有效的服務，助其簡

化第三方驗證程序。」

「UL 和 Advanced Energy 繼續積極參

與全球各地的顧問及標準制訂團體及

委員會；從美國負責馬達能源效率立

法的美國能源部委員會，到持續關注

相關事務的歐洲 IEC-IECEE 全球馬達  

E3 標籤計畫行動小組，我們都在其 

中。」當 Barisan 先生提到我們如何繼

續擴大「一站式」馬達能源效率合規

服務時，他如此說道。

最近的一項里程碑，是我們的合作夥

伴 Advanced Energy 已獲 Asociación 

de Normalización y Certificación,  

A.C. (ANCE) 授權，可根據墨西哥之規

定提供測試。ANCE 是一家經授權為電

力及瓦斯產品提供 NOM 認證的私人機

構，其授權測試的標準包括：

• NOM-014-ENER-2004「額定功率自 

0,180 kW 至 1,500 kW 的交流、單

向、感應、鼠籠型、氣冷式馬達。

限值、測試方法及銘板。」

• NOM-016-ENER-2010「標稱功率

自 0.746 kW 至 373 kW 的交流、三

向、感應、鼠籠型馬達。限值、測

試方法及銘板。」

當馬達需要通過這些規定之測試以便

在墨西哥銷售時，UL 仍然是您的一站

式服務商。

UL 現可根據墨西哥當地規定 
提供能源效率測試
 
作者：Frank Ladonne / 首席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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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LLC 已於 2012 受美國空調及冷凍協會 (Air-Conditioning, Heating and Refrigeration Institute, 

AHRI) 委託承辦三項認證方案。雖然 UL 百餘年來作為產品安全測試領導者的歷史已廣為人知， 

但我們也擅長於 HVAC/R 產品效能的測試。該效能測試包括測量 HVAC/R 設備的能源效率及其他 

主要特性。

商業用自動製冰機及儲冰箱 (ACIM) 認

證方案目前是在 UL 位於德州布蘭諾市 

(Plano, TX) 的設施進行。本方案涵蓋

每日製冰及脫冰能力為 50.0 至 4,000.0 

磅的 60 Hz 整合式冷凝單元及製冰機

組。此外，其中也包含非冷凝式的儲

冰槽或儲冰桶。該方案參與者需符合

的認證規格包括：脫冰速度、飲用水

使用率、冷凝水使用率、能耗率、冰

塊硬度係數及理論儲冰能力。截至本

刊截稿時，現正參與該 ACIM 方案的

製造商包括：Hoshizaki America、IMI 

Cornelius、Manitowoc Ice、Mile High 

Equipment 及 Scotsman Ice Systems。

UL 最近獲得 AHRI 委託，成為承辦變頻

驅動器認證方案的外部實驗室。這在

許多方面均有重大意義。AHRI 發表的 

1210 (I-P)-2011 及 1211 (SI)-2011「變

頻驅動器效能規格」標準是業界首例。

此外，UL 正與 Advanced Energy 合作

在北卡洛利市進行測試。VFD 作業手冊

將該產品描述為「透過調整供電頻率

及電壓以調節交流馬達轉速的電子裝

置」。該認證方案適用於「HVAC/R 產

品及低電壓 (小於 600 伏特) 建築中驅

動器獨立之異步感應馬達。」史上頭一

遭，HVAC/R 業界將有下列 VFD 認證規

格得以參照：驅動系統效率、馬達絕緣

應力及電力諧波。AHRI 的 VFD 產品部

會員包括：ABB、Danfoss、Emerson 

Climate Technologies、Honeywell 

International、Johnson Controls、 

Daikin/McQuay、Schneider-Electric 及 

Trane。

此外，UL 是首家受 AHRI 委託承辦室內

游泳池除濕機認證方案的外部實驗室，

對此我們深感榮幸。該方案涵蓋了氣冷

或水冷式電蒸汽壓縮冷凍系統，可在工

廠組裝為一件式或分離式，其中包括室

內冷卻/除濕盤管、冷媒氣體再加熱盤

管、壓縮機以及氣動裝置。該裝置需

具備的基本功能為除濕、空氣循環及

空氣再加熱。下列認證規格將由 UL 普

拉諾實驗室負責驗證：除濕能力、總

冷卻能力、淨顯冷能力 (若適用)、室內

空氣總排熱量 (若適用)、室外空氣總

排熱量 (若適用)、液體總排熱量 (若適

用) 以及總輸入功率。AHRI 除濕機產品

部的會員包括：Dectron、Desert Aire 

Corp.、Heat Pipe Technology、Munters 

Corporation、Research Products 

Corporation 及 Trane。

UL 贏得 AHRI 認證方案承辦委託 
 
作者：Brian Ferriol / 業務開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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